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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痛的身體
Wertenbaker 及 Kane 之戰爭劇作中的性暴力演繹
施純宜（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本文擬探討 Timberlake Wertenbaker 的 The Love of the Nightingale 及 Sarah
Kane 的 Blasted 中的性暴力議題和舞台演繹，提出英國女劇作家對於戰爭中性暴
力的一種看法和立場。兩位女作家對性暴力產生的看法相近：社會中的男性武力
和征服慾望導致女性遭受強暴，而戰爭時期的性暴行，甚至戰爭本身，則是平和
時期性暴力的延續。其次，她們將兩性之間的暴力問題擴展到種族、宗教、政
治上「自我─他者」之間的衝突和爭戰，揭示西方強權自我對弱勢他者長久歧
視與排拒的後果。再者，Wertenbaker 和 Kane 將性暴力呈演於舞台上，同樣聚焦
於身體所承受的傷害和痛苦，致使性暴力場面排除了挑逗觀眾、激起肉體歡愉的
可能。最後，本文視戰時性暴力如同政治刑求，運用 Elaine Scarry 在 The Body in
Pain 中對被刑求身體的論述，指出劇中在戰時遭強暴、承受痛苦的身體，轉化成
力量的標誌，象徵武力、霸權的絕對力量。

關鍵詞：Wertenbaker、Kane、性暴力、傷痛、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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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01 年  月，奈及利亞的伊斯蘭激進武裝組織在東北部奇柏克
鎮強行擄走 1 名女學生，傳言她們被迫皈依伊斯蘭教，販賣為性
奴。事件引起國際關注，並發起「帶回我們的女孩」活動。 月，
「伊斯蘭國」
（IS）在伊拉克北部攻城掠地，也傳出擄走伊北庫德族古
老教派數百名婦女，後來將她們賣掉，或逼迫她們改信伊斯蘭教、再
嫁 IS 戰士。伊斯蘭婦女遭受人權迫害，令人再度思考武力衝突、戰
爭中的性暴力問題。Anne L. Barstow 在 War’s Dirty Secret 的導論中便
已指出這個問題。如她所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戰爭中受害者
的身分已和過去不同，現在絕大多數是老百姓，如婦女、孩童和老
人。這項改變取代了過去對戰爭的認知，即戰爭悲劇只發生於戰場
上的軍官士兵；現在，戰爭的受害者多數是平凡人民，他們未參加
戰役，對戰役也未有任何決定力量，沒有所謂勝利可言，卻失去所
有，甚至生命。改變的原因，主要是由於世界大戰中大規模的軍事轟
炸；其次，許多亂事屬於游擊戰役，主要目的在摧毀村落和糧食，致
使敵人挨餓或逃逸；此外，許多戰爭、衝突中，利用刑求來挫敗對方
士氣，或是集體屠殺，明顯以殲滅整個種族或族群為目標，最常見
的則是策略性的強暴，作為羞辱敵人、破壞家庭及社區生活的手段
（Barstow, 000: ）。這項改變顯現一個殘酷且醜惡的事實：過去將女
人物化、當成性目標的熟悉方式，在加上強大的軍事力量後，已增加
對女性的各種暴力侵害，而強暴，尤其是策略性的強暴，則是其中之
一（Barstow, 000: ）。
致謝辭：作者於此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細心閱讀、指正和建議，促使本文論點及
論述更加明確、深入，同時也謝謝期刊編輯助理的耐心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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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近代戰爭史，的確如 Barstow 所觀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德軍入侵之處，皆有強暴發生；戰爭末期，約有十萬到百萬
名德國婦女遭受蘇聯軍人強暴（Heineman, 011: 1）。亞洲方面，
1 年的「南京大屠殺」，兩萬到八萬的中國女性慘遭日本士兵強
暴、凌虐、殺害；約有二十萬婦女被徵召充當日本軍隊的「慰安婦」
（Chang, 000: ）。1 年  月發生於越戰的「美萊村屠殺」，年輕
女孩和母親被美軍冷酷姦殺。11 年，巴基斯坦士兵強暴了二十萬
至四十萬名孟加拉婦女。0 年代，波士尼亞和盧安達爆發大規模強
暴事件，震驚世界。在盧安達，胡圖族於 1 年  月開始屠殺圖西
族，百日之內，造成百萬人死亡、三百萬的難民，以及二十萬到五十
萬婦女遭受強暴和侵害，平均每天有五千起殺害事件及兩千起強暴
（Frederick, 001: -1）。1-1 年間，波士尼亞境內的塞爾維亞
士兵對回教徒及克羅埃西亞婦女展開大規模施暴。施暴方式主要有
三：其一，塞族軍方強行進入回教徒及克族村莊，擄走女性，當眾強
暴，目的在恫嚇、迫使離開家國，以進行所謂的「種族淨化」
（ethnic
cleansing）；其二，在塞族集中營中，波族及克族婦女遭強暴後常被
殺害；其三，塞族軍方將波族及克族女性囚禁在所謂的「強暴 死亡
營」，長期強暴，迫使其懷孕生下具有塞族血統的小孩，而這種由軍
方主導，將強暴運用為軍事武器，藉以擴充種族領土、人數和勢力的
策略，稱為「種族殲滅性強暴」
（genocidal rape）。據估計，約有兩
萬到五萬樁強暴案件在波士尼亞戰爭期間發生。波士尼亞戰爭促使聯
合國面對戰爭、衝突中的強暴行為，視為違反人權的戰爭罪行之一。
001 年  月，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ICTY）對三位強暴、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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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女性的塞族軍人正式宣判；這是首件就性暴力與奴役所做的審
判，被視為一大突破。 1 然而，近幾年內戰、衝突時的強暴和性暴力
事件依舊頻傳，例如賴比瑞亞、肯亞、辛巴威、剛果等國，以及最近
的奈及利亞、伊拉克。
戰爭和戰爭、亂事中的性暴力是近代英國女性劇作家甚為關切
的問題，戰爭作品時見於英國女性劇場。 2 本文將研究 Timberlake
Wertenbaker（1/1）的 The Love of the Nightingale（以下稱《夜
鶯之愛》
）與 Sarah Kane（001/1）的 Blasted（以下稱《轟爆》
）
中的性暴力議題及舞台演繹，提出英國女劇作家對於戰爭、戰時性暴
力的一種看法和立場。Wertenbaker 為 0 年代英國劇場最具代表性的
女性

女性主義作家之一，處理的題材多與女性

女性主義議題有

關，主要角色多為女性。Kane 則是 0 年代英國劇場最受爭議的女作
家；她的作品充滿性愛和暴力，且以男性為主，其創作風格和主題與
Wertenbaker 迥異，在 0 年代常和男性作家並列探討。然而，如本文
所要闡釋的，兩位女作家皆藉其戰爭劇作來探討戰爭中的性暴力問
題；換而言之，透過《夜鶯之愛》和《轟爆》，她們全面檢視性暴力
問題，從家庭、社會中的強暴，到戰爭、亂事中的強暴，彰顯兩者之
間的關係。不僅如此，兩位也運用性暴力場面的呈演，揭示性暴力受
害者所承受的傷害和痛苦，促使觀眾面對並思考這項問題。
Wertenbaker 和 Kane 在探討性暴力議題時，提出相似看法，其看
法可藉女性主義學者 Susan Brownmiller（1）的經典之作 Against
Our Will 先以說明。該書首先回溯到原始社會，當時女人屬於男人，
一如奴隸屬於主人，土地歸於地主，女性處於全然隸屬地位，非獨立
1

有關波士尼亞戰爭的記載和研究，請見 Allen（1）、Kressel（00）。



有關近幾年女作家戰爭劇作的簡介和探討，請見 Friedman（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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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個體。因此，男人對女人的強暴，非關女性同意或拒絕、或女人擁
有其身體的自主權；強暴是男人的特權，是男人對付女人的一種武力
器。男性強行進入女性身體，即使後者抗議、掙扎，仍成功地征服
她的身體、她的存在；強暴成為男性的工具，證明其優越力量與男性
氣概的勝利（Brownmiller, 1: 1）。從古至今，強暴一直具有重要
功用：它是男性有意識的恫嚇、脅迫，讓女性處於擔憂、恐懼之中
（Brownmiller, 1: 1）。
在戰爭、內亂時，男人擊敗敵人、征服新的領土，勝利的同時，
強暴相伴而生，強暴因之成為戰爭中不幸卻無可避免的結果。根據這
種邏輯，女人僅是令人遺憾的受害者，是意外而無可避免的傷亡和損
失。然而，強暴不只是戰爭的一種病狀，或暴力失控的一項證據，它
是一種由熟悉藉口而產生的行為。首先，戰爭給予男人極佳的心理
狀態來表露對女性的輕蔑。軍事作戰是十分男性化的，如男性手上
的武器配備、同袍情誼、遵守命令的紀律、上下階級等，在在證明
男人心中長久以來對女性的看法，亦即她們不具重要性、和世界無
關、僅是事件的旁觀者（Brownmiller, 1: ）。有些士兵必須向女
人、自己和其他男人證明自己甫獲的優越力量，因此，藉著戰爭的
理由和武器的力量，戰爭暗中給予男性進行強暴的特權。在這樣的
心態和行為下，強暴將男性力量、氣概彰顯到極致，剝除了任何騎
士風範或文明教養的虛飾（Brownmiller, 1: ）。其次，戰爭中常
常是勝利的一方進行強暴。戰勝的軍隊行進在敗軍的領土上，如果
有強暴行為，自然發生在敗軍的女人身上，這是實際層面的原因；
在心理層面，征服者的強暴，自古至今都是顯示戰勝的一種方式，
同時也證明軍人的陽剛特質和成功，成為對他們所付出的具體獎賞
（Brownmiller, 1: ）。再者，當勝利者進行強暴時，戰勝的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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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這行為的一部分，強暴可進而被視為國家進行征服和統治的一種
軍事手段（Brownmiller, 1: ）。戰敗國的男性，向來皆視自己的
女人被勝軍強暴為最大的羞辱，那是敵人擊敗他們的刻意行為，是致
命的一擊。勝軍的強暴是敗國男性之無能、無力的鮮明證據，而「遭
受強暴的女性身體，成為一個儀式性的戰場、勝利軍隊的遊行場域」
（Brownmiller, 1: ）。 3
Brownmiller 在 Against Our Will 中提出一項重要論點，即強暴是
一種暴力，非關性愛，而這性暴力「由社會建構而成，隱含在對女性
的馴服中」
（Walby, 10: 1）。在父權社會中，因制約之故，男性
歧視女性、掌控女性，男性也被教化成須具有男性氣概，慣以武力來
解決問題。強暴即是男性對女性施行社會控制的一種方式，換句話
說，由於對男性強暴的恐懼，女性服從男性，安於在家庭、社會中的
身分和職責。而男性暴力在戰爭中得以發展到極致：如同平和時期的
強暴，戰爭中的強暴並非是因性慾衝動而犯下的罪行，而是來自男性
想控制女性的慾望；戰爭的特殊境況加強男性的優越感，給予強暴的
權力。簡而言之，戰時強暴是平時強暴的一種延續和結果。Against
Our Will 出版於 1 年，是第一本視強暴為歷史現象而加以探討、
論述的著作，Brownmiller 犀利地指出父權社會的力量建構在對女性
的暴力上。她對古今戰時強暴的分析尤具洞見，引用豐富文獻來辯證
社會文化造成了對女性暴力的發生（Horeck, 00: ）；父權社會培
養並鼓勵男性的優越感、氣概和力量，默許暴力特權，造成了戰爭中
的強暴與性暴力。Brownmiller 是當年少數幾位視強暴為武力與征服
的行為、並且加以理論化的學者，她的看法和論述影響深遠，至今仍



中文引文皆由作者自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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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被引述、運用。 4
Wertenbaker 和 Kane 不僅對性暴力的成因與 Brownmiller 看法相
近，其劇作中的性暴力演繹進而呈現相同的意識型態，即「他者 他
者化」
（other/othering）的觀念。James E. Waller（01: ）分析戰爭
或種族殲滅中強暴者的心態時指出，強暴是種族殲滅的一種手段，而
促使施暴者做出如此行為的原因之一，是將受害者視為「他者」；這
樣的心態不僅允許、甚至可合理辯解其殘暴行為，強暴成為一種「他
者化」的工具。Waller 的見解不難理解，不同種族在平日生活中養成
「我們─他們」的觀念：「我們」自認優於其他族群，難以平等看待
「他們」、給予尊重；這樣的觀念容易誇大「我們」和「他們」之間
的差異，其結果雖然加強「我們」之間的合作效益，卻加深了對其他
群體的歧視，造成對立。在戰爭中，
「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對立
提昇為殺戮、強暴的動機。Joanna Burke（00: ）在分析強暴者
心態時也有相同看法，她認為在戰爭中，如果敵方在種族、文化上被
視為陌生或次等，極可能遭受性暴力、凌虐和刑求；「我們」和「他
們」之間的界線如此明顯，
「他們」成為不同的物種。強暴中隱含的
「我們─他們」 「自我─他者」的意識型態，也呈現在 Wertenbaker
和 Kane 的戰爭劇作中，而「他者」不僅是性別上的，也是種族、文
化、政治上的「他者」。
除了對強暴問題的看法相同之外，兩位女劇作家同時也將性暴力


在探討平和時期強暴和戰爭時期強暴之間的關係時，有些學者認為前者為因、
後者為果，如 Brownmiller 及其支持者，也有學者持相反意見，認為戰爭中的
強暴行為導致或增加了平和時期家庭與社會中的性暴力問題。但如同 Elizabeth
Heineman（011: ）所強調的，在研究平時及戰時性暴力時，必須十分留意各
自的成因、兩種模式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有更廣泛討論性暴力現象的機會，
並非爭執何種看法為對、何者為錯，流於激辯和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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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演在舞臺上。一般而言，女作家傾向於避免舞台上的強暴場面，最
主要的原因，如 Charlotte Canning（1: 10）所解釋，是性暴力極
可能成為性愛、色情的場面，挑逗並娛樂觀眾，激發感官與肉體的歡
愉。Zoe Brigley Thompson 和 Sorcha Gunne（010: 1）也指出，將強
暴置於舞台上是件冒險的事，因為透過視覺或肢體所重新塑造、演
繹的強暴或性暴力，很難擺脫偷窺的注視和遭受利用的危險；換言
之，觀眾可能自強暴場面獲得替代性的樂趣，使之成為一種利用、剝
削。此外，由於社會傳統上認可並鼓勵男性的武力與好戰行為，因此
男性觀眾可能在觀賞對女性施暴時，再度肯定其男性氣概。然而，性
暴力的呈演可以讓觀眾瞭解並感受該暴力對身體和心靈造成的痛苦
和創傷。如同 Paul R. Bartrop（01: 1）在 Genocide, Rape and the
Movies 中表示的，有關戰爭、種族殲滅時之強暴的電影罕見，因為
該主題常伴隨著技術、道德、心理等問題，
「但若此類電影可以讓觀
眾不僅質疑暴行的發生，並且感受當中深切的痛苦和要我們負起責任
的懇求，這樣的作品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應該已有無比的貢獻，而這
貢獻可能是其他方式無法做到的」。呈演性暴力場面的女作家所面臨
的，正是 Sarah Projansky（001: 1）所謂的「女性主義者的矛盾」，
掙扎在希望終結強暴和必須再現、挑釁它的矛盾之中。Wertenbaker
及 Kane 各自運用不同的戲劇手法來呈現性暴力場面，不受限於寫實
的強暴演出，然而相同的是，她們都強調身體所承受的傷害和痛苦
─「當代女性主義的一個重要層面是傳達痛苦，傳達女性身體在
父權社會中所承受的痛苦」，這是 Jeanie Forte（00: ）在探討當
代女性主義劇場中的表演時所提出的論點。由於焦點關注在身體的創
痛，Wertenbaker 及 Kane 劇場中的性暴力演繹因而成為不受偷窺、不
被剝削的性暴力再現。兩位女作家甚且進一步迫使觀眾自問觀戲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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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在觀看強暴再現時，自己是這罪行的目擊者？抑或只是緘默的
偷窺者？
Wertenbaker 及 Kane 之戰爭劇作至今不斷搬演於各國舞台，足見
其中的性暴力議題和呈現仍呼應現今的強暴問題；她們對性暴力的探
討彰顯強暴並非僅是性別或家庭、社會問題，它同時與種族、文化和
國家等政治層面息息相關─性暴力不僅是個人問題，也是政治議
題。在 1 世紀初期，無論在亞洲、非洲、歐美，平時或戰時，性暴
力事件依舊頻傳，而透過對兩位女作家之性暴力演繹的研究，本文希
望深切省思性暴力的成因、目的和後果。

二、Timberlake Wertenbaker：《夜鶯之愛》
《夜鶯之愛》於 1 年在英國史特拉福首次搬上舞台，由著名的
皇家莎士比亞劇團演出，1 年轉往倫敦劇場，深獲好評。0 年代
至今，時見各國演出，包括英國、美國、埃及。值得一提的是，該劇
在 00 年改編成歌劇，仍由 Wertenbaker 填詞，於澳洲伯斯的英皇
劇場（His Majesty’s Theatre）演出，011 年 10 月在雪梨歌劇院再度
上演。
《夜鶯之愛》改寫自 Ovid 的 Metamorphoses 第六書中的神話，
主要人物有 Tereus、Procne 和 Philomele。 5 故事一開始以兩個國家不
同的特性來顯示陽性和陰性的差異。Thrace 代表男性社會的陽剛文
化；在 Thrace，沒有哲學家或劇場，人民偏好運動。Tereus 和 Athens
的國王、皇后、Philomele 觀看 Phaedra 一劇時，對 Phaedra 愛上繼
子的不倫之戀無法接受；他認為這樣的戲劇縱容邪惡，敗壞道德。



在《夜鶯之愛》中，Philomela 的英文拼法為 Philom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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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看法暗示他對情緒、情慾、脆弱、瘋狂等陰性文化的陌生和排
斥。在每年一次的酒神慶典，
「Thrace 的女人在城市和樹林間奔跑，
穿過海灘，所有石頭的縫隙都讓她們的火把給照亮了。酒醉的人綿
延數里。……女人……胸部垂掛在外，嘴巴吹著笛子」
（Wertenbaker,
1/1: 1）。夜晚的狂歡，不准男人參加、偷窺；對 Thrace 的
男人而言，那是「女人的秘密」
（Wertenbaker, 1/1: ）。此
外，離 Thrace 不遠的 Athos 山上，只有男人居住，只崇拜男性神
明；他們殺光所有女人和雌性動物，因為相信世上所有禍害皆來自陰
性。Athos 山代表的不僅是陽剛文化，更是極度厭惡、仇視女性的社
會。而排斥、仇視女性的心態和行為終究成為戰爭的本質：
Athens，男性合唱團。
男性合唱團：戰爭。
兩個士兵出場，帶著劍和盾牌。
（……）
士兵乙：你是塵土。
停頓。
你是狗娘養的。
士兵甲：你是跛腳鬣狗養的。
士兵乙：你是流著血的妓女養的。
士兵甲：你是女人養的。
停頓。
我要割下你鬆垮的下體。
男性合唱團：現在，死亡。
士兵甲殺了士兵乙。
（Wertenbaker,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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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的言語、行為「將原該是光榮的戰役變成貶損尊嚴、極其幼稚的
互相辱罵……。英雄的虛飾外表似乎被揭穿，暴露背後的可悲事實」
（Dymkowski, 1: ）。而士兵使用的語言明顯貶抑女性，顯示「男
性邪惡的毀滅，與男人對女人的恨意輕鄙、以及男性眼中所有和女性
有關的屬性，清楚地連結一起」
（Daly, 10: ）。戰爭中對敵人的
仇視和殲滅，正如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敵視、厭惡和暴力行為。
相對地，Athens 是具有陰性特質的國家，見於其文化及女性身
上，尤其是 Philomele。Philomele 首次出現時，正向 Procne 描述對心
儀軍人的渴望：「看那沿著他身體流下的閃亮汗水！我的雙腿要捲繞
著他背部的肌肉」
（Wertenbaker, 1/1: ）。她並且毫無顧忌地
說出對性事的好奇和渴求：「哦！是的，Procne，我感受到那些東西，
那些老虎、河流、蛇類，這裡，在我的胃部這裡，稍微下面一點。
我將告訴妳那蛇如何在我體內滑行，如果妳告訴我那事是怎麼做的」
（Wertenbaker, 1/1: ）。觀看 Phaedra 時，Philomele 不僅同
情 Phaedra，體內甚至能感受到她那股濃烈情感。在航行到 Thrace 的
途中，Philomele 愛上船長，坦率地向他表達愛意，希望他帶她離開
此地。船長遲疑，表示應服從 Tereus，Philomele 立即反駁：「你對
於其他事物的服從呢？還有慾望，那不也是神嗎？」
（Wertenbaker,
1/1: ）她伸出手讓船長觸摸，以確定對她的愛意，並拿起
他的手，放在自己胸前。
Philomele 的美麗、機智和陰性特質是陽剛文化企圖控制或壓抑
的。當 Tereus 看見她對船長的親密動作，立即殺死後者，並且憤怒
地說：「一個年輕女孩，毫無防衛能力，我要割下妳的下體，帶著纏
繞在妳頸項的羞恥，滾到地獄去」
（Wertenbaker, 1/1: ）。
Tereus 的譴責表露在男性社會中，女性不該有自己的情慾且追求情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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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滿足，成為情慾主體，而應是男性慾望的受體，接受、滿足男性的
慾望。因此他殺死船長，阻斷 Philomele 情慾的自主性，讓她回歸女
性的傳統地位。當他表達愛意遭到嚴拒時，他對她說：「我將擁有妳」
（Wertenbaker, 1/1: ）─ Tereus 唯有透過暴力才能征服、
擁有 Philomele 的身體，滿足其慾望。Philomele 向女僕 Niobe 呼救，
他說道：「所以妳害怕了。……害怕就是同意」；「我要讓妳害怕，顫
抖的四肢投向我的慾火」
（Wertenbaker, 1/1: 0）。Tereus 欲強
暴 Philomele 時，將她拖離舞台，強暴一幕由親眼目睹的 Niobe 來敘
述：
她應該同意的，事情會簡單些。現在只有痛苦了。是的，我知
道。我們和 Athens 人作戰。一個愚蠢的小島，但我們很自豪。
男人，死了。全部的男人。還有我們─當時我們都希望死了
較好，但現在我知道活著較好。生命是美好的。低頭屈服，日子
依然美好。甚至更屈服。權力是無法抵抗的，這點我懂。我的島
國終於低頭。我到了 Athens。哦！天呀！天呀！她不應該這樣
叫喊的，只會讓狀況更糟！太緊繃，只有更粗暴。是的，我瞭
解。她最後還是會接受的，必須接受。我們接受了，現在，還
有過去。……現在沒有人去我的島國了。它死了。國家就像女
人一樣。……結束了。一塊涼布，先放在她的雙頰，因為那是最
痛的地方。是羞恥。之後再處理其他。這種事，我完全知道。
（Wertenbaker, 1/1: 0）
被強暴後的 Philomele 要 Niobe 將她身上的暴力味道徹底洗去，
並有尋死的念頭。她責問 Tereus 原因，是自己的衣著、言行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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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碰巧出現，引起他的暴力？但她堅拒自己是誘因：「我的身體流
血，我的心靈裂開，而我是原因？不，這不合理，為什麼我要造成
自己痛苦，這不合理。……是你個人的作為，是你，並非由我引起」
（Wertenbaker, 1/1: ）。 6
Ken Plummer（1: ）在其書中指出，10 年後的強暴書寫
和過去不同，故事變成有關性別和武力，而非性事和慾望，訴說的是
女性在男性權力和規範之下的生活，而不再是男性慾望的發洩和女
性的撩撥。Plummer 所言可用來解釋 Philomele 強暴一幕最重要的意
義。男性對女性的強暴，不單出自情感、情慾，更是來自控制、佔有
的慾望，來自男性教化衍生的侵略和掌控力量。強暴成為男性表達蔑
視和憤怒、實行馴服和強佔的工具。強暴進而帶給女性恐懼，恐懼因
而成為男性規範並控制女性生活的一種社會方式，迫使女性安於其身
分、地位和職責。Tereus 透過強暴和恐懼迫使 Philomele 服從，滿足
其征服和佔有的慾望，然而因其身分，也迫使 Philomele 成為亂倫的
共犯。誠如 Joe Winston（1: 1）所闡釋的，性暴力和亂倫多由
男性透過強暴女性所犯下，
「Wertenbaker 一針見血地指出社會中的破
壞力量，並非來自女性的情慾，而是源自男性暴力及暴力驅動的異常
情慾」。
「危險的首要意義是指主人的權力」
（Wertenbaker, 1/1:
1），女性合唱團的一員 Hero 向 Procne 如此暗示。男性社會的武力
主義和服從權力致使女性處於身體受到傷害、心靈承受痛苦的危險。
Niobe 的敘述不僅「呈現」Philomele 所遭受的強暴，同時也「再
現」自己與其他女性在戰爭中所遭受的強暴。她的島國和 Athens 奮


現代社會中，強暴的發生常常被認為是由女方所招致，例如其衣著、言語、行
為，甚至巧合地出現在強暴者眼前或附近。Wertenbaker 於此透過 Philomela 來
駁斥這種強暴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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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男人被殺光，女人被強暴，她被迫到 Athens 當奴隸。Tereus 對
Philomele 的強暴，讓她聯想戰爭時的強暴，她的聯想以及她把國家
譬喻為女人，將此刻的強暴由家庭中的暴力擴展到戰爭中的暴行，甚
至是戰爭本身。借用 Froma Zeitlin（1: 1）所分析的：「男性的
慾望和狩獵、戰爭原是不同的，但後兩者卻也是男性性慾的隱喻。因
此，當中的分別雖然十分明顯，卻可能模糊，尤其是當處女被奪去貞
操的性行為發生時。」Philomele 遭受暴力的身體，同時也象徵戰爭
中遭受性暴力的女性身體，以及遭受強勢國家之武力破壞和征服的弱
勢國家。Wertenbaker 於此傳達她對強暴及戰爭的看法：男性的武力
和征服不僅導致社會中女性遭受性暴力，也導致戰爭中對女性的暴
行，而武力 強權主義進而成為國家相互爭戰、殲滅的原因。
Wertenbaker 巧妙地將 Philomele 強暴一幕之個人層面和政治層面
互相重疊

連結，或許可視為這部神話改寫的最大特色。作為戰爭

中的女性，Philomele 不僅承受性暴力，也遭受噤聲。她被強暴後，
揚言要讓 Thrace 人民知道這位戰場英雄、萬人之首的醜惡暴行，於
是 Tereus 割去她的舌頭，奪去她揭發真相的能力，同時也奪去她善
於表達自我的語言能力。Tereus 對著血泊中的 Philomele 說：「妳不
說話的時候更加美麗。……妳應該保持沉默的。我比妳強而有力，
還有我的慾望。讓我親吻妳受傷的雙唇。我甜美、無聲的籠中鳥」
（Wertenbaker, 1/1: ）。對男性來說，女性的美麗來自於對他
的屈從，無論是在身體或言語上；而女性的痛苦、可憐和無助，則成
為男性力量的標誌。Philomele 被 Tereus 囚禁五年，滿足其慾望，如
同戰爭中被囚禁的女性，身體遭受蹂躪、控制，不得言說。被強暴、
噤聲的囚俘無法與他人、世界溝通和連結，活在孤獨、傷痛、恐懼、
絕望之中，如同活在死亡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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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hilomele 被強暴、割舌後，Wertenbaker 藉用女性合唱團來
質問現今社會中的種種暴行：「為什麼國家會製造戰爭？」
「為什麼
種族會遭受滅絕？」
「為什麼白人截斷黑人的話語？」
「為什麼有人
無故消失？最終的無聲」、
「為什麼小女孩會在陰暗都市的車庫裡被
強暴、殺害？」
「為什麼行刑者在微笑？」
（Wertenbaker, 1/1:
）。運用「時代錯置」
（anarchronism）的技巧，
《夜鶯之愛》跨越
過去和現在的界線，將過去的兩性、戰爭問題延展到現今的兩性、種
族和政治問題，點出強暴、衝突、戰爭在今昔的共同之處。這共通
點即是 Margarete Rubik（1: 1）所說的，從古至今「以歐洲、父
權為中心的體制對所有他者的敵意」。換而言之，Wertenbaker 藉由
Philomele 神話來暴露、質疑過去至今西方陽剛自我的態度和制度對
陰性他者的暴力，而此時的他者，不僅是性別上的，亦是種族、文
化、政治的他者。
《夜鶯之愛》中兩性間的暴力實為政治暴行的縮影
─男性對女性施加的暴力一如強者對弱者、強族對弱族、強國對弱
國的殘暴和屠殺。
S. E. Wilmer 在 Rebel Women 的導論中指出，現代劇作家常常強
化希臘神話中女主角原有的反抗特質：她們不願接受馴服及不公對
待，
「為了自我而反抗壓迫、邊緣化和傷害，為了尊嚴而抗拒父權
社會的價值觀，並且準備接受其叛逆行為所帶來的報復」
（Wilmer,
00: xvi）。Wilmer 的見解可用來說明 Wertenbaker 對 Philomele 的重
塑，此亦《夜鶯之愛》的另一項特點。Philomele 在被 Tereus 囚禁期
間不停編織，做成三個大型人偶。酒神慶典中，在聚集的女性觀眾面
前，她操作人偶，演出被強暴、割舌的事件，代表皇后的人偶在一旁
哭泣，最後兩個女性人偶互相擁抱。剛開始因為操作不順，人偶動作
顯得粗俗、滑稽，觀眾大笑；但當演出割舌時，血布落地，觀眾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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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不同於 Ovid 的版本，
《夜鶯之愛》中的 Philomele 運用人偶演
出，再現強暴、割舌，將個人承受的男性暴力暴露於女性觀眾眼前，
讓女性瞭解男性對女性的殘酷行為。Philomele 的大膽揭露，使她不
僅只是受害者，亦是在事後面對、處理強暴經驗，具自主性的經歷
者。戰爭中女性受害者和經歷者的不同，顯示於 Niobe 和 Philomele
的差異。Niobe 在敘述 Philomele 被強暴時，充分表露她的墨守父權
傳統和保持緘默。她認為 Philomele 應該服從男人的慾望

力量，不

該反抗，而被強暴者最深切的傷痛是羞恥。她並且對 Philomele 說：
「妳現在什麼都不是，只是另一個受害者。認命吧！就像我們一樣」
（Wertenbaker, 1/1: ）。父權社會將強暴之羞恥加諸於女性，
羞恥因此成為壓迫女性的一種手段，讓女人承受傷痛、痛苦，卻壓
抑、沉默、屈服。Niobe 在劇中代表傳統女性接受男性社會的觀點、
道德和規範，因此不覺有反抗之必要（Gômceli, 010: 1）。相較之
下，Philomele 將個人的羞恥經驗公諸於世，藉此和姐姐及更多女性
連結一體，共同質疑父權社會所建構的階級和秩序，抗拒對女人的壓
迫和暴力，形成「集體反抗的一種形式」
（Hehm, 00: 1）。簡而
言之，她將私己的悲劇變成政治事件，戰爭中的強暴因而成為軍事行
為、政治問題。
Wertenbaker 在《夜鶯之愛》中運用三種技巧來演繹強暴：舞台
之外（off-stage）、隱喻，以及人偶模擬的劇中劇；雖然方式不一，
但共同點是傳達並呈現女性身體之傷痛。第一幕強暴於舞台後方進
行，雖然觀眾只能聽見 Philomele 的叫喊，但透過 Niobe 的敘述：
「她應該同意的，事情會簡單些。現在只有痛苦了。……她不應該這
樣叫喊的，只會讓狀況更糟！太緊繃，只有更粗暴」
（Wertenbaker,
1/1: 0），可以想像 Philomele 被強暴時的無助、害怕、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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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無力，以及身體承受暴力的痛苦。割舌一幕及之後蜷伏在血泊中
的 Philomele，暗喻 再現之前的強暴：刀子侵入 Philomele 的口 身
體，使之撕裂、流血，成為陽具的替代符碼，而鮮血象徵身體的傷
口、傷痛。最後由人偶模仿的強暴與割舌，演出時，地上的血布讓台
上圍觀的女性觀眾和台下看戲的觀眾充分想見真實狀況中的暴力和傷
害。由於舞台上沒有實際肢體演出的強暴，因而除去了強暴場面可
能引起的性愛歡愉或快感；也因為焦點置於暴力造成的傷害，此時
觀眾注視、關切的是受害者，而不是認同、認可施暴者。這些強暴
場面成功地擺脫了觀眾的偷窺或凝視，拒絕滿足性暴力的幻想或迷
戀。此外，Philomele 對 Tereus 性事能力的嘲弄─「當我看見你赤
裸時，不禁想笑，因為它是那般地皺縮、滑稽，和雕像上的完全不
一樣。……一個男人，因短暫且醜陋的快感而叫喊；在堅硬皮膚下
是一個軟塌的男人，……虛張聲勢、窘困難堪的肉慾、微弱的男子
氣概」；「你只有充滿暴力時，才是強硬的」
（Wertenbaker, 1/1:
）─打破了「陰莖之無敵力量的神話」
（Marcus, 1: ），
顛覆了性暴力以陽具為中心的本質。
《夜鶯之愛》中呈現的強暴，如
Lisa Fitzpatrick（010: 1）所讚許的，
「挑釁性別的傳統建構以及對
女性受害者的固有看法」。
在討論神話和戰爭時，Barbara Whitmer（1: 1）指出：「神話
促使文化整合和延續，讓群體大眾得以懷有類似的觀念與信念，且有
類似的態度、行為和期望。」Wertenbaker 的夜鶯神話改寫顛覆了神
話的傳統功用和意義，它「質疑一般被認為是自然或常識的價值觀與
信念之養成、建構」
（Pankratz, 001: 11）。在第八幕，男性合唱團
問台下的觀眾：「什麼是神話？一個隱藏在模糊曖昧影像中不欲人知
的事實，世世代代不停迴響」
（Wertenbaker, 1/1: 1）。潛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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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鶯神話中的事實，即是強暴自古至今皆被用作父權社會與強權政治
的武器。
《夜鶯之愛》回溯至古希臘時空，跨越到現今社會，將強暴
議題歷史化，彰顯從古至今性暴力對個人、家庭、文化、國家的殘酷
行為和毀滅後果；而這樣的暴力向來植基於「擁抱戰爭、消噤任何質
疑、差異和批判的文化」
（Roth, 00: 0）。誠如 Jennifer A. Wagner
（1: -）所強調的：「Wertenbaker 改動希臘悲劇的傳統結構，
最終目標是此劇的觀眾。她最關切的是個人責任問題，……觀眾在現
實生活中對於像這古老神話中之性暴力所該有的責任。」Wertenbaker
運用 Brecht 的「疏離效果」
（alienation effect），亦即讓劇中角色和合
唱團直接向觀眾說話、詢問，藉此打破過去和現在、台上和台下的
距離，迫使現今觀眾思考面對暴行時的態度和責任。在 1 年皇家
莎士比亞劇團演出的版本中，Philomele 在被強暴後、割舌前，責問
Tereus，揚言要向 Thrace 的人民揭發真相；此時，Philomele 一一看
著台上的 Tereus、Niobe、合唱團和台下的觀眾，致使所有人都成為
發生於她身上之暴行的目擊者（Gipson-King, 00: ）。而最能反
映觀眾心態的，或最能激發觀眾思考心態問題的，無疑是最常對著
台下觀眾說話的男性合唱團。強暴事件未發生前，他們界定自己的
身分是觀察者：「我們在此只是觀看，像古代的記者一般，用文字書
寫暴行，無法阻止我們將要記載的事件」；「我們要求準確，我們紀
錄」
（Wertenbaker, 1/1: 0）。但是，當 Tereus 對 Philomele 的
意圖越來越明顯時，他們決定假裝完全不知情：「我們等待，沒有責
任的痛苦，等待時機的到來。我們什麼都不問；在晚上，我們熟睡，
什麼都沒看見」
（Wertenbaker, 1/1: 1）。Tereus 殺死船長後，
他們一邊抬走屍體、一邊說著：「我們什麼都沒看到」
（Wertenb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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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於 Tereus 對 Philomele 的強暴，他們什麼都不
說，因為「那樣比較好」
（Wertenbaker, 1/1: ）。男性合唱團
雖如現代記者冷靜客觀地敘述事件（Rabillard, 1: 101），然而保持
沉默和被動、向權力低頭，讓他們成為 Tereus 和 Philomele 悲劇的偷
窺者，坐視暴行發生。透過男性合唱團，Wertenbaker 迫使觀眾自問
在面對性暴力時是冷漠、緘默、屈從的旁觀者，亦或質疑、舉發的目
擊者？坐視強暴、暴力、霸權，卻保持沉默，未有質疑或行動，即成
為共謀。因此，
「該為強暴負責任的，不單是施暴者，還有任其發生
的社會」
（Gipson-King, 00: ）。

三、Sarah Kane：《轟爆》
《轟爆》是 Kane 探討戰爭本質之三部曲的第一部，1 年於倫
敦的皇家宮廷劇院首次演出，Kane 自殺去世後，該劇院於 001 年
 月舉辦「莎拉．肯恩季」，由 James Macdonald 執導，再度將《轟
爆》搬上舞台。00 年  月，馬德里亦舉辦「莎拉．肯恩節」，搬演
《轟爆》及 Crave。00 年  月，柏林的列寧廣場劇院（Schaubühne
Theatre）舉行「莎拉．肯恩季」，由 Thomas Ostermeier 執導德文版
的《轟爆》，00 年 11 月也在倫敦演出。00 至 00 年，Graeae
劇團在英國巡迴演出《轟爆》。00 年導演 Felix Mortimer 在里茲的
皇后旅館實地演出《轟爆》。 7
一如《夜鶯之愛》一開始以兩個不同的國家來顯示陽性
和陰性

自我

他者之差異，
《轟爆》一開始則透過男、女主角的不同特質

 《轟爆》在各國演出的時間及幾個重要演出的評論，請見 Iball（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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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呈現。Ian， 歲的中年男子，小報記者，言辭之間顯露他歧視女
性和殘障者，厭惡同性戀；他並且懷有強烈的種族主義，對於非白人
種族總以冒犯字眼稱之，認為這些人正逐漸佔領里茲和英國，英國將
成為他們的世界。他隨身攜帶手槍，基於愛國參加右派組織，秘密
殺人。至於 Cate，1 歲，對有缺陷者懷同情心，對外來種族友善包
容，她慣常的動作─吸吮拇指─象徵其善良天真。Cate 說話時，
會因為壓力而結巴，並患有癲癇症，父親回家後開始發病，暗示她受
到父親侵害。兩人進旅館後的談話，透露他們多年前已有關係。Ian
幾次親吻 Cate，多次要求發生關係，皆被拒絕。Ian 在言語及行動上
的強勢和攻擊，突顯武力、好戰的陽剛特質，與 Cate 的溫良和憐憫
明顯不同。
第二幕開始，對話透露在見面的晚上，Ian 強暴了 Cate。因他
咬她的下體，致使她流血、疼痛。早上醒來，Cate 帶著恨意，冷眼
看著 Ian，之後撕破他的夾克袖子，用力拍打他的頭部；他將她按倒
在床，她還是不斷腳踢、拳揍、口咬，並且拿出他的槍，指向他的
鼠蹊部。情緒激動之下，Cate 病發昏倒，此時 Ian，如舞台指示所說
的，
「把槍對著她的頭部，俯身在她的兩腿之間，模仿做愛」
（Kane,
001/1: ）。
Ian 將裝有子彈的槍對著 Cate，明顯地，他對她所做的並非性愛
行為，而是強暴。如 Heiner Zimmermann（001: 1）所分析的，Ian
只是將 Cate 當成性慾的對象，
「他機械式地重複『我愛你』，不過是
性暴力的前奏或藉口。Kane 將這場兩性之戰的所有細節盡呈觀眾眼
前，其中陽具和手槍是一體的」。另外，Kane 在 1 年的訪談中提
及此幕，認為當中最讓人不安的，即是手槍對著 Cate 頭部的部分；
手槍刺激 Ian 的性慾，帶來高潮，完全是個興奮劑（Saunders,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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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手槍象徵男性的性慾，也象徵男性力量，男性為滿
足慾望而對女性施加的武力。中年 Ian 此時對年輕 Cate 的強暴，亦
彷如父親對她的侵害。 8 Kane 在《轟爆》的前半部以 Ian 和 Cate 的
關係來揭露家庭、社會中的強暴問題，如 Patricia Holland 在其劇評中
所說的，
「強暴並非單一的殘酷行為，它已成為極度不平等之兩性關
係結構中的一部分」
（Saunders, 00: ）。
劇作的中間部分，Cate 自浴室窗戶離去，士兵出現，帶來了轟
爆，帶來了戰爭─波士尼亞戰爭─的種種暴行與痛苦，尤其是
強暴的痛苦。 9 士兵向 Ian 敘述他在戰爭中所見、所犯的暴行：
「看見
數千人像豬隻般成堆地擠上卡車，想要逃離城市。女人將嬰兒往卡
車上丟，希望有人會照顧，但卻互相擠壓而死，腦內的東西從眼睛
流出。看見一個小孩，臉被炸糊了；一個被我強暴的女孩，想要偷
我的水；飢餓的男子吃著死去太太的腿肉。槍在此地出生，不會死
去的」
（Kane, 001/1: 0）。他和其他士兵有次發現了躲在地窖的
一家人，他強暴了所有的女人，最年輕的才十二歲；她的父親被他
們自嘴部射殺，她的兄弟們的睪丸被綁住、倒吊在天花板上（Kane,
001/1: ）。士兵不僅向 Ian 敘述，也對他做出類似的暴行：「士
兵一隻手把 Ian 的身體轉過去，另一隻手用槍抵住他的頭部，拉下


Aleks Sierz（001: 10; 010: ）兩度提到，觀戲後有作家和劇評人將 Cate 視
為 Ian 的女兒，《轟爆》開始所呈現的是父親對女兒的性侵害。



在 1 年及 1 年的訪談中，Kane 提及《轟爆》的創作過程：1 年開始
創作時，原來只想寫中年男子強暴年輕女子的故事，但因某天看見有關波士尼
亞戰爭的電視新聞報導，一位七十歲的老婦人哭著對鏡頭求救，Kane 哭泣，
感受到極度痛苦，於是想要呈現那份痛苦，同時也有了在劇中加入一個士兵的
想法（Saunders, 00: 0）。而對波戰的暴行，Kane 特別注意到強暴。她發現
之前的戰爭中，強暴未被運用成一種戰爭武器，但在波役中，卻被用來策略性
地玷污回教婦女，她認為這可能跟文化有關（Saunders,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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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褲子，解開自己的褲子，強暴 Ian……。當士兵結束時，拉起褲
子，將槍抵向 Ian 的肛門」
（Kane, 001/1: ）。之後士兵用嘴吸
出 Ian 的雙眼、吃下。他對 Ian 所做的，正是敵方士兵對其女友所做
的。劇作的後面部分，一開始只見士兵已用手槍射穿頭部自殺，屍體
躺在 Ian 附近。Cate 再度出現，帶著一個女人託付給她的受傷女嬰。
嬰兒不久死去，她將之埋在地板下，留下 Ian，出去尋找食物。再回
來時，帶著食物和酒，雙腿滲流的鮮血，暗示她用身體換來食物，
如被強暴。她吃著食物，之後餵食 Ian，後者回以「謝謝妳」
（Kane,
001/1: 1）。
Hillary Chute（010: 1）評論 Kane 劇作中的暴力主題時指出，
單單是暴力，或暴力的隱喻，無法成功地傳達像 Kane 劇作中令人驚
憂的文化洞察力；她的作品刻意描繪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侵害及大規模
的政治暴力，將兩者連結。換而言之，Kane 劇作中的暴力不只發生
在平日、或只在過去歷史，因此這種暴力可以產生全新的意義。的
確，在《轟爆》中，Kane 將家庭、社會中的強暴和戰爭中的種種暴
行連結一起，顯現其間的因果關係。如她所言，
「里茲旅館房間的一
樁平凡強暴和波戰有什麼關係呢？……很明顯，一個是種子，另一個
則是樹木。我真的認為全面性戰爭發生的原因總是可以在平和時期
的文明中找到」
（Saunders, 00: ）。她另外也說：「對於在英格蘭
發生的單一強暴事件的解釋，其合理的結論是波士尼亞的強暴營；
對於社會對男性行為之期許的解釋，其合理的結論是戰爭」
（Aston,
00: ）。Kane 認為社會文化對男性力量、男性優越感的肯定和培
養，造成平時強暴、亂倫的發生，也導致戰爭中性暴力、甚至戰爭的
產生；劇中的槍枝─即 Ian 強暴 Cate 時抵住她頭部的手槍，和士
兵強暴 Ian 時抵住他頭部的槍─連結兩幕的強暴，正象徵男性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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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權力，是造成性暴力、暴行與戰爭的原因。然而，戰爭不僅源於
男性的武力和霸權，也導因於長期的「自我─他者」的狹隘界分、互
相仇視。如前所述，Ian 不僅歧視女性和弱勢，厭惡同性戀，並且崇
尚法西斯主義，仇視非白人族群，顯示他在性別、階級和種族上向來
皆有「自我─他者」的界分（Wallace, 00: 1）；而對他者的敵視、
排斥和暴力終究導致戰爭和酷刑。士兵闖入旅館房間後，狼吞虎嚥
吃下 Ian 的早餐，告訴他：「現在是我們的地盤了」
（Kane, 001/1:
），並且站在床上往枕頭小便，宣示其領土主權。士兵代表 Ian 向
來歧視的種族與政治他者，他的出現和暴行，致使旅館房間瞬間成為
他者對自我反撲的戰場。和 Wertenbaker 一樣，Kane 亦將兩性之間的
暴力擴展到「自我─他者」之間的衝突與戰爭，揭示西方強權自我難
以避免弱勢他者暴力相向的後果。
Kane 在呈現強暴時，於常見之男性對女性的性暴力中，大膽加
入男性對男性的強暴，可能是劇場史上觀眾首次必須同時面對女性和
男性的強暴（Biçer, 011: ）。在 Cate 承受的強暴部分，她運用了
「模仿」
（simulation）和「舞台之外」。Ian 在和 Cate 見面的次日凌晨
再度強暴她，演出的方式是在動作上模仿做愛；Ian 對 Cate 的強暴，
同時再現昨晚對她的強暴，以及父親對她的侵害。Cate 與官兵的身體
交易，則以「舞台之外」的方式演繹。
「模仿」和「舞台之外」避免
強暴流於感官刺激、女性身體遭受剝削。Kane 並且透過 Cate 的癲癇
症及腿上殘留的鮮血來呈現身體承受暴力之創痛，尤其是她時而發作
的癲癇。當 Ian 凌晨強暴失去意識的 Cate 時，就在他達到高潮之際，
她突然挺直坐起，發聲叫喊，歇斯底里地不停笑著，之後停止，開始
大哭，最後又再昏倒，平直躺著。借用 Kim Solga（00: ）的分
析，Cate 的身體在 Ian 獲得快感的重要時刻猛然坐起、打斷 Ian，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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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它拒絕接受他的強力，換句話說，它喚起 Cate 會對他有所慾望的
期待，卻又將之否定；Cate 歇斯底里的笑是陌異化（defamiliarized）
的性歡愉畫面。Cate 不時的病發，是她對所承受之性暴力的心理及
身體反應，暗示她是男性侵害和強暴的受害者，而此刻的病發，強而
有力地打破受害者可能在承受性暴力的過程中得到歡愉或快感的強暴
迷思，也顛覆陽具無敵的想像。同樣具有顛覆陽剛 陽具力量的，是
Cate 向 Ian 訴說從自慰中獲得愉悅、滿足的經驗：「就在我想像它會
是怎樣的感受、想著下一次的時候，它便發生了，十分美妙，腦子裡
沒有任何其他事物」
（Kane, 001/1: ）。男性強力帶給女性身體
的是疼痛與創傷，並非歡愉或高潮。
作為男性強暴的受害者，Cate 似乎一直未能打破「強暴者─受
害者」的模式。一開始答應和甚久未見面的 Ian 來到旅館，不僅延續
她和 Ian 之前的關係，之後被後者強暴，也重複著被父親性侵的模
式。她於劇末兩度回到 Ian 身邊，再度重複她所習慣的關係模式，10
加上她用身體交換食物，看似一直處於受害者的身分，未有改變。
Cate 的確未如 Philomele 極力反抗強暴者，且向公眾揭發暴力，但她
也不像 Niobe，只求在男性武力 權力下存活。Cate 最後兩度回到旅
館的原因，以及一開始和 Ian 來到旅館的原因，可有不同的解釋。
Cate 願意再見 Ian，是因為在電話上感受到他不快樂、為他擔心。
Kane 承認這是「十分愚蠢」的行為（Saunders, 00: ），但在愚
昧之餘，也顯見她的善良與真誠。至於劇末，一次帶著受傷女嬰回
來，為了向身為父親的 Ian 求助；一次帶著食物回來，為了和同樣處
10 Robert I. Lublin（010: 11-11）認為 Cate 迫使自己回到 Ian 身邊，唯有如此，
才能滿足她的慾望，Graham Saunders（00: -）則認為部分原因是 Cate
想要回來報復 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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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飢餓狀態的 Ian 分享她以身體換來的東西。Cate 吃著食物，之後餵
Ian（坐在埋葬嬰兒的地洞中）食物和酒，展現她之前對受傷嬰兒的
照料和呵護。Cate 犧牲自己、保護弱者的精神感動並改變了 Ian，於
是向她說聲「謝謝妳」。此刻的 Cate 和 Wertenbaker 劇作中的女性角
色有著類似的特質，即母愛的精神。 11 Cate 的特質與最後呈現的姿
勢─「當她餵完 Ian 之後，坐在離開他的地方，蜷縮保暖，喝著琴
酒，吸吮拇指」
（Kane, 001/1: 1）─微妙地暗示兩人關係的改
變。此刻的 Cate 不再是平和時期兩性關係中的被動承受者，而是在
戰爭中主動救助、保護同為受害者的女性。
相較於 Ian 對 Cate 的強暴，士兵對 Ian 的強暴不是模仿做愛動
作，因此真實，也更殘暴。然而，這男性對男性的強暴既不挑逗，亦
不煽情、迷惑。Ken Urban（00: 1）認為 Ian 遭受的強暴，代表
士兵所描述之種族殲滅中的殘酷行為；他被摧殘的身體成為一種工
具，促使發生在外面的暴行顯現眼前。換而言之，此刻強暴的痛苦不
僅是 Ian 個人的，亦可視為再現士兵女友、士兵強暴之女孩與婦女的
痛苦；他所遭受的痛苦，以及之後被挖出雙眼，同時再現士兵敘述
中的種種暴力、酷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根據 Irina Anderson 和
Kathy Doherty（00: 0）的研究，遭受強暴的異性戀男性所承受的
痛苦和創傷，較女性、同性戀男性等其他類別的受害者嚴重，因為這
樣的強暴悖離異性戀男性的「正常」性行為。再者，男性對男性的強
暴，尤其在戰爭、衝突中，意圖將被強暴男性當成女性，使之女性

11 在《夜鶯之愛》中，或許忠於神話，Procne 和 Philomele 都是弒子的恐怖母親，
然而在 Wertenbaker 的原創劇作中，女性角色的母愛特質及視女嬰為未來的希
望不斷出現，如 The Grace of Mary Traverse（1）中的 Mary、Sophie 和 The
Break of Day（1）中的 N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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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帶來羞辱與難堪。劇中對 Ian 被強暴的感受只有簡短一句話的描
述，
「Ian 的臉流露痛苦，沉默無聲」
（Kane, 001/1: ），然而相
較於上述的「模仿」，此幕更加痛苦，也多了污辱和輕蔑。因此，Ian
遭受強暴一幕同樣聚焦在暴力和痛苦，拒絕感官、偷窺的滿足。Ian
承受暴力的身體不僅再現波士尼亞戰爭中的種族殲滅性強暴，也重現
戰爭中的性暴力和暴行。遭受強暴並失去雙眼的 Ian，獨處時十分無
助，企圖徒手勒死自己；他自慰，排泄，歇斯底里大笑，睡去，做惡
夢，哭泣，向士兵的屍體尋求慰藉，難忍飢餓而吃起嬰兒的屍肉，最
後躺在埋葬嬰兒的地洞，僅露出頭部。
「這悲劇性身體的怪異特質，
透過一幕幕令人警醒的靜態畫面徹底展現，Ian 的痛苦和困境剝除了
他的人性，致使他吃起人肉」
（Carney, 00: ）。Ian 演繹戰爭中
個人遭受暴力的狀況，尤其是囚犯遭受拘禁的狀況，他的身體在觀眾
眼前呈現戰爭中肉體承受暴力時的傷痛、本能和狀態，讓觀眾對於人
類在極度卑賤、脆弱時的折磨、痛苦和無力，能夠感同身受。
如同《夜鶯之愛》，
《轟爆》亦促使觀眾思考，在面對社會、戰
爭中的強暴和暴行時，自己的立場與責任；《夜鶯之愛》主要藉由男
性合唱團的角色，
《轟爆》則透過 Ian 的記者職業及其職業態度。身
為小報記者，他對報導題材的選擇和處理，充分顯示在一則有關英
國女孩 Samantha 在紐西蘭遭殺害的消息。在電話口述中，他刻意添
加兇手謀殺的細節、Samantha 年輕美麗的外貌和成為模特兒的夢想，
以及心碎的母親，顯然讓原本不幸的事件更「聳人聽聞」
（Aston,
010: 1），甚至隱含性挑逗；而他不時加入標點符號、段落的指示，
既讓這死亡事件流於司空見慣、例行公事，也暴露他的冷漠態度。當
士兵知道 Ian 是記者，要他負起責任，告知天下他遇見了士兵、戰爭
已經爆發，Ian 卻拒絕：「我為約克郡報導國內消息，不負責國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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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槍擊、強暴、孩童被同性戀神父和老師侵害之類的消息，不是
軍人為了一塊土地互相打仗的事。內容必須是─私人的。你的女
友，她是個故事，柔軟、乾淨。不像你，骯髒下流，像那些中東佬。
黑人的故事沒什麼有趣的，誰會理它？為什麼要報導你的故事，讓你
曝光？」
（Kane, 001/1: ）。Ian 的拒絕顯示新聞媒體慣將事件
中的傷痛部分去除，長期這樣報導事件，養成大眾的興趣和口味。
如 Peter Buse（001: 1）所說的：「在現代英國社會中，一些創痛
事件，例如強暴、謀殺，因為媒體長期餵食而變得不重要；這類報導
的語言聳動、千篇一律，致使這些不幸事件不具重要性，真正的傷痛
完全隱沒，了無痕跡。」然而，如果報紙、電視讓大眾僅是旁觀者，
劇場要讓觀眾成為目擊者。Kane 刻意在劇場空間生動地呈現殘酷的
景象，讓觀眾親眼目睹創傷、痛苦，打破平時對恐怖、傷痛事件的感
受和瞭解。觀眾不僅眼見殘暴事件，同時也要思考身為目擊者的責
任。如 Peter A. Campbell（010: 1）所言：「Kane 運用一幕幕的性
愛、暴力，迫使觀眾看見並瞭解自己在現今社會之暴力罪行中的共謀
身分，即使他們僅僅感到僥倖、自滿。」坐觀暴行，未有行動將之揭
發，即是縱容、助長暴行，實屬共犯。

四、結語
Ruth Seifert（1: ）在研究戰爭和強暴的論文中直言：強暴
是一種刑求─強行侵入一個身體的內部，是最難以想像、最嚴重的
傷害，傷害了一個人的私密部分及自尊；從任何角度來看，強暴是嚴
厲刑求的標記。而當一個女人的內在部位被暴力入侵，造成的傷害和
刑求是一樣的，即肉體的痛苦、身體自主權的剝奪、尊嚴的喪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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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身分的抹滅。Rhonda Copelan（1: 01-0）在探討戰爭中對女
性的暴力罪行時也指出，目前國際間已將刑求定義為刻意施加極度的
身心痛苦與折磨，目的不僅在獲得口供和情報，也為了懲罰、恐嚇、
仇視、消滅被刑求者的人格，或削弱其能力與力量，因此強暴也應被
視為一種刑求。遭受獨裁政權或軍事組織強暴的女性，其經驗清楚顯
示，強暴是最平常、最可怕、最有效的女性刑求方法之一。強暴剝奪
人格的完整、女人的身分，致使她失去身體；強暴打擊女人的力量，
企圖貶抑、摧毀女人，目標在於控制、去其人性。強暴和刑求一樣，
皆帶給受害者身心痛苦、恐懼、羞辱、疏離，剝奪身為人的尊嚴、自
主及個人身分和主體性。
強暴

刑求的政治意涵可進一步用 Elaine Scarry 的 The Body in

Pain 加以闡釋。Scarry（Scarry, 1: ）認為刑求和戰爭有兩個相
同的目標，即人民與其文明，因此刑求是一種類似戰爭的毀滅行動，
它仿效戰爭的摧毀力量。刑求具有明確的施加傷痛的行動，它本身展
示並擴大肉身所感受、經歷的痛苦；「刑求的過程將事件、環境中的
每個層面都轉化成痛苦，並且宣告這個轉變」。刑求的目標在造成全
面性的痛苦，所以行刑者不斷增加其運用的策略和方式，直到整個
囚室和室內的一切事物皆成為顯示囚犯內在感受的巨大地圖（Scarry,
1: ）。行刑者更生動地呈現發生於囚犯內在的意識消喪及世界
瓦解；野蠻且殘忍的刑求刻意、明白地宣示其破壞文明的本質，展演
如何拆解已建立的意識。正是這劇烈的傷痛，毀滅了被求刑者的自我
和世界，而這痛苦盡顯在佔據了整個空間、取代了整個宇宙的肉體
身軀。強烈的痛苦也摧毀了語言，因為當自我及其世界分裂、潰散
時，語言能力也隨之碎裂。透過極度痛苦，意識、自我、世界、聲音
和文明喪失殆盡。最後，和戰爭一樣，刑求體現了一個想像、一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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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在身體的意象；痛苦的事實成為強權的事實，屍體的真相成為一種
意識型態的真相。換句話說，被物化的痛苦不再是痛苦，而被轉譯成
力量，成為力量的標記、強權的表徵。傷痛的身體成為擴大的人類
痛苦、折磨的地圖，象徵強權的力量和暴力（Scarry, 1: ）。運
用 Scarry 的論述，在 Wertenbaker 和 Kane 劇場中，那些在戰時遭受
強暴、承受痛苦的身體─ Philomele、Niobe、Ian、Cate、士兵敘述
中的女友、女人和女孩等─都轉化成政治、種族、文化或宗教強
權的標誌，展示極權與武力的毀滅力量。更明確地說，那些被強暴的
身體，它們的叫喊、眼淚、鮮血、害怕、羞辱、創傷、苦痛，它們的
次等或非人的地位或狀態，皆肯定了強暴者的自我、真理、力量和世
界，彰顯著暴力、強權的絕對力量。
呈演創痛的身體，Wertenbaker 和 Kane 的目的不在於指控所有男
性都是、或都有可能成為強暴者。Susan Carlson（1: 0, 1）在
分析《夜鶯之愛》於 1 年倫敦演出的劇評時指出，雖然多數劇評
人肯定、欣賞該劇，但某些男性劇評人對劇中兩性關係的「返祖現
象」
（atavism）感到不安而質疑：「Wertenbaker 所要傳達的就是：一
切都是 Tereus 的錯，男人不都是禽獸嗎？」
「為什麼男人比較傾向有
邪惡、剛愎的盲點？」此外，在 11 年的訪談中，John L. DiGaetani
（11: 1）向 Wertenbaker 提出批評，認為她在探討強暴問題時醜
化了陽剛特質，而且即使「多數暴力罪行是男人所犯，但不代表多
數男性都是暴力的罪犯」，強暴只是少數男性的犯罪行為。
《轟爆》
也引起類似的反應。1 年演出 Ian 一角的男演員 Pip Donaghy，特
別對劇中的強暴主題感到擔憂，並且問 Kane：「妳認為所有的男人
都是強暴犯？」
（Saunders, 00: ）Aleks Sierz，最重要的 Kane 學
者之一，亦無法接受 Kane 對強暴的看法。他認為男性強力導致家

174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

庭中的強暴和戰爭中性暴力的說法，是一種「道德絕對論」
（moral
absolutism），只是 Kane 個人的觀點，更是她的盲點；這樣的主張不
僅無助於探討暴力問題，甚至值得質疑，
「畢竟並非所有的男人都是
強暴犯，並非所有的男人都有自我毀滅的行為，並不是每個人都像
Ian 用操控的方式去滿足其需要和慾望」
（Sierz, 010: -）。
對於《夜鶯之愛》與《轟爆》中的強暴演繹，男性觀眾、學者
的不安、質疑和指責，不難理解，但若說兩劇旨在控訴男性，不僅狹
隘，更是誤解。在劇中，男性明顯亦是父權社會及強力、霸權下的受
害者。在《夜鶯之愛》中，Tereus 向 Procne 辯解，他愛 Philomele，
但她拒絕接受，並且嘲笑他、反抗他，她是危險的女孩；佔有她、
割去舌頭都是出於愛。Procne 反駁：「你想要什麼，便蠻力奪取，那
不是愛」，Tereus 則回答：「我怎能知道愛是什麼？誰來告訴我？」
（Wertenbaker, 1/1: 1）在父權社會的強力教化下，Tereus 只
懂

只能憑藉強暴來征服並佔有女性。同樣地，Tereus 和 Procne 的

兒子 Itys 也承襲了好戰、歧視女性的個性，宛如 Tereus 的影像。
他崇拜強壯的男性長輩，不愛和平愛戰役，希望成為勇敢、偉大的
將領，統領萬軍。當他窺見 Philomele 在女性秘密聚會中拿著自己
的劍，便直闖而入，對她說：「還我劍來，奴隸。否則我殺了妳。
殺了妳們全部。割下妳們的頭，挖出妳們的眼睛」
（Wertenbaker,
1/1: ）。如果孩子代表未來，Itys 的未來已因 Tereus、已因
父權社會而沾染血跡─「這世界是黯淡的，過去是個笑話，未來已
經死去」
（Wertenbaker, 1/1: 1），Procne 告訴 Tereus。她按住
Itys，讓 Philomele 持其劍殺死他，弒去父權社會的產物，終結男性
霸權的未來。Itys 成為女性暴力─女性對男性霸權排拒他者的反撲
─的受害者。在《轟爆》中，Ian 遭受他向來歧視之弱勢他者的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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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報復。至於士兵，其殘暴行為固然令人髮指，然而他暗示自己是服
從軍令、為國效命，甚且質疑這殺戮相報的意義：「做他們對我們所
做的事情，有什麼好的呢？」
（Kane, 001/1: ）在強暴 Ian、為
女友報仇之後，或許已萬念俱灰，舉槍轟頭自殺。
誠如 Wertenbaker 對 DiGaetani 的回應：「社會中的某些事情允許
強暴發生」
（DiGaetani, 11: ）。她的回答解釋了自己探討強暴
議題的目的，或許同時可用來解釋 Kane 呈演性暴力的用意。分析強
暴問題時，最重要的是發現、瞭解其形成狀況與助長因素，並且追
溯強暴的歷史記憶，視之為有意謀及策略性的社會或政治事件，將
之公開；「唯有當性暴力被視為政治事件時，唯有當性暴力被公諸於
眾、加以研究時，才能深究其背景、成因，構思應對、克服的方法」
（Seifert, 1: ），期待改變的可能。再者，在觀眾眼前展演承受強
暴的創痛身體，亦是克服創痛、對抗強權的方式。如 Scarry 所強調
的，安好且自由的人願意承認並傳達他人的痛苦，便是將這痛苦具體
化，在世間給予一席之地；「憐憫之心是減緩痛苦和折磨的力量，抵
抗痛苦和折磨的身體將個人活活吞下的力量」
（Scarry, 1: 0）。觀
眾目擊創痛的身體，承認痛苦的存在、暴行的事實，致使痛苦不再加
劇，暴力不能繼續。此外，呈現創痛的身體同時也將被刑求、痛苦、
強權剝奪的聲音還予受害者，讓它訴說經歷和痛楚，揭發暴力、強權
的殘酷不公。
Pascal Nicklas（1: ）在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Body 中闡
釋痛苦和戰爭的關係：「嚴格說來，痛苦是戰爭直接的肉身感受。失
去身體的完整性─受傷和殘缺，耳聾和眼瞎，感染和中毒，強暴和
刑求，極度的苦痛─是戰爭的本質。」因此，Wertenbaker 和 Kane
呈現一個個在戰爭中遭受強暴的痛苦身體，實則再現一幕幕戰爭與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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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劇場中再現戰爭，不僅促使觀眾思考戰爭的原因、目的和後
果，同時也開啟一個空間，激發觀眾共同想像、構思有別於戰爭的不
同政治或社會體制、不同的世界。巧合的是，兩位女作家的戰爭劇
作中皆隱現一個不同的世界，即死後的世界。
《夜鶯之愛》的最後一
幕，在這個添加的結局中，已化為夜鶯的 Philomele 要求 Itys 提出問
題，鼓勵他思考 Tereus 暴力的對錯，藉此質疑父權社會的規範和價
值觀，進而終止暴力、報復的惡性輪迴。在《轟爆》中，受傷女嬰死
後，Cate 將她埋在地板下，立了十字架，為她祈禱：「沒有痛苦，不
知道妳不需要知道的事」
（Kane, 001/1: ），
「不要看見壞事情，
或去不好的地方」，
「或遇到會做壞事的人」
（Kane, 001/1: ）。
Cate 祈願死後的世界沒有壞人，沒有壞事，沒有痛苦，有別於自己
所處的人世。將改變、期許寄託於未來世界，無可否認地暗示著對眼
前世界的失望和絕望；然而，與其說 Wertenbaker 和 Kane 透露悲觀
無望，不如說她們深切瞭解改動現今體制結構之困難，因此不願給予
盲目的樂觀和希望。死後世界無疑已是獨立於現今世界之外的時空
─獨立於向有的武力、強權之外，成為新的起點、新的開始，傳達
Wertenbaker 和 Kane 對於未來的期待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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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dies in Pain: Sexual Violence in the War Plays
by Timberlake Wertenbaker and Sarah Kane
Chun-Yi Shih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essa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exual violence and its enactment
in Timberlake Wertenbaker’s The Love of the Nightingale (1) and
Sarah Kane’s Blasted (1). Both women playwrights offer a similar
explanation of the cause of sexual violence: men are brought up to be
macho and are accustomed to using violence, which makes male violence
become the basis of men’s control over women. The cultivation of strength
among men finds its peak in war, in which rape and other violations are
committed. The mal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s further expanded by
Wertenbaker and Kane into the conflict between Self and Other, exposing
the consequence of Western discrimination and exclusion of its Other.
In addition, Wertenbaker and Kane put sexual violence on stage, with
a focus on the bodily suffering and pain; as a result, the bodies in pain
refuse the eroticization of sexual violence and the scopophilic gaze. In
conclusion, the essay proposes to see wartime rape as political torture and,
by employing Elaine Scarry’s The Body in Pain, the raped/tortured bodies
in Wertenbaker’s and Kane’s theatres of war can thus be converted into an
assertion of the regime’s force, an emblem of the destructive, authoritarian
power, be it political, religious, racial, or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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