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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楊談女性身體經驗：像女孩那樣丟球 

在討論過梅洛龐蒂原初對運動身體與空間性的分析後，我們接著要進入楊

〈像女孩那樣丟球〉的文章，我們將可以看到楊以前一章梅洛龐蒂論述的身體

結構做為依據，相互對照以呈現出有別於梅洛龐蒂敘述的陰性身體存在。 

〈像女孩那樣丟球〉的文章中，楊提出在現實經驗裡女性在運動中的樣態

和身體意象是與男性不同的，而這種迥異在心理學家史特勞斯 (Erwin Straus) 

的文章〈兩性丟球方式的顯著差異〉中被特別的提出來討論。史特勞斯描述五

六歲的男孩女孩丟球時動作上有明顯的不同，最大的差別在於女孩不像男孩懂

得用整個身體來丟球，女孩幾乎不太運用側邊空間，她的動作沒有經過伸展、

扭轉和移動，僅僅只是運用手臂的力量將球直接的丟出去，因此沒有一個投擲

的曲線出現，身體相對而言是保持不動的，結果是女孩所丟出的球明顯的比男

孩丟的弱許多。史特勞斯認為既然這種差異在年幼時時期即可觀察到，就顯示

這並非來自後天的因素，他推測有可能是肌肉力量的強度造成差異，但更重要

的關鍵在於，女孩是否能夠透過身體的準備、延展來拉近差距，因此史特勞斯

提出「陰性態度」(feminine attitude)來解釋。何謂陰性態度呢？由於史特勞斯先

前已排除了後天的影響，因此他只能返回到生物學為基礎的陰性本質 (feminine 

essence) 概念上，所謂的陰性態度指的是女孩隸屬於生物屬性(非解剖學的)的

陰性，這種陰性本質讓女孩本然帶著陰性態度表現在丟球的態度上，可以說，

由於生物學的本質差異，女孩會帶著陰性態度面對世界和空間上的活動與關係。 

楊首先提出疑問：如果身體舉止與動作，影響決定人類處世的結構與意義，

為什麼如此簡單的被處理？如果從運動中展現的身體樣態存在著陰性風格，為

什麼在現象學者中，這種活生生的身體之模態分化沒有激起關切和說明？ 

第一節  理論基礎：存在女性主義和身體現象學 

史特勞斯對差異的根本信念，來自其認為有一種先天恆定的本質存在於兩

性之中，這種神秘的原始性在女孩身上形成了陰性態度，決定了女孩面對世界

與空間的方式，因此強化其在先天條件上的弱勢，產生與男孩截然不同的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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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 

這種對於陰性本質的信念，儘管突破早先從生物身體來做分化，但基本上

仍來自傳統對性別的想像，父權文化將男性與女性做本質上的區分，認為兩者

有不可化約的群體差異，女性作為一個集合體，有其恆定的本質，而這種本質

特性在過去被視為感性、母性、不具理性的，因此在兩百多前女性不被認為能

擁有許多公領域的權利，作為一個女兒、妻子、母親，是上天賦與的天職也是

本性。這種論斷可以進一步延伸：囿限於女性的生物本質，因此她較不容易進

行理性判斷，也不適合參與公眾事物或高位階的學術與決策。 

女性主義持續挑戰的即是這種先將人群進行階層分類，再予以本質化的體

制和文化，楊認為西蒙波娃是最完整對陰性本質進行理論化批判的先鋒，在《第

二性》裡西蒙波娃以經典的名言「女人不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立下犀利

的註解，在前言中西蒙波娃如此論道：「他們總是勸告我們，要當個女人，要永

遠當個女人，做個名副其實的女人！換言之，不是所有的女人都可以成為女人，

要被人看做女人，就必須具備大家公認的女性氣質。…..「女性本質」同「黑靈

魂」和「猶太性格」是同樣的說法」，60 她以存在現象學的架構和路徑，細緻

而敏銳的描述女性成長的經驗，在這些經驗中照見性別身份的構成，對西蒙波

娃而言，要探問什麼是女性，就如同理解所有人類一樣，必定得從其處境之中

探究。面對男女之間的諸多差異，她清晰的指陳出歸因於先天的本質論只是倒

果為因，正是社會、文化、歷史、政治的教養定義了當前女性的獨特處境，個

人的存在屬性不是歸於一個永恆穩固的先天本質，而是來自其處身情境所給

出。解構性別的本質論說法，不表示就落入了無可名狀的個別性之中，個體遭

遇和主體可能性雖然會創造出不同的經驗，但是置身在共通的歷史與社會脈絡

底下，女性的處境之間仍然有相同的集體建構基礎，也正是因為共有著前個人

文化社會環境，才可能論及其中的個別差異，這個造就性別差異的共同處境，

正是西蒙波娃要陳述的，同時也是楊作為理解體現在女性身上獨特的差異與風

格之基礎。 

西蒙波娃對女性本質和處境的洞見，提供給楊最基本的理論起點，但是她

的理論不足以提供對女性身體差異的掌握，楊認為關鍵在於西蒙波娃對身體處

                                                 
60 Beauvior, de Simone: Le Deuxieme Sexe。《第二性》。陶鐵柱譯。台北：貓頭鷹，2000。第 1、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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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的向度上，不夠重視女人身體在與周遭活生生關連著時的地位與定向。雖然

西蒙波娃對女性身體有大量細膩的談論，但卻多半著眼在生理上明顯且獨有的

特徵，討論這些特徵如何在女性的生命經驗中被賦予意義，她所描述的面向更

接近軀體的意義，亦即身體作為一個總與生殖、自然掛勾的絆腳負擔，在月經、

性、懷孕的荷爾蒙變化等等，每一個歷程都如同與制度一起扼殺女性創造力的

幫兇，一方面西蒙波娃指陳的確實是承受壓迫處境的身體意義，但一方面，身

體卻成為與覺醒意識相對立的不自由包袱，延續傳統二元論的盲點，只有當心

靈意識的啟蒙突圍，才可能擺脫身體的束縛。對楊而言，這個問題乃是因為波

娃對女性身體的理解，侷限在身體結構的包袱，忽略了女人實際身體動作的處

境性和身體對周遭及世界的定向之處境性，61 而使得其論述似乎陷入了對女性

身體的負面貶抑。62 

因此，楊在這裡引入了梅洛龐蒂的現象學，透過梅洛龐蒂對活生生身體的

描述，能理解在具體的生活情境中，我們的身體與世界如何發生關係，身體對

周遭世界的關切和定向，說明了身體不僅僅只是單純的神經生理組織，對外在

刺激做出制約反應，而是展現主體與世界最原初的關連及意向之所在，揭露我

們如何向世界展開自身，因此楊所呈構的身體不是無意識的軀體反射，而是身

體如何在其活動中朝向世界的存在模式，意味著活生生的身體在世界中周旋的

生命情境。同時，梅洛龐蒂認為最基礎定義主體與世界的關係，是身體整體有

意義有定向的朝向周遭環境，「如果我的身體是形式，重要的圖形能在不同的背

景上出現在它的面前，這是因為它被它的任務所吸引，它自身的存在朝向著任

務而去，在追求的過程將其自身聚合起來」，63 因此，楊認為要理解陰性身體

存在結構，應該考察的是陰性身體經常或典型的用什麼舉止及動作來表現自

己。64 所以，採用梅洛龐蒂的身體理論，楊進而選定她所要討論的身體活動之

類型：一、與身體舉止或定向相關的的身體活動 二、需要身體全體動作，或投

                                                 
61 TLG, p.29.《像女孩那樣丟球》，47 頁。 
62 對於西蒙波娃以負面語彙來描述女性身體，已有越來越多的學者提出不同的觀點，認為應該

採用現象學角度來詮釋西蒙波娃的理路，那些對女性身體的負面闡述乃是對女性在世界中的遭

遇與承受的現象學描述。可參見 Heinämaa, Sara: “The Body as Instrument and as Expression”.in 
Card, Claudia(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imone de Beauvoi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和 劉亞蘭：〈「生物決定論」還是「社會建構論」：西蒙波娃論《第二性》的現象學詮釋

觀點〉。 
63 PHP , p.101. 
64 TLG, p.30. 《像女孩那樣丟球》，第 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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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力量來對抗事物的阻力 三、身體致力完成的特定目的或任務。65 

第二節 陰性身體的界定和描述 

面對這個論題，首先會浮現的疑問是：我們如何界定出一個屬於所有女性

共有的舉止模式？楊先排除了如史特勞斯的生物定義，她贊同波娃的解釋，反

對從生物特性定義先天根存的神秘本質說，「基於存在主義者對人類經驗處境性

的關切，我不會聲稱女人的身體舉止以及基於它的現象學描述之典型具有普同

性(universality)。」，66 亦即從存在現象學的基礎出發，楊要談論的的是在特定

社會中身為女人之典型處境的結構與狀況，及這套結構與狀況限定女人在此處

境中如何生活的典型方式。67 她所關切的是在具體處境中我們確實的經驗內

容，因此自然不具有邏輯上的絕對必然性，而是在某種我們所面對的世界樣態

中，具有背景處境的經驗現實，因此楊表明在這樣的立場底下，屬於女性特有

的陰性風格，不是一種根存的女性本質，不是先天隸屬於生理女性的特性，而

是在特定的社會中以特定方式生活的女性在此結構處境中具有的生活方式，在

文章中這個典型的結構所指的是當代工商業社會，並且是在都市化的環境中多

數的中產階級女性。亦即之，所謂的女性特殊的陰性風格，不意味著任何的女

人都必然擁有，不具有本質必然性，它是在某些環境脈絡底下，因著歷史、社

會、文化、政治交纏共構而成的具體處境，我們活生生的身體在其中展現回應

的風貌，女人可能多半作為這樣的活動者存在，但也可能在不同關係中某些男

人也作為這樣的活動者，而某些女人卻突破了這種模態，「並非任何女人都必然

是陰性的—也就是說，所謂女人典型處境的特殊結構與行為，並不必然存在。（原

                                                 
65 楊在此特別說明基於上面的選擇判準，她因此不加考量其它沒有特定目標的身體動作，例

如：舞蹈，但我對此有所疑義。首先，舞蹈關涉身體的舉止和定向；其次大部分的舞蹈都需要

身體整體投入，儘管許多類型舞蹈是偏重局部肌肉的使用，例如肚皮舞，但是在活動或訓練的

過程中，身體其他部位仍然是需要緊密相關的配合，例如背肌或臀肌；最關鍵的第三點，在舞

蹈中身體的律動都是有內在規律和節奏，尤其在有舞碼或是排舞的情況下，更是有其追求的目

標任務。在梅洛龐蒂的文本中，也以舞蹈作為身體展示意義核心的方式之一。因此，我認為楊

在這裡以舞蹈做為例子並不妥當，比較可能的說法應該是她指涉的為毫無目的的隨意扭動。 

對楊排除舞蹈的論點持反對立場的還有 Beth Preston。參見 Preston, Beth: “Merleau-Ponty 
and Feminine Embodiment Existence” in  Man and World 29.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p.166-167. 
66 TLG, p.30.《像女孩那樣丟球》48 頁。 
67 TLG ,p.31.《像女孩那樣丟球》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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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註：更進一步說：依照上述的定義，男人在至少某些方面顯得陰性，並非不

可能）對陰性存在的理解，讓我們發現到有些女人在不同的程度與層面上，逃

避或超越了女人的典型處境與定義。」。68 

楊透過許多觀察的陳述，描繪一般男性與女性（更精準的說法是陽性風格

和陰性風格）的行為差異。整體來說，楊認為陰性風格在活動時，經常是侷限

性的，展現在肌肉肢體的運用，包括日常的走動、坐姿等身體的伸展，女性通

常是步伐比例較小、較正襟危坐，雙腿習慣併攏，而相較之下，男性則較為放

鬆、闊步，必須投入身體力量的活動，例如舉重物、推撞、扭轉、拉扯等等，

女性不習慣運用身體整體的力量完成工作，而往往囿限於局部的身體進行操

作，同樣的風格也顯現在外部空間上，在運動時女性運動狀態常常是停滯等待，

而比男性缺少大幅的移動和反應，其外在空間似乎是壓縮不可越界的，在空間

的定位上，許多女人在運動時也模糊且缺少自覺，楊說明女人在丟球時經常只

想著「大概」的位置，而非「特定」的位置。總而言之，對於身體的投入，女

性有更多的不確定感和恐懼感，缺少信心相信自己能完成任務，女性大大低估

了運用自己身體的潛力，不論是外在的肢體延展或是內在的身體意向，在面對

身體和空間時，都顯得侷限和退縮。 

第三節 身體舉止的現象學分析  

在梅洛龐蒂的理論中，對我們一般身體和史耐德等有某些行為障礙的病

人，在日常活動中會有的習慣反應、舉止流動進行許多描述和分析，因為我們

身體如何展開居於世界之中的意向，關係著我們如何面對世界與他人，如何投

身向我們的周遭處境，同樣也關係我們在世存有的自我理解。因此，楊透過描

述陰性身體的意象，分別從身體舉止和身體空間兩大部分來分析陰性身體，同

時對照於梅洛龐蒂的身體理論，引領我們思索女人如何透過身體投入到世界之

中，她的身體說出了什麼？又是如何自我指涉？ 

在身體舉止上楊界定出了三個陰性身體的特質與樣貌： 

一、模稜兩可的超越性 (ambiguous transcendence) 

                                                 
68 TLG, p.31.《像女孩那樣丟球》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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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在世存有的主體，我們與世界的交往從意向活動展開，在意向活動的

延伸和流動之中，我們和周遭世界產生意義牽繫，不只是困陷在自身的判斷裡，

而是在所有的行動和知覺運作中，我們的知覺意向都意味存有的彰顯，是在世

界之中具體活生生之我的表達，在意向活動裡交織了他人和世界的視域，在一

個已湧現在我眼前的自然世界之中，我重新把握世界向我顯現的諸多意向，同

時也投射了我的意向參與了人文世界的構造，「在此脈絡中，沒有一個人類字

詞、一個姿勢，即使是習慣或者無意的，是沒有意義的」。69 對梅洛龐蒂來說，

意向活動不是純粹意識的內部運作，它展示的是我們的存有特性與超越性，是

主體與世界不可分割的關係，我能夠在被拋的事實性之中理解與投射意義，而

這個投射的可能性基礎便是根植於我擁有一個身體，作為一個身體主體。「我們

的運動身體經驗並不是一種特殊的知識案例；它提供我們進入世界和對象的路

徑，提供應該被視為原本 (original) 或原初（primary）的實際認識 

(praktogmosia）」，70 身體是我們最原初的基點，通過身體在世界中對具體情境

產生反應、賦予意義，對環境和自身進行意向的連結與融合，主體的世界才得

以展開，身體做為我們定向世界的基點，即是我們投射意向的定錨之處。 

因此活生生身體的超越性，便在於身體能夠隨著周遭定向自己、在環境內

移動，透過它具體行動朝向世界，這種朝向是流暢無間斷的導向，能夠超越作

為物質基底的身體本身的內在性 (immanence)，71 當我們理解到身體不是一個

純粹物質客體，主體性意義就不再停留在先於身體的純粹意識，而是具有活生

生身體的主體，身體的超越性不在於否定作為物質組合物的身體性質，而是能

夠通過行為運動轉化意義，豐富身體純粹先天本然的屬性。 

但是楊認為陰性身體呈顯出的卻是模稜兩可的超越性，這並不意謂我們原

本應該擁有一個絕對的超越性，因為身體超越性的意義是不可擺脫我們俱有的

事實性基礎，作為具體超越性的顯現正是寓於我們被拋的事實性之中，顯露出

我們的可能性，承認先天的物質性的身體才可能進一步談論應用於世界的超越

性能力。因此楊說明「我所謂的陰性的活生生的身體之超越性的模稜兩可，指

                                                 
69 PHP, p.xviii. 
70 PHP, p.140. 
71 在《像女孩那樣丟球》中譯者將 immanence 翻為「內囿性」，這個概念是來自於現象學傳統

從梅洛龐蒂、沙特和西蒙波娃都以超越/內在對人類活動和意義進行論述，而國內一般對這些哲

學家使用語詞的翻譯多是「內在性」，因此我在此稍做更動譯為「內在性」，除了符合一般通用

的翻譯慣例，也使本論文前後用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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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並不是活生生的身體也可以是被動的、可以是被觸碰的或主動觸碰的、可以

是被抓握或主動抓握的那種始終存在的可能性」，72 陰性身體的特殊性在於因

為意向的猶疑和不確定，當它投射出超越性時又隨之困於內囿的意向中，「陰性

身體的存在則不單只是起始於內在性，而是保持在內在性中，或者說是負擔著

（overlaid  with）內在性，即使它在抓握、操縱等等動作中朝向世界而去，也

是如此。」。73 

楊觀察男女在需要整合力量完成的工作上，顯現的最大性別差異是來自使

用身體方式的不同，例如女性在提舉重物時，不像男性會投入整個身體完成任

務，女性經常是把力量集中在身體直接施力的部位上，以手臂和肩膀來全數承

擔重量，而極少運用腰腿整個身體幫忙施力，楊認為陰性存在會將動作集中在

身體的部分上，其它部分傾向維持不動的狀態，也就是說在連續的活動中身體

不是整體流暢的投入在任務中，而只有部分回應面前的情境，身體的大部分是

停守在自身之中與它的處境分離。此外，當女人經常低估自己的身體能力，將

身體視作為累贅的負荷，容易受傷失敗的弱點，身體被打回到客體化地位，不

是一個與其意志心靈共存的主體性，而是難以操控天生的包袱物，一個等待指

令驅策的軀體，身體的超越性意義也就不斷被抹消。 

二、遭抑制的意向性（inhibited intentionality） 

    在梅洛龐蒂那裡，我們的意識活動總是屬於身體的活動，因為意識所有的

指向和關連，都只在我們身體的行動中才有可能，我們與世界的原初關係，不

是透過反思活動展開，而是通過身體與周遭世界打交道，在身體作為世界的投

射之處，而世界作為身體的表現空間中，展出我們所有的意義活動，身體帶著

「我能」的意向性，投入各種的可能空間，朝向世界中的目標投射而去，構造

周遭世界的意義，同時也在這個意義網絡中構造自身，只有當身體的意向投射

的能力存在，主體與世界的豐富關係才可能被開啟。 

但是楊指出陰性身體的意向性是帶著矛盾的雙重性，女性對於身體的投入

活動經常帶著不確定和遲疑，常常否定自身的潛能，楊在自身的遭遇和經驗中

有深刻的體悟，她細膩的描述自己拖累整支健行隊的過程和心境，「面對一條毫

無危險的小河，男人一躍而過，而我則在河的另一邊，用腳小心翼翼地試探哪

                                                 
72 TLG, p.36.《像女孩那樣丟球》57 頁。 
73 TLG, p.36.《像女孩那樣丟球》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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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石頭可以踩踏，手則攀援著四周懸垂的樹枝。雖然其他人都輕鬆過河，我卻

不相信自己能輕鬆辦到，即使我只要堅定地邁出一步，便能瞬間跨過」，74 她

猜想著自己猶豫不決的態度，來自於對受傷的恐懼，楊認為這種恐懼在女性身

上是遠大於男性的，這是因為身體對女人來說更像是一種累贅和負荷，而不是

我們征服或邁向目標的手段，對自我身體的懷疑和缺乏信心，使得女人必須要

隨時注意著避免身體受傷同時承受著這樣的憂慮，「我們覺得自己好像必須把注

意放在身體上，確定它在做我們想要它做的事，而不是把注意力放在自己想藉

著身體做什麼上」。75 

對於身體的不信任，使得女性在透過身體實踐行動時，經常會陷入某種緊

張和不安中而變得僵硬和遲疑，因此在朝向目標的時候，一方面身體投射出「我

能」的意向性面對目標，但同時由於對自身身體的不信任感，認為這個「我能」

的、實踐成功的身體可能性是屬於某人的，而不是她的，因此也投射出「我不

能」的意向性。這種「我能」與「我不能」的雙重性，使得整體意向系統呈現

出自我矛盾與猶疑，如果意向性是流暢運作的，那麼應該是展出組織統一化的

身體活動朝向目標，能夠使身體的動作相連完成，但是因為「我不能」的意向

抑止著行動，導致女性的行動在這兩道矛盾的意向作用中拉扯而更顯迂迴，無

法清楚集中的肯定目標。 

透過身體在世界中的定位，我們才能體驗到意向的延展和實現，因為對梅

洛龐蒂來說只有透過在實行之中的意向，我們才能進行意義的理解，因此意向

的投射可以說左右著身體活動與表達的樣貌，我們將可以看到楊對陰性身體意

向性的此項分析，在後續身體活動和空間的不同側面中，具有相當關鍵的影響。  

三、不連續的統一(discontinuous unity) 

梅洛龐蒂將超驗主體性的統一綜合能力歸屬於身體，通過身體圖示對當下

情境的整合，定錨出與我們與周遭世界的交會，能動性身體能夠朝向世界中的

標的與之相互切合，這種切合是身體直接的回應面對，在互動中與周遭形成一

個有機整體。這種整合不只是與對象世界關連，同時也統合著身體自我的經驗

過往，身體對世界的回應，都隨之建構著自身的關係與積累，將自身在時間歷

程中意向的流動與在當下的背景交織，而投射出與自我、世界完整關連的意義

                                                 
74 TLG, p.34.《像女孩那樣丟球》54 頁。 
75 TLG, p.34.《像女孩那樣丟球》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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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因此，我們的姿勢或移動並不是通過理智上的回憶判斷，而是我的身體

在當下進行的整合，而我的過去也即刻提供現成的標準，在每一個時刻身體進

行與自身及與世界的綜合關係，展開聯繫的運動，在行動中綜合世界也綜合自

己。由於身體具有這種綜合統一的能力，它使我們能與自己和世界聯繫起來，

透過行動整合自身的表達朝目標投射，透過身體的活動和定向，將周遭空間組

織為自我存有的延伸。 

但是在陰性身體的活動中，這種統合的能力常常是斷裂的，身體自身和其

周遭的統一性不連續，因為陰性身體「我不能」的意向性使身體的活動出現矛

盾，身體無法在意向性的帶動下流暢連續的延展，而在猶疑和抑止的意向性中

停滯在自身的內在性中無法持續展出超越性，打斷了原先朝向任務的和諧統

一，「讓陰性動作切斷目標與落實之間、世上可能性與身體能力之間的關連的遭

抑止的意向性的特質本身，製造了這種不連續的統一」。76 楊所謂的陰性動作，

在具體的描述中就似早先我們提到女孩丟球的樣子，這種風格還可以擴充到其

他運動，楊提到典型的陰性風格並非只有丟球，還有像女孩那樣跑步、像女孩

那樣攀爬、像女孩那樣揮棒等等，共同的特徵都是身體整體動作不流暢，常常

只是將力量集中在某些部位上，其他部份則是靜止不動的，身體之間少了相互

關連的整體感，楊認為絕大多數男性也不是專業的運動員，但她觀察同樣未受

過專業訓練的男人，在運動的時候仍舊比女性更加自由自在。 

在這些觀察中，身體往往是陰性存在自我否定的對象，在進行動作的時候，

靜止的部分身體成為向目標投射的阻力，消耗了原先流暢的朝向目標的統一

性，同時對自我與目標之間可能性的懷疑，也動搖了身體的導向，因此其活動

的狀態常常是不確定、不連貫、欠缺統一。 

陰性身體活動的舉止模態，關係著女性對自我身體的體驗和視角，而楊認

為陰性身體存在的這三種矛盾中，都意涵著陰性身體的客體化，陰性存在在其

行動中既做為主體也做為客體，既指涉世界同時又自我指涉，這正是導出陰性

存在模稜兩可的超越性、抑止的意向性、不連續的統一性三種矛盾模態背後的

基本根源。在第五節我們將有更多的討論。 

                                                 
76 TLG, p.38. 《像女孩那樣丟球》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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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身體空間的現象學分析 

梅洛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以一個例子來描述我們身體空間的關係：如

果我的手靠在桌子上，我不會想到我的手在煙灰缸旁邊，而煙灰缸在電話旁邊，

因為我的手靠在桌上和後者關係是不同的。身體空間的意義在於它源自於我們

身體自身的彼此關連，不是一個在客觀空間中分列在不同位置上組合而起的器

官總和，不是一個點線集合的拼湊體，而是依其自身意義相互擁有的整體。「我

的身體的輪廓是一般空間的關係不能逾越的界線。這是因為它的各個部分以一

種獨特的方式相互關連：它們不是這個部位依靠另個部位的展開，而是各個部

位都相互包含在彼此之中。」，77 對梅洛龐蒂而言，身體空間不同於客觀空間，

它是作為一個現象空間，具有其自身的意義系統。 

這個意義系統在梅洛龐蒂那裡，可以用「身體圖示」來談論，表述出我們

身體整體的相互關連和介入世界的方式，身體擁有能動力依著我們的籌畫向世

界開展，「身體的空間性不是像外在客體或空間知覺，它不是位置的空間性，而

是處境的空間性。」。78 我們的身體受任務吸引在處境之中朝向目標而去，在

行動中與周遭世界共構出具體意義，身體的空間性成為我們最初始展開空間的

可能性，也是我們定位世界的基始點，它源自我們做為身體主體的主動活動力，

透過這種實踐活動，也構成了我們與外部世界的空間關係和動作意向，可以說，

身體空間作為源始的空間性才可能突顯標誌出客觀的外部空間。 

因此，如果陰性身體的活動具有其獨特的樣態，其身體空間性也必具有特

殊的模態。楊對陰性身體空間的樣態，進行三種特質的分析：封閉或受限的、

雙重空間性、被定位的空間性。 

一、封閉或受限的身體空間（enclosed or confining） 

梅洛龐蒂認為，我們的身體是朝向世界開放的，通過身體圖示我們不斷的

向世界向他人開放，這個開放的過程由我們的知覺活動導引，使我們介入和投

射到對象之中，在觀點與處境的相互交融滲透中，我們的身體空間和外在空間

的關係也因此不斷轉換與變化。這個能動的關係基礎在於我們的意識活動以身

                                                 
77 PHP, p.98. 
78 PHP,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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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我能」為中心投射而去，而這種開放性寓於我作為一個身體主體所擁有

的意向性結構之中。  

但是楊認為在陰性身體中身體空間卻是封閉有隔閡的，楊首先引用艾瑞克

森(Erik Erikson) 的研究進行討論，艾瑞克森對前青春期的男女孩進行一個實

驗，要求他們用玩具構築想像中電影情節，結果女孩通常會描述室內場景，男

孩則描繪室外環境，艾瑞克森對此實驗結果做出結論：女性傾向著重內在空間 

(inner space)，男性則傾向於外在空間 (outer space)。楊認為艾瑞克森對此做出

的解釋是精神分析式的，他之所以做此結論是因為他認為女孩由於對自身子宮

及陰道的投射，使得她們傾向關注內在空間，反之男孩則是由於對陽具的投射

而去描述外在空間。但是楊批評艾瑞克森的詮釋只是一種性別歧視的歸類，因

為在艾瑞克森的分析中可以發現，他先將女孩的的體內結構設定為內在空間，

然後將行為意涵等同其先天特質，例如擁有一個子宮和作為一個母親的關連

性。楊回到一個現象學立場進行說明，這個實驗確實提供我們關於男孩和女孩

的不同樣貌，但並不意味這些差異是來自於天生結構，如果男孩果真比女孩更

關注向外開放的世界，那麼它所反映的是不同的性別在空間中生活及運用身體

的方式。換言之，這個實驗不是告訴我們因為先天身體結構而使得女孩被驅動

朝向封閉的結構，這樣的解釋只說明了詮釋者將生理結構與心理結構本質化的

傾向，我們能夠從實驗中獲得的觀察在於，生活世界中男孩與女孩面對空間的

確有不同的態度，我們需要更多觀察才能說明這個差異是來自於習慣的養成或

者是其他可能。事實上，梅洛龐蒂也曾經討論過前構成的空間，他談及了包括

夢的、神話、精神病患空間等等，這些分殊的心理空間乃是與我們和世界的嵌

入有關，是從我們與世界的存有關係所衍生出的原初空間性，他提到「在我們

與所有事物之間除了物理和幾何距離，還有「活生生」（lived) 的距離將我與對

我有意義和為我存在的事物綁在一起，並將它們彼此聯繫起來。這個距離在每

一刻都測度著我的生活的「廣度界域」 (scope)」，79 換言之他同樣從主體介入

世界的關係來理解，而不是如心理學家一樣由先天生理物理結構來定義，在夢

境體驗中就經常會經歷上升和墜落的氛圍，這種氛圍不是因為先天生理心理的

壓抑或開放，而是植根於我的存在空間，我的欲望、頹喪、恐懼、雀躍都交織

著幻覺空間的存在意義。80 

                                                 
79 PHP, p.286. 
80 這個上升與墜落的概念組，或可與海德格的「上揚性」（Aufgang/ascent）和「離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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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楊自身的觀察和經驗中，也指出了陰性存在的身體空間是比較封閉的，

在身體的延展上面，經常傾向侷限和內縮，不將自己的身體伸展、彎曲、挪移

開來，而只是進行局部切割的運用，例如楊觀察到在壘球或排球等運動的時候，

女人常常比男人容易停在定點而不去移動，好像周遭的空間是限制不能被逾越

的，比起男性的主動力，女性更容易顯現出處在一個有限的運動空間中被動的

等待球飛過來，而不是跑去接球；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在日常生活中，女性身

體活動的空間性相對來說是比男性更限縮的，坐的時候女性通常是安置在自身

的空間裡，比較不會超出她身體的範圍，也經常會有圈住自己的姿態出現。楊

認為這些觀察意味著陰性存在會強化其身體空間的疆界，區隔出她自身和周遭

的空間，確立她自己能夠控制和掌握的範圍，一旦越過這個界線，就是其身體

無法達至的地方。更重要的是，「陰性身體軀體上使用的空間，經常比她實際所

使用和佔據的來得大。」，81 也就是說，陰性身體對自己存在空間的畫界，常

常是比自己實際身體更狹小更內縮的，換言之，身體一般在周遭投射出「我能」

的空間，展現主體意向的觸角，但是在陰性身體存在中，主動朝向世界、掌握

當下處境的意向是猶疑的、被打斷的，因此「我不能」的意向抑止了身體活動

的可能性，身體向外投射空間性時帶著矛盾，延伸擴展的可能性也隨之被侷限，

否定的的意向形成了封閉的身體空間。 

二、雙重空間性(double spatiality) 

    「運動的每一時刻都包含了整個運動長度，特別是第一時刻作為一個主動

的開始，聯繫了這裡和那裡、現在和將來，而其他時刻僅是繼續這種聯繫的發

展。」，82 透過身體的運動，我們能夠投向世界，聯繫身體與外在處境的關係，

讓我們的意向能夠朝向對象而去，連結我們在不同時間空間中的身體關係，時

間和空間的綜合不是在意識中進行，而是在身體活動的展開中把握。但是身體

在運動中對空間的統一綜合能力，在陰性存在中卻是不完整的，楊認為陰性存

在有一種雙重空間性，即「這裡」和「那裡」的空間聯繫是被切斷的。這是因

為陰性身體的活動模態是不統一連續的，身體的導向不是積極和諧的朝向目標

而去，反而會受到否定意向的干擾，而出現猶疑不動的狀態，「我不能」使得陰

性身體對於運動將要達到的空間有所疑慮，「在『那裡』的空間，陰性存在懷著

                                                                                                                                          
(Entzug/evasion)概念相互對照。參見汪文聖：<有關『空間現象學』的經典詮釋—兼對抽象的

空間與虛擬的空間之批判>。哲學雜誌，32 期，2000。62 頁。 
81 TLG, p.40. 《像女孩那樣丟球》，64 頁。 
82 PHP, 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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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能在其中行動、但那人不是我的理解，投射各種可能性。因此，『那裡』

的空間是為陰性存在而存在的，但那只是她會向裡面看的空間，而非她會進入

的空間」，83 做為身體主體，陰性身體能夠投射出運動空間，但她同時無法相

信在那個空間中自我的可能性，透過身體活動所連結的空間出現了意義分裂，

「這裡」是我的身體所佔據的封閉空間，而「那裡」則是「某人」可以達至的

可能空間。楊認為就如同在運動意向上的無法連續，陰性身體在空間上也出現

分離的問題，經常會留滯在某個封閉的空間中，而切斷了投向世界的空間關連，

當身體聯繫跨越的能力被凍結之後，就陷入固守在「這裡」的空間關係。 

三、被定位(positioned)的身體空間 

梅洛龐蒂認為我們以一種絕對的方式掌握我們身體各個部位的位置，而不

需要依賴於外在空間的相對位置來判斷我的身體，因為我們擁有身體圖示能夠

即刻的掌握關於我們身體的印象和意義，並且我們能夠在身體活動和實踐中，

以我們的身體作為原點，定向出我與外在空間的關係，使對象在相應於我的互

動，形成具體的空間意義。「『這裡』這個字用於我的身體時，並非關於一個相

對於其他位置、或相對於其他外在座標的確切位置，而是展示一個初始座標、

在對象中主動身體的定向、身體面對其任務的處境」，84 正因為我們身體具有

定向空間，在實踐活動中能夠享有在背景結構裡優先突出的圖形基準，掌握對

空間的意義。 

但是楊認為陰性身體卻是矛盾的，陰性身體作為身體主體，它具有超越性

能主動的構成空間，定位統合外在空間的關係，作為構成空間的主體；然而陰

性身體又同時負載著內在性，其意向性的投射是抑止的，身體就好像一個物體

一樣，不是主動介入目標的主體，而是被規定被約束的客體，如同楊先前所描

述的，許多女人在打球時，傾向是等待球到來而非跑向前去接球，比起男性展

現的主動力，女性在運動空間上更顯得被動與等待，靜守在一個疆域明確的有

限空間中，身體的空間性是固著於某處，而非主動意向的構築一個新的空間和

動線，這顯現了女性在身體空間上的矛盾之處，她作為一個身體主體而能投身

在其運動中，但在運動過程中她卻是自我束縛的，她與周遭空間的關係是被動

被定位的，「在這樣的內在性與抑止性中，陰性的空間存在被一個座標系統所定

                                                 
83 TLG, p.41.《像女孩那樣丟球》，65~66 頁。 
84 PHP,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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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此系統並不源自於女人自己的意向能力」。85 

第五節 何以陰性身體為陰性身體 

楊承襲西蒙波娃對女性本質的觀點，我們對身體的理解與態度，與我們所

置身的世界相互推造，這些陰性身體的樣貌特質，勾連著她們在當代社會中存

在的處境與脈絡，因為本質不是在任何命定天生的意義上談論，而是在具體的

現象世界中挖掘成就出陰性身體的背景脈絡。因此，在重新面對描述陰性身體

呈顯出來的特殊樣貌後，楊回到女性的生命處境中談論陰性身體存在的根源，

她認為這些風貌的形成，來自於生命歷程中女性被「教養」的方向。 

一、缺少使用和練習身體的機會 

在父權社會中，女性被期待的性別角色是溫順的、規矩的，她們不像男孩

那樣被鼓勵甚至期待發展自己的身體潛能，活躍地參與體能活動，通常她們被

帶領指引的活動是較靜態的，楊提到女孩幾乎沒有機會去練習修理東西，而這

些與發展空間感、培養身體控制往往是息息相關的，我們可以想像這些條件會

隨著孩童的成長過程更加強化，因為這些工作被規約地「分派」給男性，女生

不常被要求完成依靠體能努力的任務，而男孩年紀越長則越會感受到這種加諸

於他之上的要求與期待。 

對男孩女孩在期待與機會上的差異，我們也可以在台灣社會中找到相似的

經驗，畢恆達提到我們從小賦予女孩可愛、文靜的女性形象，媽媽隨時提醒女

兒趕快洗澡，洗完澡不要再流汗，大人經常稱讚小女孩好漂亮好乖，女孩們從

小接收這些訊息，會特別在意自己是否保有漂亮乾淨的模樣，而擔心運動會弄

髒弄臭自己。大人也特別保護女孩的安全，不論是因為治安而禁止任意出門，

或者是擔心受傷留下疤痕而告誡不要從事激烈活動，女生從小相對缺少自由探

索身體可能和外在世界的機會。而過去台灣校園的環境對女性運動又不夠友

善，學校極少規劃淋浴換裝的空間，並且在有限的校園空間裡，不足的運動場

上常常又過度強調競爭輸贏，這些都使得女性在被凝視的壓力下又更加缺少能

                                                 
85 TLG, p.41. 《像女孩那樣丟球》，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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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練習的機會。86 

對照楊過去的觀察，和今天我們的社會仍然有高度的吻合，儘管在性別運

動的改變下，社會已經有更大的開放性，相較於她們的上一代或者祖母的年代，

女孩擁有更大的自主空間可以決定自己的身體，被允許更大膽更「接近男孩樣」

的揮灑身體空間，但是當我們將兩個性別相互參照的時候，性別角色的期待仍

十足分明，一個女性幸運的比她的母親有更多機會參加體能活動，但是當她與

另一個男性配對在一起的時候，社會依舊期待男性應該比女性更勇猛、更積極、

更主動、更善於身體技能的活動。 

二、培養特定陰性風格 

楊更進一步認為，陰性身體的存在模態不僅是負向的被剝奪機會的，同時

更是正向的被養成特定的舉止風格，「陰性身體舉止與行動有其特定的正向的、

確切的風格，在女孩開始瞭解自己是個女孩時，就會開始學習」，87 所以從幼

童開始，對待女孩與男孩的方式，就有著明顯的差異，女孩比男孩被灌輸更多

關於危險的訊息，被教導要小心對待自己，要注意自己的舉止，要謹慎不要弄

傷身體留下傷疤、不要隨便亂跑粗魯沒氣質、不要爬上爬下搞得髒兮兮，當女

孩接受越多負面的、壓抑、恐懼的身體訊息，相信脆弱、被動的陰性身體意象，

她同時也進入更多社會的規訓，潛移默化中習得許多微妙的身體習慣，她懂得

什麼樣子地吃飯、走路、擺動是像女孩一樣的，不單是被動地與大量投入身體

的活動保持距離，同時更是積極的學習如何抑止身體，楊提到自己在青少女時

期曾經花了幾小時練習「陰性」的行走方式，而我則記得，一直到高中我依然

被教導應該如何走路，因為我習慣的走路方式對我的父母來說是不夠女性化

的，我和他們出外散步的時候，他們會出聲「糾正」我：「女孩子走路要…」，

而那個不合格的姿態不外乎是：過度放鬆、身體晃動太大、外八，我的身體不

夠安靜不夠內斂因而不夠像個「女孩」。 

三、同時把身體當作客體與主體 

楊認為教養過程提供了許多正向與負向的機會，讓女性疏離對身體和空間

                                                 
86 畢恆達：《空間就是性別》，台北：心靈工坊，2004。 
87 TLG, p.43. 《像女孩那樣丟球》，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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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演，建立培養身體的規矩，然而成就出陰性身體模態的最重要根源，仍然

在於女人對身體的自我意識：她們將身體同時視作主體與客體。對楊來說，這

個視角當然不可能是無中生有或者天生根植於女性意識之中，而必然與其具體

處境脫離不了關係，女人在生命情境中不斷的意識到自己被定位為一個客體，

一個需要被決定、被安排的對象，身體的各種可能性被男性凝視單一化，她的

價值取決於能夠滿足男性利益的程度，和來自男人給出的定位，從家庭、學校、

宗教、社會所有的價值系統也不斷的重複再生這些定義，期待女人作為一個被

男性接納、欲求的對象。88 Bartky在《女性與支配-對壓迫現象學的研究》中談

及性別文化的壓迫，她提到這種權力關係往往是一種心理的壓迫，即便當經濟

或政治壓迫已然解放，但心理壓迫卻往往是更深更糾結的，一旦刻板的意識型

態被建立而起的時候，被壓迫者很難獲取對其需求的理解以及權利的尊重，同

時我作為刻板印象的對象，也深信這套價值理念，因為當全部人都如是相信，

為什麼我不應該相信呢？這正是被壓迫者要真正獲得自主最困難之處。89 

身體的客體化使得陰性存在的活動模態，在意向投射、超越性和統一性上

都帶著矛盾與模糊，因為在身體活動中女人意識到身體既作為做為主體指涉世

界的可能性，但同時又自我指涉作為客體，楊認為「當女人把自己當成動作的

客體而非動作的發動者，陰性身體存在即在自我指涉。當女人不確定自己身體

的能力、不覺得自己能完全控制動作時，陰性身體存在也在自我指涉。她必須

將注意力分散到待完成的任務，以及需被誘哄被操縱去完成任務的身體。最後，

當陰性主體假定其動作是被注視的動作時，陰性身體存在也在自我指涉。」90，

這種自我指涉 (self-reference) 使陰性身體無法完全將身體與主體性連結，身體

不是展現其主體意向的窗口，而是等待被指揮被驅趕被保護的對象，她與身體

之間始終是有距離的產生對立和斷裂關係。 

楊進一步分析這種自我指涉的根源來自於陰性身體的社會存在，總是被當

                                                 
88 即便在今天，我們社會表面上是鼓勵女性獨立自主有能力，但是當我們聽到他人以「強勢」

形容一位女性時，在某方面是肯定其能力，但卻不完全那麼正面，而多半是既褒又貶帶著不以

為然的爭議性評價，但是當我們以同樣詞彙形容一位男性時，這種混雜的感覺就不那麼強烈，

通常只會覺得他事業有成、能力極好。此外，一般常聽到的是「女孩子不要太強勢」，而很少

聽到「男孩子不要太強勢」的告誡，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就算肯定女性自我發展，但同時又仍舊

希望女性不要顯現自己的卓越能力，或者是說不要在「男性」面前顯現。我們同時鼓勵女性強

化自身主體性，但同時也暗示鼓勵女性在男性面前隱藏主體性。 
89 Bartky, Sandra Lee: Femininity and Domin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90 TLG, p.39.《像女孩那樣丟球》，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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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他人凝視的對象，「大致說來，陰性身體存在的模態之根源，在於陰性存在體

驗到身體僅是一件物的事實—一件脆弱的物，必須被鼓勵、誘哄才會開始動作，

因為被注視與被運作而存在。」。91 在性別歧視的環境中，女性會意識到自身

作為一具純粹「身體」被觀看審視，這種客體化的目光複製在女性內在意識，

女性生活在被凝視的意向之中，同時也內化這些觀看者的目光自我凝視，想像

著自己如何被觀看、被欲求，比起男性被鼓勵主動、積極的展現自身的意向，

女性更傾向於迎合、修飾、重塑自己的身體形象以更接近男性的觀看目光，換

言之陰性的主體意識包裹著客體化的自我，同時是挪移男性的目光自我觀看。 

這種被客體化經驗普遍的存在於女人的生活中，女性感受到自身被注視、

被定位甚至被侵入，性騷擾甚至性侵害幾乎是所有女性從小自大生活中的威

脅，美國女性主義人類學家溫格勒 (Cathy Winkler) 如此說明強暴：「強暴者企

圖將他自己完整地定義到我的存在中。一般而言，當施暴者試圖將它的存在定

義在受害者的存在之上，施暴者事實上是企圖否定受害人的存在。」，這種客體

化威脅是父權社會集體控制女性停留在客體對象的手段，從女孩開始女性就存

活在這種恫嚇與恐懼的社會處境中，時時都可以感受到自己身體與空間的脆弱

與無能，而順理成章的被歸入「正常」男性的保護之下，否定性的威脅搖身一

變作為父權體制共謀的手段，父權社會既掌握懲戒傷害女性主體性的權力，同

時又合理地擁有了恫嚇保護附屬化女性的能力，「文化具有總體的特性；因此我

的文化的限制就是我的世界的限制。因為在我文化中是如此普及的特徵，所以

女性的附屬性就似乎是本然的，也因為它是本然的，而便是不可改變的」，92 楊

也認為這種社會處境緊密關連著女性在身體與空間上的存在，為了防衛這種無

所不在的侵入，女性的身體空間會趨向封閉內縮，在身體周圍投射出屏障以求

自我保護的距離，因此如同先前分析，陰性存在的身體空間通常是受限封閉的，

同時對於身體空間的主動延伸和拓展會更小心翼翼，因為外在空間可能是具傷

害性與危險性的，陰性存在學會自己的身體需要更多來自他人的保護，她圈限

住自己的身體空間，讓自己顯得就像是被定位一樣，而否定自己與自由空間的

相連，身體空間的模態自然是封閉的、雙重性的、被定位的。                              

 
91 TLG, p.39.《像女孩那樣丟球》，62 頁。 
92 Bartlky, Sandra Lee: Femininity and Domin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