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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白絲帶運動、男男自語到男人性別意識的形成
畢恆達（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台灣的媒體男性論述與男性團體
台灣婦女運動蓬勃發展二十餘年，解嚴之後各種婦女團體應運而生，並且非
常活躍地致力於各種政治行動，然而男性運動/團體的出現相對的晚而弱。除了
零星片段的媒體論述（如 1989 年的「赤子」雜誌、1993 年自立早報的「新男性」
專題、1996 年「騷動」雜誌創刊號的「新男性論述與新好男人」專題），以及有
關男性的中外書籍出版（如男性解放、新男人、新男性、鐵約翰、台灣查甫人、
解放男人）（上述論述影響的範圍比較是已經關心性別的人士）之外，1995 年一
系列以「新好男人」為訴求的房車廣告（如「我婚後照常約會──跟我太太」
、
「我
忽略了妻子的付出並不少於我；她也需要呵護與撫慰」
、
「孩子帶給你那麼多感動
與歡樂，怎忍心把他推給妻子一個人」）
，相對而言，倒是對台灣社會男男女女產
生比較大的影響。不過這種強調私領域裡的分擔家務、重視家庭親密關係、與勇
於表達情感的訴求，雖然也真的給台灣男人帶來一些壓力，給台灣女人帶來一些
期望，但是它並沒有真正反省男人在性別結構中的優勢位置，沒有挑戰性別權力
關係的企圖，因而迴避了公領域的問題，也喪失男性集體運動的可能性。如果只
是幫忙做家事、帶小孩（當然值得鼓勵），以為就合乎好男人的標準，那未免太
輕易些。父權結構必須要改變，因為性別意識的轉化不可能只在個人層次達成。
除了上述論述以外，台灣也有男性團體陸續成立，例如紳士協會、溫柔漢關
懷協會、中華 21 世紀男性成長協會等，但是他們較關心男人個體的成長與福祉
（例如回歸家庭、服務社區、心理支持、關懷男人身心健康等），與女性主義對
話並不多，也沒有積極與婦女運動結盟，或針對社會的重大性別事件/法令/教育
/制度進行發言與運動。台灣大學婦女研究室雖然在 2000 年曾經以男子氣概系列
演講、座談會、出版小冊子、記者會、在報刊撰文等形式推動台灣的白絲帶運動，
算是與女性主義比較接近的運動，但是力量與影響畢竟仍然有限。
相對於西方男性運動百家爭鳴的境況，台灣的男性運動與團體則還處在孕育
的階段。如何在不同地域層級推動支持女性主義的男性團體成立是一件很重要的
事情，同時我們也更該記取國外男性運動的經驗與教訓，整合階級、性傾向、種
族等不同面向的交互作用關係，平衡個人與政治利益，以重新建構男性氣概，同
時積極地以政治參與來終結性別的不公義。
台灣白絲帶運動
台灣與白絲帶運動的遭逢始於 1999 年在挪威舉辦的第七屆世界婦女大會
（The 7th World Congress of Women）。台大婦女研究室的張玨教授帶回加拿大白
絲帶運動的資料，由吳嘉苓教授翻譯「終止男性施暴婦女，每個男人可以做的十
件事」在記者會上發表。隔年（2000）由畢恆達教授策劃台灣的白絲帶運動，由
洪文龍擔任專任助理，並有十位左右的台大學生共同參與。活動籌畫了一系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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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灣男子氣概建構的座談會、發行白絲帶小冊子、建立白絲帶網頁，並於當年
11 月 25 日國際終止婦女受暴日舉行白絲帶運動記者會，各黨派男性立法委員、
台北縣長（蘇貞昌）、文化學術界人士都曾與會支持此活動。高雄的大學與同志
團體也在當地散發白絲帶共襄盛舉，2004 年 11 月東吳大學的性別社團也在校內
舉辦白絲帶運動。台灣由於沒有成立民間男性組織來推動白絲帶運動，以致於後
繼無力。
男男自語：一個企圖與女性主義對話的男性小團體
2000 年白絲帶運動之後，我們曾經討論成立一個立案男性團體可能性。但評
估一個民間團體經營相當辛苦，需有辦公室等硬體設施與經費，要跟政府打交
道，必須向企業界募款，所以我們決定先從非正式團體著手。先找熟識的男生，
就男性經驗進行深入探討之後，如果時機成熟再成立正視組織。
根據國外研究，一個對話團體人數七人可以達到最好的交流。超過七人會有
人受到漠視，沒有機會說話，人數太少沒有代表性也不夠多元，無法激盪更多火
花，因此我們成員是以七人為原則。我們不找那種做性別研究論文的男生，成立
女性主義讀書小組。因為真的對女性主義持有高度興趣，把她當作論文題目的男
生，有些真的是自己遇到的生命問題，不論是媽媽、女朋友，所以他真得高度關
心；有些男生是出於知識上的關心，他讀女性主義就像讀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
義一樣，沒有太大差別，哪一天如果女性主義不再流行，有新的論述出現，他會
去追求另一個更新的流行。
我們比較不在意的是這個男生對於女性主義論述成熟到什麼地步，而是在意
他有沒有誠意去面對性別這個問題，並且能夠對自己的生經驗進行反思，更重要
的是要有能力去聽別人說。這樣比較有可能組一個討論成長經驗的團體。進行過
程中有女學生表示想要參與，但因為我們經常提到個人私密經驗，希望提供一個
心理上舒適的對話空間，現階段參與者還是以男性為主。
台灣有許多男性聚會是在菸酒當中度過的，我們希望提供不一樣的感覺。聚
會通常是某個星期日上午，奶茶與蛋糕是我們最大的慰藉，聽一點爵士或古典音
樂，也可以營造一個容易談心的空間氣氛。
關於團體名稱我們想了很久，如果叫「男性研究讀書會」似乎太硬了，男人
總是被要求要硬一點，但是我們就是要男人軟化。當初有一位成員拋出「男男自
語」，是從喃喃自語而來，沿用至今反而覺得這名稱還真有他的味道。男人說話
有時像是對自己說的，女人都聽不懂，所以我們反轉這層意思，希望男人說自己，
也聽別人說。二年之後，團體成員覺得不應該繼續只是內部彼此訴說喃喃自語，
所以建議可以修改名稱，不過仍在思考當中。
團體進行方式就是大家輪流分享從出生到現在自己經歷的性別經驗，主題完
全沒有設限。有時候聊開了一發不可收拾，可以談到下午三、四點。除了分享的
人之外，其他人也可以不斷回應贊同或反對意見。因為成員都已經上過性別課
程，所以基本性別知識與意識都已具備，感覺有點像成長團體進階班。雖然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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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論個人成長經驗，但主題卻擴及書籍、文章、電影、紀錄片、新聞、騎腳踏車、
流淚、喪禮、尿尿比賽、兒童繪本、漫畫、流行歌曲、婚姻愛情、髒話、A 片、
阿魯巴、體育運動等等。在理性與感性兼顧，論述與經驗併陳的過程當中，總是
會激盪一些新的想法出來，所以我們把每次聚會內容整理成文字，算是團體史料
吧！
我們之間的對話，確實說了很多不會對別人訴說的經驗。在團體裡，每一個
人基本上有一些性別意識，但不見得每一個都是很強的女性主義者。有人成長經
驗比較不 man 的，也有人是像一般男生陽剛的樣子。如果比較 man，不必覺得政
治不正確，如果比較 C，也不會覺得羞恥。每一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經驗說出來，
而說出來很確定別人不會嘲笑你，反而是想瞭解你的心裡是如何在想這件事情。
我們比較希望有真誠的對話，不希望當有人說出某個經驗時，別人會笑他不夠男
人、太異性戀，或者太男人中心，我們比較不會有這樣的恐懼。每個人要有勇氣
膽量說出，預期不會得到別人異樣嘲笑的眼光。團體進行需要長期經營，建立信
任關係，最重要的是支持度與認同感，要不然沒多久就會不了了之。
我們討論過各式各樣成長故事，像是上廁所遭偷窺、幼稚園騎的是三輪腳踏
車不是兩輪而遭同學取笑。也有成員就是典型熱愛體育、愛看 A 片的男生，看
起來他好像很符合社會主流價值觀，然而沒有人是百分之百合乎主流價值。就算
看 A 片，偏好也可能有所不同。像某位異男成員，就說他找不到適合他的 A 片，
因為 A 片女優演藝生命通常很短，大概是二十歲左右，不太容易找到中老年女
性主演的 A 片。
團體塑造一個友善的空間，然而大家總是要在不同的場域生活。生活有時就
像戰場，因為日常生活經常會出現很多性別歧視的話語，要不要即時反駁呢？如
果反駁可能把場面弄僵了，但是又不能改變那個人的想法。當下不反駁，回家之
後又相當氣憤，當時沒有反駁就表示沈默，沈默又表示共犯，如果連這樣的勇氣
都沒有，還算是個女性主義者嗎？
當一個男生有性別意識，要求自己不要成為一個傳統大男人，這不表示說女
朋友就會喜歡他，爸媽就會喜歡他。爸媽可能會覺得他太懦弱了，女朋友可能覺
得他太沒有男性氣概。女友晚上十點鐘要出門，要不要去陪她呢？不陪，女友會
不會覺得不關心她？陪她去，是不是忽視她獨立自主的能力，又得依賴男人？就
像女生學了女性主義之後到底該不該化妝，一樣產生困擾。其實男生也面臨同樣
問題。以前他不用去思考，直覺以傳統規範去互動，可是現在有性別意識之後，
就會思考：這樣做是為她好，還是大男人主義作祟？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
機會，因為男人平常不太有機會這樣思考性別角色所帶來的互動，也不太有人會
跟他討論這種事情。
也有成員表現矛盾。有一個成員說他來參加聚會前一晚長輩帶他去酒店喝
酒。他說前一晚去玩女人，隔天又跟大家談性別，他有點不好意思來，進而產生
質疑。也有成員早上參加聚會，當天晚上跟他最麻吉的朋友談心。可是當他一開
口說性別，忽然之間大家就自動睡著了，朋友都覺得「你又來了，我知道你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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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他只是想把團體的經驗跟別人分享，可是別人不見得有興趣。所以，在
團體外受到的挫折，在團體內需要有一個關係不錯、互相尊重與開放空間來給予
彼此支持。
台灣現在有愈來愈多的年輕男性，對性別議題有興趣、想瞭解，而且跟自己
的生命經驗有關，可是找不到支持，就無法延續下去。有些男人很哀怨說，我已
經比其他男人好，男人不支持就算了，連女的都不支持他，因此更為沮喪。
性別研究者都覺得男人不能自性別改革中缺席，也鼓勵男性研究，不認為這
是和婦女研究搶資源，當然其前提是男性研究要能夠從女性主義的觀點出發。此
外，女人不斷的反省自身性別經驗，參加性別演講、閱讀與運動，然而多數男人
卻對性別議題漠不關心。無論是性別課程或演講，觀眾仍然以女性為主，男人似
乎仍然覺得性別議題與己無關，導致男女之間的觀念差距愈來愈大。男人實在應
該更為深刻反省自身在性別結構中的位置，以及自己如何從中獲益。就像白人以
為自己沒有膚色，稱其他人為「有色」人種，同樣男人也往往看不到自己的性別，
看不到男性角色所帶來的好處。因此我們需要男人與男人一起交換經驗，共同討
論、反省，進而建構新的性別觀點。
台灣的婦運推行至今，受其正面影響的男人不斷浮現，這是自然趨勢。但是，
這不意味著台灣男人的性別商數（gender quotient，GQ）很先進，大多數男人還
是有很大努力的空間。國內少數僅有的男性團體固然使得男人開始關注女性與家
庭議題，但如果沒有適度引進女性主義概念，很容易流於男人集體療傷。有的團
體則直接認為男人遭受女性主義的壓迫，要為男人找回公道。這也是美國
profeminist 與 men's rights（男權主義）兩派分道揚鑣的原因。此外，上述團體通
常較關心男人個體的成長與福祉，與女性主義對話不多，也沒有與婦女運動結
盟。一個不與女性主義對話與溝通的男性團體，充其量只能算是男人間的牢騷，
讓女性覺得這些男人「得了便宜還賣乖」，而且不更新既有的男性氣概建構，也
尋找不出適當的出路。男人就算真的覺得自己受到壓迫，他的敵人也是父權體
制，不是女性主義或女人。既然在台灣目前沒有與女性主義對話的男性團體出
現，自然不會像美國的反對性別歧視男人（anti-sexist man），有相當比例是由於
曾經參與支持女性主義的男性團體，並在其中接觸女性主義。
男人與女性主義的關係
台灣男性研究的出現恐怕還不到十年的時間，研究者也非常有限。既有研究
所關心的議題，大致可歸類為以下三種。第一種男性研究集中在父職與家務勞動
的探討（如王舒芸、余漢儀，1997；王叢桂，2000；李芳如，2001）
。第二種研究
以進入所謂「女人工作領域」的男人為對象，如社會工作（葉明昇，1999）、護
理（徐宗國，2001；楊政議，1998）
、家政（李惠恩，2002）
、小學教育（陳佑任，
2002）。第三種研究著重分析傳統男子氣概的建構（如王世哲，2000；秦光輝，
1997；高穎超，2006；郭怡玲，2004；陳若璋、劉志如，2001；黃淑玲，1999；
裴學儒，2001；葉建德，2004）。然而探討女性主義或婦女運動對男人性別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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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之影響的學術研究卻極為缺乏。上述幾篇針對在非傳統男性領域就讀或工
作的男性研究或許較有可能相關，只不過他們著重的是進入此領域的抉擇、學習
與工作內容，以及生涯規劃，並沒有分析個人的性別意識發展；此外，這些會進
入非傳統男性領域的男生，也可能只是單純因為個人興趣、機會受限或信仰的關
係，並不一定就會有性別意識，關心性別議題，或從性別的角度進行自我反省。
有關於性別意識的學術研究幾乎都集中在女性的經驗，極少觸及男性性別意
識的發展。倒是有不少的研究者從知識論或政治行動的角度來談男人與女性主義
/婦女運動的關係。男人究竟能不能成為女性主義思想的主體？許多基進女性主
義者否認男人成為女性主義者的可能性。她們的論點建基在男人不可能像女人一
樣地經驗世界，因此 Bart, Freeman 與 Kimball 曾說：「除非男人具有生理女性的
身體，才能夠擁有成為女性主義者所需要的經驗」
（引自 Schacht & Ewing, 1997, 頁
167）
。然而我比較認同 Harding 的觀點。Harding（1999）認為所有的知識都處在
社會情境之中（socially situated），因此男人可以從男人的位置出發，對於女性主
義的論述提出不同的見解。男人具有與女人不同的身體，可以進入男性更衣室，
參與軍事社會，藉助既有的女性主義理論，男人可以「思考許多我們『女性』女
性主義者所無法經驗到的性別領域與問題」
（頁 79，引號為原作者所加）
。Schacht
與 Ewing（1997）也認為一位真正的男性女性主義者，可以教育並動員其他男人；
進入女人所難以進入的領域裡，然後在其中推動女性主義改革；將女性主義議題
放進既有的男性權力結構中；做為女性女性主義者與男人之間溝通的橋樑。
除了上述從知識論與政治行動的角度來探究男人與女性主義的關係之外，另
有一些文獻討論男性團體的流派以及其與婦女運動或女性主義的關係（例如
Clatterbaugh, 1997；Goldrick-Jones, 2002）
，以及有少數男性性別研究者會在相關論
文中談論自己的成長經驗（例如 Connell, 1987; Digby, 1998; Schacht & Ewing,
1997）。Connell（1987）就從自身經驗出發，歸納出五點異性戀男人不會為父權
防衛的理由：1. 作為壓迫系統的受益者，還是可以看得到壓迫。2. 異性戀男人
和女人（包括妻子、情人、母親、姊妹、同事等）有特定關係，也希望她們有好
的生活，尤其是為了子女。3. 男人之間也存在異質，可能因現有系統而受害。
4. 性別關係無論如何總是不斷改變，男人不可能守著舊價值不變。5. 異性戀男
人也還是有良知、感情、希望、分享的能力，就等著被喚醒（頁 xii）
。
Christian（1994）與 Cornish（1999）是極少數直接研究男性性別意識的學者。
Christian（1994）研究「反性別歧視」男人（anti-sexist men）如何形成。他認為
沒有性別歧視（non-sexist）只是一個理想，事實上不可能存在。他的研究對象包
括積極參與反性別歧視運動，以及只是企圖在個人層次上和身邊的女人保有非性
別歧視關係（例如願意參與家務勞動、教養小孩）的男人。經由深入訪談，他描
述三十位反性別歧視男性的生命史。他發現大多數的受訪者在生活中受到下列二
個因素的相互增強影響。1. 早期生命經驗當中經歷了遠離傳統性別期望的事
件。2. 成人期當中受到女性主義的影響。早期生命經驗中有助於發展反性別歧
視觀點的事件雖然各有不同，受訪者最常提到的有：認同承擔養育責任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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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turing father）
、不與傳統父親認同、有強勢母親（特別是在支薪工作領域）、
父母不複製傳統的性別家務分工、受到兄弟姊妹的影響、與女孩有良好關係、處
身在性別沒有受到特別強調的兩性情境。女性主義則在他們成年期當中扮演相當
重要的影響角色（尤其是受到身邊女性主義者的影響），強化了他們早期的非傳
統的性別經驗。
Cornish （ 1999 ） 以 非 結 構 訪 談 的 方 法 研 究 八 位 支 持 女 性 主 義 的 男 人
（profeminist men）以及一位爭取父親應有撫養權的運動份子（father’s rights
activist），以瞭解他們如何在生命經驗中參與了性別議題的討論與活動。他發現
原生家庭的價值觀以及遭受女性主義的挑戰是這些受訪者共同的經驗。如果出生
在一個僵固、霸權的男性角色家庭中，當遭受女性主義或新男性角色的挑戰時，
男性要學習如何處理這個衝突。如果得到的支援（心理諮商與治療、男性團體的
支持等）不足，他可能成為反女性主義的運動者，或者只是在口頭上談談女性主
義，其實心裡並不支持。如果支援充足，則能夠處理人際關係、情感自主以及建
立新的非父權的社群。反過來說，如果出生在一個另類、民主、容忍度高、有批
判想法的家庭中，當遭受女性主義或新男性角色的衝擊時，並不會造成性別角色
的壓力，反而在人生過程中不斷學習用一種非防衛，而有建設性的方式處理張力
與衝突。
台灣男性性別意識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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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回到個人利益（personal interest）與政治利益（political interest）之
關係的問題。Pease（2002）認為可以用道德理由來鼓勵男人去除特權，但是他
也提醒如果只是為了道德理由，會造成怎樣的後果？會不會壓抑了男人的需要
與慾望？這樣的男人如何處理正義與既得利益之間的衝突？基於純粹道德正義
的訴求，如何能夠不斷地注入男人參與性別改革的動力。Brod（1988）也認為
男人不能只做對自己有利的事情，但是他又同時指出以自我犧牲的利他主義作
為政治運動的基礎是不夠的，因為能量總是會不足。因此我們需要釐清女性主
義雖然需要男人放棄一些權利，而且跟男人的短期利益有衝突，但是長期終究
會為男人帶來（啟發）利益。Gross, Smith 與 Wallston（1983）根據其對於六、
七０年代美國社會運動的研究，發現那些能夠存活下來的男性團體，通常是那
些能夠同時滿足政治與個人目的的團體。Pease（2002）覺得男人究竟是為了自
身的利益或者是為了道德理由而參與女性主義，這是問錯了問題。重要的是男
人的利益是如何建構起來的，以及如何再建構。他利用工作坊等形式來重新理
解男人的痛苦。直到男人的痛苦與受傷得到認可之後，男人才能認識到自己的
特權。當然這樣還不夠，我們還需要具體的策略來連結男人的痛苦與他們在性
別關係中的權力位置。當男人積極地經由政治參與來挑戰社會的性別關係時，
男人重新建立自己的主體位置，也重新界定男人的利益。此時道德不是外加的，
亦即並不是藉由道德來阻止男人做原來想要做的事情，而是要重新建構男人作
為道德存在者的自我利益，以使男人的所作所為能夠同時符合個人與政治的目
標。
本文摘自
洪文龍、畢恆達（2006）GQ男人（書名未決定）。台北：女書。（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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