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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女同性戀表演的城市空間與身體美學：
析論「開襠褲劇團」的性別操演

紐約的「開襠褲劇團」（Split Britches）自一九八○

年以來便以WOW（Women’s One World）為基地，開始了

在紐約東村（East Village）的非主流、「外百老匯」（off 

Broadway）的女同性戀性別扮裝表演，以劇場美學、女同

性戀酒吧文化和觀眾互動，蔚為當地的女同性戀社區文化之

一。在此期間，女性主義和女同性戀文化研究的學者、批評

家不斷以「開襠褲劇團」的表演作為分析腳本，來發展、演

繹其認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性別實踐的論述，這

些論述再經過婦運人士，或女同性戀運動人士的擴散、回饋

和性別扮裝表演交織激盪成女同性戀社區的社會文化實踐，

不斷衝擊異性戀體制中的性／性實踐／性別（sex/sexuality/

gender）的男女兩性建構。

本研究的目的為：

壹、「開襠褲劇團」如何藉著劇場表演、挪用通俗文化

（例如好萊塢電影中的凱瑟琳赫本、崔西、約翰韋

恩）、次文化（例如男同性戀扮裝表演── camp、

drag），其拼貼（collage）、戲謔（parody）的劇場

風格，融入紐約東村的女同性戀社區情境和各種即

時性的社會議題，來發展多重流動情慾的女同性戀

身體美學（Butch-Femme Aesthetics）。

貳、城市空間與性別操演：筆者希望藉著研究開襠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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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不巧的預示了後來「開襠褲劇團」的定位。
1 一九八○年

十月，她們在紐約的聖馬克劇院（St. Mark’s Place）共同舉

辦第一屆WOW（Women’s One World）戲劇節，推出的第一

齣劇碼《開襠褲》，自此便以「開襠褲」為劇團名稱。

在一九八一年，她們以極拮据的經費，舉辦第二屆

WOW戲劇節，邀請世界各國劇團，作為期十一天的表演。

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兩人在東十一街以WOW Café為名的劇

場開張。自此以後，WOW Café便成為紐約非主流的女性

（尤其是女同性戀）表演藝術家發跡的大搖籃。例如：拉

丁裔的女同性戀喜劇演員Carmelita Tropicana、美裔的Holy 

Hughes等。

WOW Café中除了「開襠褲劇團」經常性的演出，更對

其他未成名的女同性戀表演藝術家一視同仁，提供場地，供

其做小成本、即興的藝術創作，再加上女同性戀者把此當

作社交場所，便逐漸醞釀出特殊的女同性戀社區文化。在

一九八○年初期，女性主義運動的反色情浪潮未退，而同性

戀文化極受壓抑、排斥之時， WOW Café無異為女同性戀者

提供了一個暫時的烏托邦，且是當時唯一可以讓女同性戀文

化藝術公開展現的場所。魏芙更宣稱：「WOW Café是以劇

場為核心的社區。」不過當時她們對外界仍然宣稱WOW是

女人的演出與聚會的場所，而不提女同性戀，以作為一種掩

護。

WOW Café在一九八五年因租金上漲而搬到東四街。

1	Case Sue-Ellen Case, Split Britches: Lesbian Practice/Feminist 
Performa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4-5.

團和WOW Café，探討非主流劇場、次文化及主流

商業文化之間的互動與矛盾；女同性戀藝術家如何

藉著像WOW Café這種特定的城市空間，經由藝術

表演為女同性戀者發展性別認同；以及WOW Café

的演員、觀眾和以此為研究的學者如何互動成一個

社區網絡，這個社區和外界異性戀體制之間又是何

種關係？

參、「開襠褲劇團」、性別認同政治和女同性戀文化論

述之間的辯證關係：十多年來，以「開襠褲劇團」

的表演分析來演繹出的理論、論述，其實也具體而

微的勾勒出女同性戀文化論述的歷史演變。筆者希

望藉著研究學者及批評家對「開襠褲劇團」之論

述，去研究性別扮裝表演和女性主義、女同性戀主

義（Lesbianism）之間的關係。

「開襠褲劇團」的核心成員佩姬．蕭（Peggy Shaw）和

路易斯．魏芙（Lois Weaver）在一九七七年隨不同的劇團至

柏林演出時邂逅、相戀，回紐約後便共同策畫表演節目。她

們在柏林的邂逅也十分戲劇性。當時蕭是隨一個男同性戀的

扮裝劇團The Hot Peaches前往演出，而魏芙則是隨女性主義

劇團The Spider Woman前往。由於The Spider Woman劇團的

戲服在行李運送途中遺失，只得向也正好在柏林的The Hot 

Peaches商洽戲服。原本The Spider Woman是個激進的女性主

義劇團，當團員穿上The Hot Peaches扮裝劇團那花俏俗豔的

戲服演出，呈現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效果。蕭和魏芙的邂逅被

戲稱為激進女性主義劇場和同性戀次文化的跨界結合，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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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等等性別符碼的刻板印象，並被某些女性主義者如蘇

艾倫．凱斯（Case Sue-Ellen Case）認為是集T／婆於一身的

多重性別。凱斯還以她們的表演作為藍本，倡論女同性戀

主義的實踐，並發展T／婆身體美學的理論（Butch/Femme 

Aesthetics）。

女同性戀主義的發揚始於八○年代初期的慕妮．魏緹

（Monique Wittig）。魏緹是個唯物女性主義者，並曾提出

「女同性戀者不是女人」的說法。在魏緹的論證裡，「女

人」是個相對於男人而定義的性別階級（gender class），且

被認定在意識形態，經濟及社會地位均附屬於男人。魏緹認

為女同性戀者超越異性戀機制中的「男」「女」二分法，且

拒絕被歸類為「女人」或被冠以「女人」的符碼──她認為

這種符碼把真實生活中的女人當作交易物般在父權社會中不

斷流通（circulate），以達生殖或繁衍種族的目的。魏緹主張

女同性戀者可以把自己從這種父權中心及男女二分法的社會

文化契約中解放出來，做一個主動的女性主體。魏緹甚至認

為，本體論對於性與性別的觀念，有一大部份是訴諸語言機

制（linguistic devices），因此她主張從語言上加以改變。魏

緹寫了一本實驗性的小說《女同性戀身體》（The Lesbian 

Body），進行種種語言的創新實驗，企圖顛覆既有的性別觀

念。她發明了“j/e”，融合了法文中的je和elle（兼具「我」

和「她」之意），代表女同性戀者的雙重主體2
，而取代了原

有文化象徵符號系統那以陽具為優位意符的“je”或“I”。3 

2	Monique Wittig, “The Mark of Gender,” Feminist Issues 5.2 (Fall 1985): 5.

3	拉康認為一旦主體掌握語言且在認知上有了「我」的觀念，便算

蕭、魏芙、瑪歌琳（Margolin）仍是提供表演與文化資源的

主要動力。直到一九八九年，蕭獲得Obie獎，往紐約中城的

主流商業劇場謀得一席之地，三人在WOW Café的演出不再

那麼頻繁，但仍維持密切的關係。在一九九二年，三人合作

Lesbians Who Kill，負責劇本創作的瑪歌琳便和其他兩人正式

拆夥，另起爐灶。在一次訪談中根據瑪歌琳告訴筆者，分手

的原因是創作理念漸顯分歧，而身為劇作的瑪歌琳似乎一直

分享了較多光環，也令其他兩人不太舒坦。拆夥後，以蕭和

魏芙為班底的「開襠褲劇團」便面臨轉型。在一九九五年，

她們和男同性戀劇團Gay Sweatshop合作Lust and Comfort，在

倫敦首演。

十年多來，「開襠褲劇團」的重要表演包括：Spl i t 

Britches（1981）；Beauty and the Beast（1982）；Upwardly 

Mobile Home（1984）；Dress Suit to Hire（1987）；Little 

Women（1988）；Anniversary Waltz（1989）；Belle Reprieve

（1991）；Lesbians Who Kill（1992）；Lust and Comfort 

（1995）。

一、「開襠褲劇團」的女同性戀主義操演及T／婆身體美學

「開襠褲劇團」藉著對通俗文化偶像（cultural icons）

的挪用、性別符碼（gender codes）的戲耍、揶揄式的裝腔

作勢（mannerism）、情色化（eroticized）的身體表演，再

融入紐約東村的女同性戀社區文化各種即時性的社會議題，

來進行性別扮裝的表演。在表演中，她們藉著演員與演員，

或演員與觀眾之間的挑逗，來造成情慾流動的體驗。她們的

表演，意圖挑戰異性戀機制中的男／陽剛／主動、女／陰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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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來刻畫農莊女人的生活：照顧牲口、生火、烤餅、縫衣等

等，談話中則不斷念念唱唱，模仿動物的意象及叫聲來表達

其情慾。在《開》劇中，衣服被作為性別符碼，在穿脫之

間隱喻性╱別乃是後天的文化建構，而作為「女人」則是別

人強加在她們身上的抉擇。例如，由蕭（Shaw）飾演的德

拉（Della）在告白時憤怒的褪去一層層女裝，露出裡面的

男性內衣。她告訴觀眾，從小就得藉著層層女裝的保護，才

得免於家人及村人的排斥和壓迫。然而，只有在高中時期的

化妝舞會上，她穿上了男裝，才覺得是「自己演自己」。在

此同時，蕭哼唱著一首藍調流行歌〈男人婆〉（“Bull Dyke 

Women”）。這首歌的歌詞本來是被用來嘲諷驅趕女同性戀

的：「男人婆自己該曉得到哪裡去」，卻被她改編成：「男人

婆自己該曉得到哪裡去找〔找女人〕」，用以現身明志。

《開》劇常常挪用通俗文化中的浪漫情愛場景，將其

轉化成女同性戀之間的調情。例如，在德拉和克蕾（Cora）

（由魏芙扮演）像姊妹般親密的共舞一段後，忽然興起，模

仿起五○年代好萊塢電影中時興的飛行員和愛人纏綿吻別的

場面。在稍後的場景中，克蕾離開德拉，去雜貨店買東西，

兩人情不自禁重演這一幕，並且假戲真作，由親密的姊妹變

成依依不捨的情人。

《開》劇也挪用綜藝雜耍的形式來展演女同志情慾：重

複那些例行的表演片段、誇張的姿勢、以及動物的意象，以

掩飾一般人認為不太恰當的女性行為。路易斯．魏芙談及綜

藝雜耍的手法：「用這些通俗娛樂的手法不無風險，但是也

會讓人覺得親切；有些人表演同樣的片段表演了四十

魏緹理想中的雙重主體j/e是不受男╱女生理區隔限制，且是

打破陽具中心而呈現多樣性的情慾面貌。魏緹的女同性戀主

義是否具有顛覆性，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然而在八○年代

初期，各方均對女同性戀強力打壓噤聲之際，魏緹的主張則

是大膽而激進的宣示。

「開襠褲劇團」在WOW Café十年的表演歷史當中，不

但為女同性戀主義操演及T╱婆身體美學提供了活生生的素

材，其表演風格及尺度的演變亦反映了女同性戀社區和外界

關係之改變。她們在一九八一年推出《開襠褲》一劇時，女

同性戀即便在紐約仍被視為禁忌與異端，因此《開襠褲》中

的女同性戀情慾暗潮微湧，其出櫃也以較為含蓄隱晦的手法

處理。此劇描述的是三個農莊裡被人遺忘的窮苦女人。劇名

取為《開襠褲》，也有二重意義。在現實上，穿著開襠褲有

利於女人在田裡幹活時就地方便。在隱喻層次上，開襠褲同

時遮掩又暴露女人的身體及性器官，象徵表演者利用戲劇手

法在「見」與「不見」之間反覆變造女人的身體、性╱別及

生活。4 在此劇演出後，該劇團乾脆就以「開襠褲」為名。

《開》劇中的三個女人以單調、重複、近乎儀式的動

脫離了母體而成為獨立的個體，亦脫離了鏡像時期那想像誤識

(imaginary)的階段，進入父權中心的語言象徵符號系統(symbolic 
realm)。而從精神分析觀點切入女性主義的學者中，而不少則認為

語言象徵符號系統中的「我」實則上是以陽具為絕對的優位意符，

是男性想像誤識(male imaginary)的投射，而女性在其中是找不到對

稱關係的。

4	Vivian M. Patraka, “Split Britches in Split Britches: Performing History, 
Vaudeville, and the Everyday,” Acting Out: Feminist Performance, Eds. 
Peggy Phelan and Lynda Hart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93)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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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黛門（Elin Diamond）以慕薇的理論為基礎，更

進一步運用布萊希特的疏離美學來發展女性主義劇場理論，

提出「觀看自己被觀看」（looking-at-being-looked-at-ness）

的「回看」策略。她建議演員在劇場中可以表達「被看」的

自覺。她認為布萊希特式的史詩劇場不同於電影院中觀眾乃

單向觀看，並透過誤識想像來進行單向自我投射；在劇場中

觀看和認同乃是透過演員／主體─角色─觀眾的三角關係。

在劇場中，當觀眾在觀看角色的言行時，不斷被演員／主體

打斷，而且演員／主體可以無視於第四面牆，自由的「回

看」。劇場中的三角關係和電影院中的觀看／被觀看關係之

差異，乃在這三角關係中「沒有任何一方意指權威、知識，

或法律。」7
《開》劇中的「回看」策略也類似黛門的布萊

希特式女性主義劇場，一方面展演女性性感的身體，一方面

又以女性主義的揶揄、嘲弄的「回看」策略，打破第四面牆

的幻覺。在「開襠褲」劇團的演出中，則藉著疏離美學來嘲

弄、批判自己那被觀看的客體位置。例如，飾演德拉的

蕭，在衣服的穿穿脫脫之間，忽然跳脫出她所扮演的角

中又是處於什麼位置呢？」慕薇遂為文答辯。慕薇這時引用佛洛

依德的伊底帕斯情結論述，認為女性觀眾和電影中的女演員的一

樣，均倒退回前伊底帕斯時期，飽受性認同不穩定的困擾，在陽剛

性(masculinity)和陰柔性(femininity)之間搖擺徘徊。如果女觀眾偏

向陽剛性，則和電影中的男演員認同；而如果她偏向陰柔性，則

和被物化的女主角認同，參與消費她自己的物化形象。參見Laura 
Mulvey,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9) 
15-38.

7	Elin Diamond, “Brechtian Theory/Feminist Theory: Toward a Gestic 
Feminist Chriticism,” The Drama Review 32.1 (1988): 14.

年。」
5 綜藝雜耍是一種邊緣化的表演形式，她們以此把暗

櫃裡的女同志情慾儀式化，重複一些大家耳熟能詳的歌舞片

段來展演女同志伴侶的日常生活。

布萊希特式的疏離美學亦被用以阻止觀眾過分神入

（empathy），留給其批判的空間，也藉以表達表演者對自

己處於被觀看的客體位置（being-looked-at-ness）的自覺。

女性主義論者蘿拉．慕薇（Laura Mulvey）在一九七五年指

出，在視覺表演藝術中──尤其是傳統的敘事電影

（narrative cinema），男性凝視（male gaze）支配再現機制

（representational apparatuses），在其中男性是觀看主體，

而女性是被觀看，被物化的客體；男性藉著對女性的淫窺或

物化，而減輕自己對閹割的焦慮。6

5	Patraka, Split Britches 223.

6	蘿拉．慕薇（Laura Mulvey）由精神分析的觀點認為視覺表演藝

術，尤其是傳統的敘事電影(narrative cinema)，一直面臨男權凝視

(male gaze)的問題。在視覺再現機制裡，男性是主動的、掌握觀看

權的主體，而女人是被動的、被觀看、被物化的客體。慕薇以放映

電影的暗室為例，說明單向的觀看使得觀眾有如倒退回鏡像時期。

而在傳統電影的再現機制裡，觀眾和演員的關係是一連串的自我投

射和誤識想像(misrecognition)。例如：男觀眾如果面對男演員，則

誤識其為理想的自我(ego-ideal)，而如果男觀眾面對的是女演員，

則因女演員陽具之闕如引起其去勢閹割的焦慮。在此情況下，男性

潛意識有幾種逃避性的反應：1.意淫窺視(voyeuristic scopophilia)：
由於一再重複出現的原初閹割創傷之困擾，而思以去貶抑處罰，或

救贖那有罪的客體(guilty object)──女人，以求解脫。2.戀物窺視

(fetishistic scopophilia)：把女人物化為陽具的代替品，以否認閹割

去勢的焦慮，而又在戀物情結下，對女人極度美化、崇拜。慕薇的

論述，引起迴響，但也引起質疑：「女性觀眾在這樣的再現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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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onal frame）中，再現女人主體性的困難。

帕特拉卡（Patraka）指出：

口述訪談技巧往往使用於呈現那些邊緣弱勢的族群，

以賦予他們權威性和道地性，在衍生的現實情境中創

造角色。這些以寫實形式呈現的人物其實往往透過訪

談者／劇作家的觀點來控制、形塑。9

開襠褲劇團對於女同性戀者的生活及歷史非寫實的再

現顯示其社會文化空間的脆弱不穩──其懸盪游離也呼應

其出入於主流性／別意識形態框架的艱困歷程。她們的表

演技巧暗合德．羅瑞提斯（de Lauretis）所倡議的「經由出

入於意識形態及性別框架內外」以形構另類社會主體。這

是一種來回於霸權論述和「域外」（space-off）、「他方」

（elsewhere）的往復協商：

往復移動於那為再現機制所排除或不可再現的。往復

移動於霸權論述空間以及域外，他方：那些女性主義

實踐所建立的社會及論述空間，在霸權論述的邊緣，

在機構的罅隙間，在抵拒實踐及新的社區形式。10

9	Patraka, Split Britches 218.

bk	Teresa de Lauretis, Technology of Gender: Essays on Theory, Film, and 
Fic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7) 26.

色，質問觀眾，說他們和那些付了錢去看馬戲團中那個胖

女人的觀眾沒什麼差別，而她自己就像那胖女人，是要被

人觀看的。

為了打破傳統舞臺寫實劇的框架，她們除了故意混淆演

員與劇中角色的界線，也嘗試斷裂不連貫的敘述，和「停

格」（tableau）處理。劇中三個女人常常在角色扮演中途或

情緒高漲時突然靜止不動如停格的幻燈片畫面一般，此時由

德拉、克蕾或艾瑪輪流擔任敘事者（narrator），對劇中的角

色品頭論足；或以無表情、臆測或緊繃的聲音，斷斷續續敘

述三個女人的身世背景或克蕾／魏芙的家族史。這樣的停格

畫面和「口述歷史」有幾重意義：一、帶領觀眾暫時跳脫出

三個女人封閉隔絕的幻想空間，瞭解外界如何看待這三個又

窮苦又有女同性戀傾向的女人，也暗示父權社會對女人的期

待足以把女人邊緣化、窄化、瑣碎化。二、該劇團以嘲弄的

手法來搬演「口述歷史」，其實也隱含其對當時女性主義劇

場所盛行的口述訪談形式的存疑。8 在七○年代及八○年代

初期，美國的女性主義劇場盛行以口述訪談的形式，輔之以

錄音帶、史實照片來呈現女性在現實中的處境，也顯示女性

主義劇場工作者以另類歷史來再現女性主體的決心，以證明

女人和男人一樣是獨立、完整的社會主體（social subject）。

然而這種看似客觀寫實的口述訪談難免經過表演者或編劇個

人觀點之形塑，同時受父權價值壟斷的寫實敘事傳統之掣

肘。「開襠褲劇團」以嘲弄的手法來暴露女性口述訪談之侷

限 性 ， 並 暗 示 在 父 權 價 值 所 壟 斷 的 寫 實 再 現 框 架

8	Patraka, Split Britches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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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人格特質；卻被魏芙／美女歪讀，只擷取其中囂張姿

態及性暗示，進而恣意發展成對性高潮的期盼及幻想。而美

女與野獸在林中初次邂逅的一幕，則由充滿喜感的瑪歌琳／

父親暫充美女，在黑西裝上繫一條白紗舞裙，以滑稽笨拙的

舞姿，和野獸共舞，粉碎了觀眾對傳統芭蕾舞劇中俊男美女

的期待。此外，當飾演童話角色的演員以誇張的咬文嚼字，

吟頌著華麗雕琢、如詩般的台詞時，其肢體語言卻時而摻雜

雜技綜藝，甚至雙簧、腹語、偶戲都出籠了。那些詰屈聱牙

的夢幻台詞時時穿插著辛辣、粗俗的笑話；觀眾對童話的浪

漫期待更時時被手拉風琴、救世軍打扮的歌者（亦由魏芙和

蕭所扮）的諷刺時政與偽善所打斷。

蕭和魏芙挪用童話故事來演出女同志的出櫃，並且顛覆

傳統故事中的性別歧視。她們透過一連串的性別符號戲耍來

引誘對方，在裝腔作勢的角色扮演（camp）又加上嘲諷和機

智。扮野獸的蕭以斗篷來掩藏女同志T（女同志對偶中較陽

剛的角色）的情慾，拐彎抹角的追求美女所代表的女同志婆

（女同志對偶中較為陰柔的角色）的角色。野獸的斗蓬象徵

女同志T的歷史情境：它代表的是壓抑女同志主張和情慾的

禁忌。瓊．納索（Joan Nestle）認為女同志T的處境乃是禁忌

的女人：「在我所認識的女同志T中，沒有任何人對我表露

自己是男人；她們宣稱自己是禁忌的女人，她們願意承認自

己對其他女人的感情，藉由扮裝來象徵自己負起責任。」11

女同性戀演員放棄嬉笑怒罵，歪搞瞎掰，回歸真誠，乃

bl	Joan Nestle, “Butch-Fem Relationships: Sexual Courage in the 1950’s,” 
Heresies 12 (1981): 22.

和《開襠褲》的灰暗、隱晦、暗櫃中的女同性戀相較，

她們在一九八二年演出的《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則帶有十分強烈的政治性。她們以辛辣、幽默、種族

笑話、性笑話和女同性戀情慾，刺穿滲入「美女與野獸」的

童話框架，瓦解了兩性神話。此外，她們也開門見山的將矛

頭指向當時的雷根政府，對種族歧視、性歧視和恐同症的共

謀共犯，冷嘲熱諷一番。此劇中仍維持一人飾多角的慣例。

猶太裔出身的瑪歌琳發揮了即興喜劇演員的天分。她一會兒

是美女的爸爸，絮絮叨叨對女兒重複著父權教喻，教她怎樣

做個淑女才能釣個金龜婿；一會兒是滑稽突梯、笑話不斷的

猶太拉比（教士）。這個猶太拉比最讓人噴飯的笑話，乃是

模仿不同的口音，轉述日內瓦國際醫學會議上，不同國籍的

醫生誇耀自己國家器官移植手術的進步。他先模仿義大利

醫生，誇口只消兩個禮拜，就可使一個接受過心、肺移植手

術的人從病床上起來工作。隨即他模仿英國醫生，說只消一

個星期，就可以讓一個接受過心、肝、肺移植手術的人起床

工作。最後，他模仿來自美國的醫生，說道：「我們只消一

個下午，就可以把一個屁眼（指雷根）從好萊塢移植到華盛

頓，然後讓全國的人都忙著找工作。」

荒腔走板、蓄意混淆精緻藝術和通俗藝術的界線，也成

為她們顛覆兩性的策略之一。父親（由瑪歌琳飾）告訴美女

（由魏芙飾），他去林中採玫瑰，觸怒了野獸（由蕭飾），

野獸要他到森林中的古堡作終身人質。美女爭著代父受過，

願意做為野獸古堡中的禁臠。這時美女慷慨激昂的吟頌《馬

克白》一劇的獨白。這段台詞本為馬克白夫人在馬克白刺殺

鄧肯之前的獨白，流露出其情慾旺盛、野心勃勃，意欲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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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持續的去引誘（seduce）現有的符號系統，經由

挑逗、變異以及巧計，以女同性戀者的雙重性去取代

拉康式的男女二分法。13

凱斯並指出，在舞臺上，T╱婆身體美學是經由表演

者的風格、言辭，以及反映女同性戀文化的T╱婆角色扮演

而展現。凱斯強調，T╱婆角色扮演藉由易裝表演的裝腔作

勢（camp），諧仿主流文化中的刻板形象或性別符碼。然

而，當表演者一旦跳脫出其所扮演的角色，故意露出破綻，

則往往暴露出主流文化中性╱別概念及規範本身的建構性

（constructedness），而非先天本質理應如此。

從劇場史的角度來看，「開襠褲劇團」的T／婆角色扮

演乃是擷取自六○年代中期男同志社區酷兒劇場的扮裝和對

嘴唱的形式。然而「開襠褲劇團」的T／婆角色扮演意義迥

異於後者。女同志T／婆角色扮演無意把女同志身份隱藏於

異性戀機制「男性」或「女性」的面具下。T／婆對偶超越

男／女二分法，使得性別認同的範疇更加多元化。凱特．戴

薇（Kate Davy）指出：「T／婆的情慾認同模式使得性／別

認同更為多元，也有更細緻繁複的區分。」14 為了把裝腔作

勢的角色扮演（camp）放在女同志的情慾場景予以脈絡化，

bn	Case Sue-Ellen Case, “Toward a Butch-Femme Aesthetics,” Making 
a Spectacle: Feminist Essays on Contemporary Women’s Theater, Ed. 
Lynda Hart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89) 283.

bo	Kate Davy, “Fe/male Impersonation: The Discourse of Camp,” Critical 
Theory and Performance, Eds. Janelle Reinet and Joe Roach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92) 234.

是在結尾時野獸／蕭引誘、挑逗美女／魏芙的一段。她們回

顧從青春期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透過一連串的角色扮演，

挪用好萊塢電影偶像，如凱瑟琳赫本、史賓屈塞、詹姆斯迪

恩等，來喚回（recuperate）青春期那曇花乍現，隨即又被

壓抑的女同性戀情慾。魏芙以誇張的女性傲慢來模仿凱瑟琳

赫本扮演其他女人。蕭則模仿培里．柯謨（Perry Como）輕

鬆的居家男人模樣──這也是當時男同志劇場所盛行的角色

扮演風格──透過對嘴配音唱著五○年代的老歌；隨後蕭又

變成憤怒叛逆的詹姆斯迪恩。情慾的流動發酵，加上肉體的

擁舞愛撫，兩人終於譜下了女同性戀版的「美女與野獸」童

話。透過模仿通俗文化的偶像，她們回溯了自己的成長歷

程，也召喚女同志情慾，以流動變易的性別符碼戲耍來進行

T／婆角色扮演，挑逗主流文化的表意符號系統。

「開襠褲劇團」的T／婆角色扮演，啟發了學者蘇艾

倫．凱斯（Case Sue-Ellen Case）發展T／婆美學論述。到了

八○年代中期，蘇艾倫．凱斯承襲了魏緹的脈絡，以「開襠

褲劇團」在WOW Ｃafé的表演為藍本，發展女同性戀T╱婆身

體美學之論述，廣受同性戀文化研究學者的矚目。凱斯主張：

T／婆對偶（butch/femme duo）12 是可以共存於主體

位置，就像魏緹小說 《女同性戀身體》中的我／她

（j/e）雙重主體一樣。這樣的雙重主體，絕不是固定

於現有﹝二元論﹞的性別差異或形上價值的任一端，

bm	在女同性戀對偶中，Butch是較陽剛的角色，Femme是較陰柔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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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或劇評家之青睞，反而躲過了官方的禁制（policing），

而得以茁壯發展。在一九八○年初期，同性戀文化仍大受排

斥打壓之時，WOW Café位於同性戀者聚集的東村，融合了

劇場與酒吧，既為女同性戀者提供了掩護，又為她們提供了

聚會、社交與情慾交流的場所。「開襠褲劇團」的表演，更

被視為女同性戀者的社區儀式，而其表演中常常融入東村的

同性戀次文化和人、事，也能博得社區觀眾的共鳴與會心一

笑。藉著這樣的城市空間，紐約的女同性戀者相互支援、認

同。到了八○年代中期，隨著女同性戀論述的興起，「開襠

褲劇團」便逐漸廣受矚目，也常被用來作為論述的舉證和

演繹。女性主義學者和女同性戀文化論者對她們的肯定和聲

援，增加了女同性戀表演在文化上的正當性，也有利其拓展

文化空間。受到這樣的激勵，「開襠褲劇團」的多重情慾實

驗便更能自由揮灑。此時，她們嘗試著跨出紐約東村，邁向

主流商業劇場聚集的紐約中城，也到美國各地巡迴演出，並

且向主流商業機制爭取更多資源。然而她們的越界卻也受到

女同性戀文化論者的質疑與批評，這些質疑和批評的焦點乃

是：女同性戀表演是否仍應定位在女同性戀社區？在異性戀

觀眾面前進行T／婆身體美學實驗，是否淪為恐同窺同的祭

品？「開襠褲劇團」向主流商業劇場進軍，是否會為主流價

值收編？「開襠褲劇團」越界的爭議在女同性戀文化圈引發

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論戰。

在一九八七年首演，由蕭、魏芙以及荷莉．休斯（Holy 

Hughes）共同合作的《扮裝雇用》（Dress Suits to Hire），便

是更大膽的女同性戀T／婆身體美學實驗，而這齣戲跨出女

同性戀社區的越界表演，也引起一番爭議。在這個劇中，由

凱斯把T／婆對偶和和五○年代工人階級的女同志酒吧文化

做聯結──這種較開放的酒吧文化在七○年代女性主義反色

情的主張下進入「暗櫃」。凱斯說：「這種『暗櫃』或酒

吧，在熱絡親密的氣氛下，給了我們角色扮演（camp）的背

景──那T／婆角色扮演的風格、言說，以及場景。」15 凱

斯認為「開襠褲劇團」的T／婆角色扮演融合了女同志酒吧

文化，以及女同志社區真實生活的角色扮演，把八○年代的

女同志社區重新召回了「誘惑的空間」。藉由T／婆角色扮

演的動能來具體呈現女同志情慾，使得女同志表演得以在異

性戀機制外為女同志提供角色模仿的範例，也爭取到了女同

志再現的文化空間。吉爾．道倫（Jill Dolan）認為「開襠褲

劇團」的T／婆角色扮演催化了女同志表演者和觀眾之間的

情慾功能，提供女同志觀眾一個情慾空間。16 戴薇呼應道倫

指出：「T／婆的表意實踐不同於男同志扮裝（drag），因為

這樣的實踐解構傳統『女人』的概念，也挑戰那以男性為

優、定於一尊的『普世』價值。」
17

二、城市空間與性別操演

在「開襠褲劇團」初露啼聲之時，由於其WOW Café乃

是位於東村的外百老匯劇場（off-Broadway），並不受主流

bp	Case, Toward a Butch-Femme Aesthetics 224.

bq	Jill Dolan, “The Dynamics of Desire: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Pornography and performance,” Theater Journal 39.2 (1987): 173.

br	Kate Davy, “Reading Past the Heterosexual Imperative: Dress Suits to 
Hire,” The Drama Review 33.1 (T121) (1989):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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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來。像絲。緊。像一件絲質緊身衣。你越陷越深

越陷越深。有如被活埋。你喜歡這種感覺。

性別符碼遊戲如衣服，其扭轉社會現實的力量固然十分

有限，然而其中所流露的女同性戀情慾卻私密、真實、且灼

熱逼人，如同密西根念念不忘的「以舌頭刻在她腿股內側的

姓名縮寫，留下小小疤痕讓她記得我」。

在《扮》劇中，飾演迪魯斯的蕭外型高大、帥氣、英

挺，符合一般人對女同性戀中陽剛主動角色T的期待，而魏

芙所扮演的密西根則撫媚嬌柔，符合人們對陰柔被動婆角色

的期待。然而她們身上的性別符碼，以及主動被動角色卻是

不斷變異混雜的。在禮服出租店中，英挺帥氣的迪魯斯模仿

好萊塢性感豔星麗泰．海華絲在電影Gilda一片中的形象，穿

上俗豔的袍子，在巨大的扇子前搔首弄姿，如脫衣舞孃般輕

褪羅衫，露出蕾絲內衣和襪帶，以挑逗密西根。外型柔媚的

密西根在此時則處於觀看主體的位置，主動表達愛慾且操弄

著迪魯斯。

在另一場回憶兩人邂逅的場景中，其雙人舞也是天雷

勾動地火。兩人從禮服店的衣架取下衣服配飾，以層層衣服

重演兩人在加油站的相遇。密西根挑選了一雙粉紅色的高跟

牛仔靴，而迪魯斯則裝腔作勢的解下金剛鑽耳環。迪魯斯口

刁牙籤，密西根嚼著口香搪。兩人從衣架上各取了一個呼拉

圈，扭擺著往對方走去。這時的迪魯斯頭戴牛仔帽，卻身

著無帶露肩長洋裝和高跟鞋，模仿電影裡西部牛仔大跨步

走著。背景音樂是流行歌曲〈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然而

旁白配音卻加上：「這不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隨著歌

蕭扮演的迪魯斯（Deelux）和魏芙扮演的密西根（Michigan）

均具有凱斯所謂的T／婆雙重主體特質，不斷在性別符碼和

性取向上互換陽剛／主動和陰柔／被動的特質。《扮》的編

劇休斯在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在八○年代，許多躲在暗櫃

中的女同性戀不願面對自己的性傾向，且因缺乏角色示範

（role model）而對性行為模式感到困惑徬徨，她希望藉

WOW這樣的社區劇場和女同性戀者一起探索更多的可能

性，而她在《扮》劇中所實驗的，則是性的複合變態

（polymorphous perversity）。18

《扮》劇的靈感來自當時紐約東村第二街一家由女同

性戀伴侶所經營的禮服出租店。這對女同性戀伴侶對外宣稱

姊妹，但是街坊之間卻不斷有關他們的謠傳。《扮》劇乃在

服裝出租店之內展開，由又似姊妹又似戀人的迪魯斯和密西

根在一堆或俗豔或酷炫的衣服堆中不斷以換裝表演來彼此挑

逗、誘惑、愛撫，在個人記憶和情慾地圖之間往返追逐。

在這場符碼遊戲中，情慾、衣服和身體孰主孰從已經很難

區分，彷彿「性／別」不過是一堆符碼的堆堆疊疊，排列組

合；「性／別」不是涇渭分明的二分法抉擇，而是在一連串

光譜之間不經意的遊走滑動，其虛構性就如同密西根的「真

情告白」：

當你真的覺得好的時候你不需要去撫摸。她走在房間

裡而你不需要撫摸。你甚至不需要說話。但是你覺得

她就在你每一吋身體上，就像一套衣服你穿上了就脫

bs	Holly Hughes, 作者個人訪談, 9 Septemb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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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和性別符碼遊戲不只是女同性戀主義和T／婆身體美學

實踐，更是跨越男女二元論和同性戀／異性戀疆界的性／

別操演（performativity）。其表演中對於性別刻板形象的諧

仿（parody）和性別符碼的移花接木，暴露了主流兩性社會

的性／別觀念及規範乃是歷史的產物，後天社會文化的建

構。異性戀社會中性／別操演之運作乃是將男／女二元論

的意識型態和規範（norm），透過社會文化機制以及重複演

練的行為模式、語言、符號系統，內化、深化到個人的潛意

識中，再經由其日常生活的言談舉止、身體形貌反映出來。

而由於性／別具有操演性，則個人主體亦可挪用歷史能量

（historicity），介入這種操演過程，干擾或顛覆現有的符號

系統，透過去認同（disdentification）的過程，尋求有別於主

流價值的另類價值或生活。

論及性／別操演，茱蒂．巴特勒（Judith Butler）從後

結構主義的觀點，闡述性別建構不是尋找一個固定的主體認

同位置，而是一種歷史過程，這個歷史過程是社會的、心理

的、也是身體的：

性別（gender）建構不是固定於一個主體位置，隨之衍

發種種行為演練（acts）；性別認同乃是隨時空俱移，

經過風格化的重複演練（a stylized repetition of acts）。

性別的現實效應乃由身體的風格化而產生，也因此在

世俗層面則展現為姿態、動作，以及各種行為模式，

凡此種種則建構了永續的性別主體（an abiding gender 

self）之幻象。19

bt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140.

聲，迪魯斯像牛仔般把呼拉圈擲套向密西根的身體。

在此劇中，地理景觀的意象和女人身體疊合，用以勾繪

女同性戀情慾地圖。密西根在加油站極力誘惑迪魯斯，告訴

她不必走出加油站就可以看到「加州風景」，隨即誘導迪魯

斯瀏覽她身上的刺青，她身上「最好的風景」。迪魯斯把手

放在密西根的胯下，問她：「這是迪斯奈樂園、環球影城、

還是海洋公園？」兩人擁吻，然後若無其事再各自往嘴裡放

回牙籤和口香糖。在稍後場景中密西根以手電筒照著自己的

身體，彷彿表演春宮秀（peep show）一般，述說自己身體裡

那被壓抑的女妖（she-monster），以及如深海如無底穴般永

無饜足的性慾。密西根以一條珍珠項鍊把她和迪魯斯的頸項

套在一起，兩人擁舞愛撫，直到鍊斷珠落。在這場暗喻女同

性戀S／M（性虐與被虐）的遊戲中，迪魯斯談及她那一味

壓抑的身心荒原──就如同她生於斯長於斯卻亟欲逃避的中

西部單調無味的景觀。

除了性別符碼遊戲，有色笑話也被用來諷喻異性戀機

制。女同性戀主義論述者認為在異性戀機制中，常以陽具為

中心來區分男女的性行為模式；以生理構造來界定男／主動

／陽具穿刺、女／被動／被穿刺，而把女人物化為男人的性對

象（sexual object）甚至性玩物。但是她們認為實際上愛慾和性

對象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對應關係，也並非男／主動／穿刺，

女人／被動／被穿刺不可。迪魯斯講述的一則男人和泥巴的

笑話把這種諷喻發揮到極致：「他愛泥巴甚於他死去的妻

子。泥巴比任何女人都要好。你不必等到晚餐後。這是很浪

漫的。在雨後的黃昏。你只要找一塊地方，然後插進去。」

事實上，從更廣義的角度來看，「開襠褲劇團」的扮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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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展現T／婆雙重或多重情慾的身體，是否面臨男性慾望窺

視（male gaze）或是恐同窺視？代表女同性戀文化實踐及

美學實驗的「開襠褲劇團」，是否逐漸被主流文化收編、消

費，而失去了激進性？

「開襠褲劇團」跨越同性戀／異性戀疆界所引發的問

題，在女同陣營中激發辯論。凱．戴薇（Kate Davy）為

《扮》劇辯護，認為他們以疏離美學和劇場手法處理了男權

凝視或恐同窺視的問題。例如，當蕭裝腔作勢的扮演麗泰海

華絲的女性刻板形象時，她以嘲弄的態度，表示知道自己處

於被觀看的客體位置，並向觀眾眨眼回看（1ook back）。

《扮》劇的舞臺設計為一封閉的房間，舞臺左右則是窗戶，

而面對觀眾的舞臺前方也裝置了如窗框的大框架，彷彿是把

觀眾定位於偷窺者的角色，讓其透過窗戶去偷窺房間內兩個

女同性戀者的隱私。而在密西根／魏芙以手電筒照亮自己的

身體，表演了一場春宮秀後，她和迪魯斯說要觀星，便舉起

那支碩大的手電筒當作望遠鏡，往窗外觀眾席的地方照去。

兩人瞪視被手電筒「射」到的觀眾。迪魯斯說：「嗨！你可

以直接看進我的臥房，你在看我，這就是證據。」密西根接

腔說：「我不只是看，我在觀察（watching），那是有所為的

看。」在隱喻層次上，這樣的安排可視為密西根和迪魯斯對

於自己處於被物化、被觀看的客體位置有了自覺，一方面嘲

弄男權凝視和恐同窺視，一方面開始回看，企圖把自己轉變

成觀看主體。22

另一方面，在女同性戀文化研究的學者中，吉爾．道倫

cm	Davy, Reading Past the Heterosexual Imperative 153.

既然性別認同是與時空俱移的操演，則這種操演過程同

時具備向主流教喻認同或去認同的雙重弔詭性。性（sex）

的操演亦然。巴特勒談及性的物質性，她認為異性戀機制把

男女二元論性規範及教喻經由重複演練的過程物質化

（materialize）到生活的各層面，藉以支配個人的身體，其

目的乃是鞏固以男性為中心的異性戀教喻。而女性主義或是

酷兒策略則是挪用「性」的操演，經由去認同的過程，暴露

異性戀教喻的矛盾和破綻，進而跨越同性戀／異性戀的疆

界。20 巴特勒以性別反串表演（drag）為例，說明性別反串

表演者藉著對性別的模仿而暴露了性別本身的模仿結構

（imitative structure）和偶然性（contingency）；性別反串表

演擾亂了異性戀教喻的一貫性，揭露了性（sex）和性別

（ g e n d e r）之間的對應關係乃為文化構成（ c u l t u r a l 

configuration）而非本質應然如此。21 值得注意的是，女同

性戀的越界表演固然有可能暴露異性戀教喻的矛盾破綻，但

也可能為主流價值收編、挪用。「開襠褲劇團」的越界表演

即面臨這樣的難題。

「開襠褲劇團」的《裝扮雇用》受囑目的程度，廣及女

同性戀社區以外。她們除了在紐約東村的 WOW Café 和外百

老匯劇場演出，也受邀至中西部大學如威斯康辛大學、密西

根大學等巡迴演出。然而，當「開襠褲劇團」進行火辣辣的

多重流動情慾表演時，台下的觀眾卻不再是以女同性戀者為

主，而是男女皆有的異性戀觀眾，這便引發了這樣的疑問：

ck	Ibid., Bodies That Matter 4.

cl	Ibid., Gender Trouble 1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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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襠褲劇團」、性別認同政治和女同性戀文化論述之

間的辯證關係

「開襠褲劇團」、性別認同政治和女同性戀文化論述

之間，有密不可分的辯證關係。在她們剛出道的一九八○

年代初期，女同論述未興，且在女性主義團體中亦未被接

納，對「開襠褲劇團」表演的收視評論也微乎其微。時至

一九八○年中期，當美國女性主義運動逐漸脫了七○年代以

來那爭取兩性平等、反色情的論調，而走向多元化、區隔

化；女性主義論述也從本質論（essentialism）而趨向建構論

（constructionism）。女同性戀文化論述不但在女性主義陣營

中站穩腳步，更開始自立門戶，從性別（gender）轉而到性

（sex）和性政治（sexuality）去開疆拓土。在此時，以「開

襠褲劇團」表演而做的收視評論（reception critique）逐漸出

現、增多。這些評論和論述中較重要者可分為幾類：一、把

「開襠褲劇團」和WOW Café視為女同性戀社區文化和社會

實踐者：包括Alisa Solomon（l985）、Jill Dolan（1988）、

Sue-Ellen Case（1989）、Kate Davy（l992）。二、視「開襠

褲劇團」表演為對現有性別符碼的挑戰，並以身體美學作

為性別實踐者：包括改為Sue-Ellen Case（1987）、Jill Dolan

（1988）。而Sue-Ellen Case更以「開襠褲劇團」為例，說

明如何發展T／婆身體美學。這些評論家或者以「開襠褲劇

團」的表演為例，倡言以T／婆美學和多重情慾實驗去創造

一個激進的主體位置；或者以「開襠褲劇團」的社區文化實

踐來期許一個自外於主流兩性文化的性別烏托邦。

到了一九九○年，隨著認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

的方興未艾，以及Judith Butler把後結構主義和性別認同、

（Jill Dolan）和凱斯對於「開襠褲劇團」在異性戀觀眾前面

展露T／婆身體和情慾持保留態度。她們認為，當主流社會

仍普遍為恐同症所籠罩時，女同性戀情色表演必須顧慮被異

性戀機制物化、挪用、收編的可能性。
23 而道倫更建議仍把

女同性戀表演定位為女同性戀社區的文化實踐，在其中表演

者和觀眾承襲共同的社會文化脈絡，也有共同一致的主體位

置，可藉著情慾交流鞏固女同性戀者的性／別認同，也才不

致使女同性戀的情色策略反被異性戀觀眾用以滿足其恐同窺

伺或戀同搜奇的癖好。但是，道倫和凱斯的觀點則受到另一

批女同學者如德．羅瑞提斯（de Lauretis）和琳達．哈特

（Lynda Hart）的質疑。她們認為吉爾．道倫的觀點，是假

設女同性戀觀眾有一個共同一致、沒有矛盾的女同性戀（或

女性）主體位置，而這樣的看法過於理想化而不切實際。她

們也認為，女同性戀者無法建立一個自外於主流社會的烏托

邦。對於同性戀／異性戀機制疆界的跨越必須是動態的平

衡，要維持這樣的平衡，必須視時機出入於異性戀機制內

外。當然，這樣的平衡也是極為困難的，必須善於掌握顛覆

異性戀教喻與主流同化收編之間的分際。
24

cn	Jill Dolan, The Feminist Spectator as Critic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91[1988]) 70; Sue-Ellen Case, “Toward a Butch-Femme Aesthetics,” 
Making a Spectacle: Feminist Essays on Contemporary Women’s 
Theater, Ed. Lynda Hart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89) 291.

co	de Lauretis, Technology of Gender: Essays on Theory, Film, and 
Fiction, 52-54; Lynda Hart and Peggy Phelan, Eds. Acting Out: Feminist 
Performance (U of Michigan P, 1993)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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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蕭提及凱瑟琳．赫本和史賓．屈塞這對螢幕佳偶，終

於打動了魏芙的心弦。原來是魏芙高中時曾想扮凱瑟琳．赫

本，來和自己所心儀的室友玩配對遊戲，卻為姑媽所阻止。

她的女同性戀情慾便因此被壓抑下來。而此時蕭提議角色扮

演，召喚了魏芙那久被異性戀教喻所壓抑的慾望。

琳達．哈特評論《結》劇時，認為蕭和魏芙藉著回憶兩

人交往長達十年的關係來重塑（conjure up），而非複製

（reproduce），兩人的過去。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共同塑

造了幻景（hallucination）和幻想空間（fantasy space），召喚

那久被異性戀機制所審禁（censor）壓制的女同性戀情慾。

這女同性戀情慾經過身心作用的真貫（ the  imposs ib le 

“Real”）不斷從諸多壓抑、矛盾中，去召喚、凝聚女同性

戀性別認同。 25 這種身心作用的真實，無法被納入想像

（imaginary）或象徵（symbolic）層面，而存在於肉體和心

靈，外在和內在的界面之上，經由誘發、召喚，從父權象徵

領域（symbolic realm）的邊緣迴返，不斷擾亂其象徵符號系

統的一致性，以抵拒性／別和性傾向合而為一的異性戀教

喻。

在「開襠褲」的劇碼中，盡情戲耍性別符碼，明喻暗

喻性別即扮裝（masquerade）者，當屬《美麗緩刑》（Belle 

Reprieve）為最。在此劇中，「開襠褲劇團」首次和男同性

戀劇團Boolips合作。此劇乃挪用田納西．維廉的《慾望街

車》。魏芙演的史蒂拉（Stella）是女同志婆；蕭所飾演的

cp	Lynda Hart and Peggy Phelan, Eds. Acting Out: Feminist Performance (U 
of Michigan P, 1993) 122.

性別表演結合，性別認同遂被視為一個不斷變異、協商、操

演的過程（identification），而不是一個固定的身份或位置。

而這段時期由於女同性戀運動已漸形鞏固，遂也展開內部

檢討反省。德．羅瑞提斯對「開襠褲劇團」表演的討論，

便集中在再現框架（representational frame）、女同性戀身體

以及男權凝視或恐同窺視之間的關係。德．羅瑞提斯呼籲女

性（或是女同）應出入遊走於父權價值壟斷的再現框架內

外，打破男權凝視和恐同窺視。琳達．哈特和佩姬．費蘭

（Peggy Phelan）則認為性別認同是一種社會及心理的歷史

過程，且從精神分析的觀點，把女同性戀性別認同放在慾

望場域（scenario of desire）來討論，並且強調其中的酷兒

性（queerness）。這種酷兒性，不是建構一個固定的認同位

置，而是強調其游離性（between-ness），在父權律法、異性

戀機制，和女同性戀者的主觀慾望、幻景以及身心作用的真

實（the real）之間不斷進出、遊走、變異。

「開襠褲劇團」的表演乃成為女性主義學者和理論家

的取材樣本，藉以從性別操演和精神分析的角度談論酷兒

性。琳達．哈特舉「開襠褲劇團」的《結婚週年華爾滋》

（Anniversary Waltz）為例，從精神分析的觀點說明如何

從情慾的角度，把女同性戀主體認同看成一種「形成」

（becoming）過程，而不是獲致一個固定的主體位置。第一

場景中，蕭飾新郎而魏芙飾新娘。現場佈置和一般異性戀者

的婚禮沒什麼不同，粉紅的飾帶、紙巾、點綴著新郎新娘人

偶的結婚蛋糕，以及粉紅色和藍紫的氣球佈置著婚禮會場。

魏芙穿晚禮服而蕭穿西裝。他們又藉著角色扮演來挑逗彼

此。蕭引述了一串好萊塢明星的名字，但是魏芙不為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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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arious and poignant）、「無政府狀態的鬧劇」（anarchically 

farcical），而女演員卻被評為「自我沈溺又單調」（indulgent 

and monotonous），「較缺乏想像力而較為政治性、教條化」

（less imaginatively and more didactically）。蕭和魏芙感到憤

憤不平的是即令在較前衛的文化圈仍存在著性別歧視。於是

她們決定把自己的不滿和憤怒揭露在下一部戲裡。26 除了上

述因素，在一九九○年到一九九二年之間，美國幾則有關女

性或女同性戀連續殺人狂的報導，更引發了她們製作《女同

性戀殺人狂》（Lesbians Who Kill）的動機。在這幾則報導

中，媒體有意無意的強化女性殺人狂不是娼妓就是女同性戀

的印象。其中有一則述及密西根州一對女同性戀連續殺人的

報導，更解釋成她們連續殺人是為了「鞏固她們對彼此的

愛」（30），凡此種種，均加強對女同性戀的污名化，把她

們和變態、暴力、瘋狂劃上等號。

《女同性戀殺人狂》由瑪歌琳編劇，魏芙和蕭演出。上

述時事題材呈現的方式是透過收音機播放新聞，作為穿針引

線的橋段。為了烘托傳聞中女同性戀殺人狂的驚悚氣氛，蓓

蒂．戴維斯主演的驚悚懸疑片《欺騙》（Deception）（在片

中，蓓蒂．戴維斯飾演的女性角色因不堪被玩弄而殺了個男

人）亦被挪用。儘管挪用了女同性戀殺人狂的時事和驚悚懸

疑片，她們演的其實是她們自己的故事──女同性戀者的愛

慾。這場混合了死亡和愛慾的狂想曲是在汽車內部的封閉空

間進行，而殺人狂的新聞報導、蓓蒂．戴維斯的形象，以及

偶而穿插的審訊畫面之諧仿（parody），則是用以勾勒女同

cq	Case, Split Britches 29-30.

史坦利（Stanley）是個女同志T，蕭的弟弟保羅飾演男同

性戀者米契（Mitch）；男演員比提（Bette）則飾演布朗契

（Blanche），是男同性戀中的drag，從頭到尾以女裝出現。

此劇把男女同性戀酒吧的約會文化以輕鬆喜劇的方式反映出

來，情慾追逐，陰陽倒錯，製造了不少趣味。流行歌曲，好

萊塢電影的俊男美女形象，均被借來拼湊顛倒一番。米契和

布朗契這對已分手的男同性戀伴侶舊情難了；女身女裝的史

蒂拉和男身女裝的布朗契同居一室、情同姊妹；史蒂拉又和

女身男裝的史坦利互相慕戀，慾火難禁。幾個煽情場景亦是

刻意打破女／陰柔／被動，男／陽剛／主動的遊戲。其中一

景是女身男裝的史坦利和男身男裝的米契以手肘互相角力。

僅著汗衫的蕭／史坦利胸乳豐隆、手臂肌肉隆起賁張，兼具

男性女性魅力於一身，而其陽剛英挺硬是把男兒身的米契給

比了下去。另一場景則是挪用電影《慾望街車》中馬龍白蘭

度和費雯麗的愛慾場面，演出女同性戀的女歡女愛。魏芙／

史蒂拉原本在排演希臘神話中女先知Cassandra的獨白，吟領

著她對木馬屠城的想像。繼而她褪去外衣，搔首弄姿，模仿

瑪麗蓮夢露的性感形象，挑逗說這場戲排不下去了，因為她

愛上了她所扮演的女先知角色，並和其雲雨交歡。這時在觀

眾席中的蕭／史坦利情不自禁，拍手叫好，趨前跪倒在她的

裙下。兩人相擁而舞。史蒂拉把史坦利的T恤撕裂、褪去，

丟在地上，並且棲身摟住史坦利，把她的頭和肩埋在她的胸

前。這場女歡女愛的場景纏綿癡狂，成為「開襠褲劇團」的

商標之一。

《美麗緩刑》的劇評令魏芙和蕭洩氣，倒不是因為負面

評價，而是男女有別，男演員被評為是「笑鬧中帶著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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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逃亡路線，要大家「小心門戶」，尤其是警告高速公路上

開車的白種男人不要在路邊隨便獵豔。隨之梅和瓊在汽車前

座大玩性愛遊戲，並且把拼字遊戲也融合在她們對器官、氣

味、舌頭和指甲的想像裡，攪拌愛慾和施虐受虐的快感。在

另一個片段中，收音機裡播報某教授的評論，謂在殺人狂中

女性只佔很少的5%，他唯一記得的女殺人狂是一對女同性

戀。梅和瓊則伴和著法藍克．辛那屈的浪漫情歌，搬演女歡

女愛，並且以做愛的語氣戲謔：「我不會傷害你，我只是要

殺你。」和性愛並馳的，則是梅在全劇裡，不時模仿殺人狂

的各種手法，向瓊身上不同的部位偷襲，T／婆的情慾追逐

遊戲和女同性戀殺人狂的驚悚懸疑，如兩條時張時弛的平行

線，反襯出那包圍著兩個女人幽閉幻想空間的異性戀機制之

恐同氣氛，而這恐同氣氛是如此大張旗鼓，虛張聲勢，看起

來既像調情、遊戲，也像謀殺。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那混合了性、死亡和夢的狂想曲，

又何嘗不可視為愛慾和死亡本能的共趨共馳。關於殺人狂的

新聞報導所營造的死亡與禁忌氛圍，往往帶引出她們的性愛

遊戲。這些性愛遊戲勾勒出女同性戀愛慾的千姿百態：有時

兩小無猜，有時既像姊妹又像戀人，有時玩世不恭，有時則

是狂烈激情的S／M（性虐待與受虐）。在這些性愛遊戲當中

又攪拌了死亡與夢境的獨白，彷彿是受了死亡的引誘，而又

要擺脫它的糾纏，她們一遍又一遍的變換性愛方式與位置。

佛洛依德曾指出，死亡、侵略、毀滅的趨力（death 

drive）和生命或愛的趨力是並存的。根據男女二元論的觀

點，則男性掌握支配死亡、侵略的本能，而女性受役於愛，

處於被動地位，形成男／主動／侵略，而女／被動／受虐。

性戀愛慾場域的疆界──恐同、異性戀對同性戀之壓迫，或

者，廣大無邊的死亡。

《女》開始於一個雷雨的夜晚。由魏芙飾演的梅

（May）和由蕭所飾演的瓊（June）倉皇逃入車內──理由

很荒謬可笑，因為她們認為所居住的房子會導電，而汽車有

四個輪胎，故有絕緣保護作用。接著是梅模仿蓓蒂戴維斯，

驚恐的拔槍，扣扳機，瓊應聲倒地，燈光暗去。收音機傳來

新聞報導佛羅里達的高速公路有個中年白種男人被殺。此人

已經是第八個受害者。探員正在追查兩個女人的下落，據聞

這兩個女人聯袂把男人的車子開走。

燈光亮起，梅和瓊已換上藍領階級的制服。梅說自己殺

了個男人。瓊則說那是她在作夢。繼之梅以手電筒擊向瓊的

頭，然後再模仿蓓蒂戴維斯的語氣，否認殺人。兩人隨即又

恢復原來的閨中密友狀態，聊天閒談，談的不是謀殺案，而

是夢境、死亡，以及夜間起來種花之事。

《女》劇諧仿驚悚懸疑片（film noir），由一個子題

（motif）引發出另一個子題。然則不同的是，懸疑片那層層

相扣的子題只為揭開謎底：誰是謀殺者？為什麼要謀殺？如

何謀殺？然而《女》劇的轉折卻無意於解答這些問題，倒反

而是利用不斷的岔題讓演員魏芙和蕭出出入入於不同的人物

角色（persona）：或者在女同性戀的情慾風景裡流浪兜風，

或者藉個人回憶敘述女人被強暴、性迫害的經驗，或者描繪

對死亡的狂想──而死亡，通常和愛慾是一體兩面。

《女》劇沿著兩條線發展：女同性戀殺人狂以及梅和瓊

的T／婆情慾，這兩條線往往以對比、矛盾的關係存在。例

如收音機的新聞播報員如臨大敵的揣測兩個女同性戀殺人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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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費蘭評為是她們所看過的女同性愛中最性感、激情、又

恆久的一幕。在這場景中，瓊褪去梅的衣衫，一面傾訴她的

夢境：

我們一起沿著鐵軌摘野覆盆子，在黑暗中。荒謬可笑。

她說她知道它們長在哪兒而我

喜歡做果醬。她說我們

白天不能去，這是被禁止的。違反

律法，當然我們夜裡去。覆盆子。

那小小叢可食的小紅榴石。

……

夜很黑，有奇怪的熱風

火車經過的時候我們蹲下，

眼睛和車輪一般高。

就像在野獸的嘴裡。

那些刺灼燒我的皮膚而她不准我喊出來，

在黑暗中我壓碎莓子比我摘到的還多，

不能喊出來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痛可真折磨人。

火車不斷經過。在早晨我的手被莓子

染成藍色。藍色帶血，我的

唇也冷得發藍。地平線是紫色

彷彿我們把所有的覆盆子輾碎在

夜空裡。所有覆盆子藏在

晨曦中。她為我洗手且

吸吮所有的淤青。儘管那對我恍如夢境

她說她從不作夢。我相信她。

男性為了擺脫內在的死亡趨力或原初的受虐慾，則將其施於

女性客體。對女性而言，其內在的死亡趨力卻只能「反轉」

「內轉」，以她自己為對象。在《女》劇中，梅和瓊這對T

／婆對偶則不斷互換施虐主體與受虐客體之位置，藉由性愛

和死亡遊戲來擺脫內在的死亡趨力和原初受虐慾。

論及死亡和愛慾的關係，我們亦可把梅和瓊的愛慾死亡

遊戲，視為超越父權法律之上的酷兒演練（queer acts）。梅

不斷說她殺了一個男人，這樣的敘述引發兩個女人的身體和

潛意識反覆在性愛、死亡和夢境之間滑動。事實上，梅是不

是真的殺了一個男人並不重要。《女》劇結尾時，瓊說：

「這個故事是關於妓女、佛羅里達、死亡的故事……我想滑

入（slip into）這個故事中，我想她也是。我們好像是得了遺

忘症的雙胞胎謀殺者，我們無罪因為我們忘記。」藉著遺

忘、逃脫，她們逸出了父權律法，而到達超乎陽具的慾爽之

境（jouissance beyond the phallus）。這種超乎陽具知識的慾

爽與陽具架構並非互補（complementa ry），而是增生

（supplementary）於陽具架構之外。《女》劇的T／婆情慾以

複合變異（polomorphous perversion）的面貌，不以陽具為

一，而是以撫觸、吸吮及流竄於身體多處部位（如陽具期之

前流竄於口腔、肛門）快感，藉著身心作用的真實（the real）

迴返，亦暗合魏緹（Wittig）所論之多重流動的情慾或是依

莉．格蕊（Luce Irigaray）所倡之「非一」。27

《女》劇中有一情境，被女同性戀學者琳達．哈特和佩

cr	Luce Irigaray,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Trans. Catherine Porter (Ithaca: 
Comell UP, 1982)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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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取代本體論的真實效應。
29

綜上所述，十多年來，「開襠褲劇團」以WOW為基

地，進行表演，不但拓展了紐約女同性戀者之社會文化空

間，也催化了論述之衍異。這三者的辯證關係可大致歸納如

下表：

ct	Ibid.

如詩般的獨白混合著女歡女愛那多處流竄的快感、S／

M的激狂，以及介於死亡和夢境之間的性別踰越／愉悅經

驗。哈特和費蘭認為《女》劇的踰越／愉悅可視為介於兩次

死亡之間的酷兒演練。那第一次死亡是社會性的：同性戀者

由於不能同化（conform）於異性戀機制而被定罪、棄置。

同性戀者在父權律法之下死亡，而後創造了另一種生命形

式，夢想著另一個超社會（asocial）的空間，他們重複演練

這樣的夢境，直到其變為真實為止。

佩姬．費蘭（Peggy Phelan）提到「酷兒的二度死亡」，

論證如下：

[ 酷 兒 行 動 在 酷 兒 表 演 和 劇 場 ] 演 繹 「 中 間 性 」

（betweeness），在其中酷兒進行協商，存活於兩次

死亡之間。酷兒之所以酷異乃因其存活於兩次死亡之

間：第一次是社會性的死亡，肇因於異性戀機制驅除

不合於父權律法的異類，判處「死刑」。男女同志經

歷社會性的死亡後創造了另一種生命，夢想著創造另

一度社會空間，並且大聲宣告自己的夢想，努力讓夢

想成真。28

酷兒演練乃是不斷在兩次死亡之間變異協商，在社會與

超社會之間保持游離（betweenness），並且以演練實踐

（performances and acts）所創造的真實效應（truth-effects）

cs	Lynda Hart and Peggy Phelan, and Phelan, “Queerer Than Thou: Being 
and Deb Margolin,” Theater Journal 47.2 (1996) 276-77.

WOW

T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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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也藉著文化研究學者的論述和社會介入（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乃至對觀眾（這個觀眾可能是同性戀，也可

能是異性戀者）的主體召喚（interpellation），而暴露了原有

異性戀教喻的矛盾，造成其鬆動的可能性。在這樣的過程

中，「開襠褲劇團」提供了創意和源源不絕的能量，不斷地

藉著劇場實驗、遊走、變異於再現機制的內外，和論述者及

觀眾一起造就性別的酷異化及多元化。

「開襠褲」的性／別踰越（愉悅）表演和女同性戀文化

研究學者的互動，已形成一種社會文化網絡（network），在

這樣的網絡中，性／別認同的觀念不斷被再寫，再詮釋，再

操演。作為一種性／別操演（performativity）的示範，她們

所造成的真實效應，遠超過性別符碼遊戲或T／婆身體美學

的實驗。費蘭認為「開襠褲劇團」是美國東部女同性戀運動

的重要關鍵。「開襠褲」的性／別操演之影響不但是身體

的、也是社會心理的、論述的。從邊緣論述的角度來看，對

既有性別二元論的挑戰不只是性別符碼的重新排列組合而

已，而性別的變換或創新也不像換衣服那麼簡單。性別操演

提供了變異創新的可能，但是其本身則是一種延續和累積，

且不可避免的受到既有社會文化規範的限制。對於既有社會

文化框架的挑戰，不只在可見的身體符碼表演，亦在不可見

的論述形成過程中。巴特勒便曾強調，操演不能僅被視為單

一、刻意的操演行為（act），而是規範（norm）重複引述的

實踐過程（reiterative and citational practice），藉由這樣的實

踐，論述（discourse）於焉形成並產生效應。性別操演既是

規範的反覆引述和演練，其過程也充滿弔詭，同時開啟了認

同和去認同（disidentification）的可能性；既可能藉著認同

來鞏固主流異性戀的教喻，也可能藉著去認同的過程暴露主

流教喻的矛盾和破綻，而加以顛覆擾亂。30
「開襠褲劇團」

在性別操演所產生的真實效應，並不在其某幾齣戲的表

演，就顛倒陰陽，顛覆了異性戀機制。事實上，我們可視

其效應為一個長期累積的形成（becoming）過程，這個過

dk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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