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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會聽人誇讚男孩勇敢豪邁，女孩美麗溫柔；期望男人事

業發達，女人賢慧持家；人們也常在背後指點那些未婚懷孕或久婚不孕的女人，

而不是批評使她懷孕或不能懷孕的男人。男生滿口髒話人們聽而不聞，若女生也

說幾句髒話，眾人就會皺眉側目。為什麼社會位階高權力大的多是男人？為什麼

女人在家中養育子女照顧老人，卻得不到高薪或崇高的地位？為什麼與同性戀愛

的人會被指責為「不正常」，而喜歡異性的人卻不會被質疑？為什麼女人有好幾

個男朋友被稱為水性楊花，而男人的雙人枕頭卻可以被容忍？為什麼男女的生理

差別只有生殖能力與部分荷爾蒙的組成差異，結果卻被當成二種全然迴異的物

種，社會對他們的要求和待遇卻如此不同？同樣是人，為什麼異性戀男性的位階

比女性和同性戀者的高？ 
 
 在這篇文章中，我想指出，這一切其實都不是天生的、自然的、應該的或

原來就如此的，這一切不平等的關係用簡單的一句話來說：「都是異性戀父權惹

的禍！」在文章的前三節，我用二個概念來解釋這個不解的社會現象：父權體制 
(patriarchy)和異性戀霸權 (heterosexual hegemony)，以及生活在性別不平等社會

中的男人、女人和同志的處境。在文章的最後，我則提出挑戰和顛覆的可能，以

求困境中的出路。 
 

一、重新立體活化「父權」 
 
 在 1980 年代後期，有很多女性主義者反對這樣的說法，認為「父權」

(patriarchy)這樣的概念像一個「標準答案」，我們只要把任何性別不平等或二元

對立的性別關係都歸因成這個體制的錯。她們認為，我也相當認同，當我們有了

「標準答案」時，其實就僵化了女性主義的視野，就沒法進一步和更細緻地去分

析性別的議題，找出可能解決的方法。就像有很多人也反對使用「資本主義」

(capitalism)這樣的大概念來分析人們所在的社會經濟體制。曾經有一段時間，我

也拒絕採用「父權」的概念去思考社會文化議題。放棄這樣的大概念，在後現代

的「相對性」思考的世界中浮游一陣子之後，我並沒找到更能引發行動力的思考

方向，我感到有一些失落和無力。 
 
 在偶而的機會下，我閱讀到 Allan Johnson 的《見樹又見林》（1997b/2001）
以及 Gender Knot （暫譯成《性別的結》，該書正在翻譯中）， 它們促使我重新
來檢視過去粗糙對待這概念所造成的「教條盲點」，這盲點曾帶我走向思考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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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死胡同。 
 當我把「父權」仔細用女性主義社會學的觀點拆解並重組，我看到了「父權」

這個「標準答案」與女性主義的挑戰之間可以產生的緊張關係，這緊張關係是多

面立體的，而且可能展現出豐富多元的批判活力。我隨手舉幾個例子，例如，我

們可以試圖從「知識的生產和再製與權力關係」、「文化的分類和價值的賦予」、「社

會資源的分配權和使用權」、「微觀行動者和巨觀體制互為牽引限制和轉化」、「自

我認同的建立與流動」，「性別、階級與族群的交互形構的關係」等角度去思考，

我開始看到了一線曙光。在日常生活層面中，我也更能夠擺脫對「生理男人」的

情緒不滿，轉而認識到他們很多人也是父權體制和異性戀霸權下的受苦者，而且

男人之間充滿著異質和多元以及權力不平等的關係，就像女人之間一樣。當我這

樣仔細去思考，我也逐漸找到翻轉現況的策略，抗拒壓迫權力關係的途徑，批判

現存的分類和主流的知識，看穿不平等分配與使用資源的藉口，甚至在細微的自

我審視以及與他人的互動中，我看到了流動多變的可能，我的心開始唱著歡樂的

曲調。 
 
二、 父權體制和異性戀霸權 
  
 何謂父權體制？讓我引用 Allan Johnson的說法：一個社會被稱為是父權

的，因為這社會是由男性主宰，認同男性和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Johnson 
1997a）。何謂異性戀霸權？就是一個社會以異性戀為主宰，認同異性戀和以異性

戀為中心的社會（參考周華山 1995）。父權體制和異性戀霸權其實是一體的二

面，彼此相互維繫並鞏固現況。 
 
 「由異性戀男性主宰」意味著異性戀男性權力大於女性和同志，他們打造

出來的知識是帶有男性和異性戀的偏見。他們在政府、宗教、法律、教育、軍隊、

家庭中都擁有主宰的地位。權力大的男性也主宰著權力小的男性，所以問題不全

出在所有的「生理男人」而是那些有權力的「異性戀男人」。若有女人在公共領

域中爬上了有權力可以主宰他人的位置時，人們會用異性戀男性的價值觀去評論

並規範這個女人。例如當呂秀蓮當選副總統後，她的單身身份使得她居然公開成

為一些權力比她小的無聊男子的求婚對象，藉著騷擾副總統達到他們出名的手

段。沒有人問過她喜歡不喜歡異性，卻一昧認定她需要一位男伴，其實代表著由

異性戀主宰的社會中，單身永遠被視為只是過渡階段，否則將被視為是永遠的遺

憾。 
 
 1989 年施寄青書寫的離婚經驗《走過婚姻》，之所以名列暢銷書歷久不衰，

說明了法律和文化都站在丈夫和異性戀婚姻的立場，將離婚的女人污名化，讓婚

姻不幸的女人不敢爭取自我的發展和規劃人生。在尚未修訂「民法親屬篇」之前，

有不少女性長期是家庭生計的主要維持者，或者是與丈夫抵手胼足共同創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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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資源分配權和使用權仍聽命於丈夫，甚至她們必須努力維護男人作為一家

之主的尊嚴，否則會引來外界的批評。 
 
 「認同異性戀男性」意味著我們社會文化認定為優質的、欲求的、偏好的、

正常的都是以異性戀男人和男子氣質為認同的對象。例如，異性戀男人在職場上

打拼，一星期工作 60個小時，還經常出差遠行，被老闆重視提拔。他能夠如此

拼命是因為有老婆在家照顧父母和子女，打點家務提供舒適的家，給他情緒的安

慰和性的慰藉，讓他放心才能全力衝刺。若老闆以這個員工為「認真打拼」的標

準來要求其他員工，可能只有一些認同這價值的男人才有可能達到標準，多數已

婚的女性員工在家還要照顧丈夫和子女，哪來多餘的精力去做這樣的打拼？這是

以有妻子支援的異性戀男性為準的例子。很多公司老闆往往提升有家眷的男職

員，認為這樣的人最可靠，未婚的男女都不受重用。這都是以異性戀男性為認同

對象的好例子。在職場上，獨立果斷，冷靜效率，與對手競爭等有男性氣質的表

現，都被視為是「成功」的特質，相形之下，低貶同情合作，分享溝通，協商妥

協等女性氣質的男女。這就是以認同異性戀男性為主的資本主義社會特色。 
 
 「以異性戀男性為中心」意味著異性戀男人的價值、經驗、作為成為社會

大眾關注的中心。在學校最常見的是徵詢家長的意見，母親的意見往往不認為代

表「家長」的意見，直到父親也表達相同的意見時才受到重視。在課堂中，男生

比女生受重視，有時也受到較嚴厲的管教，因為師長要讓男生成材，至於女生成

不成材則不是師長關心的。在社交場合中，男人往往是發言最多，引導話題，甚

至打斷談話的主導者，女人往往是應和點頭或營造和諧氣氛的配合者；很多活潑

的妻子在社交場合擔心忽略了沈默寡言的丈夫，於是刻意引導以她丈夫為中心的

話題。因為異性戀男人長期受到以他們為中心的待遇，已經視為理所當然的事

了。再拿人們常說的「女為悅己者容」為例，也就是女性的美貌在異性戀男性的

「眼光」下被檢視著，異性戀男性的審美標準就是審美觀的主流。美麗的女人令

異性戀男人的賞心悅目。連女人的乳房也脫離了養育生命的重要哺乳功能，而成

為異性戀男人感到性感的客體。 
 
 我們所處在以異性戀為主宰，認同異性戀和以異性戀為中心的社會中，使

得沒有人會質疑異性戀的合理合法性，反之，同性性行為或愛戀感情被視為「變

態」、「偏差」。最明顯的例子是社會新聞。異性戀殺人放火、搶劫自殺的新聞每

天都有，但是一有同志涉及，新聞就頭條報導誇大其詭異的色彩。當有些社會或

演藝圈名流被傳說有同性伴侶，還要拼命闢謠絕無此事。教師若公開自己的同性

性取向，即使校方不干涉，還是可能會丟失教職，因為很多家長會擔心他/她對
學子造成「壞榜樣」，進而對校方施壓。在法律上，同志不能結婚沒有伴侶權，

遇到伴侶住院開刀或投保都不能簽同意書或成為受益人，也不能因為同志關係而

移民依親。同志不能享受作父母的權力，同志父母不得對親生子女有監護權，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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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女在家人的影響下認為同志父母不正常，更不要提領養子女了。至今少數同

志在台北都會雖然有「出櫃」（即公開承認）的空間，例如，同志聚會的酒館，

晶晶書店，但是在公園或公共場所還不能像異性戀情人那樣手牽手，相互擁吻。

同志分配到和使用到的公共空間的資源，整體來說還是相當受到排擠和歧視 （畢
恆達 2001）。 
 
 反對和挑戰父權作為一種價值、文化、制度、權力、分類和體制必須與批

判和解構異性戀齊頭並進，缺一不可。 
 
 
三、 同志、女人、和男人的處境  
 
 身為同志，女人和男人活在異性戀父權社會中，他們的日常生活會有哪些

困境？同志的困境最為明顯。家庭是台灣社會支持網絡中最重要的樞紐，若家人

不接受，親情的期望與自我的認同日夜衝突，造成人格和感情的內傷是很難評估

的。在知識的發展上，學校、書籍、電影和媒體都以異性戀的知識為傳播的內容。

成天被這樣帶有偏見的知識洗腦，同志的自我認同要克服千重難關才得以確認，

有些過不了重重難關的，可能產生無謂的自恨與內疚，甚至精神錯亂。在工作方

面，同志可能被同事閒言閒語，精神壓力之大可想而知。最難應付的就是婚姻的

關口。沒「出櫃」的同志即使能夠長期躲在暗處用謊言的累積度日，遇到家庭逼

婚，該如何是好？有經濟語言能力的人，可以遠走高飛到異國尋求安身之地，留

在台灣的人非得改變社會大眾的價值觀才得以生存。 
 
 在過去二十年，台灣婦運的努力已經使得很多女人在公領域嶄露頭角，民

法親屬篇與兩性工作平等法的修改也提升了女人在家庭的地位，保障了女人基本

的工作權，但是父權社會對女人的宰制更形細緻。例如，對身體和美貌的要求標

準提高，讓女人每天花很多時間精力修練美容的功夫，即便美體功力與日遽增卻

無法對抗父權文化對老年女人的醜化，這場女人與美麗的戰爭在現今的父權社會

中，注定是女人要失敗的。傳統父權文化對女性照顧家庭的期望，並未因婦女外

出工作而加以修正。女人的工作機會仍然深受生養子女的限制，公家的幼稚園收

費低廉但數目奇少，加上老人安養品質不佳，婦女外出工作後還要擔負繁重家

務，照顧幼小孝敬父母，真是蠟燭兩頭燒。政治人物期望以硬體建設拉攏選民，

忽略在福利制度上照顧那些需要被照顧的照顧者（大多是女性），政府的很多政

策都是以男性觀點思考制訂的（參考佛伯爾 2002）。 
 
 對女人和同志來說，他們比較能夠理解到父權鬆綁和瓦解異性戀霸權的好

處。 那麼父權社會的得利者異性戀男人又有什麼好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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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異性戀男性的日常生活也深受父權的束縛。他們被教養成必須學

習獨立自主，剛毅內斂，結果養成不易表達感情，情緒處理無能，欠缺人際協調

的能力。例如：有很多失業的男人會毆打妻小以發洩情緒。男人視事業成敗為自

我評估的標準，與對手競爭成為必須加入的遊戲，內心經常處於緊張的狀態，萬

一事業失敗，自殺是經常選擇的方式。親密關係中的性愛是很多異性戀男人積極

展現雄風的戰場。現在龐大的色情工業壓縮了異性戀男人對性的想像空間，使得

很多異性戀男人表達愛意的方式很笨拙不能瞭解女人的需求，相反的女人比較會

經營感情與性愛的親密關係（參考 Jamieson 1998[2002]）。男人在父權體制下的
既得利益位置，使他們失去很多學習豐富人生的機會，造成能力偏狹以及自以為

是。 
 
 其實，已經有不少男人不願意追隨他們父親的角色，希望活出性別平等的

人生來。有些男人不再受男性角色的限制，願意流露內心的情感；有些作長子的

不必然要繼承父業；有些男子學習與母親、姊妹、女伴、兒女有平等的親密關係，

使壓扁的異性戀男人能豐潤成長。在我們的身邊，愈來愈多這樣脫離傳統模式的

男人，他們正在密實的父權叢林中積極走出另類的途徑。 
 
 
四、 改變現狀的作法 
 
 若能鬆綁父權對男女和同志造成的束縛，給予人們更多自由發展的空間，

讓異質性的個人和團體激發火花，一則減少個人日常生活的困境苦楚，二則使民

主價值得以生根，改變體制使社會更趨平等多元，將會是大家的福氣！ 
 
 平等這個概念來自二百多年前的法國大革命，是自由主義哲學很重要的一

個概念。現在我們嘴上經常掛著「平等」二字，但是對「平等」的意義卻一知半

解。討論「平等」的前提是，人們之間因為有所差異，例如年齡、能力、身體、

性別、階級、種族、生存條件的不同，結果造成了強勢者歧視或壓迫弱勢者，面

對這樣的不平等，我們才需要認真討論「平等」的概念。若人們都沒有性別、階

級、種族的差異，而擁有一模一樣的資源與條件，社會就沒有必要討論「平等」。

換言之，平等的追求建立於尊重差異的基礎上（Joan Scott 1990）對此議題有很
精闢的討論）。 
 
 當今受民主思潮影響的人幾乎都接受一個基本觀念：為了全人類的共存共

榮，社會應該平等對待每一個人，給予每一個人平等發展的機會，尊重每一個人

的差異，因為人類社會只有在尊重異質性的每一份子，讓他們彼此碰撞才會激發

出火花創造新的社會文化的生機。落實到性別的層面，就正因為男女有小部分的

差異（其實不多，頂多是生殖能力和部分荷爾蒙的差異），但是卻因為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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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構，男女被教養成那麼不同的兩種人，彼此不能溝通理解，這就是為什麼我

們必須從社會制度和文化概念上提出男女平等的要求。進一步細看，因為階級、

族群、世代、城鄉之間的差距，男人之間或女人之間也有差異存在，我們要求的

平等，又是由什麼標準來認定？追求平等的同時，如何尊重差異？這其中細緻的

知識與權力的關係，其實還需要我們花很多時間研究與討論。 
 
 雖然父權體制是由很多觀念、文化、社會制度、政策法令交織而成的，很

多人面對這樣複雜的體制感到個人的渺小。但是這個體制不是銅牆鐵壁，我們每

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行動表達一些想法，積壘能量形成意見和行動，就可以

改變與影響較大的制度。下面提供幾個我體驗過認為很有效果的行動與作法，供

大家參考（還有很多點子可參考 Johnson 1977a，第 10章）： 
 
（1）我們可以藉著閱讀女性主義和性別相關的書籍文章,以增加我們對父權在

社會文化運作的認識，也可以藉著參加演講、研習會或社團進一步認識性

別議題。有時參與這些活動可以認識一些想法相近的朋友，友伴扶持容易

笑容滿盈走得輕鬆。我個人的經歷是多年前，在 1990 年，我們一群來自各

個大專院校的女生，大約二十多人（後來增加到近五十人），組織了「歪角

度讀書會」進行了一年多的閱讀討論。在每二週聚會一次的過程中，我們

閱讀英文文章（那時還沒有中文資料可讀）。在閱讀和分享中，我們擴大了

眼界，學到了很不一樣的知識，看到了另類的解構和抗拒父權宰制的可能；

在分享日常生活的喜怒哀樂中，姊妹情誼熨平了我們深鎖的眉頭，同時牽

出我們明豔的笑容，團體的支持力量讓每一個人更加有能耐面對外界種種

的不公不義。孕育我們自由心靈的「歪角度讀書會」，讓我義無反顧地愈戰

愈勇直到今日。我在此向那些曾經激發出火花的友伴們致謝！ 
 
（2）我們應該勇敢地把一些對父權的質疑和感受說出來，有時這樣會讓很多人

很不舒服也會讓自己不舒服，但是「教育」和「學習」本來就是需要在受

到挑戰感到不舒服，之後才會去思考去開展出新的視野。我們千萬不要以

為是雞毛蒜皮的小事不值得一提，其實日常生活習以為常的細節就像是異

性戀父權的樹幹和樹根上的小葉子。若我們把小葉子剪光，父權的樹幹和

樹根也就不能進行光合作用了，就會逐漸枯萎。從二十年前「婦女新知基

金會」就從很小的事件，例如：女同事要為男同事倒茶，銀行對女性的單

身條款（結了婚就得辭職）等「小事」發出質疑，逐漸引發醞釀出如今的

「兩性工作平等法」。這是對挑戰父權體制重要的一大步。有時，你要質疑

的對象可能年歲比你大，地位比你高，你無須和他吵架，但你可以禮貌地

向他提出問題，或建議另類的可能，讓他意識到他的偏頗。接受挑戰是人

們學習的必經之路，有些年長位高的人還是有進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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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們每天忙著讀書（若你還是學生）或者工作謀生，平日的社交圈子中可

能不容易碰到與你志同道合可以瞭解你的感受的朋友。當你對周遭的人事

感到看不慣、不舒服，或有疑問找不到人討論時，我建議上網去參加一些

性別議題討論，與未曾謀面的網友談談你關心的問題，你就不會感到寂寞

無助。突然，你會發現有一大群男男女女都與你有類似的關懷，吾道不孤

也！文後附上向大家推薦的性別網站。 
 
 我們大家的共同幸福全賴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的自我成長，進行無

聲的社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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