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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現代」社會觀點下的親密關係 
 

姚蘊慧∗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社會學者貝克和季登斯所建構的新親密關係，並由其「第二現

代」社會理論出發，研究親密關係的內涵及即將面臨的挑戰，並對其論點進行批

判。研究發現，貝克夫婦將風險社會概念融入親密關係中，認為第二現代社會裡，

個人化與自由選擇，將造成愛情的正常混亂，而混亂的是社會，愛情卻成為新宗

教。季登斯則由現代性出發，將親密關係的未來構築為平等、自覺、民主與溝通

的純粹關係，此種由下而上的民主化社會變革，將使個人、家庭、社會、政治都

得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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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imacy in the “Second Modern Society” 
 

Yao, Yun-hui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focus mainly on the new look of intimacy that Ulrich Beck and 

Anthony Giddens build up. We will discu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through 

the Second Modern social theory.. It was found that, Beck think love will turn to 

“normal chaos” in the risk society. By the way, Giddens paint a beautiful democratic 

picture, if intimacy becomes “pure relationship”. 

 

 

Keyword: Risk Society、 Pure Relationship、 the Second Modern、 In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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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現代」社會觀點下的親密關係 
 

姚蘊慧 
 
 

壹、 緒論 

 

現代人的自由戀愛歷經對抗父母、家族、階級的傳統宰制，達成選擇對象的

自由，也似乎愈來愈能夠按照自己的方式營造人生關係，是人類社會的一大突

破，也很少人認為是錯誤的方向。然而，婚姻和愛情卻出現了比以往更多的問題

與不穩定。很多人習慣認為，現代人主體性較強，歸因於個人的人格不健全，感

情不成熟，包容力較低，誘惑太多、世風日下等等。這些分析往往企圖把愛情放

在道德的量表下來分析，並以保守的家庭主義來教訓個人等候與專一，以回應社

會變遷。如果我們承認人不是活在真空中，那麼就需要對這些問題和變化進行更

為廣泛的觀察分析。 

現代的愛情與以往有何不同？又產生了何種問題？是人的問題、自由戀愛的

問題？還是社會結構的問題？當現代社會的人們努力實踐自我的同時，親密關係

變質了嗎？還重要嗎？自我與親密會有何種拉扯？會是哪一種親密關係？這些

問題不斷敲打著現代男女，泛泛的答覆甚多，深入的剖析卻少見。 

但是近幾年歐美有幾位著名的社會學家紛紛出版了有關愛情與親密關係的研究

專書，譬如：貝克夫婦（Ulrich Beck 與 Elisabeth Beck-Gernsheim）合著的《愛

情的正常性混亂》（The Normal Chaos of Love）、季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親

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y）、盧曼（Niklas Luhmann ）的《激情的愛

情：親密關係的符碼化》（Love as Passion: The Codification of Intimacy）。使得愛

情議題轉而成為當前社會學家亟欲處理的核心問題。有趣的是，貝克與季登斯並

非以家庭社會學或女性主義角度來觀照愛情議題，而是由現代性﹝modernity﹞

的社會理論出發，去探討愛情與社會間的關係。貝克與季登斯對主體的內心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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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和性別之間的互動著墨甚少，卻以歷史社會分析方式，指出愛情為何以某些文

化形式來出現，如何改變，如何呈現，如何操作，如何構成了男性女性的自我和

互動。他們認為，從愛情可以看到整體現代社會發展的特色與面臨的問題。 他

們提出的「風險社會」與「第二現代」概念，提供了一個社會歷史脈絡的解釋，

給了我們一個研究典範，也針對婚姻感情在這個情境中的狀態做了細部的分析，

讓我們理解個人生命中的衝突變遷，實際上有著比個人性格更為深 

刻和複雜的催動力量。 

本文即是希望藉由對貝克和季登斯的理論介紹，突顯當前愛情研究的新方向

與重要性，以增進對人類現代化歷程的瞭解與認識，並以貝克等人所提出的「第

二現代」理論中所建構的新親密關係為基準，探討親密關係的內涵及將面臨的挑

戰，以及對台灣兩性社會的啟示。 

 

貳、 第二現代：風險社會與反省式的現代化 
 

要理解貝克和季登斯對愛情與親密關係的建構，必須由他們所共同致力的

「第二現代」社會理論談起。1994 年，貝克、季登斯與瑞旭（Scott Lash）共同

撰寫《反省式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一書，三人一致認為，現今社

會結構與生活模式已產生劇烈變化，即由「簡單式現代化」（simple modernization）

轉變成「反省式現代化」,1996 年，三人進而以「第二現代」來區別他們的立場

──在現代性的分析上，不同於一般「現代/後現代」論述，並與後現代論述進行

典範轉移的競爭。 

為什麼是「第二現代」，而非「現代/後現代」？簡單來說，他們將早期工業

社會的發展稱為第一現代，將 1960 年代西方工業社會劇烈轉型後的社會形式稱

為第二現代。當前人類社會已不是現代主義者主張的，以秩序/同一性/確定性/

安定性為本質；也不是如後現代主義者所主張的，以失序/差異性/不確定性/不安

定性為特色，強調片斷與分離。然而在第二現代社會，秩序與失序、同一性與差

異性、確定性與不確定性、安定性與不安定性等種種性質上對立矛盾的要素同時

出現，彼此交錯滲透，生活世界的運行持續出現反覆性同時又充滿偶變性、受到

過度決定同時卻又低度決定的複雜狀態。（劉維公，2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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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克在 1986 年出版了《風險社會：通往另一種現代化之路》（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把人類在工業快速發展下，卻一頭栽進了風險社會

中，做了清楚的描述。「第一現代」或「簡單式現代化」下的行為，往往不能明

瞭將導致的風險後果，工業化和高科技被認為是進步的，但是卻充滿風險，無法

保障安全，人類唯有徹底反省，建構「反省式現代化」，才能自覺地透過機制來

評估風險、抑制風險或防止風險發生。 

「自我反省」可說是第二現代社會的核心象徵，貝克和季登斯雖然對反省的

切入點不同，但皆視其為實質研究的重心。貝克強調反省是「自我對質」

（self-confrontation）的「反身性」（reflexivity）,不同於季登斯或瑞旭以知識反省

角度來對應現代化，貝克則以「自我對質」角度，點出「非預期的反身作用力」

在現代化過程中所扮眼的角色。因此，貝克認為，「非知識」且「非預期後果」

的「副作用」是第二現代的動力來源。而這些無法得知的「非知識」已造成人類

社會巨大的「非預期後果」與「副作用」，風險即是非知識的代表。人類獲得的

知識愈多，反而知道屬於非知識的事物愈多。（Beck,1999:109-124） 

季登斯則從知識反省的角度切入反省，他認為「制度性的反省」才是現代性

獨特的地方。現代化的特色在於從「對人的信任」轉而為以專家、知識為主的「對

系統的信任」，然而專家知識充滿著不穩定與不確定性，人的生活成了冒險活動，

存在的焦慮感猶然而生。（Giddens,1990,1991） 

相對於後現代說法強調的虛無以及個人的無所定向、與現代精神的斷裂，「反

省式現代」的說法認為理性仍然有其重要性，是個人精打細算的基礎，雖不保證

結果，但是至少是可行的。「反省式現代」認為現代性的基本邏輯才剛剛開始充

分／激化的發展，現在我們看到的不是另一個階段，而是現代階段的高度發展。

基本上來說，維持現代的說法是希望在面對巨大的全球風險中尋求希望和積極作

為。 

 至此，自相矛盾的弔詭性（paradox）成為第二現代的重要圖像。甚且，弔

詭情境中的曖昧、兩難行為與抉擇，不能再被視為不正常、偏差或暫時現象。（以

往人們堅信只要透過嚴格的社會控制手段即可「導正」而回復「正常」。設法將

「不明確」壓到最低，以免破壞社會秩序。）現代人被密集暴露在弔詭的生存情

境中，無法壓抑也無法逃避，只能學習共存。「反省式現代」最有啟發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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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個人化」。去傳統與去制度化，使得個人不能再倚賴既有的成規和例行公

事，反而要有非常奮發而自覺的生活方式。勞動市場的發展、消費文化的操作，

則在另一些層次上鼓勵主體發展個人性，學會／練習經營自己的人生，要有彈

性，要能克服障礙，能接受挫折而再爬起來。這種趨勢不再像個人主義那樣，只

是少數優勢階級可以享受的特權；它不再是只在都會區，而已透過經濟能力的普

遍提升和媒體及消費的無遠弗屆而擴散到鄉村。在這種情境中，人生所有的事情 

都成了抉擇，再也沒有命定的、確定的先驗人性。但是在這個高亢的、解放的基

調中，還有另外一些發展：更多混雜的、矛盾的異常現象，自由與失敗的並存。 

 

參、 貝克：愛情的正常性混亂 
 

當透過第二現代論述，瞭解了「與弔詭性共同生活相處」是當今人類社會的

主要特徵之後，我們就很容易理解為何貝克夫婦會將書名定為「正常性混亂」。 

風險使得個人不得不學會評估、盤算，因而影響到過去親密關係中的混沌模

糊。而這個趨勢被貝克運用到對婚姻愛情的分析上，寫成了這本書。風險社會強

調的是現代性高度發展時帶來的一些不可預期、不可掌握的趨勢──當年創造了

愛情、婚姻、個人自我的那些現代性，現在也導致了它們的自折，創造了其中的

風險，個人被迫必須要有自我反省能力（reflexive），而這些發展已經影響到整個

社會的結構與個人的情境。那種不可預期、不可掌握的風險構成了現代人的自我

認識、自我定位、和因應措施。當然，這樣的個人意識對於構成那種要求泯滅自

我的親密關係是會有一定程度的衝擊的。人們不可能再要求一個沒有矛盾衝突的

愛情，人也沒有明確的方向、通用的律則可以遵循，而是處於一個失去規則秩序

的混亂中。原本視為偏差行為的離婚、同居、同性戀現象，現代人已無法定義也

不能控制。因此，混亂是正常，而且非常正常。（劉維公，2001：301-302） 

貝克以風險社會和其中個人化趨勢對主體性及人際互動的衝擊，來說明浪漫

愛的現代存在狀態。這個分析模式是很標準的社會學分析，把意識形態領域的能

量更細緻的推到了個體的主體性層次上，顯示生產結構的變遷常常體現為個人化

的趨勢，而個人化了的主體則可進一步持續並加快現代化的趨勢。這個分析把關

注力從結構的決定性力量，轉到了承擔結構之主體的能動、自我形塑、以及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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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現實的努力。在這種分析中，浪漫愛不再是一個虛無的、蒙蔽人民的鴉片煙，

不再只是一個通俗文化促進消費的手段，而是（因其個人化的內涵）有了物質的

存在。浪漫愛雖然補救了現代化不至於過度荼毒個人，但是同時也進一步使得個

人更迅速的去傳統化，符合現代化趨勢所需。 

因此，現代愛情成為正常性混亂，是社會變遷的結果，也是愛情的個人化發

展趨勢，在工業化以前的社會，結婚鮮少是出於愛情，反而在重重的外部條件控 

制之下（如：家族身份、宗教信仰、財富權勢、生養傳承…等），這些傳統的控

制與束縛壓抑了個人的自主，卻也是過去愛情得以穩定與持久的重要因素。當現

代人掙脫了外在枷鎖，也同時失去了原有的穩定與庇蔭，自由與不安定是解放過

程的一體兩面。愛情不再有指導原則或固定模式與價值觀，「愛情成為一空白方

程式，戀愛者必須自己填寫」（Beck /Elisabeth Beck-Gernsheim,1994:13）。愛情形

式的轉變，本不是什麼新穎的關點，貝克夫婦所積極經營的是愛情個人化後的弔

詭性：個人化追求的是自我取向的，愛情則是至少由兩人所組織的親密團體，現

代男女必須花費大量心力來處理二者之間的弔詭性。 

貝克夫婦強調了這些難以處理的弔詭、矛盾與社會現象： 

一、      自折的現代工業化：工業社會是現代的封建社會，而建立在男女不

平等的性別區分上的核心家庭是工業社會的基礎，但是在個人化的社會平等化

過程中，這個家庭基礎也遭受質疑。從另一個角度來說，工業化建立在生產與

家庭的割裂上，兩者以不同的邏輯來操作，本來就有矛盾，終至崩解──工業社

會的進展和其解體是同一件事。這表現在貝克夫婦的特殊現代化觀點：在工業

早期（第一現代），傳統封建農業社會既有的社會結構與生活形式是現代化顛

覆的對象，如今在第二現代，要改造的對象則是工業社會本身所存在的社會結

構與生活形式。現代化的改革不會停滯在工業社會，也不會放過仍舊帶有封建

性質的私領域核心──愛情。「過去貫徹男女性別的刻板印象，現今則是將人從

封建的既定規約中解放出來。」（Beck /Elisabeth Beck-Gernsheim,1994:42） 

二、性別關係朝個人化發展：個人化的動力形成「先作自己再做人」的基

本態度，男女脫離了原有的角色，享受新的自由。但是人際關係的廣闊多彩也 



 156

8                         通識研究集刊  第八期 
                                                                      
 
使得它們更形短暫、表面，個人反而愈來愈渴求分享內在生活（婚姻愛情），但

是個人化的趨勢也使得那個分享愈來愈不可能。在此我們看到另一個弔詭：愛情

或親密關係是兩人或兩人以上所組成的世界，而個人化是將自我生命史列為優先

順位。個人化的愛情是在追求個人自我實現的理想與兩人親密世界的幸福之間左

右擺盪。「於是，個人化過程意味著並表現出對立的兩面：一方面男性與女性追

求自我的生命，…….另一方面人們則是努力進入兩性關係，追求 

親密關係的幸福」（Beck /Elisabeth Beck-Gernsheim,1994:37）孩子逐漸成為唯一

存留不可改變的主要關係，也因此形成另一種迷魅，以抗拒難以避免的寂寞。 

三、「選擇機會」與「選擇壓力」成為衝突的核心要素。在過去，選擇不

困難，有許多權威可供遵循，如今，一切都必須自己定奪，結局風險也必須自

己面對。親密世界中，有選擇，帶來更多衝突，因為正是在選擇所造成的差異

後果和風險中看到了性別不平等的證據：女人的性別角色侷限了她的社會角

色、女人會經歷空巢感、家務勞動去技術化使得女人離家尋求生命意義、女性

情慾因生育規劃而愈來愈有空間、教育和訓練使女人更有志業期待。平等帶來

的人生期望使得不平等的現實更難以承受。「在婚姻（以及非婚姻）關係中，

對於突然增加的選擇機會……，已引發明顯的衝突意識。由於抉擇，男女將意

識到不同的且對立的後果與風險，以及二人在處境上的對立」（Beck / 

Beck–Gernsheim , 1994 : 37-38, 103-125） 

以上的弔詭與衝突顯示出愛情已跳脫集體攻防，直接進入一對一的肉搏

戰。（劉維公，2001：306）愛情所帶來的混亂是否造成婚姻或愛情的終結呢？

貝克認為，混亂威脅到的是社會秩序而非愛情本身。相反的，在現代人越來越

重視感覺的情況下，愛情喪失了穩定性，吸引力卻越來越高。（Beck / 

Beck–Gernsheim , 1994 : 227）當傳統的身份認同（族群、國家…）逐漸遭質疑

而枯萎，因愛情而結合的私密領域，成為現代人的生活重心，如同「最後一塊

聖地」。貝克夫婦更進一步將愛情定位成，在傳統宗教解體後，因應現代個人

化社會而形成的「新宗教」。對此一宗教而言，愛人們本身就是教堂與聖經，

其信仰的是對自我的真誠，要求在與親密他人互動中忠於自我的感受，追求自

我實現的個人服膺此宗教而彼此結合，是為了一個真理。此真理不存在於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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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如財富、權勢、法律），而是愛情感覺本身。這感覺使兩個個體願意結合，

建立親密關係。（Beck / Beck–Gernsheim , 1994 : 239） 

肆、 季登斯：親密關係的變遷與純粹關係的建構 

季登斯在 1992 年在探討現代性主題時，寫下了《親密關係的轉變》，這本奇

特的書，與《現代性的諸般後果》（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現代性與自我

認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成為他探討現代性的三部曲。在書中他觀察

現代人性、愛、慾的處境與轉變，也注意到如何積極構築親密關係，新的親密關

係將將超越肉慾與權力掌控，達成「可塑的性」（Plastic sexuality），以及私人生

活的民主化和反思的自我，並且將朝向主體自主、自決、平等、反思的「純粹關

係」（pure relationship）前進。這種民主的親密關係將可充分滿足人類需求，並

形成新的人際倫理。 

如果我們從趨勢報告的角度來看季登斯的描繪，的確有如眾多批評者所言，

他太過樂觀、太過簡化、太過理想化。就像貝克的愛情論述要從「風險社會」找

源頭，季登斯的「純粹關係」論述也需要從第二現代裡反省的現代性理解起。 

一、與傅柯對話 
季登斯的對話者應該是傅柯（Michel Foucault）,季登斯在書中不斷呈述兩人

的差異，而這些差異可以作為理解他的起頭。 

在對「現代性」的解釋，或「性的現代化」上，傅柯用的是性的發明（invention 

of sexuality）。他在《性史》中描繪維多利亞時期性壓抑的狀況，建構出權力/論

述理論。傅柯認為以宗教告解之類的壓制，非但未對不正常性行為（非以生育為

目的的性）造成制止，反而產生關於性的討論、命名和知識，使其真實存在，甚

且無所不在。傅柯認為《性學》論述單向的、固定的切入了社會生活的組織方式，

也就是積極建構了性的發展。針對此，季登斯則不認為論述有那麼大的直接力

量，論述理論在史實面前常是脆弱不堪的，直到十九世紀後半，絕大多數人都無

讀寫能力，文本亦無法流傳，如何去談論述的壓抑與生產？季登斯認為傅柯陷入

了抽象的權力概念中根本未考慮到性別和愛，性別不同，受壓抑的狀況也不同。

維多利亞時期女性的性壓抑來自社會對性的普遍壓抑以及男對女的性宰制。女性

過去的性夾雜著懷孕與死的力，當避孕技術導致「可塑的性」出現，導致了性革

命，女性的性自主及性別多元主義才帶來「親密關係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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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平等、關愛、尊重取代了權力和控制，她們才能

與男性達成「純粹關係」。因此，性學論述不是像傅柯想像的那樣，直接的構

成個人的性實踐和觀念，相反的，紀登思認為它們反映了也有助於日常性實踐

的逐漸反思。這麼說來，「性」的主要知識／權力操作模式，不是傅柯所分析

的「告解」那種的單向強制抽取，而是因為自我的開放以及身體的反思而主動

形成的塑造動力。總之，就季登斯而言，知識當然會對主體形成權力操作，但

是知識也把決定／選擇權放到了主體手中，形成無數生活風格上的選擇。制度

的反思才是組織現代社會活動的重要力量，因為它變成個人及團體操作的框

架，動態且不斷相互反思，相互刺激。在此，季登斯提出他有別於傅柯、馬庫

色與賴希以社會革命打破社會結構的想法，而提出由下而上的社會變革方式。

他認為，結構不再對個人有決定權，反而是主體在一定社會條件中形成的自主

選擇逐步建構了自我。當性與感情平等的純粹關係使個人生活的大規模民主化

成為可能，性被納入現代性規劃之中，有利於擴散民主概念，強化公領域的民

主意識，達成全球民主。 

二、浪漫之愛與匯流之愛 
季登斯覺得性革命在過去數十年中似乎已有長足進展，然而仔細看來卻發

現，這種感情上的調整步調很慢，性與愛與性別三者不斷糾葛在一起，舊的東西

好像很難徹底去除。不過，女人已經創造了一個新的感情秩序，開始探究在情慾

及感情上都平等的「純粹關係」有何可能。季登斯強調，純粹關係的形式要從浪

漫之愛到匯流之愛（confluent love）。 

如何區隔浪漫之愛與匯流之愛？紀登思認為匯流愛提供了一個「倫理」架

構來思考感情，並與浪漫愛有明顯對比。 

（一）浪漫愛談性愛但不強調技巧，匯流愛則把性愛技巧引入夫妻關係的

核心不但著重能力、資訊，而且還具有反思性。 

（二）擺脫浪漫愛的激情纏綿，匯流愛強調向對方維持開放及付出，這反

而維持正常親密關係之必要條件。 

（三）匯流愛是積極努力維持、而隨機變化的愛情，因而需要持續協商，

不死纏爛打，不期望永恆。和浪漫愛的「唯一」、「永遠」特徵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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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對於匯流愛，浪漫愛在性別權力上是完全不平等的，對女人而言， 

浪漫愛的夢想往往通往嚴酷的家庭內宰制。匯流愛則強調雙方平

等，不再對女性不利，不再單方付出。 

（五）浪漫愛往往是異性戀取向，而且是獨佔的，匯流愛則是多元性取向

（不限異性戀），也不一定是一對一的。（Giddens,1992:61-64）  

女性主義認為浪漫愛是陷阱，但是季登斯認為這個說法錯誤，浪漫愛其實是

女人推動的，以要求情感溝通和關係平等。浪漫愛對女人而言既是夢想也是投

射，這使得浪漫愛容易被操弄。羅曼史女主角逐步馴服男主角，最後建立相互的

尊重和理解，形成更深的愛。不管描繪得多理想，至少這已經折射出正在發展中

的純粹關係。浪漫愛反映了愈來愈個人化但仍然被父權統治的社會中的女人的夢

想。雖然一方面使女人安身立命於婚姻家庭之中，然而它也是一個積極且激進挑

戰男性文化的力量，因此季登斯認為需要探究浪漫愛的可能激進發展以過渡到匯

流之愛。 

浪漫愛所建立的現代親密關係是一種純粹關係（pure relationship）：是現代

親密關係的原型，雙方為了這個關係而不是因為經濟或家世的考量而進入這個

關係，相互滿足感情需要，專注於共同探索自我以及創造共同的傳記歷史，因

此需要持續的自省與互信。由於是建立在雙方的承諾（而非大家族的網絡）上，

因此也比較不穩定，到了晚期現代，在女性性解放和性自主的衝擊下，就更形

脆弱。浪漫愛當時還是壓抑性愛，過度投射因而依賴對方，對兩性待遇不平等，

因投射而不見得對對方了解。季登斯想指出，浪漫愛的危機來自其歷史社會情

境所塑造的特質，以及它在社會繼續變遷中所進入的危機，當浪漫愛的理想逐

漸瓦解，浪漫愛與純粹關係有許多衝突，浪漫愛將逐步演進為匯流愛，以與純

粹關係相互配搭。 

三、現代性與純粹關係 
  季登斯對親密關係變革的基本預設是現代性的：現代社會中公領域的理性反思

和平等協商滲入了私領域，成為人際關係的主要原則。如同第二現代所構築的「反

省的現代」與「個人化趨勢」，季登斯注意到去傳統化的社會中，因為與過去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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裂，愈來愈沒有穩定的急體意識或文化參照點，而個人化不是任意行事，而是

被抽離原有框架而嵌入新的結構控制中，個人對現代制度（法律、市場、教育、

專家體系）的依賴愈深，制度也愈強烈的控制個人。人們不再倚賴過去的社會

指標來進行人際互動和連結，沒有了支撐，人們只好主動積極的在自身的日常

生活中不斷反思判斷，原有的社會參數不再籠罩個人的思考軸線，也唯有在這

種條件下才會有純粹關係。 

季登斯指出，快速的社會變遷正逼迫私人生活做出改變，變成一種更緊密

的親密關係，打破了男女之間的不平等。親密關係的主要內容已經不只是激

情、佔有、忌妒、失落之類的浪漫情懷與慾望，而走向自由、協商、專業、平

等這些不浪漫的東西。主體也必須在自由與承諾間擺盪。自我反思的社會趨勢

提供了檢討過去傳統的機會，也提供了不斷檢討關係的機會；純粹關係則提供

了一個有利自我反思的社會脈絡，讓自我的反思計畫得以進行。變遷的速度和

本質，迫使人自省，並更自覺地考慮自己要怎樣的關係。男女雙方都被迫以自

我反思的方式來面對自己的感情需求，相知與理解經由密切互動的自我揭露達

到相當深刻的程度。季登斯認為將有愈來愈多人追求這種揭露式的親密關係，

亦即純粹關係。之所以「純」是因為除了珍惜關係本身外，再沒有其它存在的

理由。 

 在純粹關係中，外在標準消失無形：關係存在，只是為了關係所能帶

來的報酬。在純粹關係的脈絡中，只有互相表白的過程，才能產生信

任。（Giddens, 1991:6） 

 它（純粹關係）是指一種情境：進入一個社會關係，別無其它理由，

只是為了與對方在一起，而在一起只是因為雙方都任為，持續這個關

係可以為彼此都帶來足夠的滿足。（Giddens, 1992：58） 

不過，純粹關係這種特質，也使得它天生脆弱，沒有雙方面的滿足，這種關係就

難以繼續。為了形成承諾，建構共同歷史，個人必須以某種前景，某種允諾，來

投向對方，證明誠心（也沒有別的力量和牽制可供保證了）。但是正因為是協商

的、開放的未來，純粹關係當然有可能結束，而愈是自主的投入也將因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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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傷害。唯有當人們反思認識了這個內在的張力，他們才能調整心態和互

動，打造更好的關係。（周素鳳，2001：8-15） 

四、民主的親密關係 
季登斯的由下而上的社會變革的藍圖為何？純粹關係的出現將有何種社會

效應？季登斯給了一個有趣的答案：性與感情平等的純粹關係，將使私領域（個

人生活）民主化成為可能。（Giddens, 1992: 184）最終，親密關係被納入現代性

的規劃之中，它有利於擴散民主概念，強化公共領域的民主意識，並與全球性的

民主相結和。 

季登斯採用的是赫德（David Held）的民主概念，旨在穩定個人之間自由與

平等的關係，並達到下列目標：（一）每個個人都尊重他人的能力和特性，（二）

不濫用權威和強制力，以保證決策的協商性，（三）個人參與與決定與他們自身

有關的事務，（四）個人能有效的達成其目標。（Giddens, 1992: 184-5）而實現的

基礎是自主原則（principle of autonomy）： 

 個人在決定自己的生活條件時應該享有自由平等；也就是說，每個人都

應享有平等權力（因此也有平等的義務）來訂定那個產生並限制個人機

會的架構，只要他們不利用這個架構去否定他人的權利。（Held,1986:271

轉引自 Giddens, 1992: 185-6） 

 這樣的民主毫無疑問的可以在純粹關係中找到相應的機制，亦即公共領域的

民主原則完全可以適用於個人生活的純粹關係。譬如：相互尊重；禁止使用暴力；

敞開胸襟，深度溝通，以共同決定雙方的關係。此外，沒有義務就沒有權利，也

適用於純粹關係領域，只有在雙方承擔責任、保持權利和義務相平衡的情況下，

權利才能消解武斷的強制力。這樣看來，公共領域、國家政治層面上的民主為純

粹關係的民主提供本質條件；反過來，純粹關係的民主化對於政治社會的民主實

踐影響深遠。更進一步，個人生活的民主化與全球政治秩序的民主存在著對稱

性。譬如，當前全球政治秩序，有強烈衝突，也有溫合協商。前者就如同人際之

間的非純粹關係、權力關係、控制與征服關係；後者則類似人際之間的純粹關係

與親密關係。如果依照純粹關係的自主原則，全球激烈的衝突應可轉化為更民主

的協商，衝突雙方可以由理解雙方利益與基本關懷開始，對對方抱持著尊重與支

持的態度，最後達成國與國，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純粹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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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密關係至此與政治體制、全球環境聯結起來，形成一種對等關係，相互激 

發與強化，而它們有共通的民主傾向。儘管這是一個遠景式的烏托邦，但是個人、

家庭、生活政治都獲得了解放。這種親密關係的變革與純粹關係的出現，對現代

社會將有強烈的影響。因為，「一個用情感圓融來取代經濟成長掛帥的社會，必

定會迥異於我們現在所認識的世界，此時此刻，對性領域產生影響的這些變化，

是革命性的，而且方式深刻。」（Giddens, 1992: 3） 

 

伍、 批判與省思 
 

兩位第二現代理論學者對愛情與親密關係描繪的藍圖，由風險社會中的正

常混亂，談到民主化的純粹關係，引發學界熱烈的討論與批判，以下將歸納其中

要項做出說明。然而這些愛情與親密關係描繪的藍圖是否適用於台灣，對台灣兩

性社會又有何啟示，以下亦將分點陳述。 

一、空間大小與權力概念 
貝克夫婦在《愛情》一書中論及，現代愛情的弔詭性被當作是行動者在面

對生活選擇機會增加及其風險提高時所遭遇的處境，同時意味著社會權力控制力

的減弱。作者們以行動空間的大小來理解權力的性質：社會權力壓縮個人的行動

空間。當個人擁有較大的行動空間，亦即有較多生活選擇機會。顯示現有社會權

力運作的式微。然而，權力控制強弱與行動空間大小並不一定有直接關係。傅柯

對此已有精闢的研究。當個人獲得較大行動空間後，既存不平等權力結構是否被

顛覆，是需要仔細分析的。社會學者劉維公強調：「權力的運作可以是看得到，

具體感受到的，如肉體懲罰、行動限制等；但也可以是看不到的，未被認知到的，

如意識型態的操控、專家知識的權威等。現代愛情的弔詭性必需放在更細膩的權

力理論脈絡下加以討論。」（劉維公，2001：308） 

二、形式主義的空白方程式 
「愛情成為一空白方程式，戀愛者必須自己去填寫」是貝克夫婦所提出的激

進觀點，以「社會應保證個人自由選擇的行動空間」為判準，去省思男女性別關

係、社會結構、制度安排、以及變遷方向。然而貝克夫婦的論點，仍有進一步討

論的必要。因為其論點無法處理下列問題：個人在自由選擇之後的生活形式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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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壞？是保守是進步？如何論斷？大男人沙文主義是一種選擇，激進的女性主義 

也是一種選擇，若以自由選擇為基處點，兩者都有正當性。亦即基於社會個人化，

而將愛情論述為空白方程式，會出現形式主義的問題，對愛情的實質內容無法批

判。貝克夫婦強調，在個人化社會，我們需建立一新社會倫理，去重新定義社會

與個人的關係。（Beck /Elisabeth Beck-Gernsheim,1994:61）若僅以個人自我實現

作為新社會倫理的基礎，這樣的主張顯然不夠周延。 

三、愛情仍有韌性？ 
貝克夫婦判斷愛情婚姻仍有韌性的證據，是由統計數字所顯示的：離婚與

再婚並進，生育與不育平行，愛情婚姻被賦予完成個人主體性的意義等等（Beck 

/Elisabeth Beck-Gernsheim,1994:172-173）。問題是：第一，從離婚到再婚，或者

從再婚到離婚，這個二元的敘述很可以顛倒順序而呈現出不同詮釋，例如：雖

然很多人再婚，然而離婚數字和首度結婚數字都顯示愛情婚姻還是在崩解中。

第二，統計數字是隱藏個人差異而形成整體的數據，然而再婚不一定代表對婚

姻有信心，反而可能意味著婚姻不再是那種神聖的事情，因此離婚或結婚也都

不是什麼值得賦予重大意義的事情，因此再婚數字升高了。而生育和不育的數

據其實牽涉到不同個別主體，不能籠統歸在一起以證實生育的魅力，相反的，

兩組數字搞不好正呈現了人們的差異選擇。第三，貝克認為是愛情使得人們經

歷離婚再婚，然而我們可以輕易的舉出孤獨、安全、習慣、家族壓力感等等作

為不離婚的動力，但這並不表示愛情魔力依舊。 

四、可塑的性──純粹關係 
季登斯的理論其實建立在一個技術的支點上：避孕術。按照季登斯的說法，

這一步至為重要，是「將手指扣在歷史的扳機上」。避孕術的發明，導致性與生

育的分離，性獲得自主性，成為可塑的性，且以浪漫愛為基礎，朝向匯流之愛，

女與男達成一種平等的純粹關係，這種純粹關係是一種民主化的關係，最後，個

人生活政治的民主化導至對全社會有顛覆性的影響。但我們的問題是，純粹關係

的形成（如果我們真的有這種關係）主要是避孕術造成的嗎？雖然某些女性主義

者也提過類似觀點，但避孕術的功過尚未斷定。兩性平等的形成難道不受觀念、

文化、意識型態的影響？與權力完全無關？與女權運動毫無關聯？季登斯似乎切

斷了歷史與各方脈絡，把注意力放在關係本身的各項細節上，以符合其由下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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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解放論述。但是我們認為，親密關係的變革（包括兩性平權、生活政治民主

化、快感要求、多元化的性…）是一種綜合力量的結果。避孕術並不一定會使婦

女得到性快感，或兩性平等，當然也不應直線推論到純粹關係。 

五、性與愛？ 
女性主義學者何春蕤認為，紀登思的論述中，對性癮的分析有其盲點，他無

法正視沒有關係的性，也就是一夜情或露水姻緣的性。紀登思的說法是，在傳統

社會中，性與生殖／婚姻緊密相連，但是隨著浪漫愛的興起，性與愛緊密相連，

不過性卻附屬於愛，愛較崇高，可以昇華性。離婚與同性戀運動帶來了純粹關係，

此時性的地位變得較重要，是親密純粹關係中必須被協商的。但是在紀登思的說

法中，彷彿從生殖到性變態，到性多元，性始終脫離不了親密關係（浪漫愛或匯

流愛），這個敘事忽略了性本身的獨立發展，性與愛的分離其實也有一個自己的

傳統，這就是色情（手淫、色情材料與賣淫），而這也和自我相關。這個傳統可

以把愛與關係脫勾，可是卻被紀登思算成上癮。（周素鳳，2001：16） 

六、不斷自省的選擇性樂觀 
季登斯認為親密關係傾向平等與知心的特質，因此很容易擴展到親子、親

戚、朋友之間。乍看之下，私人的日常社會結構，像極了一個個道德社區，在現

代性與理性的支配下，堅持某種生活方式。為了追求更佳的親密關係，人們不斷

檢視自己的親密度與純粹度，然而弔詭的是這樣的關係仍然是脆弱、不穩定的。

Jamieson 對此有所質疑，她認為季登斯視為「社會事實」的親密關係，其實並不

明顯，也不需憂慮過度親密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他對自省的樂觀。許多學者包

括 Bauman、Ballah、Hochschild、Strathren 等人抱著悲觀的調子認為，自我不斷

的監控自己，其實是猖獗的自戀式個人主義或消費主義的一部分，可能會破壞所

有的親密關係。他們擔心，對自我滿足或自我保護的關注，會導致未來的人不可

能做出必要的妥協，以致無法對他人承諾。他們預見男性與女性會變得同樣自

私，因此所有的親密關係都可能被摧毀。尤其、父母──子女間的親密性若因此

消失，後果尤其不堪設想。（Jamieson,1998：40）在季登斯的論述中，我們可以

看到他與許多英美學者一樣，建構了個人主義是質的轉變而非僅量的轉變的正面

看法。而在他選用心理分析作品時，也是選擇性的，他忽略了這個學派中比較卑

觀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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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優質關係的真相 
季登斯的純粹關係，構築了一個理想社會，此社會中人們聚在一起，理由無

他，僅是欣賞彼此的特質而已。對保守人士而言，如果私人生活淪落到此，豈不

成了「超個人主義」（hyperindividualism）。（Jamieson,1998：172）因為人們並沒

有被適當的責任與相互的義務綁在一起。Jamieson 與 Bauman 等人質疑的是，靠

純粹的揭露式親密維繫起來的關係，和人際之間互助、對彼此有道德責任的關

係，要如何取抉。最沒有權勢的人，常常被排除在大部份關係之外，因為貧窮、

污名化與個人悲慘情境往往相生與共。（Jamieson,1998：174）季登斯並未碰觸生

活需求的問題，在歐洲北美許多人都很富足，他們能夠追尋這樣的優質關係，而

不需受到支配。不幸的是，這不是許多人的世界。Jamieson 強調得說，就算在歐

洲和北美社會，人與人之間揭露式的優質關係，並沒有打破階級與族群的隔闔，

經驗證據顯示，社會區隔正變得更極端，而非更緩和。（Jamieson,1998：175） 

八、對台灣的啟示 
無論遭遇多少褒貶與抨擊，第二現代的論述者，畢竟跨出步伐，嚴肅地將愛

情與親密關係的研究放入學術領域。台灣的兩性社會又將從中得到哪些啟示？ 

首先，我們必須正視正在面臨挑戰的親密關係，這是台灣一向「私化」的問

題。台灣當前各項發展多半還在「簡單式現代化」期，「反省式現代化」正在構

築。貝克所提及的風險社會和個人化現象，已逐漸蔓延，也引發不少風爆。然而

台灣的兩性關係有著明顯的城鄉與年齡與知識差距，也存在兩種問題。一方面，

年輕人與都會區居民較易接受平權的純粹兩性關係概念，在個人化的氛圍中，甚

至可以為自我實現而放棄親密關係的責任（這也是一種理性選擇）。然而台灣中、

老年人與鄉間人口則仍保守的依附於傳統兩性價值中﹝父權社會、男外女內、男

尊女卑﹞，或是在傳統與現代價值裡拔河。 

依貝克與季登斯所描繪，現代的親密關係本來就不穩定，必須付出心力來維

繫，而非自然而然達成王子與公主的快樂日子。然而目前許多台灣青年男女仍陷

入浪漫愛的思維中，一但面對自由戀愛社會的正常性混亂，就墜入憂鬱的深淵，

無法自拔。這些打破舊價值觀的年輕人，卻也成了不知如何選擇、不知如何愛、

不如何分享與付出的個體，渴望愛與親密，卻常兩敗俱傷。婚姻市場的不穩定，

連帶產生家庭解組、離婚率增加、出生率下降、棄養父母子女、祖孫家庭…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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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問題。 

另一方面，台灣雖積極推動兩性平權中，父權的傳統思想仍根生蒂固地存在

許多家庭中，依貝克與季登斯的想法，這些不符現代性的觀念，應該被反思且根

除。然而，許多人不是不懂平權，當經濟、依附與權力糾結在一起時，被指控的

女性依舊歷歷在目，台灣仍有許多因照顧角色而無法自主實踐自我的婦女，甚至

被視為家中的奴婢，如果無人協助，她們很難逃脫結構的掌控，更甭提民主的純

粹關係了。 

在兩性問題頻傳，動搖社會結構的情況下，台灣將無從選擇地必須做出政策

調整，以面對現代親密關係的變革。如果我們願意把兩性平權、民主化、深度溝

通的純粹關係做為社會發展的選項，就必須面臨人口、家庭、托育、照顧政策的

重整。貝克與季登斯一向有福利國家支持者的調性，在風險與不確定的環境中，

的確不能以道德或犧牲他人來達到社會穩定，政府必須協助人民克服風險，以達

到制度合理的現代化。政府也必須瞭解家庭是脆弱、不穩固的，不應再用道德或

外力方式，企圖鞏固家庭，以便讓政府不想或難以解決的問題又可丟入家庭，為

難照顧者。許多台灣的兩性平權工作者都會認為，當政府做好社會安全網並協助

分擔家庭照顧責任時，兩性平權才能真正到來，人才能自由而平等的享受親密關

係（北歐諸國即為明例）。若此，協商而民主的公民社會與政治領域，也將因兩

性民主的純粹關係而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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