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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順著研究想像與問題意識的書寫，本研究聚焦於理解兩位站長之女性主義意

識發展、運動參與經驗，及其與網路科技的關係，即著重個別女性的特殊經驗，

符合質性研究的取向。質性研究典範認為社會真實是主觀或相互主觀的建構，研

究的重點應透過研究者與行動者的互動、共同經驗與價值的分享，以建構出多元

的真相（郭良文、林素甘，2001）。價值負載、主觀判斷亦涵蓋研究者與文獻資

料的互動，引用任何一段文字、見解，實則充滿研究者個人選擇與立場，質性研

究者盡可能將個人經驗帶入，深刻反思文獻探討與個人經驗連結的可能性，以期

與研究對象或行動者產生經驗之共鳴。 

 因此，回頭對照自己的研究，除了整理與問題意識相關的文獻探討外，我也

一直在琢磨如何將自己的經驗、感觸與文獻探討構連，並與之對話，避免落入堆

砌學者定義的敘述方式，雖然在論文寫作中，自己不斷發生這樣的情形，但我盡

可能自我期許，企圖將文獻探討與自我經驗加以連結，並發揮文獻探討在研究中

具備精鍊研究問題與發展研究架構的功用。 

  

第一節  女性主義意識的內涵與意義 

 在研究想像的敘述中我曾提到，對我而言，閱讀《女聲》的刊物論述與留言

內容，讓我相當過癮且心有戚戚焉，她們的文字直指父權意識及性別迷思，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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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於兩位站長的女性主義意識如何發展甚感興趣，也就是說，我對於她們倆如

何成為女性主義者的過程感到好奇，特別是她們彼此，是如此的肯定自己作為一

個女性主義者；對照自己的情況來說，我個人對於自己是否為一個女性主義者、

堅定的女性主義者，其實是處在不確定與不安的擺盪狀態。 

 對於性別差異與不平等的體認，其實是來自於自己成長的生命經驗，我是在

重男輕女的大家庭中長大，深切感受到性別不平等的對待，主要是來自與祖父母

的相處經驗，從小我就知道，在孫子輩中，只有堂弟才是祖父母的寶，我知道自

己必須用功讀書，才能得到祖父母的關注；長我四歲的姊姊，身為家中最大的孫

女，高中時代就曾因此而逃家。 

 再者，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我則觀察到母親奔波於工作與家庭之間，我更看

到了身為大家庭中長媳的無奈，尤其是到了過年期間，姑姑們與母親回娘家的日

子相同時，祖母都會要求母親，必須留在家中掌廚，不然祖母會非常生氣；但是，

祖母卻不以相同的方式要求嬸嬸。近年來，母親慢慢淡出工作職場，全心在家做

個全職的家庭主婦，就曾對我吐苦水，覺得自己像是家裡請的「台傭」。我才體

會到，原來母親也是會對自己的處境感到不平與氣憤的。 

 大學時代，目睹自己的父母親，為了曖昧的女性第三者，在家中上演全武行，

彼此像電動人物般對打，讓我看傻眼了，一度難以向出嫁的姊姊，描述父母親當

時的狀況。無力面對這樣的情形，我也一度逃家⋯ 

 這些成長經歷與日常生活經驗，衝撞了我對女性處境、性別差異的看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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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體悟到，在生活週遭中無形、有形的鎖鏈，不斷地加諸於女性身上，我變得

對於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性別分工更加敏感，並思索造成女性壓迫的成因，企圖

為自己與身旁的女人尋求解套的方法；在追尋的過程中，我慢慢接觸到女性主

義，為自己開啟了不同的視野、角度，並理解到分歧的女性主義流派，對於女性

遭受壓迫的分析，各自有精闢的見解，以及取徑差異的訴求。 

但隨著閱覽多元的女性主義思潮，我的觀點也不斷在變動，並欣喜於接受不

同立場的刺激；可是，理解不同派別，並不表示我更加釐清自己是否為女性主義

者，因為我常常會受困於各派別的論述之爭中，難以決定自己的立場與態度，反

而對於如何看待自己作為女性主義者，我更為困惑、更為搖擺與游移。 

 這個困惑一直到我不經意讀到《A Glossary of Feminist Theory》，才較為掌握

方向，作者 Andermahr、Lovell與Wolkowitz（1997）指出，MacKinnon（1982）

視意識提昇（consciousness-raising）為第二波女性主義實踐、理論基礎與組織方

式的核心，換句話說，意識即是女性主義理論的基礎與核心，從探討女性主義意

識內涵切入，較不易陷入各個流派對於女性主義正名之爭的問題中，並可跨越不

同派別的理路之爭，進而理解不同派別者成為女性主義者的共通性。因此，在翻

閱相關女性主義意識的文獻資料時，自己是蠻雀躍與興奮的，因為多少可為自己

的疑惑找到更確切的答案。 

 學者們在討論女性主義意識（feminist consciousness）這個概念時，其實也

採用了不同路數來理解，分為下列數個路徑：社會認同理論、現象學的觀點、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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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義本體論與認識論等切入角度（Bartky，1975，1977；Green，1979；Klein，

1984；Gerson & Peiss，1985；Griffin，1989；Gurin & Markus，1989；Wilcox，

1991；Stanley & Wise，1993；Henderson-King & Stewart，1997，1999）。 

 植基於社會認同理論所進行的女性主義意識研究，誠如學者 Gerson & Peiss

（1985）指出，這類研究以檢視女性主義意識的成因與結果為主，也就是說，他

們把焦點放在引發這種意識的社會脈絡與現有可見的成果上。這一派別依對象對

其女性主義者身份認同的強弱程度來區分，研究認同女性主義者的不同程度。 

 Griffin（1989）認為，社會認同理論傾向將女性視為靜態與單一的社會範疇，

採用群體意識（group consciousness）來討論女性的女性主義意識與認同。學者

Klein（1984）的著作論述雖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意識與衝突討論著手，認為意

識是集結政治行動的前提，但她也指出，不必然只將意識限於經濟衝突來理解，

尚有種族、性別、宗教等不同社會因素，可作為群體行動的基礎，於是，她從群

體政治意識的三階段過程切入，來討論女性主義意識的發展，首先，認可女性是

具有相同利益關係的群體，其次，拒絕社會對女性的傳統定義，並根據性別平等

產生新的界定架構，最後，體認性別歧視非個人問題，而是集體所遭遇的問題，

需透過集體努力形成政治改變。  

 Klein（1984）更指出女性主義意識形成的客觀條件，主要是因為勞動參與

增加、生育率降低、及婚姻不穩定，導致女性對自己的生命、生活產生新的理解。 

 順著這樣的理論脈絡，產製為數不少的經驗研究，針對不同地區的女性，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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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態度調查，這類研究主要是討論所得出的百分比數字，並解釋其意義，如 Green

（1979）認為女性主義意識的面向，包括：一、對女人的感知：女性對彼此的感

覺及姊妹情誼的連結感；二、自主與自我控制：感知自己如何控制生活；三、採

用明顯的女性主義解釋：如何將女性主義融入日常生活之中，運用女性主義的詞

彙來解釋。Gurin & Markus（1989）則討論女性主義政治意識（feminist political 

consciousness），從性別角色來衡量對女性的認知及共同命運感，並測量集體不

滿、評估合法性、認可集體行動等政治認知。Wilcox（1991）認為女性主義意識

的面向是從認可女性運動的目標、支持女性運動，及成為運動成員所建構而來；

影響女性主義意識的決定因素則可分為：教育、收入、年齡、勞動參與、婚姻狀

況、宗教等考量。後期更有學者 Henderson-King & Stewart在 1997與 1999年綜

合不同理論角度來測量女性主義意識的態度。 

從社會認同理論切入來討論者，大致上將女性主義意識放置在該理論中類同

於群體意識的概念位置，強調群體認同、評估因素、成因與結果等，隱隱約約透

露必須先有女性主義意識形成，才會導致具體行動，並將該意識視為靜態、不具

動態變化，且從影響因素到衡量結果，似乎也隱含了該意識的線性發展；對照自

己的經驗，似乎這類的談法還說明得不夠，我不認為自己的女性主義意識是這麼

篤定的形成，反而是處於搖搖擺擺的情況；在我心中，實則期待更為具體、更為

貼近自己經驗的論述。 

 Henderson-King & Stewart（1997）認為，Sandra Lee Bartky從現象學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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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為女性主義意識注入新的觀點。Bartky（1975）認為成為女性主義者，勢

必包含個人經驗的深刻轉變，經由行為上的改變，伴隨著意識的變化，也就是說，

成為女性主義者，是指女性對個人、他人，及社會真實的意識，產生激進的改變，

並透過意識提昇的途徑，形成新的存在觀和新的感知方式。 

 雖然，現象學主要在理解個人在生活世界的生活經驗與意圖、解釋，但 Bartky

（1975）在深入討論女性主義意識之前，仍以馬克思學派為對話起點，分別從馬

克思學派所謂社會中的「矛盾」（contradictions），與這些矛盾促使女性地位發生

變動等兩方面來談。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意識為物質條件的反映，新的生產模式改變並與

現有的社會關係產生衝突，導致社會變遷；Bartky（1975）強調經濟的衝突亦會

導致信仰觀念的爭鬥，認為晚近資本主義創新的生產模式，與女性進入工作職場

機會增加等因素，破壞固有關於女性處在私領域位置的傳統觀念，導致產生矛

盾，觸發女性主義意識。 

但是，正統馬克思學派只關注經濟所引發的階級意識，忽視其他複雜面向的

可能性，於是，Bartky（1975）主張，融合現象學方法論於馬克思學派分析之中

是必要的，且她認為女性主義者能察覺對相同事物之不同看法，除了反映物質條

件的壓迫外，更能理解社會、文化層面不合理的狀態。 

她更認為女性主義意識，是一種受害犧牲（victimization）的意識，使女性

理解自己為受害者角色，並體悟外在於自我，存有性別壓迫系統之敵意力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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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感受到迫害，就會與其他受害者具有團結感，這個意識允許女性發現社會真

實，深具啟示作用。然而，這個受害意識屬於分離意識，一方面同時具備正反力

量，女性在生活中持續感受到此受害意識，使其削減個人的存在感（diminish in my 

being），卻又會釋放長久被壓抑的能量，使其獲得個人成長；另一方面，這個意

識傾向產生困惑與罪惡感，她以自己為例，強烈感受到自己屬於白人、中產特權

之位置，瞭解到自己還有少數地方可以逃離壓迫；其實那些看似無害的性別機

制，並非如表象般無害，實則深具惡意的破壞性，對她而言，社會真實是虛偽騙

人的顯露。 

順著事物非表象般單純的說法，Bartky（1975）指出，擁有女性主義意識之

女性主義者常苦惱於分類範疇，陷入不知如何將事物劃分的困惑中。簡言之，女

性主義者遭受「雙重本體論的衝擊」（double ontological shock），首先，理解事物

非如表象之情形發生，其次，常常無能力分辨真實發生的情形。 

為此，Bartky（1975）重視與他人互動之謹慎（wariness）應對方式，謹慎

於可能遭遇來自別人的攻擊、言語污辱、貶低或嘲笑等，她並認為擁有這類意識

的女性主義者有點像偏執狂（paranoia），變得相當警戒與猜疑，且察覺透過日常

生活經驗的試驗與反抗，導致改變的情況發生。 

總言之，對 Bartky（1975）來講，女性主義意識是一種自我與世界疏離的存

在意識，女性看待自我為受害者，這個迫害會決定她的反抗、謹慎與猜疑方式，

當邁入擁有女性主義意識時，即走向理解關於自我與社會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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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社會認同理論，Bartky（1975）從現象學切入，提供自我經驗來進行

辯證，不過，在討論女性主義意識內涵時，她的敘述是蠻散落在文章各個角落，

整理文獻者需要仔細詳讀；但是，閱讀她的論述，對我而言，重新刺激自己審視

與思考女性主義意識這個概念。從她的思考邏輯看來，女性主義意識似乎呈現一

個固定的狀態，從無到有，且唯獨擁有這類意識的女性主義者，才能「剖析」或

「看透」社會真實，賦予女性主義者掌握真實世界觀的能力；可是，我仍存有疑

惑，若我處在不確定是否為女性主義者之狀態，但我看待事物已經採取了不同觀

點呢？這要如何解釋自己目前的狀態呢？再者，難道真只有跨過女性主義之門

檻，我才能解讀到所謂的真實、性別壓迫嗎？ 

心中的一團疑惑，直到閱讀 Liz Stanley & Sue Wise在 1993年二版的著作時，

才覺得豁然開朗了起來，容我以女性主義本體論與認識論觀點稱之，其實這是她

們倆欲在著作中所建構、闡明的論述；她們毫不掩飾地指出，對她們而言，女性

主義本身與女性主義意識，強調女性在日常生活脈絡的個人經驗，也就是說，重

視「個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這句陳述的實踐意義。 

她們倆認為女性主義意識，是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重要、基礎面向，也是

女性社會真實觀的獨特表現，並以循環或螺旋方式看待這個意識發展，而非線性

式的走向，且視其為沒有起點與終點的連續流動過程。 

在深入討論女性主義意識時，Stanley & Wise（1993）將 Bartky視為對話對

象，以其現象學觀點為討論基礎，進行她們自己的觀點闡述。首先，她們認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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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義意識的發展，或是說成為女性主義者的過程，並非是終結的狀態（an end 

state），她們指出意識可被概念化為一個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狀態，且強調非單

一、多元的女性主義意識存在，因為多元意識來自不同情境涉入與脈絡建構，並

堅信女性在成為女性主義者之後，意識層面仍歷經微妙或戲劇性轉變，因為生活

與經驗是不斷持續上演的；她們解釋道，所謂意識深植於脈絡中，指的是所呈現

的意義緊繫於情境脈絡，這是無法移植的。閱讀至此，對照自己的搖擺情況，原

來我可能還處在「過程」當中，在歷經不同生命變化。 

其次，針對女性主義意識是一種受害犧牲的意識，Stanley & Wise（1993）

則認為 Bartky 的談法，會把性別壓迫系統視為自然存在，可是對她們倆而言，

性別壓迫系統與社會結構本身是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的產物，拒絕任

何結構擁有固定、僵化意義。 

再者，對於 Bartky所描述「雙重本體論的衝擊」，Stanley & Wise（1993）認

為這是 Bartky（1977）在分辨有效偏執狂（valid paranoia）與無效偏執狂（invalid 

paranoia）的問題，對 Bartky（1977）而言，只有女性主義者的社會真實觀，才

能理解事件非表象般呈現，這類女性主義者才是有效的偏執狂；對 Stanley & Wise

（1993）來講，無法接受這樣的說法，她們認為 Bartky 的談法會落入「客觀真

實」（objective reality）的爭辯，這是她們極力破除與拒絕的，認為研究者或某些

女性主義者，無法替他人決定何謂真實、如何感知，也就是說，她們強調，每個

人相信自己的真實就是真實，每個人的客觀真實是主觀的，自己的真實是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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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實共存的，而非只有一個唯一的客觀真實存在。 

在此，我看到了 Stanley & Wise（1993）對於真實觀、世界觀，採取一個較

為寬廣的角度來理解不同的真實存在，並非執著於只有女性主義者才能看到所謂

的真實，真實對她們而言，是以多元、複雜、矛盾的樣貌共存，身為女性主義者，

應尊重不同真實觀、世界觀的共存。 

接續這個論述脈絡，Stanley & Wise（1993）相信女性主義具有不同的真實

觀，因此，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就成為女性主義中重要的探索部分，強調

「重新找回個人的」（recovering the personal），從過生活、在生活中實踐女性主

義，才能理解女性的壓迫經驗，並發展女性主義意識。 

簡言之，Stanley & Wise（1993）強調女性主義意識，須放置在特定時空脈

絡下討論，隨女性處在不同的真實中而產生差異；換句話說，她們主張，女性主

義意識對於每個女性主義者都是獨有、特殊的，或許女性主義意識的形式，對女

性主義者而言是相似的，但是實質的內容，隨特定、不同的經驗脈絡而不同。 

閱讀到此，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一直在努力追尋字面、單一的意義，正犯

了 Stanley & Wise（1993）所批評的，未體悟到每個人不同的情境脈絡與經驗意

義，因此，回頭對照自己的研究走向，我只能概略指出女性主義意識的內涵，但

該意識的實質內涵變化，必須與兩位站長接觸，透過實際對談來理解，不然，我

只是把僵化的概念意義，強加套在兩位站長的個人特殊經驗罷了。 

對我來說，女性主義意識是指，女性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理解自己身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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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義者，對於受到物質、社會體制，或文化象徵的壓迫與不合理對待，能敏感

地採用不同觀看、感知視角，並體認到自己有實踐能力，能採取實際行動來對抗

現狀，持續與生活、性別壓迫體系對抗，這可以是過程也是狀態，將不斷持續上

演，並尊重其他女性、女性主義者的世界觀、真實觀。 

 在敘述過女性主義意識內涵之後，接著，我想討論相關個案研究。不同研究

者對於「女性主義意識」這個詞彙所採用的中文翻譯多少有些出入，但若其探討

的內涵相似，我就將這些研究發現列入討論。 

朱嘉琦（1997）邀請自認為是女性主義者、年紀三十歲以上的三位女性參與

研究，理解她們的生命經驗與女性主義實踐，研究結論指出，影響女性意識發展

歷程的背景因素有：一、原生家庭的背景，二、父母親對性別角色的觀念，三、

教育程度的介入，四、接觸女性自覺的可能性；從三位女性的個別經驗得知，女

性意識發展歷程的內涵為：一、始於生活經驗中知覺到不平等的存在，二、生存

與超越的力量，三、資源和助力，四、困難和阻力，五、自覺歷程和生命事件、

社會變遷的交織；以及女性意識發展對個人的影響有：一、更自主、與人更親密，

二、肯定自己，三、全人的改變。 

胡藹玲（2001）則以六位女性自覺團體成員為理解對象，她們曾參與台北市

女性權益促進會 1999 年某梯次的女性自覺團體，研究者透過參與觀察與訪談，

來理解女性自覺團體對她們的女性主義意識發展有何影響。研究者挑出四個議

題：「強暴與暴力」、「女人、性與選擇」、「母女關係」、「整體性別意識」等，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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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六位女性對這些議題的觀點有何轉變，及其女性主義意識是否形成。 

高歆怡（2003）探討女性成長社團學員的女性意識知覺及轉化歷程，以永和

社區大學女性主義研究社五位女性學員為理解對象，研究結論得知：一、社團中

受訪學員的女性意識知覺觸發，常與女性在生活中面臨到的危機有關，以生活經

驗為中心，對舊有意義觀點進行反省；二、在受訪學員女性意識轉化的過程中，

其反思層面會從對自身經驗的觀察，擴及到對整體社會結構的質疑；三、社團中

受訪學員其個體的觀點轉化，往往會促成行動的付諸，藉由具體行動展現，促使

其對新、舊意義觀點的再反思；四、女性主義研究社採用「女性生命史回顧」的

討論形式與閱讀相關書籍的方式，有助於個體檢視自我及週遭環境，對女性壓迫

與限制的事實，並使個體將其經驗與書籍概念產生連結，容易引起學員的共鳴與

自省。 

上述研究發現指出，個別女性從生活經驗進行反思，產製出不同的女性主義

意識發展歷程，回頭對照《女聲》這兩位站長的經驗，那又是怎樣的生活經歷，

促發她們的女性主義意識發展呢？她們所擁有的女性主義意識，又是如何支持她

們從事婦運呢？她們的女性主義意識是否曾歷經轉變呢？另外，或許我還處在過

程的階段，尚未走到狀態的時機，不知自己的實際生活經驗，是否與她們的故事

有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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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婦女運動定義的轉變 

在研究想像的敘述中，我欲探討的是個別女性的運動經驗與心路歷程，也就

是說，我企圖理解《女聲》網站兩位站長參與實體組織婦運與網路婦運的經驗過

程，從個別運動經歷理解其與婦運脈絡連結的可能性，並非全觀地整理實體組織

婦運與網路婦運在世代、策略、規模與動員等面向的差異和比較。但當我在理解

兩位站長特殊的運動經歷時，不得不面對的是「界定」婦女運動的問題，尤其是

如何認定網路中婦女運動的集結或行動意義。 

 回歸傳統社運理論來看，不論是古典集體行為、結構緊張、相對剝削或資源

動員等理論，強調社會運動包含數個重要特徵，首先，社會運動是一群人組織起

來的現象，可以說是「集體行動」的一種，由一群人持續參與、相互關聯、有組

織、有計畫的集體行動。其次，社會運動的目標在於促進或抗拒社會變遷，並提

出一套核心價值或意識型態作為行動的指導方針（Turner，1969，王甫昌，1999，

2002，陳錦華，2002）。也就是說，社會學觀點所理解的社會運動，若將其挪用

套在婦女運動的定義上，則著重在集體女性、組織行動、運動目標和促進改變。 

這樣界定婦女運動的定義，也可在王雅各（1999）的著作中發現，雖然他批

評傳統社運理論是性別盲，忽視性別對社會運動探討所造成的影響，但當他企圖

整理和探討台灣解嚴後婦女解放運動史，所採用的婦運定義卻與社運理論相當接

近，他把婦女解放運動界定為：「藉由群體的力量以謀求改善婦女在社會中的處

境、地位，和一般人對於女性的觀念和想法」（p.20），他自己也強調所列舉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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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中有兩個重要的元素，即群體和改善，在改善的企圖中又有兩個元素，即思想

和行動，包含教育、意識提昇與覺醒，及實際改變性別不平等現狀的實質

（physical）努力。 

但綜觀王雅各（1999）對於台灣組織婦運的理解，我認為他較為著重在實體

婦運界的運動意涵，忽略網路科技對於台灣婦女運動所帶來的可能轉變，特別是

當網際網路在台灣九零年代蓬勃發展的現象，卻未成為他的論述主題。 

根據黃慧櫻（1999）指出，台灣的網際網路於 1979-1989 年萌芽，在 1992

年啟用台灣學術網路 TaNet，於 1995 年網際網路邁入商業化，更在 1994-1999

年納入國家資訊基礎建設（NII）計畫。網際網路的發展逐漸影響人類社會各個

層面，並可能為工業社會帶來轉型，當社會型態面臨轉型將導致社會運動推展的

面貌轉變，更可能改寫社會運動的定義。 

關於網路的優點特性，確實有影響社會運動的效力，誠如林鶴玲與鄭陸霖

（2001）所整理，首先，資訊社會的技術特質是能快速處理大量的數位化資訊、

迅速傳送交換資料，資料的處理及傳送成本遠較傳統大眾傳播形式來得低廉；即

時送達、大量傳遞、方便轉寄、互動性強的媒介特性提供了社運團體在對內聯繫

動員、蒐集資料、確認重要議題、形成共識、發展行動計畫，以及對外爭取同情

支持等層面上，都發揮了傳統媒體所沒有的功能和效率。其次，資訊社會的空間

特性改變，使得跨越地理疆界的聯盟和行動成為可能，由眾多個人電腦、伺服器

等所構連而成的網際網路對我們傳統物理的社會空間概念形成挑戰，溝通雙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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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距離不僅不構成障礙，甚至往往逆轉了這種關係。再者，電腦中介傳播由於

使用成本低廉而且技術上不易進行管制等技術特性，經常被認為是一個更民主的

互動媒介，許多人也因而期許它能帶來一個新的公民社會。最後，網路是個極有

彈性的溝通、協調、聯繫工具，有利於社運團體上網發展。這些特點在李禮君

（1997）、鄭敏慧（1999）、李承翰（2000）、與陳錦華（2002）的論文中均可觀

察到。 

 對於理解網路運動中集結與動員的現象，研究者李禮君（1997）與陳錦華

（2002）則採用新社會運動理論重新評估網路社會運動，為網路婦運與同運尋求

新的運動定義。 

 新社會運動理論跳脫過去重視物質資源與狹義政治權力的爭取，轉向文化與

認同政治，以象徵性行動作為抗爭方式；研究者陳錦華（2002）指出，新社會運

動理論家 Melucci（1985）傾向用「運動網絡」（movement networks）或「運動

領域」（movement areas）取代嚴謹的運動組織概念，並強調以資訊、符號、空間

作為資源與武器所展開的運動，指出媒體本身即是運動戰場。也就是說，網路本

身可以是運動的場域，這個意涵一方面指出網路社群成為運動主體的可能，一方

面也顯示網路空間本身是一個充滿資源爭奪、權力衝突的運動對象；網路中承接

各種基於認同而凝聚的小群體，其所構連的是一個跨越時空國界的運動網絡，網

路上流竄的網民即是運動者。 

 從新社會運動理論試圖跳脫傳統社運理論的論述框架而言，可以發現網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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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改寫了社會運動定義的潛力與可能性，但整體而言，新社會運動理論對於社會

運動的理解，仍不脫社會學的觀點架構，即強調社會運動的集體與行動。 

對此，近來更有研究者 Garrison（2000）批判社運理論界定社運的僵化情形，

也就是說，社運理論只著重於社運是否符合社會學觀點的特徵，對她而言，只要

在網路中展現具有反抗權威、階層或體制的意涵，即屬於社會運動的範疇，展現

反抗的方式可能是在網路中呈現關於女性議題的圖畫影像、音樂文類、藝術美

學、或文字論述等，她更以文化「展演」（repertoire）的概念來形容這些展現，

且將其視為反抗者的利器；她更強調網路文化的顛覆形式，非依循婦女運動的單

一模式，則是呈現反對將女性同質化，著重集體女性中的差異性與多元性，她並

指出隨著世代、歷史情境與科技變遷的不同，個別女性反抗社會體制的方式也不

同，雖然女性彼此採用的方式不同，但並不表示不反抗。 

換言之，Garrison（2000）重視個別女性戰略主體，用以替換社運理論中集

體女性的概念，她更強調透過科技的網絡化（networking），連結網路空間中個別

女性文化展演的各個節點，視網路為聚集（clustering）各節點的場域，也就是說，

Garrison 重新解讀了集體與集結的概念。再者，對 Garrison（2000）而言，行動

的意義在於網路的文化展演擴大婦運爭鬥的場域範圍，並合法化女性議題的討論

空間，有利於資訊散佈與女性主義意識或覺醒的提昇。 

簡言之，社會型態從工業社會轉型至資訊社會，影響婦女運動定義的鬆動與

轉變，呈現個人戰略主體取代集體女性及網路文化展演替換實體參與的運動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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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網路科技本身更成為運動主要戰場。雖然集體與行動的展現發生變動，但推

行婦女運動者的運動目標，即訴求思想與體制改變，仍是社運定義的主要元素，

改變可以是刺激意識、激發覺醒、連署抗議等，不論在實體社會或網路空間，企

圖衝撞、撼動父權體制與特權，均是婦女運動的具體展現。 

因此，我認可《女聲》網站作為推展婦運的戰場，隨著不斷與前來筆戰的男

女網友討論，兩位站長持續進行文字論述與發言權爭奪的戰鬥，我也將《女聲》

網站的文字書寫，視為文化展演的方式之一，正當化女性議題討論互動的空間，

《女聲》網站更是網路婦運的一個運動節點，具備婦運網絡的連結潛力。 

   

第三節  女性與網路科技的關係 

接下來，我想討論女性與網路科技的關係，主要是因為我在研究想像的敘述

中提及，《女聲》網站兩位站長歷經實體組織婦運到網路婦運的特殊經驗，從帶

領讀書會、參與婦運組織，到投入網路空間從事婦運，將《女聲》視為新興網路

婦運組織，藉由理解個別女性的心路歷程，可探究實體組織婦運進展到網路婦運

的複雜關係，跳脫視網路科技為進行婦運的工具或媒介之研究論點，接續後來研

究者視網路科技為新的運動場域（李禮君，1997），或將網路空間本身視為一個

充滿資源爭奪、權力抗爭的運動對象，指出網路社群成為運動主體的可能（陳錦

華，2002），《女聲》更是文化展演的方式之一與婦女運動的網絡節點（Garris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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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站長將自己的《女聲》網站視為新興網路婦運組織，自行架設網站與撰

寫程式，透過《女聲》網站發行刊物，目前已出刊十五期，刊物內容針對時事與

日常生活中，關於女性地位、性別迷思，或生活經驗等進行反思，並在網站留言

版中與網友進行筆戰、對談，挑戰父權意識；從網站架構、程式編寫，與發行刊

物、回應網友等方面，就我觀察，網路科技對《女聲》兩位站長而言，已從技術、

工具層面，轉變為她們的婦運戰鬥場域，藉由這個戰鬥場域，可理解她們女性主

義意識流轉的部分面貌，並可以得知她們與網路科技的接觸十分密切，因此，我

很好奇，到底網路科技在她們的生活中佔有何種位置，及她們如何看待自己與網

路科技的關係。 

翻閱相關文獻資料，發現學者在討論女性與網路科技的關係，呈現一個論述

脈絡，彼此的關係從疏離到親近，甚至在近期論述中，出現糾葛的主體與科技認

同關係。 

我將從女性與網路科技疏離的討論開始，研究者張書翎（2002）認為，女性

與網路科技的關係，應從歷史、文化與社會形塑的結構觀點，來探討網路起源與

性別權力的糾葛，以及網路空間中兩性互動模式，以探討男性主導網路科技、女

性與之疏離的問題。 

從網路科技的發展史來看，Zoonen（1992）認為「新資訊與傳播科技」

（NICTs，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是男性掌控的領域，

結構、社會心理與文化因素深植於父權社會，防堵女性近用新資訊與傳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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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nen（1992）對於新資訊與傳播科技的分析指出，新資訊與傳播科技的發展是

集中在專業菁英及業餘玩家之手，而女性在這些社群中總是缺席的。並且，NICTs

起初的創生乃基於軍事與經濟的需求；這些需求正是形塑 NICTs 的發展模式與

設計的重要因素（李禮君，1999）；一般而言，男性掌握網路科技的設計、發展、

生產環節（Zoonen，2002）。Kramarae（1995）更指出，網路軟硬體技術由男性

所主導，意味著其所反映的是男性既得利益者的需求，並間接排除了女性（薛雅

菁，2001）。 

台灣的研究也指出，男性是最早的網路使用者，而且握有關鍵的硬體、軟體

設計，以及規劃網路生活的種種產品，是全面由男性為軍事和商業操作掌控而生

產出來的（楊忠川、李興國，1999），傾向服務於男性，男性也握有大多的主導

權。 

Frissen（1992）更進一步指出，除了 NICTs的生產、設計的執行機構幾乎是

以男性為主的專業領域之外，此類科技領域中的組織文化或慣用語彙，也造成女

性的進入障礙；無怪乎，Frissen（1992）曾感慨地說，在一個資訊與傳播科技已

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份之社會，女性被排除在這些科技之外，的確會令她們

感到「陷落於電子牢籠中」（p.45）。 

甚至在網路空間中象徵再現方面，男性發言風格亦主導網路論述文化

（Herring，1994），使女性不易參與男性為主的討論。Shade（1993）指出，女性

會使用匿名、中性的名字，或傾向參與女性族群較多的討論群組，避免遭到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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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的言語傷害與騷擾（薛雅菁，2001）。不論從技術的接近性、論述的強勢性、

語言的使用、訊息內容等面向上，都可察覺性別偏誤（gender bias）的存在，線

上的溝通方式其實是很性別化（gendered）的（Guard，1999，引自薛雅菁，2001）。 

 因此，男性與科技的象徵符號意義是相同的，男性特質等同於科技能力

（Cockburn，1994）。科技是男性的一種自我表現，不屬於男性陣營的女性，自

然同時喪失了參與網路的正當性（Cockburn & Ormrod，1993，引自張書翎，

2002）。 

關於女性與網路科技呈現疏離關係的論述，或許由於Donna Haraway在 1985

年提出〈賽伯人宣言〉（The Cyborg Manifesto）1，與受到後現代理論的影響，研

究者開始檢視性別的黑箱，且研究重點從科技的設計與管理層面，轉向探討女性

使用者的日常操作（林宇玲，2002），主張疏離的論述慢慢有了分歧，出現了討

論女性與網路科技親密的可能關係；Haraway（1991）和之後的學者，以女性主

義立場來勾勒「賽伯人」的可能性，認為科技，尤其包括網路科技和虛擬實境，

能使人們從以生物性別為基礎的身體限制中解放出來，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認同

與重塑自己的身體形象。 

Haraway（1991）認為，女性不該站在徹底拒絕科技的位置，科技，如同她

                                                 
1 Cyborg，這個英文字，中文有譯為「動物機器人」、「人機合體」、「生化合體」，或者採用直接
音譯稱為「賽伯人」。我偏好採用「賽伯人」這個說詞。吳筱玫（2002）指出，1960年M. Clynes
首次提出 cyborg，作為 cybernetic與 organism的組合字，意思是「『模控的機器體』和『活生生
的生物體』在肉體上的整合」（Noble，1999）。美國科學史教授、女性主義者 Donna Haraway（1985）
重新從史學與哲學角度，省思賽伯人的可能意義，提出〈賽伯人宣言〉（The Cyborg Manifesto），
指出三種界線的模糊：(1)動物與人，(2)動物-人的生物體與機器，(3)肉體與非肉體；宣言中所稱
的賽伯人，是指「生物體與機器體的混雜種」，強調生物與機器間的關係愈益模糊，已然成為當

代社會建構的本質，而賽伯人所在的世界，也是一個「物質真實」和「想像真實」的混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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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出的，是我們整體的部份，是我們認同的一個面向。「機器是我們，是我們

的過程，是我們具體化的面向。我們可對機器負責；它們不會支配或威脅我們。

我們對界線負責，我們就是它們」（p.180）。她的論點指出，科技絕對是我們日

常生活的核心，設想我們自己是「賽伯人」，並使用這個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作為工具，可有助於轉化既存的權力關係。Haraway更主張道： 

 

對科學與科技的社會關係負責，意指拒絕反科學的形而上學和仇視科技

論，而是意指擁抱日常生活界線重構的技巧性任務，是在於與他人連接

的部份，及在於溝通我們的全部（Haraway，1991，p.181）。 

 

接續這個論述脈絡，近期更有一群英國學者 Flis Henwood、Helen Kennedy、

Nod Miller等人（2001），提出「科技生命故事」（technobiography）2這個創新的

詞彙，來探討女性與科技親密的複雜關係。 

Henwood et al.（2001）以 Haraway的「賽伯隱喻」（cyborg metaphor）為反

思起點，認可我們與網路科技糾纏的認同關係，誠如 Haraway（1991）所說：「機

器是我們，是我們的過程，是我們具體化的面向」（p.180），挑戰人類／機器、

                                                 
2 Technobiography，這個詞彙首次出現在書名為《Cyborg Lives? Women’s Technobiographies》
（2001）這部作品集中，意思是指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與科技關係的描述或說明，用來指出女性科
技經驗的差異性，而非相似性。本書的作者群杜撰此英文詞彙-Technobiography，由三個字所組
成，指出作者群的關懷，藉由生命故事來敘述女性與科技的關係，視為核心特色；科技／自傳／

傳記（Techno／Auto／Biography）較為正確反映所期望的性質，但八個音節的英文字對於言說
或書寫來說太過累贅，因而決定採用較為簡單的字詞-Technobiography。此詞彙的複數形偏好指
涉多元個人故事的反映，傾向證明、讚頌差異性而非相似性（Flis Henwood et al.，2001）。因此，
根據作者群原意與字義，我將這個英文詞彙翻譯成「科技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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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技、真實／虛構、自我／他者之間等界線；為此，她們強調將科技放置

在生活脈絡中來理解，檢視個別女性的科技經驗；也就是說，她們關注科技在女

性日常生活中，所佔有的位置與重要性，交織出關於性別、權力、科技與主體性

的生命故事。 

雖然，Henwood et al.（2001）視賽伯隱喻為建構科技生命故事的工具，但並

非全然擁抱這個隱喻概念，她們試圖避免落入 Lykke（1996）所批評的情況。Lykke

指出女性主義研究者，應注意新的二元對立建構，因為 Haraway（1991：181）

表示，她「寧願為賽伯人，而非女神」，這樣的陳述暗含二元分立（Henwood et al.，

2001：18）。於是，她們指出，使用賽伯隱喻，來檢視個人與科技的關係，應質

問概念的優缺點，嘗試避免發生誤用概念的情形；也就是說，應重視不同情境脈

絡所導致的個別差異。 

科技生命故事以反思賽伯隱喻為起點，並結合自傳、建構論取向於科技研究

中，形成新的實踐運作，強調女性科技經驗的差異性；科技生命故事與 Haraway

的「賽伯書寫」（cyborgian writing）相似，都是反思的過程，反映在經驗本身，

及反映在透過寫作建構經驗的行動上。Kennedy（2003）指出，科技生命故事落

在自傳寫作的方法論脈絡中，用來理解生活與自我，自傳是自我書寫的過程，適

於研究數位認同、線上生活，提供接合理論／經驗、個人能動性／結構社會化，

這個方法論的核心，探究社會中個別主體的經驗與自我詮釋。 

科技生命故事所運用的自傳式研究取徑，有兩個特色，第一，拒絕採用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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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取徑來進行人類生活與科技變遷的敘述；第二，自傳允許對個人生活，做多

元面向的說明，而非僅將人化約至一或二個人口學分類範疇，讓我們可以檢視科

技的「活生生經驗」（lived experiences）與分類範疇的關係，如性別、世代、種

族、階級等範疇，誠如Walkerdine的論點，社會科學分類範疇只把經驗片段化，

「好像我們不是同時經歷我們的階級、性別與種族而生活」（1989：206；引自

Henwood et al.，2001）。所以，當企圖理解科技發展與使用時，許多議題需要被

納入考量；這個研究取徑有助於檢視這些範疇的相關性，與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的

關連，來理解自己的科技經驗（Henwood et al.，2001；Kennedy，2003）。 

因此，對 Henwood et al.（2001）而言，Haraway所提的賽伯隱喻與討論，

為女性主義分析與政略，開啟新的可能性，投入樂觀、活潑的過程，來檢視女性

生活與科技親密的糾纏方式，儘管是多元、複雜與矛盾的方式。她們更指出，除

了將賽伯隱喻概念的優缺點釐清外，應使這些概念內涵藉由故事書寫增加能見

度，以檢視賽伯隱喻的潛力，並透過故事的呈現方式以助於理解我們自己的科技

經驗。 

Wajcman（2001）為 Henwood 等學者作序指出，科技生命故事研究取向，

即採用自傳取徑，探索自身為女性的個別科技經驗，這樣的研究路數符合當代女

性主義運動，強調日常生活經驗作為知識基礎的重要價值，呈現社會意義、關係、

認同的交織情形，試圖從解放女性／複製父權的二元科技論述中找出不同路徑，

突破對科技二分的想像；也就是說，科技生命故事取徑重視女性個別經驗，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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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女性主義意識」文獻探討中，所指出的「個人的即政治的」這句陳述與意

義，並強調不同脈絡所呈現的多元經驗與理解。 

再者，科技生命故事取徑，是探討科技在女性日常生活中的位置與重要性，

將女性與網路科技親密關係的討論，從網路世界中的挑戰界線，與重塑性別認同

等多元可能性，拉回至實體社會中，重新檢視女性實體生活的科技經驗，跳脫現

實／虛擬二分的科技論述。 

文獻資料整理至此，我高度認可我們處在與科技緊密連結的社會中，科技與

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不論是在近用科技方面，就連我們的思維、觀點、論述、

言說，也都緊扣著科技；但我們可能甚少思考、反思我們自己與科技的構連關係，

Haraway的賽伯隱喻，是一個思考自身與科技經驗的起點，承認自己是以賽伯人

的方式生活著，或可說是過著「賽伯生活」（cyborg life）；可是，必須注意的是，

這只是一個起點，應該要加以琢磨可以如何重新建構，與運用這個隱喻概念，來

描述、理解日常生活的科技經驗，畢竟每個人的賽伯生活，可能差異甚大且不盡

相同。 

相照於自己的研究關懷，我想理解兩位站長的科技經驗，來一探個別女性如

何呈現與網路科技親近的動態過程，或是說，理解網路科技對兩位站長而言，在

其生活中佔有何種樣貌的位置，及其在女性運動實踐中扮演何種角色，她們本身

又是如何看待網路科技對自己的重要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