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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視 野從一個判決談性對女人的意義

今
早收到朋友臉書訊息要我注意一

則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判決的新聞。慶幸總

有朋友會寄給我來自各國各地不同關於

性／別與法律的資訊，也從友人的好意

理解自己在別人眼中是什麼樣的人。這

新聞標題是：性對於年逾半百的女人也

是重要的！

沒錯！我很關心這議題，是個人興

趣也是專業關懷。在我研究與教學（性

別研究所課程～性、愛情與法律：法院

案例分析）中，發現由於社會充斥著各

式各樣對於男女性與愛之刻板印象與雙

重標準，這些其實影響了男女人們請求

損害賠償時的金額大小甚至准否。最讓

我在意的是此則新聞中審理案件的葡萄

牙法官在判決理由書竟寫：「對於年逾

半百、育有二子的女性，性不再像年輕

時這麼重要了。…」接下來就降低了第

從一個判決談性對女人的意義

一審法院判給她的賠償金。這案子七月

底被歐洲人權法院判決翻轉，因此上了

新聞引發大家對於法官腦中性別刻板印

象的討論。本文想要簡介這個判決，接

著介紹兩位因華沙之旅、地緣之便認識

的兩位女人，一位生於法國十九世紀作

家、一位則是二十世紀南斯拉夫行為藝

術家（performance artist），兩位的人生

歷練都可以給葡萄牙法官上上課，讓法

官理解性對於各種年齡女人的各種可能

意義。

歐洲人權法院案例

葡萄牙為歐盟成員，須符合歐盟所

設立之最基本的人權標準，即歐洲人權

保障公約（Konvention zum Schutze der 

Menschenrechte und Grundfreiheiten vom 

4. November 1950），1959年歐洲人權

法院於法國 Strassburg設立，專門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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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歐盟國家人民或各會國提出有關可

能違反歐洲人權保障公約的案子，判決

的效力會拘束各會員國。此案乃由於葡

萄牙一位女士 Maria Morais在 1995年

代當她 50歲進行的一個婦科手術中，

因醫師過失損傷了她的一條神經，致使

她蹲坐困難、疼痛，也不能有性行為。

2000年她提告勝訴獲得 172,000歐元

（約 620萬臺幣）損害賠償與精神損失

金，後者是因為她因此患了憂鬱症覺

得自己不再是完全的女人。二審法官不

但將金額判低，還在理由書中寫了上述

那令人挑眉驚訝的句子，「對於年逾半

百、育有二子的女性，性不再像年輕時

這麼重要了」。顯示出法官本人對於女

人的性有年齡與生兒育女的偏見。還

好當事人上訴到歐洲人權法院，案件翻

轉，多數意見並引用葡萄牙本國 2008

與 2014年兩個醫療糾紛案件，說明法

官在考量男性病人所受的性功能損傷

時，並無考量年齡與育兒狀況，明顯呈

現葡萄牙法官對於性別與年齡歧視（註

1）。但是七位法官其中兩位持反對意

見，剛好都是男性。我們當然也可以細

緻地再質問無法有性難道就不再是完整

女人了，是否涉及社會建構，有待另為

文討論。本案涉及的是當事人的痛苦與

因此想要請求的慰撫金，我想先把重點

放在女人的性、與性對於每個當事人的

可能意義與不同樣貌。

我在華沙認識的女人之一，

喬治．桑

暑假到波蘭華沙參加國際性別研

討會，會後在華沙一星期自由晃晃，享

受平日工作無法擁有的自由時光，沒有

時刻表，與剛好來華沙參加工作坊的墨

西哥籍好友相約逛博物館、騎車、喝咖

啡、聊國際政治與極端氣候。我們去了

三個博物館，湊巧認識了幾個女人想跟

大家分享，一位是法國作家與南斯拉夫

行為藝術家。

到了波蘭的英雄人物蕭邦作曲家博

物館參觀，注意到了他與 George Sand

（喬治．桑）的書信往來，這位讓蕭邦

難過的女人，喬治桑這個男人名其實是

她筆名。這位一生（1804～ 1876年）

寫了 60本小說與 40,000封書信的女人

讓我眼睛一亮，在當時沙文主義歐洲文

人世界裡她偶爾要著男裝才進得去一

些場合，有時是好玩，有時想看看別人

反應，感覺她是個調皮的女性。有數不

清的頭銜，法國歷史上第一位提倡婦女

個性解放、特別是性觀念解放的女性、

最早反映工人和農民生活的歐洲作家之

一，是居家女人也是細心的母親、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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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寫作謀生的女人之一，也是最早擔任

記者職務的女性之一。

其實蕭邦只是喬治．桑眾多情人之

一，她除了有豐富的寫作成品外，有著

精彩的社交生活，多數交往的是比她年

輕的文學家，並與當時文壇許多男人友

好，原來這一切始於不幸福的婚姻。有

人說：男人成功要靠幸福的婚姻，而女

人成功要靠「不幸的婚姻」？真是如此

嗎？我開始讀她的傳記（註 2）。在她帶

著孩子離開不幸的婚姻後，情史不斷，

創作力豐沛，而其中最令她神傷的戀情

其實是與一位法國女演員 Marie Dorval

的故事。

我在華沙認識的女人之二，

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

（Marina Abramovic）
另一位卓越的女性跟那位葡萄牙當

事人年齡相仿，1946年生於南斯拉夫首

都貝爾格勒，是位創造力豐沛的行為藝

術家。在華沙當代藝術館（The Zach ta 

National Gallery of Art）展出的「超越樂

趣原則影響機制」（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Affective Operations）中，探討

人們身體對於外界刺激的直覺反應，在

這展覽中多半指的是很有張力的情緒反

應，包括焦慮、緊張、不安、不確定、

恐懼等等，恰巧有她的作品。展出作品

對於人們的刺激會首先是身體皮膚直覺

反應的，勝過理性思考過的反應。我看

了說明，有點感覺到威脅、而且真的是

感受的問題、都還沒開始看呢，隱約覺

得會被嚇到，就戰戰兢兢地進去了。

一位俄羅斯行為藝術家為了抗議

政府專斷對於言論自由的審查與限制，

用針線把自己的嘴巴縫了起來，啊！我

與友人真的被嚇到。另有一個錄影作品

是他趁清晨把自己裸身在生殖器包皮處

用鐵環勾成鐵鏈，把自己跟地上的鐵杆

串了起來。接著，我看到了瑪麗娜的作

品。巨幅的螢幕投射著一群與真人等比

例女人的狂舞，各式各樣的身體，仔細

地觀看在荒野泥土地上、天空下著雨，

展示各種表情的女人們，朝著天空接受

雨水滋潤、吟唱著，都裸著下身時或與

泥土、或與雨水摩擦。另有一個電視循

環播放瑪麗娜說明當地八則風俗習慣及

其代表意義，均與性與生殖有關。

瑪麗娜擅長以其身體、藝術家的在

場來刺激觀眾思考，她喜歡邀請觀眾一

起進入她的創作場域，可以說她總是留

下觀賞者反應的空間，任人進出，願賭

服輸她也放下一切承受所有。印象深刻

的是她年輕時一個作品，是她靜靜站著

六小時，邀請觀眾用她準備的器具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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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刀、手槍、玫瑰等 72項物品，對她

作任何的事（註 3）。 這種近乎無限制

的演出形式，對於藝術家與觀眾都是挑

戰，因為彼此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超過四十年的創作生涯被稱為行為藝術

祖母的她，當然也有轟轟烈烈的情史，

留下許多紀錄的就是早期與她一起創作

的愛人 Ulay，當結束戀情時兩人還一

東一西從萬里長城兩頭走向彼此，分手

後 30年再見時已是在 2010年美國紐約

現代藝術博物館她的創作展演，她在桌

子一頭坐著、另一邊邀請觀眾坐下，著

紅衣的她時而與觀眾對望，突然一位男

子坐下，對望凝視，她淚流滿面。

世界真的很大。女人們用自己的方

式面對生活、面對人生，有時很痛、有

時辛苦、有時愉悅、有時很複雜。性，

除了生殖性的性交，尚有各種不同面貌，

可以是甜蜜的戀情、也可以是創作生活

的靈感、也可能是她自身對於自我整全

性的重要元素。以上三位展現的只是其

中的一些模樣，我相信大家願意觀察的

話，在日常會發現更多的多樣典範。葡

萄牙法官對於女人理解的專斷，認為女

人的性必然與育兒有關，忽視了性的本

身對於許多女人的自我實現其實有不同

的意義，未能理解該案當事人的痛苦，

讓當事人花費二十年追求正義，法官的

性／別平等教育真的不能等啊。

臺灣的性別平等教育最近遭逢許多

挑戰，挑戰可以是改變契機，不一定不

好，但是遺憾地在臺灣社會與法律體系

中，還未完全地開始思考、檢視我們腦

中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我特別希望臺

灣的法律專業人士，包括法官、律師、

檢察官、教授等，切記不要犯這個錯

誤，不可以用自己有限的人生經驗來衡

量別人人生的意義。這樣對於男性與女

性情慾的一般刻板印象，也許沒有顯現

在法律規範上，通常是透過法官涵攝法

律、適用法律時，可以從理由書中看到

法官形成心證的過程，因此需要仔細閱

讀字裡行間的意義、指出並加以扭轉顛

覆，大家一起來吧。♥

註 1：詳細判決內容請參考
CASE OF CARVALHO PINTO DE SOUSA MORAIS v. PORTUGAL, <http://hudoc.echr.
coe.int/eng#{"languageisocode":["ENG"],"documentcollectionid2":["JUDGMENTS"],"item
id":["001-175659"]}>

註 2：George Sand A Woman's Life Writ Large, By BELINDA JACK (2001).
註 3："The Artist is Present" (HBO Documentary Films), 2010. <http://marinafil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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