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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女性主義的難題與梅洛龐蒂提供的路徑 

楊的理論提供了梅洛龐蒂現象學對特定性別主體的經驗理解，陰性身體的

模態反映出其存有處境，也說明陰性身體如何自我理解與理解文化世界，楊的

討論核心在於描述陰性身體和空間的獨特性，並且將這個獨特性與其存有處境

做勾連，以反駁性別差異本質論的說法，但是在楊此篇文章中尚未處理的問題

是：性別身體不是固存不變的本質實體，是受到處境和結構的影響與型塑，那

麼我們應該如何理解在結構中主體的自由與能動性？缺少這個層次的理解，楊

的分析最終朝向實踐意義的具體成效就難以立足，個別主體也將隱沒在群體結

構中而單一化。因此，本章將繼續討論女性主義在論述上所遭遇的挑戰，以及

透過與梅洛龐蒂現象學相互注流提供對主體的理解，回應這樣的挑戰。 

第一節 後結構與酷兒理論的挑戰 

女性主義曾經做出最有力的區分，區辨出性 (sex) 之生物意義與性別 

(gender) 之社會意義，判別生物生理層次上的差異與社會權力所建構的性別規

則，挑戰以「生物即命定」決定女性身份與機會的論調，女性主義有力地從社

會文化的權力結構顛覆對性/別的定義，因此從第一波婦運爭取基本公民權，一

直到第二波婦運更深化理論的建構，召喚女性與男性享有同樣可能性的信念，

即便在後來出現不同論述強調女性獨有的特質，包括在社會文化的心理層面和

天生的母性等等，但很長的時間裡女性主義所強調的主張，集中在性/別的分

化，以論證女性特質如何在制度結構中被建構，並且被賦予陰性的附屬位置。 

70 年代開始，女同志理論逐漸竄起，女同志面對的是在傳統主流女性主義

中被隱沒的性傾向預設 (sexuality)，女性主義挑戰的父權結構實際上與異性戀

霸權糾葛為盟，異性戀霸權提供集體父權結構強大而全面的網絡，但卻未曾在

主流論述中被討論，女同志理論伴隨著 70 年代開始的同志運動，開始與女性主

義出現交錯複雜的關係，因為女同志既面對同志運動中未曾消失的父權身影，

另一方面在婦運陣營裡遭遇到的卻是異性戀壓迫，145 同女面對雙重霸權的壓

                                                 
145 70 年代婦運陣營的領袖人物傅瑞丹（Betty Friedan）即公開抨擊女同性戀是婦運陣營的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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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從一開始寬闊的以「女人認同女人」146 建構所有女人都可以是女同志的

認同關係，提出「女同志連續體」(lesbian continuum)147 模糊女性主義內部面

對同志出櫃的矛盾和衝突，到開始強調女同志情慾主體的同女理論，隨著 90

年代同志和酷兒(queer) 運動的風起雲湧，女性主義原先牢固的性/別理論也受

到越來越多不同聲音的挑戰，關於「女人」的界定與想像必須面對性別疆界的

鬆動和游移。 

                                                                                                                                         

維蒂格 (Monique Wittig) 即提出「女同志非女人」的主張，她認為女性主

義所以為的性/別區分實際上仍然沒有脫離社會建構的範疇，因為根本就沒有先

於社會存在的生理事實，所有的分類都來自於社會的認定與建構，所謂的性/

別都不是自然的產物，不可能擺脫社會文化的認定，就如同在蓄奴文化出現以

前並不存在「種族」的概念一樣。她認為是父權結構定義了生理性別，而這種

定義的標準背後源自於異性戀中心的思維邏輯。後繼的理論家巴特勒更徹底的

瓦解這套性/別理論。巴特勒在《Gender Trouble》裡一步步挑戰女性主義的性

別論述，她首先質疑女性主義做為一個政治主張，其論述主體需要一個集體總

稱再現，「女人」就是女性主義的主體，但是這個主體的衍生卻弔詭的來自於其

所批判、主宰分化性別軸線的體系。除此之外，這個主體概念也預設了共同性，

它指稱一個集體可被標誌的性別身份，並且意味這個性別身份中具有共同的普

遍性基礎，是可能跨越文化階級同樣處身在父權結構下的政治身份，但是巴特

勒指出「女人」這個詞彙本身是複數、不穩定的，而事實上這種以普遍性父權

做為共同對抗目標形成的身份認同，也受到許多後殖民女性主義及其他酷兒同

志理論的挑戰，輕易的將女人視作為受到同一套父權機制壓迫具有同一共同面

貌的立場，以同樣的方式理解不同文化系統女性面對處境的態度，已然置入某

些優勢預設，落入與批判目標一致的霸權心態，因此，巴特勒犀利地反問：「在

受到壓迫前，『女人』間是否就存在著共通性？還是壓迫的本質把『女人』結合

在一起？」，148 巴特勒意在點出女人做為性別運動的主體，指稱的是一個性別

化的、被建構的流動身份，是可以與性身份毫不延續的，如果在女性主義主體

 
威脅（purple menace）。 
146 “The Woman Identified Woman”是回應當時女性主義陣營中的恐同情節，以認同女人建構女

同志的身份合法性，使女同志標籤獲得政治正確的合法地位。 
147 芮曲（Andrienne Rich）在 1980 年提出的主張，只要是認同女人的女人，都可稱作是女同

志。 
148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7 《性/別惑亂》。林郁庭譯。台

北：桂冠，200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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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別被視作是文化的建構而與生物之性區分開來，那麼性與性別之間的二

元關係可以被拆解，換言之「女人」不必然隸屬於女性身體，而「男人」也不

特別隸屬於男性身體，那麼女性主義召喚的主體所指稱的是什麼？進一步被質

疑的是在這個理論框架中被隱含預設的性別二元論，巴特勒認為這是因為異性

戀的法則思維仍然被固守，因此二元的性別被視作為相互填補的範疇，並且保

留了性別反映性或受到性之限制的信念，性別的建構意義應該被理解為完全獨

立於性之外的，所謂男人的或陽性的可以意指男性或女性身體，反之亦同。巴

特勒更進一步挑戰性的不變本質，她質疑「我們可以指出一個『既定』的性或

『既定』的性別而不先研究性和/或性別是如何決定，又透過何種方式決定

嗎？…如果性不變的本質受到質疑，或許這個叫做『性』的建構物和性別一般

為文化建構；的確，或許它一直就是性別，結果揭示性與性別的分別其實就是

沒有分別。」，149 因此她直言，將性別定義為對性的文化詮釋是沒有意義的，

性別不僅是施之於性之上的文化銘刻，同時也是建立起性的製造機制，所以性

別/文化、性/自然的兩組對應關係是不成立的，就是性別做為論述的工具將性

建立為中立的、先於文化的自然。簡而言之，巴特勒將性與性別的分野拆解，

指出性實際上早已是屬於性別範疇的，而性別只有在實踐中構成意義。因此巴

特勒最終是以性別操演 (gender performativity) 的概念來解構性、性別、性認

同、性別認同、性傾向、性對象等成為多重實踐行動的可能性，身體與認同的

性別模式都是在這種流動操演中型塑而出。 

巴特勒給女性主義帶來的重大挑戰是，她瓦解了性別身份的穩定性，同時

也取消了做為建構基礎的性/別論述，性與性別的自然化與基礎性被取消，僅僅

只是流動操演的可能元素，女人做為婦女運動召喚的政治主體成為一個虛構

的、沒有根基的空洞名詞，而女性主義對身體/性/性別的理論建構也失去立論

的基礎，該如何理解甚且該如何重啟討論成為一個女性主義面對的重要課題。 

第二節 身體的被給定（giveness）與自然化（naturalize） 

巴特勒對於身體基礎的立場可以從她對西蒙波娃的理解窺得一二，她將西

                                                 
149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10.《性/別惑亂》。林郁庭譯。台

北：桂冠，2008。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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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波娃「女人不是天生的，而是變成的」詮釋為：「波娃清楚指出人後天『變成』

女人，但一直是在文化的制約下變成女人；明顯地，這個制約不來自性。波娃

的說法並不保證那成為女人的『人』，必是女的（female）。如果『身體是一種

處境』，如她所言，一個總是不曾被文化意義詮釋的身體找不到出路，因此性無

法做為先決論述的生理事實。」，150 巴特勒將西蒙波娃理解為社會建構論的主

張，性並不決定女人，而是文化決定女人，既然女人是在文化制約下形成，那

麼生物的、性的身體也必然是受到文化制約的，身體本身就是一個詮釋、演練

的作品，而不是我們存在的事實性基底，身體始終銘刻著文化的印記，身體的

自然只是一種幻影，是性別文化機制將其建構為自然不變的性身體。顯然，Butler

將文化與自然的關係以二元的觀點理解，她關於身體與性的文化建構論主張因

此受到不同學者的挑戰，Bigwood就試圖引入梅洛龐蒂的理論重新區別討論巴

特勒劃定的身體概念。 

Bigwood認為巴特勒將性別完全排除獨立於自然之外，身體完全去自然化

(denaturalization) 純粹只是一種文化建構的主張已然走得太遠，留下的只是如

巴特勒所聲稱的自由流動屬於人造物的性別、去身體化的身體，所謂的身體/

自然僅是人類行為的產物，最終將導向人類中心的問題，獨立的自然再不復存。

Bigwood同意先於文化的純粹身體也許並不存在，但並不贊同巴特勒的反轉策

略，「她解決先於文化純粹自然狀態之虛構（myth）的方式，僅是設立一個總

已經在那的『純粹』文化。這個先於自然的純粹文化狀態，對我而言也只是個

虛構。」，151 Bigwood認為我們所置身的是一個自然與文化交織的關係界域，不

只涉入文化與人為的活動，同時不可忽略其中尚伴隨著非人為的領域，後結構

理論的確有力的駁斥了固定在生物意義上的身體概念，但如果將文化位置高舉

凌駕在一切的自然與身體之上，則只是塑造了另一個人類中心的形上學結構加

諸於對女人和身體的概念理解之上。因此，她主張我們需要重新找回在自然和

文化中相互構成的身體，又不返回牢固於生物意義的身體概念，梅洛龐蒂的哲

學或許能提供女性主義一個方法論與哲學上的基礎，將具體且性別化的身體「再

自然化」(renaturalize)。 

梅洛龐蒂哲學中勾勒了身體幾個重要的層面與元素，這是我們存有座落在

                                                 
150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12.《性/別惑亂》。林郁庭譯。台

北：桂冠，2008。13 頁。為求本文用詞一致，因此局部更動中文譯本中使用的譯詞。 
151 Bigwood, Carol: “Renaturalizing the Body (with the Help of Merleau-Ponty )” in  Hypatia vol.6, 
no.3, 1991.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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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自然之間的具體處境，也是後結構女性主義所忽略的。Bigwood 認為

梅洛龐蒂批判經驗主義與理智主義對知覺活動的理解，恰巧也點出了後結構女

性主義的盲點，經驗主義忽視我們身體在知覺過程中，投身於知覺場域中進行

具體的溝通交流，身體不是被動的接收刺激訊息，而是主動去參與構造背景與

結構的形成；而理智主義將知覺活動核心定位在精神的認識建構，卻忽略了身

體做為任務與我們之間交會的具體處境。事實上我們與世界的互動關係是在前

認知的環節即展開，我通過我身體的意向活動和諧地朝向目標，我的身體在思

維判斷之前已蘊含了它能動的理智與身體的意向性。Bigwood認為梅洛龐蒂的

身體分析突破了傳統主動精神/被動物質、意識主體/客觀世界之間的二元對立

關係，身體既是我與周遭互動的意向發源之處，也是我俱有的被給定條件，因

此身體首要地做為「不是理性的」(nonrational) 和「不是語言的」(nonlinguistic)，

而這正是後結構女性主義僅強調文化意義而沒有注意到的面向，「後結構的文化

銘刻身體是去身體化 (disembodied) 而缺少了世俗的重量和落腳，因為它已離

開了身體具體化 (incarnate) 處境的面向，就如同經驗主義和理智主義對身體的

說明一樣。」。152 換言之，Bigwood批評後結構女性主義將身體抬得太高，完

全成為文化象徵的符碼，反而失去了身體的根基意義和力量，無法推導出在具

體處境中活生生的身體投射自身與擔負指涉的在世能力。 

在身體意向的朝向周遭世界中蘊含了潛在的知識，這種知識不是屬於反思

活動，而是在互動關係中身體前反思的被吸引與做出回應，而此知覺關係並非

如經驗主義所以為的清晰性，在無誤的刺激傳導過程中明確的對象對應出明確

的知覺內容，梅洛龐蒂回到我們日常知覺經驗中，突顯知覺的模糊性，注意到

我們知覺活動中始終帶著不確定與曖昧性的特色，我們並非在全面掌握擁有對

象中進行知覺，而是在一種始終無法達到中逼近，正是因為我置身在整個知覺

場域中，由於我的身陷其中，我無法完全的掌握全部知覺所組成的場域，我所

知覺的內容必定有所遮蔽，知覺內容的背景是整體性的向我呈現，卻不會具象

的展露每個部分，那些隱沒的邊緣的，就是烘托顯像內容意義的背景底色。我

們的知覺總是部分而有限的，在隨著視域的轉換而時時重整的圖形-背景結構關

係中，不是僅僅依靠清醒的知覺活動就能達到透徹，尚且依賴對象與對象之間

交織錯綜的整體關連，因此始終有著不確定和不完全的可能性，因為這種不確

定性使得意義理解的過程是無止盡的，通過我們的身體與這些意義對象周旋，

                                                 
152 Bigwood, Carol: “Renaturalizing the Body (with the Help of Merleau-Ponty )” in  Hypatia vol.6, 
no.3, 1991.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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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出的可能性是多重的。因此，Bigwood認為要對身體設立單一且已完備好

的整體（例如二元的性別分野），顯然是很困難且充滿問題，因為我們面對的世

界其中交織的是開放且多重可能的關係，那麼在之中互動交流的身體自然也是

在曖昧性中組構而成，而這種在自然-文化交錯處境中顯現的不確定與曖昧性，

即是Bigwood用來理解「身體的自然」的重要關鍵，她指出後結構女性主義脫

離了我們身體與周遭的匿名 (anonymous)關係，「這種『非個人的』知覺存在構

成並交織成我們個人的文化和理智生命，梅洛龐蒂稱之為『自然的』身體」，153 

在知覺活動的發生中，對象與我們都共同屬於一個更大的背景脈絡中，這個情

境被給予知覺者，並且烘托牽引出對象的特性與意義，共同置身於其中，知覺

者與對象就不再是科學眼光中靜態的主動與被動的關係，而是從屬於更多未顯

題的歷史、時間、生活經驗交織纏繞出的整體性裡，在其中兩者相互遭逢與碰

撞。我們的每個知覺活動都聯繫著更大的一般性與匿名性狀態，而這即是我們

所被拋的在世處境，梅洛龐蒂以生和死的視域來說明這種經驗基底裡的匿名向

度，我們總是已出世和未死去的，我們的理解都在未曾意識到的「已出生」和

「將死亡」之上進行，這些使我能體驗的基礎向度是建立在集體的經驗之中，

我們處身在一種已然俱有卻非我的基底中，一種「共自然/天生」(connatural) 的

身體。Bigwood稱這種共自然/天生身體為未確定的不變性 (indeterminate 

constancy)，它與文化身體共同決定我們個人身體的內容，它並非先於歷史和文

化的變異，而是一種持續使我們向它們開放的優先 (Bigwood ：1991, 66)，換

言之，這是我們不可棄離的必然俱有的背景視域，但這個視域始終是還未充實

完全，不斷在構成中的，使我們擁有朝向開放性的可能基礎。 

Bigwood 將身體本然的共在意義和具體之身視為我們的自然身體，我們被

拋入一個主體際的世界中，在沈積中朝向周遭處境開放，世界同時也是具體而

肉身化的，我們是在這種自然與文化的交織網絡之中接受並且創造個人的定

位。她強調透過梅洛龐蒂對身體的闡述，有助於突破後結構主義在身體建構上

的論述盲點，我們必須瞭解自然也是共同構成身體的力量，如果完全忽視身體

的自然性，則身體將變得偶然而武斷，失去其背景的沈積力量，實際上將使得

所有的建構或流動失去最根本的依據；反之這個構成是未確定的不變性，因此

意義不應該被固定和僵化，而是在固有的沈積上個人身體擁有決定和接受的可

能性。 
                                                 
153 Bigwood, Carol: “Renaturalizing the Body (with the Help of Merleau-Ponty )” in  Hypatia vol.6, 
no.3, 1991.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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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身體做為召喚的基礎 

在後結構女性主義的論述中，同時還指出了一個觀點，傳統女性主義以性/

別做為區分，召喚的是在性/別/性傾向隸屬的女性，事實上仍固守著異性戀、

性主流中心的標準，面對同志與酷兒主義對性別疆界鬆動與多元化的挑戰，女

性主義必須思索的問題是：女性主義是否能夠有一個標榜與召喚的性別集體身

份？當女人身份的穩定性被拆除，女性主義應該如何重新將不同國族、階級、

文化差異的女人號召結盟？ 

從早期單純直接的「姊妹情誼」一直到後殖民、同志及酷兒運動的帶動，

女性主義內部也出現不同聲浪，強調多重且複雜的差異性，而引發女性集合的

爭議，質疑共同性別的基礎是否足夠支撐在差異中瞭解和結盟的可能，也批判

一味強調女人認同將抹滅這個複數集合體中內部的衝突性，因此多重差異論者

開始主張一種團體的獨我論 (group solipsism)，強調每個內部團體實際上是分

歧的，但透過溝通和有效的共同行動能夠搭建差異之間的橋樑，然而起源的差

異也引發破壞結盟的疑慮。因此將浮現一個更具體的問題：在什麼樣的論述和

方法下，我們能夠承認既個殊的特定性，同時又不拒絕更為一般性的基礎？ 

Kruks認為從《知覺現象學》裡我們能夠挖掘一個行動的核心面向-我們的

身體，而其中的理論最關鍵之處在於從主體際性的關係理解個體的處境性。

Kruks認為梅洛龐蒂對於前個人或匿名身體的說明，能夠提供我們理解人類存在

的諸多差異面向，如性別、階級、和種族等等，和我們做為身體主體共同分享

的在世基礎，以及這種差異的個殊性與一致的共同性之間的關係，這個觀點與

Shannon Sullivan相異，Sullivan認為我們在世的共同基礎是來自於各種文化運動

的建構，前給定的身體並沒有提供任何捷徑。154 儘管我們彼此之間同樣存在

著多樣的性 (sex)、性別 (gender)、種族之差異性，但這些差異都無礙於我們作

為同樣的主體寓居於世，而對這個主體意義的定位，梅洛龐蒂從現象學傳統意

識意向性轉移到身體的能動力，由「我能I can」確立身體的意向性，說明了身

體是我們朝向世界最原初的共同基礎， Kruks認為這種身體我能的意向性是我

們作為共同群種的基礎，在最大的範圍中展現人類知覺、空間與運動的共同性，

                                                 
154 Sullivan, Shannon: “Domination and Dialogune in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in  Hypatia, no.1, 1997. p.1-19. 

 74



重省女性主義對梅洛龐蒂的批判：以楊〈像女孩那樣丟球〉為例 

 

就此最大的共同性來說，超越了我們群種內部的個殊差異，不論是男性或女性，

都擁有相似的身體主體基礎。Kruks進一步說明這種共同性不只是生物學上的事

實特徵，正是這種身體的共同性基礎，架構出我們對彼此經驗理解的可能，因

此我們能夠分享與認同相似的經驗感受，「因為我們每個人都既是個殊也是一般

的，因此我當然沒辦法完全地明白另一個人的感受，但是我的掌握足夠去立刻

知道這個行動和它的內容。」。155 例如：在舞蹈、繪畫或某些戲劇的藝術活動

中，我們不是通過明確的語言或文字，而是直接透過作品自身，不論是舞者身

體或畫作自身，來體會表演和創作者欲傳達的的情緒及意義，在觀賞的過程中

我們當然會投射許多自身的生命經驗而有不同的發想，但是這種作品傳遞出的

情緒是直接可被感染或接收的，有時候它的渲染與感動力甚至是超越具象的文

字解說，能夠在不同群體對象間共享滲透，這些都說明了我們的身體具有某些

相互感召的共同性，不需要經過理性的推論或反思，我們已經能夠接收其他身

體的意義與訊息。Kruks認為這種提供相互理解的身體基礎是前個人、匿名的

體，也即是Bigwood所描述的「未確定的不變」，雖然體現的是性別化、特定化

前於個體的共同沈積與處境，在個別性展現之前，這些最大的可能性都已被給

定在我們的身體之中，做為我們共同的身體樣本，但梅洛龐蒂所描述的身體的

未確定的不變性，乃是在身體的一般特性中，容許許多變動異質的可能性，這

種未規定性正是彰顯個別性的身體風格，與特定文化脈絡中性別化的差異相關

連，就如同楊論述的陰性特定身體風格一樣，來自不同個體在其特定化的處境

中雕琢出的樣貌。 

身

                                                

Kruks 進一步討論在一般性身體與特定化身體之間的可能關係，她認為性

差異顯示了統一的我能並不能在前個人的身體中都被給出，因為生理性別的差

異已然影響了不同特質與可能性，生理男性無法懷孕、生產、哺乳，因此我們

討論前個人身體時，我們必須注意到它既具有一般性的特質同時也具有性特定

化的特質。換言之，顯然 Kruks 從性差異回到前個人身體的差異性，提出「特

定化前個人身體」的問題，例如懷孕或月經或許是許多不同生命情境的女人所

共享的身體經驗，Kruks 將這個一般性指向前個人身體，儘管我們共享著做為

人類存在所擁有的身體一般性，但實際上此前個人身體並非完全普遍或共有

的，而仍有著最基本性的殊異帶來的不同可能與經驗傳遞，這正是 Kruks 試圖

 
155 Kruks, Sonia: “Merleau-Ponty and the Problem of Difference in Feminism” in Olkowski, 
Dorothea and Weiss, Gail(ed.):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Maurice Merleau-Ponty.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ark, 2006.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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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女性情誼的基礎所在。 

她接著提出與Sullivan第二個不同的觀點，Sullivan將梅洛龐蒂的身體觀理

解為「因為身體是不具有個殊性 —如由性別、性、階級、種族、年齡、文化、

國籍、個人經驗、教養和更多等— 的匿名身體，梅洛龐蒂主體際對話經常成為

獨我主體的獨白，包括在與他人的溝通中將他們排除。」，156 Kruks不同意這種

觀點，她認為梅洛龐蒂的身體主體同時是一般性和個殊性的，並沒有取消否定

特殊性，而這正是提供多重差異女性主義尋找共同性的絕佳起點，因為不同背

景與生命情境的女人，所關注和被吸引的權利問題經常是相差甚遠，如何集結

這些異質多元的可能對象是晚近女性主義必須面對的問題，Kruks直言「和那些

與我們不同的他人、及為了他們而行動，我們需要熱情。雖然主義或道德信念

或許能激發熱情，但當我們共享彼此牽繫的情感 (affection） 時能激發更多的

熱情。」，157 梅洛龐蒂所描述的主體際身體經驗提供了在差異之中集結行動的

社會認同，Kruks稱之為「情感的傾向」（affective predispositon），她認為身體

上的共同性與感染力更迅速和強烈的讓我們分享與感受彼此，特別是在性別特

定化的身體部分，女性化的身體經驗使我們更容易體會相似的對象的遭遇和處

境，儘管在性別群體中我們不可否認存在著階級或種族等等明顯的異質性，但

Kruks認為性別化處境帶來的身體共感是一般性經驗，這個一般性的基礎將使我

們能夠試圖捕捉其他未曾遭逢的身體經驗，進而產生連結與聲援的基礎。 

「女性身體的共同性或許不能徹底破壞我們的差異，『因為事實上我們身體

裡我

                                                

並沒有提供任何捷徑』，但是它提供我們與其他女人直接、情感的、主體際

的連結，如果我們選擇這些經驗，也只有如此，或許能使我們從起源 

(provenance) 知識論的獨我論移開。因為它們提供我們一個基地，從那

們產生更豐富的”連結網絡”，Haraway稱為在政治上的團結與在知識論上共

享的對話」。158     

 
156 Sullivan, Shannon: “Domination and Dialogune in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in  Hypatia, no.1, 1997. p.1. 
157 Kruks, Sonia: “Merleau-Ponty and the Problem of Difference in Feminism” in Olkowski, 
Dorothea and Weiss, Gail(ed.):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Maurice Merleau-Ponty.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ark, 2006. p42. 
158 Kruks, Sonia: “Merleau-Ponty and the Problem of Difference in Feminism” in Olkowski, 
Dorothea and Weiss, Gail(ed.):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Maurice Merleau-Ponty.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ark, 2006. p44. 

 76



重省女性主義對梅洛龐蒂的批判：以楊〈像女孩那樣丟球〉為例 

 

 77

                                                

 Meema Spadola在她的著作《胸部》159 中仔細的從不同角度描繪生理

女性所共有的乳房，這個女性身體最公開的私密部位，儘管在不同的文化與

社群脈絡中，或許會給予不同的詮釋，不同的偏好與認同的女性對此有著不

同觀感，但是幾乎所有的生理女性皆共享著這個本然的身體經驗，經歷著在

青春期時快速變化的生理特徵，同時也不得不面臨公眾世界對乳房的注視與

建構，選擇要不要穿胸罩或如何穿、穿什麼，不論我們喜歡或不喜歡我們的

胸部，胸部都在我們的各個選擇中轉化成女性自我的構成元素。她也提到在

女性意識中不僅只有男性的品頭論足，亦深深受到同性之間相互評價的影

響，在女性社群的成長經驗中，經常共享著各種關於胸部的心得與知識，而

這些討論往往是女性情誼的正面力量，因為這些經驗帶來最直接的身體感

覺，同時是許多女性相互分享彼此協助的私密語言 ，「它們的存在是既定的

事實，但它們並不代表我整個人。」160 ，儘管不同的女性可能投入不同的

理解和詮釋，但這些不變性是女性不可拋的事實性基礎，在這些被給定與遭

遇中成就個別女性的自我理解，而其中共享的是擁有一對乳房所介入的某些

生命處境，與在其中所展開的女性身體經驗。                                          

 
159 Spadola, Meema: Breasts: Our Most Public Private Parts. Wildcat Canyon Press, 1998. 《胸

部》。林瑞霖、劉娟君譯。台北：輕舟出版社，2000。 
160 同上，《胸部》 p.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