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後現代女性主義的政治觀點與訴求 

    在前述討論中，對後現代女性主義的闡述多以背景式的介紹為主，有關理論

內容的著墨，也偏向於統整性或概要性的分析，這樣的方式雖可令讀者在基礎薄

弱的情況下，充分掌握該理論的雛形，但卻無法更進一步地透視其中較細膩的思

想元素。本篇論文置焦於後現代女性主義的政治觀點，主要經由「政治哲學」的

角度分析後現代女性主義在「公領域」的發展可能，直接將討論範圍架高至社會

層次，由普遍性的巨觀視角來觀察兩性現象，關注該理論對父權體制的質疑、以

及挑戰體制的手段等議題。此外，拉斯威爾（Harold D. Lasswell）主張「政治即

權力」，政治過程乃是權力的形成、分配與運用（呂亞力，2003：2），因此就政

治面向而言，女性主義所欲陳述的標的，將有很大一部份是聚焦在男女雙方的權

力配置和運作脈絡之上。據此情形，本文即使在往後的篇幅中出現文學作品的相

關探討，也不再對其文學價值作出評論，而將焦點置放於兩性權力的矛盾和消長

關係，以求能在論述過程中呈現更為精準的思考觀點。 

 

第一節 「父權體制」的解構 

     女性主義者一般皆以社會的「父權結構」為起點（Weedon, 1994：2），由

此往下探究男女雙方的角色定位與權力關係有何相異之處，這個前提所隱含的意

義，即在於男性絕對的主導意識，以及女性處於邊緣性地位的屈從狀態。無論何

種女性主義派別，其最終的目的即是為了改善、甚至扭轉此種情況，所不同者僅

在於途徑或方式為何。在第二章的背景介紹中曾經提到，女性主義理論的三大傳

統派別分別是「自由主義式女性主義」、「社會主義式女性主義」和「激進派女性

主義」，而後現代女性主義之所以在此氛圍當中另造區隔，無疑是由於它和傳統

派別之間形成的對立和批判使然。在此我們將能透過適當的比較模式，突顯後現

代女性主義對父權體制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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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傳統女性主義派別 

    一、自由主義式女性主義： 

    顧名思義，「自由主義式女性主義」即是將自由主義的基本理念應用於女性

主義的產物。整體而言，自由主義理念主要包含著如下要素：理性、平等與個人

主義，而自由派的女性主義學者則致力於將這些要素應用在女性權利的爭取之

上。首先，他們認為不能將婦女屏除於理性的擁有者之外，也就是說，婦女既生

而為人，自然與男人一樣具有理性，理性並非男人所獨有；秉持此項觀點的學者

反對盧梭所主張的「天性」訓練模式，將男學生（Emile）教養成剛毅節制的「理

性」氣質，對女學生（Sophie）則培養出溫柔順從的「感性」美德，他們認為兩

性不僅必須著重於受教育權利的平等，更應追求教育內容的一致，令雙方都能自

由發展理性能力，成為完整的個體（林麗珊，2001：128）。其次，根據個人主義

以及機會平等原則，女性生存的目的是在實現自我的發展，而非扮演妻子或母親

的角色。正如李銀河所述，自由派女性主義者認為「女性受壓迫的根源在於個人

和群體缺乏公平競爭機會與受教育的機會」（李銀河，2004：60），因此必須改善

此種情況，使婦女在公領域之中擁有與男性相同的地位與權利，而不能對女性作

出各項不平等的限制。舉例而言，惠勒（Anna Doyle Wheeler）曾在《女人的權利》

書中整理出她所主張的公平原則，主要內容共有五點：一、要求女人應和男人一

樣，自由平等發展，發揮才幹；二、要求不論高低級的就業機會，都應該平等開

放；三、取消對女性的一切限制；四、政治、公民和家庭各方面的權利平等；不

論男女犯同樣的法律，就要接受相同的刑罰（林麗珊，2001：129）。以上主張多

半圍繞著政治、社會及法律上的訴求而加以開展，企圖營造出女性在公領域內的

平等氣氛，拒絕男性壟斷全面的發展機會與訓練資源，而形成女性利益的忽視和

犧牲。 

    根據這樣的思維，自由主義式女性主義對於父權體制的態度，顯然較其他派

別更加直接而實際─亦即女人必須盡其所能地爭取和男人平等的地位。男人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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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什麼樣的教育與訓練，享受什麼樣的階層與榮耀，女性沒有理由被屏除在

外，而不能一視同仁地擁有，這也就是為何自由派女性主義總是能獲得大多數婦

運人士的青睞，把它的基本訴求運用至婦女參政權或工作權利的爭取上。著名自

由派女性主義學者傅瑞丹（Betty Friedan）便曾指出，女性應破除自身的迷思，

由過去所遭受的壓迫、剝削和排擠之中覺醒，要求平等地均分以往只由男性所掌

控的報酬與權力（Friedan, 2000：238）。雖然在傅瑞丹其後的思想創作中曾因婦

女運動的失利，適度修正一味朝公領域發展的路線，轉而尋求婦女在家庭與事業

間的折衝與平衡，但她始終未曾抹煞婦女所應擁有的獨立地位，以及「選擇」生

活方式的最終權利。在此情況下，顯而易見的結果即是「父權體制」的優勢不再，

因為女性權力的崛起與分享，將會重疊掩蓋了男性權力的光芒，客觀條件的平等

最後則帶來主觀平等的可能，讓婦女也能如同男性一般自在悠游於公私領域之

間。 

    二、社會主義式女性主義： 

    在社會主義式女性主義的論述當中，主要認為社會經濟結構才是造成婦女受

壓迫的根本原因，因此像自由主義一般零碎且治標不治本的爭取手段並不能產生

實質效益，唯有放棄資本主義及私有財產制，全世界的婦女才能獲得解放。受到

馬克思主義的奠基影響，它以歷史唯物論、階級理論以及異化等概念為核心，將

性別議題納入討論，尤其在探討兩性分工的制度時，該派學者更明確指出，「女

性階級」受到父權的虛假意識所制約，而反映在家庭的運作模式當中，便成為男

性掌控經濟大權，使女性屈從於男性的情況。因此，以馬克思理論為主體進行批

判和改良的社會主義式女性主義，便較為著重婦女經濟權益的保障，亦即透過提

供物質資源的方式，促進婦女在其他面向上的發展。 

    經由唯物理論的運作，「父權體制」在社會主義式女性主義的觀點下，便成

為一種具有物質性基礎的制度關係，透過這樣的體系，可以讓男性握有生產資

源，並屏除女性於資源領域之外，假如女性主義者企圖解構此種模式，必然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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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基礎來進行變革，否則單靠意識或態度的移轉，絕對無法達成解構的目的。

（上野千鶴子，1997：49）更精確地說，女性勞工長期受到家務責任的牽絆，以

及在職場上始終獲得較低薪資的情況，將令她們在缺乏競爭力的職場範圍中無限

迴圈，甚至無法捍衛自身的經濟利益（Bryson, 2003：208），而社會主義式女性主

義所訴求的目的，即是為婦女爭取同工同酬的權利，一旦女性能夠在經濟上自

立，以往受到男性支配與宰割的情況，自然便能夠全面且徹底地解除。 

    但另一方面，這樣的理論卻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產生了矛盾，其中有越來越

多的學者質疑，包括古巴、中國大陸、前蘇聯等共產國家女性都已投入勞動生產

的工作，而資本主義社會更是塑造了職業婦女的生存典範，屬於經濟上的自立

者，但這些女性為何仍然擺脫不了附從地位，甚至承受著與以往毫無分別的性別

壓迫？省思的結果造成社會主義式女性主義在馬克思影響所及的觀點之外，尚且

發展出另外一支與前者略有差異的流派，成為「當代社會主義女性主義」，而與

傳統的生產定義方式有所區隔。在後續的研究裡，學者修正了馬克思主義對於「生

產活動」的界定，也就是傳統觀點中，認為只有具備「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

的活動才可納入「生產活動」的說法。換言之，馬克思主義主張所謂的「生產」，

必須是能夠提供並滿足生活物質所需的食、衣、住等交換價值的活動，但婦女在

家庭領域中所做的「再生產」（reproduction），例如性、孕育、養育、情緒支持、

生活照護……等，則僅屬於具有「使用價值」（use exchange）的活動，而不具備

「交換價值」。（范情，2000：206）當代學者則反駁了這項觀點，他們指出女性

在私領域的「再生產」活動，同樣與生產活動一樣擁有經濟上的貢獻，但前者的

弱化卻造成負擔家務的女性被視為毫無生產能力的個體，因而在深層心理和意識

形態上，男性始終認為自己的經濟自主程度超越女性，而不能平等地看待她們。

對於這樣的問題，除了較為廣泛的「家庭薪資」，或稱「家務有給制」在短時間

內獲得熱烈討論之外，學者也逐漸重視「再生產自由」的爭取，例如有給的產假

和育嬰假、由公費支出的托兒單位……等等，讓母親能夠自由選擇是否擔任母

職，而不必強迫性地放棄原有的經濟自主地位。（范情，2000：229）歸根究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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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的社會主義式女性主義可說是針對女性在經濟領域所獲得的自主權利，給予

更細緻的反省和爭取，其出發方式雖與傳統馬克思觀點有所差異，但兩者的殊途

同歸之處，仍在於生產資源的獨佔，以及經濟結構對婦女所產生的宰制與壓迫。 

    三、激進派女性主義1： 

    前述兩大派別主要是將焦點置於外在的政治、社會或經濟制度，但激進派女

性主義主要的論述目的則是在突顯兩性不平等的「根源」意義，而這種「根源」

乃來自於男女之間的生理差異。激進派女性主義者認為，女性在生理上具有較為

涵容且接納性的特質，因此在「性」方面便會形成「男主動、女屈從」的互動方

式，若在此面向上又加上婦女所擁有的生育能力，便往往更有利於塑造男尊女卑

的分工模式，而此種分工模式也將會被類化而擴大至社會整體。在此情況下，其

他無論是階級、種族或宗教的壓迫均必須歸根於性別壓迫，性別壓迫才是人類最

根本的壓迫形式（李銀河，2004：70）。 

    著名學者潔玫‧葛瑞爾（Germaine Greer）在本學派的論辯過程中始終是一名

悍將，她以回歸根基的方法檢視男女之間的差異來源，她認為，女性之所以為女

性，乃是因為被「閹割」的結果。這裡所指的閹割並不僅止於客觀上的性器官，

更包括了整體的精神、態度、特質、乃至於人格。舉例而言，當我們提到有關應

變力、勤奮、雄心…等用語時，不約而同的會將其套用在男性身上，而婦女則由

於長期被施予消極壓抑的「惰性」教導，使其失去了原初而根本的「慾求」而無

法展現這些澎湃的活力，等於是遭到了全面的閹割（Greer, 1995：66~68）。因此

對激進派學者而言，重新賦予女性追求性慾及其他慾求的權利，令其能夠擺脫據

此擺脫其他方面的深層壓迫，才能重新建構兩性關係，甚至創造出不同於男性的

「婦女文化」。換句話說，改變外在制度的效果極為有限，唯有由最根本的生理

                                                 
1 「激進派女性主義」原文為Radical Feminism，國內有部份學者將其翻譯為「基進派女性主義」，

目的是為了突顯此一學派著重男女差異的「根基性」，而非將焦點置於「激進」的革命手段；因

此在目前的學術文獻中，「激進」與「基進」二者均有人使用。本文之所以採用前者，乃是顧慮

到使用「基進」一詞，立意雖深，但乍看之下容易予人筆誤的直覺；再者，激進派女性主義者在

實踐政治目的的手段上，也的確較其他學派更顯出性革命的迫切積極意識，故衡量之後，便以此

種翻譯方法為主，唯在此必須指出「激進派」與「基進派」兩者並無差別，皆是代表同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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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於心理差異著手，利用意識形態全面變革的方式，塑造出一場「性革命」，

將雙方男優女劣的性角色徹底翻轉過來，造就婦女本位以及女性優越主義的文

化，方能顛覆現今不平等的兩性模式。另一位理論家米利特（Kate Millett）便十

分強調「性政治」所帶來的連鎖效應，她以反向檢討的方式提問，指出社會上的

學術、黨政、軍隊、財務、科技……等各項重大機構，幾乎都掌握在男人手裡，

此種現象足以讓人憂心，因為政治的本質即為權力，其中甚至涵括了超自然的權

力，使得那些與上帝或佛陀溝通的最高神職角色，同樣都掌控在男人的安排之下

（Kate Millett, 2000：34）。而追溯其源頭，造成以上制度的原始因素就在於男人

對女人的「性支配」。換言之，在「臥房」裡的控制定義了廣泛的性角色，不但

將各自的氣質、行為、舉止、態度作了繁複的規定，同時也把女性歸類至「生物

層面」的作用，僅如同雌性動物一般負起生育和照顧幼仔的責任，而舉凡培養興

趣、追求成就、實行統治等關乎「人類」或「文明」的行為，則完全屬於男性（Kate 

Millett, 2000：35）。因此，米利特也同樣支持性革命的發起，並且樂於見到父權

制度被革命浪潮所顛覆而就此終結，雖然她也承認要獲得劇烈而根本的性革命並

非易事（Kate Millett, 2000：84），但她仍樂觀期許「分階段性革命」的進展，並

肯定這些努力必將帶來一些實質性的變化，以及未來根本變革的潛力基礎。 

    總結傳統三大主流所訴求的父權解構模式，自由主義式女性主義著重的面向

在於政治及法律地位的提升，亦即公共規範給予婦女的保障；社會主義式女性主

義則更將觸角直接伸向經濟地位的提升，使婦女擁有物質基礎的同享權利，以及

創造經濟利益的可能；至於激進派女性主義則更進一步地表明，以上訴求均不是

治本之策，因為無論政治、經濟或是法律地位的提升，都不能改變男女雙方根本

的性別差異，而這項差異乃是在先天的條件下，受到後天的文化制度培養而成，

最終的解決方法，仍必須要透過強烈的革命手段，來達到制度及意識形態的翻

轉。相對於三大傳統主流，後現代女性主義則採取更為獨特的方式來處理父權解

構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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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後現代女性主義的解構訴求 

    一、解讀方式─符號象徵造就的權力世界： 

    為了明瞭後現代女性主義解構父權的手段意義，首先必須理解其看待父權體

制的觀點。從本文在第二章的源流介紹中便可看出，「符號」的使用及其所塑造

的「象徵環境」，始終是後現代主義，乃至於後現代女性主義所欲探討的主要標

的。對後現代學者而言，長久以來行之不墜的符號系統，挾帶著強大且固著的象

徵意義穿透各種政治、社會與文化現象，其間蘊含著各種是非善惡的價值，以供

人們作為辨別衡量的準則。但習於在此價值系統生存的人類，卻始終未能作出反

向思考，亦即這些價值是否正如表面所見的一般絕對正確，其中是否存在著諸多

的模糊性與不確定性，足以令人採取「重估價值」的抉擇。後現代女性主義巧妙

地將此概念投射至兩性關係的現況，指出重新評估父權體制的必要性，並且不再

單純地將其視為政治、經濟或性別制度下的產物，而以更細膩的方式透視其背後

的撐持意涵，在此可概括性地解釋為符號系統所造就的權力結構。 

    無論是在何種社群或場合，都存在有變化繁複的符號象徵系統，並在其間持

續不斷地運作，除了宗教儀式、政治運動、社交關係之外，就連日常休閒活動的

內容，也不免受到此一架構所左右。舉例而言，歌劇院和交響樂團所舉辦的盛宴，

在某種程度即象徵了中上階層的聚合，而室外活動方面包括高爾夫球、網球等球

類運動，更是每每成為高尚地位的指標，吸引一定身分地位的人前來參與（Cohen, 

1987：4）。這種符號象徵系統有時並未顯而易見地存在於諸多社會現象之中，但

事實上，它們所代表的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背後所隱含的強大意義和可能

造成的制約性力量，卻是其他人為塑造所不能及的。正因如此，當某一特定族群

希望能夠藉由此種系統建立權威、劃分我群與他人的區隔時，利用特殊的符號與

象徵行為來達成目的，無疑是最為簡便並且也是最能獲致成果的手段。在後現代

女性主義的觀點下，父權體制的主張者及追隨者同樣也是利用象徵系統的方式，

來達到建構權威以及形塑區隔的目的。以最貼近日常生活的例子來做說明，男孩

 43



自小即學習如何塑造陽剛氣息，包括勇敢、堅強、獨立、有衝勁，並且像「金剛

戰士」一樣鋤強扶弱；而女孩則從「芭比娃娃」的世界裡，學習如何裝扮，如何

擁有天真、純潔且柔弱的特質，並受到堅毅果敢的白馬王子所保護。這些自家庭

教育開始便充斥在幼童週遭的玩具、故事書，以及各種語言或非語言的符碼，無

一不在強化父權體制的正當性，由認知框架注入父性為正面、進步的特質，母性

為負面、退步之特質的想法（蔡秀枝，1993）。這樣的強化不僅如同傳統女性主

義學派所述，是為了提升並鞏固男性在政治、經濟、文化或社會方面的主導性，

更重要的目的，乃在於「深層意識型態」的建立，也就是透過符號象徵的內化力

量，將「男強女弱」、「男主外女主內」的印象深植人心，使其成為不須解釋便理

所當然的真理。因此父權體制之所以屹立不搖，乃是符號系統不斷運作並加以強

化的結果，而不是表面所見，僅止於政治或經濟領域對女性的排除而已。 

    二、解構目的─開放多元差異、重建女性主體： 

    （一）短程─開放多元差異： 

    透過內化程序所建立而成的父權體制，形成後現代主義學者口中「單一且絕

對的真理」，必須想方設法地給予解構，致力突顯出其他價值的存在與多樣性，

因此後現代女性主義者除了針對父權體制的形塑過程給予解釋之外，同時也必須

更進一步地經由這些脈絡，提出徹底解構的方式與目的。就短程目標而言，後現

代女性主義所要達到的第一個里程碑，即是多元差異的開放與尊重。關於「差異」

問題的探討，則經常連繫到「邊緣與中心對立」的空間隱喻（王志弘，1996），

亦即所謂的「邊緣」雖然長期為「中心」所控制和壓抑，但事實上，假若沒有「邊

緣」的存在，卻也未能突顯出「中心」的主導和樞紐地位，在此情況下，「邊緣」

並非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多餘存在，相反地，它不僅能確保整體空間的完整性，同

時也或許能提供更適宜的戰鬥或生存場域，給予需要長期蟄伏於中心之外的人。

這樣的比喻僅是為了突顯一件事，也就是「邊緣」雖然歷經長久的放逐，但它所

具有的意義卻是真切存在，並且不容抹滅的，即使被遺忘在世界的一角，也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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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圖上隨意地擦去。父權體制下的女性也是如此。父權體制透過各項符碼塑造

了陽性特質與陰性特質的對立，這並不違反自然，後現代女性主義者也同意男女

之間有其特質差異，但它卻更進一步地在價值判斷中，形構出陽性特質為正面積

極，應予以尊崇，而陰性特質屬於負面消極，應予以揚棄的概念，長期鞏固自身

的獨大，壓縮陰性特質的生存空間，這便形成後現代女性主義者極欲改善並扭轉

的現況。事實上，所謂的「邊緣」也有其價值，是不能被恣意消除的，無論陽性

或陰性特質，都應該擁有同等的發展權利，而沒有誰壓抑誰的情況發生，如此一

來所謂的「絕對真理」才能徹底瓦解，多元價值也才能有盡情釋放的可能。 

    （二）長程─重建女性主體： 

    正因男女之間的確存在著若干特質差異，並且無論此差異為何、陽性或陰性

的基本特質為何，都不能作為建立威權、貶抑他人的理由，因此女性無論擁有何

種特質，都不應繼續壓抑或隱藏，而應大方地將其展現，即便這些特質包括了現

今價值所貶抑的脆弱、情緒化、歇斯底里等。過去在父權體制所主宰的長期動線

之下，陰性特質被視為負面教材灌輸於個人認知當中，以致為數龐大的女性族群

始終被「邊緣化」，缺乏正當的主體存在。克麗絲蒂娃在進行理論陳述的同時，

也經常提及西方文化傳統的專斷性，認為上帝以亞當的肋骨創造女性，代表女性

是由男性所缺乏的東西所製造生成，並且沒有自己的獨特定位，而必須要與男性

產生相當程度的關聯才能取得立足之處，無疑是將其置放在「不存在」或「無意

義」的脈絡之中（許詩屏，2004）。然而延續上段所述，所謂的「邊緣」不但需

要重新被評估適當的價值，同時也必須逐步重建自身的主體性，以避免遭受重複

的壓抑，甚或是最終的刪除與直接消音，因此，包括克麗絲蒂娃在內的後現代女

性主義學者，無不極力鼓吹婦女解放固有的壓抑，脫離男性中心的軌道以尋求自

身的寬廣出路，同時也提醒女性必須理解父權體制建立的邏輯，以明瞭這並非單

靠結構性的政經手段便能得致，而必須由內隱的觀念意識及認知架構來加以著

手。無論如何我們均可看出，後現代女性主義的最終目標便是將女性由一開始的

「邊緣地位」或是「無地位」，逐漸帶向與男性相等的「主體地位」；但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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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區隔了「相等」與「相同」的差別，亦即女性雖與男性相等，擁有與男性對話

的權利與空間，但卻不代表女性與男性「相同」，必須一味地追求陽性特質。以

現今社會的用語來描述，「做自己」才是最真實的，這也是女性能夠創造主體的

最佳方式。 

 

第二節 以柔克剛－「書寫」的潛藏力量 

    根據後現代女性主義的觀點，女性建立主體的方式，正在於毫無顧忌地展現

其多元且極具特色的風貌，向眾人發聲；而發出聲音的管道，則需要追本溯源，

回到父權體制所主宰的關鍵事物─符號象徵系統。換言之，男性透過符號的宰

制，書寫男性的歷史、建構男性的價值觀，而後現代女性主義為了反向操作，尋

求並追討女性的發聲權利，便主張女性也同樣必須使用大量的符號，書寫並展現

女性的身體、情感等內外在特質，方能運用象徵的制約性力量來尋求最大程度的

號召，重新定義女性的主體價值。 

  壹、書寫身體 

    一、挑戰陽物宣言： 

    對主張書寫的學者而言，書寫的標的可以無限設定，穿越多元空間，但其中

最能將此功能具象化的標的，莫過於「身體」的直接書寫。根據佛洛伊德的推論，

女孩在發現自己的性器官遠不如男性明顯或突出時，因遭受無可回復的打擊而逐

漸演變為「陽具崇拜」（penis envy）─或稱為「陰莖歆羨」的心理結果，進而開

始掩藏自己的不足，欽佩擁有陽具的父親或男性（劉毓秀，2000：165），這樣的

論述點出了陽性中心理論的一項重要預設，亦即女性的身體從出生開始，便「少

了」男性所擁有的一部份，成為一個殘缺而不完整的個體。但伊莉佳萊則反擊此

種論調，她認為女性擁有兩片相互接觸且愛撫的唇，能夠自給自足，而不僅僅是

一個被動的通道，只用在包覆或按摩陰莖（朱崇儀，2000），這段宣言當可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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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具崇拜理論最經典的反動論述之一，亦即女性並不會因為缺少陽具造成匱乏、

缺憾的情況，反而能夠經由自身所擁有的陰蒂當中，得到另一種不同於陽性形式

的滿足。正因為身體的書寫可經由多重角度而穿透僵化固有的潛在印象，因此被

後現代女性主義者視為書寫的主要環節，而此種書寫的過程，則能針對女性身體

的重要性及完整性給予細緻的交代，成為女性發聲的源流。以西蘇在〈美杜莎之

笑〉一文中的描寫為例，她認為女性正是以身體來實現她的想法，並且又以身體

來象徵她自己，以及她的聲音（Moi, 1995：105），這無疑是肯定了女性身體的關

鍵地位，指出身體和表意之間無可取代的關連，但過去在陽性霸權的符號系統之

下，語言、文字乃至於聲音，均排除女性於主要的運作範圍之外，這樣的結果自

然也造成了女性身體的壓抑，使她們充其量只能擁有一個被「充公」的身體，盲

目地被指引並置放到某些既定的位置，而不能取得自主的權利；無論這樣的情況

是源自於陽性系統的長期貶抑，或者女性自我的厭棄心理，抑或是兩項因素的相

互激盪與增強，後現代女性主義者始終認為女性身體的再造與重現，將能間接開

闢女性的發言管道，以實現最終的發聲目的。 

    二、多角度的女體刻畫： 

    女體書寫具有上述的指標性意義，但這並不代表它必須如西洋文學中所刻畫

的維納斯女神般，擁有無懈可擊的美麗。事實上，各種有關面如皎玉、膚如凝脂

等等的譬喻，無一不是屈服在上一章所述的「邏各斯主義」之下，形成美麗／醜

陋的二元對立模式，在此情況下女體逐漸被制式化地歸類，最後仍然在陽性中心

理論之下無限迴圈。此種封閉形式正是西蘇等學者所要努力打破的界限，她主張

多元且流動性的書寫，拒絕「非此即彼」的論述所帶來的壓制性思想（朱崇儀，

2000），更具體地說，女體書寫必須由其他更加多重性的角度來予以著手，其中

包括懷孕中的母體，以及飽受病痛所苦的花樣女子等。利用這些素材來書寫女

體，並非是一種「刻意地叛逆」─為了拒絕物化女性的需求而讓過去美麗的女子

變身為醜怪的代言，相反地，後現代女性主義者只是藉由這些「邊緣性」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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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女性壓抑的另一個層面。過往在父權符號之下對於「完美女性」的著墨已經

充分飽和，飽和到讓人們永遠只記得完美之下的美麗，但假如女體書寫僅限於這

些層面，人們所感受到的女性視野則永遠都是片面、侷限而不臻完整的。回應後

現代女性主義者對「多元異質」的長期堅持，女體書寫如能以全面性的態度開放

過去隱晦潛藏的素材，那麼這些赤裸裸的揭示，甚至將比直接陳述女體的豐華美

豔更能體現女性徹底的真實與存在。 

    以母體書寫為例，傳統的女性主義寫作為了突顯女性獨立昂揚的精神，往往

避開瑣碎的家庭生活，轉而描述其刻苦的人生奮鬥歷程，這樣的趨勢被視為是一

種女性主義者所罹患的「恐母症」，拒絕書寫任何有關父權思考下的女性角色（邱

貴芬，1994）。但後現代女性主義卻認為，女性在家庭之中的角色是不需要諱言

的，對於反傳統或叛逆女性的描寫，固然能作為拋棄父權枷鎖的若干借鏡，但一

味地鼓吹女性脫離家庭、找尋家庭以外的道路，顯然也是不負責任的言論，不如

更進一步地思考家庭為何會成為「鐵幕」，而不是女性所期待的，舒適自由的安

身立命之處。母體書寫透過懷孕、分娩、流產或不孕的歷程刻畫，探討女性身為

一個母體所承受的外在期待和內在壓抑，這不僅是經由多元視角的描寫，呈現女

性極富流變性的身體特質，同時也等於在此沉重地宣告：假如母親在此歷程之間

必須禁錮自我和自由，那麼家庭作為女性的鐵幕也是毫無意外之事了。書寫身

體，便是這樣一個潛力無窮的途徑，能夠予人最為犀利的印象。 

  貳、書寫邊緣 

    一、負面意識的呈現： 

    除了經由外在的身體書寫來透析蟄伏的女性聲音，另一種相對潛藏的書寫方

式，即是對於「邊緣心境」的書寫。事實上，將此模式定位為「潛藏」也不盡客

觀，現階段的後現代女性主義書寫多半能將它發揮得淋漓盡致，有時甚至比直率

的身體書寫更能展現「心理銘刻」的效果。但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定位所謂的「邊

緣心境」。誠如前文一再提及，女性被放逐到二元對立中「負面」的一方來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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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的優勢（Jones, 1995：69），在此情況下，假若女性再展現出二元對立系統中

其他的負面特質─例如消極、混亂、情緒化等，那麼將無可避免地被歸類至「負

面中的負面」，而遭到雙重放逐的最終判決。「邊緣心境」的書寫即是為了重拾這

些負面意識的價值，重新書寫女性處在掙扎矛盾的臨界點，以及身為「雙重負面」

或「雙重邊緣」的強大壓抑。這樣的模式所奉行的指導原則在於，經由二元系統

所判定的負面事物，並不一定如表面所見的萎縮及毫無生氣，但如欲透析其間所

蘊藏，源源不絕的爆發力與生命力，仍然必須找尋到一箭中的的發掘途徑才行。 

    在此我們將暫時跳脫女性主義的角度，由另一個負面書寫的實例來加以陳

述。三○年代的台灣作家楊熾昌，曾以醜惡、殘酷、傾頹的文學作風描寫台灣的

殖民處境，震驚文壇之餘自然也獲得了褒貶不一的評價，對此批評反動的聲浪雖

然從未停歇，但楊熾昌卻仍一再堅持，殖民處境固然是一項不可迴避的現實，但

現實卻是不能被正面注視、正面描寫的，與其甘冒風險去陳述被殖民者的政治抗

拒，不如經由負面書寫來體現「創傷經驗」，反而更能支持廣泛群眾的抗拒心理

（劉紀蕙，2000：206）。這樣的觀點多少透露了正面書寫的不可信—尤其對「邊

陲者」而言，正面書寫是一項看似有效但卻可能遭遇困境的途徑。一方面在書寫

的過程中勢必將會披露衝突，而使「核心者」看穿「邊陲者」的反動意識，迅速

透過各種手段來加以壓制；另一方面，「邊陲者」在正面書寫的過程中也可能因

為言論過激而將自己暴露於危險之中，甚至招致反效果，成為無人認同且避若蛇

蠍的口號，最後把自己逼入了死角—正如現在女性主義的慘況一般，連女性自己

都揚棄了婦運，不願被貼上「女性主義者」的標籤（Denfeld, 1997：338）。因此

負面書寫的價值顯然在於它安全又極具深度的特質，讓邊陲者能夠沉默地朝核心

推展他們的領域，包括日據時代的被殖民者，也包括長久以來生存於父權體制下

的傳統及現代女性，經由「創傷經驗」的發掘及分享，人們掩蓋在安定或麻木之

下的諸多不滿將得以宣洩，並透過這些「地底的出口」連結成廣大的網絡，凝聚

著創傷族群的悲苦與堅強，同時也感染了非創傷族群的信仰與靈魂。 

 49



    二、瘋狂、詛咒與歇斯底里： 

    女性的邊緣心境表現在書寫形式中最淺顯的例子，即是情緒上不可掌控的極

致表現—瘋狂、詛咒或歇斯底里。相較於男性經常被視為理智的持有者及運用

者，女性在二元對立系統中不僅成為情緒化的代言人，同時像「瘋女人」這樣既

定且鮮明的形象，總讓人毫不遲疑地將其邊緣化，並進行心智上的「禠奪公權」，

認定其為無行為能力之人，她的言語、情感、慾望皆是無意義的，不需加以深究。

然而後現代女性主義者之所以支持負面書寫的型態，顯然便是為了發掘「理智」

背後的專斷與霸權，換言之，「瘋狂」究竟是與生俱來的女性元素，抑或是女性

身處在大環境的扭曲和剝削之下，又被加諸了「瘋狂」的罪名？以這種病態的瘋

狂和歇斯底里來作為典型範例，著眼點即在於此，這些極端樣貌不斷地反映出女

性在持續的外在壓制和內囿困境之下，表現出心態秩序的紊亂，而最主要的原

因，則是來自於宗法社會中的恐懼反射—因為遭受了精神與物質方面的多重欺

壓，而在經年累月的堆積之下形成了一股強大且難以摧毀的不安全感，並藉此築

起了防衛的城牆。（林幸謙，2000a：124~125）當然，邊緣書寫的類型並不會僅

限於此，正如同女性在心理和身體上的流變始終並未限於一端，但藉由瘋狂所帶

來的反差性，卻能使人赤裸裸地看透理性之下的殘酷，而這正是女性主義者所意

圖揭示的，父權體制施加在女性身上的無形枷鎖。 

  參、書寫慾望 

    一、以失敗的姿勢躺下： 

    本文在第二章關於西蘇的討論中，曾經借用西蒙．波娃對「他者」概念的描

述以做出較為精確的解釋，在此我們則進一步地引述波娃在其鉅著《第二性》中，

針對女人的「性角色」所進行的側寫：2

                                                 
2 連續兩次引用西蒙．波娃的論述來解釋後現代女性主義的觀點，其實是相當危險的。因為波娃

曾指名駁斥西蘇、伊莉佳萊等學者，認為她們不斷頌揚女性的獨特價值，分明是意圖「讓女性永

遠安於不利的地位」，絕非真正的女性主義者（顧燕翎，2000：118）。但筆者在研究雙方文獻的

過程中，卻認為兩者之間並非處於波娃所認定的對立狀態；相反地，波娃一生堅決信仰「反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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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樹爬得高給人留下深刻的印象；天堂在大地的上方，地獄則在下方；跌落

與下降是失敗，而上升則是成功；摔跤時，所謂贏就是把對手的肩膀按到地上。

於是，女人以失敗的姿勢躺著，更糟糕的是，男人騎在她身上，彷彿騎在要馴服

和駕馭的牲口上面。(de Beauvoir, 1999：370) 

    顯而易見，這裡所要呈現的乃是女人根深蒂固的「被動」與「接受」特質，

除了其他方面之外，最重要的部份則表現在「性」的環節。女人以波娃所謂「失

敗的姿勢」承受了男人所給予的律動，並且僅能由此情形衍生出適當的反應—例

如興奮、歡快、或是冷感等等，假如沒有外在而主動的誘導，女人就像是一把失

了弓的小提琴，冷冷的音箱裡發不出任何聲音。這些情形同樣地發生在久遠的歷

史與當下的現代，女人的性角色就像被複印機一次又一次地複印，只有極少數人

才能跳脫離開這個框框，而多數人就這樣被動地接受了她的被動，從未思考自身

主動的可能，以及主動之後可能的發展。但對西蘇而言，女人冷漠的接受和男人

積極的給予，正是形成不平等的關鍵之處。在男性思維當中，「賜予」的動作便

隱含了威脅，因為它造就了權力關係的不平衡，當你接受了他人所賜予的任何事

物，便等於對他人「開放」了自己，將自己暴露於他人的優勝地位之下，而女性

之所以對此渾然未覺，一步一步地被導引至低下的地位，則是由於她並未承受過

「閹割」的恐懼，不怕喪失任何東西，因而有著自發性的慷慨與天真（Moi, 1995：

104~105）。這樣的天真可以說是女性致命的缺失，但也可以成為她翻轉命運的輪

盤，換言之，正由於女性擁有無邊的慷慨和付出的本能，因此她不需要霸佔自己

或他人的身體和慾望，也能夠擁有超域領域的快樂，付出、賜予和開放的過程其

實只是一種交換，而不再是由上對下的宰割。這樣的思維不同於男性的權力觀，

反而透露著無所限制的遨遊，但同樣的，長期被制約的意識架構經常遵循著前者

的脈絡而行，這也就是為何女性既然擁有開放慾望的本能，卻始終處於關閉消音

的狀態。 

                                                                                                                                            
論」，正與後現代主義的基本元素不謀而合，雖然因為其他觀點和後續手段的不同，而使其無法

成為後現代女性主義的一員，但就部份論述而言，事實上卻經常受到後現代女性主義的發揚光

大，這些跡象可在雙方論述的印證當中略見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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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禁閉的幽微之音： 

    在「被動」的框架之下，女性的慾望成為禁地，這固然是來自於男性對主導

權喪失的恐懼，令他們一再強化聖潔的女性圖像，要求女性不得輕易擅離「自持」

的崗位；另方面在陽具崇拜心理的催化過程中，女人的慾望被塑造為愛和想像的

產物，性關係也固著於一對一的模式，而男人不僅能夠大肆宣揚自身的外遇和多

重伴侶行為，同時也能大方地將其慾望盪落至肉體等實質層面，不需掩人耳目（林

健群，2001）。這些質素更加強化了女性聖潔的形象，她們對待自身欲求的標準

處理方式，應是被動、單純且含蓄的，過多的積極和釋放自我被認為是錯誤的示

範，大聲說出「我想要」已是十惡不赦，更遑論在公共廁所的牆壁上留下「我如

何才能得到高潮」這樣的字眼（邱貴芬，1994）！女性不僅在身體和心靈層面均

被禁錮在父權文化的牢籠下，就連最深層而原始的慾望，都可能在無法痛快展示

的情況中一再地變質，最終與前述的心理屏障合流而成焦躁、厭棄或是荒漠的敵

對結果，而這僅代表了一件事，那就是縱然她們不能在有形的實際抗衡中獲得勝

利，卻也能在抽象的緊繃和拉鋸之間得到聊以自娛的安慰。 

    後現代女性主義者顯然對這樣的結果不予苟同，他們認為女性的情慾不應像

是重重醃製在風乾毀壞的軀殼裡，最後成為一只難以入口的鹹魚，正如同女性的

身體和心理一般，慾望本身只是欠缺了一把開啟的鑰匙。西蘇在「陰性書寫」的

主張中便曾觸及開放的情慾書寫，讓女性釋放既有的動能，改寫父權制度之下的

女性情慾圖樣（黃儀冠，2004），在此情況下，女性便可以藉由自我、自主、自

動的欲望脈絡來達到完全的自由、自在，不須受到任何力量的宰制或左右；由於

女性在付出和慷慨的天秤上從不計較結果，不以利益的方式權衡之，因此她應當

更有權利將自己的慾望如實地展現出來，並且去獲得同樣的回應，然而在聖潔圖

像當道的父權社會中，這樣的轉變仍然需要透過制約力量的轉向方能得致，因此

慾望的書寫便如同身體書寫和心境書寫一般，成為改寫歷史的第一步。3

                                                 
3 由此當可看出後現代女性主義與激進派女性主義的不同，雖然兩者皆曾強調真實慾望的展現，

但後者是為了挑戰男性和女性的根本生理差異，所以致力於「主動」和「屈從」模式的轉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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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暗潮洶湧的的無聲革命 

    對後現代女性主義的注解加上「革命」二字，似乎不甚妥當，因為這樣的描

述可能形成另一種有關「性革命」的過份聯想，但這卻並非後現代女性主義所追

求的。事實上，「革命」的意涵若加以廣義解釋，則凡屬「全面性變更主觀或客

觀體制」的行為均可納入，在此定義下，後現代女性主義所追求的無非是一種「認

知架構的革命」，也就是在眾人習以為常的「陽性中心理論」之外，重新樹立起

另一種差異且平等的兩性觀點。當然，樹立的過程絕非透過三不五時地大肆抗

爭、奮力疾呼便能得致，他們更重視的，乃是符號意象中寂靜的滲透和渲染，以

及對無聲吶喊的淋漓表現，這也就是為何該流派更熱衷於「無聲勝有聲」的執著，

即便讓女人發出聲音正是他們的目的，也必須要用這種相對無害的方式才行。 

  壹、迥異的革命觀 

    一、並非「大女人主義」： 

    傳統的女性主義流派之所以仰賴婦女運動的推進，乃是由於他們堅信女性受

到了長期的「體系歧視」，而這樣的歧視必須經由「體系」的路徑來加以推翻。

舉例而言，一九八○年召開的「聯合國婦女問題大會」曾指出，女人的工作量佔

全球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之間，但她們卻僅得到全球收入的百分之十，財產僅

佔全球的百分之一，並且這百分之一的一部份仍屬男人所有，只是為了納稅等理

由而轉讓給女人作掩護（French, 1994：25）。當然這樣的數據至今仍反映出部份

現實，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由於女人的勞動經常不被認為是具有生產力的勞動，

所以並無薪資給付。另一方面，女人在政治體系中的地位顯然也好不到哪去，雅

典城邦作為民主政治的典範，但「女人」和「奴隸」均不得算作是公民，而當女

人終於有機會掌握到政治權力時，卻總是不得不以男性的規則和方法來進行統治

                                                                                                                                            
且強調徹底的變革手段；而前者則是著眼於女性所擁有的本能、長處與價值，雖然社會不予其發

聲的權利，但此種現象仍必須依靠書寫—也就是符號刻畫潛移默化的力量，來加以破解。至於是

否改變男女雙方的主從關係，或者「性革命」的發動成功與否，則並非後現代女性主義所關注的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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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1994：41）。這些事實讓女人在歷史的軌跡當中抬不起頭來，因而讓有

志之士決心掀起一場翻轉命運的搏鬥，這便促成了婦女運動的產生。一波波的婦

運浪潮前仆後繼，其中可能衍生出不同的素材，有些是正大光明地以「大女人主

義」作為根柢，也就是鼓勵婦女徹底翻轉金字塔的結構，走向「女權社會」的道

路；有些則是採取務實手段，既然女權社會正如烏托邦一樣難以實現，那麼就讓

女性獲得「和男性一樣」的體系地位，同時也鼓勵女性過著「和男性一樣」的生

活，追求「和男性一樣」的待遇，而在這裡顯而易見的是，妻子母親或家庭主婦

的生活仍然被視為是無能的，女人若要創造價值，最終還是必須走上男性的道路。 

    婦女運動的無力之處就在於此，一方面「大女人主義」的追求只會促成另一

個邏各斯體系的形成，對於多元開放的最終目的不但沒有半點好處，甚至還會造

成兩性之間不必要的對立；另一方面，有時婦女運動本身也會無意識或不由自主

地隨著父權文化的觀點前進，甚至設定了更高的道德標準迫使女性遵守，例如要

求從政女性必須較一般政治人物更清高、更節制（Denfeld, 1997：276）。這樣的

結果無非讓大家避婦運如蛇蠍，就連婦女本身也一樣，彷彿支持婦運就是鼓吹大

女人主義，或者認定女性絕對比男性優秀一般，不僅男性本身無法接受這樣的論

調，有時女性的本意也並不是如此。事實上，已有越來越多的女權運動者開始意

識到，過份激烈或者偏離中道的主張有時正是扼殺婦運、讓它無法壯大的主因（楊

美惠，1988：17），因為偏鋒始終不能代表多數的意見，它只會將原初單純的思

想推離群眾越來越遠，最後把自己搞得兩面不是人。 

    二、走「下」街頭： 

    至此我們不禁懷疑策動婦權運動究竟能達到多少成效，而這正是非主流的女

性主義學者所共同質疑的地方，有人認為這些街頭革命只能促成零星的體制改

革，但對兩性實質上的地位差異並無具體改善，就像「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

策略一樣，表面的和平並不能代表實際的穩定。國內學者張小虹曾指出： 

    多一位女性上校，並不保證整體男權中心結構之瓦解；一起衝鋒陷陣爭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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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戰伴，私下未必就不是一個男性沙文主義者；女性在戰時所造成的獨立自

主，能保持到戰後的和平時代嗎？…鑑於歷史的發展，婦女解放運動往往必須寄

託於更大的改革運動以壯聲勢、實現理想，但也不可不慎隨時被吞噬、被犧牲的

命運。」（張小虹，1993：151） 

    悲哀的事實在於，婦女議題往往被置放在最後一個選項，而且即使這個選項

在經過重重抗爭之後，幸運地被列入接受的範圍，也不能保證日後的長治久安。

轉而發展其他策略是後現代女性主義的最終選擇。傳統女學流派走上第一線抗爭

的過程雖不能說是毫無建樹—畢竟仍促成了多項政經改革，但對於陽性中心理論

的巨大樑柱，顯然也並未撼動半分，在此情況下，後現代女性主義著重於思想的

細膩傳遞，希望能在潛移默化的氛圍中殺出其他的道路。當然，這並非意味著走

上街頭是無效的舉動，但他們顯然更期待能向眾人揭發更關鍵的內在質素，並且

一般以這兩種途徑來展現： 

    （一）寫實途徑： 

    一般學者採用的方式相當直接，也就是明確針對女性身處的內外在環境提出

描寫，例如前述的負面書寫或邊界書寫等，均可作為典範。寫實的優點在於它的

深度可以無限擴展，由於拒絕限定在單一真理的框架，所以更能提供周全且多層

次的觀察向度。以男性的心理而言，對女性的誤解多半源自於不暸解，而以正面

路徑開啟女人世界的鑰匙並不多，這也是造成情況惡化的原因之一，既然後現代

女性主義認為思想的傳遞重於形式上的對抗，那麼女性的寫實呈現就成為必經之

路，因為男人必須藉此明瞭他親密盟友的一切身心。 

    （二）顛倒途徑： 

    這種相當有趣的做法是由葛羅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所發展出來的，

她在其著作《行動革命》中把佛洛伊德假設為女性—費莉絲，並且一如佛洛伊德

對女性套用了預設和偏見，費莉絲同樣也對男性進行了批判，包括生殖器官的卑

賤以及性格上的種種殘缺等，並且定下結論，認為女性是世界上無可取代的優等

生物。這樣的論述無疑給男性讀者帶來震撼性的效果，或至少能讓他們印象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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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葛羅莉亞本身對此「顛倒」策略深具信心，她主張「顛倒」可以暴露出原本

看來相當正常，但骨子裡卻隱含著不公不義的事實，迂迴的揭露可以提供旁觀者

反向思考，並成功地製造出「同理心」（Steinem, 1996：9）。 

  貳、實踐契機─文本政治的言說魅力 

    後現代女性主義因此而對文本政治寄予深厚的期望，他們認為文字符號的蠢

動及漫遊才是左右思想最有力的武器，不管當事者是要箝制它或者是播散它。為

了更加理解，我們可以再回頭看看法國三巨頭對文本的觀點。西蘇本身在倡導理

論的過程中便創造了大量的文本，她啟動了延異概念，玩弄文字於股掌之間，曾

有學者認為她的書寫可被稱為「矛盾書寫」，正是因為她總能藉由文字遊戲的排

列組合來突顯出思想的豐盈，讓讀者在邏輯錯位的情況下，對此無限的想像投入

極深的銘刻作用（張淑麗，1999）。當然，在此方式的啟發下，陰性書寫更是西

蘇視之為解放女性活力與情感的最終途徑，這點是不容置疑的，因為她認為「女

性必須創造堅實的言與去破解區隔、階級、修辭、規則與律典。」（蕭嫣嫣，1993）

唯有如此才能確立完整的發言地位。而伊莉佳萊和克麗絲蒂娃雖然各自堅稱自己

與其他二人立場迥異，但兩者在理論建構中對於符號的角色，卻均是有目共睹地

倚重。伊莉佳萊對於文本總是慣於利用「隱喻」的手法來處理，讓它能夠同時被

賦予多重意義，包括性別、哲學、文化或政治等，如同層層包裹的羽衣一般，揭

開了這一面卻還有另一面的蹊蹺（蕭嫣嫣，1993）；而克麗絲蒂娃則更加坦率地

面對符號的運用，她之所以提出「母性符號學」（Maternal Semiotic）的概念，便

是主張直接利用符號的多樣與律動特質，來切割父權體系牢不可破的縛繭，因為

這些極具流動的因子將能帶領思緒到達一個純然開放的空間，而這個空間便是屬

於母性的，其間的溝通正如同母親與嬰孩之間那麼樣地單純完美，如果這個空間

能夠廣泛地擴展，那麼陽性中心的真理將可自然拔除，當然前提則在於，由符號

和語句所締造而出的豐富文本也是其中不可或缺的推手。 

    在此我們隱然可以理解女性主義在「文本政治」中的運作方式，法國三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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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論述雖然觀點互異，但至少我們可以確定的是，語言和文本在她們的理論架構

中都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書寫並非只是一種解放的「工具」，而是解放的「實

踐」本身（唐荷，2003：198），她們賦予它一種革命性的力量。因此文本政治即

是一種性別政治的途徑，也就是透過書寫和符號表意的方式來傳達內隱的性別意

識，最終達到權力推移的效果。文本是否有可能蘊含這麼大的力量，是令人存疑

的，但假如我們能夠理解符號在古今權力運作中扮演了什麼樣的角色，或許也就

能夠理解這一點。世界當紅的符號暨宗教學小說《達文西密碼》提供了一個有趣

的觀點，亦即古代的女神崇拜和神聖女性概念之所以在現今社會消解得如此徹

底，問題便出在「教會」： 

    一個新竄起的權力會接收既存的符號，逐漸貶低它們，設法消解這些符號的

意義。在異教徒符號和基督徒符號的戰爭中，異教徒輸了；古希臘神話中的海神

波賽頓所拿的三叉戟變成了魔鬼的乾草叉，智慧老婆婆的尖頂帽變成了女巫的符

號，而維納斯的五芒星便成了魔鬼的標誌。」（Dan Brown, 2004：48） 

    在這場戰爭當中，擅長自由思考或「對自然界過於靈敏」的女人被視為是危

險的，包括女學者、女祭司、草藥採集者、助產士…等在內的五百萬名女性被活

活燒死，女性被逐出了神廟，從此變成了負面、陰暗且可恥的一面，女神的時代

宣告結束，權力則由教會的主體—男人來掌控（Brown, 2004：146~147）。由此可

見，基督教會對於異教徒的壓制並不僅僅在於武力的迫害，而是軍隊與符號的雙

管齊下，任何權力在取代另一個權力的同時，如果不能將對方所持有的符號和象

徵意識一併取代，那麼這股權力的根基將不能穩固。這也就是為什麼軍隊一旦佔

領了城池就必須換下他人的旗幟，讓自己的符號迎風飄揚；為什麼秦始皇必須利

用焚書坑儒來確保自身政治權力的穩固；又為什麼新約聖經必須取代舊約聖經，

而且還成為全球最暢銷的作品，影響所及縱橫了無數個時空。我們能說，符號就

像是「思想的軍隊」，運籌得宜便能夠創造出有如千軍萬馬般的力量，但對女性

主義而言，文本政治卻只是個開始而已。 

    學者張小虹曾在〈文本裡有女人嗎？—閱讀《黃色壁紙》〉一文中區分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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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女人」和「文本女人」的差異。〈黃色壁紙〉這篇小說當中的女主角由產後憂

鬱歷經了精神崩潰，而她的丈夫面對此種狀態，則給予了「休息治療」—嚴禁女

主角從事閱讀、寫作等有關於心智思考的活動，而這唯有使她的病情更加嚴重，

因為在身心皆被監禁的情況下，「瘋狂」成為她自由宣洩的唯一出路（張小虹，

1995：176）。這樣的作品自然吸引了女性主義學者的關注與垂涎，他們藉此大力

抨擊父權框架對女性想像力和創造力的束縛及迫害，並且毫不避諱性別解放的政

治意圖。但另一方面後期的批評家卻認為，把文本中的女性概括地化約為「政治

女人」是危險的，這種做法可能將「文本—社會現實」這個連結硬是套入了一對

一的對應觀點，最後只來得及強調「父權對女性的壓抑」這個固著點，而讓旋繞

其上的種種不確定因子隨風飄散—例如女性的邊緣抗拒，或者歇斯底里的潛在意

識…等等這些有助於理解女性深層內心的環節。這樣的疏忽則將造成意義的失

落，不僅讓人無法理解瘋狂，甚至可能更加地排斥瘋狂，再次視之為女性主義者

的無病呻吟。當然張小虹也認為，分析前後期的差別並非是要標誌出「政治女人」

或「文本女人」的對與錯，或是哪方學者的幼稚與成熟，相反地，這些概念均能

幫助我們確切地體驗文本政治的真實力量： 

『政治』女人階段之成就在於成功地達成建立女作家之對抗經典，『文本』

女人階段之貢獻則在順利地擴展理論層面之潛力。（張小虹，1995：183） 

也就是說，這兩種解讀方式無論如何都是經由文本而生，透過符號翻炒性別

意識的內在或外在涵蘊，期待它能夠香氣四溢，如果這些香氣能讓人心生好奇而

為之吸引，那麼這個策略也就踏出成功的一步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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