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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起点论:

非传统本质论的性别现

宁应斌
台湾中央大学哲研所

女性主义对于变性论者的一个质疑是:变性主义的性别观乃是一种传统

本质论， 粗略地说就是 "性别天生论'\可是女性主义的主流观点向来认

为性别是社会建构的。 女性主义与变性主义的冲突在John Money著名的乌

龙案件中被戏剧性地凸显了(关于此案可参 看约翰. 科拉品托的《性别天
生>> )。

女性主义者认为，变性主义愤常采用的论调是说， 变性者的 "真实性

别"从变性手术中(或从错误的身体中)被解放出来(cf. Hausman 468) ， 
这种论调把建构的性别实体化了。 女性主义的质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
许多变性者所抱持 "性别天生" 观念，十分接近传统的生物性别本质论z变

性论者之所以采取本质论，正和许多同性恋者持 "同性恋天生论" 一样， 以

为这种性别本质论在面对大众时可以给予变性者存在的正当性，以及可辩解

变性手术的必要性。 不过， 本质i仑的这些 "好处" 其实只存在于变性群体极

为弱势的初期阶段， 一旦变性的政治开始被认真的辩论， 而且变性被赋予比

目前更大的正当性与社会支持肘，那么将无可避免地会对 "性别" 范畴本身

和 "异性恋常规" 有着实际影响，此时的 "性别本质论" 将会受到各方严肃

的质疑，正如此刻的 "同性论天生论" 一样，即使缺乏深思的宗教信徒或保

守大众对天生论也不买帐。 至于目前似乎很少听到女性主义对变性主义的质
疑， 也同样是国为变性i仑的发展仍是无足轻重的3然而， 从变性主义萌芽开

始，女性主义的质疑便一直存在(Raymond; Je岱eys; Hausman; MacKenzìe; 

Millot) Susan Stryker贝tl在美国的跨性别历史中提及女性主义如何影响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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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结减对于跨性别的社会服务(112-113)。

这篇文章则是企图解决女性主义与变性主义的冲突，提出一种非传统本

质i仑的性别观，代之以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 "性别起点论 我曾在其它

文章采用了 "性别是核心人类潜能" 的能力取向观点(宁应斌)，亦即，人
自身拥有 "性别潜能 不过人的性别能力或潜能未必能够发挥作用，但是

人有权利"实现自身'性别" 。 很明显地，我采用的语言十分类似本质主义g

虽然这些本质主义语言颇符合许多变性主体的感受与人生故事， 但是这也正

是变性论者经常被批判之处，因为变性论者似乎假设了自身的真实或本质性

别(例如被装在错误的身体中)，故而诉诸了性别本质主义。 在世界性/别

运动的历史经验中，抗拒或远离生物本质主义或身分认同的本质主义是个正

确的方向，即使某种认同政治或某种集体认同有其价值，也往往是策略的或

过渡的价值。 后现代或酷儿的抗拒本质主义长远来说更能够促进不同运动的

接合结盟，显现出各种身分认同的建构性质与互相渗透， 由于没有先在本质

的限制，故而能扩大所有人的空间，增加所有人的选择。 因此，以下我将在

"能力取向 (Nussbaum)框架下尽量陈述一种远离本质主义的性别观， 在

看似本质主义的语言中其实有着非传统本质论的内涵。 我的试论综合了一般

均能接受的性别形成命题，其精神主要建立在人类的差异性。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 本文对文明人类的 "性别" 之假设是采生理一心
理一社会折衷论(eclecticism) ， 这样的折衷论可以使本文与最多数的经验

研究和理论兼容，此一折衷论说的是z 文明人类的生理(无论是身体、 外

观、 染色体或生殖器)只是性别潜能的→部份(决定我们性别的因素之一，

但对其确切的作用我采不可知论以便与不同的经验假说兼容)，这个生理因

素与我们的个人生活史(特别是在幼年)所形成的心理(无意识、 经验、 自
我认同与性别认同等)， 以难以详解的共同作用方式下(此处预设了弗洛伊

德的一些核心观念)形成了我们的性别能力的起点(伴随着性别认同)。 亦

即， 我们在幼年时会开始有性别认同(但未必就是我们之后的性别认同)， 

也形成了我们性别潜能或本质的起点(这个起点对有些人而言即是终点，也

就是性别的定型与固定，对另些人而言则是漫长旅途的开始，这是源自人类

的差异性。 这个建立在人类差异性的起点说使得本文的性别观脱离了传统的
本质论一一下i利 。 不过我们的个人生活史与心理历程则是在特定社会文化

脉络下的历史与历程， 像亲属关系、 家庭结构、 舌L伦禁忌、 性文化形态等等

都会影响个人生活史与其心理(亦即，社会因素也进入生理与心理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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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本质或潜能内，不过社会因素的确切作用则存而不论，以便容纳各种理

论)。 所以性别是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 最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观点下，

人不是一出生就具有性别能力，所以不是一种性别的生物本质论，人至少要

到幼年期的自我认同阶段才形成性别潜能。
社会学讨论的 "性别" 包括的不是很单纯的 "性别认同 性别气质、

性别意识与性别表现等都属于 "性别'\其形成也不限于幼年家庭，而是在

同侨团体或诸如学校的次级社会化中渐次形成，甚至可以说，性别由学习而

来，这个学习过程则是因人而异(例如阴阳人的性别认同或性别学习过程就

可能与他人不同)，而且是 "学无止境" 一一例如年老时有可能丧失许多性

别特征而趋向中性。 同性性行为或某些事件也会影响个人性别意识(上述这

些论点可以在性别教科书中找到，如Ry1e第四章)。 这种社会学论述由于是
建构论产物，当然支持本文的起点论，然而本文虽不排斥这种社会学论述，

但是也不必预设它，亦即， 当一个中学女生在学习娇柔女性气质以吸引男性

时，社会学假设此女生仍在学习其性别，但是本文却不必假设这代表了此女

生的性别潜能尚未实现(但是也不排除此女生尚未实现其性别的可能性)。

以上对本文性别观的概述， 最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 "起点论" 如何置换

了传统的本质论。 传统本质论区分了 "本质(潜能) /实现(作用)" ，潜

能与本质是先在的与内在固定的，性别潜能的发挥作用并不会反过来影响其

潜能，其所发挥作用乃是本质的表达、 本质的自我实现。 起点论则不坚守这

样的区分，在幼年首先形成的性别本质或潜能， 只是起点， 在潜能发挥作

用或自我实现本质的历程中， 其潜能与本质也可能会渗入新的因素而渐次发
展，换句话说，起点论认为有些人的潜能是渐次形成而非一次到位，且会与

潜能的发挥结果互动。 当潜能不再发展或固定下来时，即是抵达终点。 但是

起点与终点的距离则各有不同，表现了人类的差异性。 这个差异性简单的说

就是，文明人类的性别潜能或本质，不是都在同一人生阶段定型，有些人在
幼年的自我认同阶段就完全成形旦固定下来，有些入的性别潜能则还继续形

成，其局部能力(在个人生活史与社会条件下)所发挥的作用，也会(有差

异方面或不同程度地)成为其性别本质的一部份。

更详细地解说如下:从能力取向的区分 "能力(潜能本质) /作用(实

现潜能)" 来说，我们在幼年形成的性别(本质)， 只是潜能，在成长的过
程中逐渐发挥作用(例如表现出某种性别气质、 进行某种性别操演)，彷佛

这个性别能力有一种内在趋力要去实现自我，也就是成为符合我们本质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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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这大抵是本质论的模式。 但是本文对此模式有些修订(因为考虑到人类

的差异性)，本文有不同的看待"本质"之方式，或说本文使用 "本质

词有些误导，让人误以为是某种无声哑然的固定先在状态，其实我在这里要

描述的本质乃是一个起点，一种能力的起点，我们在刚出生时并不具有这种

性别能力，性别不是天生或生物的潜能，而是一种历史社会的能力。 这个能

力是在人类特定历史阶段之性别社会中所产生的性别角色与性别心理的条件

下才出现的。 幼儿若具有性别能力则必须同时配备了素材原料(身体与心

理)，以及对这个性别能力的自我意识(即性别认同 接下来这个性别能

力会随着人的生命史遭遇在特定社会历史中发挥作用，例如性别能力会面对

社会的要求(如做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男子汉)，但是不是每个人以同样方式

发挥作用或达到同样结果，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性别 "本质" 或 "起点"

(身体配备、 生命史形成的心理与认同等)，而且有些人的起点就是终点

(其性别本质从一开始就固定下来了)，有些人的终点离起点不远，但是有

些人的终点则与起点有一段距离，甚至相当遥远(亦即，其性别本质是渐次

形成的，幼年以后的生活史与性别能力的发挥作用都会掺入其性别本质的成

形)。 这也就是说 潜能(本质)/作用(实现)费 的区分不是绝对的，

对起点即终点的入而言，一且在幼年时拥有了性别潜能，其性别本质就固定

下来了，后来其性别潜能的发挥作用，只是实现此一本质，不会改变本质，

故而对这些人而言 "潜能/作用"的区分是绝对的，许多变性者常自认就是

属于这样的人。 不过，对于起点与终点不同、 甚至有些距离的人而言，其幼

年时期形成的性别潜能只是起点，这个没有完全国定的本质在发挥作用或实

现自我的时候，其发挥的作用也会进一步形成其性别能力，潜能在发挥中产

生变化，发挥潜能有时会改变潜能。
换句话说，由于人类的差异性，在大千世界中有些人的性别能力(本质

或起点)是在更晚的时间才定形(大器晚成)，才抵达终点，而没有在早期

就固定下来。 当然还有些可能是性别潜能到了很晚的时期才完全发挥作用

(例如中年以后才成为同性恋或跨性别)。 或者，有些人对自己性别的认识

在渐进、 不确定或较晚才确定的状况( "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本来就不

是一件易事)。 这些现象都可以用 "起点论" 来涵盖或解释。

如果说有些人的性别能力(本质)不是在幼年一开始出现时就定型，是

经过一番历程才固定下来，那么我们如何确定一个人是否完全实现了他的性

别能力?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完全确定自己有什么潜能(正如俗话所说 you

280一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capable of)。 也许此人在一边实现其(未定型的)性

别，一边仍在发展其性别能力，因而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亦即，不确定

此人是否完全实现其性别，因为不确定其性别本质是否已经固定不变)。 但

是这正是本文以起点论取代本质论的关键蕴涵。 生物性别本质论认为入一出

生就固定了性别本质，人类不是男就是女，都已经完全实现了各自性别。 一

般的性别本质论则认为社会公认的男女都在实现自己的性别本质，少数路'性

别可能也正在实现自己(真正)的性别本质。 无论如何，这些本质论的性别

都是稳定的范畴，没有性别麻烦或不安定。 但是本文的起点论却使得性别范

畴不稳定，但也同时反映了人类的差异性，既有彷佛本质论的传统性别主体

(很早就固定了其性别本质)，也有后现代论的酷儿跨性别主体(Bomstein;

Wilchir叫 (其性别能力在较晚才定型)。

传统的本质观念区分了内在(生物自身)与外在(社会条件)，本质在

社会干预下有一种不屈不挠的自我实现(但未必能成功实现本质)，而且本

质自身不会受到外在干预的影响。 但是本文的起庚、论则认为: 由于性别能力

不是在真空中形成，也不是在真空中实现自我，而总是在性别二元社会的干

预下发挥作用，因此不存在着一个没有社会干预的起点或终点。 因此所谓'性

别本质或潜能不是个人内在生理，而是从一开始就有外在社会条件的构成。

在性别潜能的实现历程中，人们的性别总是在与外在的角力中彼此界定。 例

如在新性别政治的社会运动之参与中，人们不但奋力实现自己的性别潜能，

也会同时改变外在社会条件，这个双重变化会影响自身性别的潜能与实现。

这有时会使得何谓性别"自我"实现的判断难以确定。 但是既然存在着对刻

板典型性别的反抗与偏离，存在着对性别少数的歧视，存在着对变性与变装

的限制与污名，我们可以确定有些人的性别没有得到实现，或者其自我实现

遭到打压。 如果一个人与其性别安然共处，有着丰盛的性别人生，那么我们

便推断此人实现了自己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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