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後現代女性主義的源流與理論紹述 

    論文一開始，即必須針對後現代女性主義所持之相關理論進行簡述，據此奠

定本文的論述基礎，以為將來延伸堆疊的作品探究提出準備。正如前章所言，後

現代女性主義在諸多女學流派中是個迷人的領域，卻也是個相對生澀的領域，就

像是個剛成年的少女，含苞待放，正要開始她的歷程；這不僅是因為它所發展的

時期較為晚近，同時也因為它的內涵抽象駁雜，少有學者對此產生專門興趣。但

正由於這個原因，本文更必須嘗試性地為此學說作一深入淺出的統整，以歸納方

式逐步突顯後現代女性主義的內涵，包括它在鋪陳的過程中或有難解的意象描

述，筆者便盡力將其劃分整頓，對於法國理論家的龐大論述，同樣是力求精簡，

旨在分殊其中重要的骨幹概念。如此當能破除後現代女性主義令人望而生怯的第

一印象，不再受限於「後現代」三字天馬行空的想像，而願意在理解之後產生興

味，對此一探究竟，伸手碰觸女性主義學說中最柔軟、也最為離奇的一部份。 

 

第一節 「後現代」概念的崛起 

    根據學者劉紀雯在 Connor《後現代文化導論》一書的導讀中所述，可大致清

楚地界分「後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的不同（Connor, 1999：導讀 5）。前者

指的是後現代社會中的政治與經濟結構，後者所代表的則是在此種結構下所衍生

的文化特徵與思考模式；換言之，「後現代性」指涉的乃是相對具體的對象，而

「後現代主義」之內卻涵蓋了眾多分歧的理論，可運用至不同的領域。女性主義

在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之下，產生了「後現代女性主義」流派，若欲善加理解，便

不能忽視其間的理論連結。以下篇幅率先針對後現代主義進行探究，其後再根據

探究內容，建立後現代女性主義的理論特質，當能獲得較為切實的結果。 

 

 

 

 17



  壹、後現代學者的奠基 

    一、現代與後現代的交界－尼采： 

    檢視後現代主義的發展脈絡，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無疑是居於

領航者的地位，其思想以降影響了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傅柯（Michel 

Foucault）、李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後世學者，奠定了該學派的中心

議題－「重估一切價值」（杜麗燕，2002：183）。在這樣的哲學當中，尼采對過

去一向被奉為圭臬的傳統理性大加批判，指出人們若將理性視為判斷或推論事物

的工具，則將失去固有的直覺、情緒與感受本能，這種理性最終只能成為一種「荒

謬的理性」（李克寰，2003），無法對人類世界產生貢獻及滋潤。因此，尼采在其

論述中始終呈現了極大的破壞力，不僅反教條、反傳統、反道德，更嘲諷一切的

世俗規範，對尼采而言，世上並無絕對有效的真理，一件事物更可能有多樣涵義，

而我們便必須在不斷的懷疑與批判當中開創新局，才能獲得生命的動力。 

    若以更為具體的例子來解釋，則可參照尼采的其中一項中心思想－「上帝之

死」（陳鼓應，1989：17）。在尼采極欲「推倒」的「舊障」之中，基督概念顯然

是重要目標，他認為上帝不過是一個人造的虛構之物，其職責就在禁止我們做開

放性的思考，唯有令上帝－及其所代表的一切準則－毀壞崩解，人的生命力方能

自在地展現。這樣的思考路徑貫穿了尼采的龐大論述，同時也在後世的理論發展

中獲得延續。回到前述的中心議題，尼采以及大部份的後現代主義學者，畢生所

努力者便在於「重新評估一切的價值」，因此他並非拒絕價值的存在，而是拒絕

外在而固有的價值，轉而肯定內在且變動的價值，這些質素未來除了將影響後現

代主義之外，也將對後現代女性主義的興起產生若干啟發。 

    二、後現代概念的實際應用－李歐塔、詹明信、布希亞： 

    由尼采的時代往後推，繼承其脈絡者並非立即銜接至李歐塔、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與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等人，但在此處若欲逐一探討各個學者的

細部理念，顯然過於繁瑣，而有失焦模糊的危險。根據 Connor 的觀察，近代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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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後現代論述，即以上述三位學者為大宗（Connor, 

1999：32），他們延續後現代主義的思維，將其應用至較為特定且具體的領域之

上，其間的陳述當有助於我們更加貼近該理論的內涵，故本文現將焦點置放於三

位學者的論辯當中，開始另一階段的探索。 

    （一）文化與政治的應用－李歐塔： 

    李歐塔的思想主要表現在《後現代狀況》、《公平的遊戲》與《分歧》等三本

著作，其中對於文化、政治與倫理問題中的決定論與一元論等主張，均有相當程

度的批駁（鄭祥福，1995：21）。對李歐塔而言，「文化帝國主義」是需要被質疑

而解構的，過份追求「我群」的概念，僅僅是收編歸納了具有共同特質的同一群

人，但卻以相對暴力的方式排斥了「其他」特質存在的可能性，事實上，我們應

極力避免的狀況就在於使用這種無謂的粗暴，如果尊重差異的做法能夠被接受，

便不會出現各種表面上意圖統合，實際上卻令他者屈從的嘗試。故就政治理論的

探究而言，李歐塔認為所謂的「公正」就是每個個人或政治群體均容忍相互的不

一致性，不將自身的準則強加至對方身上（Botwinick, 1993：164），這些思想結

晶同樣地可以依循單一脈絡，應用至社會科學、哲學與其他人文學科的理論當中。 

    （二）社會與經濟的應用－詹明信、布希亞： 

    相較於李歐塔在政治與文化方面的貢獻，詹明信和布希亞則將焦點帶進社會

及經濟領域之內。延續後現代主義的一貫批判立場，兩位學者不約而同地以馬克

思學說做為重新分析的標的。詹明信認為當前社會在資本主義的強勢發展之下，

早已進入奇特的擴散狀態（Jameson, 1991：87），馬克思所劃分的「經濟基礎」和

「上層建築」已經失卻其中的界線，各項事物逐漸被化約至同一場域當中；但這

樣的觀察並非意謂著同質性的增長，相反地，全球資本主義在這樣的領域內更能

發揮其變動不居的本質，對固有的中心概念進行疏離及分化的動作，創造出更具

多樣性的社會風貌。另一方面，布希亞也肯定詹明信的上述論點，認為文化、政

治和經濟等場域已經無法切割，但「符號」的爆炸卻促成了變動性的主要來源，

整個社會陷入了瘋狂的「象徵交換」之中（Alexander & Seidman eds., 199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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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價值與對立模式則無所憑依，僅剩下浮動而不確定的交互關係。由此可知

布希亞的理論已將「符碼」及「資訊」的價值具體呈現，這與筆者其後所要探討

的文本政治具有相當的關連性，可供後續討論。 

  貳、時代環境的推波助瀾 

    除了針對傳統與近代兩大時期的學者論述提出概要性的介紹外，作為後現代

女性主義的重要成分，後現代主義的興起背景及原因，無疑也對女學流派的轉變

具有重大影響。在探討此項議題之前，首先必須回顧「後現代」用語的歷史。根

據學者的考證，1870 年代的英國畫家普曼（John Watkin Chapman）曾首度使用「後

現代主義的繪畫」一詞，指涉該畫派與前一時期的不同（洪鎌德，2000）；此外

在 1930 年代左右，西班牙文學評論界也曾使用該名詞對當時的現代主義提出反

動，其中意含了強大且熱情的挑戰，以及給予女性的真實呈現（Anderson, 1999：

2）。然而，一直到 60 及 70 年代以後，「後現代主義」的指涉面向才慢慢變得具

體化，不僅被廣泛地使用在歷史學、政治學、文學和建築藝術等領域內，並且使

用的時機也逐漸趨向於同一，主要均在陳述新時代降臨之後所引起的生活及思維

轉變，挑戰了舊有的價值事物，對此產生重新界定與再次表述的呼聲。經由這些

簡要的敘述，我們大致可看出後現代主義興起的時代特色，亦即在二十世紀初期

到中後期之間，整體社經環境所展現出的面貌。 

    一、二次戰後的激烈變革： 

    一九五○年代開始，後現代主義出現了包括李歐塔與布希亞在內的精緻論

述，顯示該學派的樹立與成形。事實上，這些理論之所以在短期間風行學術界，

並獲得群眾的注意與尊崇，乃是由於第二次大戰之後，社會、政治與經濟型態的

劇烈解構與重組，導引出人們的「矛盾感受」（陳英偉，2000：29）。換言之，既

有的生活模式在戰後風暴下急速地變遷或瓦解，這些歷程除了讓社會成員見證了

外在結構的轉變，同時也令他們擁有新的體悟，出現了既戀舊又期待的雙重心

態。對應到思想上來看，社會變革的深化帶來了傷痕、反思、尋根、新潮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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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立的議題，人們面對迅速變化的現實和紛擾繁複的人生，多半呈現出躁動不耐

但卻猛然深沉的再度思考，甚至將其投射至探索創作的諸多主題（吳宗蕙，1995：

13），這種思維特質在後續所要分析的張愛玲文本中亦可略見端倪，唯此處尚未

進入議題核心，容後再述。 

    二、資本主義的晚期發展： 

    資本主義的興起固然也是社經型態轉變的另一項重要原因，但在這裡所要探

究的則是晚期發展所帶來的結果。晚期資本主義的發展特質主要表現在知識（資

訊）與商品的匯流（劉毓秀，2002），包括電視、電影、電腦、手機等科技產品

的推陳出新，使大眾不僅身處於一個全面性的感官氛圍當中，同時也在無遠弗屆

的資訊型態中深切體會了空間意識的轉變。換言之，商品大潮帶來了新的衝擊，

而這樣的衝擊更不僅表現於客觀形體的質變，同時更匯合了主觀意識的重組與體

驗。因此，後現代主義所呈現出來的大多數樣貌，即是「空間」對於「時間」的

壓倒性優勢（Anderson, 1999：73），而在空間無限放大，時間卻喪失既有絕對性

的情況下，自然也成就了更加多元、豐盛卻複雜的思維環境。 

  參、後現代主義的一般特性及影響 

    關於時代背景及主要學者的探究，固然無法至為精確地描述後現代主義的內

涵，但這部份的內容並非本文所欲討論的焦點，故僅作如上概述，目的是為了提

出後現代主義的基本特徵，再對照至後現代女性主義的理論當中，以供更進一步

的理解。小結以上敘述，則可歸納出後現代主義的幾項特性，以及這些特性對後

現代女性主義的發展影響。 

    一、涵蓋範圍甚廣：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後現代主義」在具體化的同時，即被發現能運用到歷

史、政治、文學、藝術等層面；因此後現代主義所指涉的並非一個單純絕對的概

念，相反地，無論是在內容上抑或是使用時機上，它都較其他學派呈現出更為多

樣且繁複的風貌。若以更確切的方式描述，則可引述學者高宣揚的用語：「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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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主義是集社會、文化、歷史、氣質、品味、思想心態以及生活方式等多種因素

於一身的複雜新事物。」（高宣揚，1999：7）在此情況下，它的定義顯然並非定

於一尊，既然這項概念能夠廣泛地應用至各個學科，那麼隨著各種學科運用其內

涵的方式及面向不同，「後現代」的定義也會因此而有所差異。這也就是為何我

們在探討後現代女性主義時，不能在一開始便將後現代主義的諸般特質扣在女性

主義理論之上，因為政治思想學者對後現代學派的解讀，可能與建築師的解讀相

差不只寸許，後現代的概念並不能全數運用至女性主義當中。假如將其視為單純

的「加法」，認為「後現代主義+女性主義=後現代女性主義」，那麼將忽略了兩者

之間交互相乘的效果。但另一方面，也正由於後現代概念多重而廣泛的涵蓋性，

使得後現代女性主義也多少傳承了該項特質，無論在政治、社會、文學、藝術等

領域，均有後現代女性主義學者的蹤影，而其間所隱含的連結，正是本文所欲探

討的主要內容。 

    二、顛覆與反本質： 

    再就後現代主義的內在精神而言，無論是年代較遠的尼采或近代知名的學者

李歐塔、詹明信等人，在其論述中均能發現充滿「顛覆性」的內容。事實上，正

是由於代表「現代」價值的傳統理性、科學精神，以及嚴謹而有秩序的時間觀，

均受到了新時代的衝擊而有所轉變，才促成「後現代」概念的興起及反動，因此

後現代主義的「後」字早已隱含了「顛覆前者」的意義，而後現代主義學者所追

求的終極目標，也是對既有價值的重新認知。更確切地說，包括尼采的「上帝之

死」等後現代理論，皆可被視為是一種「非理論的理論」，因為長期以來受到世

人信奉的理論，實際上只不過是「戴了理性面具的迷思」（蔡錚雲，2000：

222~223），而後現代學者在面對這些迷思時，便唯有拆下它的面具，令其展現過

去不為人知的另外一面。順著顛覆特質的脈絡往下延伸，後現代主義者在「反本

質論」的過程中也是不遺餘力，這是因為在理性思維的影響下，事物有其固有本

質的觀念深植人心，而後現代主義便欲「顛覆」此種「迷思」。這項主張受到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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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主義者的吸收與支持（Robinson, 2002：82），他們認為男性和女性並無固定

且僵化的本質，並未受限於基本的定型框架，每個人均能表現並創造自己，這樣

的思想構成了後現代女性主義的重要內涵，在後續的討論中將會持續體現。 

    三、不確定原則與內在表達方式： 

    後現代主義另一項更重要的特徵，即在於「不確定原則」。如同前文所述，

後現代概念自定義開始便隨著不同的學科流派而有所不同，因此在內涵上，也經

常表現出多元、模糊、不可界分且異端叢生的樣貌（鄭祥福，1999：35）。這樣

的形式由後現代學者的角度觀之，經常被視為是象徵事物傾頹與再構的過程

（Readings & Schaber eds., 1993：191），亦即舊有的象徵事物固然歷經了傾圮與毀

壞，但無窮的創造力卻反而在自由的釋放當中應運而生，促成了嶄新的象徵價

值，因此後現代的表現方式往往是自由奔放的，甚至無法經由嚴謹的邏輯途徑來

加以印證。另一方面，此種不確定原則也在相當程度影響了「內在表達方式」的

運作；換言之，後現代產物往往透過「內在性」的方式來傳達自身意念，而內在

性的方式則包括了符號的使用、比喻的呈現以及情感的波動等，盡可能去除外顯

直接的言說內容，轉而追求「內在表達」，甚至是「非表達」的境界（Alvesson, 2002：

169）。後現代女性主義受此概念影響相當深厚，無論是後續所要提到的三位法國

學者，或是包括張愛玲在內的若干性別作家，均同樣強調符號與象徵的革命性力

量，並且盡可能地將其充分實踐，這部份將在後文一一陳述。 

 

第二節 精神分析學派與解構主義的影響 

    若說後現代概念在巨觀層次提供了「面」的影響，那麼精神分析學派與解構

主義，則可說是由微觀層次提供了「點」和「線」的考量。就「點」的方面而言，

後現代女性主義吸收了這兩大派別各自不同的元素，直接對此加以融合；就「線」

的方面而言，三者更形成「精神分析學派－解構主義－後現代女性主義」的發展

路徑，由上而下層層累積。因此，如欲追溯後現代女性主義的理論源流，除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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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主義之外，尚須進一步談論精神分析學派與解構主義的內涵。 

  壹、佛洛伊德、拉岡與精神分析學派 

    一、佛洛伊德的女性解讀： 

    佛洛伊德（Sigmud Freud）所建構的精神分析理論，在一開始所涵蓋的部份

其實乃是心理及醫學層面，而非女學領域，但由於其中的數項概念牽涉到該學派

對女性特質和母職母性的解讀，引起了社會的震撼與關注，方才開啟了精神分析

學派與女性主義的對話空間。若將焦點置於女學理論，佛洛伊德所發展的概念則

如下所述。 

    （一）女性特質的建立來源： 

     1.男人外來的輕視： 

    相較於女性而言，男性在自我心靈的建構上顯得較為簡易，一般來說，可視

為「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至「閹割情結」（castration complex）的轉

折。伊底帕斯所意喻的乃是「弒父戀母」情結的表現，而它之所以出現在孩童的

發展前期，則是由於母親的乳房能滿足嬰兒的口腔期衝動，從而令母親成為「第

一個愛的對象」（Freud, 2004：70），在此基礎上，另一個與母親關係緊密的男性

－父親，便成為相對仇視的目標。口腔期的衝動無論男嬰或女嬰皆然，但男性之

所以在發展後期轉折為「閹割情結」，與女性分道揚鑣，則是由於男童因尋求刺

激在玩弄其生殖器時，往往會被強烈糾正、斥責，甚至威嚇要閹割他的生殖器（高

宣揚，1993：291），這樣的印象形成了男孩心裡的恐懼，認為閹割將會令他失去

「某種重要之物」。隨後男性基於此項意識，便逐漸往父親所象徵的權力世界靠

攏，積極揚棄並輕賤過去的母親認同及女性化傾向，與早已被閹割的女人劃清界

線，以此作為發展陽性特質的道路（Balbus, 1991）。                                        

     2.女人自我的屏棄： 

    男性在潛意識中所形成的優越感及其對女性的輕賤，固然形成女性自卑的來

源之一，但女性在自我發展過程中所經歷的心態轉變，也促成了失落情緒的再

 24



現。這部份必須回到伊底帕斯情結之後的歷程，男孩在玩弄陰莖之後的負面情境

造成所謂的閹割情結，但女孩天生便無「外顯」的性器官，在比較之後，她們發

現與陰莖對等的陰蒂看起來竟毫無用處，這樣的認知促使女孩開始嫌惡自己的身

體，甚至衍生出「陽具崇拜」的心理（Freud, 2002），無法像男性一般積極而肯定

地建構自我認同。 

    （二）歇斯底里1、壓抑與女性主義： 

    由此觀之，精神分析理論其實較傾向為一種父權話語，目的無非是經由生理

至心理的科學論證來合理化父權文明的建構，但其中和女學相關的陳述，卻意外

開啟了女性主義的另類視野，發現女性的成長歷程容納了許多憂鬱性的因子，造

就她們情感豐沛、複雜且多變的特質。根據佛洛伊德的觀察，歇斯底里之所以經

常發生於女性身上，乃是因為「不快（unpleasure）經驗的存在」（黃宗慧，1995）；

換言之，包括在上述經歷中所承受的矛盾、壓制、貶抑、困惑，甚至是情感的轉

向（Assoun, 2002：17），都有可能在女性的心理當中匯集成洪流，最後因無法阻

擋而潰堤。後現代女性主義者則善用了此項觀點，雖然有關「陽具崇拜」的諸多

理論曾經引起婦運界的批評與撻伐，但精神分析學派對於「女性壓抑」的觀察，

在當時確為新穎銳利的論點；在此層面上，後現代女性主義主張這樣的壓抑與鬱

悶應透過「書寫」來任其流洩，即使在書寫的過程中表現了女性歇斯底里的特質，

也不應視之為異端，因為它極可能是表象之下的真實原貌，或是女性建構自身主

體的重要途徑。                                                                      

    二、拉岡的理論深化： 

    在精神分析學派影響女學發展的過程中，拉岡（Jacques-Marie-Emile Lacan）

對佛洛伊德理論的後續刻畫與省思，也成為至關重要的環節之一。相較於佛氏，

拉岡所形成的思想貢獻則更貼近後現代女性主義的基本訴求。 

                                                 
1 「歇斯底里」（hysteria）一詞是由希臘文中「女性的子宮」（hysterus）衍生而來，泛指由心理

因素引起的特定精神症狀，主要表現在情緒化或過度激動的情況；但以女性子宮來代表精神疾病

的發生，恐有污名化的嫌疑，故在現今的臨床醫學中幾乎不用，唯在精神分析的討論上仍能加以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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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強力形塑的語言秩序： 

    根據學者的描述，精神分析學派始終不曾抹煞語言體系的重要性，同時也肯

定語言具有「區隔」的效用，足以劃分人類的內在慾望和動物的需求本能

（Gurewich & Fairfield eds., 1999：103）。但另一方面，拉岡卻進一步地指出語言

可能產生的危險性，亦即當前的語言體系乃是以陽性特質為主軸表徵，而在陽性

符號充斥的固有環境中，各種由語言為起始往下延伸的文化、社會、政治空間，

均會因此而涵蓋在父權意識的作用之內，造成強而有力的「象徵秩序」（the 

symbolic order），並且這種象徵將會再次地增強文化區隔，一方面作為文明的表

述，另方面卻形成屹立不搖的固著秩序，而對非陽性的一方形成壓抑（杜聲鋒，

1997：114）。但拉岡對此殘酷的結果並未提出積極的反抗途徑，僅限於理論陳述

而已，在此情況下，後現代女性主義者的著力點便明確地指向陽性語言或陽性書

寫模式的批判，甚而提出與之相對的「陰性書寫」，作為固有象徵的挑戰之道。 

    （二）「潛意識」和「無意識」理論的再現： 

    佛洛伊德在其理論中曾經著墨的潛意識理論，到拉岡時期又再一次地受到重

視。這樣的理論表現出男性形構陽性世界的過程，包括父權概念在潛移默化的過

程中侵入了意識層面，令女性屈從並附屬於男性。此外，「潛意識」就過去而言

通常只對應著「意識」而出現，僅僅作為一個突顯主體的陪襯概念，而無自主的

顯現地位，但拉岡卻進一步地將它拉抬到與意識對等的層次，認為它具有類似語

言的結構，可視為一種「他者的話語」，足以映照正統的意識活動規律而被納入

科學的體系（王國芳，郭本禹，1997：92），其中所突破的價值在於代表女性的

「他者」終於獲得肯定的地位，能被納入體制之中，與主體平起平坐。而在其後

所衍生的「無意識」概念當中，研究者更能清晰審視所謂「他人的話語」，因為

無意識本身就是由被壓抑的心理內容所構成，常在淨化作用的排除之下被拒絕進

入意識或潛意識（杜聲鋒，1997：91），這種看似合理的「異物清除」過程，正

與陽性架構下的女性處境和壓抑心理不謀而合，成為最貼切的體現。故由女性主

義的角度觀之，此種論述不僅經常成為極佳的分析工具，被用於意識型態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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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Wright, 2002：40），並且其間隱晦而內蘊、嘗試發掘女性面向的解放思維，

也成為他們企圖拋棄僵化兩性定義的有效基礎。                                           

  貳、德希達與解構主義 

    另一支影響後現代女性主義甚深的學派，即是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

法國學者德希達被學界譽為「解構主義之父」，其所發表的篇章論述，也相當清

楚地勾勒出解構主義的內涵與脈絡；簡言之，德希達的解構理論主要是對「結構

主義」論爭的反思及超越（楊大春，1994：37），他既不追隨傳統價值的遺緒，

也不像尼采一般展開強大的破壞工程，而僅肯定了「意義」的多樣性，並主張透

過「文字」來加以傳遞。以後現代女性主義的角度而言，德希達的理論乃經由如

下二端對其產生影響。 

    一、文字與符號的意義解放： 

    延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德希達在文字及符號的意義上，乃

採取破壞或「去結構」的作法，將其置放在歷史或文化的環節之外，直接回溯初

始而根源性的聲音。要達到這樣的目標並不容易，因為由西方傳統哲學所建構而

成的「邏各斯主義」（Logoscentrism），已將基本的判別框架深深烙印在個人的認

知架構中，當我們碰觸任何攜帶意義的符號時，均不免循此脈絡加以評斷。在海

德格的解釋中，「邏各斯」（Logos）所代表的涵義包括「理性、判斷、概念」等，

其中隱含了相當程度的「優位性」意義（石計生，2001），這樣的架構將引領世

界形成「二元對立」的秩序：心靈／肉體、理智／情感、自然／人為、美麗／醜

陋…，前者應被頌揚、稱許，後者則應遭貶抑。然而，德希達對此說法並不苟同，

他之所以肯定文字所隱含的力量，即是因為文字在運作的過程中，較言語活動更

加迴避了「自覺」的處理程序，因此，它將更能顯露多樣性意義的置換空間，不

受傳統框架所限宥（Norris, 1995：36）。 

    在此情況下，解構理論對後現代女性主義而言，已有兩項內涵值得加以借

鏡。其一是文字力量的肯定，誠如筆者在精神分析一段所描述，後現代女學者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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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重視書寫及符號的爆發性，這樣的傾向顯然便受到解構主義的論述影響，認定

唯有使用文字，才能表現出真實流洩的內在心態。另一方面，德希達對於二元對

立架構的質疑論點，也受到後現代女性主義的挪用，並與後現代主義的「反本質」

概念相合流；換言之，男性並不一定是理性、心智、或陽剛的表徵，女性也並非

是全然的情感、肉體或陰柔取向，而即使女性表露了上述特質，也不能因此而界

定她的卑下性，相反地，解構主義所要求的乃是一種更加尊重差異的思考方向。 

    二、「延異」概念的啟發： 

    「延異」概念則可視為上述兩個次概念的整合與補充，這項獨特論點由德希

達提出，目的在指涉文字之中所自然蘊含，能令其不斷演繹延伸的無窮能量。舉

例而言，＂difference＂一詞所代表是「差異」，假如將第二個＂e＂置換為＂a＂，

成為＂differance＂，則顯得毫無意義，依照習慣我們會將其視為拼字上的謬誤，

但德希達所欲突顯的便是＂differance＂與＂difference＂之間的個別性與互動關

聯性（Wood & Bernasconi eds., 1988：32）。更確切地說，即使＂differance＂本身

並不存在任何具體的、通用性的意義，但就事實而言，它與＂difference＂的確是

不同的個體，並且也促成了＂difference＂這個框架以外的流溢現象，流溢的終點

為何，我們不能確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固有的「形狀」確實已因此而有所改變。

當然，這樣的描述趨近抽象且過份精細化，本文所欲著重的面向並不在此，但延

續上段所述，則可發現德希德對「單一真理」的懷疑始終不曾間斷，而對後現代

女性主義而言，正需要此種挑戰權威的啟發與思維，提供學者更為有力的論述平

台，以駁斥過去由父權結構和陽性優位思想所建立而成的絕對概念。 

 

第三節 後現代女性主義的發展與論述內容 

    影響後現代女性主義發展的各項理論源流，已於上述篇幅做了概要性的介

紹，經由這些論述，我們能漸次掌握到後現代女性主義的內在質素與基本特徵。

但另一方面，為了能夠更精確地探勘其中的理論內涵，本文仍必須就後現代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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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本身的興起背景，作一簡單的描述，並針對該流派主要學者的陳述，給予相

當的整理研究，如此當能更為直接地揭開後現代女性主義隱藏於非主流之後的諸

多思緒。 

  壹、背景與定義 

    追溯後現代女性主義的演進歷史，可將其時間源頭歸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

後。雖然婦女運動在十九世紀左右便已醞釀成熟，而女學理論也逐漸擴充分支，

形成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等傳統流派，但誠如本文在第一節當中所提到，二次戰

後的強烈變革配合資本主義的晚期發展，在大環境中塑造了「根源性」的質變氛

圍，這樣的氛圍不僅促成客觀結構的移轉，同時也造就了主觀思想的變化，包括

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學派以及解構主義的發展，顛覆性的的思維元素大量地注入

人心，使人們即使生存在不確定的崩裂時代中，也能汲取一些微弱的精神安慰。 

    後現代女性主義便是在此情況下獲得重視，在容納了多面向的理論源流之

後，後現代女性主義不僅揚起顛覆父權秩序的大纛，同時也自詡為傳統三大流派

的批判及反動者。（李銀河，2003：85）因此，該流派的中心思想顯然與傳統認

知有所不同，過去以「男性」為依歸的絕對秩序固然應受到挑戰，但自由主義等

主流女性學派，多半將焦點置於政治、社會或經濟地位的提升，最終目的仍是希

望女性能夠得到「與男性相同的待遇」。後現代女性主義對此則予以反駁，他們

認為這樣的努力仍然無法跳脫「單一絕對」的窠臼，並且如果以此模式繼續地批

判父權主義，最終仍然會因為重新陷入男性中心的圈套而歸於失敗。所以關鍵的

地方在於，女性主義若欲成功體現其解放思維，便不能忽略「多元性」、「多重性」

與「差異性」的特質運作（莊明貞，1998）。以此概念為後現代女性主義下一簡

單的註解，當可將其視為「二次大戰之後，受後現代主義影響而興起的女性主義

流派，它強調多元、開放與尊重差異的觀點，大量運用『書寫』方式呈現真實的

女性主體，據此顛覆固有的陽性中心秩序」。但詳細的理論內容，仍必須繼續深

究該流派主要學者的篇章論述，其中最具代表性意義的，即是著名的「法國三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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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後現代女性主義之所以經常被簡稱為「法國女性主義」，乃是由於該流派的

主要學者來自於法國的三位女性思想家－伊蓮‧西蘇（Helene Cixous）、露斯‧伊

莉佳萊（Luce Irigaray）以及茱莉亞‧克麗絲蒂娃（Julia Kristeva）。因此本文先針

對這些學者的重要主張做出概要性的統整與介紹，再據此探討後現代女性主義的

政治內涵。 

  貳、「法國三巨頭」的理論陳述 

    一、西蘇與「陰性書寫」： 

    （一）「陰性書寫」的形構： 

    受到德希達在書寫方面的強烈啟發，西蘇也主張以此方式來表現差異與多元

性的存在，其重要性甚至可被視為西蘇本人、及後現代女性主義的主要精髓。以

較淺顯的方式表述，「陰性書寫」主要是指文本之中對女性身體或其他力量特質

的描寫，藉此展現女性及母體中所蘊含的語言，作為對抗男性權威的利器。（蕭

嫣嫣，1996）根據這樣的邏輯，西蘇賦予文字和語言極高的使命責任，她認為歷

史總是在書寫「男性的故事」（History），在陽性中心的思維下，婦女被屏除在外，

無法釋放其活躍、豐饒並且變幻無窮的聲音，而「陰性書寫」的目的便是去「竊

取」這些長期處於壟斷地位的男性文字，爭取＂Herstory＂存在的權利，令女性

得以衝破固有的藩籬，在自由空間當中飛翔遨遊。（Conley, 1992：53~54）因此，

陰性書寫的價值正在於它所展現的涵容性、超越性和無限慷慨的付出，有別於陽

性思想的強取豪奪，書寫的過程對西蘇而言是極具潛力的，因為它得以不受既有

規範所限宥，達到超越邊界與終點的無盡效果，而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積極呈

現女性的身體與心靈脈動，重新確立女性的生命地位。西蘇之所以認為陰性書寫

有其開放及推廣的必要性，乃是因為陽性中心理論有極大的部份是樹立在男性的

「論述體系」之上，換言之，「傳統語言是一種對男性優惠的語言」，在它運作和

釋義的過程中，無論語法或邏輯規則都是「單向」進行的，緊緊依靠著男性而建

立。例如在法語中，「男人們」（les hommes）意指「整個人類」（les etres hu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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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西方各國的語言中，「陽性」和「積極」、「正面」（positive）等又是同義詞（高

宣揚，1999：395~396），因此男性可以表現得「既陽性又中性」，囊括了絕大部

份的有利資源，而將女性的語言壓制在極為有限的區塊，並賦予其負面卑下的涵

義。西蘇則認為女性的心靈和話語並不僅僅如此，陰性書寫的目的除了重新界定

「陰性語言」長久以來被拋棄的歷史位置，同時也在進行一種女性主體的申訴，

試圖借用書寫的多變與廣角來揭示以往黯然的壓抑。 

    （二）打破二元對立： 

    解構主義對西蘇論述的影響，除了表現於流溢不羈的書寫方式之外，德希達

對單一真理的懷疑與從不間斷的推敲省思，也促成了西蘇對陽性中心理論的進一

步質疑。在西蘇的觀察中，陽性中心理論之所以能夠屹立不搖，背後的撐持力量

即是根深蒂固的「二元對立關係」（黃逸民，1993）；換言之，依照「邏各斯」概

念所形成的各種對立模式－如前述的心靈／肉體、理智／情感……等，逐漸讓世

界陷入一種是／非、好／壞的武斷情境，而長期在價值系統中處於優勢地位的陽

性符碼，則掌握並利用此項資源，更進一步地壓迫陰性語言的存在空間，令女性

成為低下、被動，或需要被改造的瑕疵品。西蘇的努力即在破除此種對立關係，

轉而塑造另一種多元並立的協調關係，以陰性書寫而言，她認為女性的寫作實踐

絕不可能被理論化、被封閉或者擅自提出特有的規範，因為它的發展是繁榮茂

盛、爭鳴輩出的，毫不遜於陽性中心體系的霸權話語。同時她也提出了不同於傳

統的雙性概念，傳統的雙性代表了一種懼怕閹割、渴求某種「完整」的幻想，最

終這個存在仍是由兩半所組成，但真正抹除二元對立的雙性概念，卻是： 

    每個人在自身中找到兩性的存在，這種存在依據男女個人，其明顯和堅決的

程度是多種多樣的，既不排除差別也不排除其中一性（Cixous, 1999：93）。 

在此情況下，每個個體都有自由決定自身性別的能力，可以男性化多一點、

可以女性化多一點，甚至可以兩者融合優游並存，無所謂高貴或卑賤。陰性特質

之所以不需要被遮掩或隱藏，乃是由於它並非低賤之物，相反地，若能釋放女性

在身心之中所蘊含的強大能量，當更能豐富並滋養唯有陽性中心的單調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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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他者」概念的沉思： 

    經由二元對立關係的破除過程，西蘇更進一步地省思「他者」概念的意義。

在陽性霸權的世界當中，女性－或陰性－所屬的事物均被置放在正規體系之外，

借用存在女性主義者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主張來解釋，男性為了

鞏固自己的存在，避免自身的權威受到挑戰，於是將女性徹底地「他者化」；而

女性一方面由於獨立自主的個體不斷成熟，另方面卻總是經由外在環境接收女性

必須被動或依賴的訊息，促使她在「自主個體」與「他者身份」之間衝突不斷，

無法對抗固有的「他者」標籤（de Beauvoir, 1999：13）。這樣的情況落入西蘇所

觀察的二元對立當中，更是被發揮得鉅細靡遺，陽性事物不僅居於主導地位，同

時也是獨立且無須懷疑的個體，而陰性事物相對於前者，卻僅能居於「客體」地

位，謙讓而卑微。不同於西蒙‧波娃，西蘇所主張的是更富異質性的兩性觀點，

不汲汲營營地追求一種與男性平等的想望，反而強調差異，期待透過女性價值的

獨特展現，讓女性也能擁有發揚自身的權利，而非用「平等」的手段企圖強迫女

性成為男性（Moi, 1995：89）。西蘇之所以提出「陰性書寫」的概念，主張婦女

必須致力於書寫婦女自己，拒絕用男性的偏頗角度來考慮女性意識，即是為了轉

換女性的客體角色，充分展現其蓄勢待發的主體性，而其一旦進入為陽性所壟斷

的符號世界，則將在固著的主客體身分間形成碎裂性的顛覆效果，所謂的「中心」

和「他者」便不一定是男性和女性之間的代言。 

    二、伊莉佳萊與「此性非一」： 

    （一）正視性別差異： 

    延續西蘇的若干思想，伊莉佳萊花了更多的心思在處理「他者」與「同一性」

的問題。在她研究傳統哲學文獻的過程中，她發現由柏拉圖、亞里斯多德、康

德……等學者所建構而成的理論系統，均排除了女性的存在，而用同樣的語言不

斷複述同樣的歷史（蔡振興，1993）。這種現象所造成的結果，正與德希達和西

蘇所質疑的「二元對立模式」相仿，所有的事物都根據「同一性原則」劃歸至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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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位子上，毫無翻轉流動的可能，而在此系統中被歸類於下層位階的女性，只

能默默承受長期的「他者」身分，認同陽性中心的絕對權威。伊莉佳萊認為只有

當女性肯定了自己作為女性的特殊性，或是男性及男性的表現系統存在著差異的

道路時，固化的陽性中心理論才能被推倒或改變。在後者行之困難的情況下，女

性的身體和慾望便顯得極具重要性，女性的身體到處瀰漫燃燒著慾望，而女性的

慾望與男性的慾望乃敘述著不同的事情，它被古典的西方邏輯所淹沒，長久以來

無法顯示它的紛歧、複雜和微妙，事實上，女人的身體混亂而敏感，慾望衝動而

任性，這些都無法從「同一原則」中獲知，而女人也被此矇騙良久（Jones, 1995：

73~74）。在重視差異的平台裡，這些因子不會被一筆勾銷，反而將構成一種強大

的動能，甚至能夠在兩性之間最初和最終的差異過程中，獲得一種持續的翻轉和

整合能量，遠遠勝過那些極欲將它們同歸於一的主張（Irigaray, 2002：108）。對

陽性中心的提倡者而言，能夠擁有表述權利的性別只有一個－那就是男性，而女

性的聲音之所以被壓制或消除，乃是由於她居於一個不被認同的性別區塊當中；

因此，伊莉佳萊試圖指出的乃是運用同一性原則的潛在危險，她認為「同一」的

運作即是對「差異」的漠視，假如我們要扭轉這種情況，首先便必須承認每個性

別的主體性，回歸兩性差異，讓女性躍升至和男性相對等的平台，方能提供雙方

相互「傾慕」與「對話」的空間（朱崇儀，1997）。 

    （二）「流體力學」： 

    除了性別差異的主張，伊莉佳萊更據此提出另一項觀點，亦即由物理學概念

來加以比喻的「流體力學」。在伊莉佳萊的理論中，女人是具有「流體」特性的

個體，包含了各種內部摩擦、壓力與流動的運作（Irigaray, 2005：144），而「陰

性書寫」的文體結構之所以被視為和陽性語言不同，也在於她們相信女性語法極

高的流動性，使它能像流水一樣延伸瀰漫，不受限於固有的框架（蔡源煌，1994：

293）。流體在物理學上所呈現的面貌，即包括了連續性、延展性、傳導性與擴散

性等特質，並且據此得出多向度的風貌，首先是它並無終止的盡頭，其次、它對

於壓力呈現出更大的敏感度，第三則是它將根據熱度的高低改變，第四、流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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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學是根據與其相鄰的實體間所發生摩擦力而定，第五、它會適時藉由流動和傳

導特性而來去自如，或對其他事物施加壓力，第六，當流體與其他相似狀態的實

體混合時，幾乎感受不到其中的分別，第七、流體甚至已「擴散於自身之中」，

因而無法採行靜態之認同……（Irigaray, 2005：147）。將這些狀況映照至女性身

上，無一不是巧然符應，正因如此，女性無論是內在的潛能，或是外顯的語言或

行為方面，都能夠藉由適當的引導而達到無遠弗屆的激發效果，這樣的現象相對

於男性而言，顯然是更具發揮空間的。伊莉佳萊認為男性所屬的特質屬於「固態」

特質，即便他能夠運用強大而堅定的力量來塑造壟斷性的權威方式，卻不能擁有

流體所具備的多變要素，根據不同的環境來做適情適性的發展。但另一方面，伊

莉佳萊同時也指出，流體特質固然是女性的先天優勢，卻也經常令女性陷入更為

弱勢的境地，因為女性的語言被視為流體，雖有波動但卻難以停滯，一個女人喋

喋不休，這些話語可能船過水無痕，不僅引不起他人半點注意，甚至被煩怒暴躁

以對，但一個男人即使惜字如金，卻也不減其說話的份量，在此情況下，女性有

如被裝了消音器一般，不再有人聽見她的聲音（Whitford, 1991：42）。因此，伊

莉佳萊長期所努力的即是賦予流體應有的地位，使其一方面既可大方地展露特

質，另方面又可回復其權利，擁有足夠的發聲尊嚴。 

    三、克麗絲蒂娃與「符號反動」： 

    （一）以符號為刃： 

    西蘇和伊莉佳萊不約而同地點出書寫及言說的重要性，克麗絲蒂娃更進一步

地利用「符號學」概念來闡述父權架構的擴張現象。在她的理論當中，符號被視

為是一種反動工具，其作用近似於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挑戰，目的均是對行

之已久的既存典範提出批判。（羅婷，2002：48~49）至於何者才是父權架構之下

的既存典範，克麗絲蒂娃則區分了「符號」與「象徵」的不同，她認為「象徵」

所指的概念乃是具有實質地位的，並非空洞或無意義，但「符號」所能指涉的範

圍卻是相對寬廣，因為其間可能包括了許多非邏輯性，甚至具有矛盾特質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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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構成一種缺乏結構性關聯的符號語言（Lechte, 1990：93），然而這些意象均

被屏除在「象徵」概念之外。因此，以往由陽性中心理論所建置而成的絕對架構，

事實上便能夠透過「象徵」至「符號」的轉換來加以挑戰，因為在象徵秩序的單

一邏輯當中，唯有確切、實際的事物才能被視為是正當的，但假若由「符號」所

塑造的浮動語言也能夠進入這套體系，不再被排除在外，那麼該體系對多元性和

異質性的包容程度，便會自然而然地大加提昇，被壓抑的陰性特質亦能爭取存在

的空間，更確切地說，符號所背負的使命乃在於它所釋放的歡悅，將能擾亂並破

解所謂的嚴謹秩序。在此思維下，克麗絲蒂娃極力倡揚「符號語言」的多重性力

量，同時她也認為，過去的女性主義者所強調的乃是重塑女性主體，但卻並未考

量各個主體在不同的社會及文化面向之下所展現的異質性（Payne, 1996：30），

以致於重塑的主體認同經常再次落入了傳統的框架，而在符號的帶領下，由於轉

換及變化空間可達到無限窮遠之境，當可令女性主體隨之並進，更行強化其中的

潛在能量。 

    （二）「母性」力量的威脅： 

    西蘇與伊莉佳萊相繼指出女性遭受次等待遇，甚至被排除在外的惡劣情況，

而克麗絲蒂娃則更進一步地剖析其原因為何。根據她的論述，當前的文化系統之

所以逐漸形成強大的壓倒性力量，對其所界定的「他者」加以排斥、驅逐，最大

的根源即來自於「恐懼」（Kristeva, 2003：導讀 xxiii），只要某項客體對主體而言

具有相當的威脅性，並能令其心懷畏懼，那麼基於此種恐懼的心理，強烈的排斥

抗拒便會反映在主體的心靈及作為上，形成兩者之間的針鋒相對。若具體地將此

論述應用在女性言說當中，我們則可發現婦女之所以被壓抑、排斥並推離象徵中

心，便是因為在人類的系統中，自然存在著對「母性」的抗拒。這樣的情況源自

於兩方面，其一是由於母親的生殖能力，始終為男人所畏懼，因為這可能是迫使

男人交出權力的最大威脅；其二則是由於母親在生理及心理上所扮演的角色，無

論在懷孕、生產或養育的過程中，母親都善盡羽翼的責任，而孩童出生之後，則

必須不斷地將母親推離自身，才能成為完整的主體，因此，「母親」或「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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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個人欲獲得主體性之前，最先應被「賤斥」（abjection）的事物（Kristeva, 2003：

導讀 xxiv），並且由於母性特質的增長將使個人處於失去主體性的恐懼之下，故

此種恐懼也再度強化了賤斥的結果。克麗絲蒂娃藉此闡述女性之所以流落邊緣的

內在原因，但另一方面，她仍然認為這種恐懼的心理，必須透過奔放的言說和書

寫過程來加以宣洩，並且其間的形式內容不應再受到相對的羈絆。具體來說，女

性書寫必須破除象徵的束縛，朝向符號區域流動，而能容納這股驅力的空間則是

「陰性空間」（Chora），亦即女性子宮的引申，在這個混沌、難解、不可名狀的

神祕空間裡，只能透過聲音或節奏律動方能呈現它的存在，正是驅使主體發聲創

作的力量源頭（謝鴻均，2006：24），而據它自身不穩定、不定型且變幻不絕的

複雜特質，這種狀態更能豐富言說與創作資源，為陰性發聲產生推波助瀾的效

果。克麗絲蒂娃竭力為陰性空間爭取更高的接受度，讓它由生理上應被賤斥之物

轉化為傳送符號的媒介，就母性本身的價值而言應有莫大的提升，讓它不再成為

壓抑主體、習於依賴的代罪羔羊。如此不僅能在強大情感的主導下，塑造出有別

於固著系統的豐富論述，也更能清楚地展現人們所潛藏畏懼的母性特質，使其不

再由於自身神秘難解的特性，而引發深層的排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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