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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一定就是兩性關係！ 

            －－對「性」與「性別」概念普效性之質疑 

 

                                 蔡錦昌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男女之間的事情不一定就是「兩性關係」。「兩性關係」的想法 

          並非古今中外皆然的想法，其有效性只限於近現代的西方社會， 

          以及受到西潮影響的局部當代非西方社會，尤其是留學生和大學 

          生群體。「兩性關係」觀念的關鍵有三：一是普同的人類觀，不 

          分性別、年齡與種族，皆視為人，皆享人權；二是以「性」為人 

          在肉體上之天賦屬性，是可以與文化分離的；三是視「性別」觀 

          念為人為的文化規範，認為不應該在其上建立不平等的群類關係 

          。談「兩性關係」者，其實均為平權主義者。一方面，他們維護 

          「性別」之群類劃分方式；另一方面，他們要求兩種性別群類同 

          享人權，不受劃分方式之影響。此種以二分法和超越論為基礎的 

          思考方式，與中國傳統的乾坤陰陽思考方式頗不相同，也與古代 

          西方以男同性戀為主的格局差異甚大。在後現代的資訊社會裡， 

          群類分界十分糢糊流動，恐怕亦不必再談甚麼「兩性關係」了。 

 

關鍵詞：性 (sex)、性別 (gender)、兩性關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exes) 

 

 

    本文所論辯的是個關於「事物存在與否」的問題。本文主張：實乃名之起用；人們若不

以「兩性關係」之名及其相應意念稱謂男女之間的事情，男女之間的事情就不一定是「兩性

關係」。 

    「男女之間的事情是兩性關係嗎？」－－如果我們去問上過學校、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

現代中文使用者，他們一定不假思索，異口同聲回答說：「是」。為甚麼是呢？是不是因為男

與女明明白白就是兩種不同性徵的人呢？還是因為依性別的觀念來分，男與女是相對的兩個

性別屬性？還是不管「性」(sex) 抑或「性別」(gender)， 男與女總是不一樣，而不一樣的

兩種性或兩個性別之間的關係，不就是兩性關係嗎？ 

    沒錯！如果依「性」或者「性別」的觀念來想，男女之間的關係當然是「兩性關係」。問

題是男女身上是否真有一種稱為「性」或者「性別」的同類屬性在，抑或這是某種分類事物



的方式所要求如此的？若說「性」與「性別」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屬性，因為人類是一種動物，

動物出生時即賦有與生殖活動有關的「性」徵，而且皆須透過「性」活動來延綿種族，那麼

「性」與「性別」所指的就是這種與生俱來的「必要的身體形態和活動」；也即是說，這種「與

生俱來的生物特徵和活動」就是「性」。但是這種「性」的想法必須以生物學為基礎才能成立；

亦就是說，必須以生物學作為認定人類身分之無異議判準，方可成立。然而生物學是不是一

種無諍的真理呢？當然不是！生物學只不過是近兩百年來才比較為人所接受的一門新興學說

而已。不過這無害於人們以生物學作為認定人類身分之判準的做法之正當性。因為人們之所

以願意採取這樣的判準，就表示人們本來就願意以生物論人類，願意接受一種生物學式的人

類觀念。既然是一種「願打願挨」的做法，又何來正當性的問題呢？倒不如說，這是某種分

類事物的方式所要求的罷！ 

 

                  「性」在何處？ 

 

    我們說「性」與「性別」的想法乃是某種分類事物的方式所要求的。這樣說時，我們就

一方面承認了這種想法的相對正當性（亦即就願意這樣想的人而言，這樣想是正當的）；但是

另一方面，我們也同時限制了這種想法的普同效力，不容許它再天真而簡單地普遍使用。我

們這樣做，並非主張一種「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  ，認為每個族群文化都是

具有內在邏輯的完整體系，文化與文化之間不可共用同一衡量判準來比較。我們所主張的毋

寧是一種「心態史」(history of mentality) 的看法  1，認為論斷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

須以某個特定區域和特定時代裡人們的心態為準；也就是說，若然某個區域或時代的人想到

某種事物，而且就活在此種事物之中，我們便說那種事物在該區域或時代存在，否則，那種

事物就不存在。因此，我們可以說，「童年」(childhood) 的歷史頂多只有兩百年，而且在亞

洲地區的歷史不過五十年左右。我們同樣可以說，「地球」的歷史頂多只有五百年，在亞洲地

區則只有一百年。基於同樣的理由，本文主張：就「兩性關係」而言，「性」與「性別」只存

在於近現代的西方社會，以及受西潮影響的局部非西方社會，尤其是近百年的留學生和大學

生群體。 

    如果廣義地說「性」與「性別」，西方的古代和中古時期的確就有類似的說法和想法。但

是由於以下的緣故，我們仍不認為那時候就有「性」與「性別」存在：第一，那時候關於「性

別」的想法，古希臘是以男同性戀（或者更精準地說，是美少男戀）為典範和主軸的，中古

則以亞當與夏娃為典範，並非以兩性平等的格局來談論男女之間的關係；第二，那時候的人

對「性」的看法並不帶有生物學實在論的意味，或者更好說，那時候的人根本不以為「性」

是人之為人的重要部分；第三，就「性」與「性別」之為社會生活的重要機制而言，恐怕只

有近現代的西方社會才會有。2 在近現代的西方社會中，人們一方面從生物學的角度肯定「性」

乃除「食」以外人類天生被賦予的主要本能部分；另一方面，又認為「性」與個體之真實自

我密切有關。所謂「人文精神」或者「人道主義」也者，不外是承認人類文明由人自己所創

造，而人雖有心靈和理性，畢竟也只是一種比較能處理肉體欲望的生命體而已。雖則所謂「性」

這種事物，就像「力」一樣，從來不是一種可見可觸的東西，只能靠操作界說予以確定，而



且靠想像加以創造，但是對於有需要以某種事物為假想的「他者」而加以克服之心靈或理性

而言，它卻是必需的。既是必需的，也就造出來了，而且靠著不斷的徵用以及探索間接維持

了它的真實存在，同時亦維護了以它為必要之部分的整體社會存在。如此一來，不管「性」

與「性別」是否真的存在（指在上帝面前存在），反正在時刻徵用和探索它的人們身上，它是

真實的，因為它發生效力，能令人為之興奮失望，悲喜憂樂，得之安心，失之焦躁。 

    在亞洲人身上，特別是在中文使用者身上，「性」與「性別」的想法並不存在於二十世紀

之前。因為傳統中文裡的「性」字並不以相當於英文 sex 的意思來用，反而接近英文所謂 

nature 或 disposition（但並不盡同，此處暫不細辨）。而關於那些近於英文 sex 一字所指

的事情，傳統中文概稱之為「男女之事」。傳統中文裡亦不稱男子或男人為「男性」以及稱女

子或女人為「女性」，視之為兩種不同的「性別」。使用「性」與「性別」等字眼的中文使用

者，都是那些近百年來留學日本或歐美國家歸來的學人，或者雖然未曾出國留學，但卻在中

文世界裡直接間接受到西潮影響的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大專學生和文藝作家。 

    在將「性」與「性別」的想法引進中文世界裡的過程中，留學生實為主力。因為留學生

不可能始終維持以傳統中文來思考的身心狀態而能在異國讀書成功。為了身心內在協和以及

思考上使得上力，大部分留學生皆經歷過自動改弦更張的磨鍊，盡量改用異國語文來思考，

即使未能徹底更變成功，成為道地的外文思考者，至少亦在基本常用的術語上以及在自己所

熟悉的理論架構上以外文來思考。留學生此種以外文思考的習慣，並不因歸國而稍改，而是

以另一種方式保持下來。一來近百年來的中文使用者已經漸漸崇洋於不知不覺之中，一切均

以洋人所界定的所謂「國際標準」為主，以能參與所謂「國際社會」為榮，以為把中文天地

裡的事物比照洋人的方式處理就是依全世界公認的標準處理；二來自五四運動以來的白話文

發展，其體質已經足以將留學生的外文思考大致上承載轉達出來，讓他們能夠在相當程度上

以中文來說外文世界中所見所聞的事物。「性」與「性別」的想法即在此種情勢條件之下，在

留學生身上落實體現，成為真實的事物。 

    至於大專學生，其實他們也同樣經歷過一種有如脫胎換骨的經驗。在以西洋教育學術體

系為準的大專知識體制以及以留學生為主力之教授群的訓練下，他們學會了一種以翻譯語言

構成的新中文和新思考方式。由於大專文憑在社會上具有一定的價值，而且社會上的文化人

士，包括新聞記者、作家、中小學教師、社會工作者、典試官員等，都使用大專院校中所傳

授的知識，也推崇大專教授之知識權威，所以大專學生從學校裡所學到的這一套新中文和新

思考方式其道不孤，處處通用。假如其中有人深受此種教育之影響，忍不住依之批評社會現

狀，進而參與各種改革活動，社會上的同道還會加以「知識分子」的新中文美名呢！難怪「性」

與「性別」這種新詞如此流行了！ 

    不過，在現今的中文世界裡，仍然有很多人（其中也有不少大專學生）只以新潮詞語的

方式使用「性」與「性別」兩詞，心態上卻仍然是傳統的男女陰陽想法。畢竟在使用中文的

大專院校裡，來自西方的思考方式並不容易落實傳授。除非學生讀的是與思想和理論有關的

課程，而且頗能涉獵一些英文著作，約略知曉西洋人是怎樣想事情的，否則，所學來的亦只

有形似而已，實則不像。連讀過大專院校的人都如此，就更不必說那些只受過中等以下教育

的人了。在他們的身心狀態上，又怎麼可能有真正的「性」與「性別」的想法呢？ 

    更有甚者，在處身某些大規模競選宣傳活動中的人，或者在大都會的消費圈中打滾的人，



對他們而言，「性」與「性別」只不過是兩個可引起注意的用語或賣點罷了！這兩個用語及其

相關意念並不需要與之對應的群類 3 分劃架構來支持落實，故此全然沒有超越的本質意味，

而是僅止於有口無心的口頭禪真實性而已。在此種後現代的符號運作邏輯中，那種有理可說、

有責可負的「兩性關係」完全被攪和了、蒸發了，變成漂漂亮亮的行屍走肉。此時也就不必

認真地再談甚麼「兩性關係」了。4 

 

                 何謂「兩性關係」？ 

 

    「兩性關係」的想法，並不像今日一般中文使用者所以為的那麼好瞭解和理所當然。這

種想法其實是很特別的。 

    首先，「兩性關係」的想法預設了普同的人類觀，認為世界上有一種叫「人」(human being)

的存在物，這種存在物不因性別、年齡、種族而有異，反而透過不同的性別、年齡、種族而

體現出來。如果沒有這種普同的人類觀，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性別差異內容恐怕就會主宰他們

之間的關係，不但造成兩者在「性別」概念上立足點不平等（亦即男人的「性別」其價值比

女人的「性別」高，以致此「性別」其實不同於彼「性別」），難以論較兩者在現實狀況上之

差異，而且會使兩者在法律身分和資格上認定不明（因為在法理上，必須具有同等身分和資

格才可以享有同等權利），使同享人權之要求難以明確落實。現代人談「兩性關係」而不能確

定性別待遇之差異以及爭取男女平權，又何必談「兩性關係」？ 

    其次，「兩性關係」的想法預設了「性」的天賦真實性和重要性，認為「性」是人之為人

的必要屬性。在近現代的西方社會裡，由於思想架構以人為中心，所以人的類屬特性就變得

很重要。而在人的類屬特性中，「性」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爭議點，因為所有非理性的現象都

可以直接間接歸結為「性」的作用。那些正面擁抱理性的衛道人士都希望能夠克服「性」的

干擾，而那些側面接納理性的存在主義者和心理分析家則更平心地面對「性」的表現而盡力

表白。但兩者皆同樣承認「性」的真實存在和重要性，並且認為「性」乃是「文明」或者「文

化」的相對面，雖然並不一定是敵對面而相互排斥，但至少是概念上可分離的層面。因此，

談「兩性關係」者皆只在「性別」上做功夫，不大會在「性」上起題目。大家都已經約定俗

成地認定「性」是人在肉體方面的天生屬性，是凡人皆有的。當然，此處的「人」，指的是上

面所說的 human being。 

    第三，「兩性關係」的想法一定得將「性別」視為人為的文化規範，才可主張不應該在其

上建立不平等的群類關係。雖則依「性」的想法推論，「性別」本來應該是「因性之別而別之」，

不應該含有不平等的意味的，但是實際上不然，變成「因別之而別其性」，讓各民族傳統的群

類分劃方式反客為主，大行其男女分工不平等的規範之道。這在那些談論「兩性關係」的人

眼裡是最不應該的。他們這樣想：大家都是人，只是天生在肉體上稟賦稍為不同而已，怎麼

可以因此就待遇有差，地位有別呢？這分明是以文化規範的人為規定扭曲每個人所應享的同

等待遇。 

    可能有人會爭辯說：談「兩性關係」者不一定非得預設平權主義不可；我們可以先描述

分析一下任何一個時空裡兩性之間的關係，然後再視論者的實踐立場來行動，不一定都得依



平權主義來行動不可。但是請注意了！平權主義與「兩性關係」的想法其實是一體之兩面，

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兩者不但都是以二分法和超越論為基礎的思考方式，5 而且所謂

「兩性關係」也者，實際上就是「平權的兩性關係」。其平權含意不在預設平權的實踐立場，

而在其描述分析架構本身就已經內含平權之意，而描述分析活動本身其實又是最基本的實踐

活動。如果我們將描述分析架構比作照妖鏡的話，「兩性關係」這面照妖鏡只會出平權與否的

現象來。 

    又可能有人會爭辯說：現在第二波的女性主義已經不像第一波那樣，著重爭平權了，因

為爭平權仍然未脫男性思考方式之囿限；現在著重的是發揮女性特性，尤其是發揮女性思考

方式的特性；6  因此，說「兩性關係」一定是平權主義的關係未免以偏概全了。但是請注意

了！平權有兩種。第一波女性主義所爭者是政治經濟上的平權，而第二波所爭者則是文化知

識上的平權，包括重新界定「性」和「性別」的概念以及歌頌並發揮女性思考方式之特質，

完全擺脫男性理性主義的影響，但仍然是平權主義的想法。7 平權主義的想法，就是一方面

維護「性別」之群類劃分方式，將人分成男性群類與女性群類；另一方面，要求兩種性別群

類同享人權，不受劃分方式之影響。 

 

                  「男女」非「兩性」 

 

    知曉了「兩性關係」的觀念意涵以後，或許該在此稍為交代一下傳統中文裡「男女」的

意思，以便讀者更加明白「兩性關係」在中文世界裡適用性之限度。 

    在傳統中文裡，「男女」是乾坤陰陽，不是「兩性」。然而對現代的中文使用者而言，我

們這樣說，不但沒有說明其間的差異，反而讓他們更確信沒有甚麼差異。因為現代的中文使

用者只懂得西方的邏輯與觀念思考方式，不懂得傳統的「氣象」思考方式。8 他們會說：「乾

坤」、「陰陽」和「男女」不也是對立的範疇嗎？跟「兩性」有何不同？如果說不同，倒是「乾

坤」、「陰陽」的語意適用範圍比較大，不限於男女性事方面。 

    為了闡明中國傳統「氣象」思考方式之特色，同時又不冗贅繁難，此處姑舉兩種分類方

式，以便簡明地澄清其間微妙的差異。一般來自現代西方的分類想法，都具有以下兩點特徵：

（一）被分的各方是各自分離獨立的；（二）各方之間的關係是超越的，即超越於被分的各方

之上或之外，成為它們被分的基礎。中國傳統「氣象」思考方式的分類想法則不然。第一，

被分的各方並不是各自獨立的，而是依在局勢變化裡的配搭情況來定的；第二，各方之間的

關係不是超越的，而是隨局勢變化裡的配搭情況而定的。因此之故，西方的分類是有確定中

心的，可以事先在意念或字面上設定下來，而且可以獨立衍生發展，自成體系，不依實際局

勢之變化以及運用者是否靈活而定。人與人之間的往來必須透過這套自成體系的分類方式來

運作才行，所以至關重要。相反的，中國傳統的分類沒有確定的中心，所以無法事先就確定

下來，一切都得看實際局勢的變化如何才能相應決定，要求運用者靈活地拿捏分寸。人與人

之間的往來，就看如何借勢設分，利用自己的本錢了，戲法是人變的，就看你會不會變。 

    「乾坤」、「陰陽」的分類，是以在某種局勢裡某事物所起的作用形態來分類的。就某事

物之起剛健作用形態而言，說它是乾是陽；而就其起柔順作用形態而言，說它是坤是陰。五



行說裡說水時，也是就其就下之作用形態而言的。也即是說，常性就下的，就叫它為水，而

不是像西洋人說話那樣，以水為主詞，而以就下為謂語。這就是依氣性分類的制器尚象做法。 

    「男女」或「雌雄」基本上也是依氣性分類的。只不過由於在群體生活上，以及在天生

才質上，都難免某種較穩定的體例性分類做法，所以才會有「男有分，女有歸」以及「男主

外，女主內」的禮制，甚至有所謂「夫為妻綱」的說法。「綱常」的說法的確稍為把「一陰一

陽之謂道」的往復消長之道轉變為比較靜態僵化的做法，不但使「陽」成為老陽而「陰」成

老陰，而且明顯地以「陽」為主為正，然而基本上仍然是乾坤陰陽的氣象分類，不是西方所

謂「階級」的分類範疇。 

    最後，我們強調，事物的存在必須有強烈及明顯的身心狀態為依存，才算存在。在目前

的台灣社會中，身心狀態上強烈而明顯顯示有「性」與「性別」觀念者尚不為多。大多數皆

為鸚鵡學舌的「兩性關係」論者，有口而無心。至於全無「性」與「性別」觀念者，人數雖

不多，而且絕大多數都是老人家，但已足以證明「兩性關係」並非放諸四海皆準的想法。在

目前的台灣島上即是如此，更不必說古今中外的情況了。所以我們說：男女之間的事情不一

定就是「兩性關係」！ 

 

                                  註解 

 

1)此處所指的是像 Philippe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NY: Vintage Books, 1962. 一書中的看法。當然，在本文中，Ariès 的態度被激化了，

或者說，被存有論化了。 

2)關於西方古代的性生活史概況，請參考 Reay Tannahill, Sex in History, NY: Scarborough 

Book, 1982, part 2.  至於第三個緣故，則請參考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NY: Pantheon, 1978, chapter 3. 

3)相當於英文所謂 class （階級）。 

4)關於後現代的性趣味，或許可以參考一下 Roland Barthes, "I Hear and I Obey.....," 一

文及其所說評的 Guido Crepax 的〈O 孃的故事〉性漫畫作品。（見 Marshall Blonsky ed., 

On Sig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54 - 60.） 

5)此處所謂「二分法」有兩種：一是將平權之「本然」與不平權之「事然」兩分的思考方式，

屬於批判性或辯證性的二分法；一是將「男性」與「女性」兩分的思考方式，屬於分化性的

二分法。此處所謂「超越論」亦有兩種：一是相應於批判性或辯證性二分法的超越論，所指

的是作為本然之基礎的人類觀念；一是相應於分化性二分法的超越論，所指的是作為男性與

女性之共相的人類觀念。 

6)關於第一波與第二波女性主義之劃分及各自特色，請參考 Maggie Humm ed., Feminisms: A 

Reader, London: Harvester, 1992.pp. 11- 17; 53- 60. 

7)著名的法國女性主義者如 Simone de Beauvoir 談「第二性」(the second sex) 和 Luce 

Irrigary 談「陽具中心主義」(phallocentrism) 和「性差異」(sexual difference) 等說

法，仍然是以普同人類觀為出發點的。雖則後者明白反對「平權主義」的女性主義策略，極



力倡導「性類非一」之論，然而只要將她所批評的「平權」想法擴展為「文化知識之平權論」，

她即不一定非與平權主義對敵不可。請參考 Stem Jackson ed., Women's Studies: A Reader, 

NY: Harverster, 1993, pp.21 - 22. 

8)「氣」指陰陽五行之氣。「象」指制器尚象，象其物宜之象。諸如氣象、氣勢、氣魄、氣慨、

氣分、氣度、氣類、氣量、氣候、氣節、氣味、氣息、氣性、氣質、氣格、氣數、氣色、氣

燄、氣宇、氣韻、氣運等，皆為「氣象」本色的用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