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5

第四章  跨性別認同 

在 Bobbi Brown 的專櫃旁選購化妝品，身旁出現了幾個年輕時髦的男子，

以極其熟練的姿勢拿起口紅、粉餅往自己的臉上塗抹起來，並熱烈地交換

著使用其他化妝品牌的經驗與心得。這樣的圖像，在二十世紀的下半葉出

現，是有其特殊意義的，因為它代表了資本主義社會「男性氣質」的轉變。 

－陳昭如（1999：63），《活在拜物星球》。 

Robert Bocock(1993; 張君玫、黃鵬仁譯，1995：124-5)認為在後現代的情境

中，認同經常變動，亦即是個人的認同能夠自在地從一個次文化轉到其他的次文

化上頭，隨時改變自己的嗜好，並且把許多以前不同的範疇調和在一起，所謂的

「調和」即是將現代情境中分屬不同、相異甚至互斥範疇內的消費類型與休閒活

動，在後現代性中混成一體。在後現代資本主義當中，消費已然成為了建構意義、

認同、性別角色的核心領域。消費與性別之間的交揉與影響，正是開啟本章討論

的核心，本章將討論消費的型態如何影響人們對性別認知、刻板印象與男性氣質

的移動、甚至是轉變的可能。 

男性特質在二十世紀後半已然改變，男性逐漸在大眾文化中被當作消費者看

待，到了 90 年代時，這類的情況已蔓延至電視廣告上，透過視覺文化的強力放

送，男性的形象超越過去的性感豪邁，甚至成為自戀的模樣（Bocock, 1993; 張

君玫、黃鵬仁譯，1995：152-156）。Frank Mort(1988: 193-4; 轉引自 Bocock1993)

描繪了 1980 到 90 年代的轉變： 

現在以男性為主的廣告與市場欣欣向榮，……然而如今要賣給年輕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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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全完不同於傳統男性特質的典範，作為消費欲望的客體，他們被敦促

去注視自己－以及其他男人。以往被視為禁忌和女性化的，現在讓他們得

到樂趣。一種新的男性特質圖像，來自流行名店、市場和街頭的噪音。 

然而男性氣質的轉變，並非是自然生成，或是一個必然途徑下的結果，而是

受到外在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隨著多元價值與多元認同感的導入，社會主流的

價值也受到多次衝擊，其中男同性戀以及同志運動作為衝撞的一股力量。以西方

國家的同志運動來說，包含了幾個里程碑，1969 年至 1976 年為「石牆事件與男

女同志運動期」，1977年至 1996 年為「AIDS 與持續發展中的同志運動期」（Segura, 

1999; 轉引自陳建涵，2004：402）。本地的同志運動也隨著 80 年代末、90 年代

初台灣政治與社會的解嚴與開放，與婦女運動、勞工運動、原住民運動等前仆後

繼，成為社會運動中的生力軍，將台灣社會結構與文化動力解組/重組（張小虹，

1996：54）。 

同志運動作為促進同志權益的提升外，也令同志在社會大眾面前獲得一定的

能見度。消費市場為了吸納這一群體的消費群，也建立起適合男同志消費的服飾

與場域。Bocock(1993; 張君玫、黃鵬仁譯，1995：157-161)認為，長久以來同性

戀的男性被認定為及時行樂的消費者、標準的享樂主義者，在西方許多大都會中

都發展出專攻男同志消費的次文化場域，也似乎只有發展出一種商業導向、消費

趨力的男同志次文化，才能使男同志免於隔離與壓迫。如果不以性傾向來看的

話，男性（無關乎同性戀或異性戀），都被消費主義涵納進入，透過穿著的風格、

身體保養、與理想形象的塑造來建構自我的男性認同。只是過去的異性戀男性沒

有像同性戀男性那麼樣的注重打扮，然而近幾年來，卻吹起了一陣向同性戀男性

的次文化風格靠攏的風潮，以 Bocock(1993)的話來說，這種認同的社會與文化的

根源即以男同志的欲望作為一種理想型。而本研究所關乎的核心即在於原本同/

異之間的區隔或判準，是否在消費樣態與自我認同上有些許的不同或轉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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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th Butler(1990)在檢討女性主義理論時，指出了早期的理念著重於性別的

對立，講求女性聯盟的統一陣線，因而簡化了性別多元的內涵與性（sex）和性

別（gender）的流動方向，她甚至進一步確認了性與性別並不能簡化歸納為「生

於自然」或「授於文化」的二元劃分狀態，當中其實涉及了複雜的社會建構與政

治權力的網絡。她主張性別的多元意向，即在男與女的界分之外還有其他非男非

女、亦男亦女的性別類型，同時也強調性別的流動性，性與性別並未一成不變，

而是充滿各種變異、更替的可能。基於這些立場，Butler(1990)的性別論述，強

調文化歷史與社會脈絡，反對純粹單一異性戀模式的霸權論述，追求男女二分之

外的性別、性傾向的多元流動的複合型態，反對性別觀念的普遍化與單一性，認

為每個地區、每個時期的性別文化總有特定不同的背景因素、建構過程及表現形

式。 

從 Butler 的論述來重新對話在大眾文化裡頭的性別論述，解構大眾傳播媒介

如何論述性與性別，而性與性別的範疇包括了女性氣質、男性氣質、同性戀、雙

性戀、跨性別與性別扮裝等，重新檢視日常生活的媒介文化如何再現性別身分與

性別意識，進而勾勒每個媒介社群中的性別文化面貌。而本研究順著此一脈絡，

企圖探勘時尚工業與媒介文化構築的新興族群－美型男，其男性特質在現代/後

現代的社會中如何再現，其男性氣質的瓦解與流向陰柔，如何顛覆或重構新的社

會與文化意境。 

張小虹（1996：136）同樣源自對性/別差異的思考脈絡，將性別研究中的分

析模式，歸納整理成如下的表格： 

表 4-1 性／別分析模式 

生理性別（sex） 男（male） 女（female） 
社會性別（gender） 陽剛特質（masculine） 陰柔特質（feminine） 
性欲傾向（sexuality） 異性戀（heterosexual） 同性戀（homosexual） 

資料來源：《慾望新地圖》（pp.136），張小虹，1996，台北：聯合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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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虹指出，在父權異性戀霸權的掌控之下，在上表的配對組合中，僅有兩

組是標準或「正常」的，亦即「男－陽剛特質－異性戀」與「女－陰柔特質－異

性戀」，其他組合都會被視為娘娘腔、男人婆、噁心或變態等。然而，張更進一

步地提到，性別研究的努力，乃是力欲打開原本僵化的兩種標準排列組合形式，

更要深究這其間男/女、陽剛/陰柔、異性戀/同性戀二元對立架構下所壓抑的各種

差異，企盼有更多元豐富的性別與情慾流動的可能。 

從 1970 年代起，流行音樂為性別帶來一些衝擊，當時的搖滾樂團透過誇張

的妝扮、化妝皆有別於以往的男性莊嚴形象。在 1980 年代，新浪漫主義運動的

興起也挑戰了男性服裝中一些禁忌，流行明星化著醒目的妝、塗著指甲油、穿著

裙子對傳統進行挑戰，不僅針對性別，也針對情慾，這種時尚的表徵暗示了同性

戀與變裝兩種行為（Entwistle, 2000）。這些現象挑戰了男性與女性在傳統上二

分的僵固本質，變裝挑戰了人們對性慾與性別的討論，然而 Entwistle(2000)認為

這種變裝行為並非限定在男同性戀或女同性戀的群體當中，反而經常進入上層的

文化或是成為主流的流行文化。 

因此在流行文化當中，扮裝是常見的主題，而扮裝行為乃是對簡單的性別二

分思維提出挑戰，使得傳統對男性與女性、男性氣質與女性氣質的二分產生危

機。而外於二元劃分的第三性正受到越來越多的關注，衝擊男性與女性的類別區

分的穩定合理。張小虹（1996：190）認為性別擬仿、殖民學舌（colonial mimicry）

與同志扮裝各論述本身已有相當多層次的繁複變化，而當這三種論述相互交織

時，其所能提供之變數與面向更難以計數，因此她就第一個層次，嘗試區分「扮

男」與「扮女」的各種可能： 

扮女之差異：異女扮女（女性主義性別擬仿） 

            同女扮女（女同志婆） 

            同男扮女（男同志扮裝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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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異男扮女（？） 

扮男之差異：異女扮男（性別越界認同） 

            同女扮男（女同志 T） 

            同男扮男（男同志 macho） 

            異男扮男（？） 

問號的部份是在歷史脈絡與次文化傳統中最形匱缺的，異男扮女僅少數出現

於嘉年華會式的顛覆嬉鬧或喜劇電影中，而異男雖然也在扮男，卻最不需經濟、

政治、文化與潛意識層面的自覺與焦慮，因此就某個層次而言，問號的部份也是

權力最優渥、最具既得利益的位置，這個位置的異性戀男人最不需要扮演，或佔

據了最不需要看見自己扮演的優勢位置。然而，自承上述八種排列組合仍稍嫌單

薄化約，由於資本主義商品邏輯下異性戀對同性戀風格的模仿時尚，以致男/女

的可能變項勢必開放出更多越界（反）認同的模仿形式。 

在此，研究者好奇本研究所探討的型男現象，是否在某個程度上是上述問號

的嘗試開端呢？過去從來不把裝扮與異男作為連結考量，然而美型男與型男的出

現，同男也可以扮女做出陰性化氣質的打扮；同男為了避免曝光的危機，而企圖

撇清女性化氣質的部分，而以扮男的裝扮現身；異男也開始扮女，保養、化妝、

注重自己的外表打扮、中性化的服飾，都促使了異男不再堅守外型陽剛的策略，

而漸能夠採取去陽性化、或是中性化的打扮，甚至女性化的裝扮出現。相對來說，

異男扮男的「男」也充滿疑問與多樣性，究竟這個男性的裝扮是充滿刻板印象的

裝扮，抑或也是能夠被重新建構的樣子。因此，這四類關於男性的配對組合將於

本章中試圖去討論。 

在資本主義商品邏輯的運作之下，同志美學品味之風行將會「同化」許多異

性戀消費者，而在認同－慾望的消費過程中，異性戀機制可以被鬆動或強化。整

體而論，台灣的流行文化仍是充滿「同性戀恐懼」，然而另一方面卻也隨國外「戀

同」（homophilia）的潮流，主流文化對同志次文化符碼之商品化僭取，以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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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消費族群市場的覬覦（張小虹，1996）。正因如此，陳俊志（2004）才會認

為，「都會美型男」的興起是同志次文化的小勝利，是同志美學向主流社會的滲

透，男性不必然以陽剛為美，而男性美更在經歷過中性化之後「開始 gay 化」。 

李俊東（2006）認為型男是不主張性別高下，也不過度僵化性別的。型男也

不會單單存在於某個階層的男人，或是某種色彩鮮明的族群。因此，型男不一定

是異性戀或是同性戀，甚至是用二分概念僵化來看待型男。本研究將透過深度訪

談探討同性戀男性如何看待型男的概念呢？如何將自己的性傾向定錨在型男的

光譜上？而異性戀男性一方面恐同的焦慮仍在，卻又一方面讓渡於同志次文化的

消費物上，他們又是怎麼看待型男的性傾向與男子氣質呢？ 

在男性性傾向的光譜上，由於上述有論及同男與異男的二分與扮裝展演，那

麼當異男成為型男的過程中，有無抹去關於恐同的焦慮，亦或如何接受同志次文

化所引領的品味與風格？或者異男如何想像型男的情慾？而同男亦有不同的向

度與類屬，他們各自又如何看待型男的發展與情欲上的劃分定位呢？這些提問首

先將先透過五類型男（總計為八位男性）的生命故事開頭，繼而研究者再進行二

手詮釋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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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娘味的男人 

班，22 歲，台北人。貨真價實的異性戀，但被質疑為同志不下數百次。 

班，曾經留過長髮又燙捲，也在女友的生日派對上全身粉紅打扮造型，這一

陣子的造型是短褲背心加上夾腳拖鞋。不喜歡被某種風格定型的他，總是每隔一

段期間，就會變化自己的造型。 

我很難說出自己是什麼樣的風格打扮，我改蠻很多次，每隔一陣子都會換。

在不同時期，因為髮型不同、膚色不同、體態不同，我就會買些適合自己

身高、膚色的東西。 

從高一開始注重打扮的他，其實也走過一段冤枉路，花了不少錢在「嘗試與

失敗」當中，找出適合自己的穿著打扮，也懂得什麼模樣不適合自己。 

我大概是高一開始比較注重吧，差不多十五歲那時的打扮，是那種很黑人

式、自以為很帥、寬寬大大的風格。後來大概高二高三會開始買一些國際

名牌，上大學以後就越來越誇張，越花越多錢在買東西上。但其實一開始

都是亂買，可能看街上的人們、或哪個明星穿過、或雜誌上的街拍覺得好

看，就會跟著買，但是後來比較知道自己適合哪些。經驗多了，冤枉錢花

多了，樣子也就會改變啦。 

目前的班，其穿衣哲學就是「要給人有特別花心思搭配過，但是還是很協調，

卻又與眾不同」的感受，從他所述可知，有型除了要符合一般人認為的協調感之

外，卻又要與人有所差異。平常比較偏好歐美風格的打扮，喜歡的品牌也多是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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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品牌，如 Paul Smith、Paul & Joe、D squared 等，這樣的選擇其實是為了與他

所觀察到台灣本地的流行有所差異而來，因為他覺得本地的型男很容易穿得與常

人一樣，沒有個人特色。 

我平常一般的時候就比較美式休閒，有時候想特別花點心思，因應不同場

合的打扮。我覺得街頭的風格不適合我，而且會覺得那種台灣街頭風來來

去去都是這樣，不好玩。我也不想跟街上大家都一樣，那些看起來很複雜

又不會很有型的日系風或台式街頭風47都不會是我的選擇。 

但是他也提到，關於歐美的時尚資訊在台灣本地是較少的，「台灣只有這些

雜誌呀！」班語帶抱怨地說。 

像 GQ 雜誌其實關於打扮的沒有日系的雜誌多，所以我也會參考 M’S 或

Men’s Uno 這類的雜誌，但在閱讀時，我還是會挑比較不那麼日系的單元，

像是配件或鞋子。因為我覺得日系會讓人看起來很瘦小、腿會短、身型較

乾扁，不是我喜歡的樣子。 

不過，雖然班不是很喜愛日系的打扮風格，但是他認為兩者之間還是有相互

影響之處。「世界潮流全世界都差不多，日本本身也有受到歐美影響，歐美也有

受到日本影響，所以我大概都是擷取我喜歡的。」 

班提到，台灣一般人對於型男的想像都是以日系男和 B-Boy 居多，但是他

不是很喜歡這兩類，反而認為型男應該是「那種看起來很簡單俐落，但小細節的

部分又有點花俏。」 

                                                 
47 對受訪者班而言，舉體呈現台式的街頭風的樣子，就是 APE 的 T 恤、Levis 的牛仔褲，再加上

NIKE 的限量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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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讓自己更好看，班平常也會進行基礎的保養。但是他認為除非是簡單的

遮瑕，否則他不會化妝，因為化妝品多半為女性設計，也帶有過重的脂粉味。 

我到比較懂得自己的皮膚的膚質狀況以後，大概會做清潔、化妝水、保濕，

每一兩個星期會做一次角質和深度清潔，每星期敷一次面膜吧！平常會擦

防曬，然後會修眉毛，有時候也會畫眉毛。 

對於現在越來越多男性學習打扮，班認為「雖然很多人愛打扮，但是不太知

道怎麼打扮，大部分還是盲目模仿以及一窩瘋比較多。而且雖然愛打扮的男生變

多了，但是大眾的眼光還是會認為愛打扮、會打扮的男生有性向問題，這點沒有

沒有改變。」 

班戲稱過去已經被質疑過性向不下百萬遍，甚至以前在清大唸書的時候，全

校都謠傳他是同性戀。他認為這是一種過於簡化的歸因，也是對於男性刻板印象

的桎梏。 

在台灣，一般人都認為男生就該粗皮粗肉，要不然就是性向有問題；男人

就應該在外面打拼，逛街保養這種事應該是女人在家做。我覺得這在台灣

根深蒂固，一時半刻還不會改變。 

不過一開始被他人說娘，或者質疑性向時，班反過頭來先試圖改變自己的外

型。 

一開始被問時，就想說自己去曬黑一點、練壯一點，但還是會被問。之後

頭髮就剪短，也還是被問，後來我就不管了，我想怎麼打理我的造型就怎

麼弄，我領悟到反正男生比較會打扮就會被當成是同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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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法上，班在不同的時期，也有不同的心境轉折。一開始班會想說，是不

是自己真的娘，後來發現，其實只是他跟大眾的價值觀不同罷了。 

以前我聽到人家說我娘，都會想知道「哪裡娘阿？」但很多時候得到答案

就是，整個感覺就是娘。後來大概就明瞭，在台灣，大家對娘的定義，不

只包括同性戀、娘娘腔，而是不合乎他們價值觀裡男人該有的樣子的。其

實還蠻無奈的吧，心中都大罵：「幹！你不懂啦！」 

他認為這是大家過度歸因的結果，似乎在一般人的心中，有這樣的一個公

式：會打扮=娘=同性戀，這樣的類推因為太容易了，也就讓人們習慣用這樣的

角度來看待事物，而無須動腦。然而對班來說，這樣的推論過程與性向關係的連

結沒有根據，而且也是應該被打破的概念。 

我有個好朋友，從國小認識到現在，他就是真的很娘，但他是異性戀，所

以我不會覺得很娘的就是同性戀。 

那麼假設有男性追求時，班會怎麼想呢？心裡頭有何感受呢？ 

假如我被追求的話，應該是暗暗得意吧。表示自己行情很好，男女通吃。

我聽過這樣的說法，因為很多同性戀給人的感覺太猥瑣，才會變成台灣男

人都很怕同性戀。但是我覺得這樣以偏概全不好，所以我跟同志只要是好

人，還是可以當朋友。 

對自己的穿著打扮，班知道什麼適合、什麼不適合，也明瞭要如何透過打扮

來強化自己身型外表的優勢。不過，當他和女友出門逛街時，也會配合女友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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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如果女友比較花俏的話，我也會配合他，顏色跟配件都會比較多樣化點。」

這也難怪在女友的生日派對上，班化身為全身穿著粉紅的粉嫩男孩。 

研究者認為，班在裝扮上採取了中性化的策略。身為異性戀男性，即便剛開

始仍因為打扮過「娘」而被認為減損男性氣質，然而班在經歷過一段磨合後，反

倒給了自己正當化的理由，甚至認為他人對於性別帶有刻板印象。在日常生活

中，植基於自己的生命經驗，班揣想他人認為愛打扮的男性＝娘=同性戀，他認

為這樣的連結缺乏證據，也一再地強化人們對於男性的性別刻板印象。 

由於班對於男性的性別想像具有較開放的態度，也因此在性別的互動上，也

是對同志較為友好的。但是，他提到說當他被認為是同志時，因為他認為這是品

味被認可，因此感到很開心。但是這樣的說辭其實也帶有某種程度的刻板印象，

即便他在上述認為這樣的連結是錯誤的，但是他仍內化了一般人的價值判斷，認

定男同志與愛美之間的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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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型男大變身 

阿展，28 歲，台北人。因為打扮，讓他重拾自信。 

阿展原本是所謂的「宅男」，大學時期永遠就是兩條工作褲輪流穿，配上涼

鞋的一貫穿著，還曾經因為工作褲被偷，在宿舍各布告欄張貼公告：「請還給我

褲子，否則我過不了這個冬天」。 

從阿展受的教育與生長背景來看，阿展認為男性應該要重視的是內在的價

值，如果是外在表面的東西，應該會是錢，或是名車手錶之類的。「在我們長大

的環境裡頭，沒有男生是重視穿著的。」阿展從現在的角度回頭去看，發現是過

去的成長背景造就了這麼一回事。 

一直到兩年前與前女友分手之後，原本打扮很宅的他，才知覺到前女友其實

很在意他的外表與打扮。因此，他開始與身邊的女性友人討論，瞭解女生喜歡什

麼樣類型的男性打扮，「就像男生喜歡正妹一樣，女生也喜歡有打扮的男生，沒

有跟他們聊過，也都不知道他們心裡怎麼想。」 

當時我覺得真的要痛定思痛，洗心革面之類。一開始他們先帶我去髮型設

計，以前我沒去過髮廊，都是去家庭理髮，一次只要一百五，每半年去一

次剪成平頭，還被老闆說過：「你可以不要那麼省嗎？半年才來給我賺一

次。」 

那一陣子也開始會跟朋友去逛街買衣服，因為過去很少把錢花在多餘的開銷

上，所以存了不少錢。當他決定要改造成型男時，每回出去購物的消費量相當驚

人，遇到百貨公司週年慶的時候，還有刷爆卡的經驗過。另外也是因為從大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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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以來都沒有買過新的衣服，七八年下來，襯衫的領口都破掉了，褲子的膝蓋

也都磨破。 

「我朋友多覺得我屬於日系的風格」，阿展告訴我，這可能與他常看日系風

格的男性時裝雜誌如 M’S、MJ 及 Smartmax 有關，會從中去學習穿搭的方式，

甚至有時候會提供一些跟男性有關的話題，，例如告訴讀者防制禿頭的方法，或

是關於兩性互動的處理。 

我覺得 M’S 跟過去的男性雜誌如 GQ 相比，內容中不會充斥著太多很昂貴

的品牌，年齡層好像也跟我們比較接近，大概是大學生到剛出社會的上班

族左右，但是現在會覺得置入性行銷有點嚴重。但是我覺得這兩三年，在

台灣的市場上給年輕男性看的雜誌越來越多，包括後來出的 MJ，但字太

小，不是很方便閱讀。 

阿展也覺得目前自己的穿著比較偏日系，平時會購買日本的品牌，如 Comme 

Ca Du Mode 或 Aba House 等，「但是重點在於是否符合日本設計版型的樣子」，

有時候阿展在地攤或 Net 看到有日本味的衣服，也會購買來搭配。對於日系的打

扮，他有一套想像的樣子。 

日系的要染髮，穿著比較合身，日本現在流行什麼就跟著穿，像是去年流

行西裝背心，我會去買來穿，我覺得可能是受雜誌影響吧。但是我也會看

他們現在在推的風格，我喜不喜歡。像是現在很紅的 skinny 風，我就不會

那樣穿，而且穿起來蠻娘的。 

除了打扮以外，阿展也開始學習保養，對他來說，保養是種盡量延長自己肌

膚時間的方法，「因為現在比其他人晚了幾步進社會」，所以會靠抗氧化、抗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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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抗皺的保養品，延遲自己的老化。 

如果把進入社會看做是上戰場的話，保養就很像非洲土著要上場前所塗抹

的顏料，或戴的面具，服裝打扮也是，就像穿戰袍。這一切都是為了戰役

而生。 

對於打扮，阿展重新給予了新的定義，以前也覺得「愛打扮的男生很娘」的

他，現在卻認為這是一種投資。「就像商業雜誌所談的 BQ 一樣，這是時代的潮

流，也是讓個人在現代社會中獲得更多資本的可能。」 

因為穿著打扮越來越有型，阿展曾經有被同志搭訕的經驗，但是因為被同性

喜歡，阿展感到焦慮與不安，「我沒有交女朋友並不代表我是 gay」。 

去年在圖書館的唸書時，有兩個男的，可能因為動作很娘，還是因為兩個

大男人結伴在圖書館唸書，總之我一看就覺得是 gay。有一天其中一個人傳

紙條來，想要跟我作朋友。後來知道是男的以後，我當下有種緊張害怕的

感覺。因為我覺得好像原本自己是到處狩獵的獵人，有一天卻變成了獵物，

那種感覺真是很惶恐。我那一陣子常 call 我的女性友人來圖書館救我。其

實我身邊也有同志的朋友，但因為我不是他們的目標，所以就還能跟他們

作朋友。 

阿展會有這樣的焦慮，也是因為過去搭訕女生的經驗告訴他，「以前都會找

落單的女生下手」，所以今天角色換成是他落單時，就更加地恐慌。 

難道是因為愛打扮而被認為是同志嗎？阿展也不這麼認為，他覺得現在愛打

扮變成了一件普遍正常的事，但是可能會有城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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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如果在我高雄的家鄉，可能會比較容易被誤認。但是在台北的話，

好像台北人都很重視打扮，是因為台北房價太貴嗎？台北人都喜歡把錢穿

在身上。也可能是跟都市的發展有關，台北比較國際化，媒體重心也在這，

在路上的男生女生好像也都很注重外表。 

對於雜誌上介紹比較中性化的衣服，阿展還是不大能接受，平常還是會挑選

偏男性點的打扮，例如軍裝風。 

中性化的衣服，我覺得一方面是造型給我的感覺不是很舒服，即使現在不

是流行那麼寬鬆的打扮，我也不會挑很窄的。另一個是因為性別的界線仍

然存在，即使性別是社會建構的，但是置身於社會體系中的我們，還是無

法逃脫這種規範。最後，我不想要造成不必要的誤會，那些誤會跟困擾可

能需要花很多力氣去解釋。 

以追女生跟未來工作的狀況來衡量，一方面既想要體面光鮮，另一方面卻又

擔心愛打扮可能會造成不必要的困擾，阿展仍在思索著。 

由於阿展一開始提及打扮的動機是為了要多認識女生，因此研究者認為他是

將外在的打扮，視為人際互動的前提要素，尤其是兩性關係的建立。也因此，當

阿展被男同志搭訕時，他會有驚訝與不安的反應，甚至出現恐同的說法。在穿著

打扮上，阿展也選擇不女性化的服飾，因為他認為這會減損他的男性氣質，從中

可以看出，他對於男性有某種固定的想像。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在性別的互動

與關係上，阿展仍採取傳統男女二分的觀念，甚至帶有男性刻板印象的想法（例

如男性就該主動追求女性、男性就要 Man），在性別的光譜上，研究者認為他是

固著於傳統異性戀男性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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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型男同在一起 

痞痞（23），Ken（21）和 Kevin（20），同為台大 Gay-Chat 社員。              

三個人喜歡一起逛街，也一起看男人。 

傍晚時分，在公館的星巴客咖啡店中。這是首度與三名受訪者一同進行訪

談，心中懷著忐忑緊張的情緒，緩步上了三樓。才剛踏上三樓階梯，目光就被熱

情的招呼聲帶了過去。幾句寒暄且說明來意後，三個人開始繞著我丟出的每個問

題，嘰嘰喳喳地聊了起來。 

回顧過去到現在的穿衣史，Ken 說他上高中後，因為青春期時期對於電視明

星，有種模仿學習的心態，恰好這時也擁有較多能夠隨心支配的零用錢，儘管一

開始也是亂穿，但也開始學習裝扮自己。離開嘉義北上就學，因為環境使然，身

處在流行時髦的台北，周圍的人都很注重流行，也懂得穿著，這也讓 Ken 越來

越在意打扮，目前的他常被旁人覺得是「日系男孩」，但他自己卻並不完全這麼

認為。 

我比較隨心地搭配衣服。買衣服的時候也是一樣，並不會因為我想要打扮

得很日系，就刻意去買很多日系的衣服。我覺得日系的衣服就是配件很多，

很混亂，甚至有點不乾淨的感覺。像 A&F 那些美系的牌子，就比較少配件，

整體看起來也比較清爽。 

但是 Kevin 對於 Ken 所提到衣服髒髒舊舊的感覺，有不一樣的看法。 

我覺得反而美系的 T 恤反而有種髒髒的感覺，還混雜著些許汗臭味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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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上頭還有小棉球，好像是混著牛仔褲一起洗，反而我覺得日系的繁複並

不代表髒的感覺。 

儘管兩個人對於美系與日系風格的認知有些許的差異，不過兩個人對於目前

台灣男生的打扮樣子有同樣的說法，他們都認為現在的男生越來越有「Gay 化」

的傾向。 

現在男生真的打扮越來越像 Gay 了。他們普遍的樣子可能都是從日系風格

做為範本出來，可能會背個側背包，而且包包有越來越大的趨勢，某些包

包還蠻花俏的。打扮上層次比較繁複，頭髮一定要抓，會修眉，而且一定

要露出內褲頭來給別人看。夏天的時候很愛穿細的背心，或是白色滾邊的

T 恤，還戴副大鏡面的太陽眼鏡。冬天可能會穿窄版褲，橫紋長袖 T 恤。

現在的異男也常會這樣打扮，越來越難以打扮來區分。 

他們認為現在除了日系的合身打扮外，近年以 Izzue、5CM、two percent 為

首的香港品牌，也成為男同志喜好的品牌之一。他們說：「穿這幾個牌子的男生，

大部分都是 Gay。」基本上他們認為在台灣的日系風與真正日本的風格無異，但

是穿在台灣年輕人身上總還是有種刻意的感覺，而不是那麼的生活化。 

他們也提到，同志文化也是影響這一波男性打扮很重要的推力，Ken 提到，

因為一般人會認為同志比較會打扮，會追求時尚流行，所以穿得像 Gay 也許是

一種品味與穿著的提升。但是 Ken 認為這是一般人對同志族群一種「美麗的錯

誤」，事實並不如他們想像。 

正因為現在本地的同異之間，在裝扮的風格界線越來越模糊，他們也經常因

為打扮的關係而被身邊的朋友覺得很娘（女性化特質），也被質疑性向的問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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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正面的質問，也可能是背後的閒言閒語），不過他們各自有不同的詮釋說詞。

在這次受訪的三個人當中，Kevin 算是比較不那麼在意現身危機，且也沒有遇過

當面被質問的經驗。 

Ken：「一開始的時候，當然會覺得有點危機感，會擔心這件事會不會變成

被攻擊的點，但是後來漸漸發現只要自己行得正，其實很少會有人拿這個

來做攻擊。」 

Ken 也提到，因為服裝打扮而被質問是否為同志，可能只是個開端。他曾經

遇過有人會不停地追問，這類的人還會一邊說著「我並不排斥同志阿」這類的話

語，但是不斷反覆地追問刺探，的確在當下讓 Ken 有不愉快的感受。Kevin 也想

起，當聽到別人說「娘炮」或是「Gay 炮」這類的字眼時，會感到相當的不舒服，

因為通常說這些話的人都帶有嚴重的歧視意味來指稱男同志或是帶有陰柔氣質

的男性。 

曾經在網路上被戲稱為「男八眼影怪」的 Kevin，當初因為覺得化妝很有型

的關係，開始學習畫眼影、擦睫毛膏，即使時常遭受他人的異樣眼光，Kevin 仍

不以為意，甚至覺得這樣也算是個「紅人」。但是痞痞卻說，當時卻很害怕跟

Kevin 一起走在校園，擔心自己的身份也會因為 Kevin 的招搖而曝光。對於化妝，

兩個人也有相異的觀點。假若在路上看到化妝的男生，Kevin 說他會投以羨慕的

眼光，可能會多看兩眼。平常的他也會因為氣色不好或是長痘痘，會習慣上一點

妝才敢出門，如果是先前提到比較濃的妝，則可能會看情況，也許去夜店或派對

的時候才上。 

然而曾經也有做過基礎化妝的痞痞卻說，他會覺得化眼影的男生，或是化得

太過明顯，都不符合他對男生的想像，這可能跟他喜歡陽光型的男生有關。 



 143

痞痞：「我覺得男生化妝的重點在於不能被看穿。我覺得淡淡的底妝是正

常的，但是畫眼影那些，我覺得不符合我對男生的期望。而且我覺得化妝

如果被看出來，會影響在社會上的地位。」 

痞痞認為「娘」這個形容字眼，對他來說，當關乎他的發展或有利害關係時，

可能就會被覺得負面的印象。 

痞痞：「其實我本來留中長髮，自己也覺得那樣比較好看，但是卻也因此

常被覺得很娘。其實我也不覺得怎麼樣，而且被人家說很 Gay 的時候，我

就會說這是我比較敢表現自己而已。」 

平常人緣很好的痞痞，雖然有身份曝光的危機，但總是能夠四兩撥千金地化

解尷尬的處境。唯獨被其他男生以揶揄的方式說「娘」或「gay」時，心中總有

種不舒服的感覺。他認為當他們這樣說的時候，就有一種「矮人一截」的歧視意

味。 

痞痞：「於是現在我就把頭髮減短點，而且還蓄了鬍子。而且我發現我留

了鬍子以後，性魅力增高了。」 

即使三個人在各自的生活脈絡中，可能遭遇到不同的困境與難題，所幸有著

彼此的鼓勵與支持，無論要繼續花枝招展地裝扮下去，或是轉型為收斂的低調風

格，三個人聚首時，還是嘻嘻哈哈地談著他們最愛的時尚，化妝，與男人。 

研究者認為，從這三個同志的故事中，可以試圖拉出在同志族群間，他們如

何看待男性、裝扮與性傾向之間的關係。在某些面向上，他們三位可能因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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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經驗，令他們的回答十分相近。研究者認為，因為他們身為男同志，長期

受到父權的壓抑，因此對於性別議題的關注上應該較不帶有性別盲（gender 

blind）。 

然而，在一些敏感性的話題，或是對於男性打扮較為女性化時，三位受訪者

提出了不同的觀點與想法。研究者認為，這可以呼應到他們如何看待現身的危

機、自身的生活經驗、以及對性別的想像。對於日常生活中的掙扎、愛打扮男性

所遭遇到的指控與刻板印象，他們雖有不同程度的妥協，卻也有某程度上的突破

與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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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現代蝴蝶君 

阿本，25 歲，台北人。時常聽到路人討論：「他是男生還是女生？」 

「合身襯衫搭著喇叭褲，頭頂上的頭髮比三分頭還長一點，抹上髮油讓它看

起來一絲一絲的。」回想起高中歲月的阿本，直嚷著不願意再想起過去的窘樣。

國中的時候因為寄住在老師家，阿本受到嚴格的管教，對於自己的穿著打扮，毫

無想法，連爸媽難得帶他去買牛仔褲時，他也說能穿就好，何必買呢？升上高中

之後，身旁的同學也開始注意外表的打扮，受到周遭朋友的影響，開始參考雜誌

上的穿著風格，也拿著零用錢到嘉義市區幾家專賣青少年服裝的店家，購買當時

最時髦流行的衣服。然而，漸漸地，阿本發現自己與其他同學對於什麼是好看衣

服的見解越來越有差異，服裝雜誌也只是參考而已。他開始挖掘並培養自己獨到

的眼光與品味，（雖然從現在的眼光來看，實在是俗又有力），但是對於什麼是

美以及自己穿衣風格的追求，阿本已在腦中思考盤算著。 

國中加高中的壓抑生活，使得阿本在面對大學的選擇時，毅然決然地決定到

日本學習服裝設計。 

自己本來就很喜歡日本的文化與流行事物，所以當時本來想到日本的專門

學校學習美容美髮。但因為當時台灣法令不承認專門學校48的學歷，如果中

途回台，就會有面臨兵役的危機，所以後來選擇大學才有開設的服裝設計

系。 

                                                 
48 日本的學制與台灣有所不同，專門學校專職培育特殊專長，但是畢業後無法取得大學學歷，

僅有「專門士」的文憑，而該文憑在台灣不被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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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日本後，阿本眼界大開，對於日本男生的打扮充滿著好奇與羨慕，根據

他對當時日本的觀察，認為男生的裝扮風格可以大致分為牛郎系49、街頭系、傑

尼斯系50、復古風、二手古著風、龐克風、以及同人誌等。雖然身邊的朋友都覺

得自己是傑尼斯風，阿本倒是不完全認同。 

我覺得我的風格介於傑尼斯系與牛郎系之間，一方面是因為我比較愛慕虛

榮，喜歡買 Burberry 的衣服，另一方面，我覺得傑尼斯系太小孩了，有種

長不大的感覺。不過我覺得我融合了兩者的共通點，都是合身、亮眼、引

人注目的風格。 

旅居日本的日子中，總是留著及肩的中長髮，出門也總是慣於配戴大墨鏡。

阿本坦承當時因為很欣賞濱崎步（Hamasaki Ayumi）酷酷的風格，總是會表露出

一種不可一世的高傲態度，但是他說這也只是外表上的模仿與打扮而已，其實相

處久了，就會發現他可愛的一面。當時在日本認識了第一個男友，「他就是那種

很有男人味，很 Man 的那種類型，跟他相處的時候，我都是比較依賴的角色。」

時間一久，與男友在新宿逛街時，也不會在意旁人的眼光，很甜蜜地牽手或擁抱。 

其實我本來就不大管別人的眼光，一來是因為在異地的關係，認識我的人

本來就不多，再加上我臉本來就比較秀氣，骨架比較小，又留了一頭長髮

的緣故，所以一般人從外型看來，也不大會認出我是男生。 

                                                 
49 根據受訪者阿本的解釋，牛郎系是指男性頭髮為中長髮，可能有大捲度的燙或挑染，穿著合

身的西裝，多半西裝的品牌為 Burberry 與 Armani，這樣打扮的男性超過半數的比例為牛郎，因

而名之為牛郎系。 
50 根據受訪者阿本的解釋，這一類的男生多半為青少年，喜愛模仿日本傑尼斯事務所旗下藝人

的穿著，多半為合身的服裝，平常也愛裝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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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以後，阿本在日本也陸續交往過幾個同志男友。但是一次在酒酣耳熱之

際，與同班的異性戀男生發生了關係。 

其實當時大家都喝多了，隱約聽到他們在說我好漂亮，很想跟我發生關係

之類的話，後來也就真的發生了。其實我也不大懂他們心裡在想什麼，只

是覺得日本男生都是這樣嗎？好像有點道德淪喪的感覺。不過我也不是很

在意，畢竟各取所需嘛。 

2003 年的時候，阿本回到台灣。闊別四年沒有回國，腦中還停留著出國前

高中歲月的那種俗不可耐的打扮與造型，對當前台灣男生的打扮與進步感到十分

的驚訝。儘管覺得台灣男生相較於以往，已然在品味與風格上有所提升，但是仍

然一味地追著流行跑，看到現在流行什麼新的，就跟著模仿。整體來看，阿本覺

得台灣男生只能分成兩大類，一類是寬鬆休閒的嘻哈風格，另一類則較為合身伏

貼。 

我每次聽到有人說「日系風格」這個字就很好笑，什麼是日系阿？是西門

町那些猴死囝仔的那種吧! 但是其實日本還有很多類型的打扮，像西門町

的日系打扮只是在模仿傑尼斯系的男生打扮，但是也不是學得很像，算是

比較粗糙的抄襲而已。 

回到台灣後，首要面對的就是兵役問題。阿本聽說過陰柔的男生在軍旅生涯

中，可能會有適應不良或被欺侮的情況發生，不過在軍中的一年多，阿本倒是沒

有受到任何言語或肢體上不愉快的對待。 

可能是我神經比較大條，所以沒有感受到不愉快的氣氛，跟同袍也相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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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算愉快。雖然時常還是有被質疑為同志的經驗，不過我打死不承認，誰

知道說了以後會不會有影響，所以說起來我還是刻意隱瞞我的身份。雖然

如此，我還是沒有刻意裝 Man，照樣帶了保養品進去。一開始同寢的會在

旁邊說：「娘死了，擦什麼乳液。」我都會頂回去，「難道你很 man 嗎？

皮膚那麼爛醜死了」後來他們都私底下偷偷來問我什麼比較好用，用什麼

可以改善膚質。 

退伍以後，阿本計畫要進入彩妝的公司工作，他認為這類產業對同志較為友

善，也有比較多同志從事該行業，因此同志身份曝光與否也沒有像以前那麼在

意。不過他也說自己的年紀也越來越大，也比較不適合像以前一樣做那麼花俏或

搶眼的打扮。 

我自己知道我還是喜歡陰柔一點的打扮，但是會盡量別過於花俏，那些招

蜂引蝶的打扮就留給做作的小弟弟們去做就好了。我自己想要跟他們拉出

一種距離感，盡量打扮成熟一點，言行舉止上也會比較注意，比較收斂點。 

對阿本來說，雖然大家看到他的外表或長相，都會稱讚他很美、很漂亮，被

說像女生也很開心。他說：「因為這代表在路上不止男同志看我，異性戀男生看

我，連女生也看我。我喜歡被大家注視的感覺。」目前的阿本，很滿意自己的樣

子，也不認為需要為了別人的眼光而去改變。不過未來他認為自己會將陰柔的氣

質再收回點，把「美」的比重減低，往中性的「型男」方向邁進。 

我覺得我已經是陰柔的極限了，應該很難在找到比我更陰柔的人了吧！以

後喔，我覺得像龜梨和也51再胖一點點的那個樣子吧。我也跟我朋友講說，

                                                 
51 龜梨和也，日本傑尼斯旗下的男藝人，曾與山下智久演出日劇『改造野豬妹』，並在同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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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變再男生一點，不過他們都笑我只能保持「熟女」的風格吧。 

在本案例中，受訪者阿本是在外表上最不容易區分生理性別的男性，因此他

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質疑，也是相當頻繁。即便時常被誤認為女性，但是他認為

自己並非因為外在的打扮而被去男性化，甚至他認為難以判斷的外在打扮反而讓

他贏得兩性的好奇，也讓他獲得受他人注目的愉悅感。 

在性別的互動上，阿本清楚知道自己是男同志，然而在面對他人追求與性行

為時，他不會在乎對方是否也是男同志或是異性戀男性。雖然研究者無法探究對

方男性如何看待阿本，但是從阿本對於自己的身份與性關係的認同中，研究者認

為他擁有相當的主體性，也充分瞭解自己的認同及慾望為何。 

 

 

 

 

 

 

 

 

                                                                                                                                            
「修二與彰」團體合作發行單曲。外表冷酷具有陰柔氣質，被日本媒體視為熟女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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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同異之外 

Mountdoom，25 歲，台北人。喜歡女生，也愛男生，更愛自己。 

曾經在國中時期，Mountdoom 因為身形過胖，而對自己的外在感到自卑。

就讀高中的時候（大約是 1998 年），因為日劇大量引進台灣，造就了木村拓哉

等當紅男明星，看著電視劇中修長纖瘦的男性，為了健康與好看的理由，

Mountdoom 決心減肥。大學之後，恰好無名小站網路相簿在學生族群間掀起熱

潮，時下年輕的男女習於將平日的穿著打扮放到網路上供人欣賞，再加上 2004

年以後，名模的熱潮，促使 Mountdoom 不願自己的外在繼續邋遢下去，因而進

行自我的改造。不過剛開始接觸服裝搭配的他，吃了不少苦頭。 

一開始的打扮走街頭路線，只知道一味地穿大件衣服，但是沒學到精隨，

滿失敗的。後來看網拍的搭配，走窄版感覺，但其實我並沒有瘦到那種程

度，味道沒有出來，又失敗了。後來多看藝術展覽、聽音樂、閱讀、翻閱

時裝雜誌，漸漸找出自己的感覺，後來走一點混搭感覺。不過現在覺得當

時覺得穿太多層次，而且太過潮流。 

現在的 Mountdoom 越來越懂得掌握自己適合的穿衣風格，也時常運用運動

款的服飾來做搭配，也在顏色上做變化。 

初期我愛穿亮色系，多色搭配。現在則走單一色系，採用大色塊劃分，靜

謐不失活潑，有衝突但不失融合性。因為混合休閒運動與正式的感覺，因

此我覺得我算是走日系風格(在服裝版型選擇上面)，也就是稍微合身，但沒

有很合，卻帶有歐洲的氣息。簡單來說，就是用東方人的身體型態來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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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感覺與味道。 

漸漸懂得打扮以後，由於自己的輪廓比較中性化的緣故，也時常被他人覺得

是同志。Mountdoom 憶及時常在逛街購物時，售貨員會主觀認定他外型比較中

性，阻止他買太男性化的東西。 

我就長的很中性化，女生把我歸類在賀軍翔、王力宏、蔡旻佑那一型，就

是比較中性的感覺。不管怎麼打扮，還是中性化，因為臉就是長的比較中

性。不過在打扮上，就是盡量中偏男性的穿著打扮。 

但是即使自認自己並不是很具有「所謂男性氣概」的男性，甚至覺得自己「內

心是個小女生，有工於心計、心思細膩、觀察入微的特質」，但是他對於「打扮

會減損男性氣概」的說法嗤之以鼻。 

好臉色是我的品牌，是我尊重你的表現，跟我有無男子氣概無關。我的男

子氣概是從我做事的態度、我的生活態度、我面對事情的積極程度來定位。

男子氣概就是不刮鬍子？男子氣概就是不洗澡，有體味？男子氣概就是蓬

頭垢面？我不同意。 

Mountdoom 認為自己遊走在美型男與型男之間，他認為型男作為一個整體，

泛指愛打扮的男性，而美型男作為型男概念下的一個子集合，是型男的下位類

型。對他來說由於美型男多了美的形容，也讓人在性別上有模糊認定的感覺。 

在我的觀念裏面，「美」是用來形容雌性的辭彙，帶有雌性的意涵在內。

而我算是過度在「美」與「非美」之間吧！但比較靠近「非美」且難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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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那種。我認為「美」的核心外有一層灰色區域的模糊地帶，打個比方

來說，以紅心粉圓為例，中間紅豆是美的核心，十分清楚，整顆粉圓當作

型男的區域，中間有一層似軟似硬的區域，就是渾沌模糊的美型男地帶。

居於中，這種難以區辨讓我不會因此被定位於哪一種，所以可以隨時向任

何一方移動，也不會發生認同感的問題。 

這種無法歸類的游移，同樣地表現在 Mountdoom 的性傾向與認同上，當被

他人認為是同志時，他會先表明說他不是同志，但是心裡面還滿高興，因為同志

通常被認為是打扮得宜，具有品味的人，對他來說這是種他人對自己外表打扮的

肯定。然而這樣的說詞多半是對一般人的說法，事實上他認為自己屬於「類雙性

戀者」52。 

我基本上是異性戀，但有時候會往同性戀的方向偏，但不會完全是同性戀，

頂多只是個隨時隨地可能有不同同性戀傾向程度多寡的『類雙性戀』。我

認為所謂的雙性戀是很確定有某程度同性戀傾向的異性戀者，而我並不是

如此。當我同性戀傾向趨近消匿時，在這種程度之下並無雙性戀的存在，

所以我才會用這個稱呼，當然學說上並沒有這樣的說法，是我自創的，因

為我主張「一種無法訂出類型的類型。」 

在跨越性別的界線，找尋戀愛對象時，Mountdoom 又是怎麼看待彼此的關

係呢？回憶起曾經交往過的男性，他提到： 

我自頭至尾也好像沒多喜歡他，應該只是被他的長睫毛吸引吧！如此而

                                                 
52 在學理上並未有「類雙性戀」這樣的說法，這裡是受訪者自己根據對雙性戀的認知而自行定

義的一套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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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我覺得我並不是真的喜歡他，而是想從這些男性身上找尋自己所缺少

的部分。因為那時候的我沒長睫毛，所以喜歡別人的長睫毛；但現在有了，

就不喜歡別人的，反過來喜歡自己的。其實我覺得這種傾向，是自戀的延

伸。 

同時喜歡可愛的女生，卻也在別的男生身上找尋自己缺少的那一部份。 

Mountdoom 比較擔心被觀念保守的父母得知，所幸身旁的好友都能夠理解

他、支持他，讓他不至於沒有訴說的對象。被問到下個戀愛對象的理想樣子，

Mountdoom 笑笑說，「這也沒個準，隨心中缺的那塊去找囉！」 

從 Mountdoom 的說法中，可以看出他對於性傾向的不穩定與矛盾。他認為

自己是類雙性戀，而不是同性戀或雙性戀，而是帶有跨越性別選擇的異性戀男

性。研究者認為，Mountdoom 是否在性傾向上的說辭有所顧忌？或者他也仍在

性別的界線之間探索與游移？同樣地，對於自己的外表打扮，Mountdoom 也選

擇遊走在「美」與「非美」的型男想像之間，也利用不同的裝扮，表達出自己在

性慾上的徘徊與任意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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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綜合討論 

在本節，研究者將深入探討上述五個案，綜合比較分析這個五個故事所拉出

的性別光譜為何，並以本研究其他受訪者的訪談資料為輔，作為論證佐證之用。

接下來的討論方向與詮釋對象皆圍繞著本研究的研究問題（見第一章第三節），

以進行分析之間的對話，並針對研究問題做出回應。 

本研究分析的處理面向包括了男性氣質的挑戰與轉變、性傾向與裝扮之間的

連結、男性如何看待自我的身體，並扣連著本研究的主題「跨性別認同」作結。 

一、 娘不娘？男性氣質的挑戰？ 

回到本章一開頭張小虹（1996）的論述，傳統的刻板印象會認為所謂正常的

生理性別、性別氣質與性慾傾向的三項關係應該是「男-陽剛特質-異性戀」與「女

-陰柔特質-異性戀」的配對組合，因此如果一個男性在表現上過度的陰柔，或具

備了女性特質的話，則容易被視為不正常，常見的形容詞彙可能是「娘」、「娘

娘腔」或「Sissy」等。 

正如受訪者阿展所言，過去他所接受到的家庭教育告訴他，男性不能注重外

在的打扮，反而內在的價值、權力、財富才能藉此來彰顯個人的男性氣質。受訪

者班也提到，在他身邊有許多朋友也認為，「男人就應該在外面打拼，逛街保養

這種事應該是女人在家做。」因此，當男性開始打扮自己、保養、化妝之後，這

些過去被視為女性才會進行的活動時，這些男性就容易被貼上帶有「女性化特質」

的標籤。 

當男性被他人稱為「娘」的時候，其實說話者已然帶有歧視性的意味，隱含

著認為該單一性別不應該/不可以做的事，尤其被指稱為具有女性化特質時，部

分的男性將這樣的指控，視為對其男性氣質的減損與詆毀，而感到焦慮不安。受

訪者班就提到，過去他時常被認為打扮很娘，因為身邊同儕壓力的質疑，使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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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改變自己的外型或打扮的方式，例如剪短頭髮；或是受訪者阿展也因為想省

去解釋的麻煩，因此平日的打扮不會是偏中性或女性味道的打扮，而是比較偏男

性化的軍裝風格為主。 

除此之外，其實大多數的受訪者不認為衣著打扮會是被指稱為娘的主因，反

而會因為行為、動作、聲音語調，常被他人認為女性化。Marcoboy 認為打扮與

娘是兩回事，甚至不能說是直接相關，反而動作或肢體語言，譬如說翹小指，或

是講話的語調語氣，才比較容易讓他人覺得陰柔。但是受訪者班也提到，在台灣，

大家對娘的定義，不只是包括同性戀或娘娘腔，而是不合乎他們價值觀裡男人該

有的樣子的。 

男性氣質作為社會建構的產物，因此社會上對於男性應該怎麼樣或不應該怎

麼樣，有一套預設的價值判斷，這也壓迫了男性在社會上進行反抗與改變的可能

性，也讓有些男性受到這樣思考方式的箝制與內化，而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

到兩難與焦慮。受訪者阿展就提到，未來要進入職場的時候，可能就要在打扮上

做些退讓，以避免不必要的麻煩。受訪者痞痞也說，「娘」對他來說可能會是個

阻礙個人發展的形象，他認為這樣的特性會影響他在社會上的地位。在日常生活

中，被形容打扮娘，也帶給痞痞心裡頭不愉快的感覺，尤其是在同性相處的場域

時，他會有矮人一截、較為次等的感受。研究者觀察到，這兩人在生活經驗中受

到兩股力量的拉扯，一方面他們感知到社會對於男性氣質建構的不平等之處，他

們也深受壓抑的感覺，然而他們也必須內化或接受這樣的男性想像，因為個人的

無力回天，使得他們只能順應環境與社會所強加於他們之上的性別緊箍。 

然而，性別的桎梏難道牢不可破？受訪者班雖然認為這樣的刻板印象在台灣

已經根深柢固，但是他也質疑「難道男性就一定得粗皮粗肉？」Mountdoom 也

不同意打扮會減損男性氣質的說法，他認為「男子氣概就是不刮鬍子？男子氣概

就是不洗澡，有體味？男子氣概就是蓬頭垢面？」對 Mountdoom 來說，男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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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不只是圍繞在外表娘不娘的討論上，或者說外表的女性化與否並不能論斷男性

氣質的有無，他認為男性應該有的表現是發揮在做事情的態度、生活的態度上。

受訪者阿傑也有類似的看法： 

以前男生要打扮、會打扮這種表現會被認為是娘娘腔的表現，可是這幾年

透過媒體的塑造，或者是名模風的潮流，所以漸漸大家覺得男生會打扮不

是很丟臉的事情，反而是可以正大光明化的事情。其實除了打扮之外，對

我來說，型男重點是他的生活態度（lifestyle）的感覺。（受訪者阿傑） 

從阿傑的說法中，他認為生活態度才是評斷一個男性是否具有男性氣質的標

準，而不會因為打扮而減損男性氣質。另外，他也提到，隨著時序更迭，社會風

氣也逐漸地改變，其中最大的推手即為媒體對於男性愛美概念的推陳。Marcoboy

說，當他因為打扮被說娘的時候，他反而有開心的感覺，因為換個角度想，這表

示他是愛打扮或是會打扮的男生才會被這樣指稱。受訪者阿本也常因為中性化的

打扮而被路人注視，「我很喜歡被看的感覺」，對他來說，中性化的打扮不但沒

有讓他陷入困窘的情境，他反而會扭轉情境的主導權，在被注視的過程中獲得愉

悅感。 

受訪者張書豪則認為，「娘」其實是不會打扮的男生對於會打扮男生的一種

抵抗策略，透過貶抑他者來鞏固維持舊有的男性觀點與男性氣質的想像。因為現

在的媒體大量的以「型男」為流行趨勢或男性應該努力成為的形象，大量的廣告、

消費文本也在勾勒新的男性樣貌，從本研究第二章的媒介地景即可知該文化現象

在目前本地是持續發展的狀態。另外，第三章提到「宅男」這個概念，無論在大

眾媒體、或是日常生活中，經常被使用來成為對照於型男的指稱。同樣地，宅男

所代表的意涵也具有某一程度的歧視意味，代表著不注重打扮、骯髒、或是品味

低落的象徵。 



 157

因此，在台灣本地，男性的外表打扮往往被分割成兩大類，這種二元的對立，

導致不是型男即被貶為宅男，在其中徘徊猶疑的男性必須選邊站，或是稍微往某

方向靠攏。但是又因為男性愛打扮，一方面如果以傳統的刻板印象視之，帶了點

女性化特質的樣貌，即使「美」作為打扮的一部份特質，仍要概括承受「愛打扮

=娘」的指控；另一方面，如果從文化資本的角度來看，會打扮的男生的確較容

易吸引他人的注意，代表的是懂得時尚流行的象徵，因此對於不會打扮的男性來

說，這樣的男性形象一再被提及時，會造成他們心中的不安與恐慌，而以去男性

氣質化的指控這些會打扮的男生則為抵抗的策略之一。 

如果將男性氣質的各類特質作為競逐的場域來看，打扮或保養自然作為一種

新興的力量，突擊舊有固著的男性氣質想像，新男性的形象及行動究竟能否重構

塑造男性可以/應該這麼做的可能嗎？ 

Mountdoom 認為，美型男因為多了美的形容，讓人在性別上有模糊認定的

感覺，也因此他也能夠在美與非美的二元對立中游移擺盪，這種難以區辨讓他不

會被定位於某一種想像，隨時能夠向任何一方移動，也不會發生認同感的問題。

對他來說，打扮除了是增加自己條件的方式外，也讓他在性別的光譜上能夠跨越

二元對立的疆界。 

Edwards(1997)提到，男性氣質有階層化的形式；從受訪者的回答中也可以

看出各式的認同形式：工作導向、身體與情慾導向、個人主義式的認同等，而愛

美作為男性新興的形象概念，所代表的意義乃是將男性過去被認為該有的樣子，

提供新的選擇路徑。受訪者安克強也說，這種新男性的出現，並非取代過去所有

的男性形象，也不是因此女性化特質取代了男性特質，而是讓男性氣質中賦予新

的選擇，也讓當代的男性樣貌有更多不同層次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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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愛美是同志的專利？談裝扮與性傾向的關係 

劉珠利（2006）引用 Basow 所說，性別角色信念（gender beliefs）是指一組

有關男人及女人的特質，並且已經架構完成的信念，有時也稱之為性別角色刻板

印象（gender role stereotype）。性別角色信念中的男女特質，不光是真正存在，

並且也是文化中期許男性或者女性應該表現出的特質。性別的刻板印象使得人們

面對男性或女性時，有先入為主的觀感，不論這種先入為主的觀感是否正確，都

會影響到人們看待對方與相處。 

性別刻板印象不只影響一般人如何看待男性與女性，也會影響男性與女性如

何看待自己，亦即是，性別刻板印象的本質不只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同

時也具有規範性的（prescriptive）意涵（陳皎眉，2005）。 

根據魏慧美（2004）的研究指出，一般人對男同志的刻板印象，包括了很注

重外表的打扮，或喜歡男伴女裝。僵化的想像，也導致一般人對於男性與裝扮之

間，有著過度簡略的化約公式。受訪者班就說，「會打扮=娘=同性戀」這樣的

類推讓人們習慣用這樣的角度來看待事物，而無須動腦。但是，這樣的推論過程

與性向關係的連結沒有根據，而僅是刻板印象化的結果。 

然而，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受訪者們因為打扮的緣故，時常被他人認為是

同志的經驗層出不窮。這樣的經驗對受訪者造成或多或少的困擾情境，或是需要

向他人解釋。 

對於異性戀的受訪者阿展來說，當他看到愛打扮的男生時，第一眼的感覺並

不一定覺得是同志，他也覺得這個命題應該被破除。但是，就他的生命經驗來看，

他預想在台灣本地卻可能會因為城鄉差距，或是時尚資訊吸收的多寡，國際化程

度的有無，導致一般人對於男性愛打扮的認知與印象有所差距。像他就認為，在

家鄉高雄，愛打扮的男生畢竟仍是少數，過度的愛漂亮也會被長輩或同儕團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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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性向的問題。 

即使阿展認為，愛打扮的男生不一定是同志，但是對於同志，他仍有部分的

刻板印象存在，甚至在與同志族群的互動上，有過害怕、不安的經驗。他提到，

雖然他也有同志族群的朋友，但是因為不是對方喜歡的類型，就仍能保持朋友的

關係。然而，一次被同志搭訕的經驗，讓他感到恐慌。他認為的觀點也是從自己

與異性互動的關係來想像，他認為自己平常在性別關係的互動上，是採取主動的

角色，然而當他的角色與主動權被奪取，成為互動關係中較為被動的一方時，因

為「好像原本自己是到處狩獵的獵人，有一天卻變成了獵物，那種感覺真是很惶

恐。」 

這種不愉快的經驗，一方面是因為把自己視為被動的角色，或是害怕同性之

間的情感連結與性行為，另一方面也植基於對同志的刻板印象所致，例如他認為

兩個男生同進同出的，就可能是同志。對照王明智（2000）的研究來看，異性戀

父權的體制會將男同志擠壓到一個性別弱勢的位置上，透過這種家長式的權力宰

制，讓處於優勢地位的異性戀一方面對於弱勢地位的同志有其既定想像，另一方

面也因為害怕失去原有的優勢利益與地位，而產生對同志恐懼害怕的情況。 

同樣地，對男同志來說，因為他們在社會上被認定的性別角色地位，被擠壓

到邊緣的位置上，失去性別主體位置得他們，也使得其在認同上產生扭曲（王明

智，2000）。朱偉誠也提到，台灣本地的男同志，有其現身的焦慮與困境，因為

在異性戀體制的壓抑下，造成了同志族群的「暗櫃處境」，同志懼怕現身所帶來

的結果，可能會遭受他人的憎惡、職業上的歧視對待；或是他人的言語窺探等。 

身為同志的 Ken 提到，因為愛打扮的緣故，曾經遭受過言語上的揶揄與嘲

弄。被質問是否為同志，可能只是個開端，他曾遇過有人不停追問刺探，在當下

讓 Ken 感到不愉快。Kevin 也想起，當聽到別人用「娘炮」或「Gay 炮」這類的

字眼來形容他時，會感到相當的不舒服，因為通常說這些話的人都帶有嚴重的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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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意味來指稱男同志或是帶有陰柔氣質的男性。 

從 Ken 經驗可以看到，因為打扮帶給他的困擾，遭受到言語的調侃，而且

從字裡行間中可以解讀出，社會上對於男性愛打扮仍帶有敵意，他們對於男性氣

質有其既定的想向與規範。當一個男性不符合既定男性的形象時，因為挑戰了性

別的界線，即會被害怕失去性別優勢地位的男性壓迫。痞痞的例子更是鮮明地表

達出，男性身處於同性團體中，當不符合預期的想像時，會被其他的男性以「次

級化」的言語與行動，區隔出與團體規範不同的異類，而這種壓迫性的行為，也

讓痞痞感受到壓抑，因為害怕他人容易扣連打扮等於同志的刻板印象，也感受到

現身的危機，而導致他重新改變外在的穿著打扮，藉此不讓身份曝光。 

上述的例子，也表達出男同志一方面對於現身有其害怕曝光的焦慮與危機

感，另一方面他們也必須瞭解社會上對於性別角度的尺度與標準在哪邊，如果挑

戰了界線時，他們可能得被迫改變，或是壓抑自己內心的欲望與想法，而區從於

社會規範下應該有的期待。痞痞就提到，如果在路上看到化妝的男性，他心中也

會認為不妥，「怎麼會那麼娘？他一定是 Gay。」即使他也深受同志現身危機的

焦慮所苦，但是當他看到比自己更誇張表現的人，仍會以主流的價值去評斷議論

他，這也表示異性戀霸權的宰制不只影響了異性戀男性，也會影響同性戀男性的

想法，甚至內化為價值判斷。 

然而，對於性別的互動與性別的想像，其他受訪者有不同的想法與行動策

略。先就性別上的互動談起，異性戀的受訪者班則說，「假如我被追求的話，應

該是暗暗得意吧，表示自己行情很好，男女通吃。」即使他是以自己的行情條件

來看與性別的互動關係，但是他在情緒上並未感到害怕，反而當成這是外在條件

與能力的表現，這樣的想法不能說是對同志友善，但是他認為對同志的認識與理

解上，認為不應該「以偏概全」，從這點來看，倒是較為正面的想法。另外，正

如本段一開頭所述，班認為社會對於男同志與打扮兩者之間武斷扣連的推論，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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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予以重新反省。 

受訪者 Marcoboy 也認為，就他的觀察，社會對於男性愛美的觀感，也漸漸

地開放跟接受。他認為這是因為社會風氣與媒體環境的影響之下，導致社會對於

男性愛打扮的看法漸趨正常化。 

現在對愛漂亮這個詞，在某種程度上已經被正當化了，男生愛漂亮現在被

正當化地很正常。我覺得七五年次以後的人出社會以後，整個社會的價值

觀都會慢慢地改變，因為其他的人會漸漸覺得這件事其實沒什麼大不了的。 

難道現在你不覺得有個觀念是"年青人愛漂亮"，而不是”男同志愛漂亮”嗎？

（受訪者 Marcoboy） 

曾經化淡妝上學的 Kevin，也認為這並非不正常的事，而是個人意志的選擇，

對於化妝是否讓他身陷現身危機當中，他不以為意，反倒認為這是一種有型、時

尚的表現方式。他提到，在一開始的時候，的確有過很多惡意的批評與中傷，甚

至可能會使得他的同志身份曝光。然而，他不願被社會的規範所困，他衡量曝光

可能造成的傷害與困擾後，選擇依照個人的欲望與意志的想法，企圖打破現今社

會對於男性的刻板認知。 

有著秀氣外表與中性化打扮的阿本，在日常生活中的性別互動上，反而因為

打扮成為一種優勢。從日本留學回國後，在台灣當兵期間，阿本多次被質疑為同

志，但是他矢口否認，這乃是因為他對於現身仍有一定的焦慮存在，他說「誰知

道說了以後會不會有影響。」不過，當面對言語上的玩笑時，他反而會直接去應

對，甚至強調對方的缺點，並將自己愛打扮合理化。這樣的結果，反而影響了其

他的男性對於保養與愛美的觀念，也促發他人開始模仿學習。 

一開始同寢的會在旁邊說：「娘死了，擦什麼乳液。」我都會頂回去，「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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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你很 man 嗎？皮膚那麼爛醜死了」後來他們都私底下偷偷來問我什麼比

較好用，用什麼可以改善膚質。（受訪者阿本） 

阿本在日常生活中，也因為打扮的關係，讓他人無法分辨其生理性別，在路

上時常有人竊竊私語討論，他是男生還是女生。在日本求學階段，他也結交了同

志的男友，即便當時留長髮、骨架又小的他常被誤認為女生，但是他很清楚明白

地知道自己是男同志，，只是他在角色的選擇上，是屬於比較依賴性格，而非對

女性的角色產生性別認同。 

此外，他也和異性戀男性發生性關係，當研究者試圖探問他是否有詢問或想

像對方如何看待他的時候，他只回答對方覺得他很漂亮，因而和他產生性行為。

研究者認為，如果從性別關係的想像上來看，異性戀的男性如何看待阿本，是以

異性戀男性觀看女性的角度呢？還是異性戀男性看待同性戀男性的方式？抑或

他們本身也從男同志的角度來看待兩人的關係？就本研究來說，研究者僅能提出

三種可能的角度，但是因為研究方法上的限制，於此無法得知真切的想法。 

然而，從阿本的角度來看，作為一個男同志的性別角色，無論與同性戀男性

或異性戀男性發生性行為的關係時，作為性別主體的他，在彼此的互動關係中，

獲得了愉悅與滿足，他也無意去關心被看待的想法，而以性的愉悅為前提，來看

待雙方的關係。如果單就性別互動過程來看，異性戀的男性與同性之間發生的性

行為，研究者在此以性別界線的跨越來解釋，認為性傾向與性關係的互動不必然

有穩定且僵固的配對關係，反而可以是變動、任意的流動關係。 

更進一步來看 Mountdoom 的性別互動關係的話，會發現性傾向、性別與外

表打扮之間的關係更為複雜與流動。他認為自己的長相比較中性化，所以他打扮

上會挑選適合自己的中性化衣服或中性偏男的打扮，這樣一來，在打扮風格上，

他就能夠有時候是中性，有時候是偏男性的。也因此也讓他將自己定位在型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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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型男之間，認為自己游移在美與非美之間。他認為不穩定的流動關係，也讓他

在性傾向與性別角色的認同上，有雙層的交疊關係。這是流動而非斷裂的關係，

當他被認為是同志時，在口頭上他會宣稱他是異性戀，然而心裡頭卻是以同志的

形象為傲，認為這是會打扮的象徵。 

事實上，在性傾向上，他自認自己是「類雙性戀」，不願認為自己是雙性戀

的緣故，他提出這樣的抗辯： 

我基本上是異性戀，但有時候會往同性戀的方向偏，但不會完全是同性戀，

頂多只是個隨時隨地可能有不同同性戀傾向程度多寡的『類雙性戀』。我

認為所謂的雙性戀是很確定有某程度同性戀傾向的異性戀者，而我並不是

如此。當我同性戀傾向趨近消匿時，在這種程度之下並無雙性戀的存在，

所以我才會用這個稱呼，當然學說上並沒有這樣的說法，是我自創的，因

為我主張「一種無法訂出類型的類型。」（受訪者 Mountdoom） 

然而，就學理上來說，這樣的性傾向的確是屬於「雙性戀」，根據維基百科

53的定義來看，雙性戀是指一種對兩種性別的社會成員都會產生愛慕或性衝動為

特徵的性傾向，可能會同時與任何性別的多人成為伴侶關係、與兩個性別中的任

何一個性別的人進行連續單一伴侶、只與兩個性別的其中一個性別的人成為伴侶

關係、或者進行獨身主義，雙性戀所指的是慾望與自我認同，而並不一定是指行

為。因此，就 Mountdoom 的行為與認知來說，的確是符合其定義的。然而，他

會有上述的辯稱，乃是因為對於雙性戀者來說，因為社會對於性別認同的強大壓

力下，他們會認為自己是不純粹的異性戀或是純粹的同性戀。但是，從 Mountdom

的說法中可以看出，他對於性別關係與性別角色的想像是流動的，他的性傾向是

                                                 
53參考來源：《維基百科》。上網日期：2007 年 6 月 18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B%99%E6%80%A7%E6%88%80&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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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性戀與異性戀的光譜上滑動。 

有趣的是，Mountdoom 提出他喜歡男性的理由，卻是為了補足他身體上所

欠缺的部分，他認為這是一種自戀症延伸的反照，因為知道自己不足的地方，需

要透過性別互動的方式，滿足其心中匱乏的一處。在同性的男性身上，獲得性的

滿足與愉悅時，也打開了對於性別想像的逾越。 

如果將上述關於性別與性傾向的討論，予以理論對話的話，Christopher 

Lasch(1979)認為性的開放態度，乃是因為當代社會中道德倫理與性滿足兩者論述

上的切割，而背後的意涵與信念則是植基於個人主義式的身體自主。男性的裝扮

與性別關係、性傾向的多重組合，亦是當代社會男性對於身體、外貌的覺醒，喚

起了對於自我概念的理解與再度重視、自我身體的重新掌控、自我慾望的順服與

挑戰。自我意識的甦醒，也造成傳統對於性別想像的突破，從傳統的「女為悅己

者容」，主體轉化為男性的「男為悅己者容」，繼而再次將主客體關係重新顛覆，

男性的裝扮可以是為了異性或同性，甚至是為了自我形象的追求；而對方的性別

角色也可以是同性、異性或雙性。 

三、反思：男性的身體自覺 

傳統上，關於女性的討論常與外表連結，對於美貌的追求成為女性性別刻板

印象的一環（Rodin, Silberstein & Striegel-Moore,1985；轉引自 Mishkind et 

al.,1997）。正因如此，我們常忽略男性的身體外貌與形象展示。但是現今，雜

誌與媒體正強烈推動與提升男性身體的訴求，而年輕、精瘦（lean）、有肌肉的

身體正是廣告所推波的男性理想身體樣貌。Mishkind et al.(1997)回顧過去的研究

認為，社會文化偏好運動型體格的男性，這類的男性能夠得到社會較為正面的好

處與評價。正因為社會對身體外在的偏好與重視，使得運動型體格成為男性的理

想型想像，也因此他們易於對目前自身的狀況感到不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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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參與「陽光古銅男」選拔的受訪者賴小罐，即提出他對型男想像，他理

想的型男樣子是「穿著無袖背心、頭髮略短、膚色最好是小麥色、手臂與身材的

線條要結實強壯。」他以為透過身體展現的男性魅力，即為表現男性氣概的一種

方式，平日愛到游泳池、健身房與運動場的他，認為這是夠 MAN。 

最新一季的 Biore 男性沐浴系列產品的廣告，請來演員張孝全拍攝，廣告腳

本運用了各種情境，例如辦公室、球場、女友的派對等，說明男人的汗是代表男

性魅力的象徵，尤其在廣告的後段，拍攝張孝全在球場上揮汗如雨的狀態的畫

面，配合一旁的文案說明「男人的味道由你決定」，最終以裸露上半身的洗澡畫

面做結。從該廣告文本中，研究者讀出了兩種意涵，其一男性所處的位置多為戰

鬥性地位，其地位與價值必須透過奮戰的方式才能獲得，例如在辦公室口沫橫飛

地報告，或是在球場上奮力與敵隊對抗；其二，男性身體的理想型與樣子，也必

須是健壯的、奮戰的狀態，鏡頭的運鏡也強調男性身體的線條、肌肉的結實程度。 

 

圖 4-1 男性沐浴乳廣告截圖 

資料來源：網路截圖 

如果男性的身體象徵著某種程度男性氣質的想像的話，Mishkind et al.(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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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社會傾向認為肌肉與運動型體格作為一種理想型，這與社會對男性氣質與男

性角色的想像有密切的關係，他們研究男性氣質包括獨立、主動積極、具有競爭

性格、有主控權、對自我有信心的、以及不情緒化的，而健壯的身體外型可作為

這些人格特徵的象徵具體化。男性氣質的具體化被認為能夠經驗對外在環境的控

制與掌握，也被認為較不脆弱，而男性也視他們的身體具有主動與功能性的面

向，而與女性具有美感的面向相對。 

然而李俊東（2006）認為，當前的時尚圈除了將腰腹練得精實、臀腿線條流

暢的筋肉男外，從陽剛男性氣質中出現的「阿瘦男54」，儼然成為超越進化的美

麗新人類。型男潮流有越來越瘦的趨勢，這和過去男性氣質所強調的肌肉健壯類

型有所差異，美型男不刻意鍛鍊肌肉，國際各大時尚週上，趨近瘦、弱身材的模

特兒逐漸躍上伸展台，時尚工業讓「瘦」成為一種新興的「時尚疫」，並在各品

牌的形象中出現。亦即是，當代型男不見得必須肌肉線條分明、體格魁梧才代表

男子氣概，反倒是細瘦的男性線條，透過服飾穿出另一種品味，也為男性氣質走

出了一條新的路數。 

受訪者 Marcoboy 在訪談的過程中，也一直透露出對自己身材的不滿意，認

為自己的比例不夠完美，身型過胖等。他說： 

我這樣子的人應該看起來就是瘦瘦小小的。我會留心我要看起來很瘦。我

自己認為自己的標準體重要維持在４８公斤。會覺得自己太胖，想要減肥，

但沒有到神經質的地步，雖然我的審美觀有點病態。（受訪者 Marcoboy） 

無論是哪一類型的身體趨向訴求，時尚工業所意欲傳達的是男性對身體的重

新關注與再省思。從批判的角度來看，時尚工業透過傳達身體美感的規範，告訴

                                                 
54 此「阿瘦男」即指時尚美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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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何者為「美」、何者代表最流行的男性氣質，而消費者因而進行消費，將

平日的勞動轉換成閒暇時刻的再次勞動－對身體的勞動與改造。然而，有另一角

度可以思考男性的身體如何被時尚注意，李俊東（2006）認為新男體所要塑造的

並非是壓迫視覺的猛男偏見，或是彰顯病態的戀瘦主義，而是引發男人面對所謂

的「主流體態」之外的「自覺意識」。 

四、小結：性別翻花繩 

過去對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的定義，以 Jary & Jary(1995；周業謙、

周光淦譯，2005: 283)的解釋來看，是指與男女氣質的文化定義有關的自我意識，

與其說是外顯不如說是主觀經驗，產生於與他人的互動當中。亦即是，個體透過

與他人互動當中，學習到何為社會建構認可的男/女性氣質，進而將其內化為自

己的性別意識。 

然而，林佳緣（2006：19）認為跨性別這個類屬的出現，造成多樣性的個體

能夠擁有多樣性的認同可能，性別認同的界定，不單只是由社會文化所定義的男

/女性氣質與男/女性性徵來決定，還要容納社會的生理性別角色與性傾向的考量。 

回到本文的標題來解釋，所謂的跨性別（transgender），根據維基百科55的

定義為「涉及到各種與性別角色部分或全部逆轉有關的個體、行為以及相關群

體。」根據國內跨性別網站56的定義，狹義地來看包括女扮男裝或男扮女裝（CD, 

Cross-dressing）、變性慾者（TS, Transsexual）、扮異性症（TV, Transvestite）、

變性人（Intersexual）、扮裝（Drag）、陽剛 T 與 CC Gay 等。然而，廣義地來

看，愉悅性別者與挑戰或跨越性別二分的人，即為跨性別者。因此，本章節之標

                                                 
55 參考來源：《維基百科》。上網日期：2007 年 6 月 18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7%A8%E6%80%A7%E5%88%A5&variant=zh-tw  
56 參考來源：《跨性別》。上網日期：2007 年 6 月 18 日，取自 

http://intermargins.net/repression/deviant/transgender/trans_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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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其實是在這類廣義的定義底下開展來的，其用意在於強調跨越性別界線一事。 

跨越性別的討論，在本文中，並非研究在生理性別上轉換的情況，而是瞭解

當代男性對於服裝打扮的想法。由於過去，男性的打扮時常被認為是去男性氣概

的行為，或者是不符合男性規範下的性別想像。男性長久以來，對於身體、自我

的漠視，而注重穿衣、保養也習慣被認為是女性會做的事，也因此當男性涉足自

我外表的領域時，會被認為是女性才會做的，這樣的行為帶有女性氣質。然而，

從第一部份的討論中，可以看出性別的刻板印象造成了性別想像的僵局，也限制

了人們對於男性氣質的想像，壓抑了男性可以怎麼做。然而，隨著愛美的男性越

來越多，正如受訪者班與 Marcoboy 所言，愛美不只是女性的專利，也不應該被

連接到男同志身上，而正變成男性正當化的活動之一，「美」作為一種人們行為

表現與風格展現的質素，未來是否能夠男性的特質之一呢？也許在男性氣質不斷

地被挑戰與改寫的過程中，「美的男人」將有可能成為男性的選項之一。 

由於固有男性氣質的崩解與轉型，男性對於性別認同的多元性也因而開展。

性傾向、性別角色與性別互動的搭配組合，將不會是一個對應一個的單向式回

答，而是多重選擇的交互穿插。從受訪者的回應中，可以看到「美」可以作為男

性氣質表現的選擇之一，陰柔的男性不必然是同志，異性戀男子也可以很 Gay

化；男同志可以與異性戀男子產生性別互動的關係，雙性戀的男性也可以在性傾

向的光譜上遊走。因為對於身體的自覺與情慾的自主，才讓男性的性別想像有了

更多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