
 1

1997年 11月 8日國科會外文學門研究成果分析研討會（「女性主義與文化」小組） 

 
 
 

女性主義的文化分析 
中央大學英文系何春蕤 

 
 

外文學門的歷史意義變遷與女性主義文化分析的崛起 

一個學門是如何自我描述，什麼是它的問題識框，什麼是它思考的方向和研

究進路，什麼是它處理的對象和方法——這些問題不但是學門之內不斷爭執討論

自我定位的場域，也常常是歷史眼界和社會氛圍的具體投射體現。台灣所謂的外

文學門是一個頗為近期的形成，早年為訓練外語人才以發展國際關係的需求從來

沒有自我侷限到無法容納更寬廣的人文素養，1950、1960年代的政治肅殺氣氛
更使得人文領域成為創作活力迂迴奔放的原野，不但對西方文學多所引介學習，

也在本地現實的創作關懷中開發出饒富深意的反思運用。 

此刻當外文學門在整體社會亟思提升和整合的時刻回首檢視自身存在之

時，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兩個極有現實意義的發展1。首先，外文學門雖然長年接

受各方壓力要集中於語言訓練的角色功能，但是在台灣（甚至全球）急速國際化

的過程中，語言訓練的功能逐漸被更有密集效率和普及率的商業性語言學校、在

娛樂中吸收學習的通俗音樂及影視媒體、愈來愈頻繁的旅行遊學所取代。另方

面，台灣亟思轉變其國際地位的努力，也使得學術研究成為提升國際形象的重要

環節；國際學術會議的召開和國際學者的到訪，伴隨著學術研究的逐步專業化，

為台灣稍嫌單薄的學術成績單填下了一個個可觀的記錄。在這雙重的發展下，外

文學門的學術動力終於有了比較健康的發展環境。 

這些國際視野的變化，部分的主導了外文學門的根本性質及功能變化，而另

外一些歷史社會的因素則深刻影響了外文學門的發展方向。人文科系研究主體的

女性化是高等教育開始發展後的基本趨勢：在政治局勢逐步民主化、經濟結構躍

升為國家發展重點的過程中，人文科系逐漸被邊陲化，被胸懷「大志」的男性研

究人員捨棄，但也因而提供給女性更多介入的空間，外文學門研究人員的性別取

向於是構成了其發展性質的一個重要因素。另外，1980年代在台灣經濟實力累
積與高等教育迅速發展下出國深造的大量女留學生，遭遇的正是歐美國家在激進

社會運動衝擊沈澱之下形成學術典範更替的歷史時刻，女性主義詮釋方法開闢出

廣大的研究園地，也逐漸贏得學術的正當性2；女性研究者高舉主體真實經驗，

                                                 
1 參見拙作 Josephine Ho, “Crisis Discourse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Journal of Humanities 

East/West 13 (1995):107-126. 
2 參見拙作，何春蕤，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死胡同＞，《風起雲湧的女性主義批評》（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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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究在深奧抽象的新詮釋理論典範中找到成熟的發展，這樣的學術訓練和表現遂

成為女留學生學成回國後繼續努力的重要領域。而在本地的社會文化土壤上，女

性主義的語言異象接合了台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的女性主體浮現以及伴隨而生

的婦女運動活力，不但逐步成為文化想像和運動理論思想的泉源，也提供了理解

社會變遷的一個主要學術進路，並構成了此刻回顧「女性主義及文化」在外文學

門中定位的歷史節點。 

這個非常簡略的歷史脈絡回顧，目的是要點出女性主義在外文學門的快速發

展是一個非常其來有自的現象，與其說它只是外文社群本身的性別法門或是趕搭

熱門的研究風潮，倒不如思考這樣一個研究進路在台灣社會氛圍中的文化意義與

權力操作。換句話說，女性主義在外文學門中的立足和蓬勃，有其文化政治的含

意(cultural politics)，也因為這樣，我這次的報告可以算是我對女性主義研究方法
在台灣社會現實中如何運作的一種介入。 

 

社會的、歷史的女性主義分析 

我個人的文學文化研究取向及方法一向是社會的、歷史的。過去三年中對女

性主義情慾論述的研究也是如此，之所以採用這樣一個非常本土本位的進路，正

是因為我對千篇一律眼界、只追求實證斷言或抽象推演、不看歷史脈絡、不考慮

差異女性主體、不體認論述之塑造力量的那種本質主義式分析感到不安。畢竟，

如果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已經在文化脈絡中形成非常不同的性別權力和利益佈

局，如果新的理論分析架構和世界政經局勢構築了曖昧複雜的敵友關係，如果女

人的自我意識和定位眼界因著婦女解放運動而開始變動，那麼，女性主體在此權

力網絡變動中難道不會形成一些和過去不一樣的面貌、「本質」、利益歸屬？ 

面對這些新局勢，反思自身的運動牽連，女性主義的文化分析顯然也必須持

續創造新的、複雜靈活的論述，繼續挖掘串連新生的或被壓抑的顛覆力量，以積

極介入層出不窮的新性別佈局和現象。這意味著樣的操作放在第三世界的微妙位

置上來看時，特別有其複雜性。我最近剛剛完成的有關美國百年性革命史的研究

就是一個例子。 

每當本土的婦女解放運動提出了讓傳統性別規範有點不安的說法和實踐

時，便有人祭出「盲目模仿西方」的帽子，說女性主義是西方社會的產物，不一

定適用於東方社會云云（同樣一批人卻從不質疑科學、專業精神、責任政治等西

方產物的引進）。有趣的是，當我從分析批判本土的性別教養中提出情慾解放的

說法時，在女性主義領域之內也馬上被定位為「模仿西方」，還有人實證的說，

西方的性革命已經證明是失敗的，因此本土不該妄想會有不同結果，也有人推論

的說性革命不能觸及社會的深層政經及性別結構，因此不應作為運動努力的方向

等等。我個人則對只看表面的粗淺類比和簡單的歷史評斷一向不以為然，覺得應

                                                                                                                                            
篇)，子宛玉編﹐谷風出版社，1988年，77-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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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用具體的研究來和這種斷言對話，因此著手進行這篇論文，雖然動工於三年

前，論文前半部的初稿在一年前的「四性研討會」中首度宣讀，但是一直到今年

暑假，全文才寫到了一個讓我有點滿意的程度。 

在我的研究中分析，斷言性革命早已失敗或者根本質疑情慾革命對女性生命

有重要的、良性的影響的人，往往在進行任何文化分析時都有類似的說法。她們

會認為，情慾領域中的急速變遷躍動只是順應資本主義的商品化趨勢而將身體進

一步性化，或只是中產女性以改良式的情慾解放運動來延緩並漠視基層女性真正

的革命需要，或只是情慾優勢女性模仿或複製男性慾望以擴張自己的情慾版圖。

這些夾帶著價值判斷及各種本質化約論假設的斷言，需要歷史的、社會的具體複

雜分析來加以回應。因此，我的論文藉助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架構3，整理釐清

各家豐富錯綜的歷史敘述，以描繪美國近代百年的情慾革命史的意義，在於情慾

生產力與情慾生產關係之間逐步衍生的的張力，如何被激進的社會解放運動凝聚

轉化，被情慾邊緣人口用來改變抗爭的基點、累積新的主體養成資源。在這個意

義之內，性革命已不能被簡單的成功失敗評斷所化約，性革命的歷史和運動分析

是進一步改變社會的必須。 

從理論的層次上來說，我想透過對十九世紀末以來美國兩次重要的性革命的

歷史分析，來初步顯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特別是透過我對賴希

(Wilhelm Reich)和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運用和補充－－在情慾領域中的可
能操作。我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在解放勞動力的同時，是因著一些歷史際會的原

因，而在商品化的過程中創造出愈來愈明顯的情慾發展與多樣化，也就是我在文

中所說的「情慾生產力」(forces of erotic production)的大幅增加，以致於和原本
規範情慾運作的「情慾生產關係」(relations of erotic production)－－現階段最主
要的體現就是一夫一妻父權異性戀婚姻家庭體制－－形成強大的緊張狀態。這種

緊張狀態不但表現為情慾活動日漸升高的可見度，更帶動各種情慾論述展開意識

形態爭霸戰，為各種運動主體創造介入施力的可能－－這些激盪的匯集就是我所

謂的「性革命」。 

我同時在論文中指出，情慾生產力在二十世紀的發展當然和資本主義生產以

及其所帶動的人口流動和慾望創造密不可分，而且情慾生產力的發展方向和形式

也必然糾葛了既存的其他權力網絡（如性別、階級、族群、年齡、性口味等）。

但是這並不表示這個情慾生產力的躍進就全然只會為資本主義生產服務，或者必

然只會加劇其他既有不平等權力的運作而已。提出這類結論的人不但低估了社會

                                                 
3 我在研究中之所以採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架構，不但是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歷史
社會分析方法，更因為許多質疑性革命效應的人常常會訴諸一種非常接近馬克思式（階級）

化約論以及徹底革命論的批判語言，以說明性別權力在政經領域中的變革才是真正而且唯

一可以改變社會的力量，或者說在父權沒有全面推翻之前不能奢談情慾革命云云。可是，

有趣的是，她們祭出激進的化約論和革命論，通常是為了面對那些積極在情慾領域內推動

革命的人；面對主流的漸進改良策略時，她們倒不一定會用同樣的馬克思主義式社會分析

來要求更根本徹底的社會變革。換句話說，這種選擇式的取用馬克思主義語言和異象，與

其說是提出對現實的無情批判，倒不如說是一種選擇性的情緒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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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矛盾複雜（也就是高估了宰制權力的彼此配搭合作無間），同時也蔑視了權

力弱勢主體和她們的運動實踐在此過程中的各種可能壯大施力。我的歷史研究就

追溯了美國兩次性革命中情慾弱勢主體借力施力的軌跡。 

另方面，許多研究情慾史的學者在指出主體情慾實踐力因著既存權力網絡而

展現差異時，從不會因此斷言（像階級、美貌等）社會因素「全面」決定了獲得

情慾滿足的程度，也從不願斷言當時的情慾生產力擴張「只」對中產女人比較有

利因此不值得推廣等等。階級（以及另外許多因素，如婚姻狀態、居住區域、家

中排行、相貌身材、年齡輩分等）當然會影響到情慾資本的大小與運用；正如它

在教育、就業、從政等等方面也會影響個別主體施力的機會與結果。但是許多女

性主義的研究在對教育、就業、從政等等進行文化分析時，雖然看到這些領域內

的不利局勢，卻仍然對這些方面的突破抱持希望和遠景，也因此熱情鼓勵，主動

提供論述支援。然而，她們面對情慾領域的解放運動時卻特別有所保留，而且時

刻祭出階級差異來勸說女性警惕退卻。在這裡，原有「否性(sex-negative)文化」
4和「情慾沙文主義」5 在情慾領域中的可能運作，值得女性主義文化分析者進
一步反省。 

另外還有一個是相關的立場和眼界問題。賴希在分析 1920年代的性革命時
也提到情慾解放需要物質條件，可是他關切情慾解放需要物質條件，從不是為了

因此消極的指出弱勢青少女情慾自主之不可能或困難，也不是憂心忡忡的擔心情

慾解放有其經濟能力和階層限制。相反的，賴希正是要用這種對物質條件的強烈

關注和具體要求，來指出青少女在情慾上的處境是代間壓迫的問題，是性別壓迫

的問題，因此也是一個需要用更激進的情慾社會革命來改變的狀態。像賴希這樣

的情慾文化分析，從不是為了把此刻的某種不平等現實描繪成很難改變的困境，

然後提醒女性主體留神警惕；反而是在此刻的不公中具體思考，如何在情慾上展

開徹底改變社會成見的起步動作。 

這樣的運動觀點背後的社會文化分析當然不可能是靜態消極的。在我所使用

的動態結構觀點中，情慾生產力和情慾生產關係並不是什麼固定明確的兩塊鐵

板，而是情慾的多樣呈現與沈澱在特定歷史時段中展現出來的緊張及對立。因

此，某些在此刻被視為體現情慾生產力開拓躍進的實踐和論述，固然可能和那些

被視為體現當下情慾生產關係的實踐和論述形成意識形態領域的爭戰，但是這種

緊張關係或者敵我的部署並非絕對或固定，它們都可能在進一步的挪用串連中形

成新的位置和關係，而且新生的情慾生產力若能在某些有利的條件（如激進社會

運動的介入）之下擴散沈澱，爭取到自我再生產的機會，就有可能重織情慾生產

關係的經緯，甚至介入資本主義主體再生產的途徑和性質。畢竟，傅柯所謂的「性

                                                 
4  Wilhelm Reich, The Sexual Revolution: Toward a Self-Regulating Character Structure, trans. by 

Therese Po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md Giroux, 1945, 1962, 1969, 1974), 25. 
5  Gayle Rubin,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eds. by Henry Abelove, Michele Aina Barale, & David M. Halperin 
(London: Routledge, 199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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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署」(deployment of sexuality)從不是固定不變的，它總是在各種社會力的激
盪抗爭中流動變換的。另外，性革命是僅有某些個人有能耐施展的個人實踐，還

是可能形成更廣泛的、根本的社會革命？我也在論文中提出賴希在這方面的重要

貢獻，以破除此刻反挫氛圍中一般人對美國性革命過分簡單輕蔑的評價。 

在我的研究理論架構之內，性革命並不是情慾實踐被整體的、單一的、徹底

的翻轉或全面取代；相反的，它是情慾模式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段中－－被觀察

到、被大量關注討論－－的多樣化發展，這個多樣化的增長速度和幅度使得性的

運作方式、具體實踐、相關的情緒反應、更重要的是圍繞情慾的各種論述說法，

都一再突破原有情慾體制的決定或侷限，形成動盪的緊張關係和熱切辯論，這就

是性革命的徵兆。同時，本文對性革命的歷史分析也將指出，性革命的方向、幅

度、以及它對不同社會群體的衝擊深刻受到激進社會運動的介入影響。因此，我

在論述性革命這個問題的時候，一方面關注多重異質的、在性領域中各有其特殊

運作動力學的權力關係如何相互競爭、操作、衝突，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也仍然保

留像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樣的分析工具，以作為介入論述的切入點，希望能串連

不同的抗爭，拉出一條鬆散但確定的反對戰線，在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s)
的前提中不喪失對立政治(oppositional politics)的眼界。 

如果大家對這樣一篇近四萬字的研究有興趣，可以期待本月份即將由元尊文

化出版的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性／別研究的新視野》，這裡我就不再重複

其中的論點了。 

 

「女性主義文化分析」的效應 

對於許多以批判思考自豪的人而言，像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 對文
化工業的批判或阿圖塞(LouisAlthusser)結構主義的理論思惟方式，都有著難以磨
滅的影響。換句話說，儘管有其複雜的面向，但是她們的基本思惟方式卻和她們

所批判的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化約論和經濟決定論有太多相同之處——只不

過性別取代了階級，父權連結了資本主義而已。這種強調「整體結構」有其決定

性或支配性力量的女性主義分析因此相信，文化工業就是複製父權和資本主義生

產關係的重要場所，而社會的各種組織結構、規訓獎懲形式、文化呈現，都和父

權的性別養成以及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結構、社會關係相對應，也因此都需要被

揭露分析，被嚴厲批判。 

無可否認的，義憤式的思考為女性主義分析模式的發展提供了無可取代的動

力，也為許多女人成就了最早的性別意識覺醒。問題是：新的歷史時空條件發展

所形成的變動局勢，已經使得簡單的敵我二元區分法愈來愈捉襟見肘。 

最明顯的就是，隨著女性主義言談在通俗層面上的淡化擴散，新的社會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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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伴隨而來的各種（所謂的）「反挫」6，已經相應的開始形成新的複雜局勢

和權力運作。例如，鬥爭中的各種政治勢力以及蓬勃發展的商品文化，都以女性

主義概念作為勾動女性消費者或者女選民慾望能量的有力中介，大加使用；這麼

一來，女性主義語言與各種性質互異的力量迂迴結合，其中的動力運作和利益歸

屬更加複雜，而簡單的控訴商品化和剝削顯然已愈來愈無法碰觸到在具體情境中

存活的女性主體，愈來愈無力操作這個新的性／別情勢。另外，新近在身分認同

政治中浮現的各種邊緣性／別主體（例如同性戀、第三者、變性易服者、最近現

身的公娼、代孕者等等），也使得簡單的性別分野和二分的敵我情勢不再那麼具

有說服力。這些新出現的局勢都為平鋪直敘的控訴式女性主義文化分析帶來需要

更靈活應變的挑戰。 

在理論方面，近二十年來許多領域內都出現對於化約思惟的反動，一方面是

從新葛蘭西學派而來的文化研究、以及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等等理論的興

起，另方面則是新社會運動，包括非中產道德主流的婦女運動的某些實踐所帶來

的挑戰。這些變化都使我們更能從運動實踐和主體位置的角度去思考分析文化，

特別是性別和文化的問題。例如，今天我們已經知道，一個完整的階級再生產理

論，必須在理論的內部構成上，包含性別的面向，而不能把階級和性別分別為兩

種僅有外部關係的範疇。同樣的，當代的性別分析也在在顯示了異性戀等性面向

是性別範疇的構成部份，故而一個完整的性別分析必須也是「性／別分析」，或

必須在許多脈絡內考慮其他多種權力關係，而不能停留在本質主義的性別化約論

上。這方面的具體例子大概要算是最近因台北公娼被廢事件而引發的女性主義辯

論。 

此外，當我們不再把社會看作一個有穩定結構原則的整體時，我們也必須避

免一個可能把社會「實體化」(reify)、太強調客觀結構的決定性作用的啟蒙式分
析；相反的，我們須要從實踐行動者或能動主體的角度來分析社會。傅柯(Foucault)
在他晚期的著作中（特別是《性史》的第二、三冊），堅決質疑社會可以直接決

定個體的實踐，因而提出了「自我實踐」(practices of the self)的說法，也就是發
展自我的管理技術(techniques of self-government)。這種自我實踐的技術可以轉化
或抵抗國家的管理(governmentality)，從而規劃自己的生活，並且對別人的生活
發生影響。在這裡，主體不再只是聽話順服的身體(docile body)或體制結構權力
支配下的受害者而已，而是在無所不在的微觀權力及抵抗中的自由能動者。 

也有些人會提出一種折衷主義的主張，即：我們既（不）要把結構制度下的

人看成全然的被動受害者，也（不）要把她們看成全然的能動主體。我認為這種

廉價的折衷主義至多只是一種理論操演；因為，對於具體的運動實踐者而言，女

性能動主體的視角是其唯一可能的視角，它不把主體定位在悲憤、恐懼、絕望、

                                                 
6 有婦運的鬥爭，就會有對婦運的抵制。把這些當然會有的權力鬥爭或抵制稱為「反挫」，似
乎暗示原來已經得到了某種成果或勝利。而這種自我定位可能包含了某種對於婦運鬥爭的

簡單評估和滿於現狀的發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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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恨中，它積極的開發超越原有文化腳本的新實踐，因此也只有從這個視角出發

的女性主義文化分析是使主體得力壯大(empowering)的分析，是合乎其所用的分
析7。 

我當然也同意顛覆的力量有可能來自啟蒙式的認識父權真面目，但是這樣一

個建立在理性以及菁英女性過人的智識上的啟蒙模式有一個愈來愈明顯的問

題，那就是它傾向於強調啟蒙認知、理性分析及仔細盤算的力量，而輕看別種不

一定在現有啟蒙理性架構中具有公信力的抗爭方式。換句話說，女性主義一旦服

膺於啟蒙的思考模式，相應而生的文化分析就傾向於捕捉和認定現狀中所存在的

不平等範疇和現實條件（也就是所謂的「真面目」），而由於這種對現實的斬釘

截鐵描述和控訴，凝聚了強大的能量和黑白分明的敵我分析來証成抗爭的正當

性，往往會排擠那些在現有啟蒙理性架構中無法確切盤算得失的反抗策略；也就

是忽略了現實的父權也不是一個已經穩定就位的支配力量，而是不斷的需要建

構、得力、加強、接合其他權力關係、應付各種變化挑戰、甚至捉襟見肘的權力

網絡，因此反而常常依賴那些宣稱現狀不會（易）改變的啟蒙式描述分析來印證

父權力量強大不變，而諷刺的是，父權正是透過這種對現狀的印證來強大自己。 

歷史顯示資本主義本身的擴張已經具體的帶動了情慾作為商品生產和消費

的一部份，勞動人口的流動、休閒文化、媒體及廣告、性別角色的變遷、消費道

德所滲透的情慾享受心態、青少年次文化等等方面的快速發展都已經大幅提升了

情慾生產力，再加上進步社會運動和現代性學的某些論述以及意識形態領域內的

各種交戰施力，這些風雲際會都為情慾生產關係的動盪提供了更多的變數。性行

為、性論述、性認同、性商品、性模式的多樣化以及它們在再現和論述領域中的

明顯可見度，這正是性革命昂首前進的徵兆，也是性的部署(deployment of 
sexuality)動盪變化的時刻。而什麼樣的介入能夠更進一步壯大情慾生產力，激化
它與當下情慾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或者換個方式說，就是徹底改變情慾的生

產關係，駕馭資本主義生產所帶來的情慾生產力擴張，使得情慾生產關係更加多

元、開放、流動——這恐怕是女性主義文化分析需要思考的問題。 

由歷史的先例來看，性革命帶來的當然並不見得一定是情慾生產力的全面解

放，性革命也不一定保障情慾受壓迫者的全面翻身，情慾體制總是以各種方式繼

續吸收改變的動力；但是，歷史的先例也顯示，只要有進步運動的介入，有抗爭，

就至少「改變了辯論的條件」8，也就是改變了壓迫和鬥爭的條件及局勢。美國

百年來的兩次性革命都因著各種進步運動的積極挪用和轉化，為多元情慾主體創

造了此刻以及下一階段抗爭的資源動力。換句話說，這些介入和抗爭不但使得女

人、青少年、同性戀及其他性多元人士等等情慾受到壓迫的主體，有機會在動盪

的社會條件和結構中尋求抗爭的機會和可能；更重要的是，不管此刻的抗爭形成

                                                 
7 這是 Dewey以降的實用主義留給我們的重要教導。 
8 Ellen Willis, “Foreward,” Daring To Be Bad: Radical Feminism in America, 1967-1975, ed. by Alice 

Echol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9),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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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少進展，下一階段的女人、青少年、同性戀、性多元人士等等受到壓迫的主

體至少不必從原點開始，而可以在新的思考和實踐的基礎上前進。 

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全面擴展當然會包含了情慾生產力的拓展和性意識的擴

散普及，這個新開發出來的動力和空間也當然有可能如傅柯所言使得性的權力部

署更加細緻化。但是對抗這個趨勢的策略絕不是開歷史的倒車，努力回復情慾白

色恐怖的禁絕狀態，而是要像傅柯一再強調的，去挖掘串連已經存在的零散的抗

爭點，平反被壓抑的知識和論述(subjugated knowledges and discourses)，暴露性部
署的鬆散和矛盾。這也就是說，情慾生產力能否為情慾上受到壓迫的主體形成抗

爭式的支援，能否徹底的改造既有情慾生產關係的單一及權力不平等，能否被串

連起來搖撼迂迴相連的其他壓迫關係——都還要看文化分析者如何挪用轉化資

本主義的情慾生產力，如何呵護那些已經在此刻片面或局部突破情慾生產關係的

畸零主體，以擴散她們攪擾體制的效應和力量，如何積極介入通俗媒體中不斷複

頌的情慾常識、家庭意識形態中的性養成、青少年次文化的情慾實踐、性與家庭

的相關法律及制度常規、性領域中的性別歧視和階級歧視、性（醫）學及性（心

理）研究等學術及論述生產、以及在現階段愈來愈強大的知識／權力場域中形成

的性教育。 

在現實脈絡的這許多方面，女性主義的文化分析絕對有它塑造現實的力量和

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