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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與畫

不
經意地打開電視機，看見一則有

趣的新聞。鏡頭裡一位成熟自信

的未婚輕熟女，怒中帶笑地，向新聞記

者訴說她的千萬級進口跑車因停車糾

紛被刮傷。新聞主角不僅自稱為小公

主，更稱自己唱起歌來像鄧麗君，在鏡

頭前低沈開嗓高歌，並誠徵帥哥男友。

看完這則報導只覺芸芸眾生五花

八門，活脫脫一則有趣的新聞。但接下

來幾天的新聞發展，卻越來越讓我感受

到媒體與社會刻意消費這位爆紅的新

聞主角，以及普羅大眾對跨性別形象

的敵視與偏見。媒體追蹤及大眾獵巫

懲罰，呈現社會集體焦慮與打擊異端，

也凸顯了臺灣父權社會僵守傳統二元

性別角色分野，對性別多元認同的無

知與誤解。

停車糾紛報導變質

當事人遭八卦追蹤

這起停車糾紛竟演變成一群記者

鎮日追逐與公共利益無關的當事人，和

可挖掘內幕的不相干者，追問當事人

較為低沈的嗓音是否就是變性的證據。

鄰居、舊時泛泛之交氣憤諷刺的風言

風語四起，甚至逼得當事人必須拿出身

分證自清，最後竟還有八卦週刊全面

暴露當事人的個人隱私與家庭狀況（例

如變性前的男性化舊名、婚姻生育狀

況、家庭歷史、身分登記變更、醫療記

錄……等）。蔓延的八卦追蹤演變成對

跨性別者的獵巫追殺，最後終使當事人

驚覺事態變質不再回應，甚至在鏡頭前

情緒崩潰哭吼，希望能重回平靜生活。

國內知名入口網站的新聞網頁提

從「法拉利小公主新聞事件」反思
媒體社會對跨性別者的集體霸凌

房市廣告之建案主打鄰近市

場，購物輕鬆，訴求婆婆媽媽非

買不可。然而在現代的雙薪社會

中，家事是大家的，是否也應該

多鼓勵男性採買主動分擔家務？

■劉淑雯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助理教授

■陳育英 長庚大學教學資源中心組員

房市廣告
透露家務分工的性別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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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新聞留言的功能，網站的會員皆可

登入留言，表達對任何新聞事件的看

法。觀察這則新聞的相關留言，幾乎

一面倒只有一種聲音，根基於性別刻

板印象的保守主義道德觀，直指當事

人為性別錯亂、變態、人妖、逆人倫、

不孝、妖孽、神經病之異端。不僅直接

坦露社會主流價值觀妖魔化敵視非傳

統性別取向者，更因為變性者無法生

殖、直接挑戰傳統性別角色典範，為

鞏固傳統的價值觀，必須打擊、排除。

這個事件反映社會集體發作的恐同偏

見，彷彿一旦我們承認社會上有這樣

一群人（更不用提及認同跨性別者或

變性者的社會生存空間），社會大眾就

會放棄異性戀的天性，人類社會就會

停止繁衍，最終走向滅絕。

不解性別多元

鄉民正義反成網路覇凌

這些惡意的排斥也顯現出「網路

鄉民正義」與「中產階級優越感」的

盲點。網路時代新興的「網路正義」

或「人肉搜索」，擺脫了過去只有法定

正式或家父長權威者才能裁決的制度

正義與輿論空間，但欠缺新價值觀念，

在傳統倫理道德規範支配下，網路開

放的言論空間往往也只能更快速地追

尋傳統價值的「正義」，換言之，工具

更新，觀念依舊，不過只是把傳統的

網撒得更廣、更深，更有效率。

且因網路留言匿名及去個人化特

質，互動的個體更能去除掩飾、無所忌

憚，以最直接赤裸的方式展現所謂的

「正義感」、「英雄感」或「集體歸屬」。

甚至透過糾集部分意見相同者霸佔發

言版面，掩蓋掉少數但不見得就錯誤

的聲音，就如探討網路霸凌現象的國

片《BBS，鄉民的正義」的經典臺詞：

「網路也好、真實的世界也好，人多的

一方，往往霸佔著所謂的正義」。因為

對多元性別認同難以理解、無法體會、

甚至難以想像，於是透過代價最低又簡

單的網路留言方式，便可「揪團」大量

散布利己意識形態，將自己隱身於主流

大眾之中，得到安全感與集體認同感，

宰制撻伐並壓抑異端他者，避免新舊規

範價值與倫理思考的衝突與認同危機。

中產階級意識盲點

使受害者遭責難

深入探究網路族群生態及主流媒

體服膺的中產階級意識形態，更會發現

藉由個人努力而崛起，過著被社會認

可的生活與身分，面對異端他者的典

型反應往往是「跟我一樣正常、努力

不就好了！」卻忘了許多事其實無法

努力得來，社會上不認可的也不見得

就是沒有價值的，中產階級忽略了多樣

性的典範追求與非主流成就追尋者的

正當性。再加上中產階級的成功依賴傳

統性別結構的家庭支持系統，跨性別

者違反性別規範，危及自身價值利益，

更是中產階級敵視的對象。

最諷刺，也最凸顯鄉民網路正義與

主流媒體中產階級意識形態盲點的是，

當社會大眾舉起性別倫理大纛主持正

義、大肆撻伐主角時，幾乎完全忘記當

事人其實是停車糾紛的「受害者」，只

不過願意配合媒體，自信地展現自我及

女性特質，卻因不符合社會性別形象的

期待，媒體記者與網路鄉民就對當事人

大加起底肉搜，甚至忘記那個破壞跑車

的嫌疑者才是違法亂紀、應被社會正義

譴責的對象。對有絕對標準的法律犯罪

行為的譴責，竟少於不過是不符合主流

社會隱型互動規範、習俗的跨性別者，

實是追求正義的弔詭。

跨性別者最難跨越媒體的

規訓懲罰

從法拉利小公主新聞事件的發展，

可以看出跨性別者最難跨越的鴻溝與

障礙，就是父權社會對不符傳統二元性

別角色形象者的規訓與懲罰。社會大眾

藉由媒體傳播力量將這起新聞事件的

注意力放在性別符號的檢視與適應上，

透過鞭撻一個異端形象，取代質問父權

體制，如此一來，性別多樣性的認同

與實踐便被否決，也不再需要被討論。

如同法國社會學家傅柯（Foucault， 

1992：182）對規訓權力形塑與影響的

分析：「在規訓權力的體制中，懲罰藝

術的目的既不是將功補過，也不是僅

僅為了壓制…它根據一個普通的準則

來區分個人，該準則應該是一個最低

限度，一個必須考慮的平均標準或一

個必須努力達到的適當標準。」 （註 1）

因此在父權體制下，一個不想扮演男

性角色的男性，就會立即被納入父權

體制女性性別框架中嚴格檢驗，要求

跨性別者必須努力達到女性標準；符

合期待、扮相佳、氣質陰柔、符合被

觀賞的身體與外型標準者或可被接受，

但扮不成「美女」的男人，不僅將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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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新聞留言的功能，網站的會員皆可

登入留言，表達對任何新聞事件的看

法。觀察這則新聞的相關留言，幾乎

一面倒只有一種聲音，根基於性別刻

板印象的保守主義道德觀，直指當事

人為性別錯亂、變態、人妖、逆人倫、

不孝、妖孽、神經病之異端。不僅直接

坦露社會主流價值觀妖魔化敵視非傳

統性別取向者，更因為變性者無法生

殖、直接挑戰傳統性別角色典範，為

鞏固傳統的價值觀，必須打擊、排除。

這個事件反映社會集體發作的恐同偏

見，彷彿一旦我們承認社會上有這樣

一群人（更不用提及認同跨性別者或

變性者的社會生存空間），社會大眾就

會放棄異性戀的天性，人類社會就會

停止繁衍，最終走向滅絕。

不解性別多元

鄉民正義反成網路覇凌

這些惡意的排斥也顯現出「網路

鄉民正義」與「中產階級優越感」的

盲點。網路時代新興的「網路正義」

或「人肉搜索」，擺脫了過去只有法定

正式或家父長權威者才能裁決的制度

正義與輿論空間，但欠缺新價值觀念，

在傳統倫理道德規範支配下，網路開

放的言論空間往往也只能更快速地追

尋傳統價值的「正義」，換言之，工具

更新，觀念依舊，不過只是把傳統的

網撒得更廣、更深，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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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互動的個體更能去除掩飾、無所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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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版面，掩蓋掉少數但不見得就錯誤

的聲音，就如探討網路霸凌現象的國

片《BBS，鄉民的正義」的經典臺詞：

「網路也好、真實的世界也好，人多的

一方，往往霸佔著所謂的正義」。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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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難以想像，於是透過代價最低又簡

單的網路留言方式，便可「揪團」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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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服膺的中產階級意識形態，更會發現

藉由個人努力而崛起，過著被社會認

可的生活與身分，面對異端他者的典

型反應往往是「跟我一樣正常、努力

不就好了！」卻忘了許多事其實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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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典範追求與非主流成就追尋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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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諷刺，也最凸顯鄉民網路正義與

主流媒體中產階級意識形態盲點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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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者最難跨越媒體的

規訓懲罰

從法拉利小公主新聞事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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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法國社會學家傅柯（Foucault， 

1992：182）對規訓權力形塑與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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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區分個人，該準則應該是一個最低

限度，一個必須考慮的平均標準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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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父權體制下，一個不想扮演男

性角色的男性，就會立即被納入父權

體制女性性別框架中嚴格檢驗，要求

跨性別者必須努力達到女性標準；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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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男性的陽剛權威主導形象而形同

弱勢遭到排斥，更會因為連女性的從

屬柔弱形象亦無法參與，被迫陷入「男

不男、女不女」，又沒有適當社會角色

可以融入的多重排除困境中。

終結媒體霸凌

賴性別平等多元教育

此事件可見臺灣社會與媒體缺乏

多元思考批判空間，性別多元平等教

育也還有努力的空間。性別平等運動

不只是看見拉近男、女兩性的社會距

離就以為達到目標，許多不符傳統期

待的多元性別傾向者還是被社會排斥，

只能隱身角落，或被迫掩蓋假裝，淹

沒在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逆流之中。

忽視或排斥這些性別多元的朋友，並不

代表他們就不存在，反而只是掩耳盜鈴

地縱容社會集體霸凌性別的弱勢少數，

無疑是號稱以人權與民主立國的臺灣

最大的諷刺。

    至於如何終止這樣的社會集體霸凌，

反制之道，關鍵唯二。

其一是推廣普及性別多元教育，

讓社會大眾能夠理解跨性別與多元性

別認同者的世界。大眾視為理所當然

的傳統性別角色固然一時無法撼動，

但網路的資訊分享與性別教育多元詮

釋也增加對異端他者解放與認可的可

能。訴求多元文化認同的普世價值與人

權正當性，進而形成風氣與改變觀念，

方能根本解決問題。

運用網路公民記者

為性別弱勢發聲

其二則在媒體結構、閱聽大眾的

自我選擇與政府的適度控管。

誠如近來社會討論熱烈的「反媒體

壟斷」反映媒體結構癥結，不僅只在某

個商業團體獨占市場時，當代資本主義

社會的媒體秩序本質上已經是被壟斷

的。因為創辦主流媒體和行銷運作都

不是平民老百姓能承擔，不管是掌握

公權力與統治權威的政府或是挾龐大

資本的富商巨賈，代表的都是這個社

會的優勢階級意識型態與主流價值觀，

主流媒體不只是向社會大眾告知世界

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更重要的是也掌

握了「篩選」與「詮釋」要告知社會

大眾什麼的權力。理論上媒體雖為社

會公器，但實際上無不作為優勢階級

與統治團體的傳聲筒。

因此，爭取性別平等和跨性別多元

正義，不能只競逐主流媒體論述版面與

空間，那必然只能為主流媒體聊備一

格，不若運用網路公民記者團體或非

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發展立基於生活與庶民的論述與倡議，

扎根於大眾生活中，形成另一種媒體

選擇，亦可完整論述說明，避免被主

流媒體斷章取義。

    此外，如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的組織使命是「通訊傳播市場

公平有效競爭，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

權益，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類似

像「法拉利小公主事件」這樣與社會公

眾利益無關的八卦隱私甚至性別歧視

的內容，國家公權力實須了解、輔導、

介入（註 2）。如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NCC）曾對許多渲染暴力、色情

甚至不當商業行為等不當內容開罰，那

麼這樣集體獵巫打擊並消費可能的跨

性別者的大眾傳媒霸凌事件，甚至已公

然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嚴重侵害

個人隱私，政府就更應嚴正法紀，以正

社會視聽，不該任由無法主導發言的弱

勢，陷入多數對少數冷漠忽視的困境，

使社會多元發展與人權正義淪為空談。

改變媒體市場

從個人掌握遙控器和滑鼠做起

    最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往往還是

取決於市場力量，參與市場的每個人

如能維持理性公義，就可能維持健康

的市場。改變還是必須從每一個人的

選擇做起，由閱聽人拒看、拒聽不當

大眾傳媒內容，降低收視率、購報量、

甚至是網路零點閱率與討論度，並且

支持與鼓勵多元角度報導與理性討論

的網路公民記者團體，便能運用市場

力量，淘汰沒有性別平等與多元尊重

的報導與呈現。反對性別壓迫與歧視，

尊重多元性別，從每個人手上的遙控

器和滑鼠做起吧！ ♥

註 1：劉北成譯（1992），Foucault, Michal 著。《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桂冠。

註 2：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施政績效：http://www.ncc.gov.tw/chinese/Report520.aspx/，上網日期

2013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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