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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動機 

本研究選擇楊 (Iris Marion Young) 在 1977 年首次發表的文章〈像女孩那

樣丟球—論女性身體經驗〉1 為主要藍本，對梅洛龐蒂《知覺現象學》2 的身

體主體概念進行討論。楊在此篇文章中採用梅洛龐蒂活生生身體做為核心，以

《知覺現象學》中〈身體本身的空間性和運動機能〉此篇章做為對照架構，置

入性別化的反思，重新編織由女性主體經驗出發的身體模態。在 2005 年楊以此

文為書名同時收錄多篇聚焦於女性身體經驗的現象學討論，從懷孕、乳房、月

經、老年照護等女性身體的各個面向，經由性別觀點的探問辯證處理多位歐陸

哲學家和現象學家的論述，透過理論思考和生命經驗交揉出女性身體主體的視

野。 

在〈像女孩那樣丟球—論女性身體經驗〉中，楊選擇梅洛龐蒂《知覺現象

學》對活生生身體與世界關係的描述架構，同時立基於西蒙波娃對女性存在的

分析和觀察，分析陰性身體的特定風格，以及這種風格及活動方式，與其在世

界中的交往有什麼樣的關係？又具有什麼樣的意義？梅洛龐蒂在《知覺現象學》

裡說明主體如何通過身體在世界中展開存在活動，在這些活動的運作中，我們

不是如同船長掌舵一樣，作為純粹的思維者操作客觀的身體，也不是一個刺激-

反應的制約機體對世界做出規律和法則的回應，主體與世界的關係，就座落在

我作為一個活生生的身體主體向世界開放，朝世界投射。但是，這個身體的分

析架構是否為一個普遍性的論述？如果經驗世界中有一大部分的身體典型在特

定的層次上展現的差異性，這種獨特風格是基於什麼樣的存在處境中出現的？

梅洛龐蒂突破笛卡兒純粹思維者的傳統，修正胡賽爾在《觀念一》朝向超驗觀

念論的追求路線，試圖以一個具體化、肉身化的樣貌來理解人的在世存有，然

                                                 
1 Young , Iris Marion: ”Throwing Like a Girl: A Phenomenology of Feminine Body Comportement, 
Motility, and Spatiality” in  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像女孩那樣丟球：論女性身體經驗》，何定照譯。台

北：商週出版，2006。以下本文將簡稱本書為「TLG」及「《像女孩那樣丟球》」。 
2 Merleau-Ponty, Mauric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 by Colin Smith.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58.以下本文將簡稱本書為「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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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否必須面對我們活生生的身體中是帶著性別、文化的銘刻？因此本研究將

以楊所提出的女性身體活動與空間經驗為基礎，對照梅洛龐蒂文本中描述的身

體模態，重新思考梅洛龐蒂的身體論述，與性別向度之間的關連性。 

女性主義對梅洛龐蒂的討論與批判眾多，或從語言著手、或從道德基礎進

行，選擇楊作為討論起點的主要動機，與個人的生命經驗有密切關係。如果現

象學致力於擱置已固成的偏見，不讓我們的視野觀點受到定見的知識與背景所

束縛，那麼隨時回返到我們切身的生命經驗裡，閱讀生活世界中具體的體會和

經歷，應該更貼近真正的現象學意旨，因此作為一個女性主體，面對楊試圖在

現象學中重新尋找女性身體可能性的理論，也會投射自身的體悟與感受，在文

本與現實之間映射對照，而這或許也是 21 世紀台灣東方女性與 70 年代白人女

性對女體觀察和經驗的交流與對話。此外，個人長年學習古典芭蕾，舞蹈中的

身體經驗也激盪我對理論的興趣與想像，從女性運動的身體經驗著手，探究身

體主體的意義與概念，作為一個研讀者同時也是一個處身及行動者，這樣的文

本不單單只是理論的堆砌，而是相對有生命力和感召力的書寫。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作為一個現象學學習者，同時也將研究主題聚焦在現象學的討論，在研究方

法的運用上，同樣是採用現象學路徑的。透過最基礎的懸擱，將自身的偏見置

入括號，不使其成為選擇理論的依據，在現象學的還原中，回到實事本身做描

述，保持對經驗現象觀察的驚嘆 (wonder)，當然這個還原不是要朝向超驗主體

的方向前進，僅是要打破科學理論提供給我們理所當然的實在解釋，重新面對

我所具體擁有的世界和身體，3 因此，如果這個研究確實有具體的方法，那麼

就是回到個人真實的生活世界中，帶入自身的經驗與觀察，讓這個論題不單是

客觀的教條程式處理，而是結合生命經驗與關懷的具體討論。正如同梅洛龐蒂

所說：「整個科學宇宙是建築在生活經歷過的世界之上，假如我們願意謹嚴的思

維科學本身，精密評價其意義和範圍，便應當首先喚醒世界的這種經驗，科學

                                                 
3 這個還原方向在 Gurwitsch, Aron: 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 Dequesne University, 1968. P171
中提到。古爾維奇 (Aron Gurwitsch) 認為梅洛龐蒂主張的不是以基進 (radical) 方式進行還

原，而是取消科學理論的理所當然，在存有不可拋離的處境中理解到世界的經驗作為所有理論

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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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它的第二次表現而已」，4 女性主義作為一門與實踐緊密切合的學科，現象

學強調回到實事本身，都要求這種面對與正視經驗世界的態度，而現象學工作

也正是要破除陷入理論眼光的世界觀，回到我們真實的生活世界，才能使理論

發跡的經驗源泉重新被激活，「回到事物本身5，那就是回到這個在認識以前而

認識經常談起的世界」。6 

本研究可預期的會受到語言掌握和材料選取的限制。首先在語言上由於此

論文將以英文和中文著作做為閱讀資料，因此可能疏漏非英文及中文書寫者的

文獻，或僅能透過英文及中文譯文做參考；此外各個語言有其使用脈絡和字彙

含意，經過譯者的理解與轉化成其他語言，難以完全避開詮釋與錯位的可能，

因此未以原典語言閱讀，或許也無法全然掌握梅洛龐蒂法文原意；《知覺現象學》

英譯本有疏漏未譯之處，這也可能造成理解上不夠周延與精準的問題，無法完

全掌握法文原文背後的文化意涵，因此語言將會是此研究首要限制。在材料選

取上，本研究雖針對梅洛龐蒂的性別問題，然而由於處理的文本將以《知覺現

象學》為主，因此無法對其思想全面綜合的顧及討論，梅洛龐蒂思想的核心雖

然始終在於理解知覺和知覺的世界，然而從前期《行為的結構》和《知覺現象

學》以後即出現轉向，他的哲學思想實際上不斷在進行修正，本研究僅針對前

期的《知覺現象學》做討論，或許會造成對其整體理解的獨斷，因此材料的侷

限也將是此研究的限制。這些限制皆是未來研究可繼續開展填補的方向。 

第三節 思想與問題脈絡 

一、梅洛龐蒂現象學路徑與目的 

（一） 哲學路徑： 

現象學從胡賽爾開始，自意識哲學出發，探索意識與其對象之間的關係和

                                                 
4 PHP. Viii。此段採用此篇之譯文：〈知覺現象學前言〉楊一之譯，收錄於倪梁康(編)：《面對

實事本身-現象學經典文選》。北京：東方出版社，2002，715 頁。 
5 本文對於現象學傳統 Sache/chose，採用倪梁康所譯的「實事本身」，但在引文處則保留原作

者或譯者的用語。 
6 PHP. ix。此段採用此篇之譯文：〈知覺現象學前言〉楊一之譯，收錄於倪梁康(編)：《面對實

事本身-現象學經典文選》。北京：東方出版社，2002，7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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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從前期靜態的對意識結構內容進行分析，一直到胡賽爾末期以至海德格，

都進一步強調將對象與生活世界相連，從在世存有 (being-in-the-world) 的面向

理解此在 (Dasein) 於其存在活動中，與周遭世界和他物的遭逢。梅洛龐蒂繼海

德格之後，在胡賽爾與海德格之間迂迴前進（zigzag），他接受胡賽爾的現象學

起點，採取現象學的還原路徑，要求如實的描述我們所知覺意識的對象，回到

實事本身亦即現象場中進行。但是，梅洛龐蒂認為我們開始的起點不應該僅是

胡賽爾《觀念一》中的純粹意識，而是具體的身體主體，他對身體主體的理解

可以說是立基在海德格的存有論之上，對身體的強調突顯了主體在世存有不可

擺脫的事實性 (facticity) 與可能性，因此在《知覺現象學》中，我們可以看到

和《存有與時間》相似的鋪排手法，在前言中說明現象學方法之後，便開始對

主體進行描述，因為主體與世界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故在對主體的描述中也

包含對世界的描述。然而，《存有與時間》未能真正的處理身體的意義，缺少對

身體正面細緻的討論，因此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對於活生生具有身體的

主體所構造的生活世界之描述，就似缺少了關鍵的一片拼圖，「肉身存在7 和有

生命的人的存在，都不是能夠讓此在的存在樣態正面地呈現的存在者；那麼，

具體而言，此在是怎麼樣的存在？」，8 儘管海德格批判胡賽爾未探問人的存有

論特質，但對梅洛龐蒂而言，海德格力圖找到人存有的具體性格，但卻又未帶

入人所不可脫離之身體，則根本是未返回到作為人在世存有的事實性之中。9 

因此，儘管梅洛龐蒂反對胡賽爾《觀念一》的意識現象學方向，接受海德

格強調的存有論特質，回返人作為世界中存有的具體生活中，但是海德格在處

理人的具體特性時，卻疏漏了許多在世的重要側面，而這些課題實際上在胡賽

爾《觀念二》已著手處理。在《觀念二》中，胡賽爾從科學所定義出的自然世

界開始探索，所有理論建構出的世界應該是奠基在我們素樸面對的自然世界之

上，從我們日常經驗中進行觀察和理念化，但是自然科學的進展卻逐漸取代原

初直觀的世界，成為理論思考中更優先的設定，活生生的世界作為理念性的源

頭已然被掩蓋與遺忘，以至於所有科學的討論和探索逐漸脫離我們原初面對的

活生生世界，現象學的還原工作即是要返回到這個原初生命情境，從最素樸的

                                                 
7 本文對 being 之翻譯以台灣翻譯慣語「存有」為主，但在引文間則保留原作者之翻譯用語。 
8 劉國英：〈梅洛龐蒂的現象學方法〉。《中國現象學與哲學評論(第二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

社，1998。248 頁 
9 本段採用劉國英：〈梅洛龐蒂的現象學方法〉一文之觀點。收錄在《中國現象學與哲學評論(第
二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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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態度出發，所有的科學活動都來自於我們日常面對的世界，我們生活、接

觸、觀察的經驗場域，而這些活動皆透過我們身體的介入而展開，這個身體不

只是物質性的存在，同時作為一個主動觀察和行動的主體，透過身體在空間中

移動與定向 (orientateon)，身體主體既以身體在世界中運作，又擁有展現其意

識能力的主體性，就此人的創造力與精神活動在具體生活世界中得以開創出許

多人文活動，因此，要成就生活世界更全面的樣貌就不可忽略對精神世界和人

格世界的討論。《觀念二》及後期的《歐洲科學危機及超越論現象學》都顯示出

胡賽爾對人文世界討論的看重，所以梅洛龐蒂儘管接受海德格對胡賽爾的存有

論挑戰，但他顯然並不滿意海德格略過在世的重要側面，不討論身體和具體存

有活動，所以梅洛龐蒂回到《觀念二》中對世界的討論架構，並延續胡賽爾晚

期對生活世界的重視，在《知覺現象學》裡從身體主體開始討論，對應到主體

所依存的生活世界(被知覺的世界)，只有理解到主體作為在世存有不可脫離世

界，對主體的理解始終即包含主體和世界兩個內容。 

（二）世界中的身體： 

胡賽爾面對歐洲自然科學掛帥帶來的危機，力圖將人文、精神世界重新引

入生活世界的討論視野中，梅洛龐蒂也同樣強調身體主體透過身體的運作造就

出的文化世界： 

「身體是我們擁有一個世界的一般手段。有時它只限於保存生命所必須的舉

止，相應地它就在我們的周圍構置一個生物世界。有時他從這些初步行為作

起點，由它們的本義發展成轉義，透過後者顯現出一個新的意義核心：各類

運動習慣，諸如舞蹈，便是這種情況。最後，有時肉身意指的意義不能透過

它的自然手段實現，這樣它就必須給自己建造一種工具，這樣它就在自己周

圍投射一個文化世界。」10 

從最原始的生物基礎，所說明的是身體主體的現實性，具有某些我們無法

完全超克的生物限制，但是身體主體不只是一個被動的客體或純粹本能的生

物，而是同時帶著事實性與超越性，主體的價值在於能承載這些事實性，卻不

停留於其制約中，而是在自然的結構與成分基礎上，展現超越和創造的可能，

最直接的意義開展活動，就是透過身體的向外投射以表達抽象的價值，主體的

身體活動不單只是生物性欲望的傳達和滿足，而能夠更高地在其姿勢、表達之

                                                 
10 PHP p.146. 此處採用劉國英：〈梅洛龐蒂的現象學方法〉一文引用處之翻譯，同註四 2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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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轉化成就新的意義內涵，若沒有生物性的身體，這些人文性的創造便不可能

延展而出，這種意義開創與傳遞的能力正是身體主體在世存有的手段，顯露出

身體活動不只是反射本能，而同時含蘊著投射與實現的能動性。更進一步，主

體會運用工具或符號傳遞抽象意義，發展出更豐富的文化世界，透過更多的途

徑和模式締造出更多元的文化與藝術呈顯。身體內涵的構成，不單是個人在自

然世界中的知覺或意識生活，而更深層的關係著身體在主體際的世界中釀造人

文與歷史的可能性，因此在望眼所及的世界裡，處處都彰顯著主體所投射的活

動與意義，「我不僅擁有一個物質世界，我不僅生活在陸地、空氣和水之中，在

我的周圍，我也有道路、莊田、村莊、街道、教堂、用具、電鈴、羹匙、煙斗。

這些物體中每一個都提供人類活動予以型塑。每一個物體都散發出一種人性的

氣息…」。11 通過我們的身體，在空間中展開文化活動，投射出人文意義，才

可能建構出文化世界，思想或其他文化活動不是隱匿在我個人的心理狀態中，

而是朝向世界和他人開放的行為。文化和歷史正是在我們所居住、活動、說話

的領域中構成，歷史不是抽象緘默的談論，而是在我的身體、事物和他人之間，

在自然世界和文化社會世界之間展開，「在每個”意識”可能會產生的東西之外，

到處都有意義、向度、形象，而且這不過是些說話、思想、觀看的人。我們在

歷史領域中，就像在語言或存在的領域之中」。12 

身體主體不僅擁有超越性能力，能夠透過各種意義投射的活動，構造世界

的種種文化與歷史，而同時也負載著在世存有的事實性，這個事實性除了意味

著身體所承載的生物需求和本能，同時也包含我們以身體主體之姿置身於世界

的處境，主體被拋於世所面對的歷史與文化世界，做為視域沈積在身體主體之

中，梅洛龐蒂承襲胡賽爾對於內在時間和被動性的討論，同樣側重於知覺活動

的脈絡意義，「梅洛龐蒂強調意向性（胡賽爾的前攝與滯留）將我們與過去和未

來串連，因此將我們定錨在我們的周遭環境」，
13 意向性所指向的不僅是一個

在場的知覺活動，它同時包含當下的核心，以及在其背後沈積的層層滯留視域，

和朝向著未來延伸的知覺場。我們的當下不是一個單薄的瞬間，而是包裹著活

生生的身體在其生命經驗中留下的印記，這些沈積甚至是超越個別生命歷程

                                                 
11 PHP p.347. 
12 Merleau-Ponty, Maurice: Signes. Paris: Gallimard, 2003. p28. 採用《 梅 絡 龐 蒂 歷 史 現 象 學 研

究 》 文 中 引 用 處 翻 譯 。 佘 碧 平 ：《 梅 絡 龐 蒂 歷 史 現 象 學 研 究 》。 上 海 ： 復 旦 大 學 出

版 社 ， 2007。 69 頁  
13 Langer, Monica M.: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a guide and commentary. 
Hampshire: Macmilliam press,1989. 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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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包含許多投射在周遭世界中的經驗與獲得的回應，涉入了我們身處的群

體與世界的價值、理念和意義。  

因此，梅洛龐蒂要分析的不單是純粹進行知覺或感官活動的能力，而是從

最基礎的元素都勾連著文化世界的開創與意涵的身體，身體的發動和介入，不

是自然科學或傳統經驗主義式的反射運作，而是媒介負載著生活世界中情感和

意義的流動與生成。可以說，對人文與精神的理解，不可脫離對主體作為一個

身體主體的認識和探索；而對身體主體的探索，不能漠視主體處身的文化歷史

世界「就身體和感官的使用使我們捲入世界而言，我們有了理解我們文化姿勢

的手段，而文化姿勢又使我們捲入了歷史」。14 

二、女性主義與其觀點下的身體 

從梅洛龐蒂對歷史和人文世界主題的跟隨和關切，可以理解他和女性主義

可能的交會處，梅絡龐蒂從活生生身體出發，在身體與世界間進行存有論的織

羅，女性主義所關切的是人文世界裡來自具體性別經驗的反思和批判，在文化、

歷史和身體經驗的向度上，拉出了兩者交會的可能聚合點。 

女性主義這個詞彙最早在 1880 年於法國被公開提出，一直到二十世紀在爭

取婦女投票權運動中才廣泛被使用，15 女性主義的議題最早期從政治、法律、

職場等公領域的權力與經濟分配，著重在爭取與男性對等的形式權利，16 其後

持續延伸到整體社會結構與文化塑造中，隨著後來婦運各種流派與路線的推動

和對話，甚且到性解放、後殖民、同志與跨性別等多元性別文化的發聲、結盟

與批判，女性主義呈現百花齊放的多重論述及主張，所追求和針砭的主題不再

僅停留在形式討論與個人的權利爭取，而更深入的探究理解文化社群如何對性

別進行定義與規範，如何建構出性別的角色、形象和典範。 

                                                 
14 Merleau-Ponty, Maurice: Signes. Paris: Gallimard, 2003. p87。採用《當代法國哲學》引用出之

翻譯。Descombes, Vincent:Modern French Philosophy.《當代法國哲學》。王寅麗譯。北京：新星

出版社，2007。99 頁 

15 「女性主義的英文字 feminism，源自法文的 feminisme，1880 年創立第一個婦女參政權會社

的法國女子奧可蕾（Hubertine Auclert）最先公開提出這個詞彙。直到二十世紀初年女性主義才

被法國各派爭取婦女選舉權運動者所接受。」顧燕翎、鄭至慧（編）：〈女性主義經典〉台北：

女書，1999，32 頁。 
16 第一波婦女運動從十九世紀開始陸續展開，在英美法等西方國家，約於二十世紀前半葉逐漸

開花結果，最早於 1920 年美國賦予女性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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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在女性主義的討論中也絕非是生物意義中純粹的性徵，而是象徵著社

會的目光、期待與偏好所交織刻痕的成品，米列 (Kate Millett) 在經典之作《性

政治》中使用「父權制度」來指稱對女性進行操控的結構制度，她指出父權制

度是將男女在生理上的差異誇張化，並賦予不對等歧視性的意涵，將生理差異

轉化成價值差異，使男性在社會、政治上獲得合理的權力，女性則居於附屬的

角色，最重要的是，透過社會、文化性別刻板的過程，不斷複製同樣的情境與

經驗，使女性在結構中接受自己的性別角色和位置，成就出一整套系統的支配

結構，這套權力關係透過社會互動強化，同時也移植到個人一對一的生活關係

中就近監控個人。17 米列認為，即便在婦女享有諸多合法的政治、經濟、教育

等等權利時，並不代表父權結構的扭轉，因為透過社會性別刻板化的過程，女

性內化接受社會期待的性格、角色、氣質和地位，從確定性別開始，這套規範

和意識型態便在家庭、學校、社會各個公共機構和傳播機器中強化訓練，要求、

期待甚且恫嚇女性成為「女性化的」。米列對父權結構的說明，已指陳出女性主

義的首要目標在於揭露父權社會對女性所做出的銘刻，這些型塑不單是在制度

或法令層面，而是內化在女性的身體和養成中，當社會建構並宣揚著某種女性

的形象和樣貌，這種典型就影響決定女性認定的自身和被認定的可能，而這個

內容自然也包含著身體。 

因此，米列進一步分析身體、性別與社會的關係，她區分了生理性別 (sex)

和社會性別 (gender)18 19 ，生理性別基本上在嬰兒初生之時即可判別而出，它

代表一個人先天的生理特徵；但社會性別不是必然生理條件的造就，而是獨立

於生理事實之外，與個體在社群或文化結構中的角色與期待有所關連，也展現

於個人所身處的群體關係中。米列藉由人類學家米德 (Margrette Mead) 的研究

來進一步說明，在米德的的人類學研究中，透過對三個原始部落的考察，有力

的反擊西方傳統文化將性別氣質和生理性別的關係自然化。阿拉佩什部落，喜

                                                 
17 張娟芬在《姊妹戲牆》以「個別化的父權」稱之，她認為父權體制與異性戀霸權相互掩蓋結

盟，從集體的公領域延展到個人情感和家庭的一對一關係中，以異性戀的合法性掩護感情婚姻

關係中的父權身影，模糊個別化父權的壓迫。張娟芬：《姊妹戲牆》。台北：聯合文學，1998。 

18 本文後續會以生理性別/社會性別，或性/別表示這個區分概念。 
19 這種區分在後來遭到巴特勒（Judith Butler）的挑戰，她認為這種區分是一種假區分，因為無

論是生理或社會性別，都來自主體以外的語言、社會、制度脈絡來定義主體，所有的性別身份

都是外在加諸主體的一種不穩定特質，身體的所有性別意義在主體之前就已先被決定，她以此

表明沒有所謂自然科學中認定的純粹自然的身體。因此她以性別操演 (gender performativity) 開

放出性慾 (sextuality) /生理性別 (sex) /社會性別 (gender) /性別認同/性實踐等等諸多模糊而流動

的性別面貌。巴特勒觀點在第五章將有較詳細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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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是溫柔細膩的性格，不論男女；蒙杜古馬部落則相反喜歡好鬥剛強的人；

在德昌布利部落裡，則是女性獨立果斷、主導決定，男性則相對柔弱依賴，三

個部落不僅與傳統性別定義不同，還呈現完全不同的組合型態。因此，米德認

為傳統定義出的女性氣質，不應該被認定為天生的性別差異決定出的，相反的

從人類學的考察中發現性別氣質是順應著環境的要求和暗示，「個體發育早期的

條件作用特別重要，而該作用又是文化機制所決定的。於是我們說，性別之間

標準化了的人格差異也是由文化「監製」的。」。20 他同時進一步觀察各部落

的教養和社會風氣，而明確指出社會文化如何透過各種機制與暗示，讓內部個

體接受和相信「正常」的性別人格特質，藉著忽視、壓抑、懲罰「異類」，而建

構出集體的性別氣質規範。透過米德的研究和米列的論述，性別氣質與生理性

別必然的關連性被切割開來，性別的本質化和自然化遭受挑戰，所謂先於社會

而存的性別本質並不存在，性別特質不是必然的自然產物，而是在社會和文化

的建構下所制約出的範疇。 

在女性主義的發聲和挑戰下，身體的本質意義不斷接受重省與思考，身體

不只是自然科學中生理及物理的總和，也不是生物特徵連結出的穩定實體，而

是佈滿許多處境、文化、社會意義的鑿痕，性別身體既是在生活世界中回應世

界召喚的主體，同時也是顯現出性別視角與歷史文化處境之所在。 

三、女性主義與梅洛龐蒂 

（一）交會的可能： 

1、人文世界的重構路徑 

    從這些脈絡可以看到梅洛龐蒂與女性主義的許多交疊，首先在於對人文世

界的關切，在這個關切的主題中，現象學朝向一個奠基性的任務，透過現象學

方法重新構成對現象世界的理解，現象學路徑提供的是一個有別於科學理論強

調系統標準的必然和普遍，重新建構人文世界觀點的省察與視野，透過現象學

的切入角度，有助於女性主義重新構成對女人群體的想像和論述基礎。喚起對

人文科學的重視與重建是自胡塞爾以降整個現象學運動的核心任務，胡塞爾意

圖探討人文科學的法則與規範，這個法則的構成不是因果法則歸納統整經驗科

                                                 
20 瑪格麗特‧米德〈性別與氣質〉。收錄在顧燕翎、鄭至慧（編）《女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

洲啟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亦可參考《三個原始部落的性別與氣質》。台北：遠流，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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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事實，而是由下而上超驗地建立普遍性的本質規範，胡塞爾注意到人文科

學所處理的社群世界，是一個具有普遍精神 (Geist) 的的主體際關係，這個精

神意義在海德格那裡即是朝向存有的開放性之中，漢娜鄂蘭（Hannah Arendt）

進一步以世界性與公共性來理解，從希臘文化對愛與友誼的起點自私有關係的

愛過渡到公共關係的尊重，以愛為基石通過尊重而達到公共世界的人性追求，

21 梅洛龐蒂延續胡塞爾的現象學傳統，在共存的我能意向中，從具體身體的習

性沈積與創造裡，朝向一個個人與公共、文化與自然交織的世界，從現象學傳

統延續以來的關注，皆指向於重新回到我們具體的經驗之中，尋回人文世界裡

根植在主體之中的主體際關係。對人文世界的回溯重構中，現象學所進行的描

述與經驗的分析方式，以及從基礎結構上自理論接軌向活生生的經驗，和女性

主義在描繪被忽視的個別經驗時，在分析方法上有重要的交會結合點，對女性

主義而言，女性的主體身份長期缺席在傳統理論的建構裡，女性主義要扭轉理

論建構的導向不僅是聚焦於個人背後的結構與制度的痕跡，同時也需要不斷挖

掘長期在論述場域中被忽略的女性主體經驗，及這些個體經驗如何交織出集體

的特殊風格文化，與延伸到公共領域中的友善性，例如：楊即在〈月經冥想〉

一文中，從個別女性的經驗討論女性特定的月經文化與公廁、工時的性別環境

的關連性。因此費雪（Linda Fisher）認為對經驗分析的方法是現象學與女性主

義最基礎的共同性，也是彼此連結相當重要的關鍵，儘管女性主義經常作為政

治性的論述，然而對群體的建構仍需要仰賴在特定個別的層次上對女性經驗的

描繪與分析，現象學所提供的正是將活生生經驗與處境課題化的基礎，費雪認

為「主觀的客觀性」（subjective objectivity）乃是現象學路徑提供的重要意義，

現象學通過明證與被給出的分析方式而建構對經驗理論有效宣稱的方法，這是

現象學與女性主義在理解人文世界構成上重要的聚合。22 

                                                

2、身體概念的重構 

對身體的概念也同樣有相似之處。梅洛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對自然科

學中常出現的機械生理學 (mechanistic physiology) 思維提出批評，機械生理學

以刺激-反應的模式將活生生的身體建構為因果系統的展現，身體就如同客觀世

界中的對象一樣，被擺置並列在外部空間中，和空間中對象一般，同時在對象

 
21 參見 汪文聖：〈從希臘轉向希伯來的『人文』義涵？—從胡塞爾早晚期不同之『愛』的概念

來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21 期，2009。 
22 參見 Fisher, Linda:”Phenomenology and Feminism” in Fisher, Linda and Embree, Lester(ed.): 
Feminist Phenomenology.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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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或對象彼此之間會存在刺激反應的機械關係，機械生理學以這樣的觀點來

理解我們存在於世的身體，這種觀點也在各個不同的學科領域中居於主導。梅

洛龐蒂透過「幻肢」(phantom limb) 來批判這種觀點。幻肢的例子是來自於那

些因故而失去手臂或被截肢的患者，儘管手臂已不存在，但他們有時仍會感覺

到它們的存在，有時會感覺到疼痛，有時仍然會使用失去的手臂，依照生理學

的解釋，身體必然帶著物理上的因果對應關係，那麼已消失的肢體如何產生知

覺？從物理事實來理解身體，只是將身體錯置在制約的客體對象，屬於因果系

統的一部份，能夠被解析和測度，實際上卻割裂了我們真實的身體經驗。 

對梅洛龐蒂而言，身體是由「積習身體」(habitual body) 和「當下身體」

(present body) 所共同交織構成，身體的經驗與習慣會沈澱在身體之中，同時投

射出積習背景 (habitual setting)，使主體的過去、現在與未來能在身體中獲得統

一與交會，在熟悉與沈積中與世界、他人、對象交往周旋，展開各種可能的生

活空間。因此，理解身體的意義，就應該理解身體與處境密不可分的關係，身

體置身在世界之中，不是規律或必然的進行制約反應，而是因著其積習背景與

當下背景的交相融合中，對處境進行投射與行動，身體就是世界中的身體，處

境中的身體。 

這種對傳統生理學的抗拒，也一直是女性主義致力論述的，傳統性別文化

從生物身體性來定義女性，並予以本質的分化，進而在文化場域上分派歸類女

性應該與本然的位置和角色，女性主義力圖反轉這種解釋的因果關係，不是生

理性別造就社會性別，而是社會性別強加在生理性別上，更進一步辨認性/別身

體的鑿痕，性/別身體不是天生自然的生物事實，而是在詮釋與建構中被雕琢而

出的結構。 

對身體的初步概念，更進一步拉近梅洛龐蒂與女性主義的關係，皆挑戰對

身體的生物解釋，身體主體置身在處境之中與文化和世界多重交織辯證，在背

景脈絡之中互動構成，輕忽主體的處境性，則只是誤認身體為機械反應的成品，

忽視身體的建構性與可能性，在梅洛龐蒂與女性主義之中，分別的對於身體的

承載挖掘論述，交織出兩者對話的可能性。 

（二）批判和討論： 

梅洛龐蒂的身體主體概念，和女性主義對身體定義的爭取與重構，有許多

可供相互對照的痕跡，打開交會對話的可能，但女性主義對梅洛龐蒂現象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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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態度也有許多挑戰和批判。梅洛龐蒂和女性主義首次的交鋒，是在西蒙波

娃 (Simone de Beauvoir) 對《知覺現象學》的評論中出現，她既是存在主義的

一員，同時也是二戰後第二波婦運的重要人物。西蒙波娃同樣看重身體的意義

與地位，在《第二性》中她花了相當長的篇幅與章節討論女性身體的日常經驗

以及這些經驗如何被社會解釋和賦予意義。因此，她肯定梅洛龐蒂對主體的處

境性與身體性的強調，其經典名言「女人不是天生的 (born)，而是變成的 

(becomes)」即鏗鏘有力的反對生物決定論與本質論的主張，西蒙波娃認為人作

為一種具有處境的存在者，必須透過歷史性來表達，而我們的身體正是傳達出

這種前於個人的存在，我們身處的環境和歷史既是我們身體相互連結的背景，

也是構成我們身體的交織體，性別的樣貌只是一個歷程，沒有開端和終點，所

謂的女性，是在這個過程中不斷型塑和變化，性別是我們進行/成為 (do) 的東

西，而非就是 (are)。 

巴特勒 (Judith Butler) 則聚焦在梅洛龐蒂談及的作為性存有的身體，她認

為許多性理論總是將自然目的 (natural ends) 與性欲望混為一談，訴諸一種演

化的自然欲望，梅洛龐蒂提供了有意義的論述反對自然主義的性論述，主張性

與存有自身是共在的，「在《知覺現象學》中，身體被視為歷史的觀念 (historical 

idea)而不是自然物種 (a natural species)，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採取同樣的

立場延伸到女性身體上，說明女性身體乃是來自於歷史的建構而非自然目的」，

23 因此巴特勒贊成梅洛龐蒂的論述，和西蒙波娃一樣都認為社會、歷史性因素

對於任何身體的理論都是固有的。但她批評梅洛龐蒂談及的與性有關的注視，

都是異性戀中心、男性中心的，如果透過歷史和處境性來理解身體的存在意義，

身體便不應該被視為靜態的或被單一解釋所壟斷的存有，而是一種存有樣態的

展現，是可能性能實現之所在，但是梅洛龐蒂論述的身體主體具有抽象和普遍

的意義，所描述出的主體樣貌卻又排除了具體情境中的性別的可能性，設定了

典型的異性戀男性模型。 

「因為這個被描述的主體，符合了文化上被界定為男性的主體，因此男性認

同被推崇為主體的典型，所貶低的也就不是性別而是女性。梅洛龐蒂迴避了

性別作為身體經驗的討論，對於具體經驗描述而言，追問所描述的是「誰的」

                                                 
23 Butler, Judith:“sexual ideology and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 :a feminist critique of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in Allen, Jeffner and Young, Iris Marion (ed.): The 
Thinking Muse: Feminism and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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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誰的」身體是重要的，因為性和身體在文化社會脈絡中仍然是被抽象

的而未被具體處境化。」24 

    庫魯克斯 (Sonia Kruks) 則站在另一個角度理解梅洛龐蒂，她不否認梅洛

龐蒂的論述的確具有性別盲的問題，但她試圖採取更積極的立場，尋找梅洛龐

蒂文本中可以有利女性主義的角度和鏈結。她認為女性主義內部有許多的共同

性和差異性，在梅洛龐蒂的理論裡面能夠尋找到對話和理解的基礎。女性主義

與梅洛龐蒂之間各種不同的詮釋與討稐，在第五章將會進行更多討論。 

第四節 研究意義和目的 

楊 (Iris Marion Young) 認為梅洛龐蒂將主體性置於身體之中，吸引了女性

主義的關切，因為他的理論賦予活生生的身體重要地位，作為意向性的首要座

落處，朝向世界和可能性開放，但她也強調梅洛龐蒂所描述的身體經驗和舉止，

並非完全的適用於女性身上。楊對梅洛龐蒂身體理論的討論，帶出了這兩個領

域交會的意義和價值。 

一、現象學缺乏的性別視野 

    如同之前文章所代表列舉，長久以來，女性主義對現象學有許多批判，在

費雪 (Linda Fisher) 和艾伯瑞 (Lester Embree) 所編的《女性主義現象學》中，

費雪分別在導論和〈現象學和女性主義：關於它們關係的觀點〉中，都論述了

女性主義對傳統現象學的質疑。對女性主義而言，現象學內含的是不同的世界

觀與不同的目的和架構，尤其在「男性偏見」和「本質論」兩個傾向上，可以

說和女性主義背道而馳。現象學基本信念強調對事物現象的觀察描述，但是傳

統現象學對於性別的特定化和差異性卻似乎視而不見，缺少對女性特殊經驗的

討論，因此，儘管女性主義從梅洛龐蒂那裡發現現象學理論中較具體的身體經

驗理論，但是很快的又再度發現他的分析傳達的仍是特定性/別的經驗，女性主

義批評在傳統現象學的討論中，性/別的特殊性隱而不見，即便梅洛龐蒂強調對

                                                 
24 Butler, Judith:“sexual ideology and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 :a feminist critique of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in Allen, Jeffner and Young, Iris Marion (ed.): The 
Thinking Muse: Feminism and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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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活生生經驗的重視，但是他仍然避開了性差異和特定化問題，將主體一般

性地概括化 (generalize)，實際上卻是以男性經驗取代女性經驗，並且假定此經

驗為一般性、共同性的。楊在書中即以〈懷孕的肉身化：主體性與異化〉一文

細緻的描述女性懷孕的身體經驗，並對照存在現象學家們對過這些女體經驗而

所論斷的主體性偏見，「但女人在這樣的體制中成長，接受了這樣的鏡像規訓，

她必須一方面意識到男人目光，可另一方面要意識到自己的美學，所以她的主

體被迫一定是「分裂的」。這個自我分裂的主體處境無疑地更加接近「女體」所

處的真實世界，也是「女性觀點」很重要的辯證之處。」，25 因此費雪也提到

許多女性主義者批評這些現象學以男性作為一般性來設置標準和涵蓋所有可能

性的預設，略過了女性特有的經驗，這種忽略不是一種還原方法上的不夠徹底

仔細，而是在基礎框架上就已邊緣化女性經驗和觀點，缺乏向女性主義或性別

討論開放的窗口。 

二、女性主義不足的身體理論 

女性主義的身體論述一直存在諸多的矛盾，長時間以性/別的區分對抗傳統

的生物決定論，開展出社會性別作為文化與社會的產物與生理性別做區隔，但

是由於未能進一步辨識生理性別與社會建構的關係，因此生物性身體彷彿成為

某種限制或壓迫的來源，包括月經、生殖、性似乎變成女性擺脫不去的負擔和

弱勢，由於女性主義自身也沒有清楚耙梳女性身體與社會的交錯的關係，26 以

致於身體始終落入傳統二元論的對立中，宛如女性想要奮力掙脫的枷鎖，為了

論述女性在社會位置中的壓抑並且宣稱這些限制尚待被突破，身體的可能性反

倒被貶為負面性的生物意涵，在《第二性》中可以看到西蒙波娃也以大量負面

的語彙描述女性的身體經驗，因此在女性主義的論述過程，身體的經驗成為一

個矛盾困難的問題。 

    同時，在論述性別作為文化和社會建構的產物時，許多女性主義的理論建

立在社會結構和體系制度的論述中，關切女性身體如何被詮釋和編碼，從結構

性的壓迫來分析女性身體，從這樣的高度對身體進行論述，身體成為等待被解

                                                 
25 孫瑞穗專文。收錄於《像女孩那樣丟球：論女性身體經驗》。何定照譯。台北：商周出版，

2006。Xxii。 

26 在酷兒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帶動下，包括巴特勒及其後的性別討論聲浪開始打破這種連貫的

本質關係，在第五章會有較詳細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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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與收集壓迫證據的客體對象，主體的能動性與轉化性反而被削弱，然而片面

的宣揚主體的多種可能卻也顯得單薄而天真，如何分析權力結構中弱勢者的主

動性，始終也是不斷被重新探尋的問題。 

三、相互的填補  

從這些側面來看，楊銜接梅洛龐蒂身體現象學與女性主義的討論顯得舉足輕

重，現象學提供對經驗考察與描述的路徑，同時提供理論化抽象分析以外，

經驗呈構的有效與合法性，將被高度理論結構化的身體意義重新拉回活生生

的身體經驗之中，作為活生生的身體主體，既帶著不可取消的事實性同時也

內含著超越性，女性身體經驗根基在其性別化的處境中，也必定是在特定的

處境和位置中進行主體的選擇與行動，對結構的分析或者對主體欲望的單向

論述都不足夠說明主體的多重面向與可能，身體現象學的路徑提供給女性主

義重新編織女性身體經驗，尋求對做為身體主體的女性更細緻的理解，同時

女性主義的洞察和性別分析，也補足現象學對身體性別化的陌生。楊試圖將

連接兩個領域之間的斷裂，同時呈顯出這樣的握合不僅填補彼此的疏漏，也

豐富各自的可能性，展開更寬闊有意義的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