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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言論分級的辦法，特別是與性有關的言論分級，往往持著「保護未成

年人」的立場落實於政策中。將這種對未成年人的言論限制手段，透過個

人道德的論述，建構成一個對於未成年人之人格及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

然而在這個巧妙的論述之下，卻掩蓋不住底下騷動不已的權力角逐。

回顧二十世紀八○年代的反色情女性主義論述，麥金儂直接指出「色

情」的問題從來就不只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關於政治、關於權力、關於

社會結構的問題。事實是，種種對於未成年人可以接觸的資訊、言論施加

之限制，也從來都不只是道德問題，而是（如女性主義者尖銳而正確的見

解指出的）一個關於政治、權力、結構的問題。言論不只是意見，言論是

具有能動性（agency）的。麥金儂表示言論對於社會現實的建構有著莫大

的影響力，藍騰更使用奧斯汀的行動（performativity）理論來說明言論的

能力。而巴特勒儘管在結論上反對反色情女性主義推動言論管制，卻也是

基於肯定言論的行動力，對於言論管制往往剝奪傷害性言論的受害者在言

說場域裡能夠自我賦權的機會，更透過公權力對此類言論與歧視結構的肯

認，而有強化這個受害者結構的危機。

我將從巴特勒對言論管制手段的批判，以及對於如何透過言說關係的

再利用，來試圖顛覆既有的權力關係。現有的所謂「保護」未成年人之言

論限制政策，其實一方面是鞏固成年人對未成年人之權力關係，另一方面

也是將未成年人的教育視為成年人彼此爭奪權力的場域。我將論證言論的

管制策略不僅無法達到「保護」的效果，更是對未成年人之主體性建立的

直接傷害：如果言論有建構社會結構，以及建構主體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

之能力，剝奪這項能力，就是在剝奪未成年人透過性言論與現實世界進行

交互辯證的能力，並剝奪其建立以及發展自我主體性之重要工具。

關鍵字：兒童權利、色情、分級、宰制、言論自由、女性主義、麥金儂、

奧斯汀、藍騰、巴特勒、言說行為、性解放、自由主義、父權、

皮繩愉虐邦、反對假分級制度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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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在民國 93 年，也就是西元 2004 年，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根據《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出版品、電腦軟體、電腦網路應予

分級」而制定了《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以及《電腦網路內容分

級處理辦法》兩規定。同年，也是晶晶書庫負責人賴正哲因為店內販售自

香港進口的男性裸體雜誌，而被檢方依《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

禁止散佈猥褻物品之規定起訴，此事件經上訴到台灣高等法院被宣判全案

駁回定讞並不得上訴，最後致使賴正哲聲請大法官會議釋憲而出現民國 95

年的釋字第六一七號解釋。同樣在 2004 年的前後幾年之內，因為網際網

路在台灣逐漸普及，成為人際溝通之間的方便橋樑，因運而生的新型態性

邀約及性交易模式開始在台灣的網路世界間散播開來，這也引發了一波警

方針對網路援交訊息而展開的大肆搜捕及釣魚1行動，檢方往往依據同樣

以保護兒童及少年為目的的《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之

規定：「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

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

息者」（粗體為我強調）起訴在網路上留言者。而以上種種事件也開始在

網路平台的經營者之間產生寒蟬效應，Yahoo 奇摩的交友網站開始積極審

查使用者在交友網頁上傳的個人照片，一但遇到稍微裸露（例如穿著比基

尼泳裝）的照片，便即強制刪除2；而由民間商業集團所架設的電子佈告

欄系統（BBS）的 KKCity 也開始嚴格禁止一切發生在站內的性邀約之明

示或暗示，無論有無涉及性交易。

1 「釣魚」指的是警方的一種辦案技巧，警方假扮為援交者或徵求援交者在網路上散佈訊息，待有人

回應相約後，設法引誘前來的人犯下罪行（例如答應交易或者進行議價等），再以之做為證據加以

逮捕起訴。

2 當時這個動作引起眾多使用者的反彈與抗議，因此 Yahoo 奇摩官方迅速停止強制刪除使用者個人資

料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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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件的密集發生，開始在台灣的許多社群之間引起廣泛的討論，

尤其是分級辦法的實施，以及晶晶書庫被控販賣猥褻物品之事件，特別引

起了台灣性／別邊緣族群的抗議，在學界也引發關於言論自由之限制不當

的許多討論。而貫串這些事件的一個重要元素，其實就是「性言論」。從

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關於猥褻言論之禁止規定，及其相關的釋字第四○七

號、六一七號兩號大法官解釋，到兩個分級辦法，再到為防制、消弭以兒

童少年為性交易對象事件而展開的網路援交釣魚行動。「性言論」都是這

些法律及國家公權力的行動主要禁止的對象。而對性言論的禁止，一方面

針對猥褻言論的部分，根據上述兩號解釋文的說法，是為了保護一般成年

人之性道德情感，至於分級辦法和網路援交釣魚等行動，則是為了保護未

成年人的性以及道德主體之健全發展，得以免受不當資訊和透過不當資訊

所欲傳達之不當意圖的影響和侵擾。

但是「性言論」究竟有什麼傷害性可言？傷害如何透過言論造成？而

強制懲罰與限制言論的手段真的就是避免傷害的唯一或必要手段？在此次

釋字第六一七號解釋（2007）中，也產生許多核心的爭議，其中由林子儀

大法官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特別指出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規定有三點

違憲之疑慮，其一是該法條所保護的「社會風化」不具明確內容，對受規

範的人民而言則不具可預見性（p. 6），因此違反刑法需要的法律明確性

原則；並認為該法條所保護之社會風化概念，乃依「社會多數人普遍認同

之『性道德情感』或『社會性價值秩序』或『社會風化』，而禁止與多數

人不同之少數性言論」（p. 9），這有造成主流壓迫非主流意見之危險，

而「此危險正是憲法所以保障言論自由所欲防止者」（p. 9）；並且主張

在價值多元開放的現在，透過刑法規來提高道德或倫理水準也不符合比例

原則（p. 10），因此與多數意見採相左之結論，認為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

對於猥褻言論之限制當屬違憲。其中的批評主要是針對法律之適用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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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性言論之傷害或保護究竟可能有何目的仍未有明確的說法。

但是許玉秀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卻相當深入地探討憲法對於言論自

由之保障，尤其在此爭議中關於性言論自由之保障，所關心的法益，應該

是人民的性主體之自由，在意見書的開頭，便開宗明義地指出：「如果要

解釋憲法為什麼應該保護性言論自由，必須說明性言論自由與性資訊流通

自由對於實現自我有用處……對於發展完整人格、實現自我所必備的自主

意識的形成與自我決定權之存在有用處。」（p. 15）另外，在整篇不同意

見書中，許玉秀所關注的問題也一直都以性主體自由之保障，以及社會中

不同族群之間的性主體自由之保障的平等做為論述的主軸，尖銳地指出多

數意見在辯護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為保護社會主流的性道德價值時，「既

然區分出主流性價值與非主流性價值，就沒有平等的性價值秩序可言。」

（p. 18）如此看來，許玉秀大法官的意見可以說是主張憲法之保障，必須

確保受保障之人民無論其自我的性／別認同為何，只要在不侵犯她人的性

主體之自由的前提下，與其性喜好與認同相關的性言論都應該受到平等的

保障，而不因為違反「主流」社會的風化觀而受到限制。

然而，如果以性主體之自由做為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乃至性言論自

由之主要目的，也就是說，為保障成年人的性主體之自由，則必須保障成

年之性主體得以自由取得及散佈與其性喜好或認同相關之性言論或資訊。

然而，回顧分級辦法之制定，分級辦法之母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一

條就指出該法目的乃「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

進其福利」。同樣是為了保護個體的性主體自由，但是保護的手段卻明顯

成為對比：為保障成年人之性主體自由，根據許玉秀大法官的說法，則必

須保障成年人之性言論自由；但要保障未成年人之性主體自由，卻要限制

其性言論之自由。既然保障的法益（性主體之自由）是相同的，何以手段

卻會相反？這是否意味著成年人與未成年人的性主體之內涵不同？而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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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與未成年人之間的言論或資訊自由之保障與限制差異，同時也標示出

成年人與未成年人在言論權力上的差異，這個被法律所標示出來的權力差

異，又是從何而來的？

本文所關注的重點，即在性言論的意義，以及性言論或資訊的流通，

在社會上有何影響力。進而討論所謂保障「未成年人之性主體自由」竟必

須透過限制未成年人之性資訊與言論之自由來達成，其原因何在。最後討

論此一手段之真正效果，是否真能保護未成年人之主體自由，或者其實會

適得其反？

為處理上述問題，本文將分成三個部分，在第一個部分將要處理猥褻

法所限制的性言論／資訊──色情言論／資訊──的問題，固然各國的猥

褻法律都對此類性言論及資訊對社會或人民的傷害有所論述，然而以麥金

儂（Catherine MacKinnon）及德沃金（Andrea Dworkin）等人為主的反色

情女性主義，不但對既有的猥褻法律及相關規定有所不滿，強調此類法律

規定忽視社會結構下不同族群（在此，特別指男性與女性兩個族群）間權

力的差異進而導致族群間的結構性宰制問題。麥金儂更針對保護性道德情

感（或主流社會風化）為目的之猥褻立法，主張此類立法實有與結構性宰

制合作之問題，並因此推動以保護女性並為女性賦權（empowerment）為

主要訴求的反色情民權法案。在本文的第二章，我將針對此一反色情民權

法案之立法運動的論述進行探討，而探討的重點將放在反色情女性主義，

如何論述色情言論對宰制結構的影響。

然而反色情女性主義的結構論述畢竟對女性受暴之經驗與現實過份關

注，並將重點置於色情言論與性犯罪或性暴力之間的因果連結。但是經驗

研究所做的統計相關性卻在不同的研究中呈現出不同的數據，而時常遭到

做為證據之有效性的質疑。為了擺脫女性主義論述在經驗證據上的依賴，

以及理論論述上的不足，將於第三章討論同樣是反色情女性主義立場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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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藍騰（Rae Langton），以奧斯汀（J. L. Austin）的言說行為（speech

acts）理論，解釋色情做為一種言論，如何能夠產生能動性（agency），

而使言論之使用者（也就是言說者），竟得以透過言說對特定族群進行宰

制。同時，除了指出言說者可以透過言說對特定族群進行宰制以外，藍騰

更強調在宰制的結構當中，不平等的權力分配，將使某些人（特別是在社

會結構中佔據權力核心位置的人）的言論可能噤聲她人的言論，使她人的

言論在溝通的互動領域裡，被系統性地曲解成其它非言說者意圖表達的意

義，甚至讓結構中受宰制的主體，無法透過言論執行重要的言說行為（例

如拒絕進一步性互動的言說行為，或者抗議自己受到的惡意對待之言說行

為），而這不僅是對部分主體的言論自由之侵害，更是對主體性的直接侵

害。因此主張必須透過對某部分人的言論自由之限制，才得以保障另一部

分人的言論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反色情女性主義之論證相當重視的是言論對現實

之建構能力。由於在一般的理解之下，言論僅是對現實的反映，但藉由奧

斯汀的言說行為理論，藍騰更企圖說明麥金儂為何主張言論在反映現實的

同時，竟能更進一步影響與建構現實。因此，第二部分開始，也就是本文

的第四章，將針對這一點，主要以巴特勒（Judith Butler）對反色情女性主

義所訴求之言論限制手段，來賦權在既有結構中受宰制之弱勢族群，恐怕

不但無法達成賦權之目的，甚至會鞏固既有的傷害結構與傷害性的言說行

為之間的互助關係，同時也將剝奪受害者在結構中積極行使主體性以翻轉

結構宰制的可能性。如此結果，不但不形成保護的效果，對結構中被宰制

的受害者而言，將會是更嚴重的剝奪而非賦權。

最後，本文的最後兩章，也是本文的第三部分，將以上述的討論為前

提，論證現行制度聲稱對未成年人的性言論與資訊自由之限制，是保護未

成年人之性主體自由之發展的健全與完整性，事實上是卻只能有巴特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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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主體性的傷害。並且，此一傷害甚或可能是在既有的權力結構之下，

鞏固成年人對未成年人的成長方向得以掌握的權力：一方面透過未成年人

必須受到與不良資訊或不當言論影響隔離之保護的論述，強調成年人得以

對未成年人所行之言論限制權力；另一方面，透過對未成年人之資訊交流

的限制，來鞏固在社會中的主流價值觀的穩固地位，其實也就是為了保護

在釋字第四○七號與釋字第六一七號兩號解釋理由書中所聲稱企圖加以保

護的「主流社會風化」。本文將企圖證明，在以對未成年人的保護為名義

之下，所實行之言論與資訊的限制政策，實際上卻是為了保障未來將加入

成年社會的人口中傾向於認同主流社會風化的優勢，藉此維持現有之社會

結構所做的權力分配。並且為達此一目的，將未成年人塑造成過度無知與

無能的形象，行使過當的隔離保護政策，而非提供未成年人充份且開放的

資訊環境和知識養成的管道，反而限制了未成年人之性主體乃至完整主體

發展的多元可能性。未成年人確實需要受到保護，但保護應非以隔離為手

段，而是在尊重多元價值的前提之下，提供未成年人可以思考與反省所面

對之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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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色情與女性主義

早在女性主義出現以前，幾乎世界各地都有處理色情的國家規定，這

些規定多半都把色情視為猥褻不雅的言論，會傷風敗俗，敗壞意志力不夠

堅定者的道德、使之墮落。種種評論都將色情言論視為一種於「道德」上

有不好影響的事物。而將色情和敗德（道德的敗壞）連結起來的，正是色

情裡面的「性」。就我國大法官會議兩次針對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關於

猥褻出版品散佈的有罪規定）所做的憲法解釋來看：在較早期的釋字第四

○七號（1996）裡面指出，所謂「猥褻出版品，乃指一切在客觀上，足以

刺激或滿足性慾，並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

有礙於社會風化之出版品而言。」（p. 15）在此，「侵害」性的「道德情

感」被視為色情的必要條件。而在近幾年的釋字第六一七號（2007）則表

示：「為維持男女生活中之性道德感情與社會風化，立法機關如制定法律

加以規範，則釋憲者就立法者關於社會多數共通價值所為之判斷，原則上

應予尊重。」（p. 1）顯然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之規定所企圖範限的，是

那些會影響男女生活中之性「道德感情」之維持的出版品。在在都顯示出

國家在對色情言論進行規範時，對道德的在意。

不過部分女性主義立場對這種立法理由或態度並不滿意，知名的反色

情女性主義法律學者麥金儂（1987）就曾撰文批評猥褻法將色情問題視為

道德問題的態度。在〈非道德問題〉（”Not a Moral Issue”）一文中，她認

為「猥褻立法關心的是道德，特別是男性觀點的道德……而女性主義對色

情的批判，則是政治的，特別是女性主義觀點的政治。」（p. 147）至於

以道德角度關切色情問題和以政治角度關切色情問題間的差異，便在「道

德關切的是對與錯，而政治關切的則是權力差距。」（p. 147，粗體為我

強調）所謂權力差距，指的自然是在父權結構之下，根據性別而產生的權

7



力分配不均的現象，其實也就是性別的不平等。據此，「色情不是道德問

題而是政治問題」的女性主義宣稱，就明白地指出女性主義者對於既有法

律的色情論述之不滿在哪裡。女性主義的關懷是性別導致權力的分配差異

──性別歧視3，而在女性主義的批判中，這正是猥褻法及美國聯邦憲法

第一修正案所未考慮或甚至忽視的問題。也就是說，反色情女性主義者對

既有猥褻法案的不滿，不只是因為猥褻法案所關切的問題不同於女性主義

者，女性主義者甚至主張猥褻法案與色情言論，至少在落實男性宰制的性

別歧視結構這件事上，是處於合作的關係。

猥褻法關切的是色情言論對於公共道德的冒犯，例如公然陳列對性有

生動描繪的圖片、影像、甚至是文字。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米勒訴加州

（Miller v. California, 1973）一案之判決內容為例，猥褻指的是：「就該作

品之整體而言，以當時的社會標準，會否使一般人感到純為淫慾之訴求，

並以冒犯之方式描繪性行為，而毫無嚴肅之文學、藝術、政治、或科學價

值。」（413 U.S. 15, p. 24）這個說法和前文提到的釋字第四○七號，和釋

字第六一七號解釋的說法，幾乎是巧合般的雷同。由於猥褻法律關心的是

「（色情／猥褻）言論」對社會一般人的冒犯，因此當言論內容並未冒犯

到社會一般人的感覺時，在這個言論的生產與流通中對女人所造成的傷害

便被視而不見，而這正保護了整個社會對女性的性剝削和性歧視。一切在

言論中發生的性活動，無論其生產過程中有多少暴力、脅迫、虐待，只因

為它們不存在於言論的內容之中，因此這些女性實在的經驗在法庭上便也

沒有存在的空間。在《不過是言論》（Only Words）一書的開頭，麥金儂

3 值得注意的是，麥金儂似乎認為自己對色情批判的觀點，是一種（全稱的）女性主義式的觀點，雖

然事實上存在其她女性主義者對於色情的態度並不相同，例如嘉樂普（Jane Gallop）便曾描述過女

性主義反色情的運動達到高峰時，「其高調行事之作風竟使世俗以為反色情是唯一的女性主義立場

……在一場 1982 年的性別研討會上……即使所有的與會者即其發表之論文都無疑是以學術及女性主

義為目的……『婦女反色情組織』的抗議卻顯未將任何與會者視為學者或女性主義者。」（Gallop,

1997, p. 73-75）可見得當時確有一種女性主義只能是反色情的看法。不過就「至少現有的色情材料

多是性別歧視的」這個見解，確實對當時的女性主義者而言算是普遍的看法。所以此處接近全稱的

主張，倒也不能說不公允。但是這裡反色情女性主義對其它女性主義立場的噤聲現象，對照麥金儂

等人不斷對色情言論（尤其是男性宰制的）噤聲女人的抗議，卻也呈現出一種值得反省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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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要求讀者想像一種（根據麥金儂的說法）普遍的女性處境，在這個處境

中，女人年幼時被家中的男人性剝削，成年出嫁後被先生性虐待，在外被

醫生威脅與性侵犯，但是這些受迫害的經驗在社會中並不存在。即使這些

過程被紀錄下來，無論是訴諸文字書寫，或者在科技發展後透過紀實的如

攝影機或錄音器材紀錄下來，這些「證據」並沒有證明這些傷害經驗確實

存在，反而是證明了女人的自願和慾望：「任何女人若企圖訴說自己的故

事，她便被告知這一切從未發生，被告知這一切純出於想像，被告知她其

實慾望這些經驗。照片就是證據，看看那微笑。」（MacKinnon, 1993, p.

5）事實上這些文字／圖片／影像都不是證據，這些都是色情。4這就是反

色情女性主義者控訴色情的一個主要命題：「色情噤聲女人的言論」。色

情替女人說話，女人說的話可以被色情說的話否定／否證／否認。

其實「色情噤聲女人」在麥金儂的反色情論述中並不是特別主要的命

題，但卻成為麥金儂之後的反色情論述中相當關鍵的命題。事實上，麥金

儂的論述更常提及的是「色情宰制女人」，而色情對女人的噤聲則是色情

對女性宰制的過程中一個關鍵的效應或環節。因此若要在麥金儂的論述中

理解什麼是色情對女人的噤聲，便該從色情對女人的宰制開始談起。麥金

儂的反色情論述，可說是起始於整個（父權）社會對女性結構性的歧視，

這些歧視在具體的生活中可能包括了女人在工作領域中普遍被低估的工作

價值，女人在家庭中被男人的暴力相向，女人的意願或意見普遍被忽視或

擅自解讀……。這些是麥金儂認為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時時遭遇的「實

質的不平等」，然而這些實質的不平等在法律中並不可見：以美國聯邦憲

法第一修正案對言論自由之保障為例，言論自由之保護自然是不分性別、

種族、宗教……等個別因素影響而為人人所享有之平等的保障。但是，這

裡的平等據麥金儂所述，是一種抽象的平等，一種只在概念層次存在的平

4 這個說法呼應了麥金儂（1987）在另一處的宣稱：「給我一個女人在社會上被惡待的例子，我就能

讓你看到它在色情裡變成性。」（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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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然而在現有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中，女性普遍不被認為對公共事務有充

份處理的能力，因此即使在制度或組織上，每一個女性都與每一個男性擁

有同樣的發言權，但刻板印象的操作卻會使女性的發言並未如男性的發言

一般被平等對待。於是在一個實質不平等的社會中落實的平等制度，其實

一點也不平等。

第一節　不平等的平等

所謂平等，不能只是在概念上平等地保障每一個個體，但卻不考慮該

個體在社會中的權力位置。麥金儂引述法官史都華（Potter Stuart）在雅可

貝里斯訴俄亥俄州（Jacobellis v. Ohio, 1964）一案中對猥褻定義之評論：

「我看到就能判斷。」（378 U.S. 184, p. 197）多數自由主義學者對這個

定義的意見是，這種取之於一人之主觀意見的法律定義將使任何東西都可

以是猥褻，毫無明確之指涉。然而麥金儂對此卻恰持相反意見，她認為這

個對猥褻定義之描述其實相當「準確」，史都華法官的意見相當精準而確

實地反映了這個社會「現實」的建構方式。在社會中擁有權力（或權威）

的人，其意見就是現實。醫生的意見決定了病人真正的身體狀況；而法官

的意見則決定了被告（或原告）在事件中的位置；在此，猥褻的標準正取

決於男性的觀點（特別是法官史都華的觀點）。權力意味著意見的可信度

（credibility），因此當女性確實處在社會位置中沒有權力一側時，僅在概

念層次上保障每一個個體的發言自由並沒有落實真正的平等保障。建立在

不平等的現實之上的平等根本不是平等（1987, pp. 148,  164）。

所以，在現行法律中所預設的平等觀，也就是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的

自由主義式平等觀，剝除了現實中每個實際個體的社會位置、權力位置之

後，事實上卻無法真正保障個體間的平等。麥金儂對猥褻法的批評，其實

就是建立在她對自由主義預設之批評，在其批評中，自由主義至少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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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有問題的預設：個人主義的預設、自然主義的預設、自願主義的預設

（voluntarism）、觀念論的預設、以及道德主義的預設（1987, p. 137）。

其實在麥金儂的論述裡，這些預設各自都有特定的意義，有些或許與名詞

的字面意義有些差異，以下將一一分析與解釋。

首先是個人主義的預設。在個人主義的預設之下，社會的組成分子是

個別存在的個體，個體獨立於其她個體而存在，並與其她個體產生互動。

每一個個體被視為是自我完足的。所謂自我完足，意味著一個人可以全權

決定自己的生活與行為，縱使在其行為決策的過程中必須面對許多自己無

法完全掌握者，例如另一個個體，或者難以變更的環境，但個體對這些因

素的考慮仍可以是獨立的。因此，在此預設之下，一個人因為其身分（無

論是性別、種族、階級、性傾向或其它）或所屬的族群而不可避免地必須

處在某個固定的社會位置，而這些社會或權力位置產生的系統性的差別待

遇，在剝除了這些位置的考量之後便不可見，而成為僅僅是某個個體的特

殊處境，於是無法直視社會中族群差異的核心問題。

至於自然主義的預設，指的則是關於上段所述之社會位置或族群的差

異，被視為是自然界中本來如此的差異。例如在畜奴時期，許多人便確實

認為非洲黑人就其自然之生物本質而言，相較於白人而言本就是低下之種

族。或如英國一位女哲學家沃絲東克拉芙（Mary Wollstonecraft, 1792）曾

著的《辯護女人權利》（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一書，主張

女性相對於男性的平等受教權。面對這個平權立場，英國當時一位知名學

者泰勒（Thomas Taylor, 1795），便以匿名方式出版《辯護畜牲之權利》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Brutes）一書做為對沃絲東克拉芙的諷刺。

這個諷刺的運作，是以滑坡論證（slippery slope）5來指出若要支持女性之

平等，似乎不可避免地也必須因為相同理由而支持畜牲之平等此一荒謬結

5 滑坡論證一般指涉的是推論上的非形式謬誤，通常論者會主張如果做出了第一步的改變，則會觸動

連帶效應致使其後更嚴重的變化發生，並且一發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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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然而這個滑坡論證的使用，卻明白顯示了社會權力分配在性別間的差

異，確實曾被視為是某種自然本質的差異，而此差異正是從性別做為一種

自然本質之差異合理推論出來的。據此，這裡所謂的自然主義，幾乎是同

義於生物決定論。而此預設除了在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中時常可見之外，

以「異性相吸」為異性戀做為自然界之（正）常態的異性戀霸權論述也是

此種藉由自然主義預設而遂行的差別待遇（歧視）。

從上述兩個預設可以繼續深究的問題還包括了自願主義之預設。在個

人主義的預設之下，每一個個體都被視為是自我完足的個體，也就是，個

體的選擇總是自我決定的，即使在種種不可控制之因素限制之下而無法為

所欲為，但對限制的考慮仍是獨立而無需受其她個體的左右。而當這種觀

點和自然主義的預設（生物決定論）結合之後，社會中結構性的差別待遇

（歧視）便總是被視為一個人的自我選擇的結果。例如，當一個女性在職

場中總是被賦與較不重要的工作，那純粹是個人選擇的結果，在每個個體

都依自主的意願平等地競爭同一個職位時，某個女性的落選就純粹是個人

能力的不足，而個人能力的不足當然也是個人自主選擇的結果，因為別人

選擇加強自己的工作能力時，這個女人可能選擇在學習家事或儀態上。而

使社會中實質存在的歧視與差別待遇被化約成一切都是個人的選擇問題，

進而取消了真正發生的結構性問題。

最後，觀念論的預設，與道德主義的預設，或許可以合併一起談。所

謂道德主義之預設，並不是字面上似乎表達的泛道德化的立場（把一切問

題視為道德問題）。麥金儂所謂的道德主義之預設，其實是道德中立主義

或道德相對主義的意義。道德是個人自由選擇的價值系統，沒有誰的價值

系統絕對優於另一人的價值系統。因此，任何人都可以選擇相信一套與她

人衝突的道德信念，而無須受到左右或限制。同時，這也衍伸出自由主義

對言論自由之保障的觀念論基礎：一切言論所表達的都只是觀念，而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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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應該有觀念的自由，因此任何言論都應該受到平等的保障。麥金儂的

反色情立場對這最後兩項預設的攻擊最為強烈。她主張言論從來就不只是

表達觀念，觀念也從來就不只是個人的價值選擇。前文已述，她強調社會

現實之建構，是根據社會中的權力位置之分配，擁有權威的醫生、法官、

科學家、學者，往往可以依其意志（觀念）建構社會現實的樣貌，什麼是

疾病／健康的區分？如何判斷正常／瘋狂的界線？誰的處境才是受害？而

誰的處境又只是在平等的保障下的個人選擇之結果？這些都是處在權力位

置上的人透過「言論」來建構出的現實。將這些社會結構都化約成個人的

處境、個人的選擇、個人的價值觀，事實上就是在穩定這個實質上並不平

等的社會結構，而排除訴求改革結構之需要。

第二節　不只是言論

色情不只是言論而已，色情更是父權對女性的宰制和暴力，在知名的

色情電影《深喉嚨》（Deep Throat, 1972）6造成轟動之後，該色情影片的

女主角琳達（Linda Marchiano）曾在明尼安波利斯市（Minneapolis）為反

色情立法而舉行的公聽會上做證表示，在其參與攝影的過程其實充斥了暴

力與脅迫，而演出過程更自頭至尾都有槍抵著她。之後也有婦女去信至明

尼安波利斯市議會，描述這部色情影片對她，以及她身邊女性朋友的家庭

生活造成的影響，麥金儂（1987）的引用如下：「琳達在片中的演出是如

此逼真地讓人相信她是真的樂在其中，而使我和友人的丈夫竟認為自己被

我們這些中上階級女人給騙慘了。『我毫不滿足！』『妳們不懂如何當個

女人！』……」（p. 286）色情不只是言論，色情更建立起了「何為女人」

的現實。色情材料透過男性觀點的創作，建構出男性宰制的性關係的「觀

念」，再透過男性觀點的實踐來「落實」如此的性關係，並從這種性關係

6 此片描述女主角琳達困擾於無法性高潮的問題，之後求助於醫生而發現是因為她的陰蒂長在喉嚨，

於是琳達便在該診間成為性治療師，直到遇見她最後嫁為妻子的男人做為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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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實當中回過頭繼續促成更多色情材料的生產。這種循環的關係在麥金

儂的論述中固然沒有具體地被提出來，但從她提供的各種「色情傷害」的

資料來看，這應該可以算是對麥金儂控訴色情之論述的合理詮釋。

麥金儂提供我們許多公聽會上見證的性犯罪，其中許多都和色情材料

有明顯的關聯。其中一位年輕的女士表示在她十三歲參與女童軍露營時，

行經營地外的森林裡巧遇三個獵鹿人正看著雜誌並互相玩笑，其中一位獵

人在她轉身離開時說道：「這裡有個活生生的對象。」接著她便在獵槍的

威脅下被這群人輪暴（MacKinnon & A. Dworkin, 1997, p. 101）。另一位

美國原住民女士則在公聽會上表示曾有人在輪暴她時對她叫囂著和某色情

遊戲相關的話語：「這比『卡斯特的最後戰役』（Custer's Last Stand）7還

好玩……妳想玩玩卡斯特的最後戰役嗎？……妳喜歡一點疼痛吧番女8？」

（MacKinnon & A. Dworkin, 1997, p.  147）麥金儂（1987）另外也提供了

一個悲慘的案例，在這個案例裡，「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在騎自行車時被一

個男人持刀攔下並強押上車，她的手被皮帶反綁……衣物被刀割開，並被

指頭和刀插入陰部……乳房穿刺……口交和肛交……以香菸燙胸部和陰部

……被排便在臉上並被迫吞嚥部分排泄物……。」（pp. 184-5）而檢警在

這名行凶者的身上發現多本色情書，其內容與他行凶的手段相去無幾。9

不過在面對這些麥金儂用來聯結色情與性暴力／犯罪之的案例時，許

多研究者仍強調，這些性暴力犯罪者和其他男人相比之下，無論是在接觸

色情的頻率、程度上，或是對色情材料的反應，都沒有顯著的差異足以證

明色情確實在那些被宣告確定的性暴力犯罪中扮演著促成犯罪事件發生的

7 遊戲的正式名稱應該是「卡斯特的復仇」（Custer's Revenge），不過常被誤稱為是「卡斯特的最後

戰役」，在此因為原文用的是後面這個名字，所以沒有使用遊戲的正式名稱。這是設計在 Atari 2600

平台上的電子遊戲，使用者在遊戲中操縱扮演一個裸體的十九世紀美國騎兵試圖強暴被綁在柱上的

裸體美國原住民女人，並小心避免被其他原住民射出的箭矢擊中。

8 原文用的是”squaw”，指的是美國原住民女人。

9 在〈法蘭西斯的姊妹〉（”Francis Biddle's Siste r,” 1984）一文的註 107 中有更多麥金儂舉證為色情與

男性施與女性的性暴力及犯罪之間的因果關聯性之案例。（MacKinnon, 1987, p. 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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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麥金儂對是類研究結論之評論是，由於研究者著重的是那些被宣告

有罪的性暴力犯罪者及其他男人之間的差異，因此忽略了事實上被回報的

性暴力犯罪根本不足以顯示出其它未被回報的犯罪黑數，因此，這些同樣

程度地消費、接觸色情材料的男人之間的差異「與其說是性暴力犯罪的可

能性，其實更應該是犯罪被逮捕的可能性」（MacKinnon, 1987, p. 290）

。此分析適足以顯示麥金儂對色情和施加於女性之暴力性犯罪之間的強烈

關聯性主張。一份心理學者萬可夫（Floyd Winecoff）所寫關於色情對男

人之影響的聲明，也在同一個反色情立法的公聽會上被宣讀。該聲明中表

示，色情不能產生解放，只會造成約束。色情提供並制約男人對性行為與

性模式的渴望，而這些渴望卻不見得同時也是女人的渴望。因此，當現實

中的女人不想要這些性，並主張自己的意思時，男人便會因為自己無法控

制全局，而感到自己的男性氣概受到挑戰，「當男人感到自己的『男性氣

概』受到挑戰時，暴力就會發生。」（MacKinnon & A. Dworkin, 1997, p.

181）

到此為止，現有的資料應該已經可以將麥金儂的反色情立場做出較有

系統性的闡釋。這個社會處在一個對性別實質上不平等的結構中，在此性

別差異的社會結構之下，男性佔據了權力的核心位置，在自由主義精神的

統治之下，固然國家追求社會中每一個「個體」的平等與自由，但是當社

會普遍對女性之價值不與重視的條件下，女人的生活選擇便受到不當的限

制，例如，家庭生活仍被視為是女性的天職，而即使要進入公共的工作領

域，女性也時常被分配到清潔、服務、照護性質的工作，當這些由社會結

構強加於女性（這個性別）上的選擇限制，一方面被視為是女人天生值得

的對待（自然主義／生物決定論之預設），另一方面又被視為是個人與個

人之間自主競爭之結果（個人主義與自願主義之預設），女性在結構上受

到的歧視與壓迫便形同不可見。而色情做為男性觀點的性幻想，事實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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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社會上唯一能夠建構出「性的事實」的言論，因為社會的運作是依據

男性宰制的法則在運作的，致使關於「性是什麼」的問題，即使在女人也

是參與性行為的一方之前提下，她們仍沒有置喙的餘地。於是，男人透過

色情，規制了可慾的性就是男性宰制的性，並通過其（家庭地位／生理力

量／經濟資源……等）權力來實踐這些由色情所描繪的可慾的性，再透過

這些實踐回過頭確認並強化色情對性的規制。而女人在這個循環的過程中

則成為必然的受害者。

第三節　反色情立法

為了抵抗色情的宰制和暴力，麥金儂和當時相當知名的基進反色情女

性主義者德沃金，努力推動反色情民權法案的建立，並在明尼安波利斯市

與印第安那波利斯市（Indianapolis）先後起草民權法案10，期望使女人在

遭遇色情的傷害時，可以有法律的資源來控告色情業者以索求賠償，並藉

此在政治上為女人賦權。而既然麥金儂企圖處理的「色情問題」事實上不

同於既有法律處理的「猥褻問題」，我們確有必要一探麥金儂對「色情」

此種文類的定義：

無論訴諸於圖像或文字，色情都是對女人生動且清楚明確的性宰制，

其內容包括：(i)女人被非人化地呈現為性對象、物、或商品；或(ii)女

人被呈現為享受痛苦與羞辱之性對象；或(iii)呈現女人為在被強暴的

過程中獲得快感歡愉之性對象；或 (iv)將女人呈現為被綑綁、切割、

肢解、毆傷、或被其它物理性方式傷害之性對象；或(v)將女人刻畫為

屈從、為奴、或受展示品；或(vi)展示女人之身體部位──包含但不

限於陰部、胸部、臀部──並藉此將女人化約成這些身體部位；或

10 根據英文維基百科（Wikipedia）的反色情民權法案條目（”Antipornography Civil Rights Ord inance,”

2010），此法案在明尼安那波利斯市兩次被議會表決通過，但最後都遭到市長否決；而在印第安那

波利斯市則以修改後的版本在議會中通過，最終並獲得市長同意簽署執行，但旋即又因為違憲而被

美國第七巡迴上訴法院宣告無效。（History section, par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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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將女人呈現為天生的妓女；或(viii)呈現女人受物體或動物插入之

情節；或(ix)將女人置放於人格受貶抑、受傷、受虐、污穢、次等、

流血、瘀傷、或傷害的情節中，並將這些情節呈現為性的情節。上述

情境中之女人若換成男人、孩童、跨性別，亦屬色情之列。（1987,

p. 262）

這個法案有幾個特色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是，此法案對色情的判斷更

為明確具體，當然其中仍有許多描述可能仍屬含混不明，例如究竟怎樣呈

現女性身體部位算是將女性價值化約成該部位就會有不少爭議，但與猥褻

之定義完全依賴內容更隱晦不明的「一般人」之「性道德價值觀」，在法

律上的判斷顯得更為有根據；其二，麥金儂所起草的法案是民權法案，訴

諸的是受害者向色情業者提起「民事訴訟」並要求賠償的權力，而非言論

前的審查制度，當然也不是言論查禁，即使仍有執法過當或導致寒蟬效應

的可能，但與猥褻法透過刑罰手段來禁絕猥褻言論相比，對言論自由之傷

害自然少很多；11其三是，此法案將焦點著重在色情造成的「實際」傷害，

即人身自由的侵犯、肉體的傷害……等，而不若猥褻言論之管制是以抽象

的社會秩序或人民感情之冒犯為保護法益。而最重要的，仍然應該是對女

性自主權利之培力。

如前文所述，麥金儂等人的反色情論述是架構在反歧視的基礎之上。

她們的反色情論述之根本，在於社會對性（特別是女性）結構性的偏見與

歧視。因此一個社會如果無法明確地察覺到這個結構的作用和壓迫，就很

難去撼動那個壓迫的根源。但是麥金儂對於結構壓迫的理論性論述似乎如

同她起草的法案對於結構存在的描述一樣付之闕如。她把大多數論述的力

氣花在指出那些真實發生的傷害事件，企圖建立起色情和這些傷害事件之

間經驗上的因果關係，卻忽略了比這個因果關係更重要的結構問題。使得

11 吊詭的是，即使如此，該民權法案仍因侵犯言論自由而受到違憲之宣告，但猥褻言論之刑法管制卻

始終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視為不受聯邦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之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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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法界或學界，都很容易將這些所謂色情「導致」的傷害，視為各別

獨立的「個案」來研究，因此才會出現將研究導向探究這個犯罪者擁有什

麼「特別」的特質使他們會犯罪，而其他男人不會的方向，進而得出「這

些犯罪者和其他非犯罪者對色情材料的接觸程度與反應都沒有顯著差異，

故色情不似導致犯罪之主因」的結論。如果不能解釋既有的社會結構如何

惡待女性，而色情做為一種言論又如何能有力量鞏固這個既存的結構不被

撼動，那麼麥金儂的反色情論述自然難以獲得認同。

為此，開始出現許多理論上的論述，來補足麥金儂的反色情論述在理

論關係上的不足，其中或以女性主義哲學家藍騰（Rae Langton）的詮釋最

具理論上的代表性，其論點將在下一章中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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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言說與宰制

麥金儂的命題：「色情宰制女人」或「色情噤聲女人」，一方面，在

理論說明不足的情況之下，這類命題時常被視為只是一種修辭的使用，而

不是在陳述她所認定的「現實」，例如，在其起草的反色情民權法案中，

色情對女人的傷害仍只被議會詮釋為色情導致犯罪者犯罪，意即，傷害乃

是個人的行為，色情至多扮演一個催化劑的角色。這顯然與麥金儂對色情

的控訴有段差距，因為麥金儂認為色情就是傷害的行為本身，色情造成傷

害，男人也造成傷害，男人透過色情傷害女人；另一方面，由於色情只是

言論，無論透過影像、圖片或文字、聲音的方式傳達，它都只是表達意思

傳遞觀念的「言論」而已。言論是概念層次的實踐，可能影響一個人的觀

念、想法、信念，卻無法直接造成傷害，能傷害的還是只有犯罪主體的行

為，也就是人的行為。為了說明色情言論如何造成傷害，藍騰透過奧斯汀

（J. L. Austin）在《如何以言說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的

言說行為理論，來解釋言論本身如何就是能夠造成傷害的傷害行為。

第一節　如何以言說行事

奧斯汀觀察到當時無論是哲學界或是語言學界，對於言論或語句的理

解都侷限在陳述事實或事態，或者與陳述相關的使用，例如形上學或倫理

學的判斷命題。然而這樣的理解卻讓我們忽略了語言使用中一個相當普遍

的現象──言說做為行為（performative）的面向（1975, pp. 1-6）。言說

不只是為了表意，言說更是為了行為。即使僅將討論的範圍侷限在透過言

說來表意的現象上，我們也將發現自己除了在利用文字或聲音來表示意義

之外，我們還想「傳達」這個意義、或是「紀錄」這些事件，而無論是意

義的「傳達」或事件的「紀錄」，其實也都是行為。因此若要真正理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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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各種現象，僅是分析語意並不能讓我們充分理解語言的運作。於是，

在奧斯汀的分析之下，每一個具體的言說事例都必須包含下列三個面向：

一、以言表意的行為（locutionary act）

語言的表意行為，即是指透過言說來表達意義、指涉對象、或者陳述

事態。這同時也是我們對於語言使用最常見的理解或認知。透過「現在下

雨了」這樣一個語句，來表達或陳述「現在」這個時間點，發生了一件事

是「下雨了」。在以言表意的言說行為當中，最普遍的使用應該是陳述句

的使用。陳述句是用來陳述一個事件的語句，目的就是在表達或聲稱一個

事實，只是陳述句並不總是與事實有關，至少在虛構的創作中，陳述句並

不被用來表達甚至聲稱任何事實。

但是在此有兩點是必須注意的事：一、以言表意的言說行為不僅存在

於以陳述為目的的言說情境裡，無論任何言說行為幾乎都必須透過以言表

意的行為來實現；二、即使所有言說行為都必須透過以言表意的行為來實

現，卻不能將其它類型的言說行為也都化約為表意行為。以下將分別解釋

另二種言說行為。

二、以言行事的行為（illocutionary act）

至於以言行事的行為，則是特指透過言說某個語句來執行的行為。例

如，當我說「現在下雨了」，我所做的事情固然包括上段所述的「陳述行

為」，但我想做的事可能不只如此。我或許是想警告我的朋友，現在下雨

了，我們如果再不找個可以遮蔽的地方就會淋濕，所以我可能是想透過該

表達來「警告」；或者，我也可能是為了提醒我朋友，晾在陽台上的衣服

該收了，所以這時候我想做的行為便是「提醒」。這類行為當然不同於陳

述行為，第一，無論是警告或提醒，都不是在陳述任何事實或事態，也不

是用來指涉任何對象或表達任何意思。言說行為當然必須透過表達特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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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方式來執行，但目的並不是為了要表達出這些意義，而是為了要「做

到」那件事；第二，由於此處的言說是用來行事，因此說出來的語句本身

是不是一為真的陳述並不重要。假設我現在要透過言說「現在下雨了」這

個語句，來提醒我室友晾在陽台的衣服該收了，即使現在沒有下雨，而是

我誤把樓上澆花的聲音當成下雨，我的提醒仍可以是有效的；即使當我用

來提醒的語句本身是假的，也就是外面並沒有在下雨，我的室友仍可能會

急忙跑到陽台後發現沒有下雨而否決我的提醒，或是在看過窗外沒有下雨

後忽略我的「提醒」，但無論反應如何，那都必須在我的「提醒」已經生

效後才能進行，也就是說，我的「提醒」必先已被完成，然後才會有我室

友對我的「提醒」所做出的任何反應。

三、以言取效的行為（perlocutionary act）

最後一種言說行為是以言取效的行為，所謂取效，即是指透過說話來

嘗試達成某種效果。不過這樣的說法仍然容易混淆，畢竟，在談「效果」

的時候，此間往往牽涉到原因和結果之間的界線難以畫定的問題。譬如，

我開槍射一隻驢，屬於我的「行為」的現象可能包括什麼？「我槍擊了一

隻驢」？「我開了一槍」？「我觸動扳機」？還是「我動了動扣在扳機上

的手指」？……，在這一連串的因果鍊裡，從哪裡到哪裡可以算是我的

「行為」？又什麼才是我行為的「效果」？奧斯汀也同意要畫出一條明確

的界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這不妨礙我們瞭解行為和效果之間的差別確

實存在。至少，我們通常都能知道「做Ａ是『為了』做Ｂ」和「做Ａ『就

是』做Ｂ」之間的差別。因此，當我知道我室友有衣服在陽台晾著，而外

面正開始飄起雨，我對室友說「現在下雨了」，我說這句話「就是」在提

醒室友該收衣服了，同時，除了提醒之外，我仍可能是「為了」讓室友去

收衣服，或者「為了」說服室友去收衣服。此間的差異，或許可以透過對

語言的「工具性」使用與否來理解。當言說是達成目的之手段時，此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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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在執行一個以言取效的行為，而當言說做為一種手段本身，那或許就

是一個以言行事的行為。所以「提醒」是以言行事的言說行為，而提醒是

達成說服室友的手段，因此「說服」便是以言取效的言說行為。

奧斯汀為了區分第二、三種言說行為的差異所做的討論遭遇不少困難，

在第八講開始提到以言取效的言說行為，一直到第十講結束為止，奧斯汀

都在處理區分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的言說行為，但奧斯汀也承認沒有一個

明確的判準可以嚴格區分兩者的差異（1975, p. 131）。但是這不妨礙我們

確實瞭解有兩種不同的言說行為，畢竟就行為和其效果難以嚴格區分的困

難，並不是言說行為特有的困難，即使是一般意義下的行為也常常難以界

定什麼是行為本身，又什麼才是效果。殺人是行為還是效果？說了一句令

人傷心的話，傷心是行為還是效果？至少對藍騰的論述而言，這些在個例

上的邊界模糊並不會造成其論述上的困難，畢竟，只要能夠確定言說從不

「只是」言說，事實上都有其行為的效力便足矣。不過在正式進入藍騰的

論述之前，奧斯汀的言說行為理論還有一個關鍵的概念必須提出──「社

會規約」（convention）對言說行為之成立的重要性及影響。

四、社會規約

以奧斯汀自己舉的例子來看，在一艘船的命名儀式當中，必須有被認

可的人將酒瓶砸碎在船頭上，並向眾人宣布這艘新造好的船的船名，並執

行新船的入水典禮。然後命名的動作才算完成。因此，在這個儀式進行的

過程中，被認可的那個人說出了「我將這艘船命名為……」時，這句話不

是在進行陳述，不是在描述自己正在做命名這件事，這句話的「言說」本

身，就是在「做」命名這個動作。但是，唯有在其它的一切都符合社會對

於「命名一艘新船」的相關規約時，說出「我將這艘船命名為……」才會

成為一個有效的言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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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社會規約中有些是相當清楚明確的，以上述為新造船隻的命名儀

式為例，其儀式的規範通常有典可循，無論是世世代代口耳相傳的方式，

或者透過文字記載，我們可以相對清楚地知道，必須要在怎樣的場地和環

境下，由誰來主持誰來見證，儀式的過程應該先做什麼後做什麼，而關鍵

的那句「我將這艘船命名為……」又應該在什麼時機說出來才會有效。其

它例子還包括各種有宗教或文化傳統的例如結婚儀式或祭祀……等。另外

還有一種是在現行的法律規範中有明確規範的文字使用，例如契約中的文

字使用在對應的脈絡中會有怎樣的行事意義，往往都有法規可以參酌。

不過最為普遍的情況往往是沒有這些明確規範可以參考的言說行為，

這種社會規約往往只是長久以來在一定範圍內的語言使用社群中共同培養

起來的使用習慣，或者在某些文化條件之下才可能有效的言說行為。在此

種情況下，雖然沒有明確的儀式規則可以參考，也沒有法律的強制效力，

但是說出來的話或寫下來的字，往往都能成功地被拿來做事。若仍以「現

在下雨了」為例子，當我說這句話時，我知道室友的衣服還晾在陽台上，

而陽台雖有屋頂但沒有側牆或窗戶可以擋雨，所以衣服再不收仍可能被淋

濕，我知道我室友也曉得他衣服還在陽台上晾著，而且他可不喜歡自己晾

好的衣服被雨淋濕，我這時說出的這句「現在下雨了」除了是陳述我觀察

到的事實之外，我其實是在提醒室友晾著的衣服該收了。而這句話要能夠

成為一個「提醒衣服該收了」的言說行為，當然我室友的衣服必須晾在陽

台上，而且我們都知道衣服淋濕了可不好……等種種條件都必須成立。然

而這些條件的成立卻不是什麼明定的法律條文，也沒有任何明確的習俗規

範可以參照，純粹就是一些生活習慣的交織而已。

然而無論如何，言說行為的成立總是依賴既有的社會規約來賦與言論

各種意義，無論是文字的字面意義，或者言說行為的社會意義。社會規約

的存在，是任何言說行為存在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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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色情是宰制的形式

如果以奧斯汀的言說行為理論來分析色情言論造成的問題，那就提供

了我們一個可以將色情言論從觀念的層次拉回至現實層面的可能性。奧斯

汀在其語言分析中一再強調言說行為和一般意義下的行為，其實具有相當

高的類似性。兩者間的差異恐怕只在於，一種是透過言說，而另一種則可

能透過肢體動作來執行。12因此，藍騰希望能證成色情言論具有宰制女人

以及噤聲女人言論的雙重以言行事之行為效力。

如果色情言論具有宰制女人的以言行事之效力，那麼色情言論便在男

人的言論自由和女人（在政治上或社會上）的平等權利之間產生了衝突；

如果色情言論的存在更噤聲了女人言論的以言行事之言說行為，那麼色情

言論的存在則直接傷害了女人的言論自由，也就是，男人的言論自由與女

人的言論自由之間的衝突（Langton, 1993, p. 299）。如果衝突存在於男人

的言論自由（色情言論之自由）和女人訴求政治和社會之平等權利之間，

則色情言論之禁止尚不能成為必要的手段；但若色情言論之自由直接傷害

了女人的言論自由，則在法律上就有充份的理由限制色情言論之自由。

一、宰制的言說行為

在主張色情言論確實是對女性的宰制行為之前，至少必須先能恰當地

說明怎樣的行為算是對某個特定族群的宰制行為。藍騰以種族主義的政治

措施與社會現象為例，說明宰制行為的基本條件。以黑人禁止投票之立法

為例，禁止黑人投票的措施是一種宰制行為，是因為它具備了三個條件：

一、不公正地將黑人列為次等人種（基於偏見將黑人斷定為如孩童一般不

具參與政治的基本能力）；二、正當化對黑人的歧視對待（以立法手段來

確定上述判斷之正當性並落實在制度當中）三、剝奪黑人特定的權力（在

12 反過來說，其實生活中許多情況下我們也會透過肢體動作來進行一般透過語言所進行的工作。就此

意義來說，語言和行為之間的界線也是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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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中即為政治權力）（Langton, 1993, p. 303）。另外一個例子（我認為

是更恰當的類比13），則是種族隔離的社會現象，例如在餐廳的門口掛起

「僅限白人」的牌子，則被用以一、將白人以外的人種視為不配與白人出

現於同區域的種族；二、正當化種族隔離之實踐；並三、剝奪白人以外人

種自由進出許多場合之權力。由於立法和店門口的立牌都具言論的形式，

同時也是宰制的行為，因此可以合理地認為這兩種言論都是宰制黑人的以

言行事之行為。

二、決斷性與具執行力之言說行為

在進一步到談論色情言論是否如上述種族主義的隔離言論般，符合宰

制的以言行事之行為的條件之前，藍騰先引入了奧斯汀提出的兩個概念，

也就是奧斯汀在書末對以言行事之言說行為所做之總分類的其中兩項：決

斷性（verdictive）和具執行力（exercitive）的言說行為。所謂決斷性的言

說行為，指的是由在相關領域中具有仲裁者身分的人對事物進行的判斷與

評價，例如一場球賽中的裁判對投手投出的球做出「壞球」的判斷，或者

陪審團對被告宣布「有罪」的評價。這類決斷性的言說行為不一定是正確

的，也卻是具有效力的。裁判可能誤判，但是在進一步的證據出現之前，

或者在沒有任何證據可以否證裁判的判決時，即使場邊的觀眾可能有異議

而使判決有爭議，但仍只有裁判的決斷是有效的。決斷性的言說行為因為

只是評價或判斷，因此不見得對現實有真正的影響力，氣象局對天氣的預

測判斷是具決斷性的，但並不會因為氣象局如此預測，天氣就會跟隨其預

測變化，但即使天氣的變化不若氣象局的預測，仍不妨礙氣象局的判斷仍

具決斷性；但是具執行力的言說行為卻不同，具執行力的言說行為確實擁

有影響現實走向的能力，具有強烈的介入性質。如果陪審團的有罪判斷是

13 反色情女性主義對色情言論宰制女性的主張，並不是透過國家立法的正當化來論述，而是基於隱性

的社會規範對身處在社會中的人產生影響。因此此處的類比較前者因為立法的限制而產生的壓迫和

宰制，更為接近色情言論的模式，是以我認為是更恰當的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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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斷性的言說行為，那麼法官的判決就是具有執行力的言說行為。固然陪

審團判斷被告有罪，但此判斷不會影響被告事實上是否有罪，然而一旦法

官宣判被告必須服刑六個月，被告就確實必須服刑六個月（Austin, 1975,

pp. 153-7）。

藍騰指出上述兩類言說行為的一個共同特色：「言說者具備的權威性

身分使其言論有該種特殊權力。」（1993, p. 304）「裁判」在一場比賽中

具有權威性的身分，而具有此身分的人，其言論才有特殊的權力，可以決

定比賽中的什麼動作是允許或不被允許的，當裁判喊出「犯規」時也才具

有決斷的效力；至於一個觀眾義憤不已地大喊「犯規」時，卻至多只是在

表達某種意見而已。在前一個項目中談到宰制之言說行為所具備的三個條

件：一、不公正地將人列為次或劣等；二、正當化歧視性的對待；三、剝

奪特定權力，其中第一項是具決斷性的言說行為，而後二項則是具執行力

的言說行為。也就是說，某種言論若是宰制的言說行為，其言說者必處於

具有權威身分的社會位置。例如，一個合法的立法者，其權威性身分是由

國家賦與；而一個開店的白人老闆，其權威性身分固然沒有明文的法律授

與，但在特定社會和文化條件下，也確實可以具有特別的發言位置。當社

會處在普遍地種族主義之氛圍下時，身為某個種族的一份子往往就直接賦

與一個穩固的權力身分。

三、色情宰制

色情言論究竟該不該被視為具有以言行事效力的言說行為，而得以宰

制女性？根據反色情女性主義說法，確實是的，至少就麥金儂的反色情立

法中所定義的色情言論而言，似乎確實是如此。例如其定義中之第六項：

展示女人之身體部位並藉此將女人化約成這些身體部位，及第九項：將女

人呈現為人格受貶抑……等情節中，並將這些情節呈現為性的情節。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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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均在強調色情言論透過言說「性」的情節來刻化現實中的「性」情節

的樣貌，當女性形象在色情言論中總是被呈現為喜愛受虐、受害、受貶抑

的性格或興趣時，色情言論便在將女性評等為一種享受如此對待，並在如

此對待中享受性的物種（印證前一章裡表示因不喜口交而被丈夫指責不懂

如何當個女人的妻子）；除了不公正地將女人列為享受貶抑身分的物種之

外，色情言論更藉此正當化對女性的性暴力──既然女性享受虐待、享受

傷害，何樂而不為之？而在上述的言論作用之下，連帶使得女性對自己所

受之不當對待無法主張自己的真正意願，是謂剝奪女性之特定權力。

然而這畢竟是反色情女性主義的片面說法，關於色情言論的能力與效

果其實一直都大受爭議。固然同意（至少當時的）女性確實在社會中受到

了相當程度的不當對待，女性的社會地位普遍低落，女性的各種能力普遍

受到輕視，甚至對女性的性暴力也確實時有所聞（同時從未聞聽過女性對

男性的性暴力對待14），但此種種現象卻仍不足以推出背後的原因或主因

就是色情言論的存在，畢竟如果男人對那些貶低、踐踏女性身體和人格的

色情言論，特別是那些有虐待受虐情節的，「如同女人般感到嫌惡厭棄」

（R. Dworkin, 1993, p. 40），我們怎能相信色情言論具有女性主義者所聲

稱的社會效果？此處的質疑其實就是針對色情言論之權威性，如果色情言

論並不具有任何權威性的特殊地位，如果色情業者（或作者）並不具有如

何特殊的社會地位，甚至其言論時常遭到厭棄嫌惡，那麼其言論自然既無

決斷性，更遑論具任何執行力。

但藍騰（1993）主張，對於色情言論之權威性的有無之判斷，並不能

以社會普遍對此種言論之評價觀之，而應該就色情言論事實上對其讀者群

的真正影響做討論：「關鍵的問題不是色情作者及其言論是否被普遍地尊

崇……而是在其相關的論域中──性的論域；以及對那些相關的讀者（聽

14 以現在的觀點來看，這可能只是因為報案黑數使然，而報案黑數的來源恐怕也與男性氣概的刻板印

象難以脫離關係，不過在三十年前，這也可能是一個真正的社會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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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觀者）而言──那些除了想要從中獲得娛樂，更想從中發現性遊戲的

正確玩法的人、男人、男孩們，色情言論是否具有權威性。」（p. 312）

普遍的社會觀感對於色情言論恐怕不會有太多正面評價，畢竟按法界對猥

褻之定義而論，色情言論往往是那些就其整體而言對社會一般大眾具「冒

犯」性的言論，且不具任何方面（如文學、藝術、教育、醫學……等）的

正面價值，這樣的言論自然不會有好評價。但一種言論是否在社會上普遍

獲得正面評價，與此種言論會不會、能不能影響個人的觀念與價值，往往

沒有直接的關係。色情言論固然不被認為是有價值的言論，但在特定的文

化／社會脈絡中，它可能是少數能夠直接呈現「性遊戲」15的言論中之主

流論述，而使這類言論成為性遊戲這塊領域中具權威性的言論。一旦色情

言論在性遊戲領域中的權威發言位置可以被確認，要由此推出色情言論能

夠宰制也並非不合理。

第三節　色情噤聲

如果色情能夠宰制，我們能不能禁止色情言論的出現？藍騰認為這是

有疑慮的，畢竟如彌爾（John Stuart Mill）所論，即便是錯誤的言論，也

能對真理的成立有所貢獻，一個真理無論如何完備，「如果沒有被頻繁地

挑戰，沒有被完整地檢討，它終將淪為死板的教條，而無法以真理之姿存

活」（1998, p. 40）。因此即使色情言論可能宰制女性，但在更多言論的

競爭之下，其言論的真實價值終究會在言論的自由市場中被劣退。也就是

說，與其禁止，不如更積極地推廣與之相抗的言論，透過教育、透過宣傳

以使色情言論不再盤踞其在社會中的權威發言位置。然而，以反色情女性

主義的立場觀之，色情的問題不只是建構了社會中的性權力關係，它更透

15 「性遊戲」這三個字在引文中出現時，藍騰的原意恐怕是為了類比前文的網球比賽（the game of

tennis）而延續使用的概念。但是在此我卻是引伸出來指涉在性的互動中獲得快感和歡愉的意思。性

遊戲，便是真正將性視為一種遊戲在進行，以（性）快樂為目的的遊戲。於是，回到藍騰的問題，

我們則可以問，這個遊戲是以男性還是女性的快樂為目的？或者，兩者能否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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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層權力關係的運作噤聲女性的言論，「如果色情不只宰制，更噤聲女

人，以言論與之相抗就顯得更為困難」（Langton, 1993, p. 314）。因此，

色情言論是否算是噤聲女人的以言行事之言說行為，將是決定是否應該禁

止色情言論的重要問題。

一、被噤聲的言論

根據奧斯汀對言說行為的區分：以言表意、以言行事、以言取效，那

麼對任何人的言論的噤聲也可以區分成這三種層面：對以言表意的噤聲、

對以言取效的噤聲、以及對以言行事的噤聲。

所謂噤聲，就是讓一個人（或很多人）不能說話，最簡單的辦法就是

直接讓說話的人無法發出聲音、寫出文字、或以任何方式表達任何意義。

法官在法庭內敲槌宣布「肅靜」，其法定的地位將能使全場的人都不得發

言，而有人若不願服從，便會被法警帶離現場。這樣的噤聲，就是對以言

表意的言說行為進行阻擋。除了透過法定的權威身分之外，還可以用武力

恫嚇，或者利益誘惑，來達到讓人「不說話」的目的；除此之外，想像辯

方律師在法庭中滔滔不絕以其三吋不爛之舌對陪審團進行抗辯，透過其抗

辯企圖使陪審團採信他的意見，但是控方律師卻在此時提出異議要求法官

駁回其論點，法官承認了控方律師的見解而向陪審團指示忽略辯方律師方

才所做之陳述，在此情況下，辯方律師的以言表意行為並沒有被阻擋或制

止；同時，辯方律師也已經成功地進行「抗辯」的以言行事之言說行為，

但是法官要求陪審團忽略其陳述的言辭，卻能阻擋辯方律師原先企圖透過

抗辯所欲達成的言說效果，使陪審團不得採信其論點，這便是對以言取效

之言說行為的噤聲。

但藍騰所關注的色情對女人之噤聲，卻不屬於上述這兩種。藍騰認為

色情對女人的噤聲，是對以言行事之言說行為的噤聲。女人可以說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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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言說表意，也可以讓言論表達正確的意思，但不能讓表達了這個意

思的語句做她原本想要做的事情。第一節的第四點已談過，言說行為的成

立總是依賴既有的社會規約來賦與其意義，因此要判斷在某個特定情境脈

絡中被言說的語句可能是什麼言說行為，必須先瞭解該語句的言說究竟處

在怎樣的社會脈絡中，被既有的社會規約如何範定；反過來說，如果一個

人企圖援用一個不存在的社會規約來達成某種言說行為，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在以言行事的層次上將人噤聲，使人說得出話但做不了事，其中

一個有效的方法就是左右相關的言說脈絡，或者左右某個言說者在社會規

約中的位置。16例如，一個軍官在部隊中對士兵提出工作上的要求，那便

是命令；然而相同的軍官對相同的士兵，若在營外休假期間提出相同的要

求，則會因為脈絡的改變而使原先讓要求成為命令的社會規約不存在於當

時的對話情境中，於是那句相同的要求就不再是一個命令，軍官無法透過

同樣的語句以言「行事」；或者，當軍官退休之後，再對同一個士兵提出

要求，那也不再可以是一個命令，因為軍官的身分已經被改變了，也就是

言說者在社會規約中的位置改變了，因此其言說也就不再具有以言行事的

命令效力。

二、被色情噤聲的女人

藍騰則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女人在性遊戲的言說領域中，如何被色情

言論在以言行事的層面上噤聲。

第一個例子是拒絕，一個簡單的「不」字便能在許多場合順利執行的

言說行為，然而特別在性的互動中，似乎女人無法每次都順利地執行這個

16 奧斯汀從第二講到第四講專門在處理各種以言行事之言說行為與社會規約之間的關係，他至少區分

了六種以言行事之言說行為可能失敗或濫用的情況，而每一種都跟社會規約有著不同面向的關係。

不過奧斯汀自己也承認他做的區分並不完備，這些區分仍可能無法完全捕捉所有可能失敗的狀況，

同時，即使某種以言行事的失敗可以歸納進奧斯汀的區分裡，也會有重疊、或可適用多種解釋之可

能。（Austin, 1975, pp. 25-6）因此這裡並不對各種失敗做嚴格區分。然而為了舉例需要，我仍稍做

區分，但並不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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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言說行為，例如「回報曾被約會強暴的百分之二十的女大生，或百

分之二十五回報曾被強制性行為得逞的最後一年的在校女學生（Langton,

1993, p. 320）。這些女性當中，有些確實說出了「不」，而且也確實被對

方確認為是拒絕，只是對方拒絕被拒絕因而受暴；但另外一些，當她們說

出「不」，以拒絕任何進一步的性行為時，她們的拒絕並未被接受，並未

被辨識成拒絕。或許就如巴特勒（1997）在她對精神分析的描述中所言：

「『不』……其實是由性壓抑的律則對性主體所施加之限制，否則該主體

應該會說『要』。」（p. 94）被說出的拒絕其實不是真正的拒絕，如果女

人們不是被傳統規範不當地壓抑其性渴望，其實是會說「要」的。女人說

的「不」無法用來拒絕，因為女人說的「不」，其實是在道德教條壓抑之

下的虛假意識。17

第二個例子，是前一章談過的《深喉嚨》影片女主角琳達，在該片上

映後八年，出版了一本名為《酷刑》（Ordeal, 1980）的書，針對她在拍

攝期間所遭受的暴力對待（如威脅、下藥、催眠……等）提出抗議，然而

這本書卻旋即出現在成人讀物的郵購清單之列。在《酷刑》一書中，琳達

為了抗議她所遭遇的惡待，不乏在書中描述她被惡待的實際情節。她如實

地描寫了自己身為一個女人，如何在拍攝的性場景中實際上被宰制、被傷

害，其人格又如何被貶抑。該書向讀者「訴求的是憤慨，而不是『支持其

中描繪的墮落』，也並非『稱頌、促進、認可、或正當化』其中的性暴力

情節。這不是一個色情的言說行為」（Langton, 1993, p. 322）。然而它還

是出現在成人讀物的郵購清單裡，被當成色情讀本陳列販售。即使琳達著

述是為了抗議，但其抗議最終仍淪為色情。

對藍騰而言，在這兩個例子裡發生的事情似乎相當明顯：色情創造了

一個性的環境，在這個環境裡暴力是性的，是可慾的，女人對性總是歡迎

17 引文後的詮釋與巴特勒的論述無關，我自己因行文需要而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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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人的拒絕是對自身慾望過度壓抑的虛假回應，則男人有需要幫助女

人從壓抑中解放。回頭再看麥金儂在《不過是言論》的開頭所描繪的女性

經驗，回憶那個無論如何述說自己的受虐經驗都不被認真看待的女人，回

憶那個在照片或影像裡被迫擺出的微笑愉悅的姿態，反過來做證這一切都

是出於她的自願。這其實就是麥金儂等女性主義者在抗議及控訴的事情：

色情噤聲女人，色情宰制女人。

第四節　言論限制之正當性

或許我們不能確定地證明，色情言論確實就是促成女人被宰制、女人

被噤聲的元兇，但色情言論可能宰制、色情言論可能噤聲，卻是確實無誤

的。色情言論的宰制或噤聲，並不只是一種修詞上的譬喻，也不是概念的

混淆，在奧斯汀的語言分析之下，這其實是相當合理，且可能成立的真實

控訴。如果我們相信反色情女性主義提供的經驗證據，我們相信反色情女

性主義對於這些經驗證據和色情之間所做的因果連結。如果我們同意社會

結構中的性權力差異確實存在，並且如反色情女性主義所主張的，其存在

與色情言論的流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們對於色情言論造成的傷害就

必須正視，而且這樣的傷害似乎真的指向對色情言論的禁止或至少限制做

為救濟之手段。畢竟，當我們相信色情言論確實噤聲女性的言論時，這除

了是色情言論的自由侵犯女人的自由之外，更不符合言論自由是為了讓真

理能夠在言論的自由競爭中勝出的最終目的。當抵抗色情言論的言論最終

也淪為色情，我們還能如何在自由競爭的言論市場上驅逐錯誤的言論？

藍騰要求我們看清言論具有怎樣的能力，言論可以形成法律規範，對

其有效管轄之範圍內的人民都有約束之效力，言論也可以形塑內容相對不

確定的社會習慣和社會規約，而這又進而影響到在同一個社會中出現的言

論會被如何看待。因此在反色情女性主義的論述中，在這個偏袒男人而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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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女人的既有性權力結構之中，色情言論透過其討好此權力結構的言論內

容（男人對女人的性得以予取予求）成就其自身之流行，並藉由自身之流

行繼續強化原有的性權力結構，使得女人對色情，或對原有結構的反抗將

無容身之地，使其在行為上受制於男人，在言論上則受制於色情。當女人

無法透過更多的言論來反抗色情時，要追求女人的基本權利（無論是身體

安全的權利、在社會中各種場合的機會平等權利、又或者是言論自由之權

利），唯一合理的手段便似只有禁止或限制色情言論的繼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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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言說與權力

如果要為反色情女性主義的立場下一個總結，女性主義的反色情立場

是結構性的看待權力分配之不正義的立場。這個結構，根據麥金儂，同時

就是那個使女人在工作場域中無法獲得較高職位的結構，不是因為女人沒

有能力，而是因為女人「被認為」沒有能力；同時也是那個使女人和男人

同工卻不能同酬的結構，不是因為女人的工作效率不到那個價值，而是因

為女人「被認為」沒有那個價值。當然，某些女人或許真的沒有那個能力

因此不能勝任某個職位；某些女人或許真的沒有那個工作效率因此不值得

那個酬勞，我們還是無法忽略結構對此「現實」的影響力：因為許多「現

實」是社會性的，而這些社會性的現實正是由被普遍接受的觀念所建構而

成的。一旦女人普遍「被認為」必須重視家庭價值勝過其它，女人便會在

這種「被認為」的環境下教育成長，而最終「成為」那個「被認為」或者

「被期待」的模樣。

上述的社會結構被挪移到私領域的「性社會」時，也發揮了相同的影

響，女人在性（別）關係中普遍「被認為」是屈從的、被動的、（只能）

受剝奪的、付出／損失的一方；而反過來說，男人則在同一個性社會結果

中普遍「被認為」是主宰／主動的、剝奪／取用的一方。何春蕤（1994）

在《豪爽女人》裡以「賺賠邏輯」稱呼並談論這個性社會結構：

為什麼男人女人共同參與……結果男人爽，女人卻連說『爽』的機會

也不能有？為什麼……男人的爽總是建立在對女性的使用和掠奪上？

……從根本上回答這些問題，……我們社會中主導兩性身體價值觀和

情慾發展方向的基本力量……為「身體情慾的賺賠邏輯」。簡化地說

就是：在和性相關的事上，男人不管怎樣都是賺，而女人總是賠。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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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社會結構裡，女人對性的態度被建構為傾向於保守的，而這種保守的

性態度，則進一步使女人的性表達普遍「被認為」無法充份表達自己的性

意願，或者傾向在表達中否認自己的性意願18。

反色情女性主義者如麥金儂與藍騰等人主張，色情言論便是這個（男

性）宰制（女性）結構的根源，摩根（Robin Morgan, 1980）的反色情名

言之於這種反色情立場相當具有代表性：「色情是理論，強暴是實踐。」

（p. 139）摩根認為「強暴」就是父權文化（侵略性的性文化）中，標準

的、健康的男性性幻想之實踐；而色情則是對這類性文化標準的闡釋與解

說（articulation）（Morgan, 1980, p. 137）。由此回顧二、三章的討論：一

方面，麥金儂一再使用經驗資料來佐證色情導致強暴的因果關係；另一方

面，藍騰也不斷指出色情之於男性對宰制的、暴力的性的嚮往與渴求，扮

演著主要教育者的角色。

然而，被實踐的其實遠不只是字面意義上的「強暴」（強制與暴力的

性），更包括了各種實踐於社會制度中的性別宰制。如果再更深一層地思

考這個問題的話，將發現色情言論之所以能具有指導實踐的理論地位，其

實正是因為既在的（父權）結構已經先行賦與了色情言論權威性的發言地

位。色情言論無法單獨勝任結構的生產與建構工作，必須先有一定的社會

條件，言論才能掌握對現實世界的影響力。因此，上述反色情女性主義者

的完整立場，其實主張色情言論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是相互的。

就此觀點而言，藍騰認為自己提出的主張：色情言論的權威使其為一

決斷性的言說行為，恰好契合於麥金儂指出的社會現實之建構法則：有權

者其宣稱因為具社會公信力，因此可以決定現實在社會中被認知的樣貌，

進而建構社會現實（2009, pp. 90, 94）。因此在反色情的基礎之上，主張

言論禁止（限制）是抵抗宰制結構的必要手段：因為社會結構必然是存在

18 例如第三章第二節二中引述的精神分析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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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社會就會有其組織結構，而言論和結構之間既然是相互的關係，唯

有切斷了色情言論與社會結構之間的聯結後，結構方能開始在不受色情言

論的影響之下發生改變。

第一節　結構宰制與個人自由

然而言論禁止的限制的手段事實上就是對「個人」言論自由的限縮，

這對強調個人自由權利優先的自由主義立場而言，其實是相當激烈且需要

嚴格理由的強制手段，因此反色情女性主義的主張往往受到自由主義者的

積極批判。常見的批判進路之一，是針對女性主義關於色情噤聲女人的論

點，德渥肯（Ronald Dworkin）就宣稱色情噤聲的論證是「立基於一個難

以令人信服的前提：言論自由的權利包括……他人能掌握並重視言說者意

圖表達的內容」（1993, p. 38），而此前提的問題在於，將言論自由的保

護視為對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保護。儘管色情言論確實可能造成

特定的言說者（例如女人）無法使其言論被適當理解，但這並不與個人言

論的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有衝突（1991a, p. 15）。19言下之義，只

要女人的言論並未被消音、被阻止，即使可能因為其它言論（即使表達了

錯誤觀念）的影響，而使其無法被適切地理解與重視，這也是言論在市場

中自由競爭下的結果，並不能特別為了保護女人的言論而限制其它（例如

色情）言論存在的消極自由。

格林（Leslie Green, 1998）更進一步批判了藍騰主張的「色情的權威

性」的概念。他指出，此一主張要能成立，有賴於色情言論傳達的規範性

（normative）意見「被其讀者廣泛接受為行為之準則」（1998, p. 305）。

然而事實上與色情競爭規範性意見的權威還有國家、家庭、宗教等執不同

立場的意見，「當這些權威不但辨識出針對女人的暴力與歧視，並且認定

19 此處關於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之意義，可參考 Berlin（1969），以及 R. Dworkin（199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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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錯的；當無論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律及社會規約都譴責並抑制這些行為

時，色情做為權威的正當性及有效性便相當有限。」（p. 296）格林更以

反色情論述時常用來類比的種族歧視之言說行為為例，強調如「『僅限白

人』等言說行為之所以能宰制其他人種，是因為整體的社會系統都認可白

人對黑人的壓迫統治」（1998, p. 296），既然色情言論並未如藍騰所宣稱

的，在社會中並沒有取得廣泛的認同，也未曾成為性領域中主要的規範性

意見，則色情的權威性便值得懷疑。對於色情言論具權威性的主張，鄭光

明（2009）也提出了類似的質疑，認為反色情立場為其言論限制手段提出

的論證，存在一個關鍵的困難是：「色情刊物最多只能使我們的世界變成

「部分色情狀態」（partial pornographic situation）而已──即，只有部分

的人閱讀色情刊物，也只有部分的人深受色情影響。」（p. 212）既然只

有部分的人閱讀色情，且在這部分的人中，又只有部分的人深受其影響，

所謂色情在社會中具權威性的主張便難以成立。

這些批評事實上都在「言論自由」這個基本的自由主義立場之下，為

反色情女性主義的言論限制訴求設下了困難重重的障礙。然而我卻認為這

兩種看似衝突的立場對立，其實是根源於一個相當根本的觀點歧異，而此

觀點上的歧異，則使得兩者固然看似彼此對反，卻沒有真正與彼此衝突。

鄭光明（2009）便曾著文分析藍騰關於言論自由的看法，認為：「藍騰一

方面主張言論自由是一種積極自由，而另一方面又想避免『弱意義的聽者

保證了解原則』，其實是互相矛盾的。」（p. 213）在此，「弱意義的聽

者保證了解原則」大致上意味著「必須保證至少有一個聽者不因色情言論

的阻撓，而無法領略女人透過言論意圖執行的以言行事之言說行為」20。

由於藍騰主張「色情言論對女性的噤聲」是「侵犯女性的言論自由」，但

20 此處的理解其實融合了該文後來涉及的許多概念分析，諸如「狹義的在言噤聲」、「不可說的在言

噤聲」、「可治癒的在言噤聲」……等，若要談及這些概念相關的複雜分析，則會徒增篇幅，但對

本文之主要論證卻沒有明顯的幫助，因此略而不談。若欲了解相關論點的精采分析，請參見鄭光明

（2009）第柒、捌、玖等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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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所謂的「噤聲」，卻是指「無法透過言說來執行意圖的以言行事之言說

行為」，這意味著藍騰所要求的「言論自由」不只是言說者可以自由自在

地言說（藉由發出聲音、做出動作、或寫下符號……來表達意思），更主

張言說者必須能夠透過言說來行事（以言行事之自由）。因此，當色情言

論使女性無法在某些領域中（例如性遊戲的領域）成功地透過言說來行事

（即喪失以言行事之自由），色情言論便侵犯了女性的「言論自由」。但

用「喪失以言行事之自由」來說明「喪失言論自由」，卻對「言論自由」

提出了太多要求。如果「保障以言行事之自由」是「保障個人言論自由」

的必要條件；要「保障以言行事之自由」又預設了「聽者對於言辭的意義

以及其在言做行，必須產生了解（uptake）」（鄭光明，2009，p. 188），

這表示藍騰要求的言論自由之保障其實要求了言說者的言說對象（聽眾或

讀者）必須能夠了解言說者的言論內容。但言論自由只關涉到言說者是否

能自由言說（無論此處的言說是否包含以言行事之層面），並不能進而要

求任何聽眾或讀者具備理解的能力（也就是不能讓言論自由成為一種積極

自由）；但對「以言行事之自由」的保障，卻必須要求聽眾或讀者具備理

解言說者之言論內容的能力，因此，將言論自由的保障視為對以言行事之

自由的保障顯然是自我矛盾了。

但是藍騰（2009）卻又宣稱：「積極自由或消極自由的差別……根本

是無關的問題。」（p. 66）如果從上個段落的討論來面對這個宣稱，既然

藍騰代表的女性主義立場確實主張色情言論侵犯了女性的「言論自由」，

積極自由或消極自由的差別就不可能無關。但若暫時拋開自由主義者關心

的「個人言論自由」脈絡，重新看待藍騰等人關於「女性之言論自由受侵

犯」的主張，或能更適切地理解為何藍騰可以宣稱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

差別其實無關。女性主義者控訴、批判的（女性）處境（predicament），

固然必須由具體的、有血有肉的個人來面對，但卻並不因此是一個只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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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處境的問題，而是社會整體結構的問題。藍騰主張的女性之言論

自由受到侵犯，是基於女性言論無法自由地以言行事；但女性以言行事的

自由遭到剝奪，卻是由於個人的族群身分所造成的處境，這不是針對個人

所做的侵犯，也不是哪一個特定的個人執行的侵犯，而是社會結構在不特

定的個別處境中實踐的侵犯。以藍騰所舉的「對性的拒絕被辨視為矜持的

同意」為例，在性互動的情境中，不需要是提出性邀求的男性執意要侵犯

對方而視其拒絕的言辭為同意的行為（儘管並不排除這種可能性）；同時

也不需要特別是因為說出拒絕的人是「她」而不是別人，所以拒絕的言說

才被辨視為同意（當然也不排除這種可能性）。因為「女人」的族群標籤

在社會中具有特定的認知意義，例如，受到保守的性教條壓抑而對性需求

傾向於做出否定的外在表現，無論其真實意願是否如此。於是，在性互動

的場合中，女性的「拒絕」就欠缺可信度（至少相較於男人而言如此），

故而一個女性對性互動的拒絕，比之一個男性對性互動的拒絕，就更容易

被忽略與不採信。而藍騰認為，這種社會氛圍的形成，是透過色情言論的

教育而來。也就是說，所謂「色情言論侵犯女性的言論自由（或即以言行

事之自由）」，其實是主張「色情言論造就了某種社會氛圍」，而「色情

言論造成的社會氛圍則造成了女性之性言論缺乏可信度」的社會現象。

在此新的理解之下，把觀點從個人的層次移到社群和社群之間的層次

之後，我們發現藍騰宣稱的「侵犯言論自由」的問題，事實上仍是關於不

同社群之間確實存在的權力分配差異，女性受到侵犯的，嚴格說來並不是

言說的自由，而是言說的權力分配；在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言說自由之前

提下，身為女性的個人對於自己的言論可能產生的社會意義較沒有掌握的

能力，也就是權力。因此，當女性主義者企圖透過自由主義（個人觀點）

的言論自由概念，來描述社群間的權力問題（結構觀點）時，論點無法相

稱（incommensurable）的問題似乎不可避免。由於問題的不相稱，因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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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由主義者論證的色情言論之自由不可限制，事實上無法解決反色情女

性主義所提出的權力分配不平等的困擾，卻不會因此是錯的；反之，女性

主義的反色情立場要以言論自由的概念來主張女性所受到的結構性侵犯固

然不能成立，當然也不因此而取消其問題的確實性。

為了直接針對女性主義者觀察到的結構問題做分析和釐清，我將避開

自由主義的進路，而從巴特勒在《激動的言論》（Excitable Speech）一書

中所採取的，對於言說者、言說行為、言說對象之間關係的分析，重新審

視、並且重新理解反色情女性主義者提出的結構問題，及其提議的應對手

段（言論管制）之間的關係。

第二節　言說者言說語言

言論宰制、言論噤聲、言論傷害……，將言論視為行動或行為，並企

圖透過法律手段來管制的觀點，其實並非在女性主義者對色情言論之控訴

中僅見，各種傷害性的言論，無論是性別歧視的、種族歧視的，直接透過

言語面對面進行的戲侮、或者像女性主義控訴的色情言論般，透過對結構

的影響力，針對特定的族群進行宰制或剝削……。無論以什麼形式呈現，

以什麼效果為目的，「言說」可以「傷害」是此類論述的主要觀點。在第

三章已經略談過了，奧斯汀提供了一個相當清楚的分析，得以理解主體如

何透過言說來行為。在奧斯汀的分析裡，言說者的言論可以因為社會規約

中某些明確或不明確的儀式或典範，賦與某些言說特殊的行為意義。而且

事實上，即使是日常生活中最一般的言談、意見交換，其實也是透過言說

而做的諸如陳述意見或宣稱事實之言說「行為」。據此，我們可以肯定奧

斯汀所謂的「儀式」或「社會規約」的形式其實相當寬鬆。於是，每一個

具體的言說行為，都在言說的當下成為一行為，而該言說之所以能成為行

為，必須是根據長久的使用習慣或規約的儀式化所產生的結果，因此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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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說行為的當下都不僅是一個「當下」，這些因儀式或規約而獲得意義的

「當下」，其實都是經濃縮過的歷史：「言說從當下往過去及未來兩個方

向延展開，過去存在，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援引（invocation），便構成

了當下的言說，同時也逃逸了言說的當下掌握。」（Butler, 1997, p. 3，粗

體為我強調）。可以說巴特勒把每一個產生意義的言說行為，都理解成是

對過去使用的援引或引用（citation），同時也是在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引用

舖路。然而引用卻會面對許多問題，就言說者和言論的接收者而言，雙方

對於被引用的歷史不一定有相稱的認知或理解，因此言說者的意圖不見得

總是能夠在言說的過程中被落實。

按此理解，傷害性言論，便是意圖傷害言說對象的言論，而此意圖，

自然是屬於某個主動的言說者之意圖。意圖傷害的言說者，透過對既有的

言說歷史形成之儀式或規約的援用，對特定的對象造成傷害。一間酒吧老

闆在店門口掛起一面「僅限白人」的牌子，意圖標示出人種之間的差異，

而且是等級或階級的差異，並藉此落實一個歧視性的實踐，根據人種來決

定這間酒吧願意服務的對象；指著班上的男同學說他是「娘砲」，意圖用

他個人的性別氣質，與社會規約中對其生理性別21所認可的「男性」氣質

之差異，標定對方一個不為社會接受或相容的位置；藉由性暗示或直接的

性言論來吃女人豆腐，意圖從社會定義的性別互動模式中得利、佔得便宜

21 生理性別的概念常常和心理或社會性別的概念配對，做為相互比較的一組概念。但是這個區分並不

見得被所有人接受，有些學者（如巴特勒自己）認為即使如生理性別這般有物質基礎做為差異基準

的概念，其實也是被社會建構的。思考所謂「生理」性別的差異，除了性徵／器官／DNA 的差異之

外，其實相同之處多於相異之處，但社會一般對性別（即使僅針對生理部分）的差異想像，卻是整

體的差別，「男人」和「女人」做為「整體的人」的差異，而不是「同樣為人」，其外延對象之間

的部分（生理）差異；例如當一個 MtF（男跨女跨性別者）首度嘗試改變自己的身體形象時，第一

件事通常就是先把頭髮留長。即使每一個人理性上都知道頭髮的長短與生理性別無關，但在刻板印

象的操做之下，這些身體的社會意義卻已深植於多數人的認知當中。

但是建構的卻不等同於虛假的。畢竟人都是社會動物，人的大部分生活都必須放在社會的脈絡中才

具有意義，因此社會的其實就是現實的。這點可能也是女性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對話觀點之歧異

之一：觀察格林對於女性主義主張的「色情權威」的批評，如果色情鼓勵強暴、色情鼓勵性犯罪／

暴力，但是社會中的其它權威卻不認同，色情言論的權威性就值得商榷。但更深入的問題是，什麼

才算是強暴／性犯罪／暴力？如果女人切身感受到的暴力卻不被其他權威辨視為暴力時，色情的權

威還那麼值得商榷嗎？特別當強制性交於法律定義上不會出現在婚姻關係中時，我們對國家權威與

色情權威間的立場對立之預設，就更有質疑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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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個模式來觀察傷害性言論的運作，它似乎成為言說者揮舞著的

利器，對可能的受害者張牙舞爪，威脅、恐嚇、甚至剝奪言說對象的權利

或可行使之權力，意圖將受害者在言說領域中的主體性剝除，使對方只能

在言說的過程中被動地接受傷害。

但引用不總是成功，在這些傷害性的言說情境裡，言說者透過自己的

主動性，意圖引用傷害的規則來剝奪對象的主體性（使言論的對象只能被

動地接受傷害並無力反抗，或透過言說製造的情境來剝奪言論對象反抗的

能力），但卻正因其意圖剝奪她者主體性的言說，而不可避免地先行賦與

言說對象主體性，而產生與其目的相違背的吊詭。這個吊詭存在著兩個面

向：其一是，傷害性言論必須選擇其對象，那些確實沒有主體性的對象既

然沒有主體性可剝奪，就沒有傷害的必要和可能，因此傷害性言論的目的

（剝奪對方的主體性）預設了與其目的相反的現實（對方擁有主體性）；

其二，言說是種引用，而引用的成功與否決定於言說者和言論接收者雙方

對被引用的歷史之共識，也就是說，傷害性言論的目的能夠達成，也已經

預設了言論的接收者對於這一次引用的成功與否也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也

就是同樣承認為對方在這個被引用的言說歷史中的地位，畢竟言論的對象

若對被引用的言說歷史並不認同，並在對話中對此引用的歷史進行反抗，

便可能將此引用導向別的方向。

當反種族主義者將種族歧視的言論視為傷害性言論，而反色情女性主

義者又將色情言論類比為種族歧視般的傷害言論，並意圖透過國家擁有的

強制性權力，針對表達上述特定內容之言論進行規範時，似乎預設了以下

關係：傷害言論的言說者，透過言說將其對象置放在社會階序中的下層位

置，並透過對此階序的引用來確認並鞏固這個階序的結構。然而，既然階

序結構的鞏固必須依賴對於此一結構之引用，然而引用卻不保證成功，那

麼傷害性言論的使用和「傷害性」之間的連結就並不穩固而不變。因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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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1997）提出疑問：「仇恨言論既然是對過去的喚回，並有賴未來的

複誦而得以存續，是否能在複誦的過程中打破言說行為與社會規約間的引

用關係，進而削弱言論的傷害效果？」（p. 20）巴特勒對此問題的回應是

肯定的。然而，對於這個問題的肯定，並不等於認為這些言論的傷害效果

是被高估的（德渥肯及格林的見解便是認為色情的傷害被高估了），而是

強調在既有的言論結構中翻轉結構的可能性。

巴特勒於此處的論點有一個必須注意的地方。在奧斯汀的言說行為理

論中，所有的言說都有其以言行事之言說行為的意義：每一個言說都同時

是個行為，有其行為意義及效果。因此，若是後設地看待這個論點，則奧

斯汀對言說行為所做的「分析」本身，也是有行為意義的言說，而這個言

說所做的一個重要行為，便是將語言「辨識」，並因此「建構」成行為。

同理，當女性主義者或反種族主義者，為了正當化對傷害性言論的法律禁

止之手段，因此透過論述（甚至立法）的言說行為，來主張傷害性言論和

被引用的歧視結構之間的連結強度時，這個言說行為反而可能會回頭鞏固

傷害性言論的傷害特質（Butler, 1997, p. 38）。也就是說，當我們企圖透

過論述（言說）來辨識與定義特定的言說行為（例如仇恨言論）時，我們

所做的論述並不是獨立於被論述的言說行為之外，與被論述者毫無關係的

言說。因此，審慎地檢視我們所做的論述本身具有怎樣的言說行為意義，

並且避免產生以上論述動機與論述結果之間的悖論（paradox），便是一個

重要的任務，也是巴特勒對言論限制手段之分析與批判的主要關懷。

第三節　國家宰制與結構宰制

面對對反種族主義或反色情女性主義主張立法限制某些人民的言論自

由時，德渥肯認為這些人的主張是來自以下信念：「一部憲法若一方面禁

止國家對人民的言論限制，另一方面卻包容人民對人民的言論限制，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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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R. Dworkin, 1991a, p. 15）德渥肯透過這個說法指出了一個重

點，言論的限制無論是由國家還是人民執行，都應該被限制禁止，至少在

以自由主義保護個人言論自由之關懷為基礎時，當有此結論。至於「人民

對人民的言論限制」所指的，自然是種族歧視或性別宰制等傷害性言論，

對非白人人種或女性的言論限制。而此一看似合理的觀點，其實預設了一

個上節中已經批判過的論點：傷害性言論和其引用的宰制或歧視結構只有

相互加強的效果，唯有透過對該言論的禁止，才有可能減弱甚至最終取消

那個宰制或歧視的結構。但在巴特勒的理解之下，言論限制並非必要的手

段：因為傷害性言論對宰制結構的引用並不總能成功，而且傷害性言論的

言說對象（即意圖傷害之對象）在引用失敗之可能性中，正扮演著關鍵的

角色（言說對象的理解選擇，是言說能夠引用成功的必要條件）。然而除

此預設之外，這個觀點還忽略了另一個重要事實：由國家對傷害性言論進

行限制的行為本身，也是一個言說行為，而這個言說行為的言說者，也有

自己的立場，以及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我們是否真能保證國家的強制權

力能為自己任意使用？

回顧第二章中討論到麥金儂對猥褻法的不滿之處，除了猥褻法關心的

不法言論與女性主義者關心的不當言論大異其趣之外，事實上國家的法律

系統之運作（從猥褻法的詮釋到與憲法修正案的配合應用）與色情言論所

引用的宰制性結構是合作的關係。既然國家立場可以和宰制結構合作，反

種族主義者或反色情女性主義者在企圖改造或再利用（reappropriation）國

家的言說行為（例如賦與憲法第一條正案對言論自由之保護概念新的詮釋

意義），並以此為基準，建立反種族主義或反色情之新法案，又何以能有

信心保證自己的新立法案，不會被國家原有的立場重新詮釋，並運用在這

些法案的推動者所無法預料的地方，反而回頭否定立法的初衷？

相反的，如果在辨認出國家與宰制結構之間的合作關係之後，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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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可以破壞國家的言說行為與宰制結構之間的合作關係。則，堅持把人

民的傷害性言說行為，與結構之間的引用關係視為穩固不可變動，甚至必

須依賴國家權力之強制禁止才能阻止該結構繼續被引用的想法，就變得難

以理解。畢竟國家的言說行為與結構的關係如果可以被結構中的弱勢者鬆

動，何以結構中的弱勢者對人民的言說行為與結構間的引用關係便無能為

力，而必須動用國家的強制權力？針對這些問題，巴特勒分析了兩個重要

的聯邦最高法院之判決，重新思考國家的言說行為（立法、判決等）、人

民的言說行為（種族歧視的傷害性言論，或是宰制女人的色情言論）、以

及宰制結構之間的關係。

原本，掌握著以言說進行傷害的權力的，是國家的強制權力，只有國

家能夠透過「宣稱」對人民遂行其意志，法官透過宣判的言說行為，代表

國家對被判決刑罰的人民實施罰金（財產剝奪）、監禁（自由剝奪）、或

死刑（生命剝奪）等傷害。然而反仇恨言論或反色情言論的立法主張，則

扭轉了上述關係，「宣稱除了政府及其分支以外的行為者，同樣掌握了以

言說傷害他者的權力」（Butler, 1997, p. 47）。於是，原本的法律關懷在

於防止政府的強制介入以侵害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在抵抗傷害性言論的脈

絡下，卻被轉向為防止人民與人民之間因為主流／邊緣的族群差異而產生

的權利和自由之侵害問題。並且為了處理後面這個問題，反而將國家對人

民權利侵害的可能性懸置，轉而動用國家權力來制衡族群間的衝突，而因

此不可避免地「擱置對國家權力的批判性思考，反將國家權力重新定位成

得以由公民主體掌握並使用的權力……[在此考量下]國家權力便暗中被重

構為一中立的權力」（Butler, 1997, p. 48）。順著上述的反省，巴特勒特

別針對許多關鍵的法律問題進行分析，企圖指出國家對言論的強制規範，

即使是從抵抗宰制的出發點所做，卻仍可能造成宰制結構的強化。以下將

以兩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為例，試圖說明巴特勒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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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維克多拉訴聖保羅市（R. A. V. v. City of St. Paul, 1992）

此案是關於一名青少年，在一個黑人住家的庭院草坪上，放置了一根

用折斷的課桌椅腳拼湊而成的十字架，並點火焚燒。於是聖保羅市依偏見

犯罪法（Bias-Motivated Crime Ordinance）起訴置放燃燒十字架的青少年，

之後該案的被告向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上訴，要求廢除此一法案，但被判

敗訴，於是繼續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而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則與州最高

法院相反，主張該法案明顯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對人民言論自由之保護。

因為言論自由的保障禁止政府對於言論的「內涵」進行規範，而該法案所

懲罰的犯罪行為：「在公共或私人空間，基於種族、膚色、信仰、宗教或

性別等理由，置放當事人知道或有理由知道，足以引起對方憤怒、驚恐或

怨恨等反應的符號、物件……包括但不限於燃燒的十字架及納粹萬（卐）

字符」（Saint Paul, Minn. Legis. Code § 292.02, 1990）。但最高法院認為，

所謂不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挑釁言論（fighting words）22僅是指「溝

通中的『非言論』（non-speech）元素……[所以]挑釁言論就如同吵雜的宣

傳車……[只是]言論的模式（mode of speech）……雖可用來傳達意思，但

卻不在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之列」（505 U.S. 377, p. 386）。而在此案中所

爭議的法案，雖然聲稱是在懲罰某定特類別的傷害，卻不能否認該法案對

言論的區分仍然是根據行為人不受政府歡迎的特定立場與觀點，而這種懲

罰確實有思想管制的效果，故做違憲判定。

b. 威斯康辛州訴米歇爾（Wisconsin v. Mitchell, 1993）

在此案中，被告米歇爾因為和朋友在家中喝酒並討論一部以美國白人

對黑人種族歧視為主題的電影，並在討論漸入高潮時，決定到屋外繼續這

個話題。在這時候他們遇見一個正在回家路上的白人少年，米歇爾於是趁

22 挑釁言論的概念乃根據賈普林斯基訴新罕布夏州（Chaplinsky v. New Hampshire, 1942）一案的定義：

一般人均能知道的，某些能引起爭執打鬥的文字……只為煽動對方並破壞和平（315 U.S. 568, p.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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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提議上前找他麻煩。在地方巡迴審判法庭的判決中，米歇爾的傷害罪被

加重刑期，因為根據威斯康辛州的法律，法院得因為犯案者是「故意根據

對象的種族、宗教、膚色、身心障礙、性傾向、國籍、或家族背景等因素

選擇受害者」（Wis. Stat. §939.645, 1991）而加重刑期。對此判決，米歇

爾向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主張原判決是依據他的犯罪動機所表

達之個人信念或種族仇恨的思想「內涵」來決定是否加重刑期，這有嚇阻

言論的情形，應該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則，而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

認同了這個觀點，並援用上一段談到的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認為以言論

之內容為加重刑期之判準確實違反憲法對言論自由之保護。但當此案被上

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時，州最高法院的判決卻又被駁回，主張該法條針對的

言談或思想，主要是做為依犯罪之動機量刑時的證據，並非針對言論或思

想做處罰，故不做違憲判定（508 U.S. 476, pp. 485-7）。

以上兩個案件的判決及其理由，形成了相當有趣的對比。如果單純針

對兩案所爭議的法律條文本身進行討論，在前一個案件裡，係爭規定被聲

稱為保障因歧視歷史之存在而較易受傷害的族群之安全，但聯邦最高法院

認為其手段為非必要而駁回（505 U.S. 377, p. 395），並指出該法案選擇性

地針對某些基於政府不贊同的立場所做的挑釁言論，使得一個站在與政府

支持之立場相同的人所做的挑釁言論（例如對反基督者謾罵挑釁）不會受

到禁止（505 U.S. 377, pp. 391-2），而此一選擇性地懲罰，更使政府「可

能妨礙特定觀念之表達，光是此可能性就足以判定該法案之違憲」（505

U.S. 377, p. 394）。但在後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對於個人思想或立場的

保護立場顯然沒有這麼堅定。雖然該案的多數意見聲稱針對傷害的犯罪行

為之動機做最高刑罰之加重處份，並不是針對犯罪者的思想懲罰，而是將

犯罪之動機做為量刑之證據，而此種做法在各種判決裡並不少見。但被迴

避的問題是，此案所爭辯的並非犯罪動機做為在相同刑期間的輕重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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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傷害罪原本的最高刑期上得再加重刑期。這意味著，如果一個人的

犯罪是基於種族的偏見（如本案之米歇爾），將可在最高刑期之上再加重

刑期；然而，如果一個犯罪者的動機是基於反種族歧視，例如，攻擊並傷

害一個在黑人家草坪燃燒十字架的白人，這類行為在該法條的規定中並不

符合加重刑期之條件，此種選擇性的額外加重刑期之規定，確有如同前一

案件的選擇性處罰一般妨礙個人表達特定觀念或立場選擇的「可能性」，

但在此案中的「可能性」似不足以促使最高法院做出違憲的判定。

在針對法律條文本身的分析與理解之外，巴特勒更在意的是，最高法

院於兩案的多數意見中，對於反種族主義立法的文字與脈絡之轉換或再利

用。在維克多拉訴聖保羅市一案中，巴特勒指出案中關鍵的符號「燃燒的

十字架」，一再地出現於判決書中，但卻各自有各自的獨特意義，而這些

意義都迥異於原有的種族歧視之歷史意義。在由史加利（Antonin Scalia）

大法官所撰寫的多數意見中表示：「我們毫無疑問地相信在某人的前院燃

燒十字架是應受譴責的，但聖保羅市有充分的手段來應付這些行為，不應

再把第一修正案擲入火坑。」（505 US. 377, p. 396），在這段描述之中，

究竟被擺放燃燒十字架的是不是黑人住家的前院似乎並不重要，因為在多

數意見裡被取而代之的是「某人」（任何人都無所謂），但更有趣的是，

史加利大法官把該案所爭議的偏見犯罪法案視為是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上點

燃了毀滅之火，但在「某人」的前院中放置一十字架並點火燃燒，卻是受

憲法所保障的自由言論，但此類比（將該法案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影響類

比為在十字架上點燃的火焰）卻「暗示了燃燒十字架的行為之毀滅性，並

以此暗示來支持該法案[對言論自由]的毀滅性」（Butler, 1997, p. 55）。而

史帝文斯（John Paul Stevens）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中，更利用了一系列

關於火的類比：「在彈藥庫或儲油槽附近點火特別危險，自然比在空曠處

燒垃圾更容易受到嚴厲的處份。若因個人的種族或宗教信仰而對人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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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將引發暴動，進而對政府官員造成威脅，此舉將導致社會分化的嚴重後

果，因此更該受到嚴格的懲罰……」（505 US. 377, p. 416）「火」的意象

在這一連串的類比中，「從對黑人家庭的威脅……轉移到工業、空曠地，

最後重新出現在似因黑人所受之威脅而起的暴動中，最後受到威脅的則是

政府高官」（Butler, 1997, p. 58）。在這些概念的轉移之下，「十字架上

的火，被挪移到意在保護[黑人]住家的法律工具上，旋即又被挪移為黑人

住家、黑人、甚至是在洛山磯抗議某個法庭判決的黑人暴動者身上，做為

燒盡司法制度的武器」（Butler, 1997, p. 59）。

至於在威斯康辛州訴米歇爾一案裡，被宣判為因種族偏見而選擇犯罪

對象因得加重其最高刑期之米歇爾，其偏見之認定來自於被告米歇爾在犯

案前正與朋友們討論的電影烈血大風暴（Mississippi Burning, 1988）內容

所得出，但諷刺的是，這部電影描繪的故事是與種族主義者合流的司法體

制阻撓黑人平權運動者，甚至透過司法動作來妨礙多起黑人平權運動者遇

害的謀殺案調查行動，最後片中的警探主角必須在體制外，以違法手段對

涉嫌謀殺案的種族主義者刑求逼供後方能破案，以伸張正義。然而「電影

中對美國司法制度提出的『種族主義之控訴』，卻在現實的法庭內成為證

據，反過來將米歇爾及其友人指證為種族主義的加害者」（Butler, 1997, p.

62）。於是，最高法院對這兩個案件表面上相左的立場之下，在巴特勒的

分析之下卻是相容且一致的決定，國家（或聯邦最高法院）在反對種族主

義之立法脈絡下，將此類法案所訴求的傷害關係（白人對黑人的傷害）顛

倒過來，種族主義的指控先後被移轉到黑人身上，先把保護黑人家庭免受

歧視的法案轉換成可能造成黑人暴動並傷害國家司法制度的力量，後又將

電影中對種族主義的控訴移轉到黑人犯罪者身上（主張該案中的歧視者實

為在現實中受歧視的黑人）。

本節的重點並非評論這兩個判決的正當性，而是為了突顯法律做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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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由國家執行，並具有強制權力的言說行為，顯非一個立場中立、可為公

民自由取用的工具，而是具有強烈的國家立場之言說行為。經由立法的手

段來抵抗傷害性言論對特定族群的傷害，反而可能造成由國家而來的傷害

性言論，在這兩個判例中，「法庭的言論得以執行傷害的力量，正是因為

法庭被投注了裁決言論之傷害性的權威」（Butler, 1997, p. 62），國家因

為立法而獲得裁判何為傷害言論的權力，因此在裁判的過程中，倘若代表

國家行使權力的個人，其實已經和傷害性結構（例如種族歧視的結構）合

流，則原本被期待用來保護受害者對抗傷害結構的司法工具（法律），就

將如同兩個案例所顯示的一般，在國家的使用之下，繼續維繫了傷害性結

構（種族歧視）對受害者所屬的弱勢族群之壓迫：「當陪審團與法官都極

端傾向於認定黑人只會對人造成傷害而不會受到傷害時，黑人在主張自己

受到傷害時的意見又怎會受到正視？」（Butler, 1997, p. 59）當國家透過

反歧視法律的判決，將黑人再度塑造成暴力的使用者與加害者時，不過是

重複了種族主義的偏見與傷害。然而國家所行的傷害性言說行為，卻比公

民所行的傷害性言說行為更具有傷害力及強制性。為了更加清楚地說明這

點，我將在上述兩個案件的討論之外，談論巴特勒所關注意，另一個同時

也和言論之傷害性有密切關係的事件。

一個黑人饒舌樂團 2 Live Crew，因為創作的歌詞淫穢不雅，遭某地方

法院判定為猥褻言論，並且不得散佈之決定23。此一猥褻判定的言說行為，

其實明白顯示了國家的公權力如何能夠選擇與宣示自己的立場。回顧 1973

年的米勒訴加州一案，該判決中，猥褻言論之定義包含了就整體而言沒有

藝術、文學……等嚴肅價值一項要件，如果黑人饒舌音樂可以因為其言論

論內涵的不雅、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定為猥褻言論，在該判決對猥褻

的定義之下，便意味著此種黑人特有的藝術表達形式，對國家而言其實並

23 「[1990 年]6 月 7 日，一張由在邁阿密州組成的樂團 2 Live Crew 製做的唱片在三個郡被判定為猥褻，

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被聯邦法院宣判為猥褻的唱片。」（Pareles, 1990,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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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藝術價值。巴特勒（1997）更後設地指出：該事件的問題「不僅在於這

些作品事實上有沒有文學或藝術價值」（p. 74），而是這些被歸類至非裔

美國文化的通俗藝術，「並未被法院承認為一種藝術流派」（p. 75，粗體

為我強調）。

這正是言說行為造成傷害的標準形式：在社會結構中擁有權力者，可

以依其意志建構現實被認知的樣貌，而多數的社會現實正取決於其被認知

的樣貌，包括醫療的權威與疾病／健康的判斷，法院的權威與合法／違法

之決定……等。固然比賽裁判的判決無法左右「事實」，但就這個在三個

郡內被禁止散佈的饒舌音樂作品而言，法院的判決就決定了它是不是（被

認可為）一種藝術呈現的現實。當充滿黑人文化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賦權的

反種族歧視力量的饒舌音樂，被法院認定為猥褻及對女性不友善之言論而

強制禁止散佈時，這便是一個相當諷刺的現實：在訴諸國家權力顛覆宰制

結構時，被顛覆的不是宰制的結構，卻是訴求反抗宰制的人民意志！

第四節　言說的力量，顛覆的力量

如果國家的權力並不是可以完全信賴的對象，要透過國家手段阻止使

用傷害言論的言說者，和社會中的宰制結構之間的引用關係或相互依賴關

係，仍然必須面臨國家的法律言說行為與既存的宰制結構是否會從不同的

管道複製相同的引用關係。而這個困難並不是新的困難，而是（如麥金儂

早就觀察到的）一個早就存在著的困難。當我們一廂情願地相信將可說／

不可說的區分權力交到國家手上，並期待國家替我們解決宰制結構與傷害

言論的相互建構關係的問題，我們其實是在賦與既有的宰制結構一個更強

大的力量──國家的強制性權力。24然而，國家的強制性權力如果並不那

24 格林對於色情的權威性批評又再次受到了挑戰。國家權威或許在立場上反對猥褻言論，但是不見得

反對既有的宰制性結構。就如麥金儂的指控一般，儘管國家在立場上反對猥褻言論，但卻不關心猥

褻言論造成的宰制問題，而只關注在個人道德和家庭價值之維繫，然而這仍然是與宰制結構共謀的

關係。畢竟，家庭之核心價值往往就是將女人關在家裡的主要機制，在面對女性的社會地位時，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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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值得信任，我們仍然回到反色情女性主義者觀察到的難題：在既有的宰

制結構之下，言說著宰制性言論的人，具有透過這個社會結構的權力運作

以言論建構現實的力量。如果國家的力量不值得信賴，我們有什麼方法可

以回應這個困局？

回到饒舌樂的事件，法院因為歌詞中描述的暴力、性、犯罪情節，以

及這些情節的交織呈現，而「認定」該張專輯沒有第一修正案所願意保護

的言論價值。然而這是法院的「詮釋」。前文提到，問題不在這樣的創作

「事實上」有沒有藝術或文學、文化的價值，而是詮釋者是否讀出任何價

值。就如麥金儂及藍騰所承認的，當這個詮釋者具有權力時，他們讀出的

「沒有價值」就會被建構進這個社會的現實之中。然而，如果深入地分析

饒舌音樂在黑人的街頭文化中是如何誕生的，如何反映了黑人社會中的犯

罪現象，以及這些犯罪現象和黑人在美國社會中的社會位置（在種族主義

的殘留中佔據的位置）之關係，或許以下評論所做的文化分析，值得更多

關注：「我們應該害怕這些歌詞反映出的現實，如此難以置信的暴力存在

於這些社會中，是國家的悲劇……我不擔心饒舌樂會製造暴力……我慶幸

饒舌樂將[青少年]導向創意而非藥物濫用或肢體衝突。我甚至見過一群中

輟生帶著筆電相互比較彼此新創作的樂曲。」（Pareles, 1990, p. 2）另外，

在這些饒舌樂中呈現的，關於黑人的誇張刻板印象，其實是由黑人自我認

同觀點出發的社會諷刺，蓋茨（Henry Louis Gates, Jr.）便強調：「在面對

刻板印象時，你可以否認它，也可以用 n次方的誇張程度熱情擁抱它。」

（Pareles, 1990, p. 1）

詮釋當然不是任意為之的，但是詮釋的可能性也牽涉到詮釋者願意深

入瞭解一件事情的誠意。一個有誠意深入理解的詮釋，不見得必須採取同

情立場，在面對饒舌音樂中普遍存在的，無可辯駁的恐同及憎女情節，也

然是以支配和使之屈從的觀點出發，與色情訴求的女性屈從並無二致；兩者（國家與色情）對於社

會秩序或道德價值的見解或許不同，但就對女性的宰制而言，卻是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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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饒舌音樂圈內的批判與抵制，「饒舌樂興起的最初十年內充斥對男性

氣概的誇張崇尚，但在最近的女性饒舌樂手的堀起，此風也正遭受反擊」

（Pareles, 1990, p. 1）。批判性的詮釋與誠懇深入的理解是完全可以相容

的兩件事。

在巴特勒另一篇文章裡，討論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一個主張

女性自我賦權及主體自由的女性主義者）在面對薩德（Marquis de Sade）

這個以描寫對女人的性施虐來懲罰及控制女人著稱的男性書寫時，願意如

何理解和回應這樣的憎女文本。在文章開始之前，巴特勒就在第一段的標

題借波娃之口問了一個敏感的問題：「我們應該燒掉薩德嗎？」（2003,

p. 168）或許並非刻意，畢竟巴特勒始終沒有提到與反色情相關的言論管

制議題，但卻是個適切回應反色情立場的問題。巴特勒仔細爬梳波娃對薩

德的理解與詮釋，從薩德的身世、薩德所處的社會環境以及歷史場景，從

薩德在寫作中所展現出的個人特質及究極關懷。巴特勒（2003）強調，波

娃並不滿足於僅將薩德視為一個背德的性虐者、或病態的性虐症者，她更

深入觀察薩德的著作透露出的個人經驗，與其特殊觀點呈現的世界，即使

波娃並不同意薩德的（唯我論）結論，但對薩德仍採取「批判性的同情」

（p. 182）理解。根據巴特勒（2003）的詮釋，波娃認為薩德的唯我論傾

向其實明顯地四散在他描寫的性場景中：儘管薩德積極、熱切地追求「放

縱、充滿活力的、勇於自我表達的第一本性」（p. 173）所訴求的性快感

和性愉悅，但在他描寫的性愛場景中，卻「未曾有過一刻在動物性的快感

中喪失自我的經驗，他總是清醒理智，那些哲學論述不但沒有削減掉任何

一分肉慾，更扮演著春藥的角色」（pp. 183-4）。巴特勒（2003）認為，

在盡可能忠實地理解與呈現薩德的過程中，波娃發現如何從對薩德的批判

中，重新確認自己立場的方式。她看見薩德的缺乏是什麼，他的缺乏是在

與她者的互動中，跨越她／我界線而觸及到她者的真實體驗，而這正是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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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獨我論世界觀建立之起點，並導致他追求對肉體做為她／我接觸之限

制的破壞（p. 184）。藉由閱讀薩德，並且認真地閱讀薩德，波娃「從中

發現了自己是誰，同時也發現人類的各種多元的可能性」（p. 187）。對

巴特勒來說，如果我們選擇燒掉薩德，如果波娃選擇燒掉薩德，那麼被棄

絕的就不只是一種討人厭的想法，也不只是認識一個討厭鬼的機會，被棄

絕的是我們透過理解與詮釋的言說力量，抵抗那個主流的、淺薄理解的宰

制結構的機會。當我們滿足於薩德就是個以虐待女人為樂的狂想者，我們

就是認同了我們欲求抵抗的言說者（色情的言說者）對同一文本的詮釋，

也認同這些詮釋對我們欲求抵抗的宰制結構之引用。

因此，當我們檢視同樣對反色情不遺餘力的女性主義者德沃金，對另

一部知名的虐戀小說《Ｏ的故事》（Story of O）的女性主義詮釋時，將看

到一個明顯對比的態度：儘管是出於一個女性主義者的解讀，卻呈現出相

當男性觀點的詮釋。Ｏ的故事，描述一個將自己完全奉獻給愛人的女人，

為了愛人的要求而學習成為物，成為一個永遠屈從，可讓任何男人以任何

方式任意取用的女人的故事。德沃金（1974）先提出幾個宗教的譬喻來呈

現Ｏ的自我犧牲，與基督宗教觀念裡「從純粹的受難中或得喜樂，將女人

類比至基督的形象」（P. 107），更有從Ｏ猶如妓女般的境遇，回溯到更

古老的宗教裡，將Ｏ類比為象徵大地女神的女祭司，透過與男祭司的交媾

時的生育能量，「確保大地的生育力以及族人安寧康樂」（p. 110），但

在最後，德沃金認為這些類比全部都是無稽之談，畢竟在Ｏ的故事裡「全

無使用任何與生育或月經有關的意象」（p. 110），自然不可能象徵任何

與孕育和繁衍有關的大地及神性。並且進而主張Ｏ在故事裡的墮落（女人

的墮落），「其實是來自於男人對邁入成年的期待與恐懼」（p. 110）。

由於男性的成年禮往往伴隨著各種對生理及心理的挑戰與測試，而這些測

試則「涉及各種身體的虐待與折磨」（p. 110），於是Ｏ便成為代替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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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親自面對成年挑戰的男人來接受折磨。然而諷刺的是，這些由男人對

女人日復一日施加的折磨，卻正好「證明了這些男人永遠無法實現其男子

氣概」（p. 110）。

從德沃金使用男性氣概的實現來解釋Ｏ的故事，即使沒有明說，仍然

看得出來她認為這是一個由男人觀點出發而建構的色情世界。但是在這篇

評論發表後二十年，也是《Ｏ的故事》首次出版（1954）後的四十年，以

雷阿日（Pauline Réage）為筆名的黛絲克蘿（Anne Desclos），法國的知

名記者與小說家，才首度公開自己即是雷阿日本人，而這部色情小說則是

她寫給情人的情書。當然，作者的身分不用是讀者詮釋文本的必要條件，

然而像德沃金的簡化理解，究竟是在抵抗男性宰制的批判，還是剝奪女性

（如作者本人）做為文本詮釋主體的自主性？同樣的故事，相同的文本，

德沃金（1974）看到的是女人在其中變成物，純粹的物，如同「鉛筆只是

鉛筆、水桶只是水桶……她的身體也只是身體」（p. 109）；然而在另一

個版本的解讀裡，在另一個女人的筆下，淫妲三代（2006）除了看見女人

是物之外，她還看見的是，在那個男人宰制與女人屈從的關係裡，「即使

是女人還是比真正的『物』的地位內涵多了一點別的，例如，至少在一般

的情況之下，真正的物是不會遭受鞭打的，而女人會」（p. 11）。這個解

讀當然不只是一種阿Ｑ式的精神勝利法，只要女人在宰制的互動中轉念一

想，我若只是物，又何以會被宰制，就能重獲主體性。淫妲三代的解讀，

必須放在女性主義性解放，以及女性主義反侵害兩種立場的衝突脈絡25下，

25 女性主義性解放與女性主義反侵害的立場，其實都是針對父權社會的批判：一方面，父權社會對女

性進行宰制，規範女性的身體，使女性的身體屈從男性的意志，因此為了抵抗這種父權對女性的規

訓與禁錮，女性主義訴求身體或性的解放，來抵抗父權對女性身體的控制；但反過來說，以反色情

女性主義之立場為例，即是強調父權對女性身體的侵犯，在父權強調男性宰制與女性屈從的（例如）

賺賠邏輯之下，女性的身體則成為男性的財物，因此為了抵抗父權對女性身體的侵犯，則訴求對女

性身體的保護。但這兩種手段的訴求卻是彼此衝突的，因為在保護女性的身體的同時，解放論者認

為這等於是在遂行父權對女性身體的道德禁錮；反過來說，在解放女性身體的同時，反侵犯的女性

主義者也認為這是在認同父權社會對女性身體的侵犯與任意取用。在兩種立場的衝突之下，淫妲三

代在企圖為施／受虐主義的情慾模式提出一套論述時，就不免必須面對這種情慾模式在表面的形式

上與父權對女性身體之宰制或侵犯如此相似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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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在施虐／受虐主義26的互動中，是否有可能建立起一套不只是透過主

動／被動之對立，來理解宰制／屈從間的互動腳本：

如果人性的尊嚴只能依靠「主權不可讓渡」這樣生硬的教條──或者

，讓我們更清楚地指出這種簡陋假說的根本矛盾──如果「男尊女卑」

的愚蠢法則範定了男性做為一種階級的可欲、同時範定了女性做為一

種意象的必然屈辱，那麼非但我們不可能容忍Ｏ的形象，……我們也

不可能理解故事中、或者身為讀者的女性們對Ｏ的欲望，甚而也無法

擺置同樣在故事中、或者身為讀者的男人們對於Ｏ的傾慕與愛情。

（p. 15）

在巴特勒（1997）借用阿圖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召喚」

（interpellation）27之概念說明主體的生成時，時常使用諸如：「叫喚的動

作起始了主體的存在（animate...into existence）」（p. 25）或「一聲呼喚

帶來主體之存在（bring...into being）」（p. 25）等說法。即使不談論這個

說法是否蘊涵著某種關於主體的特殊存有論立場，也可以在回顧反色情女

性主義對於權力建構現實的說法中，找到一種合理的理解方式。權力得以

建構現實，正是因為權威性的言論得以影響人對現實的認知與判斷，進而

影響人與現實的互動。在此理解下，我們或許可以主張我們所身處的現實

世界，有相當程度是由語言建構的世界，那麼，與這個部分相關的主體，

也可以說是由語言建構的主體。

透過這個對語言與現實世界的圖像，來理解言論或論述的效果，以及

26 ”Sadism / Masochis m”這兩個概念一般是以精神病症的方式使用，因此多被翻譯為施／受虐「症」，

而在中文世界中，將此組概念翻譯為施／受虐「主義」的，首見於黃詠梅（2008）對台灣的愉虐社

群生態之論述中。這個翻譯的理由，是為了超越精神病理學對這組概念的規制：在一般的理解中，

施／受虐是一組互補的概念。但黃詠梅認為施受虐分別以歷史上兩個或可說是病得最經典的患者薩

德與馬索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命名之，但深究二人各自的施虐及受虐腳本，卻會發現完

全不同的世界觀。故譯為「主義」二字，來強調各自腳本建構的理論性。

27 阿圖塞的召喚故事裡：路人身後的一名警察大叫「嘿，那個人！」路人認為警察叫喚的是自己而回

頭，，在回頭的同時，也被權力者（警察）的言說召喚／塑造成為一個主體，而「回頭的路人嚴格

說來，在召喚之前並不事先存在。路人正是在回頭的過程中取得其身分。」（Butler, 1997,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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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與文本的關係。我們不難發現，反色情女性主義者確實嫻熟於一種男

性宰制的文本，並精確地指出這樣一種文本及其詮釋（男人宰制／女人屈

從）對於社會現實的影像會是什麼。然而為了取消這樣的詮釋模型對於社

會現實的持續建構與對宰制結構的鞏固，禁止這些文本的流通會是有效的

嗎？如果確如女性主義者所宣稱的，當女人說出與男人一樣的「不」字，

儘管男人就是在成功地執行拒絕的言說行為，女人卻不見得；當琳達為了

抗議自己遭到的暴力脅迫與性虐待而寫的書，確實被當成色情文本被陳列

在成人刊物的郵購清單上時，我們就該發現，其實文本的內容並不重要。

一個意在拒絕的文本可以被解讀成同意，一個意在抗議的文本可以被解讀

成色情，那麼單是禁止表達某些內容的文本，其實無法抵擋這種宰制結構

的詮釋模型繼續套用在其它文本上。28

麥金儂告訴我們：「給我一個女人被惡待的故事，我就能讓你看見它

在色情中如何變成性」（1987, p. 188），但事實上，色情只是把一切被言

說的事物變成性。僅從文本上做區隔，並列出可說／不可說的界線，自然

無法達到顛覆結構的目標。但問題恐怕不只是如此：「限制某些言論為不

可說，將更鞏固這些言論的意義，維繫它們傷害的特質，並排除了翻轉言

論的脈絡與目的之可能性。」（Butler, 1997, p. 38）畢竟，規定某些言論

之不可說，是基於該言論的傷害特質，而言論的傷害特質，又是來自於言

論在特定社會脈絡下的儀式性引用。因此，為了要能成功地使用言論限制

規則，便必須先將這些言論一致地辨識為具傷害性之言論，那就必須在現

有的社會脈絡下強制這些言論的引用成功。於是，限制之規定排除了重新

脈絡化與重新詮釋相同文本的可能性，於是傷害性的言論永遠是具傷害性

的。薩德不可說，則波娃便沒有重新認識他的機會；Ｏ的故事不可說，則

28 同時，這也使女性主義訴求的言論禁制或懲罰政策變得難以執行。如果琳達的抗議文本被當成色情

文本販售，那麼這個由女性觀點書寫的文本是或不是色情？該或不該禁止？如果一個法國女記者寫

給情人的情書，竟被女性主義者視為是男性宰制女性的究極狂想，禁止或懲罰這部著作，被禁止或

懲罰的又是宰制的男性？還是被雙重宰制的女性書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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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繩愉虐邦恐怕就沒有運動的政治空間；如果饒舌音樂不可說，則黑人社

群裡的黑暗面恐怕會沉潛在社會不可見的陰暗角落更長久。

引用並不總是成功，但若由國家的強制權力介入，將可說和不可說的

言論（文本）嚴格且明確地區分，那就有可能產生透過國家強制力保障，

而總是能引用成功的傷害性言說。既然文本的限制無法影響詮釋模型的繼

續使用，直接從詮釋的多樣性著手，將比立法規定可說和不可說的明確界

線，更有為弱勢族群賦權，並顛覆既有結構的可能。當然，創新的詮釋也

並不總是會成功，而且可能對於現實的影響力沒有那麼明顯。但重要的問

題是，當各種言說的重複引用不可避免時，我們要如何選擇抵抗傷害的手

段：「是透過法律的言說行為？抑或是非法律途徑的言說行為？在兩種情

境裡，我們又各自面臨怎樣的風險與優勢？」（Butler, 1997, p. 102）

文本的意義並非固定不可變更的，而法律的強制手段若只針對文本進

行規範，針對文本做出可說（無傷害性）／不可說（傷害性）的區分，當

每一個文本被國家透過法律的強制權力指認為一傷害性的言論時，就是一

次對傷害性結構的確認，因為，事實上的宰制存在，與文本造成宰制的結

果並非必然的關係，唯有容許這些文本的繼續被使用，才能容許這些文本

在使用的過程中被有意識地改變與創造新詮釋的可能。法院的宣判，就是

在固定這些文本的使用，即使法官可以在不認同該宰制結構的條件下做出

該文本事實上會造成宰制的判決，但此判決本身並非沒有效果的言說，當

此判決一下，該文本就不再有在言論市場上繼續被使用的可能，既無繼續

被使用的可能，當然就沒有被重新詮釋與創造新理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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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年齡與權力

女性主義者的反色情立場，透過麥金儂的一篇文章標題，已經很明確

地表達清楚了，色情不是道德問題。色情不是道德問題，而是結構與權力

分配的問題。而結構與權力的分配之所以是有問題的，恐怕可以說，正是

因為那樣的分配是一個不道德──不對、不應該──的分配。因此，原本

的「色情不是道德問題」，甚至應被讀成「色情不是個人的道德問題」。

僅將色情問題限縮在對個人道德的不良影響上，則忽略了根本的結構與個

人之間的交互影響。如果超越個人道德情感的觀點，更深入檢討大家擔心

會被敗壞的個人道德，恐怕會發現那一套道德價值觀與色情在此權力分配

不當的社會結構中，有著共同的目標──男人宰制女人。於是，反色情女

性主義者宣稱，色情言論在此不道德的社會結構之權力分配現況中，扮演

著核心理論的部分──「色情是理論，強暴是實踐」，然而被實踐的強暴

遠不只是字面意義上的性侵害，從色情刻畫描繪的男女性別本質──男性

的主動／侵略／宰制、女性的被動／受害／屈從──之呈現，存在於社會

制度的許多面向中，這些宰制──屈從的關係實踐，都是強暴的實踐。於

是色情一方面反映了宰制的現實，但另一方面，女性主義者拒絕將對色情

的理解停留在「反映現實」的層次，並進一步主張色情同時也建構了它反

映的事實。

然而色情畢竟是言論，言論是溝通意思的工具，言論能描述、表徵世

界，但如何能夠建構現實、建構世界？為了說明從言論到世界的跨越，藍

騰帶我們看到奧斯汀如何理解語言使用的現象。語言的使用不只是對世界

的描述與反映，包括語言的描述功能在內，語言是語言使用者與世界互動

的工具。「溝通」不只是意見的交換，說服、建構理論、信念……，無一

不是透過語言來完成的工作，而這些工作的成果也從來不只是我們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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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識，因為我們對世界的認識總是決定了我們對世界的「動作」。我們

認識到動物身上的肉是可以食用並維繫生命的，於是各種動物便成為食物

的來源；我們認識到石頭的硬度可以幫助我們完成各種困難的工作，例如

誅殺獵物、破壞障礙，於是石頭成為一種值得蒐集的資源。而像上述的事

實認知與判斷，又能進而形成價值或階級系統，我們認識到某些動物（例

如狗）特別容易馴養與幫忙獵捕可食用的動物而且能夠省下許多捕獵時的

困難（事實），於是這些動物便成為更值得蒐集豢養的動物（價值），與

其它種的動物便形成了等級的差異（階級）。最後，上述的階級系統之形

成，又能進而影響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例如，當我們認識到有些人認識

到特別多有用的事情時（事實），我們便習於向她請教各種困難，於是她

便成為較值得保護的對象（價值），於是重要性便與其她人產生差別（階

級），而她所說的話便特別容易獲得採信（認識）。

當這些人建立起值得信任的地位之後，她們的語言就不再只是用來溝

通意見，而具有實際的力量，她具有影響別人認識世界的力量，就具有影

響別人與世界互動的力量。因此語言當然能夠建構現實。尤其在社會中愈

具影響力者，那些愈具權力、愈有權威的人說的話，就愈有建構現實的力

量。而色情，根據反色情女性主義者，就是擁有這種力量的語言。

色情的言說者或許並不是那些真正在社會上具有權力地位身分的人，

更可能都是些受社會排擠厭惡的卑鄙小人，但色情描繪的世界卻是迎合現

有結構對權力之分配的世界。社會結構中的男人是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

而女人則是維持這些男人的後援；男人在前線，女人便在後方支援；男人

服務世界，而女人則服務男人。女人服務男人是既定的性別互動之結構，

而色情反映了這個結構的互動模型，女人服務男人，從生活起居，到性。

固然色情以一種特別淫穢猥褻的方式表達這些訊息，使得即使同意這種結

構性的互動模式的男人，也不禁要立法反對，但反對的僅是言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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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言論企圖表達的社會階級和權力分配的標準。所以反色情女性主義

者要求禁止色情言論的存在，而且是她們定義的色情，而不是在男性宰制

結構下由男人制定的猥褻法所定義的色情。因為唯有禁止這些言論繼續發

聲，才能停止這些言論透過結構對言論的信任而賦與的權威性發言地位，

繼續將社會現實建構成它所描述的狀態。

言論是有力量的，女性主義相當準確地指出了問題的核心，言論是有

力量的，可以對人產生影響，也對現實產生影響。然而言論的影響力卻不

是單向的（unilateral），言論的力量並不是由言說者單獨生產的，言論的

力量有賴於言說者身處的社會及其結構，有賴於言說者引用的語言歷史，

同時有賴於言論接收者的意向。我們知道在任何語言使用的社會中，言論

傳遞的訊息詮釋往往都具有穩定性，而且這些穩定傳遞的訊息不見得是受

到反省後才被如此詮釋並接受的，而只是被習慣性地如此使用。但詮釋的

關係總是可以被解構或改變的。因此在面對具有傷害力量的言說行為時，

做為言論的接收者，妳可以選擇認同那個傷害性的結構引用，接受那個傷

害，或者妳可以反對言說者的引用，並加以反抗。29然而，當我們訴求國

家的強制權力以司法手段來管制或限制傷害性言論的使用，我們只剩下一

個選擇，就是認同那個傷害性的言論引用。因為我們必須先確認那是個傷

害性的引用，並且只容許那是個傷害性的引用，然後才能在各種使用情境

中將這些引用挑選出來加以懲罰，並畫定禁止的範圍。巴特勒質疑這種做

法，因為這種做法顯然產生了行為動機與效果間的衝突。然而反對立法做

言論管制，卻不表示反對國家有任何做為。言論對結構的引用固然可以透

過個人在個別處境中的反抗而被轉變，但個人的改變卻不容易抵抗整個社

29 大約三年前，我和一群朋友相約去北投泡溫泉，泡完下山吃薑母鴨。那天我穿長裙高跟鞋綁馬尾，

同行的有男有女，有同性戀、雙性戀也有異性戀，一行共六人。我們圍著一張小桌坐成一圈，大家

笑笑鬧鬧，中間還彼此嘴對嘴接吻地親了一圈。到結完帳後我們離開店門，卻聽見一個可能是工作

人員的歐巴桑操著台語對我們說：「變態、變態、你戀態！」隨後又重複了一次。同行的人之中，

似乎只有我一個人注意到，我的反應是錯扼，但沒有回應。這是一個言論傷害的情境，而我做為傷

害性言論的接收者，我只是默默地接受她選擇的引用方式。但事後回想，我們當時若以（例如）喧

嘩嘻鬧的態度回應，言論主導權或許便能回到我們手上，而形成一次言說詮釋的成功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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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構的頑強。而國家的政策介入、宣導、教育，其實都能相當有效地改

變言論對結構的引用關係。由政府立場支持性／別多元的活動可以幫助消

除性／別刻板印象；實施不以生物決定論為主軸的性／別教育政策也可以

達到同樣的效果；而加強對刻板印象的取消本身也能幫助個人接受多元族

群的共處和彼此間的平等關係……這些國家政策都比強制性地限制言論，

對鬆動與改變結構更有正面的助益。當然，此處所謂的政策介入、宣導、

或教育推廣，並不是由國家為主體，規劃單一價值的資訊宣傳政策，而是

讓國家透過政策來建立人民多元開放的討論空間，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國

家立場的介入與限制。

第一節　分級辦法的道德關注

從女性主義對於色情問題的分析出發，再看向現有的資訊分級制度，

包括各種形式的出版品（文字、圖片、影像、聲音……）到網路上發佈的

內容等，國家根據年齡而為的性資訊接觸之限制，事實上也是一種從道德

觀點出發而為之限制，同時將對相關議題之討論侷限在社會普遍之性道德

觀念的開放性或容忍度，而忽略在此政策中權力操作、以及社會結構與個

人之間交互影響的部分。然而，當我們主張分級不是道德問題的時候（如

同女性主義者主張色情不是道德問題），所謂的「道德問題」究竟是什麼

問題？直接引用法條中的文字來看，在行政院新聞局所訂定的《出版品及

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2004）中指出，錄影節目帶之內容若「涉及爭議

性之問題，有混淆道德秩序觀之虞」（第十四條，粗體為我強調）列為保

護級，至於「對兒童心理有不良影響」或是「有褻瀆、粗鄙字眼或……不

良引喻」（第十三條，粗體為我強調）列為輔導級；至於出版品（文字、

圖書、或無影像之聲音產品）之內容若「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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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則是限制級30。這些文字描述相當清楚地指出分級辦法針對保護兒

童及少年之目的，主要是在避免各種道德秩序的觀念偏差或混淆等各種不

良影響。另外在教育部補助辦理，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之

詹炳耀（2006）主持的「校園 BBS 站相關法律問題研究」中〈專案十七：

網路上色情廣告達到何種程度得構成刑法猥褻概念〉，也表示：「內含變

態與偏差性行為或暴力殘忍的色情資訊，不管對兒童或成年人都會有不好

影響」，尤其會「對瀏覽者的性知識與性態度形成產生負面影響，甚至導

致性犯罪 」（粗體為我強調）。無論是網路內容或傳統管道的出版品或

錄影節目等之內容，若與性產生關係時，需要政府出面應對的部分，總是

與這類資訊對人之「知識」或「態度」的形成產生之「不良影響」為主要

論述。特別當這類資訊的接受者為未成年的兒童或少年時更是如此，因為

「兒童心智尚未成熟，沒有抗拒色情資訊與支配時間的能力」（詹炳耀，

2006）。

一、色情的傷害

事實上從本國的猥褻法（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對猥褻言論可能侵犯

一般人之性道德情感的關注，到分級辦法對過當的性描述可能造成未成年

人之身心發展影響的擔心，都足以顯示相關法令對於社會的普遍道德情感

之重視，並由此推出各種所謂色情可能對使用者造成之「傷害」。這些傷

害，主要包括了對於使用者的各種價值觀念之左右，以及對於色情材料使

用者的生活之影響。例如，在美國一個致力抵抗網路色情氾濫的民間機構

「適可而止」（Enough Is Enough）所架設的網站”ProtectKids.com”裡，一

篇名為〈色情如何傷害兒童〉的文章便主張，未成年人接觸色情資訊容易

「產生開放的性態度並更願意嘗試各式各樣的性行為……色情對性成癮的

30 錄影節目帶區分為四級（限制、輔導、保護、普遍），以十八、十二、六歲為分界；而出版品則僅

分為二級（限制、普遍），界線為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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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也扮演關鍵因素」（Hughes, 2001, Exposure to Pornography Frequently

section）；除此之外也聲稱色情使人易對性犯罪如強暴態度冷漠，或「視

之為平凡的罪行，甚至不算罪行……對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喪失信心……

視非一對一關係為平常」（Exposure to Pornography Shapes section），更

進一步主張未成年人若接觸色情，其「正常之人格發展將被扭曲，並接收

到關於孩童的性、自我概念、身體等的錯誤資訊，而使孩童困惑、改變、

甚至被傷害」（Exposure to Pornography Interferes section）。

許多針對色情材料對人的觀念影響之實證研究31，也都指出色情對各

種觀念的形塑或影響確實不容忽視。齊爾曼（Dolf Zillmann）就特別針對

長期使受試者接觸各種不同內容與題材的色情材料之實驗32，探究這些受

試者對於強暴罪行的認可程度，以及各種家庭價值的信任與否。在一份出

版的研究報告裡，齊爾曼（1989）將長期接觸色情材料的影響大致區分成

四個主要面向：在假想的強暴審判狀況中，長期接觸色情材料的人比起受

試期間未接觸色情的人，傾向於「認為強暴受害者受到的傷害較少，以及

受害者受暴後更沒價值」（p. 136），這是色情影響一般人關於強暴事件

的看法；至於在家庭價值或親密關係上的看法，長期接觸色情也造成了受

試者在觀念上的顯著差異，一般來說，長期接觸色情的受試者傾向於低估

家庭或婚姻關係的價值，對於一對一的關係表現出較差的信心，「明顯地

較能接受婚前與婚外的性關係……也更能接受非獨佔性的親密關係」（p.

141）；另外，在對自己的生活滿意度（包括性生活等各方面）的評估中，

長期接觸色情材料的受試者也表現出「明顯對性生活以及與性相關的人際

31 由於相關研究之受試者多半必須（長期）接觸色情材料，因此基於道德及法律理由，不可能以未成

年人為研究對象。但相關研究的結果仍會被直接徵引為未成年人亦會受到類似影響之證據。這或許

是基於未成年人之心智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影響的信念，但這種徵引之有效性其實相當可議，關於其

可議之處，後文會另做處理。

32 在隨機揀選願意受試（知道受試期間可能會接觸到各種題材的色情材料，包括含有暴力、虐待等內

容）的對象，並分成受試期間不給予任何色情材料的控制組，和總是在受試期間給予色情材料的實

驗組，並在一段時間後（通常以星期為單位）給予問卷調查，並比較兩組受試對象對相關問題之回

答在統計上的差異，並分析各自表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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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上更不滿足」（p. 143）；在道德觀念上，長期接觸色情材料對當事

人在與性無關的行為上之道德評價固然無甚影響，但卻「明顯影響當事人

對與性相關的不當行為（如積極追求自己的性喜好，或透過異性關係來掩

蓋自己的同性戀性傾向）之評價……一致地放寬了一般被認為是不誠實或

不道德行為的道德判斷」（p. 146）。在另一篇羅文輝（Ven-hwei Lo）與

魏然（Ran Wei）針對台北地區的國、高中生所做，關於線上色情材料的

使用情況，以及這些學生的性觀念之問卷調查，分析的結果也指出與色情

材料之接觸與對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與較放任的性行為之接受程度，

都有高度的相關性（2005, p. 229-230）。

這些研究當然並無企圖宣稱色情與觀念影響之間的因果性，而是因應

政策制定之需求，為色情對個人觀念之影響的假定提供經驗數據的驗證。

當兩個變項（接觸色情資訊的量、個人觀念的傾向）之間的相關性可在經

驗上被驗證，這就提供了政策制定者一個方便的指標來決定政策之內容。

然而，從這些經驗研究（無論是透過實驗室的控制做出對比，或是透過個

人的自我評估來進行變項關係之分析）到政策的制定，甚至是應用到心理

治療或輔導的方針上，往往忽略的是其它同樣可能相關的社會文化因素，

以及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預設。例如強暴事件對受害者理應造成的

傷害、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觀念、親密關係的獨佔性等等，事實上都不是那

麼理所當然的價值觀。

於是在科藍（Victor B. Cline, 2001）醫生發表的一份與所謂「色情成

癮」患者相關的臨床治療經驗報導中，便嚴正地指出色情對個人生活影響

（事實上就是傷害）之嚴重性。例如「一名男子已婚十二年育有三子，活

躍參與教堂活動並以高道德標準持身，相信十誡並反對通姦……卻苦於對

色情的依賴及閱後產生的召妓需求」（p. 3）；而對色情的依賴也往往會

養大當事人對怪異性行為的味口，於是導致「對妻子或女友提出愈來愈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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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的性活動要求……並在需求被拒後導致衝突與關係的破裂」（p. 4）；

色情成癮甚至可能導致性犯罪，「一個年約三十、信仰虔誠、曾有過色情

成癮紀錄的單身男子，因為太過羞於與一般成年女子約會，最後和他四歲

及七歲的侄女及其女孩朋友發展出異樣的親密關係，最後對她們性騷擾」

（p. 4）。不過科藍仍然強調，儘管性犯罪是色情可能的後果，但卻不是

最常見問題，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於色情「對健康的愛與性關係的介入甚至

是破壞」（p. 5，粗體為我強調）。除了色情對成人可能造成的各種「傷

害」以外，科藍更強烈警告色情對未成年者可能造成的傷害，例如一對十

三、四歲的年輕男女，因為「發現女孩父親偷藏的色情影帶，進而模仿其

中描述的性行為長達數月之久，後果便是懷孕、墮胎、及憂鬱，無論對當

事人或雙方的家庭，都是相當嚴重的創傷」（p. 10，粗體為我強調）；也

有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因為一次意外聽到情色電話的內容，竟模仿電話的

內容強迫一個女孩替他口交」（p. 10）。

二、價值觀的預設

這些「傷害」的判斷，無論當事人已成年或未成年，其實都依賴許多

價值的預設方能成立。以色情對家庭價值的傷害為例，齊爾曼（1989）對

其研究所指出的相關性所做的詮釋是，色情訴求的「性喜悅並非來自情感

的牽絆，包括如體貼、關懷等情感；更不強調關係的維持，因為關係的維

持代表的是責任、限制、與付出……色情之意涵與維持社會凝聚的價值根

本截然對反」（Zillmann, 1989, p. 140）。然而性喜悅與情感之綁定，並不

是任何人在維繫親密關係時的必要條件，即使是對性伴侶開放的兩人親密

關係，當然也可以是負責任的關係，甚至可能比一般的親密關係更強調信

任與對彼此的關懷。理所當然地預設了情感的排他性，以及性關係的排他

性，方使得色情對所謂的「家庭價值」造成傷害，如果拿掉這個預設，則

傷害即無法理解。於是，回顧科藍所描述的眾多當事人，在傳統家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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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宗教信仰的道德誡律，與自己對色情（或淫慾）的需求產生表面上的衝

突時，如果沒有預設家庭價值或宗教價值的優先性，所謂的表面衝突其實

可以不發生。家庭的維持與宗教的詮釋，其實並非不可能與色情追求的性

歡愉彼此協調。基督教也有同志教會，如果同性戀是家庭價值可以妥協包

容的一部分，性開放或者多重親密關係也不見得是在原則上與家庭做為一

個重要的社會聚合之制度必然衝突的觀念。這種將色情或淫慾之惡視為理

所當然的態度除了限縮詮釋問題的可能性之外，更嚴重者，還可能讓問題

惡化。例如，科藍以為，導致性犯罪的（性騷擾未成年侄女及其朋友的三

十歲單身男子）主因是色情，卻不認為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異常的害羞？

或許他的害羞可以用他的色情成癮歷史來解釋，但這不僅不是必要的解釋，

即使要做如此詮釋，也不應忽略社會對色情（以及對色情有需求的人）普

遍不友善的態度，對當事人心理可能造成的影響：如果色情訴求的淫慾並

非理所當然的惡，一個有色情成癮史的成年男子自然也不會因此而害羞，

甚至，他根本也不會因此有一個成癮的「病」史。一味地將問題推給色情，

不但對當事人的自主選擇沒有恰當的尊重，恐怕也無法解決真正困擾當事

人的問題。

在談色情對未成年人的不良影響時，科藍還提及一個案例：「一對分

別九歲與十歲大的兄弟，意外發現父母的色情影帶……強迫兩個年紀更小

的兄弟和鄰居男孩一起觀看，剝光他們的衣服……強制口交與肛交……甚

至用BB槍威脅不得洩露。」（Cline, 2001, p. 10）科藍理所當然地認為這

是未成年人觀看色情後的嚴重問題（不適當的模仿）。姑且不討論在這個

性話題封閉的社會裡，環境預先封閉了未成年人討論與瞭解性的機會，實

在沒有理由回頭宣稱未成年人不理解而會做出不當模仿。這個事件中，更

嚴重的問題顯然是孩童間的霸凌關係，事實上發生的事情如果不是色情導

致的性虐待事件，而是其它情事，不解決霸凌的問題，依然無法改善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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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間的不當人際互動。現在如果怪罪色情，以後恐嚇勒索則怪罪暴力電

視節目，何時才會處理到孩童根本的強凌弱的錯誤觀念？

三、個人主義的預設

然而除了上述問題之外，真正嚴重的問題恐怕還是在於女性主義者對

既有政治制度與法律規定所批判的個人主義預設。色情影響的對象是一個

自我獨立完足的個體（至少就成年人而言是如此），這是個人自主選擇後

的結果，是色情與主體之間彼此自由競爭的結果。從醫學的角度上來看，

色情成癮者是競爭當中落敗的一方，從道德的角度來看亦是如此。然而個

人並非獨自存在，而個人與色情的互動，也從來就不只關於個人和色情。

如此單元式地看待問題，並忽略社會結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將是會導致

嚴重後果的疏忽。女性主義者發現，這種個人主義式的觀點，在面對色情

問題時，由於宰制結構是落實在形式上平等的政治制度中，因此由宰制結

構所造成的女性之實質不平等問題，在以個人為單位的道德關懷裡就無法

成立──每一個人在制度上都已經平等了，剩下的問題只能期待社會的自

我調整。然而這樣的論述本身卻正好放任了原有的宰制結構之延續：因為

自由放任社會自我調整的前提是個體之間的實質平等，但宰制結構卻使個

體間的實質平等並不存在，個體間的權力差異決定於族群間的權力分配不

均，在此條件下，社會的自我調整便不易趨向實質平等的實踐，反而更可

能加強現有的不平等。因此要調整實質不平等的社會結構，關於色情影響

的個人主義式論述就必須有所調整，好讓論述能更適切地應對族群間的權

力差異問題。

而同樣的事情，在色情言論的不良影響論述也同樣發生著。當色情傷

害的論述停留在個人的層次上，當色情造成的傷害被視為是個人必須面對

的挑戰，是個人道德的戰爭，論述便無法察覺，事實上論述本身也參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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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這個論述所描述的道德戰爭。色情不僅反映現實，它更創造了它所反

映的現實；這種反色情的道德或醫療論述本身，也創造了它意圖反映的現

實。在色情的道德論述之中，對色情的需求是悖德的需求，甚至是病態且

需要矯治的，而色情的悖德則來自於色情訴求的「淫慾」在道德上並不可

欲。於是這些淫慾和需求成為個人的「失敗」及「缺陷」而「不可說」。

不可說，並不是因為法律的禁止，而是與社會認同的價值背道而馳，使失

敗與缺陷的人格在人際互動上成為必須極力避免的污點。於是，羞於與一

般成年女子進行正常社交的單身男子，究竟是對什麼感到羞恥？是某種無

法察覺的、神秘的、複雜的心理因素？或者是充斥著個人道德論述的社會

封閉了這個擁有敗德淫慾的單身男子認真面對自己與她人的管道？於是，

當我們看到在社會上造成轟動的台北大學箱屍案事件，當事人是因為「自

己的行為」不見容於社會，還是因為自己的行為「不見容於社會」，才會

在一場網路上相約的男同性戀 SM 一夜情，將中途因意外而致死的對方屍

體匆忙裝箱丟棄？事實上發生在這些「犯罪」過程中的事實不僅有我們看

得見的那些可描述的事件，同時也包括了在事件後方左右著事件發展方向

的社會或文化脈絡。黃詠梅（2008）在其碩士論文裡，對箱屍案做了如下

分析：「案件中的所有元素──諸如網路匿名、一夜情、大學生同性戀、

SM與窒息式性愛種種的『暗櫃因素』，都讓這個案件透著……隱晦不淨

的色彩」（p. 26），這種「隱晦不淨」的色彩，或者是那種種的「暗櫃因

素」，也呼應著在這些論述當中存在的一種描述且不描述的「諱言」（p.

18）。關於這些不乾淨的議題，論述總是以一種隱晦的方式做出指認，我

們可以指認出它的不潔與不德，但是也因為它的不潔與不德，所以我們不

能關注在那些議題的細節上面，以免造成更多傷害。因此我們知道色情當

中充滿了許多奇詭怪異的性，但是這些性是什麼，永遠只有那些不德與不

潔（對這種性／幻想有需求）的人，才有可能進入任何細節的層次，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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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不會洩露到任何公開的言論場域中。於是，

這些規避所構成的（不）描述「本身」所暗含的恐怖以及（因而）具

體內容匱缺的情況，無論是在案件的媒體窺奇報導、或者社會問題／

現象的描述，共同點似乎都在一種「諱言」任何具體內容所構成的神

秘氛圍，而這種恐怖與「諱言」的神秘，就經常是我們所說主流社會

「妖魔化」某種行為的具體操作。（黃詠梅，2008，p. 19）

從諱言塑造的言論環境和社會氛圍，再重新回頭審視那些經驗研究論述之

間的關係：經驗研究以色情對個人觀念的影響為主軸進行實驗及問卷的設

計，並且發現了足以「驗證」預設的研究成果，而此驗證同時也對結構中

預設的道德觀及個人主義做了再一次確認。在這種循環裡，我們難以看見

論述所身處的社會文化脈絡，於是色情便在這個堅強的結構裡被穩穩地鎖

在妖魔之地，至於裡面的細節，則是不可說亦不可看的罪惡。於是我們棄

絕了自己瞭解妖魔之地，並試圖重新詮釋那個妖魔之地的機會；同時也棄

絕了處在妖魔之地中的主體瞭解並言說自我的管道。在方便自在的生活中

讓渡了自己詮釋她者的主權，同時也剝奪了那些被妖魔化的主體可以自我

建立的主體性。然後方便且舒適地責怪她們的自甘墮落。

第二節　未成年人論述

但是，「兒童心智尚未成熟，沒有抗拒色情資訊的能力」。即使色情

不是原罪，未成年人依然不具能夠健康地處理色情資訊的基本心智能力，

因此針對恰當的心智能力發展，給予恰當的資訊，才能讓未成年人健康地

邁入成年的階段，並讓她們能夠獨立且負責地面對色情資訊的可能影響。

科藍（2001）便企圖透過生理機制的運作，強調色情資訊對人的「制約」

能力：因激動的情緒而產生的經驗記憶（也會發生在性興奮的情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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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腎上腺素刻印在大腦中並且難以消除；於是色情材料造成的強烈性興

奮將會被刻印在腦內，成為往後的性慾來源（p. 7）。這種看似言之成理

的生理解釋，卻其實完全沒有提供任何有意義的解釋。既然腎上腺素會印

刻在腦中的記憶是由一個前在的「性興奮」所造成的，這便意味著在閱讀

色情材料以前，主體必須先有對某種性刺激的偏好或選擇，畢竟每個人都

不是可以被任何色情材料刺激起性慾的，如果能夠產生性興奮的刺激物是

已經先被主體選擇過的，那麼這些難以消除的情緒烙印，對於主體的性傾

向選擇便難以產生什麼影響，至多僅能夠延續或加深主體原有的性選擇和

性傾向。

然而在面對未成年者時，這樣的說法或許仍有相當的說服力。在某些

看待主體性發展的觀點中，所謂的「選擇」僅存在於成年者當中，未成年

人最多只能擁有「類選擇」33。夏妣蘿（Tamar Schapiro, 1999）便主張成

年者與未成年者之間的差異，並不只是程度上差異，應該是階段／類的差

異，而其差異便在於行為者是否能夠做出「自己的選擇」：「行為者必須

解決她眾多衝動之間的衝突，而其解決的方法必須是她自己充份思慮後的

結果，才能真正成為她自己的行為。」（p. 728）當然，在她的論述中，

並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方法來區分真正的和僅只是試驗性的「選擇」。但

這種選擇的差別若確實存在，這就足以說明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之間的差別

是可資區辨的階段差異，因此在達成某些要件以前，未成年人所做的選擇

或行為，就不真正是她「自己」的。所以，任何在這個過程中的影響，都

可以被視為是（半）強加在她身上的。於是，在未成年者能夠真正做出自

己的選擇以前，由色情材料所引起的生物性的情緒反應，無論對未成年人

而言是否是事前已被做出選擇的反應，由於這個選擇在概念上不是「真正

33 夏妣蘿用「遊戲」的概念來指涉未成年人的「選擇」或「行為」，認為未成年人的遊戲，是在生活

中「扮演」某種成年的角色，像「試用」產品般地「試著當一個」成年人。這種試驗性的選擇即使

是試驗性質的，因此不是一個真正的選擇，但就其為對做出選擇的嘗試而言，它依然擁有行為的特

性。（pp. 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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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因此如果這種影響真的會生理性地印刻在未成年的當事人腦中

而造成久遠的、難以消除的影響。這種影響對於未成年人的成長而言都可

以算是一種侵犯（例如，對其未來自主性34的侵犯）。

但這種生理性制約的說法卻和我的雙性戀好朋友小南的認同經歷有顯

著的對立，小南是個女生，她第一次喜歡上女生是高中時候的事，但國中

時就曾有過喜歡小南的女生要求和小南在一起，只是當時的小南對於兩個

女生戀愛完全不能理解，所以雖然是答應了，但仍只是像兩個好朋友似的

互動。直到高中遇到喜歡的學姊時，才突然發現那種喜歡的感覺，和她過

去喜歡男生的感覺其實沒什麼不同。然而這樣的自我認同發展，與科藍醫

生宣稱的色情制約論剛好顛倒。因為在問到小南對Ａ片的喜好時，她很明

白地告訴我，是直到她對學姊萌生愛慕之情之後，才開始對女女Ａ片產生

特別的興趣。究竟是內分泌決定人的性喜好，還是人的性選擇先在地決定

了內分泌？在小南的經驗裡恐怕仍是個待決的開放問題。又如果小南對Ａ

片的「情緒」反應明顯是在自我認同的改變發生之後才產生的，那麼，即

使對她而言這不算一個「真正的」自我選擇（只因為年齡），在不談論這

算不算對小南的傷害之前，我們也其實沒有理由將責任推卸給色情。

一、成熟／不成熟之階段假設

並且，如果未成年人的選擇從未真正屬於自己的，不只色情的影響，

任何影響都不可能不是對未成年人未來自主性的侵犯。至少當我們對成年

人的自主性採取一種「自我決定」的觀點時，例如認為自主性是「個人對

彼此衝突的內在衝動之取捨原則，無論該原則導向善或者惡」（Schapiro,

1999, p. 730），或者認為自主性是「自我決定關於善或利益之價值觀系統

34 在史丹彿哲學百科（Stand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裡的兒童權利（Children's Rights）條目中

如此寫道：「兒童無權做出將限制她將成長為的成人行使其權利之選擇……主體可以做出選擇的生

命是更值得活的……因此這樣的生命必須被保障……也就是說，兒童必須保障她將成長為的成人得

享此種生命之可能。」（Archard, 2006, 6th section, par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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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Brighouse, 2003, p. 697），無論對其她主體而言是否成立。其

實任何可能限制未來生成的「取捨原則」的影響，都是對主體成長發展的

可能性之限制。那麼，除非我們對於主體發展的可能性設下價值規範，並

且將此價值規範設定為一個「自主的主體性」建立的必要條件35，否則將

使任何對未成年人所做的教養都是一種侵犯。然而，即使在成年人的世界

中，價值規範的建立也必須在不同主體的衝突間尋找流動的平衡而難有確

定的內容。若要將此規範納入教養一個未成年人成為真正自由之成年主體

的條件之一，其規範之具體內容也就必須納入同樣形式的不確定性。這種

教育的原則，在實踐上則仍必須依賴於視未成年人為（半）主體。她們實

質上仍然是可以做出選擇、可以行為、可以思考的主體，只是，在選擇、

行為、及思考的能力發展上卻有程度上36之不及。因此，一方面透過教育

來訓練培養這些能力，同時卻仍大致以對待其她成年主體的方式對待她：

尊重其意志，並以雙向的溝通方式，而非單向的強制手段，來引導而非控

制她走向教育者所認同的方向。

除此以外，避免對成年人／未成年人之間的區別以截然不同的成熟／

不成熟之主體性來定義，更是為了避免此種論述對未成年人之成長可能造

成的錯誤引導。在馬修斯（Gareth B. Matthews）批評兒童心理發展階段論

時，針對這些研究者為了研究兒童的「觀念」與成人之間的差異而設計的

許多訪談實驗中，特別以某個被宣稱為「兒童的泛靈論」觀念為例，指出

此種階段理論的實驗設計之預設，枉顧社會及文化因素之影響，而導出許

多為了證明而證明的結論。所謂的兒童泛靈論，指的是在兒童成長的過程

35 沃芙（Susan Wolf, 1980）即主張一主體之自由必須建立在「可被善所決定」（p. 162）的條件上。

36 夏妣蘿的論述之目標，就是要證明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之間的差異不是程度的，而是階段／狀態／類

的差異，她的論證採用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比喻，將個體用來掌管並協調存在於自身之中的各種欲望

衝動的原則，視為是一個人類社會或國家之基本律法（憲法），並主張唯有當此律法掌握了所有根

本的領域，才能建構起一個基礎的人格結構。然而所謂對根本領域的「完全」掌握沒有明確具體的

判準，因此透過掌握的概念來取代成年的概念，依然沒有解決由「未完全掌握」到「完全掌握」之

間是否也僅是程度的差別，或是階段的差異。於是，一個人從未成年到成年的改變是否僅是程度的

差異，我認為在她的論證中至少仍是一個開放問題。故我雖然引用了她的前提，在此卻沒有跟隨她

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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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於「意識」或「生命」等概念學習的發展階段之一，身處在此一認

知階段的兒童，無法真正區分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個體，因此常賦與所有個

體特殊的意識或生命，例如認為石頭也會痛，或者認為風會「想來」或是

「想去」。然而馬修斯卻尖銳地指出，充斥於我們所身處的社會與文化環

境37中，各種以兒童教育與學習為目的之兒童文學著作，都有將一切非人

的事物擬人化之傾向，無論童詩、童謠、寓言或童話故事，西風會說話，

北風會和太陽競爭，而豬會蓋房子！當階段發展理論把兒童的觀念視為有

別於成人的獨特看法，並以此做為未成年人與成年人之間的階段差異時，

事實上完全忽略了一件事：「兒童所擁有的生命觀，正是成年人[教給她

們]的生命觀。」（1982, p. 35）

馬修斯的批判，是為了避免成年人以此論述為基礎，做為在面對未成

年人時推卸自己誠實以對之責任的藉口。但是比這個後果更嚴重的問題，

其實也正蘊涵在馬修斯精準的觀察之中。當我們以旁觀者的身分觀察未成

年人的成長時，我們常常忽略了自己做為一個成年的旁觀者，同時也是對

未成年人產生影響以及提供教育的人。做為觀察者的我們，其實永遠不可

能只是一個「純粹」觀察者，我們的觀察總是會回頭「介入」被觀察的對

象，而在此，這個對象就是有待成年人提供教育的未成年人。於是，在兒

童泛靈論的例子裡，我們看見這些論述以客觀中立之科學姿態發表，然後

成為社會制度中教育未成年人的指標，於是社會便習於將兒童視為一個個

泛靈論者，並用這樣的態度和她們溝通，進而更「確保」她們都確實成為

真正的泛靈論者。在這種結構的影響之下，事實上沒有觀察者可以有信心

地宣稱自己做為一個中立客觀者的無辜地位。

泛靈論的觀念當然可能只是一個枝微末節的影響，在知識教育的推行

之下，以泛靈論的觀點教育未成年人的時期往往很快就會結束。然而當我

37 在此指的當然是馬修斯所身處的社會及文化環境（也就是美國），不過本地（台灣）的文化環境中

其實也存在著類似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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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僅在家庭中，同時也在教育、甚至在資訊流通的政策中，都將未成年

人視為是沒有獨立處理資訊能力的對象對待時，我們在做的事情就不只是

讓她們成為可能還可以說是可愛或天真的泛靈論者，而是真實地把她們教

育成沒有能力的個體。在保護未成年人之主體性的訴求之下，我們落實的

卻極可能是真正剝奪未成年人主體性的教育政策。

二、色情與未成熟之主體

於是，我們回到色情資訊與未成年人之主體性兩者間的關係。將未成

年人視為不具自主性之（非）主體的論述，往往促成的是未成年人更難掌

握其主體性的結果。但這不表示我們不能對成年人與未成年人的主體性發

展做出區分。一個未成年人做為一個未成熟的主體，即使是尚未成熟的，

她仍然確實是一個主體；但反過來說，即使是一個主體，也不妨礙她的主

體性確實尚未成熟。如果要將這樣的觀點，與前段所批判的階段觀點做一

明確的區隔，其差別便在與她互動的原則與關係上：一種尊重、雙向溝通

的引導式互動，而非主宰、單向規範的強制性操弄。在此設定之下思考色

情資訊的問題，透過強制手段限制未成年人與色情資訊（情慾為言論唯一

訴求的文字、圖片、影像、或聲音媒體）之隔離，其實才是對未成年人之

主體性的傷害與剝奪：當我們將色情言論與未成年人的生活隔絕開來，我

們事實上是在創造一個性封閉的資訊環境給未成年人，為了保護未成年人

的「天真」，這個被創造出來的資訊環境實則確保了未成年人對性的「無

知」，但「無知」卻正好是主體性發展的最大阻礙。和小南的故事形成截

然對比的是小葳的認同史。小葳也是一個雙性戀女生，在她國中發現自己

喜歡上一個女生時，驚恐地覺得自己是個變態。環境的保守，以及對於同

性戀資訊會誤導年輕人走上錯誤道路的封閉教學政策，使得小葳沒有管道

認識自己的狀態，只覺得自己沒有遵守女生愛男生的規則相當糟糕。畢業

後，因為生活環境的改變，開始認識同性戀朋友，也接觸到更多資訊，才

75



逐漸理解並接受自己的狀態。只是就在她建立起堅定的同性戀認同之後十

年，卻又意外遇到一個讓自己心動的男生，而重新陷入對自己的不理解與

變態的感覺中，又花了更長的時間重新建立雙性戀的自我認同。以保護之

名而行的資訊封閉，正是讓小葳對自我狀態無知的肇因，無知於是導致自

我認同不能繼而產生自責，對小葳來說，這些無論如何都不會是保護。

在第一節裡提到的抵抗網路色情氾濫的美國民間組織「適可而止」，

以及對色情成癮問題頗有研究的科藍醫生，均認為色情資訊無論對成年人

或未成年人都有導致犯罪的隱憂。因此，為了防止性犯罪的發生，或許最

有效的方法就是隔絕色情資訊與人的接觸。然而色情的內容不是別的，正

是性。即使各國關於猥褻言論之禁止與限制，都強調得為法律所禁止之猥

褻言論內容，必須是「無藝術性、醫學性或教育性價值」（釋字第六一七

號，2007，p. 1）之言論。然而無論是何種資訊或言論，只要有傳遞內容，

就廣義而言便必然具有教育性之價值。即使當科藍在強調色情言論對人的

觀念之影響時，也是以教育為類比：「如果有人要否認色情的影響力，那

就是在否認整個教育制度的概念」（2001, p. 12）。因此，當我們在看到

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因為情色電話的內容而強迫小女孩幫他口交，我們所宣

稱的「不良」教育（強迫口交），事實上是一種「壞」教育，或者只是一

個「不足」的教育？在這個個案中，導致男孩犯罪的究竟是色情「教導」

的資訊，還是色情「沒有教到」的資訊？或許這種詰問在此當事人為加害

人的個案中，容易被看成是一種為色情脫罪的詭辯式藉口；但在我的小小

訪談中所聽到的小恬的故事，卻以完全相反的面貌呈現。在小恬仍舊讀高

中時，曾有一個交往中的畜牲38男友在一次約會對小恬提出性要求，然而

根據小恬的說法，在當時她完全不懂性的協商可以如何進行，在事情發生

的當下她也無法對發生的事有任何的認知。直到後來，在她對性行為有更

38 這是小恬自己選擇的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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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認識之後，她才開始意識到自己當時的「意願」是什麼，「其實我應該

拒絕，而且那時也不舒服，可是我也沒辦法說什麼，或是不想要，因為我

以為就是那樣」。如果無知不能是犯罪者的藉口，那恐怕可以說是加害者

的共犯，因為無知造就了受害者對自己遭遇的事件之無能。

不過仍有論者可能指出，即使無知不應該存在，我們仍然可以只透過

正當的、受到管理與監控的教育管道，來傳遞「正確」的性知識，至於色

情，以慾望之渲洩為唯一訴求的言論，仍會因為其肉慾橫流的情節而造成

（例如）家庭倫理等重要社會價值等觀念無法在未成年人的觀念中扎根的

不良後果。在受管制的教育中，未成年人一方面可以獲得足以自我理解與

自我保護的知識和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確保重要的社會價值得以在未成

年人的心中保有一席之地，因此仍然沒有放任色情資訊的理由。

但是這種觀點有兩個值得商榷之處。其中之一已經在上一節中論及：

正確價值的預設往往是對某種宰制結構的保護機制。家庭價值的內容不應

輕易地被範限在既有的觀念之中，而應該隨時保持與其畫定之界線外的世

界互相溝通與包容的可能性。當我們輕易地將某種現存的價值視為穩固的

普世標準時，就封閉了社會變動的可能性，被既有價值排除在外的個體甚

或族群便沒有立場主張進入社會核心的機會（Butler, 1997, p. 89）。例如，

當我們將現有的家庭價值（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視為穩固的普世標準，

我們就排除了同性戀／雙性戀／多角親密關係（polyamory）等不同家庭

實踐需求的個體／族群在社會結構之核心主張權利的管道。

除此之外，要企圖以「限制」創造「充份」的資訊環境是不可能的。

諱言的效應是造成某個領域的不可說，而妖魔化則來自於不可說導致的不

理解。在金斯柏格訴紐約案（Ginsberg v. New York, 1968）中，大法官引

用了以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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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色情本身不見得造成傷害，但允許閱讀色情，卻被認為有相當程

度之破懷性。兒童在閱讀時若能知道那是色情的（pornographic），

也就是不允許的，她們將受到此一認知的保護。因為那在父母的認可

以外，不會成為兒童建立自我認同的元素。反之，放任的允許，便是

在暗示家長的認可，甚至會導致誘引式的鼓勵。而這若是家長的認可，

同時就意味了社會的認可──又是自我發展的另一威脅。（390 U.S.

629, p. 642）

然而家長的「不認可」，以及社會的「不認可」，對於兒童之自我發展的

影響又會是什麼？資訊不被認可社會及家長認可，便會創造一個無法充分

談論的環境。當環境封閉了對色情資訊的談論，於是色情所關於的唯一內

容──性慾──就一併被封閉，而這便傾向於造就性慾的諱言，與性慾的

妖魔化。於是，除非我們能夠保證未成年人都不可能接觸到任何與性慾相

關的事件或資訊，否則就必須面對當未成年人發現性慾時的「不敢言」，

會產生什麼後果。

然而我們都知道，性慾的禁絕不可能。這不只是宣稱色情資訊的完全

隔離不可能，而是宣稱「性慾」本身的禁絕之不可能。因為性慾關聯的是

身體，同時也是自我。除非將未成年人與其自我隔離，否則性慾就長在未

成年人自己的身上。色情的一切，都是從身體出發，在身體與文化的互動

中尋找開發快感和情慾的可能性。如果說性慾不需要教育，意思不是每個

人都不需要任何教育或資訊，就能學得關於性的一切，而是主張性慾的開

發並非以教育為先決條件。而且事實是，性慾的開發總是先於資訊（如果

沒有人先有某種情慾的認知，便無法生產關於該種情慾的色情言論）的生

產。當我們將未成年人（特別是年幼的兒童）塑造成無辜、天真的個體，

以為她們都與性無關時，就等於是放任未成年人自行開發自己的情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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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箱屍案事件在台灣爆發之後，原先不可說的 SM 情慾實踐，突然在

媒體上展開大肆討論，而在此事件獲得公眾的關注後，一位資深的 SM 實

踐者也曾在網路上發表如下感想：「『SM』變成大眾辭彙出現在媒體上，

即使誤用居多，卻也喚醒了更多自覺，觸發更多人進行自身的探索。」

（黃詠梅，2008，p. 42）言論、資訊環境的開放，不可避免地會帶進許多

錯誤的資訊，但在一個開放的言論和資訊環境之中，對言論有需求的主體

才有向外探索的管道。一個閱讀了色情的兒童，在知道那是色情的，也就

是，不被家長及社會認可的，她或許會產生困惑，但這個困惑沒有人可以

解決，沒有人可以解決不是因為她身邊沒有能夠解惑的人，而是因為她沒

有一個允許她提出疑惑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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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分級辦法之制定，其目的在於保護未成年人免於傷害，而傷害的來源

被認為是色情言論及其傳遞之不當資訊。相同的論述策略也出現在禁止猥

褻言論對人民及社會道德情感之傷害中。然而女性主義者看出了這種論述

策略的盲點，以個人主義式的道德論述，正當化社會結構中不同族群間不

平等的宰制關係。因此，猥褻法訴求解決的是社會道德和秩序的問題，但

事實上卻鞏固了族群間權力分配差異的結構問題。因為結構有賴論述之維

繫才得以穩定續存，而猥褻法的論述與性別宰制的結構是共謀的關係，因

為只要能不冒犯社會所許可的道德價值，即使在結構中會加劇男性對女性

的宰制與虐待，那也都只是個人道德操守的問題，我們只要在法律中針對

這些個別行為一一懲戒即可。對反色情女性主義者而言，這種立場就是默

許宰制結構的論述立場。因此為了改變結構，就必須針對所謂維繫此一結

構的論述──色情強行禁止。

但是結構與論述間的關係並非如此單一，結構透過論述而得以續存，

但論述卻必須透過結構賦與言辭和行動的意義：言說者援用結構賦與言辭

特定的意義與行動能力，而言說的接收者則透過確認言說者對結構的援用

以接受言說者企圖傳達的言辭意義以及言說行為。在這層關係之下，唯有

透過言說的接收者積極地否認或拒絕確認言說者對結構的援用，才有可能

鬆動論述對宰制結構的鞏固關係。因此，巴特勒認為，透過宰制言論或傷

害言論所企圖傷害的對象自身的積極抵抗，才是平衡宰制結構中族群間權

力的實質不平等的方法，而不是透過國家的強制手段來限制傷害言論的言

說者。因為前者才是對弱勢方的積極賦權，而後者只是將宰制的權力讓渡

給國家。如果要國家有所做為，我們只能要求國家站在輔助的立場，以政

策之執行提供結構中的弱勢者積極抵抗之資源（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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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色情問題確實不只是個人的道德問題，實際上是族群間的權力

差異問題，而這個問題必須透過對文本的詮釋權之爭奪來平衡。透過弱勢

者的積極行動來顛覆原有結構在言說的歷史中穩定的援用關係。如果女性

做為一個族群被男性透過色情言論宰制，則透過對色情文本的再詮釋或再

引用，將相同的腳本以不同的形貌重新呈現，從集體的改造來塑造新的文

本引用。我們見到黑人透過街頭文化的創意，對白人的種族主義論述之利

用與改造，在黑人的族群間引起力量的凝聚；也看見酷兒論述將針對對性

／別異類之歧視論述再利用，進而翻轉論述原有的傷害性質。這些事例並

未證明這些抵抗可以「取消」傷害的存在，或者降低傷害性言論可以造成

的傷害程度，但是這些行動確實賦與原本的受害者對結構性傷害更強韌的

抵抗能力。

然而形式類似的權力衝突，在未成年人的資訊限制政策當中形成更複

雜的局面：一方面，是成年人對未成年人的結構性權力差異，此差異來自

塑造未成年人為必須被保護的無能力與無知者形象的論述之創造與鞏固；

另一方面，則是建立在這種未成年人無知與無能力的論述之上，由有知與

有能力的成年人之間，進行價值觀的主導之爭奪。未成年人「應該」知道

什麼，未成年人「不應該」知道什麼；未成年人「應該」做什麼，未成年

人「不應該」做什麼；甚至是我們「應該」對未成年人做什麼，以及我們

「不應該」對未成年人做什麼。這些問題所牽涉的不只是成年人與未成年

人之間的差異和關係，還決定於「社會」做為一個整體，對於「未成年人

將來會長成什麼樣子」的期許。因此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提出新的國際性教育方針

時，因為方針內指出在孩童五至八歲時應教導「女孩及男孩們分別都有私

密的部位，是在自己撫摸時能感到愉悅的」（2009, p. 43），而使國內出

現反彈的聲音，認為教導五到八歲的年幼孩童自慰的觀念相當不妥，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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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歲孩童還沒有性慾，就講自慰，實在沒必要」（楊惠琪，2009）。兩

種相左的立場，明顯指出成年人之間對價值觀念的爭執。固然後者表面上

是透過事實的宣稱來主張教育的適當性，只是透過這個事實宣稱，所傳遞

出來的焦慮恐怕並不真的是「五歲孩童沒有性慾」，倒更像是「五歲孩童

不應該有性慾」，或者「五歲孩童不應該知道那是性慾」。部分成年人對

於從身體部位開發快感或價值這件事情確實感到道德上的焦慮，李家同對

於台大女學生朝演藝界發展感到憂心惋惜，甚至怒批：「台大畢業生靠外

貌走秀，是庸俗到極點的工作」（許敏溶，2010），似乎台大對學生在心

靈與智識上的教育，不應該讓學生浪費在用身體創造價值這種事情上。

於是，在社會結構中佔據了權力核心位置的價值觀，便透過教育政策

的推動，落實在未成年人的人格養成之上。無論五歲的孩童是不是有過從

自己的身體部分開發出身體快感的經驗，在這些價值觀的作用之下，她們

不應該瞭解這些快感的社會意義，甚至不應該擁有這些快感經驗。當她們

向成年人提出疑惑時，會被含混帶過、或遭斥責與警告。為了「保護」未

成年人的天真，為了保護未成年人不受成人世界的「惡」所侵犯、干擾；

我們其實只是保護了我們心目中的兒童形象，我們保護的是「我們（成年

人）」的道德情感。

並且，在這個「保護」的強烈道德要求之下，我們觀察到未成年人的

無知與無能力所造成的弱勢地位，因此更強烈地一肩承攬起不讓未成年人

因為自己的無知與無能力而受到傷害，於是我們創造更多論述來強調她們

的弱勢，並以此為前提，發展出一套完整的論述，來教育她們「恰當的知

識」，並且隔離她們與「不當的知識」接觸的機會。於是在結構的反覆操

作之下，無知的未成年人更堅定地被安置在那個無知的位置上，而每每在

制度中被「保障」為無知的未成年人，在意外中接觸「不當的資訊」而因

其「無知」傷害別人，或者被別人傷害時，就更加確定了未成年人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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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論述，以及那些資訊之確實「不良」。但無論是未成年人的「無知」

還是資訊的「不良」，卻都是透過論述在結構中的實踐所塑造的。麥金儂

告訴我們色情言論不僅僅是反映現實，色情言論更建構了它反映的現實；

但其實任何論述都在建構我們的世界，建構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在此，我

們關於未成年人的論述，同樣建構了我們對於未成年人的認知，而此一認

知又決定了我們對待未成年人的方式。當我們以階段式的發展理論認知未

成年人，將未成年人的無知視為是他們成長的必經階段，同時以為只要經

過那個階段就能發展出適當的能力，我們正如同馬修斯的警告般地，以自

己的認知塑造未成年人成為我們認定的樣貌。我們以為孩童們有段時期是

個泛靈論者，但孩童的泛靈論傾向卻是在我們的文化中被教養出來的；我

們以為孩童沒有能力處理性資訊，但孩童對性資訊的無能為力，卻是在我

們的文化中被教養出來的。我們企圖保護未成年人成年後的主體性，但事

實上卻限制了未成年人透過資訊的吸收消化來發展自我的主體性。在此一

過程當中，一方面強化了既有結構中的性／別主流之權力位置，將異性戀

家庭價值置於教育的核心，限制未成年人自我認同發展的多元可能性，有

時甚至導致未成年人對自我的不認同或否定。在這些現實之下，所謂的保

護，恐怕只是讓未成年人成為成年人在價值戰爭中與權力衝突的犧牲者。

如果我們企圖保護的，確實是未成年人未來可能成長為的成人之多元發展

的可能性與自我選擇的權利，那麼資訊限制恐怕就只是傷害和侵犯。

當然，對未成年人的尊重與資訊的開放，並非意味著對未成年人的教

育必須完全依賴於未成年人的意志，反對以未成年人為「無知」之根本態

度對未成年人進行保護，也並非意味著所有的未成年人都已具有充份的能

力面對和處理這些資訊，而只是強調一個事實：處理資訊的能力，依賴更

多背景知識的擁有。如果要保護未成年人不受「不當資訊」的傷害，就應

該主動積極地讓未成年人擁有處理這些資訊的能力。「不當」，是因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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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缺無而不當，維持未成年人缺乏能力的狀態並限制她們接觸這些資訊

不僅不是在解決問題，更是在製造這些問題。讓未成年人開放地接觸各種

可能的資訊，並不是放任她們自行面對這些資訊，而是不封閉她們探索知

識的空間和管道。不建立一個諱言的言論場域，使她們能夠對自己所遇到

的困惑不猶豫地提出疑問，鼓勵未成年人對各種問題的思考和反省，而不

是片面地接受或迴避，這才是能夠發展主體性及自我認同的管道。

布里格浩斯（Harry Brighouse, 2003）在討論兒童權利之爭議時，反對

兒童是「權利」之主體的說法，但他同時也強調，這個立場並不意味著成

人對兒童有強制決定的權利。而是在視權利為對自我決定擁有「主宰性」

（authoritative）的前提下，認為孩童的意見應「視為諮詢（consultative）

性質而非主宰性的」（p. 692）。在與未成年者的互動中，因為未成年人

在能力與見識上的不足，我們確實不應該讓未成年人事事皆自己做主，但

這也不意味著成年人便可以替她們全權做主。布里格浩斯在陳述自己的社

群主義主張時，認為「孩童與成人同樣都是在其生活的社群中構成的，其

利益也無法與其生活之社群切割」（p. 695），因此，在拒絕孩童為權利

之主體的同時，「社群主義的立場當然也反對視成人為權利之主體」（p.

695）。至於拒絕視人為權利之主體的立場，並不表示人不能替自己做主

或做決定，而是指出個人與其身處之社群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至使人的

自我決定往往難以與她人毫無關係，既然牽涉到她人，則自我的決定自然

必須在衝突與協商之中產生。而在此衝突與協商的過程當中，扮演著重要

角色的元素當然還是個人的自主性，因為衝突和協商總是只會發生在個人

與個人的自主性之間。

因此，在我們面對與自己意見相左的成年她者時，我們應該儘可能地

採取開放的態度，進行相互尊重的協商互動，在協商的過程裡，我們當然

各自擁有自己既有的立場，但這個立場的持有不應妨礙我們同情地理解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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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立場。即使最終是要反對或批判，也必須在雙方都有可能對彼此之立

場有反省與理解的機會之條件下進行，而非輕易動用國家的強制權力來排

除任何意見。同理，在面對未成年她者時，即使我們意圖說服或引導對方

不違反我們的期待，也必須儘可能地使未成年她者擁有對這些由成年人提

出的要求有充分反省與理解的可能。而這種可能性，想必不會在一個資訊

封閉的環境中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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