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 ��期
�010年 �月，頁 ��-1��　▲專題論文

摩托車的陽剛氣質與階級，

1930s-2007

駱冠宏（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本文探究台灣過去七十年來，摩托車（motorcycle）階級與陽剛氣質間的交

纏與轉變。分析材料包括使用者的口述訪談，並搭配機車廣告、報導及其他相關

文獻。

本文發現，1��0年代摩托車的主要使用者為男性菁英，時至今日則擴大為遍

及各階層。使用者群體的擴充，顯示機車使用者的階級與性別關係都有其轉變。

為了解此一複雜的歷史轉變，我將 1��0年代至 �00�年間區分為三個時期：在第

一時期，1��0年代到 1���年的「稀有年代」裡，摩托車的擁有者多是富裕者或

男性菁英及其家屬。擁有者也以摩托車展現個人身分地位與陽剛氣質，而女性使

用者亦可能從駕駛摩托車的過程中，建立新女性的自我認同。第二時期為 1���

年到 1��0年之間，稱之「轉變的時代」，摩托車使用者的階級由上層菁英逐漸

轉變為中下階級。勞工階級以此展現個人身為男人的能力與擔當，而女性使用者

則傾向僅視它為工具。第三時期，1��1年迄 �00�年，稱之「相對少數的時代」：

相較於速可達（scooter），摩托車成為路上的少數。雖然摩托車成為勞工階級的

勞動手段，但某些中產階級也以摩托車來展現有別於一般中產階級的陽剛氣質，

同時也為部分女性使用，以此強化與展演陽剛氣質。

由此可知，早期擁有摩托車足以彰顯使用者的社會地位與陽剛特質。時至今

日，藉由使用者的階級轉變與個體詮釋，摩托車逐漸脫離早期作為社會地位的意

涵，進而呈現各種迥異的陽剛氣質展現。以此，不僅說明陽剛氣質、技術物與階

級之間存在相互形塑的關係，也窺見陽剛氣質的歷史性與多樣性。

關鍵詞：摩托車、STS、階級、陽剛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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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與問題意識

在 �00�年的台灣街頭，機車是常見的交通工具，不僅數量眾

多，使用者遍及男女老少。依據《中華民國交通統計月報》統計，

�00�年的台灣有 1,�1�萬輛機車，也就是說，近乎每兩人就擁有一台

機車（交通部統計處，�00�）。機車的高成長率與數量，讓它成為台

灣街頭巷尾最常見的私人交通工具。然而，戰後台灣省機車數量卻只

有 ���輛（交通部統計處，1���），意即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台灣機

車的數量有著驚人的成長。甚至，為了因應機車龐大數量造成的交通

問題，台灣政府於 �001年增修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九十九條，即機

車須兩段式左轉的交通規則，以減少事故發生的可能。

圖一　摩托車與速可達

資料來源：三陽工業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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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半世紀以來，台灣機車不僅深入常民生活，且實質地與常民

的階級、性別氣質交互影響。在 1��0年代，機車擁有者多是男性菁

英或富裕人家。機車不只是交通工具，也代表個人的身分地位。到了

1��0年代，因為國民所得提高，使得摩托車售價相對便宜，加上摩

托車具有高實用性，使得使用者逐漸有所變化，從過去的富裕人家轉

變為勞工階級。時至今日，速可達成為普通的私人交通工具，摩托車

反而成為相對少數。如此數量上的變化已改變原有的「摩托車為勞工

階級勞動手段」之意涵，並重新給予陽剛氣質（masculinity）新的詮

釋。由此推測，機車並非單純的私人交通工具，它不僅在不同時代具

有不同的階級含意，也展現迥異的陽剛氣質。

因此，將摩托車視為一種日常生活科技，本文主要的問題是

「台灣過去七十餘年來，摩托車、階級與陽剛氣質之間產生怎樣的

轉變？」本文的研究問題主要指涉對象為摩托車，但所謂的摩托車

是哪種車？在此，首先簡易地說明本文機車的分類。在台灣，摩托

車（motorcycle）與速可達（scooter）都被稱為機車，但兩者在結構

與形體上卻有很大的不同，各自亦發展出不同卻相互交纏的性別關

係。 1 為了避免名詞使用上的混淆，當本文使用「摩托車」時所指

為 motorcycle，使用「速可達」時所指為 scooter，使用「機車」則泛

指摩托車與速可達。摩托車形體如圖一左，使用者必須雙腿敞開跨坐

於摩托車上，操作系統多以手動離合器與手動排檔系統居多，僅少部

分摩托車擁有自動離合器，因此無須打離合器即可打檔駕駛，例如

1���年的「本田自動 �0」是擁有自動離合器的摩托車。相較於摩托

車，速可達的技術系統經歷多次大幅度轉變，而成為現今台灣街頭最

1	 本文著重摩托車，因此較少談論速可達，若對速可達部分有興趣，可閱讀駱冠

宏（�00�）的碩士論文，其中論及摩托車、速可達與陽剛氣質的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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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機車。速可達於 1���年義大利公司 Piaggio推出 Vespa後而定

型（Hebdige,	 1���），形體如圖一右，使用者可將雙腳放置於前方踏

墊，無須跨坐駕駛。從 1���年迄今，速可達的操作系統由手動離合

器與手動排檔，轉變為需打檔但無須打離合器的自動離合器系統，再

演化為現今無須打檔與打離合器的無段自動變速系統。為了能清楚地

說明機車、陽剛氣質與階級的歷史關係，本文先以歷史較悠久、技術

系統轉變少的摩托車為主，探究摩托車、階級與陽剛氣質相互交纏的

歷史轉變。

二、文獻回顧

摩托車、階級與陽剛氣質的交織是本文欲討論的重點。在此，文

獻探討將回顧科技與社會相關領域的研究，說明本研究坐落位置。為

切合本文的問題，文獻探討區分為兩大部分，一是技術物與陽剛氣質

的交織，二為國內外機車研究文獻。

（一）技術物與陽剛氣質的交織

陽剛氣質是女性主義關注的焦點之一。Clatterbaugh分析當代美

國社會不同男性運動團體中的陽剛氣質，說明個別差異，但卻難以說

明彼此的關係（劉建台、林宗德譯〔Clatterbaugh,	1���〕，�00�）。

而 Connell（1���）將陽剛氣質提升至權力關係層次，探討不同陽剛

氣質間的權力互動，其中霸權式陽剛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y）

處於性別關係中的主導地位，亦為其他陽剛氣質所推崇；Connell並

採取大量生命研究作為其例證，像是中產階級男性以具有專業知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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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工作作為陽剛氣質展現，年輕勞工階級男性則是強調實用性地暴

力方式展現邊緣性陽剛氣質。Connell不落入俗套地去探究陽剛氣質

之具體內容，而是分析陽剛氣質於性別權力關係中的作用力，然而他

的研究鮮少說明技術物介於其中的角色，因此我採取他的論點，並以

摩托車作為展現陽剛氣質的技術物，補足技術物與陽剛氣質之間的關

係。

成令方與吳嘉苓（�00�）彙整國內外科技與社會研究文獻，說明

技術物、性別與階級等範疇如何相互交織，表示性別會在特定脈絡下

透過不同的方式與階級結合，常出現的議題有：陰柔／陽剛氣質展

現、權力關係、個別範疇的內部差異（如階級）、性別象徵符號。也

就是說，陽剛氣質不僅與技術物相互影響關係，其中亦因階級等其他

範疇而有不同的交互作用。而性別腳本是分析技術物與陽剛氣質關係

的重要工具，因為它凸顯設計過程中所建構的性別關係與認同，也揭

露設計者如何想像使用者（Oost,	 �00�）。性別腳本是經由多方使用

者與社會協商而來，且會呈現於技術物中，但使用者也有拒絕與修改

技術物使用方式的可能。因此，使用者與技術物之間是相互建構的過

程，使用者決定技術物的意義、使用方式，而技術物也會影響使用者

的性別認同、氣質展現。例如，Mellstrom（�00�）從觀察汽車男性

工人中，發現他們藉由肉身性的學習方式與技術物建立關係，肉身是

表現陽剛氣質的物質基礎，甚至使用異性戀腳本來擬人化或性／情慾

化自身與機械的關係，譬如以第二個老婆稱呼愛車，因此陽剛氣質是

一組不必然與技術物連結的性別權力關係，但陽剛氣質與技術物之間

可以存有相互形塑的關係。

從上述討論中可知技術物深具社會性，與性別、階級相互影響。

作為日常生活科技的機車也不例外，機車不僅可作為陽剛氣質與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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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展現，使用者也會透過主動選取機車，展演其所欲之陽剛氣質。

（二）國內外之機車相關文獻

接下來，回到機車本身，探討國內外關於機車的文獻。Law

（�00�）分析 1��0至 1��0年間紐西蘭之性別與移動力關係，認為性

別會影響移動力展現模式，其中有能力購買摩托車者多為有錢的男人

或父親，不易外出工作的女人難有資本購買摩托車，因此摩托車與男

人建立相互連結的性別符號，女人則被屏除在外。交通工具不僅展現

一組性別化的社會關係，也具體化個人經驗及形塑認同的展現。對當

時的新女性而言，學習私人交通工具的經驗可以反抗兩種壓迫：一是

認為女人是柔弱的，指新女性藉由駕馭象徵陽剛的汽車、摩托車，證

明自身非柔弱，以抵抗壓迫論述；二為藉由學習新移動技術，證明自

身為新時代女性，區別以往女人等同弱者的印象。非柔弱、新時代的

女性認同因此而生。也就是說，藉由使用移動工具，個人建立自身性

別認同，但當汽車或摩托車越來越普及時，新時代的性別認同含意也

日益淡薄。

王志弘（1���）回到台灣當代社會，討論移動力的性別關係，他

表示交通工具存有二元對立的性別符碼，即「重型機車 2 作為展現

陽剛氣質，車體大，顏色嚴肅冷硬，馬力大，速度快；輕型機車則是

展現陰柔氣質，車體小，顏色輕柔亮麗，馬力小，速度慢」，且性別

符碼會實際影響使用者的性別氣質，譬如男人使用輕型機車或緩慢駕

�	 在 1���年，台灣尚未同意核發 1�0	 cc以上的機車行照，因此王所謂的重型機
車所指應該為台灣市面常見的 1��	cc機車，但因原文交代不清，所以難以理解
重型機車是指速可達、摩托車抑或兩者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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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易被認為是娘娘腔。

Hebdige（1���）專注義大利速可達的文化研究。他認為機械是

建立性別差異的符號，在速可達創始之初，就承載不同於摩托車的性

別意涵。社會中存有「摩托車之於速可達，如同男人之於女人與小

孩」的隱喻，正如陽剛氣質之於陰柔氣質的性別比擬。將摩托車視為

男人、複雜、自然、獨立，而將速可達視為女人、淺薄、社會、玩

樂，一種性別對立的比擬儼然成型。

渠等作者多將機車作為權力符碼，呈現陽剛氣質與技術物間的關

係，但卻未提及哪些具體技術邀請男人、排拒女人，而個別女人如何

進入與使用陽剛氣質。我嘗試讓機車不再是整體的文化符號，而能看

見摩托車如何邀請與排拒使用者，並予以展現陽剛氣質。

三、研究方法與資料

我以口述史與史料蒐集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口述史是透過個人

或群體藉由述說過去經驗與事件，理解在歷史中發生的事實為何，以

及對於該事實的詮釋與觀點（江文瑜，1���）。口述史不僅是以歷史

為軸線，探索過去的社會事件及其詮釋，也能較貼近社會中人們的經

驗。此外，我也蒐集相關歷史資料以及文物照片，加強受訪者在記憶

回溯時的深度與準確性。

研究資料主要分為三類：受訪者、報章雜誌廣告、新聞報導。

受訪者包括十二位男性使用者、十位女性使用者、一位工作長達二十

年的機車製造公司主管、一位自營機車行約二十年之老闆（完整受訪

者資料請參見附錄─簡表）。廣告則以閱讀 1���至 1���年間之《中

央日報》為主，亦抽讀 1���至 1���年間之《聯合報》與《中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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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選擇該三報的原因是，於 1��0到 1��0年代，渠等報紙之閱讀

群眾龐大。選讀 1���至 1���年的原因是這二十年來，台灣數個重要

的機車進口貿易商紛紛成立，並逐一轉型為機車製造商，而報紙是當

時廣告媒體的大宗，且比其他媒體更可留下書面資料。新聞報導則以

聯合資料庫為主要資料來源。固然我使用許多廣告、新聞作為研究資

料，但我的研究主體不在於新聞、廣告。這些文本是為了呈現當時摩

托車的技術系統和社會關注的使用者，因此我關注的是摩托車與使用

者相互呈現的陽剛氣質意義。

四、摩托車、陽剛氣質與階級交織的歷史

我依據我的碩士論文（駱冠宏，�00�）將本文分成三個時期，

1��0年代到 1���年為稀有年代，1���年到 1��0年間稱轉變時代，

1��1年迄今是相對少數的時代。以 1���年作為第一個切割點的原因

是當年工業產值超過農業，台灣自製機車因而成為可能，	  3 加上國

民所得處於成長的階段，機車逐漸不再是稀有物品。1��1年作為第

二個切割點，主因為採用無段自動離合器系統的速可達推出後，機車

操作相對簡易，使操作離合器的摩托車數量逐年減少。摩托車成為相

對少數，造就目前以速可達為主的機車生態。以上三個時期各自呈現

不同的陽剛氣質與階級關係，且彼此之間的性別關係並非有明確的巨

大轉變，而是逐漸成為邊緣或逐漸變為主流，因此有時可見上個時期

的性別關係，依舊存在於下個時期，只是含意日漸稀少薄弱。

�	 台灣第一個機車製造商三陽工業於 1��1年正式成立，且當時政府政策要求逐
年提高自製機車零件之比例，因此非關鍵技術部分多由台灣廠商自行生產，而

關鍵技術（如引擎）依舊由日本、德國等技術合作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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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摩托車為稀有品的年代：1��0年代到 1���年

1. 有頭有臉的男性菁英

1�1�年 �月 1�日早晨，台北某家腳踏車店老闆島中先生，騎著

他的摩托車與其他三位日本友人相聚後，便前往新竹，這是台灣史料

中能追溯到的第一批摩托車；台南黃朝琴先生 4 與台北施福隆先生

也在 1�1�年前就擁有摩托車，甚至黃朝琴先生用「派頭十足」來形

容他的摩托車，而這些人的摩托車不同於當今的摩托車，他們的摩托

車都是以腳踏車為主幹，加掛一個馬達，比當今的摩托車輕巧許多

（陳柔縉，�00�:	10�）。

1��0年代後，各種國際知名品牌在台設置代理店。1���年，林

金土先生向日本名古屋 5 代理商買了一台美國 ��0	cc哈雷機車，也

讓人津津樂道。當時，林金土先生經營「林屋商店」鐘錶行，兼賣眼

鏡、掛鐘、懷錶、留聲機、唱片、腳踏車、收音機等現代商品。這些

商品在現在看來稀鬆平常，當時卻索價不菲，被認為是先進的物品。

這些物品展示機械運作、時間掌控、訊息傳達，令人覺得新奇，也揭

露擁有者的經濟能力。林屋商店不只是鐘錶行，更是展示現代性的櫥

窗。而櫥窗的老闆還擁有一台美國哈雷機車，機械與工業的結晶，是

另一個現代性的產物。摩托車這項現代性技術物的特殊性在於，摩托

車需要個人身體與機械處於高度協調下方可駕駛，不僅操控摩托車是

需要學習與適應，且操作時間長、操作時能見度高，比起其他現代性

�	 依據陳柔縉（�00�）說明，黃朝琴先生年少喪父，年輕時即接手管理台南鹽水
家鄉一百五十多甲田產，並曾至日本與美國留學，返台積極參與政治與國家事

務，亦曾任台北市長、台灣省參議會長等重要政府職位。

�	 當時台灣由日本統治，因此至日本名古屋購買機車算是國內交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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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更能說明使用者具有操作機械之能力，也更能四處宣傳自身是摩

登的現代人。

這項現代性產物要價多少錢？ ��0日圓。在 1��0年代，一般雇

員月收入約 1�日圓，國小教師是 �0、�0日圓，中學教師則約 �0至

100日圓。相較之下，��0日圓是相當龐大的金額，幾乎要一般雇員

��個月的薪資。便宜一些的日本製摩托車也要 �00、�00日圓。摩托

車既為現代性的產物，加上價格昂貴、數量稀少，想必十分新奇有

趣，馳乘路上吸引眾人目光，讓他人記憶深刻。的確，林屋老闆騎摩

托車外出時總會成為注目的焦點。林屋老闆的兒子林平泉先生回憶：

〔林屋老闆〕一去〔學校推銷商品〕之後，哈（讚嘆貌）。不論

學生、老師都靠過來，怎麼會有〔摩托車〕這種東西呢？經過數

十年，我爸爸〔林屋老闆〕在一個場合遇到一個人，他說：「先

生啊，我在念國小的時候，你那時候你騎摩托車來，我念三年

級，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所以，你看那個機車是多麼的，吼

（讚嘆貌）。那時候真的很不得了喔，不只學生啊，連老師都來

了。去學校都這樣啊。去歌廳，歌星也會來看。〔訪談者：那廣

告的效果很好嗎？〕廣告效果很好喔。那還有前面喔，輪胎上面

有一個牌子喔，上面寫著林屋商店。反正騎過就知道林屋的老闆

到了。隆隆隆隆（模擬機車聲）。吼，看到真的是有（讚嘆）。

當時摩托車稀少，常民鮮少見過摩托車，因此感到新奇。林屋老

闆騎著摩托車奔馳於路野之間，十分了不得。摩托車也成為他人辨別

林屋老闆的特徵之一。

以摩托車作為個人特徵的狀況不只出現在林屋老闆身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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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擁有廣幅耕地的林姓地主、1��0年代的開業醫師金醫師、1��0

年代從事農產品中盤商的隆伯與自耕農黑狗兄也都有類似經驗。黑狗

兄的小姨子淑女生動地描述道：「那時候如果聽到噗噗噗的引擎聲，

不用看，不用猜想，一定是姊夫〔黑狗兄〕來了！」此時，摩托車不

只是交通工具，也是他人辨認擁有者的技術物。所以，當提到擁有

者，就會想到摩托車；當聽到摩托車聲，就知道誰到了。摩托車與擁

有者之間被畫上等號，成為個人特徵的一環，讓他人可輕易地分辨。

摩托車是昂貴又新奇的現代工業產品，因此成為擁有者的炫耀

品；擁有者可藉由摩托車具體地展示經濟能力。正因為如此，有人更

想購買。黑狗兄說道：

那時候也是真的我們騎出去也覺得很少人有啦，我們附近，有在

工作的，多我十幾歲的都還沒有很多人有。⋯⋯說起來是愛玩

啦。那時候算少啦，那就覺得愛玩愛玩，別人沒有的，那就更愛

啊。那時候大家都說騎到哪，拉風到哪。那時候就是很稀罕啦。

那比我大十多歲，在公所工作的都還不見得買的起，都還要晚很

多年才買機車。

不只黑狗兄有這樣的想法，1��0年代開業醫師王醫師、金醫師

與從事豬肉屠宰販售的豬肉仔也有類似的念頭。對於他們的工作而

言，機車並非絕對必要的勞動工具，但他們也都因為摩托車的稀少性

與炫耀目的而購買。然而，炫耀不只是因為摩托車拉風、時髦，更關

係到他們的經濟能力與社會地位。Veblen（1�0�）研究十九世紀的美

國暴發戶，認為美國暴發戶在突然有錢的狀態下，為了彰顯地位與經

濟能力，他們會藉由過度浪費與購買奢侈品，宣示自身的經濟與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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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他人。藉由「我買得起，而非我需要」，表現出優於他人的經

濟能力與階級地位。雖然這些男人並非全部都是暴發戶，但藉由炫耀

性消費（即購買摩托車）可產生「宣示擁有者的社經地位」之效果，

且這種炫耀性消費並非單純地展示，而是一種權力關係，也就是展現

個人社會位階高於他人，而顯赫與權威也隨之而生。

因此，摩托車具有高經濟力、階級位置與現代性意義，讓富有男

人展現經濟能力，區分自己與其他經濟能力不足的男人，並成為現代

化的一份子。一個別於他人的「身分地位」意涵也烙印於摩托車。這

些男人的高經濟能力，藉由騎摩托車出遊、工作，得以將身分地位具

體化地展現於他人面前。最後，摩托車的移動性更加深「身分地位」

的宣示效果。藉由外出移動讓更多人看到，而不再侷限於林屋老闆的

商店、金醫師的診所或黑狗兄的家中，常民才看得到這些男人，才了

解他們多有錢，才明白他們的社會地位，也就是說男性的「身分地

位」不僅深具階級性，且具有移動力，能深入到社會空間及角落。

此一「身分地位」亦有陽剛氣質含意。Connell（1���）認為陽

剛氣質是多元的，且各種陽剛氣質會於權力關係網絡中相互競爭、結

盟，而有些陽剛氣質不僅擁有較高的性別權力位置，也能貶抑其他陽

剛氣質。在經濟能力上，這些男人處於高階級位置，能以摩托車彰顯

經濟能力，宣示他們是菁英，擁有較高的移動力，因此摩托車作為一

種技術物，可展現出其異於他人的陽剛氣質。由前述林屋老闆的經

驗，我們可清楚意識到林屋老闆之所以「騎摩托車很了不得」，實際

上關係到他作為菁英展現陽剛氣質與高階級位置，也就是說摩托車是

具體展現個人階級與陽剛氣質的物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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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年代，助產士彭錫妹女士與她的摩托車

資料來源：鍾淑姬女士提供。

2. 職業婦女與時尚黑貓姊

在稀有年代裡，有能力擁有機車的人多半是當時富裕的男性菁

英。走過這個年代的林平泉先生、阿信、李阿公、隆伯皆異口同聲地

表示，這個年代「沒有女人騎摩托車」。然而，這樣說法恐怕過於武

斷，因為新竹南門助產士彭錫妹女士與屏東擔任教職的劉老師便是在

稀有年代開始騎機車的女人，也是這個時代的職業婦女。然而，武斷

說法或許仍說明了一個現象，就是稀有年代中擁有機車的女人真的很

少。當時有少數的年輕女人會外出工作，但地點多是住家附近的糖

廠，條件好一些的則是在銀行擔任雇員，走路即可到達，不然便搭公

車。除了當時的女性菁英，多數外出工作的年輕女人難有足夠資本購

買腳踏車或摩托車。至於不外出工作的年輕女人與已婚婦女都在家中

協助農務，不然就是處理家務。也就是說，女人移動範圍主要是在住

家附近。 6 

�	 工業革命之後，生產單位由家庭轉至工廠，工作逐漸與家庭分離。在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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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因性別權力關係產生的資源分配位階，降低女人經濟上購

買摩托車的可能性。林平泉先生表示「男生都沒得騎〔摩托車〕了，

怎麼會有女生騎！」顯示在男人為經濟主力的社會環境下，男人優先

分配到家庭資源（Law,	�00�）。如果連家中的男人都沒有摩托車，資

源分配位階更低的女人又怎麼能有摩托車呢？除非家中的男人同意購

買，例如劉老師是與先生商量後，先生認為他自己的工作地點離家比

較近，不需要摩托車，所以同意劉老師購買。這裡有一個資源分配的

性別關係，即女人獲得移動資源都比男人慢且被邊緣化，進一步地影

響女性進出公／私領域的能力與權力。

除了經濟因素外，機械的形體與操作方式，也是選擇使用摩托

車中重要的要素之一。譬如，劉老師在 1���年購買本田 C�0，而它

的好處是擁有自動離合器系統，不用打離合器就可換檔，比需要打離

合器的摩托車方便，且座位前方較低，無須如一般摩托車般跨越車

身，駕駛時可以併攏雙腳，亦可穿著裙裝。既然操作方便、駕駛姿勢

優雅，女人應可大量使用，為何林平泉先生、阿信、李阿公、隆伯等

人皆宣稱沒有女性機車使用者呢？的確，相較於需要打檔的摩托車，

C�0技術上相對方便，但此時機車價格昂貴，一般女人不見得有經濟

能力購買，所以固然有容易操作的技術，但女性使用者未能大量增

加。這也證明經濟因素是影響稀有年代機車使用者及其性別的重要原

因之一。

	 所從事的有酬工作，逐漸比在家庭領域（domestic	 sphere）所做的無酬工作獲
得更高的評價。所以，使用「以家庭為生產單位」是想說明女人的勞動與家庭

緊緊扣連，且為無酬勞動。也就是說，女人其實會離開家庭這個空間勞動，但

勞動的場域是自家或夫家的農田，而非其他公司行號，再者該勞動也沒有個人

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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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年，本田�0機車廣告

資料來源：《中央日報》，1���/�/��，�。

蕭奶奶也是這個年代少數開始騎機車的女人之一。而蕭奶奶非

女性菁英，也不是倚賴摩托車工作的女人。但由於家中堪稱富裕，在

1���年，蕭奶奶家中已經有三台摩托車，三哥、四哥各一台，她與

大姐共騎一台，且蕭奶奶與兩位姊妹出嫁時，各別嫁妝皆包括一台機

車，所以蕭奶奶的父親最少購買過六台摩托車。

1���年，因為三哥不斷地遊說，蕭奶奶的父親送他一台

C�0。 7 三哥是家中第一位擁有摩托車的人。當時三哥正在外地的

英語學院唸書，購買摩托車的原因是代步方便與易於家教。但若只因

家教而購買摩托車，相當不符經濟效益，所以摩托車宣示使用者經

濟、階級的功能是主要吸引三哥購買的原因。三哥使用摩托車後，便

�	 這台 C�0售價約新台幣 1�,000元，雖然蕭奶奶不記得兩位哥哥的摩托車確切
價格是多少，但她表示比她的摩托車更貴。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0�

向家人推薦，四哥與蕭奶奶因此獲得父親首肯而購買摩托車。蕭奶奶

的工作是協助家裡製作牛車、馬車，所以不僅不需要騎車上班，也不

需要騎車載貨。對她而言，摩托車的用途在於出遊玩樂。蕭奶奶表示

過去經常與大姐兩人共騎摩托車到其他城鎮玩耍，享受休閒生活。常

民見到騎著摩托車的蕭奶奶也都會讚嘆不已，並認為會騎摩托車的

蕭奶奶是「很厲害的女人」。蕭奶奶也覺得這樣被看待是很不錯的事

情，十分拉風。騎摩托車時，蕭奶奶會特意穿上褲裝，因為穿著褲裝

不僅方便騎車，也可展現拉風帥氣的一面。蕭奶奶固然有摩托車可

騎，但其資源分配仍然符合一般的性別政治。她獲得摩托車的前提

是，大哥、二哥不需要，三哥、四哥已經購買，而且她須與其他姊妹

共用摩托車，非如兄長般地專屬個人所有。

雖然蕭奶奶自述未曾聽過他人稱呼她為「黑貓姊」，她也從未認

同「黑貓姊」這個詞彙，但是她幾乎與紀錄片《跳舞年代》中的黑貓

姊一樣，不但跟隨流行也擁有某種自由。蕭奶奶藉由騎摩托車展現階

級／經濟力與女性帥氣的陽剛氣質，同時摩托車的操作門檻讓她得以

宣示自己能駕馭摩托車、操作機械，是個厲害的女人。蕭奶奶對於自

己的能力也感到自豪，所以說蕭奶奶的經驗可以與 Law的論述相互

呼應。

Law（�00�）書寫 1��0到 1��0年關於紐西蘭移動力與性別關係

的研究，其涵蓋的時間與台灣稀有的年代相當接近，兩者也有類似的

性別關係。Law認為，當時擁有私人交通工具的年輕女人會被認為是

獨立、現代的新女性，她們也會藉由擁有私人交通工具而建立「新女

性」的自我認同。「新女性」自我認同藉由兩個層面而建立，一是年

輕女人藉由駕馭象徵陽剛的機車、汽車，來反擊女人等同陰柔的性別

刻板印象，以此抵抗壓迫論述。二為年輕女人藉由學會駕駛技術，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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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己並非柔弱、什麼都不懂得女人。因此，技術物可作為建立自我

認同的一環。然而，當汽機車日益普遍後，新時代、非柔弱的認同含

意也隨之消失。我認為蕭奶奶喜歡這樣有能力的自己，表示蕭奶奶以

摩托車佐證自己是有能力的女人，以此建立有自信的自我認同。也就

是說，藉由摩托車，蕭奶奶建立 Law口中的新女性自我認同。而且，

蕭奶奶也有資格成為當時的黑貓姊，所以台灣的黑貓姊可能是 Law

所謂新女性認同的一種版本。

我認為在 1��0年代到 1��0年代間，摩托車具有宣示擁有者經濟

能力與高階級位置的效果，也就是說摩托車有很深的階級含意。摩托

車成為具體化個人象徵、經濟力、階級的物質基礎。男人、摩托車和

經濟／階級地位，構成強烈且實際存在的連結。有機會駕駛摩托車的

女人，不僅是當時的職業婦女或家境富裕的女孩，也可藉由摩托車建

立新女性認同，並享受與展現自由自在的生活與自我，成為時代潮流

尖端的「黑貓姊」。

在此時期，藉由摩托車這項技術物，無論男／女性使用者都可展

現迥異且目的不同的陽剛氣質。但該如何看待這些陽剛氣質呢？我傾

向使用 Connell的角度來解釋，意指陽剛氣質應該置於權力關係脈絡

中來解釋與看待，瞭解某些陽剛氣質在性別權力關係裡所產生的實質

權力效益，即藉由展現具主導性之陽剛氣質，說明自身於性別關係中

高於他人的位置。因此，我認為藉由摩托車這項技術物，位屬高經濟

階級位置的男男女女得以表現其具現代性、冒險、駕馭能力等特質；

更重要的是，這類陽剛氣質能協助他們獲得高於他人的權力位置，也

就是不用特意說明即可顯示其社經地位與能力，建立一組優於他人的

權力關係與發聲位置，讓他人羨慕、服從與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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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摩托車意涵轉變的時代：1���年到 1��0年

1. 從地主到水電工：男性使用者的轉變

黑狗兄使用第一台摩托車的時間是 1���至 1���年，隆伯使用摩

托車的時間，也是由稀有年代跨越到轉變時代。1��0年代於南台灣

擔任教職的英俊也同意，在 1���、1���年騎摩托車是拉風的事情，

主因在於摩托車過於稀少。所以，在 1��0年代初、中期，摩托車延

續著上個年代的昂貴與高階級意涵。然而，1���到 1��0年間，摩托

車的高階級意涵逐漸淡卻。為何會有此現象？因為此時摩托車價格與

稀有年代相比相對便宜，再者國民所得提高，使得勞工階級得以成為

使用者，進而沖淡摩托車原有的高階級／經濟力意涵。

1���年台灣機車有 ��,�0�輛（交通部統計處，1���），1��0年

則有 �,���,�1�輛（交通部統計處，1���）。十六年間，機車增加到

�00萬餘輛，且每年成長率都有 �0％，1���年更高達 1��%。統計數

字顯示，機車開始為社會大眾普遍使用。面對大量機車，我們可以諧

趣地說，如果依據稀有時期的標準，摩托車擁有者為社會菁英的話，

數據暗示 1��0年的台灣，有近 �00萬位富裕菁英。這顯然不合理，

所以可以推想購買機車者已經不限於高社經地位者。英俊就是例子之

一，他的職業是老師，1���年在哥哥的慫恿下購買了一輛摩托車。

我退伍之後就回恆春，去那邊教書。那上班需要啦，一開始騎腳

踏車。後來因為方便，所以想說就買一台摩托車。因為我哥哥也

是在恆春教高中啊，那他就是鼓勵我買啊，因為他說年輕的同事

都有一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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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英俊單身，月收入約 �,100元，一次花了七個月的薪水購買

摩托車。英俊的經驗說明摩托車高價的事實，但因為相較於過去動輒

要花費數年的薪水，此時摩托車的價格較過去便宜，看來英俊是摩托

車開始變得大眾化之後的第一批購買者。而 1���年當阿財還是工廠

裡未婚小職員時，他父親送他買一台 100	cc摩托車作為代步工具。

由上述看來，即使摩托車已經比過去便宜，但是它的價格依舊不低，

對於白領階級（如英俊）或是少數仰賴家中資助的工人而言，不再遙

不可及，但一般須自力更生的勞工階級呢？或許，二手摩托車是很好

的選擇。

駱賜源先生的姊夫是一名油漆工人，1���年的日收入約 �0元，

雖不富裕但也過得去。為了能快速到達各工地，他花費一萬多元購買

一台二手摩托車。1���年，駱賜源先生於台灣菸酒公賣局擔任水電

技工，他也擁有一台本田 �0	cc摩托車。這台摩托車也是二手車，購

買摩托車的 �,000元是一次幸運的賭博中所贏來。在這段時間，勞工

階級的駱賜源先生與他的姊夫第一次擁有屬於自己的交通工具，而白

領階級的英俊及其同事也開始騎摩托車上下班。在路上，他們依舊可

藉由摩托車過渡至較高階級位置，但此時與稀少年代不同。稀少年代

的展示連結了個人、摩托車、社會地位，並成為一種炫耀的陽剛氣質

展現，或是讓女人建立新時代女性認同。一般人無論是否真的認識林

屋老闆，都記得林屋老闆擁有一台摩托車。在轉變時代，擁有摩托車

的人是誰並不如此地令人印象深刻。

對男性勞工而言，摩托車依舊會有一種特殊的意義，特別是建立

男性勞工的陽剛特質。譬如，駱賜源先生表示摩托車會讓他覺得自己

不同於一般的勞工階級，比一般勞工階級還要好一些。但事實上，他

不斷地表示那時候自己其實很窮，要不是賭博贏錢，他不會有錢買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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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車。相較於管理者、有產階級的成員，勞工階級很少被認為事業有

成，縱使技術性勞工也覺得無法活得有尊嚴、有保障（劉建台、林宗

德譯〔Clatterbaugh,	1���〕，�00�）。因此，某些男性勞工階級建立

陽剛氣質的方式有別於有產階級的積極投入專業性工作，而是強調個

人能以一己之力、不偷不搶地撐起家庭（Tolson,	1���）。所以，摩托

車可以幫男性勞工階級宣告，「我不偷不搶地工作撐起家庭，並購買

價格不菲的摩托車。」這也是為什麼駱賜源先生會認為擁有摩托車的

他，比一般勞工階級還要好一些。

此時期，三陽工業亦推出擁有自動離合器的摩托車，	  8 但未能

被廣為接受。自行開業長達二十年的機車行老闆阿福表示，此時購買

摩托車的目的多是作為勞動工具，要求省油、馬力強、方便載貨，固

然自動離合器摩托車操作簡易，但馬力卻不如打檔摩托車，因此勞工

階級偏好選擇操作繁複的摩托車，故市面上販售的自動離合器摩托車

未成為主流，銷售亦未長紅。

而日治時期家中就擁有摩托車的林平泉先生成為第二代林屋老闆

後，在 1���年買了屬於自己的第一台摩托車。對於他而言，摩托車

「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啊，大家都有了啊。」這不僅附和摩托車使

用者人數變多，也暗示摩托車的意涵已逐漸改變。在稀有年代的摩托

車象徵高經濟、高階級，而轉變時代的摩托車使用者則不侷限於社會

菁英，而是逐漸包括各階層。也就是說，對於稀有年代摩托車擁有者

而言，轉變時代裡擁有摩托車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對於其他

階級而言，摩托車的使用才正要開始。所以，摩托車的階級位置開始

往下探，由富裕到溫飽，從菁英到勞工。過去的菁英則開始使用汽車

�	 即 CS�0，須特別注意，該摩托車型體非如 C�0般擁有較低的前排，而是一般
摩托車的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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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速可達代步，藉由使用高單價的交通工具，延續展現經濟與階級的

優勢。 9 

從新聞報導也可以發現，摩托車使用者的階級位置開始改變。

1���年刊登第一則以摩托車作為犯罪工具的搶案新聞（聯合報，

1���/�/��），內文提到：「台北市最近出現以摩托車為工具，專門向

計程車進行搶劫的不法集團⋯⋯他們都是利用摩托車為工具⋯⋯然後

進行搶劫，一得手後，即迅速乘摩托車離開現場。」記者注意到以摩

托車作為搶劫工具的現象，並把新聞標題定為「不法集團摩托化」，

表示摩托車的階級轉換是存在的現象，搶劫者階級位置不高，例如

包括竊盜慣犯（經濟日報，1���/1/��）、木工（呂雲騰，1��1/�/�）、

無業者（段雲生，1��1/1�/��）、青年（徐燦雄，1��1/�/�0）等。再

者，摩托車的設計也形成機車搶劫與被搶的特殊性。1���年的新聞

報導曾說明機車竊盜的方式：

「機車竊盜」案件有一個共同之處──被害人都是由金融機關提

出現款後，放在摩托車後面工具箱裡，或放在貨架上，半路上被

歹徒從後面搶走。⋯⋯由坐在後座的歹徒撬開箱蓋偷錢。⋯⋯

歹徒把錢偷到手，立即東轉西彎，飛車逃逸⋯⋯（唐經瀾，

1���/�/1�）

對被搶劫者而言，因摩托車不如速可達有置物箱，必須把財物置

於摩托車尾端的工具箱或貨架上，易於被搶。對搶劫者而言，摩托車

車身小、易於鑽動，加上車速快、逃逸容易，所以摩托車是搶劫者絕

�	 感謝評審給予指點，協助本文能詳細說明交通工具之階級流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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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犯罪工具。摩托車搶案不僅表示摩托車使用者的階級位置開始流

動到勞工階級或下層階級，也說明摩托車的設計與使用間接促成搶案

發生的可能性。

公開的搶劫行為表現一種犯罪與低階級交織下的陽剛氣質，並以

暴力或犯罪形式展現。Connell（1���）表示處於非技術性勞工階級

或下層階級的男人通常在勞動市場中相當邊緣，他們難以藉由特定工

作來形塑陽剛氣質，所以暴力成為他們主要展現陽剛氣質的模式；再

者，因為他們長期處於失業邊緣遂衍生出激進的實用主義，而激進實

用主義的表現方式容易是犯罪行為。這些犯罪多以暴力形式展現，例

如打架、飆車、搶奪等。而新聞中的男人通常階級位置不高，在生活

壓力與失業邊緣，從事摩托車搶案成為他們生活下去的方法之一。也

就是說，這些男人如 Connell所言，無法從其他工作證實自身陽剛氣

質，遂以暴力的犯罪方式來展示與鞏固陽剛氣質。在此情境下，摩托

車不僅是執行犯罪的工作，也成為展現暴力性質的陽剛氣質的一環。

2. 僅是外出工作的良伴：陽剛氣質非女性使用者所重視的效果

在稀有年代裡，女性使用者相當稀少，摩托車使用者多是男人。

到了轉變年代之初，男人依舊比女人更容易獲取移動資源。從受訪者

阿財與淑女的故事中可了解，在此時男女間移動資源分配依舊不對

等。

阿財與淑女是鄉下農家大地主的兒女。因為雙親節儉，所以不會

將錢花在雙親認為不必要的事物上。1���年，哥哥阿財在離家一段

距離的工廠上班，因為大眾交通不方便，所以與父親商量，由父親出

資購買摩托車給他使用。商量的過程，沒有什麼爭執，也沒人反對，

畢竟阿財有一個合理的理由，就是他要上班。1���年，妹妹淑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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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工作，任職離家七、八公里外的成衣廠女工。對於淑女來說，上

班這件事情卻不如哥哥容易。大多時候，淑女是騎腳踏車上班。天氣

熱，太陽大不說，遇到雨天更麻煩。雨天淑女會考慮坐公車，但坐公

車很麻煩，因為不僅公車班次不多，為了要到達工廠，淑女必須轉兩

趟車，花費許多時間等車。淑女覺得過於麻煩，所以想依循哥哥的模

式，請父親買機車，以利交通。理由相同，但是父親拒絕她的要求。

最後因為薪水不高、交通困難，她辭職了。淑女這樣訴說家裡的關

係：

那時候〔家裡〕就有，像我哥哥就有。我哥哥要，我爸媽就買給

他。因為他是男生，家裡就買給他。〔訪談者：那時候不會覺得

不公平嗎？〕習慣了，因為從小就這樣，女生就要這樣。

這樣的互動與結果建築於性別權力關係之上。淑女的父親依據性

別權力位階認為將資源投入哥哥阿財身上是合理且必要的，但在妹妹

淑女身上則是多餘的花費。淑女只能靠自己，但女工收入微薄，又怎

能買得起機車？所以，腳踏車與大眾交通工具就成為淑女不得不的選

擇。騎腳踏車、搭公車上班並非只發生在淑女身上，當時許多女人皆

如此。例如，當時擔任工廠女工的楊錦美女士、黃美華女士、駱碧玉

女士也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上下班。此時的她們年輕、未嫁，家庭不

富裕，薪水也不多，不可能購買機車，更不可能辭職不做，因此只能

使用大眾交通工具，或自行騎腳踏車上班。這或許可以多少說明，為

什麼 1��0年代高雄加工出口區大多數女工的主要交通工具都是腳踏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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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1��0年代高雄加工出口區女工通勤照片

資料來源：高雄市婦女館女性圖書史料室。

在轉變時代中，能使用摩托車的女人亦以當時職業婦女為主。

今年七十餘歲的阿靜嬸在她四十多歲時，購買她的第一台摩托車，原

因是她需要外出工作跑單幫。阿靜嬸的外孫女表示，當時阿靜嬸的先

生不工作，每日游手好閒。在經濟壓力下，阿靜嬸從騎腳踏車運送麵

粉、水果開始，逐漸累積資金養家活口。到 1���年，她決定購買摩

托車，開始販賣外國化妝品的跑單幫生活。跑單幫的工作幫助阿靜嬸

家累積許多資產，大幅度改善家裡經濟狀況， 10 連她的婆婆也對她

禮遇三分。阿靜嬸無須處理家務工作，全部的家務勞動由婆婆負責，

阿靜嬸只須外出工作。由此看來，阿靜嬸因掌握家庭經濟大權，有機

會突破既有性別權力下的資源分配位階，自行決定是否購買摩托車，

10	 阿靜嬸表示當時農工一天工資約為 ��元，但跑單幫的她一天可以賺 �00至
�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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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與家中的長輩或先生討論。

購買摩托車時，阿靜嬸問老闆：「可以改成不打檔的，就是全自

動的嗎？老闆就說沒辦法，因為源頭就是沒有做那種的。⋯⋯那我最

後就還是用打檔的，就是用腳打檔啦。」阿靜嬸沒有選擇地使用需打

檔的鈴木 �0工作。她的身邊沒有女性友人會騎摩托車，不得已的狀

況下，她跟家裡附近的年輕男人學習騎車，使得街頭巷尾皆知她擁有

一台摩托車，也覺得她有本事，身為一個女人卻學得會駕駛摩托車，

但她卻覺得這沒什麼大不了。阿靜嬸自述學習過程沒有太多障礙，只

要會騎腳踏車，就會駕駛摩托車，差別在於需要打檔。我認為學習過

程無困擾的主因，在於鈴木 �0與 C�0本屬相同類型之摩托車，皆擁

有自動離合器系統，操作較為容易，但有些女人則是駕駛無自動離合

器的摩托車。阿福表示此時也有勞工階級女人開始學騎摩托車，她們

收入比阿靜嬸低，無資本選擇簡易操作之技術物，但為了提高家庭經

濟收入，必須學會先生駕駛的、需打離合器的摩托車，與先生共用勞

動工具、一起努力打拼。對她們而言，摩托車不是表現陽剛氣質或自

身能力的技術物，也無法建立新時代女性認同，而僅僅是工作的工

具，陽剛氣質的展現並不在她們的考量之內。

3. 摩托車的暱稱：武車

在轉變時代的街道中，都可常見摩托車與速可達的蹤跡。因為

工作需要，摩托車使用者逐漸以勞工階級為大宗；因為看上它的紳士

風範，速可達使用者則以中產階級為主。機車廣告也反映出類似的情

形。圖五的廣告中，摩托車主要銷售對象是做工的農民。圖六的摩托

車也是以勞工階級為主要銷售目標，並提供分期付款。除此之外，在

圖五與圖七的廣告裡，摩托車的尾部總堆放著貨物，表示摩托車是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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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段，協助男性勞工階級工作。再者，廣告中亦形容摩托車能夠提

高工作效率，意味摩托車與工作之間強烈的連結，因此不僅摩托車作

為炫耀物的特性不見了，它也成為勞工階級的好夥伴。反觀，速可達

廣告則是採取完全不同的策略。除了圖八中說道，速可達是紳士淑女

的最愛外，圖九與圖十也如此形容，並且廣告人物的穿著以輕鬆休閒

為主。我非暗示紳士淑女不需要工作，而是紳士淑女的工作不同於勞

工階級。紳士淑女說明個人擁有良好教養與體面外貌，其工作性質也

不以機車作為勞動手段。以擁有 Vespa的職業教師李媽媽為例，速可

達是她上下班的代步工具，並不會直接影響她在學校的教學工作，因

此紳士淑女使用速可達的狀況不同於勞工階級使用摩托車。在廣告商

的想像中，確實也認為「做工的人需要／會買摩托車；紳士淑女會使

用／愛騎速可達。」

同時，駱賜源先生表示：「騎機車〔摩托車〕是比較那個藍領階

級的。騎速可達是白領階級的。那是不一樣的。」由此可知，摩托車

與速可達，呈現一動一靜、一文一武的意象。阿福也這樣說道：

要上下班的、要騎文車的，就要騎光陽 1��〔指速可達類型的機

車〕。那如果要是載貨，就騎金勇 1��。〔訪談者：什麼時候車子

就有分文武車？〕我當學徒的時候〔1��1年〕就有分了。 11 

金勇 1��、Kawasaki、富士霸王等都是被視為武車的類型（如

11	 光陽工業主管表示，文武機車之分主要來自台灣產業由農轉工後，大量勞工階
級藉由摩托車運送貨物，因此社會逐漸將摩托車視為勞工階級用車，武車的稱

呼也隨之而來。以此，1���到 1���年正值台灣產業轉型的時期，也符合光陽
工業主管所謂文武車稱號興起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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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若加裝置物架後，一次可負重 �00到 �00台斤，約 �00到

��0公斤。這些車的共通點是，負重量大且被視為勞動手段，也就是

阿福所謂的賺錢車。文車則包括哪些？本田 C�0、光陽良伴 �0、速可

達等都被視為文車。 12 也就是說，摩托車會被視為武車，國民車、

速可達會被當作文車。如前述提到，因為工具性需求，使得勞工階級

偏好摩托車；因為紳士風範與品味，讓中產階級愛好速可達，因此初

步形構出「勞工階級騎武車，中產階級騎文車」的階級二元想像。

社會對於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有各別的刻板印象，認為勞工階

級孔武有力、耐操耐勞、頭腦簡單、骯髒不潔（劉建台、林宗德譯

〔Clatterbaugh,	1���〕，�00�）；而中產階級有教養，從事專業工作

（Tolson,	1���）。Louie（�00�）認為在中國文化中，男人展現陽剛氣

質方式可以分為文、武的陽剛氣質。文的陽剛氣質（wen	masculinity）

展現方式在於博學、有教養、良好的教育；武的陽剛氣質（wu	

masculinity）是藉由強健體魄、無畏無懼、打鬥技巧等方式表現；最

完美的陽剛氣質典範就是文武合一，允文允武。文武陽剛氣質也會與

社會結構結合，成為一種區分指標，讓個人得以區分自身與他者的方

式，意味著文人與武者之間的區隔。顯然在中國文化脈絡下，強調身

體健壯、粗獷豪邁的勞工階級，會被視為武的陽剛氣質的一種；有學

識教養的中產階級，會被認為展現文的陽剛氣質。而不同的階級騎

著不同的機車，展現不同的陽剛氣質。因此，在轉變的時代裡，「勞

工階級－摩托車－武陽剛氣質」、「中產階級－速可達－文陽剛氣質」

1�	 本田 C�0、光陽良伴 �0之類的形體是介於摩托車與速可達之間，它不像速可
達般地擁有腳踏墊，但也無須如摩托車般地要完全敞開雙腿跨坐，而大體上會

被稱之國民車，但其市場分類多將其視為摩托車的分支，因此本文延用市場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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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連結逐漸穩固。有趣的是，縱使有文武機車之分，但使用者依舊以

男人為大宗。

圖五　1��1年，摩托車廣告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1��1/1�/�1，�。

圖六　1���年，摩托車廣告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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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1���年，摩托車廣告

資料來源：《中央日報》，1���/11/�0，�。

圖八　1��1年，義大利Lambretta速可達廣告

資料來源：陳俊霖先生提供，原刊於《台灣新生報》，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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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1���年，裕隆牌蘭美達機車廣告

資料來源：《中央日報》，1���/�/1�，1。

圖十　1���年，蘭美達機車廣告

資料來源：《中央日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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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1���年，富士霸王摩托車廣告

資料來源：吳昭東先生提供，原刊於《豐年》，1�(1�):	��。

（四）摩托車成為街道的相對少數：1��1年迄 �00�年

上一段落提到，在轉變的時代摩托車逐漸為勞工階級所大量使

用，主因於摩托車不僅可作為勞動工具，也可讓他們快速到達工作地

點。阿福說道：

那 Kawasaki就是穩、不會翹尾。Kawasaki那就是載貨的人比較

會喜歡。⋯⋯因為那台車〔速可達〕說要當賺錢車，不能載東

西。⋯⋯那如果要真的工作的，就會去買富士霸王⋯⋯

相較於速可達，摩托車的負載力高、引擎扭力大。對於男性勞

工階級與小生意老闆而言，摩托車能提供較高的生產力，譬如駱賜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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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姊夫、自營水電行的勇伯與隆伯的鄰居 13 皆使用摩托車工

作。這些使用者不會認為自己的摩托車有什麼了不起，勇伯提到：

「〔摩托車〕這有甚麼好稀罕的，以前比較稀罕啦，現在做工的都有

啦。你看，對面那家〔水電行〕也有啊。不然你要怎麼做工作。〔訪

談者：那有想說買汽車嗎？〕買得起我就不會騎機車了啦。」因為汽

車價錢昂貴，勇伯認為摩托車是經濟與工具性考慮下最好的選擇。再

者，在轉變的時代裡，許多過去的有錢人與中產階級皆逐漸棄用摩托

車，轉為使用速可達或汽車。所以，相對少數時代的摩托車使用者逐

漸以男性勞工階級為主。對於相對少數時代的男性勞工階級而言，摩

托車不是用來彰顯社會地位的技術物，而是為了工作、為了生活。

雖然摩托車成為勞工階級的工作良伴，但依舊可以創造流行感，

例如阿財會在假日打扮的「啪里啪里」（帥氣），騎著他的摩托車，

去工廠宿舍門口迎接未婚女孩，一同享受翱翔快意。越接近 1��0年

代，有越多騎得起機車的男孩們，駕駛摩托車與女孩們一同外出聯

誼，有些有趣的性別遊戲也由此而生，例如抽鎖匙圈。楊錦美女士、

黃美華女士、淑女皆跨過抽鎖匙圈的時代，其中楊錦美女士、黃美華

女士是實際參與遊戲的女人，她們是用「瘋玩」（台語）來形容自己

當時頻繁與男人外出的行徑，問及淑女相關活動時，她以她不是那種

不正經的女人，拒絕回答，但這些女人都異口同聲地認為騎著摩托車

的男人，「好帥，好有魅力」。

阿福表示：「男生都騎光陽的 CB100那種。那時候〔1��0年代

初〕CB100世界風行的。因為 CB100是飆車用的啊。CB100很會跑

啊。那時候野狼 1��還沒出來。⋯⋯那時候〔指 CB100之後〕男生

1�	 擔任自耕農。引自隆伯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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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都是三陽 1��，不然就光陽 100的，再來就是〔野狼〕1��代

替。」從過去的 CB100、三陽 1��、光陽 100，到野狼 1��都是當時

年輕男人熱愛的機型。在相對少數的時代，建立摩托車流行感與四點

有關。第一，機車需有乾淨整潔的外貌，不能雜亂無章，並與生產

活動無關；第二，年輕使用者的主體詮釋；第三、機型的相對稀少，

以建立特殊性；第四、展現武車式的陽剛氣質。社會運動者凱西說

道：「一定會覺得阿伯一定很不帥啊，騎那種阿伯、那種工地帽，騎

那種後面還有很多大盒子的，一定不帥啊，或是後面有鐵架的一定不

帥啊。」因此，使用者與機車的整體外表不能過於凌亂與不潔，免

得破壞美感。這是建立「帥」的第一步。而凱西所謂的「不能裝鐵

架」，不只是單純地支架破壞美感，更是暗示不同的摩托車機型。在

1��0年代後期，機車廠商逐漸推出多款具時尚感的流行車款，例如

CB100或 XR��0。它們與三陽 1��或野狼 1��等摩托車不同的是，

它們不易於後方安裝置物架，較不會被視為勞動手段，也較不具勞工

階級意象。 14 然而，無論是 XR��0或野狼 1��，當年輕男人使用

時，維持機車的整潔外貌依舊是重要的關鍵之一，因為這不僅關係帥

不帥氣，也關係到機車的使用脈絡如何強化使用者是帥氣的意象。

例如，凱西口中的「阿伯」相當近似於圖五廣告中的農工，即摩

托車用來載貨時就不帥。「帥」與「乾淨的機車外貌」關係到摩托車

如何被使用，而中產階級的工作通常不以摩托車作為勞動手段。例如

擔任工業設計師的小胖，他的工作內容是繪圖製作商品，摩托車並不

1�	 感謝評審指出該受訪者暗示帥氣的建立也關係到不同摩托車的機型，例如
XR��0因車體尾部有翹高之設計，無法安裝尾部支架，也較具時尚感，且非視
為勞動手段；而三陽 1��尾部設計較為平整，得以安裝尾部支架，且於 1��0
年代多為勞工階級作為勞動手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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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直接影響他的工作，但是如果是一位運送瓦斯的工人，摩托車就與

他的工作有緊密關係，所以摩托車的使用與呈現暗示使用者的階級位

置。而「帥」與「乾淨的機車外貌」其實在區別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

的不同。帥的背後更來自於使用者主動翻轉摩托車意涵。從速可達換

成摩托車的小胖 15 表示：

因為我媽極力說服我，鄰居的兒子騎打檔車好好看喔，那台也好

好看唷。那我就想說好買一台來玩玩看。⋯⋯那時候我也沒騎過

那種車，一方面是好奇，一方面也是我媽想看看。〔訪談者：那

為什麼以前沒有想說要騎打檔車？〕我家又沒有打檔車，而且好

像很多做工的都會騎。⋯⋯〔訪談者：你現在騎打檔車會不會覺

得與眾不同？〕你會覺得你騎的機車跟一般的塑膠車〔速可達〕

很不同。因為路上都是塑膠車，檔車非常少。

在家人的慫恿之下，小胖購買了摩托車，並翻轉「摩托車是勞工

階級的工具」之意象，將摩托車重新詮釋為區分自我（摩托車）與他

者（速可達）的技術物，並以此建立「與眾不同」的感覺。��歲的

黑仔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速可達有它〔野狼 1��〕帥嗎？速可

達就很一般啊。不管它怎樣，它就是速可達。」路上過多的速可達可

以讓摩托車一下子就被辨認出來，所以摩托車數量上的相對稀少，又

成為這些男人建立與眾不同形象的關鍵之一。最後，摩托車被視為武

車的一種，比較接近強調粗獷的陽剛氣質，所以摩托車的帥與其能展

現粗獷的陽剛氣質相關。如同前段落所言，以強健體魄、無畏無懼、

1�	 受訪者阿德也騎乘摩托車，其經歷與小胖相同，皆為母親強烈建議其騎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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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鬥技巧等方式表現的武的陽剛氣質。一種帥氣、與眾不同的感覺

油然而生。有趣的是，小胖、黑仔、阿德 16 其實都不是勞工階級，

卻對摩托車有其鍾愛之處。我推測，有時中產階級男人會挪用勞工階

級的陽剛特質，凸顯自己與其他中產階級的差異，服膺一種強調粗獷

外型與健壯身軀的陽剛氣質，但這些中產階級男人只是表面地挪用勞

工階級的外表來展現陽剛氣質，並不是真的成為勞工階級或認同其價

值，最主要的目的是挪用勞工階級的陽剛氣質，作為一種性的吸引，

讓他人得以區辨、注視，這也就是為什麼小胖媽媽認為摩托車很好

看，而小胖也樂於駕駛的主因。

此時期也有女人駕駛摩托車，一部分是如前時期中將摩托車作

為勞動手段的婆婆媽媽，另一部分是年輕女性。例如，外在裝扮較為

男性化的女同性戀者大妹表示：「騎摩托車就是因為它夠 man」。對

大妹而言，摩托車是作為展現陽剛氣質的技術物。某些欲追求陽剛氣

質的女性，企圖以駕駛這項技術物，讓自身更能展現充滿陽剛氣質的

一面。但除了所謂打扮風格偏向男性的女人們會駕駛摩托車外，也有

部分打扮風格十分符合女性典型的女人們駕駛摩托車，但因我個人未

能訪談此類受訪者，因此資料收集尚有限制。阿福表示現在也有不少

年輕女生騎摩托車，而且她們的裝扮都偏向男性，不僅衣著以褲裝為

主，外貌、髮型、打扮皆傾向男性裝扮。阿福暗示多數駕駛摩托車女

性的性傾向，固然不必然女同性戀熱愛駕駛摩托車， 17 但他的觀察

1�	 小胖的工作是產品設計師，黑仔是研究助理，阿德是私人律師事務所的法務助
理，皆屬於低階白領階級。

1�	 在此我想說明的是，不見得只有裝扮男性化的女人會駕駛摩托車，我亦於路上
曾見過三位打扮女性化的女人駕駛摩托車，並主動向三位女性駕駛者說明訪談

意願，惟皆拒絕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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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部分女性使用者會藉由駕駛摩托車展現充滿陽剛氣質的一面，因

此對於部分女性使用者而言，摩托車的性別含意是可欲的重點，其目

的在於強化自身陽剛氣質，展現陽剛的一面。

或許有人會問，相較於擁有無段自動變速系統的速可達， 18 摩

托車需要打檔與打離合器，相對較不好駕駛，為甚麼他們還想使用？

小胖與黑仔都表示摩托車不僅在騎乘上費神吃力，且因缺少置物空間

而不方便， 19 然而摩托車的缺失不會降低他們的使用意願，反倒是

魅力所在。十九世紀高輪腳踏車（high-wheeled	bicycle）的使用者也

有類似的情形。Bijker（1���）認為十九世紀的高輪腳踏車被視為一

種運動，使用者多是年輕、健壯、操作技術良好的男人，鮮少有女人

使用；高輪腳踏車的設計是前輪大、後輪小，使用者座墊置於前輪之

上，可以想像使用者騎乘操控上十分困難、危險；然而，正是因為高

輪腳踏車是一種危險的機械，因此更吸引年輕男人積極投入於其中；

也就是說，機械的高危險性正是這群男性使用者所欲求與享受的。某

種程度上，我認為摩托車也有類似的關係。因為需要更多的時間與經

驗才能將摩托車操控得好，	  20 使得操控技術成為一個高門檻。這些

使用者學會少數人才會的技術，以此展示自己有能力操作困難的技術

物，服膺於「男人比女人懂得操作科技」的性別刻板印象（成令方、

吳嘉苓，�00�），也向其他男人宣示自己作為男人的優等能力，並展

1�	 無段自動變速系統（簡稱 CVT）的速可達就是現今台灣路上常見之機車，無
須打檔與打離合器，直接加油門就可駕駛。而摩托車多需打檔與打離合器，因

此操作上較為困難。

1�	 目前速可達多在車身部分擁有置物箱，但摩托車卻因形體之故，無法內建置物
箱。若摩托車想要擁有置物空間，則需安裝置物配件，例如置物袋。

�0	 小胖與阿德皆表示從初學到騎順約花了一個月的時間，中間常常因為操作不當
在馬路上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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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因技術與武車所帶來的陽剛氣質。

有趣的是，固然相對少數時代的摩托車可作為陽剛氣質展現，卻

不如稀有年代般地可以展現身分地位。細探兩者差別，稀有年代摩托

車的宣示性在於展現高經濟能力、陽剛氣質、身分地位；但在相對少

數的時代，摩托車通常只需花費常民一兩個月的薪水就可購得，價格

相對便宜很多，以至於不再具有展現經濟能力的效果。所以，縱使有

如小胖與黑仔這般年輕人主動將摩托車的勞工階級意涵翻轉為流行時

尚的一種，也無法宣示經濟能力與身分地位。對於他們，摩托車的重

點變成挪用與展現不同於中產階級的陽剛氣質。而部分企圖展現陽剛

氣質的女人會藉由駕駛蘊含陽剛氣質意義的摩托車，來彰顯或強化自

身的強陽剛氣質。

五、結論

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是，在 1��0年代到 �00�年之間，摩托車、

陽剛氣質與階級間相互形塑的歷史轉變。

從 1��0年代到 1���年間，摩托車的使用者以有經濟能力的男性

菁英為主。摩托車除了協助擁有者有效率地執行工作外，也讓他們展

示高階級位置、經濟能力與陽剛氣質，因此摩托車是具體化階級地位

與陽剛氣質的物件。而其展示的重點是，藉由購買高價的技術物來展

現他人所難以媲美的陽剛氣質，也讓他人得以快速區辨自身（擁有

者）與他人（常民）不同，以此建立身分地位與高權力位階，而女性

使用者得以建立有能力的新女性認同。

然而，摩托車的階級含意與陽剛氣質意涵於 1���到 1��0年間開

始有了轉變。摩托車的使用者不再侷限於富裕男性精英，而逐漸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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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勞動大眾。原因包括國民所得相對提高、摩托車售價的降低、摩

托車可作為勞動手段，與機車廠商也開始以勞工階級為銷售對象展開

販售，因此男性勞工階級逐步成為使用者。技術性男性勞工階級也以

摩托車作為表現自身有能力工作持家的陽剛氣質，強調有責任與能力

過著安分守己的生活。甚至因摩托車的速度快、體積小、開放性形體

等因素，使少數曾為勞工或下層階級的罪犯將摩托車作為犯罪工具，

以展現犯罪、暴力的陽剛氣質。而上層與中產階級漸漸對摩托車失去

興趣，反而轉向使用速可達或是汽車。

1��1年迄 �00�年，摩托車已成為男性勞工階級的勞動手段，例

如大街小巷可見的瓦斯工人。有趣的是，固然機車成為台灣非常普遍

的交通工具，但摩托車其實是相對少數，數量上不如速可達來得多。

這樣的相對少數卻也造就中產階級陽剛氣質挪用的現象。雖然先前表

示摩托車變成勞工階級的勞動手段，但是某些中產階級男性卻會刻意

使用摩托車，而不選用速可達。因為摩托車蘊含著武陽剛氣質，能夠

建立強健體魄、無畏無懼的氣質形象，因此部分中產階級男性藉由使

用摩托車來挪用勞工階級的陽剛特質，展示一種粗獷男人味，背後的

目的在於建立性的吸引。此摩托車所象徵的武陽剛特性，也吸引部分

想要建立男性意象和陽剛氣質的女人使用。

從歷史脈絡可以發現，摩托車是深具陽剛氣質與階級關係的技

術物。我們看到在稀有的年代，機車讓某些男性展示個人的地位，轉

變的時代則展現勞工階級獨立自主的能力，在相對少數的時代，則能

讓中產階級挪用氣質。這些轉變不僅是使用者形象與階級的轉變，也

顯示陽剛氣質的多樣性。而且，從技術物的陽剛氣質展現可發現，不

僅是使用者賦予技術物社會意義，技術物亦可協助使用者建立陽剛氣

質，例如，稀有年代的男性菁英和相對少數時期的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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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 Connell論證陽剛氣質具多樣性與歷史性，但他談論陽剛

氣質，多是基於個人認同或行動等脈絡，鮮少談論物質與陽剛氣質建

立的部分，而我認為從摩托車史可察覺物質可藉由設計、使用狀態等

層面來鞏固、強化使用者的陽剛氣質，例如駕駛摩托車四處遊蕩，以

摩托車來宣示具優越性質的陽剛氣質與社會地位；或是藉由操作較不

易之離合器系統摩托車，凸顯自身不同於缺乏操作類似技術物能力的

女人。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我不是指稱摩托車本身就具有陽剛氣質，

摩托車所蘊含的陽剛氣質意義，也需由不同的社會條件所共同營造並

賦予，但若把摩托車等同於符號來解釋，則忽略摩托車內部技術系統

與操作層面所營造的陽剛氣質含意，進而忽略技術系統與使用者相互

形塑的關係。

固然相較於速可達，摩托車並非現今台灣最常見的個人交通工

具，但卻被賦予更多陽剛氣質含意。梳理摩托車、陽剛氣質與階級的

交纏歷史，不僅可以凸顯陽剛氣質以及陽剛氣質、階級與交通工具

（及其內部技術系統）之間的複雜權力關係運作方式，同時亦能觀看

個人如何藉由技術物來具體化地操演自身的性別與階級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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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受訪者資料表

機車使用者

姓名 受訪年齡 性別 職業
騎車	
年代

機車
數量

第一台	
機車類型

受訪
日期

備註

林金土 已過世 男
自營	
鐘錶行

1���年
起

� 美國
哈雷機車

�00�/�
由兒子林
平泉先生
回憶

隆伯 �0餘歲 男
農產品
中盤商

1���年
至今

�-� 新三東�0
摩托車

�00�/�

金醫師 已過世 男
開業	
醫師

1��0年
代

不確
定

摩托車	
類型

�00�/� 由妹妹阿
信回憶

劉老師 ��歲 女
國小	
老師

1���年 不確
定

本田C�0 �00�/� 電話訪談

蕭奶奶 �0餘歲 女
製作牛
／農車

1���年 不確
定

本田C�0 �00�/� 電話訪談

黑狗兄 ��歲 男 自耕農
1���年
至今

� 本田	
摩托車

�00�/�

林平泉 ��歲 男
自營	
商店

1���年
至今

不確
定

國民車	
類型

�00�/�

另回憶其
父親友人
林 姓 地
主、王醫
師、豬肉
仔之經驗

阿財 ��歲 男
自營	
營建	
材料店

1���年
至今

� 富士霸王
摩托車

�00�/�

駱賜源 ��歲 男
公家單
位技工

1���年
至今

� 本田��	
摩托車

�00�/� 當初購買
二手車

英俊 ��歲 男 公務員
1���	
年至今

� 摩托車	
類型

�00�/�

李阿公 �0餘歲 男 退休
1��0	
年代

不確
定

摩托車	
類型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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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受訪年齡 性別 職業
騎車	
年代

機車
數量

第一台	
機車類型

受訪
日期

備註

勇伯 ��歲 男
自營水
電行

1���年
至今

� 本田	
摩托車

�00�/� 當初購買
二手車

阿靜嬸 �0餘歲 女
已退休
曾經跑
單幫

1��0年
代末至
�00�年

� 鈴木�0 �00�/�

黃美華 ��歲 女
家管、
打零工

1���年
至今

� 達可達 �00�/�

駱碧玉 ��歲 女
會計助
理

1���年
至今

� 國民車類
型

�00�/�

楊錦美 ��歲 女
家管、
兼職保
母

1���年
至今

� 達可達 �00�/�

淑女 ��歲 女
家管
自營衣
服修改

1���年
至今

� CVT速可
達類型

�00�/�

凱西 �0歲 女 社工
1���年
至今

1 Dio �00�/�

大妹 ��歲 女 業務
1���年
至今

� 光陽1�� �00�/�

阿德 �0歲 男
法務助
理

1���年
至今

1 野狼1�� �00�/�

黑仔 ��歲 男
研究助
理

�000年
至今

1 三陽迪爵 �00�/� 接收家人
的機車

小胖 ��歲 男
工業設
計師

�001年
至今

� Going	�0 �00�/� 接收家人
的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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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大型機車工業主管與設計師	

姓名 受訪年齡 性別 職業 工作資歷
受訪
日期

備註

光陽工
業主管

�0餘歲 男
光陽工
業主管

在光陽工業工作長達二	
十多年，並在多個部門
輪調過工作

�00�/�

機車行老闆

姓名 受訪年齡 性別 職業 工作資歷
受訪
日期

備註

阿福 �1歲 男
自營	
機車行

1�歲（1���年）擔任機
車學徒，�1歲（1���
年）自行創業，經營機
車行長達三十年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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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大型機車工業主管與設計師	

姓名 受訪年齡 性別 職業 工作資歷
受訪
日期

備註

光陽工
業主管

�0餘歲 男
光陽工
業主管

在光陽工業工作長達二	
十多年，並在多個部門
輪調過工作

�00�/�

機車行老闆

姓名 受訪年齡 性別 職業 工作資歷
受訪
日期

備註

阿福 �1歲 男
自營	
機車行

1�歲（1���年）擔任機
車學徒，�1歲（1���
年）自行創業，經營機
車行長達三十年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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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culinities, Class, and the Making of Motorcycle 
Users in Taiwan, 1930s-2007

Kuan-Hung Lo Department	of	Gender	Studie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During	 the	 1��0s,	 motorcycles	 symbolized	 elite	 masculinity	 in	

Taiwan.	 	Today,	however,	motorcycle	 riders	do	not	only	 include	wealthy	

men,	but	also	men	and	women	from	different	class	backgrounds,	marking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hift.	In	this	article,	I	explore	what	led	to	this	shift: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orcycles,	masculinity,	and	class.	The	

research	materials	I	use	in	my	analysis	include	advertisements,	newspaper	

articles,	and	interviews	with	motorcycle	users.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1��0-1���,	 1���-1��0,	

and	1��1-�00�.	 In	 the	 first	period,	motorcycle	 riders	were	predominately	

wealthy	elite	men,	with	women	riders	constituting	only	a	 small	minority.	

At	 the	 time,	men	 rode	motorcycles	 to	display	 their	 identity,	 status,	 and	

masculinity	while	women	rode	motorcycles	 to	embody	 the	new	image	of	

‘the	modern	woman’.

In	the	second	period,	riders	were	no	longer	predominately	elite	men,	

but	men	of	diverse	class	backgrounds,	 including	the	working	and	peasant	

classes.	Through	owning	a	motorcycle,	 the	 latter	were	now	also	 able	 to	

display	 their	masculinity	 and	prove	 that	 they	were	 responsible	men;	 for	

women,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torcycle	became	 simply	 a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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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inal	period,	scooters	mostly	replaced	motorcycles	on	Taiwan’s		

streets.	But	while	working-class	men	began	using	motorcycles	primarily	

to	 earn	 a	 living,	 a	 few	 in	 the	middle	 class	 still	 used	 them	 to	perform	

masculinity,	 distinguishing	 them	 from	 traditional	middle-class	men.	

Finally,	 some	women	began	using	motorcycles	 as	 a	way	 to	display	 and	

strengthen	their	masculinity.

Keywords: motorcycles,	STS,	class,	mascul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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