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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超越本質主義的爭／論：性別差異的政
治前景

一、 本質主義的爭／論—必也正名乎？

性別問題無可避免地與男女兩性都有關連。長久以來，東西方女

性備受禮儀規訓的壓迫與壓榨，也是不爭的事實。男尊女卑的現象，

一直被許多文化用各式各樣的理由與論述合理化，視為天經地義，理

所當然，女性也受限於本身的弱勢，受教權與經濟獨立權皆被剝奪，

因而無由反抗。在西方，因緣際會之下，政治革命思潮帶動了性別意

識的興起：18世紀末發生的法國大革命，連帶引發男女兩性開始質

疑兩性何以不平等，性別意識逐漸抬頭，才陸續形成一波波爭取女性

權益的社會運動。最開始時，女性主要集中火力於爭取受教權與參政

權；但逐步取得這些權益之後，卻又發現男女之間的問題並不僅止於

後天關係的不平等，因而之後的各項訴求（例如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掌

控權，以及婦權團體如何提升女性自覺，爭取同工同酬等等），以及相

對應的解決方案亦逐步轉向。如今許多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權益，其

實都是兩百多年來眾多前輩努力奮鬥抗爭取得的結果，不應等閒視之。

而與本書要討論的思想家伊瑞葛來最具關連的所謂「新法國女性

主義」，則脫胎於1968年法國爆發的五月革命。1
雖然革命在隔年終止，

1   根據多薏曲（Penelope Deutscher）的說法，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雖在 1949年就已出版了《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但當時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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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伊瑞葛來—堅持性別差異的哲學

但仍然引發了一連串連鎖效應。從 1970年左右開始，原本與男性同一

陣營的女性，發現她們仍被期待要滿足男性伴侶的各式需求，仍然受

到壓抑時，她們開始自覺有成立專屬女性團體的必要，因此成立不同

的婦運組織，各有不同的訴求，而讓新一波、有別於法國大革命所引

發的女性主義萌芽。她們具體的訴求，包括爭取避孕權、墮胎權，亦

即身體的自主權等專屬於女性的權利，以及同工同酬等。本書試圖深

入介紹的露西．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又譯依希迦黑，伊利加理）2

當時也支持這樣的運動，而在女性主義作為社會運動的抗議示威熱潮

過後，仍對婦權運動長期持續關懷。不過她對於「新法國女性主義」

的主要貢獻，仍應歸功於她作為學者與思想家，透過論述對整體西方

哲學中隱含的厭女情結所做的揭露與顛覆，以及近期致力於新兩性倫

理的建構與推展。

伊瑞葛來可謂繼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之後，法

國女性主義最具代表性、原創性，以及「挑逗性」的人物之一，同時

也是 20世紀思潮的主導人物之一。韋德（Elizabeth Weed）甚至認為

她是最激進的女性主義學者，其著作也最為難懂（Weed 15）。就以她

的成名作《另一個女人的內視鏡》（Speculum de l’autre femme，1974；

英譯為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1985）在法國學界的接受度而

言，即有評論者批評內容過於哲學，同時也過於政治。但當美國興起

引介法國理論的熱潮，該書英譯本順應出版時，卻引發完全相反的評

國並無激進的女性主義運動。要等到 1960年代末期，法國才出現婦權運動，並
在 1970年代轉型為前述的「新法國女性主義」，且被認為逐漸與實際的社會訴
求脫鉤（Deutscher 7）。

2   雖然本地有些學者主張此姓應讀為依希迦黑，但根據筆者西元 2002年現場聆聽
伊瑞葛來於荷蘭鹿特丹伊拉斯謨斯大學（Erasmus University）「國際哲學與文學
學會」（簡稱 IAPL）主題演講之前的介紹，身兼主持人的該會理事長，將她的
名字讀成伊瑞葛來。伊利加理則是對岸的譯名。我個人的理解是：她的祖先應

是比利時屬的低地法蘭德斯人，所以不應從法語系的發音，作依希迦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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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超越本質主義的爭／論　3

論—不夠哲學（此指解構），也不符合拉岡（Jacques Lacan）精神分

析學派對於論述存在前並無真實的預設（Weed 15）。雖然在現今法國

學界，伊瑞葛來由於《另一個女人的內視鏡》出版後，即失去教職，

因而影響力與可見度皆不高，但在義大利與英美學界，還是擁有眾多

忠實讀者（Weed 16）。然而在中文學界，由於主要是透過二手途徑轉

介，導致曲解可能更加嚴重。例如臺灣早期對她的引介，傾向於籠統

地將她歸屬於當今法國女性主義最具代表性的三巨頭之一，與克利斯

特娃（Julia Kristeva）、西蘇（Hélène Cixous）齊名，卻未區隔三人之

間的不同，也未強調她的特殊創見。再者，雖然和前一輩的法國女性

主義大師德．波娃同樣承認女性是男性的他者，但伊瑞葛來與德．波

娃之不同，在於她並未視此他者身分為絕對的劣勢，即後者的名著中

所稱的「第二性」，因而必須力求與男性平等。誠然，她也同意女性不

應在公民權利（公領域）中放棄追求平等。但平等對她而言，僅是短

程與實際的目標；差異，才攸關長程的意識型態與努力的方向；但兩

者並不對立。她堅信：平等必須植基於一個不同的哲學基礎，也就是

尊重差異的可能（Deutscher 17）。是故，她所強調的，毋寧是男女之

間無可泯滅的性別差異，不需因為追求平等而被壓抑，反而應該得到

強調。她並且再三呼籲人們應視性別問題為當今最重要的問題；在她

看來，性別差異，實乃人類的差異中最基本與最普遍的，因此也最重

要。當然許多人並不認同這項宣告，因而也引發不少論爭；所以以前

她最常被貼上的標籤，就是「本質主義者」，從而貶抑她的創見。
3

3   負面評價主要來自於英美學界，甚至法國本土持不同立場的女性主義者，如特瑞
爾．莫伊（Toril Moi）就在她 1985年出版的《性別／文本政治》（Sexual/Textual 
Politics）中，引用莫妮克．普來莎（Monique Plaza）早於 1978年發表的文章說
法，並且未加細究，就認為伊瑞葛來的「體型學隱喻」純然指涉生理結構，依

舊無法跳脫父權意識型態，因此是「披著羊皮的狼」（146-147）。然而讀者應該
記住的是：隱喻絕不等同於生理結構的重現，所以這類指控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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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伊瑞葛來—堅持性別差異的哲學

由於伊瑞葛來在幾篇廣為流傳的文章中，強調女性身體與男性身

體的根本差異，因而被歸結為「本質主義者」。這個評價主要來自於

英美學界，批評者從而質疑她的論點或論述方式，以貶低她的貢獻。

「本質主義」如今彷彿已和不合時宜劃上等號；因為所謂本質主義，

強調事物有恆久不變的「本質」存在。若理解為性別之分亦復如此，

乃為與生俱來—生理結構的差異，決定了性別差異；因此女性在社

會中居劣勢，乃是命定，無可改變。但是在我看來，這個「本質主義／

反本質主義」的爭／論，實無多大實質意義，也完全不能成立，因為

伊瑞葛來的論述，並非止於強調身體差異，還針對之後所衍發的社會

及倫理差異做了詳細的演繹。雖然現行「反本質主義」，亦即「社會建

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強調後天社會環境造就性別意識的形

成，成了主流論述。但是如此一來，女性是否有資格組成發話團體或

社群，也將遭到質疑。因為反本質主義間接否定了女性之間仍舊有不

容抹煞的共通點，就可能成為女性成立聯合團體的絆腳石。女性的論

述，皆可能被解讀為因應個別社會差異而產生，缺乏普遍共識，因而

難以串連。準此，伊瑞葛來其實反而能為「反／本質主義」的論爭適

度地劃下句點。因為她所欲對抗的，是西方哲學一貫地試圖忽略男女

的差異，一貫地將男性視為人類的標準與模範，因而也代表人類的精

髓體現。她指出，自古以來，所謂的「女性特質」（femininity）完全由

男性界定為男性模範的反面，呈現出所謂普遍人性未臻完美時所出現

的缺失版本。這樣的理解，才成就了極端以男性為中心的本質主義。
4

4   幸運的是，在柏克（Carolyn Burke）、修兒（Naomi Schor），以及惠特佛（Margaret 
Whitford）合編的論文集 Engaging with Irigaray於 1994年出版後，加上之前
葛羅茲（Elizabeth Grosz）於 1989年出版的 Sexual Subversions，惠特佛編選
的讀本 The Irigaray Reader（1991），以及專論 Luce Irigaray: Philosophy in the 
Feminine（1991），情況已日漸改善。晚近 2007至 2011年，紐約州立大學出版
社陸續出版了三本相關的論文集，更是一個新里程碑，昭示伊瑞葛來持續對哲

學界產生新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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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超越本質主義的爭／論　5

相對於前述的本質主義，伊瑞葛來致力於破解迷思。她在成名

作《另一個女人的內視鏡》的第一部分，就集中火力針對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論「女性特質」的講稿，指出佛洛伊德的視覺中

心取向，拳拳服膺西方文化的視覺導向，並進而推論出生理結構決定

心理，從而決定女性命運坎坷多舛的論點，也充滿謬誤，隱隱遵從傳

統哲學對「同一」邏輯（a priori of the same）的預設。準此，她推翻

了所謂亙古不變的「女性特質」預設，也未意圖對之重新加以界定。

相反地，她非常尊重個別的差異，並且尊重她（他）者。只是（早

期）批評者往往斷章取義，曲解了伊瑞葛來。雖然當前社會建構論與

本質論似乎針鋒相對，並且前者占了上風，但我們無法完全認同性別

（genre，英譯為 gender）完全是後天建構之下的產物。「先天與生俱

來的性別」（sexe，英譯為 sex），對伊瑞葛來而言，仍然是無可抹煞的

差異。因此她也在幾篇廣為流傳的文章中，強調女性與男性的身體差

異，及其導致的文化差異。例如她獨創的體型學隱喻，稱女性身體的

兩對脣—嘴脣與陰脣—為女性的優勢建構，因而有交叉對談的潛

能，而且能夠打破「同一」邏輯。她也強調女性的「流體性」，視女

性猶如流體，因而變動不居，與男性自視為固態固體對立。這樣的強

調，更證明了她並未陷入本質主義的窠臼。

伊瑞葛來指出，傳統父權制度認可下的「女性特質」，只是屈就

於男性期許下的扮裝，受限於僵化的二元對立。如前所述，傳統對於

「人」的理解只限於將男性視為常模，而女性只是不完美的變體。這

樣的思維模式，壓抑了性別差異，只承認單一男性主體的合法存在，

卻帶來無窮的後患。

經由前述的簡介，我們可以理解何以伊瑞葛來的理論廣受矚目的

主要原因。接下來我將根據所蒐集的資料，簡介這位當代首屈一指，

兼具精神分析師以及語言學家身分的法國女性主義哲學家。關於伊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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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伊瑞葛來—堅持性別差異的哲學

葛來的成長歷程，在她刻意低調地處理下，我們所知甚少。她於 1930

年生於比利時，在 1955年獲得當地魯汶大學碩士學位後，於首都布

魯塞爾的中學任教。之後赴法國進修，於 1961年獲巴黎大學心理學

碩士，並於次年獲得心理病理學的證書。後返回比利時國家科學研究

中心工作三年，再回到巴黎，攻讀博士，並到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CNRS）任職，擔任該中心的研究主任。

從 1960年代開始，伊瑞葛來就持續參與法國精神分析大師拉岡

的講座，也接受訓練成為分析師。在 1968年，她得到第一個博士學

位，論文於 1973年出版，研究精神病患者的語言行為，引發她對男

女性使用語言時的差異之長久興趣。她從 1970年開始，於文森大學

（University of Vincennes），亦即新成立的巴黎第八大學任教，並成為

拉岡所主持的巴黎佛洛伊德學校（派）之一員。

1974年，伊瑞葛來完成並出版了第二本哲學博士論文《另一個女

人的內視鏡》，因為內容隱然批判拉岡學派，與他立場不合，因而失去

文森大學的教職。這本名著，從仔細閱讀／批判了佛洛伊德生平後期

論女性特質的一篇講稿開始，到中間搭起一系列對西方哲學發展的批

判（可被視為一精彩的橋段／鏡段），直至最後一段對柏拉圖（Plato）

的洞穴寓言的精闢解讀，指出對性別差異的漠視（indifference）是西

方哲學的核心問題，獨到的見解使之成為當代法國女性主義的經典之

一。伊瑞葛來雖然因此論文失去了大學的教職，但仍保有她在法國國

家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職位，並且持續受邀至歐洲，甚至全球各地講

學及演說，擁有眾多的聽眾與讀者。

1977年，另一本深受矚目的論文集《此性非一》（Ce sexe qui n’en 

est pas un，英譯為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出版，針對一般讀者，從不

同角度闡述她之前在《另一個女人的內視鏡》中提及的一些重要論點。

其中討論的，不僅是性欲的問題，亦不僅僅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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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超越本質主義的爭／論　7

強調她當時對抗父權制度所用的論述策略，如何質疑與顛覆長久以來

握有權威的論述，亦即哲學論述的「同一」邏輯預設。所以主題論文

〈此性非一〉已經點出：女性並不服膺男性強調的單一性，在性方面

亦復如此。雖然因為討論女性身體的特殊性，而引發以身體為中心的

本質主義聯想；但對照她的近期著作，我們將發現，伊瑞葛來是因為

西方哲學一貫地輕忽身體，強調心物二分，因而希望在確立女性主體

之時，不再重蹈覆轍，以期對身心靈三個面向皆有全面的觀照與關懷。

如今我們已邁入 21世紀，回顧伊瑞葛來之前漫長並且持續近 50

年來的學術生涯，將發現她論述的行文風格以及關注的議題，可說是

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早年一般讀者公認其艱澀難懂，直到近年才走

向比較平易近人的風格，伊瑞葛來的著作可想而知經歷不少誤解、誤

用、甚至濫用。伊瑞葛來本人早在 20世紀 90年代初期，就將自己的

著作分為三個時期：首先是對於西方主體所呈現的單一自我中心的批

判；第二時期，注重於如何確立第二（女性）主體；第三階段則試圖

建立起男女關係的新模式，或說是新倫理，避免其中一方屈從於另一

方。
5
這裡的「倫理」指的是全面的關係，包含身體、語言、靈性等等

面向；由於投射於未來，烏托邦的色彩也相當濃厚。因此在這樣的進

程當中，伊瑞葛來也意識到她的某些主張，並不見容於另一群女性主

義者。但實際上，由於後期的文章淺白許多，反而被讀者認為缺乏新

意，而不見得得到更多迴響。

伊瑞葛來第一階段的書總數約有七本，但大多都因為它們的（歐

陸）哲學背景，而導致書名雖為人所熟知，卻鮮少有人深讀其內容。

整體而言，它們皆試圖質疑西方哲學愈來愈偏向獨白的傳統，嘗試運

用新的思維方式，勇於挑戰大師，不局限於抽象理性思維或是評註而

5   這個區分可從下面的訪談 Elizabeth Hirsh and G. A. Olson, “‘Je-Luce Irigaray’: A 
Meeting with Luce Irigaray.” Hypatia 10:2 (Spring 1995): 96-97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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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伊瑞葛來—堅持性別差異的哲學

已。這一系列以《性別差異的倫理》（Éthique de la différence sexuelle, 

1984）告終。歸屬於第一階段的著作，目的皆在於揭露陽性主體如何

建構、主導及詮釋世界。此等牽涉到哲學議題的著作，與其英譯本的

出版間隔均相當長，多少透露出其難度，以及英美分析哲學與歐陸哲

學的歧異。伊瑞葛來對她的（美國）訪談者強調的是，她知道她的許

多美國讀者所受的訓練往往是文學，閱讀的目的主要亦以應用理論於

文本詮釋為主，並未強調它們的哲學性，因此閱讀的視角差別很大。

針對此點，她認為文學的訓練，往往會成為一種偏見的由來，甚至讓

人無由掌握（哲學）問題的核心，所以讀者實應以此為戒。

當然伊瑞葛來也深知，雖然對父權體系標榜的單一主體批判仍

應持續進行，但僅止於此，並不足以建構出擁有兩個主體並存的文

化。因此她在《性別差異的倫理》之後出版的第二階段著作中（1985-

1990），致力於確立女性主體。同時，因為與義大利女性主義團體，以

及義大利共產黨接觸後，她的寫作風格、對象、與實際政治層面的關

懷，皆有了顯著的改變（Deutscher 18-19）。然而雖然關懷實際政治，

伊瑞葛來並未揚棄她對精神分析以及語言的關注，反而試圖整合這些

領域。根據她的想法，性別認同能夠透過支取語言的潛在力量，來重

新塑造，進而重塑現實（Deutscher 19）。因此透過她之前所受過的語

言學訓練，伊瑞葛來進行了一連串實證性的研究，藉以證明語言與論

述從來不是中立的；性別差異一直存在語言之中。她認為理解了這一

點之後，女性的主體性就容易為人所接受與承認。搭配著一些比較理

論性的短文合集，甚至加上一些她直接以義大利文寫作的著作，她的

第二階段任務就靠著這些書達成了。

簡言之，伊瑞葛來突顯語言的重要性，認為現存的主流語言模

式規避性別差異，並不鼓勵真正的對話。根據她的研究，男女的說

話模式有別，女性較有溝通的欲望，男性則無。她將此現象，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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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超越本質主義的爭／論　9

於男女與自己的母親所建立的原初原型關係有別。因為女孩是由同

一性別的母親所生，亦具有同樣的衍生（繁衍）能力，與母親之間

建立的關係，自然與男孩由不同性別的母親生下，又不具備相同的

衍生能力，兩者建立的關係有別。這個原型又將影響之後主體性的

建構。由於女孩對母親的認同，導致其較樂意與他人建立互為主體

（intersubjectivity）的關係；而男孩則需以介入的方式，維持一個單一

性別的文化與社會。結果是男性主體必須將女性她者化約為等同自然

界，才能確立自己作為獨立個體，也必須強調理念與實際經驗之間的

距離（愈遠愈好）。然而上述的現行模式亟需改變，並且應先從與語言

的關係開始，才能促成人類發展的進步。男性主體在語言使用上，一

直都偏好「論及」他物，而非與他人「交談」，背後的價值預設其實是

「他物皆可為我所用」。準此，男性與女性的感知建構了不同的世界，

而這些差異需要透過語言保存。語言與性別之間息息相關。不過伊瑞

葛來並非如許多人所誤認的，單純地視身體差異與語言差異相對應，

而傾向於本質論式的探討。她在 1990年代後半期所進行的許多實證研

究中，透過邀請兒童或青少年參與，所蒐集到的造句及敘事，證明女

孩的語言能力較強（Key 77-94）。這些實證性語言研究，證明了伊瑞葛

來強調的性別差異，確實存在於語言之中。

第三階段（1990年至目前）的產量也相當豐盛。當伊瑞葛來確立

了女性主體性的存在，因而也對未來出現新的文化形式，新兩性倫理

（甚至不同文化之間差異的交流），充滿著理想與憧憬。她思索要如何

改變現狀，如何確立兩性皆為主體，以建構真正的兩性社會，並且產

生真正的互動。同時，也由於她之前持續接觸東方宗教與文化（如瑜

伽、吐納等等），她開始回頭審視她從小所浸淫的羅馬天主教傳統，重

新檢討整個基督教傳統。她發現，男女成聖之時，所走的道路有所不

同。然而長久以來，女性在基督教中被剝奪了成長甚或成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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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伊瑞葛來—堅持性別差異的哲學

因而她現今雖然有回歸宗教信仰的舉動，但並不是盲從地行禮如儀，

而是激進地追求兩個基要的真理：讓「道」能夠真正化成肉身；能夠

真正愛他人就如同愛神一般。對照國際間，以信仰不同為藉口導致的

戰火，可以說是自古至今未曾稍歇；猶太教、基督教乃至伊斯蘭教這

些標榜一神教的宗教，都成了這些戰事的藉口。因此在本書第三章，

筆者將評介伊瑞葛來獨特而發人深省的宗教和靈性論述。

綜觀伊瑞葛來的論述，讀者可以發現她的研究領域，跨越了精

神分析與哲學，但以一個主題貫穿—自我與異己（他／她者）的關

係。她認為，要真正面對異己，需要導引女性認識真正的自己，而非

男性期盼下的自我。對她而言，最重要但也最遭忽視，甚至誤視／識

的異己，就是她者。因此她持續關注性別差異此一議題，並致力於提

倡性別差異的倫理，視此議題為當今最重要的問題。這個鮮明的立

場，使她被譽為「性別差異的哲學家」。

二、 思想脈絡—傳承與突破

在前一節的起始，我們曾提到西蒙．德．波娃在法國女性主義發

展中扮演的先鋒角色。而伊瑞葛來等其他法國女性主義者，雖然跟這

位強調追求平等的前輩主張頗有不同，轉而強調兩性差異，但基本上

她認為在藉由精神分析豐富觀念性語言的同時，仍可以追求政治與社

會的平等。她曾比較自身與德．波娃的差異：

西蒙．德．波娃和沙特總是對精神分析充滿疑慮。我受過成為

分析師的訓練，這點〔⋯⋯〕對於將認同性別化很重要。我也

有哲學方面的背景，在其中精神分析的地位，是作為了解意識

與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特別是針對它們的性別化決定而言。

受過這兩個領域的教育，代表著我對於女性解放的想法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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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超越本質主義的爭／論　11

單純地追求兩性平等。這並無礙於我參與及提倡為女性爭取權

益的公眾示威：節育權、墮胎權、遭受公共或家庭暴力時的法

律協助、言論自由權等，亦即一般女性主義者所支持的示威，

就算它們表達了爭取差異的權利。（Je, Tu, Nous 11）

透過以上自述，讀者可以得知：伊瑞葛來之所以能成為一個具有

高度原創性的思想家，就在於能夠充分融合精神分析與哲學。在她的

思想脈絡上，並不乏前輩思想家的影響，諸如精神分析學派的佛洛伊

德與拉岡。特別是她曾受拉岡多年的訓練，受影響之深自不在話下。

但最終因為她的女性主義立場，導致她認清社會變革之政治進程，勢

必關注根深柢固的性別認同以及轉化問題所依賴的表意和象徵結構。

因此她無法認同拉岡的諸多理念，並透過《另一個女人的內視鏡》表

達強烈但婉轉的質疑，導致個人被解職。

讀者亦可透過前述書，看到伊瑞葛來對西方哲學傳統瞭若指掌，

並且深知這類論述的威力，因而想要透過書寫，提出挑戰。但因為她

往往將前人（以及時人）的思想，以自由聯想的方式，直接加以挪

用，甚至改寫，而不提供出處，造成讀者閱讀時極大的障礙。雖然熟

悉西方哲學著作的讀者，也就是學術圈的專家，仍舊可以揣摩出兩者

之間的關連，但是這樣的讀者，絕對屬於少數，因而有訴諸菁英主

義之嫌。另外，她對於當代的法國思想家，例如梅婁龐帝（Maurice 

Merleau-Ponty）與拉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有時借用想像的

對談方式，提出質疑與批判；但大部分時候，她對於與自己主張有許

多類似處的當代思想家，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西蘇或德勒茲

（Gilles Deleuze），則從未主動提及。6
這固然是依循著法國文化界傳

6   伊瑞葛來除了在少數的對談中，因為對談者針對某位當代思想家詢及兩人
的異同，如麥可．史東（Michael Stone）訪談時提到德勒茲的「變成生成」
（becoming），做過簡短的回答外，她甚少主動發表自身對於同時期其他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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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伊瑞葛來—堅持性別差異的哲學

統，傾向不對他人的著作，明確地承認受益，彷彿其他學者們並不存

在（Jay 165）。然而這兩種處理方式，皆容易引發議論。

這或許就是為何伊瑞葛來在近期揚棄了前述作法，而將自己的

主張直接闡述出來的原因。當前她想要闡發與呼籲的議題，其實是前

人與當代其他思想家所忽略的。為了強調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同時表

達自己的原創性，她捨棄了評論他人的著作，改以單刀直入的方式，

切入自己的議題。近年來，她反覆於不同場合與不同著作中強調的最

主要論點，就是想要喚起人們對性別差異的重視，視之為當前文化存

續的關鍵。這類作法，容或並未得到太多當代其他學者的應和。但是

作為伊瑞葛來對新文化想像的基石，她對於此論點的闡述與提倡可謂

不遺餘力。當然仍有些論者不盡滿意，認為她對於日常政治要如何透

過一個標舉性別差異的哲學進行介入，著墨過少（Deutscher 17）。但

不論是從歐盟運作之後，她透過正式提案，提出一連串相關政治法規

的改革，或是試圖對哲學重新定義，將其由傳統理解的「愛智之學」

（love of wisdom）轉變為「愛之智慧」（wisdom of love），都強調了新

兩性倫理存在的必要性與急迫性。但針對此一基調，我們必須先提出

一個問題：何以伊瑞葛來堅信性別差異是人類最重要的差異？

三、 宣告性別差異為人類本體差異之後的政治前景

作為一位「文化先知」，伊瑞葛來不斷地在不同的場合，宣稱性別

差異並非只是人類諸多差異中的一種，而是最重要的差異，是一個本

體（ontological）差異，而非僅是實體（ontic）差異，超越其他諸如種

族、宗教、政治、經濟這一類的「次要」文化差異。因為性別差異，

的看法（參見 Conversations 47-48）。極可能因為當年於《另一個女人的內視鏡》
中影射拉岡所帶來的後果過於慘痛，導致她在此方面頗為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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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女性的人生與男性大不相同，並沒有普世、放諸四海皆準的腳本

可供依循。男性與女性大為不同，應該敦促我們面對「自然並非為

一」這個事實。因此我們必須揚棄「同一」邏輯，不再預設男性為基

準，以追求男女平等為標竿，而以「二」個主體為準則。擺脫以男性

為準的再現系統對性別差異的漠視，才能讓性別差異不再依附男性，

而得以發展。

性別差異問題一直被排除於哲學史之外，被哲學論述貶為枝節問

題。從古到今，性別差異持續缺席，從未發展成為文化事實。然而伊

瑞葛來提倡性別差異的重要，並非嘗試將之固定化與本質化，否則仍

舊走回父權制度下的老路。性別差異仍然應該維持無可界定，並非事

先存在，不是一項物體、個體、或是觀念。生理差異不能被拿來作為

心理及其他層面壓制的藉口。父權制度往往規定子女需從夫姓，必須

遵循父系準則的教誨。這也就是何以德．波娃，以及其他持類似立場

的激進女性主義學者，堅持女性應該排拒母職，社會亦有責任建立一

個由男女性共同分攤母職的育胎及育嬰中心。當然就社會建制而言，

這樣的機制從未落實與普及過；但這也導引出另一個議題：為何如此

顯明，並非僅止於視覺導向的外表差異的性別差異，在如今卻又時遭

刻意抹煞，時遭強力放大？這類作法，是否間接證實了伊瑞葛來認為

性別差異具有的普世性？並且能夠推而廣之，成為其他所有對待異己

形式的新典範？

換個角度來看，每個時代對於性別差異的認知，皆有所不同。如

今更由於之前女性主義理論與性別研究流派的蓬勃發展，而出現百花

爭鳴的形式，其中亦不乏強調兩性愈來愈傾向於中立或中性的派別。

這類人士的訴求點之一為：既然男女體格與體能的差異，已經因為機

械的發明而愈來愈無關緊要，男女的生理差異似乎就無足輕重了。

然而我認為更重要，且更值得探討的是：除卻生理差異不論，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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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伊瑞葛來—堅持性別差異的哲學

女兩性的思維模式趨向一致了嗎？因為無論是透過實證實驗，或是對

一些特定精神病患族群語言的觀察，伊瑞葛來都證明了論述具有性別

差異。而發言模式的不同，反映出男女傳承的思維模式不同。而她認

為此項傳承，奠基於子女幼年時期，就發展出與父母不同的相處情境

以及語境。

因此伊瑞葛來晚近的哲學，持續地對讀者耳提面命：人類需要正

視性別差異的存在，據此尋求兩性的更新與成長。她提倡我們承認所

有異己的形式，但不等同於認可階級、威權、或是權威的區分。這種

反對定於一尊，而以二取代一的作法，不啻是一個堅決的哲學與政治

姿態，而不認同單一或多重人格，或是含混地接納雌雄同體的雙重／

面人。她因此對實際政治運作提出了具體建言，例如敦促歐洲議會立

法保障專屬於女性的某些權利。只可惜因為大部分人尚未認識性別差

異為本體差異，因而這些主張往往被認為並無必要，而遭否決，未受

重視。亦有許多人並不同意她的說法，而認為種族，或是階級差異影

響人際倫理的重要性更高。這類立場，預設了種族或階級差異是無可

泯滅，甚或無可化約。但究其實，何謂「種族」，或是「民族」；何謂

「中產」、「無產」、甚或是「封建」階級，在不同的社會，其實皆有不

同的意義及脈絡，並無絕對準則可循。所以一味地強調殖民經驗是永

遠的創傷，階級鬥爭勢將永無寧日，反而可能成為一種作繭自縛的想

法。

為了避免重蹈當今膚淺地強調多元化，並且提倡「以多代一」

的模式，伊瑞葛來訴諸建立兩個全然不同的性別主體，以為常模。準

此，「她者」並非由男性主體衍生而出的變體，而是具有全然不同的

個體性與差異。這類思維發軔於她之前對於「陽物理體中心主義」

（phallogocentrism）的批判，暴露出定於一尊的邏輯暴力。因此她提

倡以二元取代一元，直接質疑西方整體理論與實踐傳統，特別是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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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超越本質主義的爭／論　15

圖主義；也就是直搗黃龍，撼動西方哲學的根基。伊瑞葛來認為，若

不訴諸這個激進的姿態，不足以論及女性解放，或是針對他／她者的

任何倫理行動，或是民主。

然而因為伊瑞葛來晚近論及性別差異的文章，乍看之下文體平易

近人，淺白易懂，卻又導致另一種反應發生—讀者對這類文章興趣

缺缺，斥之為過於理想化的烏托邦投射，不願細讀。大部分讀者往往

以偏概全，將《另一個女人的內視鏡》與《此性非一》這兩本率先出

現英譯本的著作，視同她的全部著作或是代表作，而忽略了這一類通

常被歸類為「理論」的著作，其實更為需要實證性的著作相輔相成。

為了補充實證的印證，筆者將於本書第二章中，運用伊瑞葛來的語言

學討論，闡明性別差異在實存層面的體現。

晚近，伊瑞葛來透過親身體驗瑜伽對「氣」的控御，同時重新研

讀西方傳統哲學，而歸納出一些獨特的心得，並反身運用於西方傳統

天主教對聖靈的推論之上。首先，她延續之前相關的基本提問—對

於呼吸，或是吐納的關注，可以導引到對於靈魂的關注，在她對海德

格（Martin Heidegger）的提問《海德格對空氣的遺忘》（L’oubli de l’air 

chez Martin Heidegger，1983；英譯為 The Forgetting of Air in Martin 

Heidegger，1999）一書中，就已有跡可尋。學者如賀知（Joanna 

Hodge）即認為伊瑞葛來與海德格兩人思想的互動，是誘發伊瑞葛來

效法海德格重新審視前蘇格拉底（pre-Socratic）哲學的關鍵（Hodge 

192）。不過伊瑞葛來用抒情式的假想對談，更進一步質疑：為何海德

格雖然開啟了重溯西方物質哲學的契機，卻仍然忽略了西方傳統四大

元素（或稱本質）—水、火、氣、土—其中的空氣，而過於注重

土地，未能達成平衡？

西方四大元素的區分法，起源於前蘇格拉底哲學，由恩培竇可里

斯（Empedocles）首先提出，以此四大物質，來解釋所有其他物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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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伊瑞葛來—堅持性別差異的哲學

組成；不同於蘇格拉底之後的哲學家，這類哲學家更為關注自然界的

變與不變，而非局限於形上的命題，區分形而上與形而下。伊瑞葛來

也不認同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區分；她認為這樣的區分導致了不必要的

階級高下之別，包括男女尊卑之別。在這樣的區別之下，必然產生不

平等待遇—一方受到過度的重視，另一方則遭忽視。為了避免繼續

讓女性受制於柏拉圖以降的理想—理型—理性主義之負面評價，永無

翻身之日，伊瑞葛來賡續海德格對於物質哲學的重視，致力於找出女

性與物質之間更緊密的關係。她藉由認同女性與流體之間有更緊密的

類比關係，並且顛覆西方物理學傳統對於流體的負面評價，試圖扭轉

女性所處的劣勢，成為優勢。

因此對於氣的重視，亦可以視為是一種對於流體的重新認知，

不再拘泥於對固態物體及其理論之偏愛。準此，性別差異不再優先訴

諸視覺，不再偏向視覺中心主義，而忽略了其他或許更重要的感官知

覺，諸如先於視覺發展的觸覺。如果傳統文化能摒棄視覺中心主義，

不把性別差異局限於褊狹的視野與視域，將有助於培養更宏觀的視

界，並且落實真正具有政治前景及可行性的性別差異。

由於《另一個女人的內視鏡》與《此性非一》在伊瑞葛來整體著

作中極具重要性，因此在接下來的第一章，將聚焦於探討她透過這兩

本書，特別是第一本書，對於整個西方哲學偏重視覺的視覺中心主義

之批判。因此該章將針對伊瑞葛來早期思想脈絡加以整理、剖析與檢

討。接下來於第二與第三章，則將依序針對她中期與近期不同的論述

強調，而聚焦於語言與確立女性主體之間的關係，以及晚近藉由重行

想像神聖，而勾勒出追求身心靈平衡的新文化願景。之後第四章將探

討伊瑞葛來的思想，與當代精神分析、哲學思想和其他當代法國女性

主義學者，保持若即若離關係的原因，以及她面對他者的態度。最後

的結論則綜論伊瑞葛來理論與方法的啟發，對當代思潮的衝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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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文學與文化詮釋的豐富可能性。

筆者之所以萌生撰寫此專著的意念，是有感於如果現今理論課

程的編排方式，繼續提供並列式的閱讀清單，將導致學生對理論囫圇

吞棗，採取摘要卻不深入的閱讀（也就是粗略縱覽），最後只能一知

半解。這對於讀者全盤掌握個別理論家，或是某一流派理論的發展進

程，實無助益。雖然囿於筆者的學力與時間有限，無法力求盡善盡

美，但仍然竭盡所能，試圖釐清一些常見的誤解。

四、 雙向交流的可能？

伊瑞葛來於 1999年，也就是 20世紀末，西方基督教文明邁入第

三個千禧年之際，發表了《東西之間：從單人到群體》（Entre Orient 

et Occident: De la singularité à la communauté，英譯為 Between East and 

West: From Singularity to Community）。這本書雖然短小輕薄，而且常

被歸類為所謂「新世紀」（new age）著作；但其中所謂的「東」，實際

上吻合許多西方人的認知，主要是指印度（瑜伽）傳統，並非指中國

等東亞國家文化。準此，評者如喬伊（Morny Joy）往往強調伊瑞葛來

浪漫化印度傳統，而未能考量到該國真實女性仍然面對性別歧視的壓

抑（Joy, Divine 60），是另一種形式的「東方主義」（Joy, Divine 64）。

然而我想在此強調的是，伊瑞葛來是由於自己修習瑜伽運動，進而接

觸到「氣」在此運動中的重要性，才開始強調人不只具有物質性，也

具有靈氣，因而需要能夠自由自在地呼吸運氣。這個反思，導致她日

後重新審思西方基督教文化裡面所提出聖靈有如「風」這樣的比喻，

而寫下〈氣息／聖靈的時代〉（“The Age of the Breath”）（Between 165-

170）。

身為一個漢語使用者，我知道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對所謂「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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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視至少可遠溯至孟子（「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並一路延續至現代

（可驗證於太極氣功的推廣與流行）。但氣功為西方社會熟知的程度，

顯然尚不及瑜伽。由於傳統帝國主義發軔於英法二國，西方人認知的

東方，主要指南亞與東南亞；東亞則被視為是「遠東」。但是即便文化

交流的速度，遠遠比不上經濟體制全球化的速度，人們仍應該持續鼓

勵並且支持這種交流，特別是鼓勵對異文化的好奇心。

自有歷史記載開始，人類社會對於異文化的態度一直是模稜兩

可、亦羨亦懼。既定的教育模式教導我們，該把討我們喜悅的、鄰近

我們的，運用理智、情感，或是生活習慣，加以同化、收編；在這種

心態之下，我們喪失了對周遭環境的敏感度與驚奇。異己（他者）被

化約成為「我們」，或是我們的一部分。一旦進入我們的視界與世界之

後，異己的殊異性隨即消失。

然而異己不應該是我們可以全然掌握的。當我們不再用自訂的標

準來評量異己時，異己就成了「你」，而能不被「我」挪用，或是化

約，並且也無法整體感知。然而在西方文化中，這樣的「你」，基本上

是保留給神（特別是父神）的特權。而能夠在此時此地遇到的異己，

則仍舊被化約成「他者」，或是「她者」，成為知識或是愛情的「客

體」。

伊瑞葛來並不諱言，在我們目前這個世代，因為全球化與移民的

盛行，對於異己課題的討論可謂比比皆是。可惜的是異己往往仍舊只

是一個研究的「客體」，終極目的只是想幫助異己融入我們的世界。

換言之，我們規避了與異己面對面時產生的問題；我們規避了讓自身

受到感動，接受質疑，接受改變，得到滋育的機會（Between 125）。

我們逃避與一個無法被化約成「我們」的「你」之間的對話。而這個

「你」，作為「超越」的異己，尚未成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對主體放

手，讓「我」自由發展，朝向其所是、所知、所有，開放自己所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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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世界，以便歡迎陌生人，並不合乎西方的邏輯與習慣。理念界教

導我們去支配與控制，而非接受我們自身的限制，以便和睦相處、和

平共存，甚至與超越我們、超出我們，在我們之外的陌生人共同創造

（Between 125）。

然而伊瑞葛來提醒我們，如今這個世代，主要有兩個事件，強

迫我們重新思考「視異己為異己」這樣的關係。首先，是種族與族裔

之間的融合，已司空見慣；其次，是從文化的觀點來承認性別的重要

性。面對新世代不斷地混合，我們之前賴以建立彼此之間的自我認

同，追求合宜、相似、相同、平等，並加以複製的心態，已不足以因

應目前必須面對的多元歧異（Between 126-127）。也就是說，假設黑人

等同於白人，女性等同於男性，仍然讓他們受限於西方所謂「平等父

系權利」的框架，而非真心接納差異。

但是要如何真心接納差異？伊瑞葛來強調我們要先認真面對「性

別差異」，不再讓「陰性特質」被同化或收編於陽性的世界中。換言

之，女性生下男性，不應僅止於是一個生理的傳承，還應該擴及靈性

的傳承。可惜在大部分西方傳統中，皆壓抑此點（Between 130）。相較

之下，東亞文化透過漢語古籍如《道德經》中對陰陽的同等重視，在

此方面或可以遙相呼應。

伊瑞葛來從瑜伽的傳統中，體會到身體本身是一個神聖的空

間—一個與宇宙和諧的殿宇，也學會如何訓練自己的身體，並且尊

重他人的身體，有如神聖的殿宇（Between 61）。雖然自小就生長於基

督教傳統，被告知身體具有潛在的神性，不過她其實並不知道該如何

去發展（Between 61-62）。然而受到藏傳佛教或是密宗經典的啟發，她

接觸到身體能夠轉化成為靈性能量的教導，不再將身體視為一個墮落

的器皿，而是個可以用來培養靈性的空間（Between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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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瑜伽傳統，我們可以採取更有建設性的思考方式與態度。因

為它並不只是一項單純的健身運動，背後更蘊含著古老深厚的哲思，

值得進一步探究。
7
雖然我們探索的方向，不盡然一定與伊瑞葛來相

同，但在異文化交會之時，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夠找出兩相溝通的橋

梁—透過文本的比較，鼓勵男男女女引介各自的文化，以便找出相

似與相異之處，相互分享。筆者不才，未必能對此部分做出長足的貢

獻；只冀望竭盡一己之力，闡明自己從伊瑞葛來之處得到的啟發，並

與其他學者賡續交流。

7   關於此部分，請參見 Michael Stone, The Inner Tradition of Yoga (Boston and 
London: Shambhala,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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