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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對楊的批評與討論 

在〈像女孩那樣丟球〉中，透過對具體世界裡女性身體的觀察，與自身經

驗的結合，楊逐步的進行現象學工作，標誌出陰性身體特有的風格特徵，陰性

存在置身於特定的社會處境中，分享著與男性不同的世界經驗，她作為一個身

體主體是獨特的、溢出梅洛龐蒂所描述的樣態，帶著屬於陰性的活生生身體典

型，與世界打交道。從前面兩章的討論，已經看到楊如何以梅洛龐蒂做為基礎，

引入對女性運動身體的經驗觀察，進而呈構出獨特的陰性身體模態。透過這兩

章的對照，我們將進一步討論楊在理論建構上是否合宜的挪用梅洛龐蒂的架

構？她與梅洛龐蒂之間的差異要如何理解？ 

楊的這篇文章在 1977 年首度發表，在 1990 年集結相關文章以此篇為書名

出版，可以說是首度清晰結合梅洛龐蒂哲學與女性主義的研究，即刻引起相當

多的討論，楊也在 20 年後再度以專文重省自身的思想轉折，因此，我們也將透

過其他不同研究者的論述切入，持續討論楊對女性主體的分析是否提供梅洛龐

蒂身體現象學更細緻的補充？在其論述脈絡中又有何值得反思的主題？ 

第一節 對楊理論的支持與認同 

Elizabeth Grosz在《易變的身體-朝向身體女性主義》93一書中，著手從性的

多重意義，來自身體、性別、性活動、認同的不同視角，對性身體的複雜性和

易變性進行重構，這是許多西方女性主義的關切的主題，也同樣是許多哲學家

詮釋的焦點，Grosz重新型塑身體的性差異意涵，對女性身體主體進行更貼近的

定義，因此她如同楊一樣，試圖從梅洛龐蒂的理論中挪用出有利於建構女性身

體主體的分析。但是她認為儘管許多女性主義者從梅洛龐蒂那裡獲得許多理論

的根基奧援，但他的性別盲卻是無法被忽視的，「至少他們都對梅洛龐蒂避開性

別差異與特定性的問題有所質疑，警戒於他在主體性上面的一般化，而這實際

                                                 
93 Grosz, Elizabeth: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Bloomingtin: Ind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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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以男性經驗作為人類經驗」，94 Grosz認為楊在書中對女性各種不同的身體

經驗細緻的描述，突顯了梅洛龐蒂身體理論的狹隘和限制，因此楊儘管和其他

不同的女性主義者採用不同的論述路徑，但最終都指向同一個結論「梅洛龐蒂

提供許多對於人類具體身體的形式與結構重要的洞見，然而他卻排除或不能解

釋那些女性所經歷的特定身體經驗」。95 楊所描述的特有身體樣態，包括女性

面對懷孕身體的特殊變化，皆顯現了不同性別的現象身體在生命情境中，其主

體性的多樣性與複雜性，而這正是在梅洛龐蒂現象學的空白之處，「內在與超

越、屬於與作為一個身體、主體與客體或一個主體與另一個，這些關係對男人

與女人而言都是不同的，在此部分上梅洛龐蒂似乎沒有覺察到」，96 因此對

Grosz來說，楊批判的接受梅洛龐蒂的身體理論，從運動身體到懷孕身體的描述

和分析，都直接挑戰了梅洛龐蒂在性別觀點上的不足，挑動其以男性經驗為中

心做為代表的謬誤，重新建立關於女性獨特身體的存有闡述。 

Alexandra Howson也在《身體化的性別》97 中談到女性主義哲學家將梅洛

龐蒂活生生身體的概念性別化，其中楊挑戰了梅洛龐蒂對中性 (neutral) 身體的

普遍化解釋，當性別角度被置入理解身體主體的概念中時，可以發現身體不必

然是在行動中被經驗為自我主動的表達，反而是被經驗為客體的存在，楊從空

間使用上的展示，說明了身體在運動與各種姿勢上顯著的性別差異，也反映出

女性在社會世界中共享的集體經驗，和文化滲透強化在身體中的影響，透過自

我反射的過程，將他人客體化凝視與評判的目光烙印在身體中，因此女性身體

模態的特殊性不只是來自於他人指涉同時也來自於自我指涉，身體的性別化通

過這種過程而具體化。98 

第二節  對楊理論的批判與挑戰 

但是，楊的討論除了引起許多正面的迴響和支持外，也引來了各種不同面

向的批評與挑戰，楊自己在 1998 年時也再度發表〈像女孩那樣丟球：二十年後〉

                                                 
94 Grosz, Elizabeth: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Bloomingtin: Ind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03. 
95 同上，p.108. 
96 同上，p.108. 
97 Howson, Alexandra: Embodying Gender. London: SAGE Publishers, 2005. 
98 同上，p.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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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省自身理論上的問題並且重新整理可能的適切方向，這些不同的意見與討論

見證了楊的理論所投下的波瀾，同時也更加豐富深化存在現象學與女性主義之

間的對話。接下來我將整合 Gail Weiss、Jean Grimshaw、Beth Preston 三位女性

主義哲學家的批評針砭和楊自身的重省，相互對照來討論楊的理論盲點以及對

梅洛龐蒂理解和運用上的疑義。 

一、男性作為標準 

楊受到最普遍的質疑是：在她的論述建構中，隱含地將陽剛身體視為標準

正常的範本（normal/norm），而陰性身體的壓抑與封閉則是與之對立的缺乏。

Weiss認為雖然楊從史特勞斯(Straus)對女性身體樣態的分析進行批判，但實際上

她已經接受了史特勞斯以男性身體作為對照參考的標準樣本。史特勞斯描述了

陽剛身體與陰性身體的差異，同時他預設了在這種差異中男性是作為一個範本

對照出女性的「未」達到和「未」完成，楊挑戰了史特勞斯對此差異來源的本

質化分析，從西蒙波娃的理論基礎建構陰性身體的源頭，但在論述裡楊已然接

受在此差異之中被預設的對立和參照，換言之當楊闡釋為何女性無法達到和男

性一樣的完整動作時，她先行預設了一個應該被達到的「標準」，而這個標準即

是男性的身體樣態，「雖然楊未曾全然地宣稱，但實際上她卻從文章暗示了女孩

應該和男孩一樣被鼓勵去效法陽剛風格，因為利用一個人全部的身體投入個別

任務裡是具有心理和生理上的優勢。」。99  

二、為何 I can’t 一定是不好的？ 

在楊的描述裡，她以各種女性無法全力完成的任務做為例子，透過分析這

些例子中女性身體呈現的封閉、抑止、限制等現象（相對於此，男性則是自由、

開放的對立面「這些相對未受訓練的男人運動起來，卻依然比女人來得自由自

在無拘無束。」），100 來解釋女性的拙於達成，而最後再綜合這些特質呈構出

關於陰性身體的獨特風格，在這套論證中陰性身體封閉抑止的意向與投射，直

接影響了她在活動中的限制和失敗，因此雖然楊在文章中並未強烈地評價，但

她卻是以這些特質來解釋為何女性無法「像」男性那樣有能力自由自在充分使

用身體去達成任務，於是我們需要質疑的即是：為何封閉的身體風格必然是負

                                                 
99 Weiss, Gail: Body Images: Embodiment as Intercorpore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44. 
100 TLG, p.33.《像女孩那樣丟球》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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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 

Beth Preston101 認為楊在文脈中原先出現了對陰性身體風格的開放態度

「陰性身體存在的模態不僅是負向的 (privative）、被剝奪機會的，其源頭也因

此不僅是缺乏練習，雖然練習當然是個重要因素。陰性身體舉止與其行動有其

特定的正向的（positive）、確切的風格」102，楊雖指稱陰性的封閉身體是被剝

奪機會的負面性，但其風格仍具有正面的論述可能，只是楊隨即又快速的將此

正面論述連結上負面意義「女孩積極學習如何阻礙自己的動作」，103 因此對楊

來說陰性身體風格和意向基本上是充滿負面意涵的負累與包袱，是造成女性在

活動上不完美的關鍵。但Preston批評楊沒有區辨出不同身體風格與不同目的效

用之間的關係脈絡，因而未能肯認挖掘陰性身體的正面意義，「她並沒有清楚地

區分沒有大力或快速的移動而導致任務沒有完成的例子，和任務並未失敗的例

子」，104 例如在楊所舉出的丟球的運動中，我們需要盡量的使用全身各處的力

量，幫助手臂施力完全地投出，力量越大越能加大我們投出的球速，同時我們

也需要快速移動身體才可能更準確的接到球，在這類活動中封閉與壓抑的身體

的確可能成為我們的障礙；但是如果我只是進行短程的慢跑活動，不一定需要

「開放的陽剛身體」即可以完成，甚至在封閉的身體風格中，我的步伐、手臂

揮動的幅度都是較小且內縮的，但這並無礙於我完成任務，甚至可能比過度施

展身體的人更省力，同樣地在舞蹈時儘管多數需要儘量延伸展現我的肢體，但

是在許多動作的質地上，所要求的反而是收縮、內斂的、局部的。楊沒有清晰

的注意到在不同情境和脈絡中所需要的風格差異，因而直接將陰性身體風格與

任務的失敗相連結，這使得楊的論證導向了前述「男性身體作為應被鼓勵追求

的正常的標準，而女性身體則是負向的封閉意義」的問題，「楊錯誤的將陰性身

體舉止的風格標誌為無法有效使用空間和運動的來源。如此意味著『開放』的

陽剛風格是更成功的，那麼正常標準的（normative）就排除了『封閉』的陰性

身體」。105 Grimshaw 也提出了同樣的觀點，她認為我們也許可以同意女性身體

是傾向於封閉壓抑的，但不表示這些風格總是做為負面意義，同樣地開放的身

                                                 
101 Preston, Beth: “Merleau-Ponty and Feminine Embodiment Existence” in  Man and World, 
vol.29.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p.187-213. 
102 TLG, p.43.《像女孩那樣丟球》70 頁。 
103 同上。 
104 Preston, Beth: “Merleau-Ponty and Feminine Embodiment Existence” in  Man and World, 
vol.29.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p.173. 
10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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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也並非總是適合所有情境，「當涉及的任務是走在擁擠的道路上，或是穿過一

間忙碌的商店時，佔據最大空間或伸展到身體最極限這種傾向，可能被認為是

對其他人的侵犯騷擾形式」。106 楊描述了陰性存在在運動身體和空間上抑止、

封閉、限制的特質，她打破這些特質與生物學或解剖學上的本質關連，但卻沒

有釋放這些特質原先於存在意義上伴隨的負面價值，這使得她對於本質化的否

定說明，成為鼓勵女性追求如同男性一樣的最好助力，而未能鬆綁這種對性別

特質進行優劣高下判別的僵化理念，建立對不同身體風格的尊重與鼓勵，換言

之，突顯差異和差異根源的目的不在於樹立更正確的範本，而是更細緻與深入

的理解差異與處境糾結的關係，勾勒不同風格的身體面對其處境和沈積的存在

可能性。 

楊在上述這兩個問題的盲點，她在後來的重省中也注意到了，107 她提到

自己接受了二元對立的概念架構，因此在理論推衍上最終導向一個對立矛盾的

框架，我們將在下一節進行這部分相關的討論；楊同時承認對於差異的身體風

格預設評價，是她在文章中犯下的偏見，而她認為這個偏見一方面是來自於對

普遍人性的追求，但是這種追求和將身體模態具體特定化兩者間，在〈像女孩

那樣丟球〉裡產生緊張關係，楊自身態度上的矛盾顯現在其文章結構上，她一

方面希望建構屬於女性特有的獨特風格，扭轉梅洛龐蒂對於身體樣態的普遍論

述，但一方面她也未批判地接受了這樣的預設：「如此的自由人類生活是具有標

準和價值的，而在男性支配的社會中，男人比女人更能夠極致地實現那些標準

和價值」，108 這造成楊對人類普遍標準的假設，幾乎是與陽剛角色的特質完全

一致，男性身體風格被樹立成更好更應被追求的的典範和目標。另一個導向這

種偏見的產生，是源自於一種工具主義的預設，「如果我們明確的將活生生身體

進行未被檢視的建構朝向工具主義導向，我們會注意到這個建構建基在男性的

行動模式上，而非性別中立的。」，109 由於楊接受了這種預設，而使得她在活

動意義的評價上，已先行假定男性熟悉的活動是更具有價值性的，因為這類符

合工具主義目標的活動，接近我們社會中男性典型的行動特質，強調有效的計

畫、意欲、控制，因此諸如「I can’t我不能」及其他在楊的描述中陰性的意向

                                                 
106 Grimshaw , Jean: ”Working out with Merleau-Ponty” in  Arthu , Jean and Grimshaw , Jean(ed.) : 
Women’s Bodies: Discipline and Transgression. 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9. p.107. 
107 Young, Iris: “ “Throwing like a Girl”: Twenty Years Later” in  Welton, Denn(ed.): Body  
and Flesh: a Philosoph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8. p.286-290. 
108 同上，p.288. 
109 同上，p.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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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隱然地被定位為不夠積極、主導、決定和意欲改變的，在楊的論述中作

為對比的特質被貶抑和否定。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許多當代對西方科學、文化上的霸權與破壞的批判論

述中，已高度的反省這種強調控制和主宰目標的的工具行動典範，例如哈伯馬

斯(Habermas) 提出了有別於工具行動的溝通行動理論，而女性主義在 70 年代

末期也開始出現生態女性主義的發聲，即是反對男性陽剛主宰的意向，強調工

具理性、崇尚科技文明，最終僅是以優勢征服的心態消費剝削自然環境，她們

欲挑戰的就是西方啟蒙運動後趨向的二元對立，自然/人文、身體/意識、主宰/

順從、理性/感性，生態女性主義認為父權結構和這套價值體系密不可分，女性

在這套邏輯中被分派至自然/野性/被宰制/被征服/順從/感性 中，男性居於優勢

地位而能夠定義評價決定這些需要被馴服的對象，不僅在人類社會中形成歧

視、暴力、爭鬥的文化觀，對於自然環境也充滿傲慢的決定與征服，恣意的濫

用消費。從楊對其理論偏見上的自我反省，和當代哲學、文化理論、女性主義

等的反思，指出了另一條路徑的可能：「I can’t 我不能」的陰性風格的意義和價

值，應該重新被理解與正視，以鬆動陽剛做為優先、更好的中心思維。 

三、典型男性活動中的習慣身體 

楊一方面沒有辨認出不同活動中身體風格和空間運用的差異，另一方面，

她也沒有區別不同風格的身體所習慣和熟悉的活動，這與前一段中我們所提到

楊的偏見預設有關，她坦承：「〈像女孩那樣丟球〉中視作為典範的行動模式，

遁入了男性偏見，對典型的男性活動評價勝於女性的典型活動。」，110 楊優先

肯定男性活動的評價，因此典型男性活動中的身體運動性與空間性，成為她選

擇的描述範例。Grimshaw也提出相同的批判，她認為之所以在楊的觀察中男性

呈現的身體樣態是更自由更開放的，是因為楊所觀察和描述的活動，正是我們

社會裡男性熟悉和習慣的活動，換言之陽性的身體風格未必是一般化的，而是

投入在習慣活動中呈現出的身體普遍樣貌。111 我們可以想像在丟球運動中，

女性身體也許是封閉、抑止、不連續的，但是如果今天將觀察的場域轉移到廚

房裡或家務工作中，呈現出這種限制、不連續、投射出我不能意向性的，或許

                                                 
110 Young, Iris: “ “Throwing like a Girl”: Twenty Years Later” in  Welton, Denn(ed.): Body and 
Flesh: a Philosoph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8. p289. 
111 Grimshaw , Jean: ”Working out with Merleau-Ponty” in  Arthu , Jean and Grimshaw , Jean(ed.) : 
Women’s Bodies: Discipline and Transgression. 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9.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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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是陽性身體，照顧起嬰兒可能也是手忙腳亂、膽怯遲疑，相反地許多平常

不常投入丟球、跑步、打擊的女性，做起家務活動卻是井然有序、效率驚人，

展現出高度的流暢性和延展的身體空間性，楊所忽略的就是參與者對活動的習

慣程度所產生的重大差異。因為如同梅洛龐蒂所說在習慣身體之中，我們重整

調整我們的身體圖示，身體能夠在情境裡自然和諧的與周遭互動，不需要經過

反思或是考慮，而能將自己投入到對象和處境裡，身體自然地在意向的實現中

順暢的流動。楊沒有脫離自己所要批判的男性價值預設，聚焦在典型的男性活

動中，以女性所通常不熟悉和不習慣參與的活動做為評量的經驗，忽略了身體

在習性化過程中堆砌而出的身體圖示，因此在她的觀察描述中，女性已經先行

的處於較不利的位置，「在不熟悉的活動中培養習慣，是不同於在熟悉的活動中

活用習慣」。112 然而，楊的說明仍然具有一定的力道，她對於女性缺乏某些機

會與被要求的身體形象，恰好都可以對照出什麼樣的活動屬於典型女性類別的

或男性類別的，而這些決非僅僅是個人所決定的，而正是與楊意圖指出的社會

處境息息相關。 

                                                

第三節 對理論基礎的重省 

楊從女性主義的觀點希望能夠扭轉對女性弱勢的本質化界定，但無意間在

理論立基上也接受了社會對性/別價值的判準，這是她在理論建構上最大的矛盾

之處，也使其論述從性別特質到運動挑選都受到不同女性主義哲學家的挑戰和

質疑，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這個理論盲點背後的理論基礎，也許可以有助於釐

清和耙梳理論脈絡。 

一、超越與內在 

在〈像女孩那樣丟球：二十年後〉中楊企圖回溯反省自己的偏誤及根源，

她分析自己在理論建構上採納的預設，首先是來自於梅洛龐蒂的身體理論，由

於《知覺現象學》中梅洛龐蒂談的身體運動和空間抽離裡性別的範疇，因此楊

希望藉著對身體經驗進行更特定的性別化的描述，來具體化對身體主體的說

明。楊為了建構女性的身體模態，因此置入了西蒙波娃對於女性存在處境的分

 
112 Preston, Beth: “Merleau-Ponty and Feminine Embodiment Existence” in  Man and World, 
vol.29.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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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架構，並且這個架構是凌駕於梅洛龐蒂的身體論述的。所以，西蒙波娃對女

性在父權社會中如何被定義的描述分析，更強烈地影響楊在論述上的走向，楊

也承認她所承襲的這個架構導出了她主要的理論盲點。 

    在西蒙波娃的論述中，男性藉著文化和社會權力將女性客體化視作為他

者，女性既被被賦予擁有神秘令人畏懼的原始力量形象，同時又是愚昧被支配

被保護的角色，在崇高和貶抑、保護和壓迫之間，都是男性對女性客體化的投

射與框架，從經濟、文化、社會到家庭婚姻的體系制度，皆以各種論述語言和

本質定義將女人禁錮於被意欲和被化約之中，但是西蒙波娃清晰的指出這種定

義是男人（男性社會）加諸於女人之上的，她所使用的存在現象學語言即是，

作為主體女人是超越性、主動、積極的，但是處境將她限制在其內在性裡，因

此女性在男性支配的社會中始終是一種矛盾的存在，「她必定試著作為為其自身

和在其自身」113「她這個和大家一樣的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發現自己生活

在男人強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當中。男人打算把她固定在客體地位上，使

她永遠是內在的，因為她的超越必定要失去光彩，並且必定要被另一個主要的

主權自我（良心）所永遠超越。」。114 西蒙波娃的說明基本上就是依賴於超越

和內在的二元架構，在此架構中闡釋女性在這兩者的對立中必然的存在矛盾性。 

楊在最基礎的理論核心上，接受了西蒙波娃的這個架構預設，「波娃的說明

依賴於超越與內在的二分法。〈像女孩那樣丟球〉跟隨著波娃，以一套矛盾模態

的連貫系統說明女性身體和空間性：抑止意向性、含混超越性、不連續統一」。

115 女性即是作為一個矛盾者而存，在內在性與客體化的要求裡與自身的超越

主體性爭鬥。可是西蒙波娃的這個架構也正是後來經常被討論的焦點，因為事

實上在這組預設背後還蘊含另一組價值的預設，男人/女人、主體/客體、超越/

內在、主動/被動、積極/消極，前者是一個更好更值得被追求的，而後者則是

弱勢並且較低劣的，即便波娃的理論重點在於女人不是自願或天生、而是被定

義侷限為後者，然而兩個範疇的對立與優劣仍是潛藏在波娃理論背後的框架。

在 1976 年的對談中波娃仍然堅持女性作為內在性的存在，但她聲稱：「我所談

及的是她被要求扮演的角色。她並非在本質上被化約為內在性的（…）被男人

                                                 
113 Young, Iris: “ “Throwing like a Girl”: Twenty Years Later” in  Welton, Denn(ed.): Body and 
Flesh: a Philosoph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8. p287. 
114 Beauvior, de Simone: The second sex.《第二性》。陶鐵柱譯。台北：貓頭鷹，2000。13 頁。 
115 Young, Iris: “ “Throwing like a Girl”: Twenty Years Later” in  Welton, Denn(ed.): Body and 
Flesh: a Philosoph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8. p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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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去行動、創造超越她自己。」，116 顯然在《第二性》20 年以後其主張仍然

沒有改變，只是這個預設持續受到許多後繼女性主義者的挑戰，與之對談的

Brison即認為波娃的這個立場「穩定陽剛價值並且貶抑陰性價值，她堅持女性

要真正的解放，需要的就只是目前掌握在男性手中的權力位置」，117 事實上楊

自身也是批評波娃在此論點上不夠完善的一員，在〈房子與家：女性主義主題

變奏曲〉118 中楊便聚焦於重新找回女性在家務勞動上的價值與意義，而這個

定位是波娃以超越和內在的二分對居家勞動做出的貶抑歸類，但楊試圖提出的

即是家務勞動中具有創造性的超越意義，挑戰西蒙波娃對超越和內在的定義與

價值判定。 

動也被視作為標準，檢驗女性的內在性如何侷限約束住她們的身體成果。  

二、主體的分裂性 

                                                

但是在〈像女孩那樣丟球〉中楊並未明顯的覺察到西蒙波娃此架構的問題，

而未批判地接受這個框架進行理論的建構。所以在此預設底下，楊所描述的女

性經驗成為無法如男性一樣充全完成其主體性的特殊經驗，那些使女性悖離主

體性的力量是內在性、抑止意向性、斷裂不統一的，而這些力量來自於女性在

處境中被客體化的定位與經驗，楊並未提到男性呈現相似的經驗，也未提及女

性顯現非矛盾的主體經驗，因此在這套論證裡，男性/女性、主體/客體、超越/

內在二分法就如同西蒙波娃的架構一樣浮現而出，而前者是屬於主體性範疇，

理當是更值得肯定和欲望的，女性所以呈現矛盾的身體模態，即在於她的處境

使陰性身體無法達到原先「應該」且「能夠」達到的主體特質。由於在此框架

上的對立二分，我們可以更清楚看到上一節中各種不同面向批判的衍生，男性

作為一個未受限的超越主體，他的身體顯現的是完整的主體性，實現女性沒有

做到的目標，被設定成一個更值得參考和追求的典範，於是他們習慣熟悉的活

 
116 Brison, Susan J.: “Beauvoir and Feminism: Interview and Reflections”  in  Card, Claudia(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imone De Beauvoir. Ed. by. Lond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2003. 
p191. 
117 同上，p.198. 
118 Young, Iirs: “House and Home: Variations on a Theme” in TLG.〈房子與家：女性主義主題與變

奏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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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篇文章是於楊於 1997 年寫的，後於 2005 年集結成書出版，因此觀點與 1980 年發表的〈像

女孩那樣丟球：陰性身體舉止、活動力與空間性的現象學〉的觀點仍有稍許不同，或者說楊持

續進行更多思想上的補充與反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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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所接受的西蒙波娃框架，預設了超越和內在兩組概念的二分，並且在此

二分中預設了更好更優先，而使得陽性身體在此論證裡成為對照的標準範本，

而當進一步追問這個二份架構上的價值預設根源，我們可以發現它來自於對主

體性的認知：理想的主體性應該是完整且統一的，因此當陰性身體呈現出有別

於此純粹主體性的樣貌時，就好像滲入雜質一樣的不夠完好，並且會阻礙主體

的超越活動。〈像女孩那樣丟球〉中楊不斷描述陰性身體的矛盾狀態，「無導向

且虛耗的動作，往往是陰性投入某個任務會發生的狀況，也顯現出身體的欠缺

統一。」「在實踐軀體任務時，女人的身體雖然確實帶領她朝向其意向的目標，

卻往往是以迂曲繞行而非自在直接的方式，在常識與一再定向的努力中虛耗許

多動作，而其原因往往在於陰性猶豫。」，119 可以看到楊使用的描述語詞多有

負面的意涵，因為在此文中楊仍未脫離對理想主體性的此種假定，所以她對陰

性身體的矛盾樣態仍帶著負面的評價。Weiss認為楊在整本書裡從各種面向談及

女性主體的分裂性，包括懷孕、衣著、乳房等等，但是在〈像女孩那樣丟球〉

中「主體的 ” 分裂” 被楊負面地理解，它關於很多女人不願意極大化她們的運

動潛力。」 120 

的對立架構，使得被歸

類於內在性範疇的特質都被賦予了負面的意義設定。 

                                                

。

「I can 我能」和「I can’t 我不能」就是楊在文章中所呈現最具體的分裂之

一，楊的預設使得從超越與內在的對立架構中推出的這些矛盾模態，總是一種

對完整統一主體性的阻礙，因此「I can’t 我不能」未被討論的成為在運動中的

限制，被視作為負面的陰性特質，在前一節我們已討論過這個問題，而這事實

上就是來自於楊對主體性的認知，同時由於超越和內在

事實上這種從以負面觀點理解女性的分裂主體，除了楊以外，我們還可以

在其他女性主義者的論述中看到，在Bartky那裡，她更強烈的做出評斷：「破碎

(fragmenation）和神秘化存在於每個不同層級的心理壓迫模式中：完整的個人

破碎分裂為一個人的各個部分，或是採取”真實”與”假”的自我的爭鬥形式存在

於成見中。」，121 Bartky認為破碎分裂是心理壓迫的一個元素，並且使得心理

上的壓迫讓自我成為貶抑、宿命的存在。我們可以看到，在楊與Bartkey，主體

的分裂性都是一種對自我健全性的一種損害。Weiss對於這種態度持保留立場，

 
119 TLG, p.38、p.37.《像女孩那樣丟球》61、59 頁。 
120 Weiss, Gail: “Splitting the Subject:the Interval between Immanence and Transcendence” in  
Body Iimages: Embodiment as Intercorpore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49. 
121 Bartky, Sandra Lee: Femininity and Domination. New York: Routledge,1990.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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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認為楊和Bartkey對此分裂性的責難在於社會企圖將女性化約為身體/客體，而

這種化約造成主體的分裂，破壞了主體的統一性，但是Weiss認為這種對身體被

客體化的分裂態度未必是積極的，「我關切的是 將屈辱定義為感覺到自身 ”僅

是身體”或 ”漂亮的屁股”，會成為對身體負面的刻板印象，轉而強化而非改變

這個負面身體意象。」122，因此她追問「是否有方法能將破碎分裂和客體化理

解為非壓迫的或甚至是自我肯認的？」123 

並非是絕對普遍的預設，她提供了一個對分裂主體積極、非異化

的理解。127 

                                                

於是，我們看到Weiss的的問題，在楊後續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對應的闡述，

〈懷孕的肉身化：主體性與異化〉124 中，楊自己早先的預設逐漸被去除甚至

顛覆，她直接地挑戰了現象學傳統裡相同的這個假定「這些存在現象學者之所

以延續一種主體與客體的區分，至少部分是因為他們假定主體是統一的。」，125 

包括在梅洛龐蒂《知覺現象學》中，也仍預設一種存在於身體之中的統一性「必

定有一個主體開放和不確定的統一性，對應於這個世界的開放統一性。如同世

界的統一性，每當我進行知覺行動、我獲得自我明證的真理，我的統一性與其

說被經驗，不如說是被召喚。」，126 但是楊從女性獨有的懷孕經驗中說明這種

統一的主體性

楊認為懷孕的主體是一種相當特殊的自我體驗，從自己的身體長出另外一

個身體，胎兒僅能依賴於母體存活，而母親對自我身體的部分認知卻又是屬於

另一個人的，自我和他者是既分離又共存，「什麼位於我體內、是我自己，什麼

又是外在的、分離的，這兩者間的界線，因為懷孕而流動起來，懷孕正是藉此

挑戰我身體經驗的整合性。」，128 這種統一性的鬆動瓦解，不僅是在身體內部

的界線移動，也包含身體外在邊界的不確定，習以為常的身體圖示因為懷孕體

態的明顯變化而不斷受到挑戰，所有習慣或理所當然的動作現在都可能是吃力

或是感覺異常的，「我反射性的身體習慣被硬生生去除；我習慣的身體和我此刻

 
122 Weiss, Gail: “Splitting the Subject:the Interval between Immanence and Transcendence” in  
Body Images: Embodiment as Intercorpore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50. 
123 同上，p.51. 
124 Young , Iirs: “Pregnant Embodiment: Subjectivity and Alienation” in TLG.〈懷孕的肉身化：主

體性與異化〉收錄在《像女孩那樣丟球：論女性身體經驗》。此篇文章楊最早於 1984 年發表。  
125 TLG, p.48.《像女孩那樣丟球》79 頁。 
126 PHP, p.406. 
127 楊特別聲明她所討論的對象限定於那些認同懷孕並正面接受此經驗的女性。 
128 TLG, p.49.《像女孩那樣丟球》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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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體之間的連續性破裂了。在懷孕期，我的動作與預期仍記得我懷孕前的身

體形象，然而我此刻移動著的身體，卻是這個懷孕的身體。這是懷孕主體雙重

化的另一個例子。」，129 楊生動的描述當自己懷孕七個月要穿過擁擠的人群

時，卻發現自己隆起的肚子阻擋了去路，這對七個月以前的她是全然陌生的，

她的身體還留著過去習慣的邊界，但如今這些邊界和觸碰到時的感受是充滿矛

盾的，它們既讓她感到陌生卻又是屬於她，而隨著胎兒的長大，過去視為理所

當然平凡無奇的日常行為，例如彎腰、走路、坐下對孕婦而言開始成為必須費

神關注的任務。楊認為懷孕主體深刻的感受到自我是矛盾而分裂的存在，這種

經驗挑戰了主體完整統一性的預設，「懷孕的主體在很多方面都是去中心化、分

裂或雙重的。她經驗著是她與不是她的身體。身體內在的運動，屬於另一個存

有，然而因為她的身體邊界轉變了，因為她身體的自我所在既在頭也在軀幹，

那些運動又並不完全屬於他人。」。130 

                                                

女性懷孕身體存有經驗除了鬆動主體統一性的預設，更進一步挑戰在這種

統一性中對超越/內在的二分概念，包括梅洛龐蒂的身體現象學家認為當我們主

動投向世界時，我們的身體是融入投向它所置身的空間，我們不會感覺或持續

關注身體與目標的交會，因為我運作的不是一個工具性的身體，因為我就是我

的身體，我在其中與世界交會，而不會有明顯的朝向身體對身體自身的知覺。

但是楊提到在某些思想家那裡，131 當我與世界這種有意義的作用性斷裂時，

例如在生病或行動不便的時候，我才會清楚感覺到它不可擺脫的物質性，那是

屬於我的軀體我的物質性，而只有在這種為了身體自身知覺到身體的時候，身

體轉而成客體化的身體，我與它的關係是疏離的，我不能進入它，也不能依賴

它在世界中朝向我要投射的目標，我的身體成為阻力和他性（otherness），「主

體與客體的二元論在身體本身的概念化中再次出現。這些思想家假定我的身體

知覺其重量、體積、平衡，就永遠表示是對我身體一種疏離的客體化，在這樣

的客體化中，我不是我的身體，我的身體囚禁我。」。132 但是顯然這種將身體

的阻力視為內在的、與我的超越性對立的分化，在懷孕主體的身體經驗裡卻非

如此，對懷孕的女人而言，同時感覺投射的動力與阻力是永遠存在的事實，而

她也隨時的感受關注自我的身體，楊描述當她在圖書館搜尋的時候，她可能隨

 
129 TLG, p.50.《像女孩那樣丟球》83 頁。 
130 TLG, p.47.《像女孩那樣丟球》76 頁。 
131 她提及了 Hans Plugge、Erwin Straus 等現象學者。 
132 TLG, p.51.《像女孩那樣丟球》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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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感受到胎兒的踢打收縮，她既投入在手邊的目標，也同時感受關注肚子裡的

變化，「懷孕的意識引發自一種雙重意向性：在知覺到自己做為身體，與知覺到

我的目標與投射間，我的主體性是分裂的。」，133 然而在這種關注和主體的分

裂中，楊並不覺得自己像生病的時候那樣被身體異化，她在行動間時時感受到

身體做為限制和阻力，但是這種感受同時卻是一種她和胎兒之間親密的關連性

和相依感。楊說明了懷孕主體的經驗裡，身體不只是朝向目標的中介，而同時

是一個超越的行動者和自身的限制者，但是這種體驗不一定是異化的、負面的、

自我客體化的，因為超越性與內在性可能同時並存於我們在世的身體之中，在

我們分裂的主體性之中。 

種經驗不必然是一種異化或者矛盾對立，反而更接近一

種存在常態的表達。 

第四節 對楊與梅洛龐蒂的重省反思 

詮釋，事實上楊自己在後來的文章中

                                                

事實上，在我自身的舞蹈經驗裡，也經常感覺到身體的矛盾與分裂感，做

為主體我感覺到身體是屬於我的，我可以揮灑可以運用它表達我想要傳遞的感

覺，它不是一個外於我或對象化的畫筆、樂器，它就是在我之中我的表達；可

是在習舞的過程更經常感覺到身體就似一個陌生難以掌控的工具，當我被要求

從身體內在、韌帶（而非肌肉）將力氣延展出來，我清楚知道客觀身體中韌帶

的位置，但卻不明白什麼是來自韌帶延展的力氣，我感覺到我在身體中主動的

意向性，但同時也感受到身體內在的含混性，隨時向我展現我無法控制或感受

的面向，我始終在這種對身體強烈的分裂感中與我的身體對話。此外，在身體

運用上舞蹈身體往往也是充滿矛盾的，既強調身體的協調與一致性，將呼吸與

律動相互結合，讓身體整合成一個完整的機體；但同時身體的很多部位往往是

相互對抗的，必須將身體往上拔，但肩膀、背闊肌卻是下壓，將肩膀胸腔向外

延展打開、但肋骨卻必須內收，身體同時是相互分離對抗卻又必須整合而呈現

一氣呵成流暢的姿態。對我而言，在切身的日常體驗中時時感受到的是身體始

終存在的分裂性，但這

楊的文章引起了高度的關注，也帶來許多不同的意見，在這些討論中對於

楊對梅洛龐蒂的立場與態度有相當差異的

 
133 TLG, p.52.《像女孩那樣丟球》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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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說明〈像女孩那樣丟球〉的立場： 

「對於梅洛龐蒂未注意到性別並沒有直接作出批判，即便它是適合去批判一個

將主體性置於身體的哲學，卻沒有探問是否性化、性別化的身體會表達出不同

的主體性。但是文章接受了梅洛龐蒂宣稱的存在的人文主義，它是揭露和描述

基本人類經驗普遍結構的現象學。隨著西蒙波娃的導引和其他許多在她之前和

之後的人文女性主義者，〈像女孩那樣丟球〉隱含地建構女性主義批判的目標，

即是顯露女性如何在階層社會中被排除與抑止去完整的展現出普遍的人類性。」

我們可以看到兩個重點： 在最初〈像女孩那樣丟球〉的撰文還未有明顯批判

梅洛龐蒂的意圖，但是楊並不否認後繼的詮釋者可從其中找到著力點做為延伸

的基礎。 對楊來說，與其說〈像女孩那樣丟球〉是為了從女性主義的立場

對梅洛龐蒂現象學進行批判，不如說楊更關切的是從梅洛龐蒂那裡借用描述的

基礎架構，為的是揭露社會結構中性別的不平等。至少在當時，楊的焦點仍然

是希望能透過不同的論述工具和路徑，更細緻和深刻的說明性別的處境與實

況，揭開那些以政治、法律的公共參與權來遮掩父權文化的現實面紗，而非關

注於

但是，後來開始有詮釋者認為楊的文章是對梅洛龐蒂知覺現象學某些結構

描述進行挑戰，換言之雖然在楊著述的時候這並非其目的和旨趣（我們必須注

意到這樣的理解是來自於其他論者的詮釋）但我們也許可以試著從中討論楊與

合，重新省思梅洛龐蒂現象學和女性主義的交鋒。 

一、 

（ ）的身體典範，我們在習慣身體中流暢開放的面對我們的目標，身體

的時間性沈積在意向弧之中整合而投射出主動的身體意向性，朝向周遭世界展

開具體行動。梅洛龐蒂描述的身體模態除了這種一般性的常態外，相對照的就

是病人的身體，他所做的病理學還原，是藉著描述身體與世界不正常的關係，

顯現出正常身體與世界交往的基礎結構，因為透過身體與世界發生的問題，才

                                                

134 

1)

  2)

批判梅洛龐蒂現象學的性別視野。 

梅洛龐蒂在觀點上的落差與聚

非病態的多樣常態 

梅洛龐蒂對身體運動性和空間性的描述，以習慣身體做為正常標準

normal

 
134Young, Iris: “ “Throwing like a Girl”: Twenty Years Later” in  Welton, Denn(ed.): Body and Flesh: 
a Philosoph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8. p.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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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能映照出我們早就習以為常的正常狀態。但是，楊在〈像女孩那樣丟球〉中

描述陰性身體有別於這種主動的「我能」，呈現的是抑止和內縮的矛盾模態，只

有陽性身體符合梅洛龐蒂描述身體與世界交往的互動關係，因此Grimshaw認為

「除了幻肢與疾病感缺失外的失序，梅洛龐蒂並沒有將正常標準的概念課題

化，然而在楊〈像女孩那樣丟球〉文章中卻以十分有趣的方式提出了這個問

題。」，135 楊對於陰性身體風格的描述補足了梅洛龐蒂在正常和病態之間的兩

極化，提供非病態、卻不符合正常架構的身體主體樣貌，有更多被描述和被理

解的空間，擴大了身體主體在世活動來自於不同處境而多樣化的可能性。更重

要的是，這種可能性不是不足或缺乏的，更不是失序生病的，它仍是正常、活

生生的身體主體以其理解世界的方式如常地擁有一個世界，而這個理解背後的

出的。 共同處境正是楊力圖要呈構而

二、 陰性風格是否存在 

    

                                                

有些女性主義哲學家認為楊點出了在梅洛龐蒂描述的身體經驗裡，明顯的

與女性的身體活動有落差，女性在此「正常標準」的架構中找不到能夠對應與

解釋的位置，突顯出梅洛龐蒂對性別處境特殊性的忽視。但是，如果進一步對

照先前對於楊的批評，當中有幾位論者都分別提到楊沒有留意身體活動中習慣

的關鍵性，因此女性之所以呈現封閉、自我限制的身體風格，是來自於她對丟

球、打擊這類運動的不熟悉，因此呈現出一種非習慣性身體的樣式。這樣的批

評可能導出另一個論證結果是，並沒有楊所謂的陽性/陰性風格存在，只有梅洛

龐蒂習慣/非習慣性身體的分別，換言之，楊的討論除了增加對非習慣性身體結

構的描述之外，非但沒有對梅洛龐蒂的論述產生挑戰，反而更進一步證實梅洛

龐蒂以習慣身體做為標準的架構。Preston即主張「楊並沒有產出女性身體存在

的現象學。更好的說法是她產出了非習慣性女性身體存在的現象學。」，136 但

她接著又表明「但是她的現象學也同樣提供給非習慣性的陽剛身體」，137 因此

她做出更強烈的結論「缺乏自信、笨拙、遲疑、不能適當的運用空間和運動等

等，是任一性別在他們環境中的典型表現」。138 於是，我們要問：忽略對熟悉

 
135 Grimshaw , Jean: ”Working out with Merleau-Ponty” in  Arthu , Jean and Grimshaw , Jean(ed.) : 
Women’s Bodies: Discipline and Transgression. 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9. p.104. 
136 Preston, Beth: “Merleau-Ponty and Feminine Embodiment Existence” in  Man and World, 
vol.29.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p.183. 
137 同上。 
13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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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習慣程度，是否使得楊所呈構的性別差異完全被取消？如此是否根本沒

有所謂陰性風格存在？假若我們同意這個問題，結果將更基進導出一個結論：

根本不具有陰性的身體存在，因為陰性身體並不指涉全部的生理女性，而是那

些因其處境顯現出典型陰性風格的身體主體。 

謹的姿態、自我護衛，這顯示了楊所做的描述在習慣層次上或許不能

一概而論，然而就全面的身體風格傾向而言，我們仍然可以看出陰性與陽剛的

差異。 

                                                

可是事實上，這樣的論證沒有注意到楊對於陰性風格的全面體察，楊在描

述女性的身體樣態時，確實以多數非典型女性熟悉的運動做為例子，但是楊所

要表達的是更為全面的身體整體的傾向，因此除了這些具體的運動以外，楊也

描述了多數男女在最基本的身體動作上明顯的差異，從坐、站、走等日常簡單

的活動，這些活動與熟悉程度關連性極小，但是卻可以觀察出在這些動作裡男

人通常仍是比較闊步、開放、放鬆、擺動幅度大，而女性相較之下多半是較小

幅度、拘

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楊對於這種差異的來源分析，除了強調在教化過程中

的習慣培養，還更深入的連結到女性普遍的生活經驗。楊呈構的身體風格是來

自於陰性身體在典型處境中身體回應其世界的方式，在距離超過 30 年後的今天

我們也許經歷更多性別意識的鬆動和開放，女孩被鼓勵參與更多的運動、更積

極展現自己，有更多機會投入過去男孩習慣的體能活動，如果陰性風格僅僅源

自於熟悉程度的差別，那麼我們想必無法從楊描述的經驗中找到共鳴，但是，

當我看到楊論述陰性身體較為封閉、向內緊繞自身的來源時，卻仍然深有感觸，

因為正如楊提到的，她所描述女人在運動上的不自由，對照 20 年後陪伴女兒成

長的過程中，看著女兒有更多機會跳脫過去的限制，能夠自由積極的參與各種

體能活動，而不是只能停留在身體姿態的規訓教養裡，這些解放對她女兒是理

所當然的，但是仍然有一種身體經驗是共存於她和女兒之間未曾改變，「性暴力

的威脅對她和過去對我是同樣的。雖然男性街道行為139可被接受的標準已經改

變，因此比起在二十年前她承受較少的聲音暴力。」，140 在〈像女孩那樣丟球〉

中楊剖析女性時時感受到這種被客體化的威脅，是形成她們身體封閉性的主要

來源，事實上到今天此種潛在的威脅性仍然高度的存在於女性的普遍經驗裡，

 
139 楊所指的是那些在街道上男性公然對路過女性吹口哨、叫囂、以性暗示的語詞調戲或騷擾。 
140 Young, Iris: “ “Throwing like a Girl”: Twenty Years Later” in  Welton, Denn(ed.): Body and 
Flesh: a Philosoph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8. p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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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男性女性更強烈意識到自己的不安全、被威脅、避免單獨夜行、防備單獨

出遊的異性、對身體距離有更強的敏感度，這即是楊所說的空間與身體的被侵

入可能，「我認為，那被描述為陰性空間性模態的封閉空間，部分是為了防衛這

種侵入。女人傾向在自己周邊投射一道存在的屏障，與『那裡』不連續，好保

持與他人的距離。」。141 除了習慣教化的差別，事實上這種客體化的經驗是更

深刻的構成女性在生活世界裡展現出的身體圖示。 

積極、開放的正常身體，也有別於〈像女孩那樣丟球〉裡傾向

封閉的身體存在，楊的論述給予了我們更深入和細緻地理解特定性別面對世界

的主體情境。 

小結

而言之，是楊而非梅洛龐蒂，強使陰性身體存在呈現為經驗不足的模式，因此是

在典型男性活動中的非習慣身體，確實是解釋陰性風格的部份重要因素，

這也符合梅洛龐蒂以習慣身體做為一般身體圖示的理論基礎，相互映證梅洛龐

蒂和女性主義所強調的去本質化與自然化的身體概念。但是，楊透過豐富多樣

的女性經驗所建構的不單只是不具性別差異的非習慣性身體，而是包括女性在

特殊處境裡構成的具體活生生陰性身體，因此包括了在後續篇章中對懷孕主

體、乳房經驗、月經、服裝等等經驗論述，都清楚的繪出屬於陰性存有獨特的

經驗維度，女性有較多的經驗被放置在被觀者的位置（並且她也同時是女性形

象的觀者/被觀者），對身體的標準化也有更多的焦慮，依照梅洛龐蒂的理論基

礎，在這些具體的文化和生命活動中的身體主體，必然會構成其自我理解及理

解世界的身體圖示，但這些陰性風格確實是在梅洛龐蒂的討論中未被討論，而

梅洛龐蒂集中在

 

對於楊的討論，許多論者以不同角度進行分析，有些論者認為楊的理論顯示

了梅洛龐蒂的性別偏見，是對梅洛龐蒂身體理論的不足提出批判，「我們已經提

到通過楊在〈像女孩那樣丟球〉中的討論，當代階層社會中社會與自我的強迫限

制在女性身體上，挑戰了梅洛龐蒂以積極的”我能”做為身體意象的積極概念。」。

142但也有其他論者主張，楊預設了某些在梅洛龐蒂那裡未曾出現的價值判準，「總

                                                 
141 TLG, p.54.《像女孩那樣丟球》72 頁。 
142 Weiss, Gail: “Splitting the Subject:the Interval between Immanence and Transcendence” in  
Body Iimages: Embodiment as Intercorpore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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裂的忽視。因此，我將以楊原初的立場理解她和梅洛龐蒂在理

論上的某些差異 

144                                                                                

                                                

楊而非梅洛龐蒂將陽性身體經驗視為標準的」。143 到目前為止的討論，我們至少

可以看到，楊所呈構的陰性身體存在確實是重要的，這不只是對我們生活世界中

相當多數並且具體的存有經驗進行描述和理解，同時也擴大了梅洛龐蒂標準身體

的可能性和豐富性。楊所承襲的存在現象學傳統依舊堅持對這種特殊提出處境性

的解釋，否定一種先天固有的本質論，而其中在社會世界裡通過教化的影響與沈

積，機會上的缺少和抑止導出了在特定活動上習慣身體的差異，呼應了梅洛龐蒂

所強調通過習慣活動將身體的實踐知具體化，但是陰性身體的差異不能僅被化約

為與性別無關的習慣/非習慣身體，楊持續勾勒的是更多陰性存有的獨特處境，

部分是陰性身體主體不可拋的現實性（懷孕、月經），而部分是她們面對的處境

世界（性威脅），這些幾乎是某些處境的女性共同的身體經驗，也足以支撐楊所

意圖呈構的性/性別化主體的身體圖示，我們可以理解這些理論建構擴大豐富了

現象學描述的視野，這無異是對梅洛龐蒂身體現象學做經驗上重要的補充和對

照，而實際上在這些討論裡我們仍然可以找尋到許多對梅洛龐蒂理論的映證，包

含習慣身體的關鍵性、身體主體的處境性等等；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透過

這些討論提高了陰性存有的能見度，她們在特定層次上是有別於在傳統現象學中

已被論述的結構，注入過去較少以性別觀點討論的視野，包括對標準身體的有限

理解、對於主體分

「我假定在最基本的描述層次上，梅洛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對於活生

生的身體與其世界之關係敘述，大致適用於任何一種人類存在狀況。無論

如何，在更特定的層次上，有一種獨特的身體舉止風格是陰性存在之典

型，而此風格乃由身體在世界中之存在的結構與狀況的獨特模態組成。」

 
143 Preston, Beth: “Merleau-Ponty and Feminine Embodiment Existence” in  Man and World, 
vol.29.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p.168. 
144 TLG, p.31.《像女孩那樣丟球》50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