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 ��期
�00�年 �月，頁 �1-�1　▲研究論文

男性視覺障礙者 

勞動邊緣化的陽剛困境
 

邱大昕（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社會對身心障礙者的身體所賦予的意義和女性身體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兩者

經常被視為「軟弱」、「被動」與「依賴」，兩者也經常被排除在公領域和經濟生

產之外。這種相似性並非巧合，而是男性障礙者的障礙歷程中「去陽剛化」刻意

建構出來的結果。對男性先天障礙者而言，「去陽剛化」是個漫長而緩慢的社會

化過程。經由教育系統和勞動市場的排除與邊緣化，先天障礙者逐步符合社會所

期待的障礙者形象。對後天成年障礙者而言，這個「去陽剛化」的轉變則是突然

而且劇烈的。不論先天或後天，視覺障礙者都是因為「去陽剛化」而無法達成傳

統男性的社會角色與功能，終於成為殘障者。當社會對性別角色的想法越僵化時，

身處其中的障礙者所受到的限制就越多，他們在公領域和經濟生產上也越容易受

到排除，最終也就越容易失去他們的公民權。本研究主要針對障礙與性別交會

（�ntersect�on of d�sab�l�ty and gender）所構織出來的社會壓迫做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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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社會對身心障礙者的身體所賦予的意義和女性身體有許多相似的

地方，兩者經常被視為「軟弱」、「被動」與「依賴」，兩者也經常被

排除在公領域和經濟生產之外。這種相似性並非巧合，而是男性障礙

者的障礙歷程中「去陽剛化」刻意建構出來的結果。對男性先天障礙

者而言，「去陽剛化」是個漫長而緩慢的社會化過程。經由教育系統

和勞動市場的排除與邊緣化，先天障礙者逐步符合社會所期待的障礙

者形象。對後天成年障礙者而言，這個「去陽剛化」的轉變則是突然

而且劇烈的。當男性障礙者難以達到傳統男性的社會角色時，身心障

礙便形同是「去陽剛特質」的墮落象徵，因而造成男性後天成年障礙

者在陽剛認同上的重大困境。本研究以視覺障礙為例，探討視障者就

學與就業過程中的「去陽剛化」過程，以及他們對此陽剛困境的因應

策略。

二、文獻回顧

過去數十年來，殘障（hand�cap）或障礙（d�sab�l�ty）已經逐

漸脫離生物醫療模式的解釋，而不再被視為身體或心理功能損傷

（�mpa�rment）的必然結果。1��0年代英國的M�chael Ol�ver與其他

社會模型（Soc�al Model）倡導者將損傷與障礙加以區隔，他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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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於 �00�年在台灣大學舉辦之「第五屆性別與醫療工作坊」發表。感謝陳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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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個體的身心損傷固然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與狀態，但是障礙歷程

（d�sablement process）的本身卻是社會結構所外加於身心障礙者（the 

d�sabled）。因此，社會應該致力於移除外在環境與制度的障礙（環

境、交通障礙，與工作、就業歧視等），而非要求身心障礙者改變自

己去符合社會對所謂「正常人」的想像。從這個觀點來看，殘障問題

乃源自於社會壓迫，而非身心障礙者本身的缺損。因此，身心障礙的

行動與研究者經常會援引女性主義的分析與理論，揭露「障礙」的

「非生物決定」與「社會建構」的面向，並凸顯身心障礙做為一種社

會壓迫的形式（Br�ttan and Maynard, 1���）。�

主流社會對「理想的身體」有某種想像，並依此想像建立起形

體化的位階排序（h�erarch�es of embod�ment），做為社會資源分配的

依據（Thomson, 1���）。正常的身體是「強壯」、「獨立」、「充滿活

力」，而障礙身體（d�sabled body）則是「軟弱」、「被動」與「依

賴」；正常的身體是通往浪漫愛情和事業成功的鑰匙，而異常身體則

是通往失敗與無助的個人悲劇。主流社會對「異常身體」是恐懼的，

因為「殘障」不斷提醒人們：身體是脆弱的，健康是短暫的，而醫療

則是無效的（Murphy, 1���）。非障礙者（non-d�sabled）害怕這些不

幸終有一天會降臨在他們身上，不論是歸因於遺傳、疾病、意外傷

害、老化，或是「造孽」。非障礙者所不願面對的事實，其最簡單的

解決辦法，就是將這群人「他者化」（other�ng）。

1 女性主義者對身心障礙研究最早的興趣在於「女性障礙者的經驗」（female 
d�sabled），因為她們認為過去女性主義談的是女性非障礙者（female non-
d�sabled）的經驗，而身心障礙研究談的則是男性障礙者（male d�sabled）的經
驗；兩者都遺漏女性障礙者的獨特經驗，這很像過去西方女性主義被批評忽視

了非白人女性（non-wh�te female）的經驗（Lloy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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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他者」（other）是古怪、迥異、疏離、不正常的人類，他

們的出現對「正常」社會運作的假設和法則是一項嚴重的挑戰與威

脅。非障礙者經常不知道如何和這群「他者」相處，雙方的相逢相

處往往既緊張又尷尬，不知道該說什麼或做什麼（Dav�s, 1��1）。特

殊學校、養護機構和庇護工廠等隔離制度，正好可以降低「障礙者」

與「非障礙者」間的緊張和尷尬，偶然見諸報章媒體的「殘障英雄故

事」，是社會大眾所樂於見到的。這些「不屈不撓、努力奮鬥成功」

的模範事蹟，除了可以鼓舞非障礙者繼續努力追求「理想身體」外，

也可以暫時紓解主流社會對這群「他者」刻意排除與壓迫的心理罪惡

感。「障礙」就是這樣在非障礙者的凝視（non-d�sabled gaze）下所產

生出來的（Hughes, 1���）。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資料蒐集方式以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為主，資料蒐集時間

前後至少有三年以上。在 �00�年春筆者因拍攝視障紀錄片之故，全

程參與南部某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的視障職業訓練課程。為期半年

的參與觀察過程，筆者與該職訓班之工作人員、教師、學員建立彼此

長期的信賴關係。紀錄片拍攝完成後，筆者仍繼續與其成員及其家屬

保持密切往來聯繫，經常有機會到視障者生活及工作場域熟悉其生活

脈絡，並針對若干議題訪問視障者家屬及雇主。本研究雖間或引用其

配偶或雇主看法， �但內容分析資料以九名男性先天或成年中途視覺

障礙者為主，年紀均在 ��到 ��歲之間，教育程度介於專科與大學之

� 例如，頁 �與頁 1�的正文所提到的M�W，是受訪者M�的妻子，而頁 �的註
�所提到的按摩中心老闆，則是受訪者M�的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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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參表一）。訪談主要內容包括視障者之家庭背景、求學經歷、家

庭生活、工作經驗等；訪談重點在於視障發生前後家庭生活、工作、

婚姻等方面的變化。訪談資料之錄音帶均轉成逐字稿後，再進行選

擇、比較綜合分析，並與實際參與觀察所得資料相互參照，以構織出

身心障礙與性別交會（�ntersect�on of d�sab�l�ty and gender）的社會壓

迫。

表一　受訪者基本背景資料

受訪者編號 教育程度 視障原因 受訪時年齡 婚姻狀態

M1 大學 白化症弱視 �� 已婚

M� 專科 車禍 �� 未婚

M� 大學 糖尿病 �� 已婚

M� 專科 不詳 �� 已婚

M� 大學 先天弱視 �� 已婚

M� 研究所 車禍 �� 未婚

M� 專科 視神經萎縮 �� 已婚

M� 研究所 視網膜剝離 �0 已婚

M� 專科 不詳 �� 未婚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去陽剛化的障礙歷程

社會對身心障礙的歧視與偏見的產生與再製，霸權陽剛也扮演了

某種角色（Shakespeare, 1���）。身心障礙者「被動」、「可憐」、「羸

弱」的刻板印象，和陽剛特質都是相對立的。而在霸權陽剛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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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任何無法表現出主流文化所推崇的陽剛特質的男性就會被邊緣

化，甚至成為被排擠的對象。社會賦予障礙身體的意義和女性身體

是很類似的，兩者都被當作是異常或次等的，而兩者也經常被排除

在公領域和經濟生產之外（Thomson, 1���）。Connell（1���: ��）指

出「陽剛特質是透過身體的表演而組成，當身體表演因為肢體障礙這

類因素而無法順利進行時，性別關係其實是非常脆弱的」。因此，身

心障礙者經常被當作是「中性」或「無性」的，比方說公共廁所分

為「男性」、「女性」和「殘障」三種，就是常被引用的例子。此外，

男性障礙者也常被描述為「溫和」、「客氣」、「不具威脅性」， �女異

性戀者雖然願意和男性障礙者接近，但卻不會發展出進一步的關係 

（Shakespeare et al., 1���）。這和女異性戀者對待男同性戀者的方式頗

為相似。然而障礙者的「中性化」或「無性化」並不是他們身體功能

減損的必然結果，而是社會所建構出來的。

對男性先天障礙者而言，這是個漫長而緩慢的社會化過程。先

天視障者或青春期前失明的人，很多從小都是在啟明學校度過，他們

的學習資源和教育環境和非障礙者是很不一樣的。視障學生所能接觸

到的教育資源（如書本及器材）遠較一般人不足；男性視障學生從小

就被認為不適合某些科目（如理工實驗科目）的學習，教學上缺乏動

機去提供適當的協助。從教育政策、教育人員到相關工作人員，他

們對視障學生的低度期待限制了視障學生的發展（Barnes and Mercer, 

�00�）。教育體系以自我預言實現（self-fulf�ll�ng）的方式，讓這些

男性障礙者在求學的過程中，不適合學習父權社會所重視的技能和知

識。等到視障學生從高中畢業，高等教育體系便理所當然拒絕他們進

� 關於這點，身體或心理障礙者的經驗是不相同的。比方說男性心智障礙者就常

被視為具有「威脅的、強烈性慾的加害者」（甯應斌，�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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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某些科系就讀，限制了他們的入學機會、科系選擇，和未來職業的

發展。少數能夠升學的先天視障者只能選擇文科或藝術科目就讀，而

這些科系通常都被認為是較多女性就讀的。

教育的資源還有社會接受的程度，就是有人幫你安排好什麼可以

學什麼不能學，無形當中就是一種限制⋯⋯像我們數理能力就比

一般人要弱很多，因為從小的環境沒有那個教育資源，沒有辦法

協助；那一般社會就說放棄就好，不要花那麼多精神來栽培你就

好，那無形當中從小就已經受限了。（M�）

讀專科以後，有很多科目我不能讀的嘛！我是讀食品加工科的，

有很多實驗，其實我都不能做的啦，滴定我們都沒辦法。但是學

校會包容，打我及格，那時都沒踏實感，因為我讀的不是文科

嘛；如果我讀文科的話我會有踏實感，我讀這科，有很多事是實

驗型的，幾乎實驗性的科目我都不行。可是我還是畢業了，老師

讓我畢業，並不是因為我成績好讓我畢業。（M1）

那時候視障者能夠讀的大學很少，最主要就是淡江跟彰師大，在

我們那年就這兩所，還有文化的音樂系，那不學音樂就沒有辦法

了，總共就只有這三所；那也只有固定科系，就是淡江的歷史

系，彰師大的輔導系還有文化的音樂系可以選擇而已。所以那時

候考試也不是聯考，是有一個特殊的考試，專門給我們視障者來

考的；那名額也很有限，好像是淡江有三個機會，彰師大有兩

個，總共五個，也沒有什麼選擇，就看你考到第幾名就有學校可

以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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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先天視障者，成年中途視障男性具有較高的學歷與較多

樣的工作經歷，也有較高的結婚機會和較多的家庭支持；然而這些表

面看似有利的條件，也會為成年中途視障者帶來特殊的問題。他們在

失去視力以前的社會化過程中，接受了許多主流社會對男性角色的觀

念，內化了「男人到底是什麼」的主流想法。視力的變化使他們難以

達成過去在家庭、工作、休閒等各方面，傳統男性所扮演的社會角

色。因此，身心障礙形同是「去陽剛特質」的墮落象徵，造成男性在

陽剛認同上的困境。

我眼睛開刀嘛，每天都看不到。每天就是在床上趴著⋯⋯就覺得

自己的價值⋯⋯覺得自己不像個男子漢⋯⋯那時候的感覺就是這

樣，因為那時候長期⋯⋯從長大讀書以來，一直到畢業、工作，

一直到那時候都沒有停過嘛。⋯⋯那段時間就覺得自己是⋯⋯嘖

（搖頭）⋯⋯是沒有甚麼價值的。沒有貢獻，只是社會的負擔而

已。那時候的感覺很深刻，那時候⋯⋯很痛苦。除了行動不方

便，心裡也在折磨，也自我否定，自我否定得很嚴重。（M�）

傳統陽剛論述中，成年男性應該「出外工作」和「賺錢養家」，

視覺障礙降低了男性履行「出外」和「賺錢」這兩項男性陽剛認同的

能力。經濟上的優勢被視為「陽剛特質」的重要特徵，男性因視障而

失去這項優勢時，無疑是對「真正男人」的認同上的重大危機。對男

性視障者而言，養家活口的角色不只是為了經濟上的安全感，更多是

關於男人的社會地位和尊嚴。然而，在台灣絕大多數的視障者都是處

於失業狀態，許多視障家庭幾乎都是在「吃老本」或仰賴「殘障津

貼」過活（陳志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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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M�的太太注意到自己和丈夫的性別關係反轉的現象，她

談到自己用摩托車載先生到醫院的心情說，「別人都是先生載太太，

男生載女生，只有我們家是我要載先生出門，覺得很難為情。⋯⋯以

前都是他帶路，說去哪裡就去哪裡。」（M�W）這種情況一直到她先

生找到一個在社福機構的工作時，才有些改變。

慢慢地⋯⋯（有工作以後）就把他的位置提升上來，（他）回來

就講話比較大聲。不然之前（手勢表示說話變得很小聲），都沒

意見的，然後現在就又⋯⋯那種爸爸呀，一家之主的味道又出來

了⋯⋯不會什麼事情都我們在做決定。（M�W）

不論先天或中途視障，對男性視障者而言，成為障礙者的「障礙歷

程」其實就是「去陽剛化」的過程。差別在於先天視障者「去陽剛

化」的方式是直接透過剝奪教育體系資源的方式，限制其職業生涯

的發展；而後天視障者則是藉由資本主義勞動市場對全能身體（able 

body）的想像，或者是對障礙身體（d�sabled body）的排除與邊緣化

的方式來達成。傳統社會將女性「殘障化」（如清代的纏足）以限制

她們的行動；現代社會則將身體損傷者「女性化」，然後以「不夠陽

剛」的理由以拒絕他們的社會參與。

（二）勞動邊緣化的陽剛困境

先天視障者多畢業於啟明學校，在校都接受過按摩的技職教育，

所以畢業後從事工作多以按摩為主。早期在這領域工作收入還算不

錯，後來因為明眼人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使得視障按摩的經營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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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 台灣目前有高達二十一萬三千多家、從業人員高達廿萬人以

上的腳底按摩、指油壓、藥浴按摩、經絡理療、舒壓體療及美容護膚

等相關行業和視障按摩競爭。這些業者為了規避「身心障礙者保護

法」和主管機關社會局的裁罰，通常申領的營業項目內容都是「理

髮」、「美容」、「化妝」這三項。這也是按摩業經常和色情行業劃上

等號的主要原因，因而按摩不只是「女性化」的職場，同時也是「色

情化」的工作。萬明美（1��1）針對台灣省、台北市和高雄市按摩業

職業工會會員，以分層抽樣的方式抽取三百名視障按摩師調查發現，

視障按摩的顧客以商場老闆最多，賭客、特種營業者、無業遊民和黑

道人士也佔了相當的比例。由於顧客的背景複雜，按摩師替顧客服務

時經常遭受性騷擾，連男按摩師也不例外，侵犯按摩師的顧客男女皆

有。

他（顧客）帶的眼光，是一種同情憐憫的眼光來做這些按摩的，

而不是說怎麼講，而不是說我們是幫他，那個我們是專業的按摩

師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時候，這就是我們的困擾，我們的壓力就是

在這裡。就好像不是很信任我的感覺。⋯⋯我們一定要，一定要

本身的專業知識夠，然後有辦法治療，有辦法做到某一定的程

度，我們的水準，自然而然別人就會慢慢地改變對我們的態度。

（M�）

� 根據南部一位按摩中心老闆表示，在民國 �0年經濟蓬勃的年代，生意較好的
按摩中心女性按摩師一天平均可以做 10個客人，可是現在一天大概只有 �到
�名。男性按摩師的顧客數目一般只有女性的六成，因為許多顧客都喜歡找女
按摩師；當時一天平均可以做 �到 �名，現在一天只剩不到 �、�名，有時甚
至一整天一個顧客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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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要是視障按摩繼續被政府法規限制在「休閒按摩」，不

論視障者如何提升自己的技術水準，都難以改變自身的地位和社會的

觀感。舉例來說，視障按摩和中醫傷科中的推拿本質上是一樣的，可

是通過技能檢定的視障按摩不能從事醫療行為，不具有任何醫療證照

的推拿技術員反而可以請領健保給付。如吳嘉苓（�000）在台灣助產

士的興衰研究中所言，「誰」在做這些技術決定了技術的價值，而不

是技術內容本身。當接生工作由男性婦產科醫師執行時，其酬勞高；

由女性助產士操作時，其市場價值就被貶低。當按摩技術由明眼人中

醫推拿師執行時，被視為醫療專業，由視障者操作時就被貶為不具醫

療功效的「休閒」活動。此外，現行法規也禁止視障按摩師於執業過

程中使用電療、水療、熱敷等儀器。然而，在父權價值觀主導的醫療

體系中，柔軟巧手的價值往往被視為低於陽剛器械的使用（吳嘉苓，

�000）。中西醫大量使用制式的儀器進行醫療大賺健保費的同時，視

障者卻屢屢要上街頭和理容業者抗爭保障自身的工作權。同樣的困擾

也會發生在成年中途視障者身上。按摩工作的「待遇較低」、「勞力

工作」、「色情化」這三個勞動特性對中途視障者的陽剛認同形成莫

大的挑戰。

我以前在工作，我在當工程師，我出去我可以很驕傲地跟人家說

我在某某公司當工程師，感覺上很有社會地位；可是現在我一樣

在賺錢，可是我出去我是跟人家說我是按摩師，是某某地方的按

摩師的時候，別人會怎麼看你。（M�）

除了極少數先天或中途視障者能夠通過公職人員考試進入公家機關

外，其他視障者多從事與視障有關的職業，像是在社會福利機構或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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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團體中工作（柏廣法，1���；萬明美，�000）。許多成年中途視障

者在失明或視力減弱以前，在職場上可能已有一定的成就與地位，且

具備多樣的工作經歷。相較於先天視障者，他們原本擁有較多文化與

社會資本，在社會上也佔據較高的霸權陽剛位置。然而勞動市場對視

障者的限制，迫使他們必須轉換到較不競爭、地位收入較低、女性占

多數的職業。他們的處境和男性在女性化職場（如護理或社工）中的

處境有時是相似的，男性護理人員在職場常會感受到強大的性別角色

壓力（盧美秀，1���），而男性社會工作者也常會感受到從事的工作

和「與男性特質衝突」的困擾（葉明昇，1���）。

（三）面對陽剛困境的策略

Gersch�ck和M�ller（1���）從對肢體障礙者的研究中發現，

身心障礙者面對陽剛認同困境的因應方式主要可分三類：修訂

（reformulat�on）、依賴（rel�ance）和拒絕（reject�on）。採用修訂策

略時，障礙者會依照自己的實際情況，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陽剛特

質。這一類型的障礙者並不會公開地質疑霸權陽剛特質的標準，而只

是依照自己的情況修訂這些標準。第二類因應方式「依賴」則堅持傳

統陽剛特質的定義，並加倍努力來達成這些目標。許多男性會以工作

或運動上更大的挑戰，來肯定自己的陽剛特質。採用「拒絕」策略

者，則完全否定霸權陽剛特質的正當性或重要性。他們會另闢不同的

新認同，尋找或建立支持性的次文化團體。Gersch�ck和M�ller的研

究發現，任何一個障礙者都可能同時採用一種以上的因應策略，並做

出複雜的組合。

受訪的男性視障者絕大多數會採用修訂（兼拒絕）策略來因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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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陽剛困境。比方說一位因為車禍失去視力而離開原來工作的視障

者，把自己當作提前從原來的工作退休，進入人生的另一階段，因而

擺脫社會對年輕男性的陽剛要求。

我也感受到說在這一段時間在外面公司工作，我每天只是很忙很

忙地在工作，對啊，就是生活沒有什麼意義啊。一直是上班下班

甚至工作到三更半夜，我也有曾經加班到凌晨四點多的，為什

麼？因為一個東西搞不定。⋯⋯所以我覺得人的一生有分成好幾

段，有分兩段三段，有人到退休才開始人生的第二段。但是在他

茫茫然的時候，他的第二段已經過完了⋯⋯一退休下來整個生活

重心都沒有了，開始什麼病都來了，他不知道怎麼安排他第二段

人生。（M�）

這種對工作意義的重新反省與改變，出現在許多成年中途視障男

性的敘述當中，雖然他們有些時候還是會對過去的工作和生活產生懷

念。一位從企業界主管轉到視障福利機構服務的視障者表示：

那段期間其實對我幫助很多，那也讓我去體會很多人生⋯⋯（在

社福機構）看到很多人真的是用無私的愛心去關懷人家、去照顧

人家，才讓我變了。因為我們從一畢業開始就是在競爭嘛，我要

競爭這個名、這個薪水、競爭升遷。就是看到這些東西，沒有辦

法看到ㄟ，其實這世界還是有很多很可憐的人ㄟ，我那時候都不

相信ㄟ，不相信這世界上有那麼可憐的人，新聞上報的我都覺得

是假的。⋯⋯所以在那邊，我找到我的自信和我的價值，這是最

重要的，還有找到我要走的路，我希望走公益團體，有能力去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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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一些人啦！（M�）

取得證照（按摩證照丙級、乙級），取得更高的學位（比方說出

國唸中醫師，或在國內唸諮商輔導或特教研究所）也是男性視障者獲

致成就感的重要來源。取得證照與較高的學位，即使不能因此離開按

摩業，在視障按摩業也可以取得較高的地位。多數按摩師交往的對象

以視障者為主，除了顧客和親人以外，很少有非視障的朋友（萬明

美，1��1）。但是主流文化仍滲透到視障按摩業中，受過高等教育的

男性可以很輕易地挪用（或延續）他在主流社會中的社會、文化與經

濟資本，在按摩業或社福機構裡取得較優越的權力位置。

我覺得就是我比較幸運的地方，就是我在企業待過。我一直覺得

企業是一個很有效率、最好的一個組織體。因為它要賺錢嘛！所

以它會很有效率。⋯⋯我看過很多組織⋯⋯一看我就知道它們的

問題在哪裡。⋯⋯它們最弱就是沒有人去幫它們做計畫，蠻幹一

直做，結果在哪裡不知道。（M�）

透過成為其他視障者的「老師」或「管理者」，男性視障者可以

採用「依賴」策略來肯定自己的陽剛特質。

（四）去陽剛化的家庭關係

「去陽剛化」對許多男性固然是個「悲劇」，然而對他們的家人

可能並不盡然如此。「一家之主」成為障礙者時會造成家人的重大負

擔，比方他收入的減少，以及他可能因「殘障」身分更加理所當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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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負擔家務。然而陽剛特質的修訂或拒絕，有時也會對家庭關係產

生正面作用。許多男性視障者失去視力以前都將重心放在工作上，以

前回到家就什麼都不管，少與家人有所互動和溝通。視障使得他改變

過去的想法和對待家人的方式，一位因糖尿病而失明的男性比較了視

障前後夫妻關係的轉變：

家是老婆的責任，教小孩子、煮飯、整理家都是老婆的責任。以

前都是這樣子呀，我就是負責賺錢。因為競爭的狀況下，新的東

西一直出來，根本沒有時間呀。所以就是變成壓力很大，可是有

時候老婆就氣我一直都不在家。可是我必須到外面發洩壓力的時

候，不能把壓力放在家裡，可是她就覺得我沒有陪她呀。就覺得

她老公是賺錢的而已，不是老公。這方面就很多問題，她也不能

諒解。⋯⋯現在比較會跟家裡聊聊天，把這些事和家裡分享，就

比較沒有事。（M�）

視力損傷使得這些男性變成必須依賴家人的協助，花更多時間在

家裡，也會較有機會參與某些家庭事務，如陪小孩玩或接送小孩。在

家庭生活中採取修訂策略的視障者，比較會強調「感性」對陽剛特質

實踐的重要性，感情會變得更體貼他人，對周圍的人更敏感，進而改

變了私人的親密關係。一位視障者的太太談到先生失明後的轉變：

那可能是他生病過後，他挫折過後，他覺得說家庭真的是蠻重要

的，不可以像以前一樣不在乎。然後，他就很珍惜我們，他所做

和他所說都改變很多。⋯⋯以前我也感受不到他愛我呀，他也不

需要我啊，他也覺得他條件很好啊，我不要他，他自己有一大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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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搶著要他。⋯⋯不能像以前那樣，你不幫我，你不跟我去，

我就找別人去。你不能配合我就算了，那我就自己走嘛。就完全

不一樣，我們就可以感受得到說，我們有被需要的感覺。不是說

家裡一個，好像只是負責拖地、帶孩子，價值感就是比以前還要

多。也可以感受到先生的愛，以前是感受不到。因為他很累，回

來就要睡，他就叫孩子不要吵，叫我們全部都消失。⋯⋯以前他

還不是那麼注意我們，或關心我跟孩子。⋯⋯可是他現在就不會

這樣，他就覺得說，我脾氣變得沒有以前那麼好、那麼順，可是

他就可以容忍。我們就越這樣越不捨，我就覺得反而這樣好，我

們這樣走過來，反而比以前還好。現在還會為我⋯⋯以前那一陣

子還為我做那個食譜。喔，那個真的不容易ㄟ。（M�W）

親密關係中性別權力關係的反轉，往往是伴隨著家中權力關係的

變化而來的。男性視障者的配偶過去在家中擔負家務勞動和育兒的責

任，如今則必須分擔家計。因此，她們開始有機會不須繼續待在家裡

當全職的家庭主婦，而能夠走出家庭到外面尋找自己的空間和時間，

發展自己的興趣和參加社區活動。她們在家庭事務的決策也會取得更

多的影響力，雖然反轉這種性別權力關係的代價，就是照顧生病或殘

障的先生。

五、結論

身體因為器官的損傷而無法以全能身體（able body）的方式或姿

態來從事某種活動，這個身體被稱為障礙身體（d�sabled body）。障

礙身體因為社會的種種限制或阻礙，以致無法發揮社會賦予年齡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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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角色時，障礙身體才成為殘障（hand�capped）。

先天視障者「去陽剛化」的方式是直接透過剝奪教育體系資源的

方式，限制其職業生涯的發展；而後天視障者則是藉由資本主義勞動

市場對全能身體的想像，或者是對障礙身體的排除與邊緣化的方式來

達成。不論先天或後天，視覺障礙者都是因為「去陽剛化」而無法達

成傳統男性的社會角色與功能，終於成為殘障者。當社會對性別角色

的想法越僵化時，身處其中的障礙者所受到的限制就越多，他們在公

領域和經濟生產上也越容易受到排除，最終也越容易失去他們的公民

權。

許多因素都會影響到男性障礙者的障礙歷程、陽剛困境及其所能

運用的因應策略。比如個人層面的因素像是疾病類型、障礙種類、障

礙程度、發病年齡、個人行為習慣、婚姻狀態等。或者外部影響因素

像是法令規章、政治程序、醫療體制、福利制度、醫療診治、社會支

持與服務等，都會影響到身心障礙者的社會參與能力以及陽剛策略的

選擇。因此，在障礙身體與性別的交相建構過程的研究上，未來還有

很大的發展與修正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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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s of Masculinity: A Study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Males
Ta-Sing Chiu Department of Med�cal Soc�ology and Soc�al Work, 
 Kaohs�ung Med�cal Un�vers�ty

In Ta�wan, soc�al construct�on of the bod�es of �nd�v�duals w�th 

d�sab�l�t�es parallels that of female bod�es �n several ways. Both types of 

body are often cons�dered as “weak,” “pass�ve” and “dependent,” and 

both are often excluded from the publ�c sphere and econom�c product�on. 

For Ta�wanese males who have lost the�r v�s�on �n the�r early years, 

“de-mascul�n�zat�on” �s a slow and l�fe-long soc�al�zat�on process. Through 

exclus�on and marg�nal�zat�on �n educat�on and the labor market, these 

v�s�on-�mpa�red males are gradually made to f�t soc�al expectat�ons. For 

those who lose the�r v�s�on later �n the�r adult years, “de-mascul�n�zat�on”

comes suddenly and acutely. Males w�th v�sual �mpa�rment become 

“less a man” through “de-mascul�n�zat�on” processes, such as work�ng 

�n secondary labor market, and f�nally become “d�sabled” because they 

can no longer fulf�ll the man’s role �n soc�ety.  The current study �s an 

explorat�on of the soc�al oppress�on that unfolds at the �ntersect�on of 

d�sab�l�ty and gender.

Keywords: d�sab�l�ty, v�sual �mpa�rment, mascul�n�ty, soc�al�z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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