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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系列—開卷語

「雲想衣裳花想容」，愛美之心，凡女人皆有之。這
是天性，舉世皆然。「美」是一種無法抗拒的誘惑，是女
人一生的事業，也是女人畢生的追求，是故終其一生，女
人為外表鎮日折騰自己，仍樂此不倦，也永不言休！

對任何一個女人來說，衣服能蔽體，能遮羞，亦能禦
寒，更能炫美。衣服是個人身份的象徵，也是品味和財力
的體現，是以光顧時裝店和百貨公司的女人比男人多。她
們總覺得衣櫃裡永遠缺少了一件最稱心的衣服，因為心中
最「酷」的另一件，還在外頭一直在等待她們！

衣服是生活的必需品，因為每個人活著都離不開衣
服。但人為什麼要穿衣服？這個問題看起來很簡單，可實
際上卻相當複雜。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先把「衣服是
用來保護身體」這個恒常功能性的觀念暫時抛開，重新審
視一下我們的衣裝。

今天，愈來愈多的女人開始喜歡暴露。在一定意義上，
是女人用肉體、用美色、用性感來挑戰男性霸權。女生當
然喜歡被讚美，喜歡被男生多看幾眼，總想給人賞心悅目
的感覺。可衣著暴露卻肯定不能跟性感劃上等號，過分的
暴露只會破壞性感的最佳狀態，有時反把人顯得低俗。

要知道，女人的性感分兩種：一種是通過身體的暴露
和挑逗的姿態來吸引異性，這是性感的最底層次和最普遍
的表現形式，讓旁人感覺性感就是身材火辣、三圍凸出。
另一種是若隱若現，讓人遐想聯翩，這類女人的性感是打
從骨子裡散發出來的，讓男人一見傾心，引發出強烈慾望。
這種性感跟衣著暴露、矯揉造作、搔首弄姿、言語輕佻，
完全是兩碼子的事。

隨著時尚和潮流的步伐，露乳、低腰、露背、露股
的著裝風格開始泛濫。女生真的需要這樣子穿嗎？衣著暴
露為的是什麼？女生該怎樣正確認識這個問題？對她們來
說，「露」好像就是性感，也似乎就是潮流。可心理專家
認為，「露」也要分場合，在大街上衣著暴露，不排除潛
意識是為了吸引別人的注意，況且女性衣著暴露也有可能
招致性侵的後果。

在過去，女人穿衣不會露臍、露腰、露胸，甚至連胳
膊都不會輕易露出來。誰要是穿著暴露，誰就會被視為不
守婦道。可現今要是有誰膽敢支持這個說法，準會被視作
是上古人物！在社會的自由度一再放寬下，女人可以盡情
展示身體的曲線，能凸出的部位絕對不會給束進去，能翹
起的也絕對不會給縮回來。難怪每年夏天地鐵車廂裡，總
有多起女生被騷擾、被揩油的案例，可見過於暴露的衣著
的確起到了性挑逗的作用，正是有因必有果！



6 7衣著暴露—女性原罪論  

別忘了，今天穿起西裝革履的男人，內心多少還保留
著蠻荒年代的原始野性，以至當女生穿著性感、招搖過市
的時候，所吸引到的往往是那些帶有侵犯性的目光。一些
低胸低腰的著裝，讓女人性感部位呼之欲出。有些女士穿
著短裙，坐著時卻不注意保護自己的隱私，以至春光乍泄。
可見在男人對女人性騷擾仿佛已成定論的同時，女人穿著
暴露，也無疑對男人同樣造成一種視覺上的性騷擾。

當穿衣成了習慣，人們的羞恥感便出現了。不論男女，
隱私或私密的身體部位，要是被別人看到了，都會在心理
上引起不舒服的感覺。所謂隱私，自然是自己不願讓別人
知道或看到的事物，例如屬於個人的生活私密，如兩性關
係、在床上的親密片段、上衞生間的一舉一動等。隱私一
旦被公開，就會給當事人帶來極大的心理壓力和苦惱。

對女人露多露少，男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去詮釋，
結果要扭轉男性對女性穿著暴露的成見，也就變得非常困
難。甚至一些女性也接受了男性這樣頗為偏頗的見解，認
為穿著性感就等同「意識不良」，也就是「犯賤」！心理
學家研究發現，一個穿著較少的女人晚上獨自外出，遇上
危險的機率比普通女性高出 40%以上，是以凡事都要講究
尺度和分寸。為了追求美、追求關注，過度的暴露就不再
是美了！

如今的暴露在過往是走光！其實，胸圍和内褲不就是
為了遮掩乳房和下體，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性衝動嗎？矛盾

的是，女性一方面極力避免走光，另一方面卻用各種方法
去提高自己的性魅力，例如塗紅嘴唇和指甲、化半濃不淡
的妝容、抹香水、穿高跟鞋、迷你裙、魚網絲襪……她們
之所以這樣做，就是要通過這等方法，去謀取非「性」方
面的好處。

很多女性穿著暴露，甚至真空上陣，難道她們不知道
會走光？答案當然不是，她們是蓄意而為之！凡女人都知
道，當她們穿很多的衣服，只露出身上那丁點肉時，男人
的眼光自然會被吸引過來。當女人全身只穿比基尼時，男
人的眼光反不注視那大片露出來的肉體，卻只盯著那一小
塊布遮著下體的地方。難怪國學大師林語堂先生曾一針見
血的說：「女人在切身利益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在
一定程度上幾近男女平等，但在不切己的權利方面，半點
進步也沒有。」到處泛濫的半裸或全裸女性照片，正好說
明這一點！這正是男女不平等的標誌，什麼時候這些照片
全消失了，男女才能算真的平等。

數千年下來，男權社會要女性遮掩身體，皆因暴露一
直被視為大逆不道，這點東西方皆然。婀娜多姿的女體，
性感誘惑力之強，想必連道貌岸然的君子也難以無動於
衷。男人能真正做到「坐懷不亂」，也只是他們的行為，
不是心理，更不是思想！就連先哲也只管「非禮」的「勿
言、勿聽、勿視、勿動」，而不管「勿思、勿念、勿想」，
只因他們知道，這根本就辦不到！



8 9衣著暴露—女性原罪論  

正因我們沒法滿足於自己身體原本的樣子，故此總要
費盡心思去加工和改造。在過度關注自己身體表面的狀態
下，女人愛照鏡子，只因愛看見鏡中的自己—穿著和妝
容得體，讓自己感覺良好，是以女人一向比男人更重視儀
容。要研究女人因何愛展露肉體，我們便得從人類進化史
和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來追本溯源。

這本《衣著暴露—女性原罪論》，是本人近十年內
繼《小心女人》及《女人小心》後的新作，全書 24章，
每章幾近四千字，合共九萬餘字，於 2021年 6月至 12月
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閉門在加拿大多倫多家中，用六個
月時間完成，每日伏案書寫及閱讀十餘小時，其間涉獵了
不少中、英、法文的參考書和有關資料，以致未便一一盡
錄。

本書研究內容橫跨社會學、心理學、訓詁學、病理學、
考古學、人類學、動物學、遺傳學、古人類學、進化生物
學、面相學、神學、宗教及道德倫理、中外歷史等多個學
術範疇。除介紹多位知名度極高的國際學者外，更將他們
研究的心得和理論，簡明扼要地介紹出來，很值得本科班
的大學同學作為參考之用。此外，這書也可以是一本增長
性教育知識的輔助教材。

書中有多篇文章，觸及的問題鮮有學者談及，例如：
衣著暴露跟「女性原罪論」有何關係？人類的先祖因何裸
露了 100萬年？人類赤裸的身軀為何要穿上衣服？發情期

中的雌猿為何要遮掩下體？人為何會因裸露私處而感到羞
恥？雌猿為何故弄玄虛要隱去發情期？化妝和衣裝背後有
何「性」動機？化妝為何是女人在容貌上的同性競爭？男
人擇偶為何首重外形和性表徵？烈焰紅唇到底要告訴男人
些什麼？隆起的乳房只是為了要酷似臀部？男人為何總被
女人的胸脯所吸引？女人如何藉乳房向男人發送性信號？
人類的雌性為何總比雄性漂亮？服飾如何成為性誘惑的主
要載體？……

由於書中文章題材頗為敏感，論調也較為前衛，可能
並非部分女權人士所能接受。一些人體私密之處，其生理
學名詞因無可避免地會被提到，亦可能會引起部分讀者不
安和反感，感到面紅耳赤。為此，本人希望能在此開宗明
義的清楚說明，絕無冒犯任何女性的尊嚴之意，或替男人
找個冠冕堂皇的藉口來作說詞。

另一方面，為求流暢、簡潔，書中文字盡量保持清新
優雅，文采與感性並重。此外，用辭用語方面，亦盡量避
免過於文縐縐。話雖如此，有些話題即便本人有意點到即
止，下筆時仍每每感到難以逾越或規避，以至時有「明知
故犯」之感。倘有此種情況出現，實乃情非得已，還望仁
人雅士見諒則個。

本人寫作多年，向來喜用四字詞語及成語，以至幾成
個人風格，喜愛與否，只能任憑讀者的接受程度。此外，
本書雖結集了不少中外研究報告，以及各主流門派的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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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論，內容卻盡量保持通俗、易懂，避免冗長而流於學
術研討。尤有進者，每篇文章每段精闢之處，均以粗體旗
幟鮮明地顯示出來，好讓讀者能快速找到與主題相關或精
彩之處。

本書全部文章在刊印成書前後，曾每隔一週在 2022

至 2023年間，在加拿大多倫多《地產週刊》本人專欄中
發表。此外，亦曾圖文並茂的以電郵分送散居世界各地百
多位長期追捧的粉絲。對他們寶貴的意見和回饋，本人特
表深切謝意。最後，對負責編輯、校對、封面設計的紅出
版社員工，本人在此亦一一致以萬二分的感謝。

黎松齡
2021年 12月 21日�多倫多

1.
衣著暴露跟女性原罪論有何關係？

引  言
亞當的妻子夏娃，其名字在希伯來語中，具「生命
之源」的意思。此外，夏娃的讀音，跟「蛇」很相
近，可見蛇和夏娃彼此有難以撇清的關係。

根據舊約聖經《創世紀》所載，上帝造人，賜亞當和
夏娃榮耀和尊寵，滿身澤披神的榮光。這榮光就像一件不
透明的袍子，遮蓋著全身，讓他倆看不見自己赤裸的軀體，
以至不覺羞恥。上帝曾對他倆說，伊甸園內任何一棵樹的
果子都可以吃，唯獨「分辨善惡樹」上結的果子不可吃，
否則他們便會死。

其後夏娃受魔鬼化身的蛇所誘惑，說吃了「分辨善惡
樹」的禁果後，他倆的智慧便會增長，耳目變得比從前聰
敏，更能明辨善惡。夏娃聽信了魔鬼的話，摘下了禁果來
吃，又叫亞當吃了，神的榮光頓時從他倆身上消失，兩人
的眼睛隨即明亮起來，赤裸的身軀原形畢露，讓他倆感到
羞恥。他們只好拿無花果樹的葉子，替自己編作裙子，把
自己的下體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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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文所述，可知自亞當和夏娃偷吃禁果後，便有了
羞恥心，從此告別「衣不蔽體」這一狀態，轉而要穿上衣
服，這就是在宗教意義上人類「穿衣的起源」。自此人人
都穿上衣服，要是有人脱下衣服來，任誰也能看見他或她
赤身露體。我們不難看出，「衣服」自始成了「遮羞布」
的同義詞，其最基本的功能也就是「蔽體」，能將別人的
目光跟自己的赤軀隔絕開來。如此說來，衣服也就成了一
種屏蔽和遮掩之物，不意卻成了我們身體的額外負擔和另
類的累贅。

從神學層面上來看，「蛇」這種爬蟲類動物，是最為
頻繁出現的一種象徵。牠所代表的意義也極為廣泛，諸如
原始力量、宇宙力量、深度智慧和偉大奥秘。牠是生命之
泉的守護者，具永恒不死之身；西洋醫藥界就以雙蛇交叉
盤旋在一根木杖上作為標誌。蛇也是慾望、誘惑、凶狠、
奸險、陰謀和邪惡的代名詞。最佳的代表作就是伊索寓言
裡《蛇與農夫》的故事，以及古希臘神話中的蛇髮女妖美
杜莎（Medusa）—她美艷得不可方物，男人的目光不可
能不被她所吸引，只要看上一眼，就會馬上變為石像！我
國古代神話故事中的女媧，相傳也是一條雌蛇，祂用黃土
和水造出了一個個小泥人，成了今天我們這些炎黄子孫。

另一方面，從我國四千多年前倉頡造字裡，有學者找
到一些漢字，跟亞當和夏娃偷吃禁果這事不謀而合，不過
是否純屬巧合，也就不得而知。例如「禁果」的「禁」字：
其上的「林」，代表兩棵樹，但未知所指的是否就是伊甸

園裡的生命樹和分辨善惡樹。這個「禁」字其下的「示」
字，亦即衣字旁，其部首為「礻」，代表「神」，卻未知
指的是哪個神。中文「示」字旁的字，有：神、祈、祀、禍、
福、祠、祉、祖、袛、禘、禪、祐、祥、祆、祭等，都是
與神靈有關的文字。故「禁」字意指神禁止人碰觸那兩棵
樹，單是這點就幾無疑問了。

另「貪婪」這一名詞中的「婪」字，也就是「雙木」
下面加一個「女」字，說明夏娃面對那棵長著禁果的樹時，
給魔鬼化身的蛇所引誘，說吃了禁果後，便能跟上帝一樣
擁有分辨善惡的能力。夏娃沒多明辨是非對錯，竟信以為
真，就貪婪地把果子摘下來吃了，又給她丈夫亞當吃了。

又例如「裸」字，說明亞當和夏娃吃了禁「果」後，
才知道自己赤身露體，感到羞恥，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
為自己編作裙子，穿在身上，成了我們人類最原始的衣服。
「裸」字左邊從「衣」或「神」，右邊則從「果」，也就
是「神、衣服和禁果」這三者，竟出現在同一個字裡，彼
此互有關聯，其理不言而喻。不過，造字的人是否早已洞
悉內情，又或是否字裡暗藏玄機，我們不好胡亂猜測，只
能留待訓詁學的專家們再深入研究，方能定奪。

在亞當和夏娃偷吃了禁果後，即便其後聽到神的呼
喚，他倆也愧於面對，只好在園裡躲起來。當神知道他倆
吃了那棵分辨善惡樹的果子，便對夏娃說：「我必多多加
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這是多麼令
人驚悚的一個咒詛！而且從「懷胎」到「生產」的整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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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神一再聲言女人定必痛苦難當。果不其然，後世的女
人在生育時都必歷經莫大的痛楚，這全拜她們的原祖所
賜。據信「痛苦」這個詞或它的某種形式，在聖經經文中
先後出現不下 70 次。第一次使用這個詞，是在《創世記》
3:16，是直接指出女人分娩時疼痛的源頭。

出於懲罰，上帝最終把亞當和夏娃趕出了伊甸園。作
為整件事件的始作俑者，夏娃自然成了罪魁禍首。她不僅
聽從了魔鬼一面之詞，率先偷吃了禁果，復把吃過了的果
子隨手遞了給亞當，而他竟毫不猶豫的也吃了。其實，亞
當當時起碼有兩個理由不吃那個果子的。一是出於對神明
的遵從和敬畏，二是對死亡的恐懼，可是他卻二話不說的
就張口吃了。他的順從、被動和毫無主見，折射出夏娃在
整個事件中的主動、貪婪和背叛。她的過失遂成了人類罪
惡的根源，也就是「女性原罪論」最早的源頭。不過，上
帝要夏娃擔當這一角色，可說選對了人。女人一向耳朵軟，
愛聽別人讚美的說話，更易受別人調唆擺佈。是以順理成
章，她最終墮入別有用心的人預設的奸計裡。

一直以來，人們以「禁果」來比喻一些很想做但明知
不該做，或做了會受到懲罰的事。人們更常以「偷食禁果」
來比喻年輕男女之間的婚前性行為，可算是該詞一種錯誤
的使用方式。另一方面，《聖經》中並無明言禁果是什麼
水果。在西歐，人們通常認為是蘋果。猶太教教義則另具
不同的詮釋，認為禁果可能是葡萄、無花果、香橼（一種
柑橘類果實）或石榴。

根據偷吃禁果此一事件，天主教認為人自出生的那一
刻起便有罪，這種罪是無法消除的，而且是代代相傳，永
無休止，也就是「原罪」。原罪的存在將人類和上帝隔絕，
使人類終生受苦，不得解脫。可聖經裡卻從沒出現過「原
罪」、「罪性」或「原罪論」等字眼。很明顯，原罪這個
概念並非來自聖經的教導，而是出自 4世紀時古羅馬帝國
的一位神學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
他認為只有相信為世人承擔罪孽的耶穌基督，人們才能把
自己從原罪中拯救出來，死後才能升天堂。這個原罪論的
說法，至今在西方社會中，仍具影響深遠的道德警示作用。

天主教教義中有所謂「七宗罪」，或稱七大罪或七原
罪，是對人類各種惡行的分類，一般是指：傲慢、貪婪、
色欲、嫉妒、暴食、憤怒及怠惰。這等惡行，自是不分男
女，人人都可能犯上。惟獨女人的善變，卻是男人的倍數，
更非人們能以常理度之。男人常常頭痛不已的，是不知道
女人心裡在想什麼，導致行為上跟男人很不一樣。女人生
來就是感性的動物，故有哲人曾說過：「不要試圖從性格
上去改變女人，因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女人的多變
常伴隨著多種負面情緒，例如：小氣、嫉妒、長舌、善猜疑、
愛暴露肉體、目光淺窄、貪慕虛榮、自我中心、愛爭妍鬥
麗、愛貪小便宜、愛使小性子、愛聽甜言蜜語……

在人們的認知中，虛榮在女人心中活像流感一樣無比
流行，卻難以根治，病情一旦惡化，則危害性極大。只是
女人的虛榮屬不自覺心態，見於內而形於外，基本上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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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女人的小氣，也就是吝嗇、氣量小、胸襟狹隘的統
稱，同樣善變多端，變異之後往往不是走向極端，就是無
原則的退讓，例如撒手不理或放棄，極端或變本加厲起來
足以害己害人，以至兩敗俱傷。

我們試舉一個常見的例子來加以說明：現今社會中，
每當一個女人受到性侵犯時，人們總會下意識地判斷，受
害者定是年輕貌美兼體態撩人；又或揣測她當時要不是衣
著暴露，就是行為不檢。要是事後發現以上揣測全對時，
人們就理直氣壯、振振有詞的對自己或旁人說：「她穿成
這個樣子，還不是犯賤，自找苦吃？活該！」這種罪有應
得的成見，就是女性原罪論的一個典型表述。

「受害者原罪論」，在上世紀 60年代由美國社會心理
學家梅爾文勒納（Melvin Lerner）所倡議。他指出在這類
事件中，人們總愛將罪責委過於受害者身上而非加害者。
這些人奉行的信條是「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一個巴掌
拍不響」、「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等說詞。現實是，
大部分受害者卻未必是因衣著暴露而引致如斯下場的。但
仍不乏有人認為，穿著暴露、煙視媚行或以色相示人就是
不對。這些「污點」就成了這些人眼中的「罪證」。

「女性原罪論」其實是針對女性的一種潛意識的道德
審判，試圖通過一些刻板的印象，來判斷一個女性是否衣
著端莊。要是不幸的事情真的發生了，這就意味著這個女
人要自我搜證、給自己證明清白。她的著裝、言行是否導
致涉嫌犯違法的誘因。「為什麼他不找別人而找你？」、

「你穿得這麼少，活該被人騷擾！」諸如此類的觀點，不
僅是對女性的鄙視，更對受侵害的女性造成二次傷害，讓
她誤以為這是自己應得的報應，以致更加深了自己的罪責
感，從而保持緘默，讓犯罪者更易逍遙法外。

我們不妨想一想：印度的女人穿得夠嚴密了吧？中東
的女人更由頭蓋到腳，包得跟粽子無異，可結果呢？換來
的是高踞不下的性侵率，比起歐美國家還要高出好多倍！
由此可見，穿著本質上跟性侵不可能完全劃上等號，關鍵
在於中東和印度的女性地位低下，權益保障未到位，以至
遭到侵犯時還要被人指指點點，真的可憐又可嘆。基本人
權尚且如此，國家談何進步？

早年英國女性地位還不高的時候，女人露出腳踝（小
腿至腳踭部分）會被視為「蕩婦」。她們到後來方許露出
小腿，再到後來才可露出膝蓋而不受非議。直至後來女權
運動的到來，女性衣著的縛束才得以結束。至此，穿衣自
由換來了一波又一波的時尚穿著。女人要怎樣穿，穿多穿
少，不再是別人辱罵的藉口，更不能成為暴力傷害的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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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類的先祖因何裸露了 100 萬年？

引  言
人類早在 120 萬年前就褪去了裹著全身的長毛，可
一 直 到 17 萬 年 前 才 穿 上 衣 服。 換 句 話 說， 在 衣 服
出現前的 100 萬年裡，我們是名符其實的「裸猿」！

在地球上，除了少部分地區外，大多數的地方都有一
年四季之分。然而，無論是在悶熱的夏天，還是嚴寒的冬
天，所有動物都不用穿上衣服，只有我們萬物之靈的人類，
需要根據不同的氣溫，改穿上厚薄不同的衣物，用以遮擋
驕陽的暴曬，或抵禦刺骨的寒風。更重要的是，要用衣服
來給我們遮羞，這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呢？

1,000萬年前的非洲，最先出現某些原始人（Hominin

或稱類人猿），俗稱為史前古猿。這些史前古猿是我們人
類的先祖，也是現代大猩猩和黑猩猩的原祖。牠們全身披
著長毛，以樹葉和果實為食，並在樹枝上棲息，以逃避地
面上的捕獵猛獸。

至距今 800萬年前，非洲東部發生了地殼上翻天覆地
的巨變。持續不斷的地震和火山爆發，讓延綿千里的山脈

隆起，引致非洲大陸開始分裂，繼而脱離歐洲大陸板塊。
從非洲東北方的埃塞俄比亞，到東南方的莫三鼻給，出現
了一條大峽谷。在大峽谷的西部，高聳入雲的山脈，擋住
了大西洋的潮濕空氣，使峽谷東面的降雨量急劇減少，以
至大面積的森林逐漸消失，地表成了一片廣闊平坦的草
原，河流湖泊反變得異常稀少。

可大峽谷以西的原始森林依然存在，並未因這次造山
運動的巨變而受影響，食物仍算充裕，讓當地的史前古猿，
依然生活無憂。牠們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演化，逐漸成了今
天的大猩猩、黑猩猩和狒狒。相反，生活在大峽谷以東的
史前古猿，卻面臨生存危機，僅能靠少量的食物，艱苦度
日。牠們因而不得不改變生活方式，以圖苟延殘喘。

直至大約 240萬年前，這一大群給困在非洲東部地區
的史前古猿，才逐漸的演化成最早期的人類—「能人」
（Homo Habilis）。礙於非洲遼闊的平原、沙漠，以及海
洋的阻隔，牠們長久以來一直被困居原地，無法走出非洲
大陸，只能繼續演化下去，因為要不這樣做，牠們就只能
束手待斃，可見人類得以進化，全拜當時惡劣的環境與氣
候變遷所引致。回想我們人類的祖先，當年是如何不屈不
撓的跟大自然展開了生死搏鬥，過程是何等的可歌可泣！

到了大約 120萬年前，懂得用兩條腿來走路的「直立
人」（Homo Erectus）開始出現。牠們的腦袋容量增大，
逐漸有了自我意識，開始懂得生火煮食、取暖和照明，以
及製作和使用簡陋的工具，更組成社會群體，在陸地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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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一帶遷徙，逐草而居。

當時由於整個非洲大陸橫亙在赤道正中，地處其上的
區域屬熱帶雨林氣候，邊陲地區則屬熱帶沙漠氣候，是故
終年酷熱。生活其間的動物，都得面對「散熱降溫」這一
共通問題。但不同的動物採取的對策卻不盡相同，例如獅
子會避開烈日當空的正午時間去捕獵，改選擇在清晨和黄
昏時段才整群出動。花豹奔跑速度雖快，但為了避免體溫
上升太高而昏厥，往往在短程全速追捕獵物不果後，就會
主動放棄，以求自保。

面對同一境況，古猿採取的策略是褪去體毛，以便快
速排汗。裸露的皮膚讓其下的汗腺，快速排出汗水來降低
體溫，古猿因而可以在正午時分狩獵，免除了受大型猛獸
的干擾和競爭。為了避免猛烈的陽光灼傷腦部，古猿還是
保留了頭髮；腋下則保留腋毛，以便追捕獵物、運用雙臂
時能減少腋窩的磨擦。眼眉毛也給保留下來，用以阻擋額
頭上的汗水往下流入雙眼内。為了保護眼眶免受風沙、塵
埃等異物入侵，上下眼瞼的睫毛同樣沒給褪掉。最後只餘
下陰毛，則是為了性交時增加快感，以及防止磨損生殖器
官。

在整個動物界中，人類屬超級捕獵者，然而跟動物界
中頂級捕食者相比，人類的「裝備」可算異常簡陋。我們
既沒有獅子鋒利的爪子，也沒有獵豹的速度，更沒有鬣狗
吻部上下顎強而有力的咬合力。但人類有一個獨一無二的
優點—除了擁有一個大腦袋外，我們還是「長跑」冠軍。

憑著馬拉松式長途接力追趕方法，人類能將獵物累到筋疲
力竭，直至倒下為止；又或運用智力，驅趕獵物墮入陷阱
或墜下懸崖。在非洲，這類捕獵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人類既然早在 120萬年前就已褪去體毛，直到 17萬
年前才穿上衣服，這豈不是說在褪去體毛之後，到穿上衣
服之前的 100萬年裡，人類是名符其實的「裸猿」？之所
以在這 100萬年間人類可以不用穿衣服，主要得拜當時較
佳的地理環境和較宜人的氣候所賜。

由於人類的祖先一直在非洲地區生活，儘管第四紀大
冰期（即大冰河期）導致全球變冷，但非洲的溫度依然較
高，即使不穿衣服也能存活。但到了 17萬年前左右，就
連地處赤道的東非也變得寒冷。幸運的是，這時的古人類
經已懂得將狩獵所得的動物皮毛保存下來，當作禦寒衣物
來穿上。

再加上人類這時已學會了使用火來煮食、保暖和照
明，讓他們能在這場大冰河期中倖存下來。在其後的一段
長時間裡，人類發現在動物幼小的肋骨末端鑽孔，能製成
簡陋的骨針，因而逐漸強化了他們的縫紉技能，讓衣服的
縫製愈來愈得心應手，更能滿足人們各自不同的需要。

作者本人很早就留意到，無論是在中、西方，絕大
多數的女人把手指伸直時，小拇指（尾指）總是獨自偏離
無名指，可男人的小拇指卻大多跟無名指連在一起。作者
推測這可能是千百年來女人拿起針綫來縫補時，翹起尾指
來把綫拉直所造成的結果。相書說女人尾指不跟無名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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攏，意味無多大「子女緣」，事實是否眞的如此，有子女
的女讀者大可自行求證。

話說回頭，在其後大約 7.5萬年間，因氣候以及環境
的慢慢好轉，人類最終穿起衣服走出了非洲，從而首途進
發，前赴世界各地，並演化出不同的人種，成了今天的非
洲人、亞洲人、歐洲人……他們的膚色不一樣，卻是同一
物種，前後繁衍了五萬代，一代一代的承襲了先人給他們
遺留下來的風俗和習慣，知識和技能。

在進化過程中，人類臉上的鼻子由原先的扁平狀，發
展到現今凸出的結構，主要是由於面部其他五官的變化而
產生的結果。當我們的祖先離開非洲向世界各地遷徙時，
鼻子還沒有完全進化好。為適應新的氣候環境，鼻子遂向
前凸出，鼻孔內長出鼻毛，主要是為了調節溫差的變化和
阻隔空氣中的懸浮粒子和沙塵。

除了上文有關因天氣酷熱而要古猿褪掉體毛這個「散
熱論」之外，時下還有幾個相關的熱門學說，其一是「性
選擇論」，其主調聚焦於雌雄猿兩者的性接觸。因遍及身
體主要部位的體毛給褪去了，讓性伴侶雙方在交媾時更能
感受到性趣。雌猿雙乳之間的胸膛因存有虛位，為雄猿殘
留的胸毛提供了空間，因而得以保留（註），以增強快感。
另一方面，雄猿為了取悅雌猿，會更加主動愛撫和親吻對
方，因而讓嘴唇上和下顎的鬍子給保留了下來。恥毛因長
在磨擦比較劇烈的下體處，除保護作用外，也是為了給雙
方增強性歡愉。

由於面對面、一上一下的性愛體位愈來愈被普遍採
用，讓雙方下體的髖關節等骨骼變得愈來愈靈活，最終促
成了古猿直立行走。在選擇配偶時，體毛短的古猿有更大
的機會給選上。由於交配的機會多了，牠們的後代便愈來
愈多，最後只剩下褪掉了體毛的古猿得存活下來，也就成
了我們今天的樣子。

第二個學說是「水猿論」。古猿靠近河流或湖泊棲息，
一見猛獸來襲便逃到水裡去躲。在泅水時把頭抬高過水
面，牠們發現在水中站立，挺直軀幹行走更為便捷和省力，
雙手也可以給騰空下來加以靈活運用。很快牠們便懂得圍
捕魚兒，和搜集水中貝殼類生物來充飢。豐富的水產給牠
們提供了高蛋白質和營養，大大促進腦部發育，使牠們能
製造及使用各種工具和武器。由於長期在水中生活，身體
受陽光中有害的輻射線照射的部位減少了。為了提高游泳
的效率，古猿身上的長毛便開始脫落。

由於動物身披濃密的長毛，會給各種寄生蟲提供絕佳
的棲息環境，不斷的為宿主帶來健康隱患，體毛逾少的動
物反沒這個煩惱。古人類的體毛是全身覆蓋的，故身上也
只有一種虱子。可隨著體毛慢慢給褪掉，身上就只剩下頭
髪和下體的恥毛了。加上這兩個部位的環境不太一樣，虱
子最終也就演化成兩種不同的品種—頭虱和陰虱。生物
學家曾根據這兩種虱子的基因序列，推算出人類褪去體毛
的時間，大概發生在 120萬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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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當時的原始人仍處野生動物狀態，行為、思想仍
以獸性為主導，「人性」似有還無。他們赤身裸體，生活
方式跟眾多野獸一樣，比如隨處大小便，及隨意的交媾。
可隨著時間的推移，獸性慢慢被磨滅，人性漸漸長出來，
開始跟動物有了區別。他們之所以穿上衣服，主要誘因之
一是：人類在進化過程中發現，隨著體毛的褪去，身體跟
大自然的接觸面愈來愈大，與野獸搏鬥時更容易受傷，拿
衣服來蔽體就顯得有其必要。

原始人遮掩下體，是為了保護重要的東西。當要使用
時，那件遮掩物自然會給脫掉。女性的乳房對原始人來說，
並不是直接的生命源頭，而是生殖後才會給派上用場。能
分泌出乳汁的乳房，是女人大了肚子後的結果，養育嬰兒
的乳汁也是由生殖帶來的。是以原始人不遮掩女性乳房，
即使在炎熱的地方，溫暖的洞穴中還生著火，原始人依然
會遮著下體，卻露出乳房來。

大約在一萬年前，大冰河期終結，人類的生存區域因
而得以擴展。由於許多地方的溫度並不高，人類可以一直
穿著衣服。隨著時代的變遷，衣服更跟文化和文明綑綁在
一起。可衣服的出現，並沒有給原始人因暴露私密處而感
到羞澀，反而讓他們對「美」的嚮往，給慢慢的萌生起來。
首先族群中有人用藤纏花編成頭飾、項圈，或用長草、樹
葉等物圍成裙，穿起來令人看了羨慕，這些穿戴因而逐漸
受到大眾的青睞和仿效。

更多的人開始把一些俯拾得來的罕見物品，例如貝
殼、顏色小石卵等物，給串連了起來，不僅在頭、頸項或
腰處掛上來炫美，連手腕、手臂和腳腕都可以給圈掛，以
顯示自己的創意和尊貴。這樣一來，那些沒有給自己裝飾
的人，眼見別人有而自己沒有，難免感覺會被別人看不起，
因而難堪，讓自己覺得醜，愧不如人。很有可能古人類「遮
羞和炫美」的意識，就是這樣得以形成的。

當衣服和文明密切連結起來時，道德文化又反過來要
求我們必須穿上衣服，甚至有時更要求按照不同的場合或
從事的工種，穿上不同的衣服或制服，例如：軍人要穿軍
服、學生要穿校服等。如今，衣服已經不再只是為了保暖，
也同時彰顯一個人的個性和品味。今天，即使是生活在熱
帶的人，也會穿著衣服四處活動，不再像我們先祖那樣赤
身露體了。

（註）直至今天，不少白種男人的胸膛還是毛茸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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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類赤裸的身軀為何要穿上衣服？

引  言
人跟衣服是個怎樣的關係？衣服能代表些什麼？衣
服究竟有怎樣的魔力？這些看似全是偽命題，但假
如我們換個角度去思考，它們就成了社會學問題。

「人為什麼要穿衣服？」這個膚淺的問題，恐怕連小
學一年級學生也不會給難倒。他們大概會不假思索的說：
「穿衣服就是為了保護身體。」的而且確，衣服有「護體」
的功能，例如禦寒、保護皮膚等。但如果仔細檢視一下我
們平時的穿戴，便會發現很多另類的衣物，例如領帶、高
跟鞋、襪子、圍巾、皮包、裝飾性的帽子、時款的太陽眼
鏡……這些跟護體就毫無關連。可見穿衣絕不僅限於護體
這麼簡單，其中顯然還隱藏了更深層次的含義。

無疑，對大部分的人來說，衣服最基本的功能還是「蔽
體」，那就是將別人的眼光跟自己赤條條的身軀分隔開來。
可這麼一來，衣服就疊加了另外兩個作用，那就是「遮掩」
和「變形」。此外，為了加強對身體的「認知」，我們需
要用衣服來感知軀體，也就是說通過衣服和皮膚之間的接
觸和摩擦，用觸覺去確認視覺不可見的身體輪廓。

我們很難確定衣服何時出現，因為普通服裝不出二、
三百年就會自動分解，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憑據。科學家
認為原始人由褪掉全身體毛時開始，至他們穿上衣服的時
間，應該是互相吻合的。換句話說，人類開始穿衣服，是
為了彌補褪掉了的體毛，因為濃密的體毛讓古人類在夜間
得以保暖，在日間則阻擋太陽的紫外光。但問題是：人類
是在什麼時候褪去體毛的？

德國分子生物學家馬克．斯托金（Mark Stocking）曾
指稱，人類長滿體毛時，虱子遍佈全身。當體毛褪光後，
虱子變異出另一個新品種—體虱。根據基因變異的時間
去推算，他找出了體虱出現的時間，進而推斷出人類穿上
衣服的年份，大約是在 7萬 2千年前。其後美國研究人員
得出更早的答案：體虱從頭虱中進化出來，大約是在 17

萬年前，人類應該從那時起就開始穿衣了。

所謂「開始穿衣」，簡單點說，就是人類開始將
身體某部分遮蓋起來，無論是作為一種保護還是一種裝
飾。從考古的發現所得，證明五萬年前舊石器時代，分
佈在歐洲、非洲、西亞洲一帶的「尼安德特人」（The 

Neanderthals），或北京周口店附近的「北京人」（Homo 

Erectus Pokiness），都幾乎同一時間製造出縫合獸皮用的
骨針。

遠古時期，我們人類並不在乎裸露自己，可以真真正
正的跟大自然作全方位的擁抱，與天地融為一體。據說公
元前 2,100多年，中國南方還有一個叫「裸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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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淮南子．原道訓》一書所說：「禹之裸國，解衣而入，
衣帶而出。」也就是說在大禹治水時代，進入裸國的人，
要先脫去衣服，離開時才可穿回，因為該國的人全裸。另
據《南史》稱：「扶南國（今柬埔寨）俗本裸，文身被發，
不制衣裳。」大意是說該地盛行全裸，人人紋身兼身披長
髮，也不製作衣裳來穿，且習以成風。

中國人穿衣的起源，除神話外，另有傳說。神話說發
明衣服的，是那位教人用火、打獵、捕魚、製作八卦的伏
羲氏。傳說則說發明衣服的，是現今公認所有中國人的祖
先軒轅黄帝，他的妻子嫘祖發明了養蠶取絲，織成綢緞。
總而言之，是他夫婦倆教會了人們做衣服，穿起來保護身
體，免受外界傷害。

依照《聖經》的解釋，人類是基於羞怯感才首次穿上
「蔽體物」的，起碼是拿它來掩蓋下體。可我們人類的祖
先，不可能是因害羞才開始穿上衣服的，因為羞恥感不是
人的本性，而是後天學來的。正確點說，是我們在小時候
被教曉或給人引導的。只要看看今天任何一個兩三歲大的
小孩，就能明白—他赤身露體，一絲不掛的通處走動，
倒不見他有任何害羞的感覺！

羞恥感是一種社會性的情緒，只因察覺自身與社會常
態的不一致，而產生的一種負面感受。女性之所以會因為
內褲與胸罩被看見而感到羞恥，是因為社會意識賦予女性
這種觀念—內衣肩帶不能露出來、穿短裙要穿安全褲以
避免內褲被看到，因為那些貼身衣物被默認為是女性生殖

器官的延伸，所以見不得光，被看見即等同個人尊嚴受損
害。

很明顯，人類第一次穿上「衣服」，若是出於保暖，
為什麼現存世界各地古人類洞穴內的壁畫，圖像所繪的人
個個赤著上身，卻只遮蔽著下體？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
即使在今天，地球上一些原始部落的女人，雖然遮著私處，
卻毫不畏羞的露出乳房來。難道原始人對身體遮掩的範圍
和理由，跟現代人真的很不一樣？他們是如何看待女性的
乳房的？遮與不遮這部分究竟是出於何種道理？取捨之間
到底又有些什麼不同的考量？

早在衣服出現之前，人類可能經已懂得以顏料來裝飾
自己的軀體。最古老的證據可以追溯到 20萬年前，當時
活在歐洲的尼安德特人，在身上塗上赭褐色的顏料。這種
顏料可以用來給獸皮染色，給亡者塗在身上以驅走邪靈，
或用於洞穴牆壁上作繪畫之用。人們亦常以顏料在臉上及
嘴唇作刺青，或在身軀注目的地方畫上圖形，或佩戴某種
飾物，原因之一是迷信，藉此來防禦鬼神，或種種不明所
以的自然現象。人們又喜以濕泥塗於全身，來防止蚊蟲等
的叮、螫或刺傷，靈感可能來自大象、野豬或水牛等動物，
因見牠們喜歡在水窪中打滾，讓全身蓋滿泥漿。

古人類觀察到雄性四蹄動物的性器官，平時縮進皮囊
內，懸於腹部下肢兩腿中間，受到很好的保護。可當人一
旦以兩腿支撐身體直立行走時，性器官就立刻暴露在外。
人如果希望自己這個物種不被滅絕，首先就要避免這個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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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繁殖後代的器官受到損害。這是出於本能，而不是基於
羞恥心，驅使我們的祖先直覺地優先將下體遮掩起來，是
因為這處往往最容易受到攻擊，損傷也是至為嚴重。

原始人的「遮」跟現代人的「遮」，明顯不同，這是
因為他們對生殖器的認識，跟我們很不一樣，區別在於對
女性乳房的取捨。從現時世界各地初民的洞穴壁畫中，我
們看到有描繪遮掩下體的男人，他們披上的，很可能只是
一些樹皮或獸皮。我們因而可以大膽的推斷，初民穿上或
披上的内褲，已具衣服的最原始形態。除了保護重要的性
器官外，我們看不出内褲還有什麼別的作用。

直至今天，雖然内褲久已備受詬病（註），我們仍沒有
捨棄。究其原因，大抵就是内褲對某類性行為，有象徵性
的禁制意義。有鑒於此，與其稱此物為内褲，倒不如改稱
為「遮醜褲」，可能更為合適。當人們穿上内褲或衣服
時，同樣也意味著對隨意的性行為的約束或禁制。例如結
婚時男女雙方交換戒指，即象徵兩人對婚姻以外性行為的
禁忌，以示守貞。有關這一論述，詳情見於本書第 4 章〈用
衣服遮蓋性器官有何特別原因？〉，在此不贅。

人類學家常以現今世界各地原始部落的服裝和習俗，
來說明穿著具有保護和美感兩者的作用。例如非洲南部大
草原上的婦女，愛用窄窄一根鑲有珠飾的皮條來遮掩下
體。位於南太平洋的巴布亞新畿内亞，當地一個部落的男
人，則用一種長而捲曲的瓜殼，做成套子，套住他們的陰
莖。很明顯這些男人是出於本能，要把生殖器加以保護，

同時又要讓異性能察覺到它的存在，不失它作為性器官的
特殊功能，可見衣服的確能承擔起各方面重要的角色。

時至今天，世界上有許多地處熱帶地區的原始部落，
還是裸露身體而視為正常，毫不感覺有何不妥之處，最多
也只不過用一些羽毛或布片遮掩著下體，目的只在於裝飾
多於保護，因為他們大都將兩性生殖器官，視為最寶貴和
最神聖的東西。是以衣裳最大的作用是保護，裝飾，而不
是遮掩。

跟「羞恥論」相對的是「性暗示」與「性吸引」兩
種不同的論調。在英國著名動物學家德斯蒙德．莫利斯

（Desmond Morris）的《裸猿》（The Naked Ape）第二章中，
他談及衣服最「原始」的作用時，認為雄猿的羣體狩獵特
性，是導致配偶關係產生的主因。為了牢固雙方這個關係，
雌雄兩性要把性生活變得更具激情和饒有性趣。為了達致
這一目的，雌猿身體進化出一系列的性刺激信號，其中尤
以性器官那部分不能給別人看，只能供自己的配偶看，結
果演變成對身體性象徵部位的遮掩。有關這一論述，詳情
另見本書第 5 章〈發情期中的雌猿為何要遮掩下體？〉，
在此暫且不表。

初民最早穿上衣服的時間，大約跟舊石器時代的出現
吻合。在這段時間裡，人類的智能，包括自我意識迅速發
展，而最顯著的莫過於原始社會進入母系社會這一轉變。
從人類婚姻發展史來看，母系社會實行的是「内婚制」，
也就是相近血緣的親友們互相通婚。由於男女雙方來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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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祖先，血緣太過接近，致使後代易患先天性疾病，加上
體質不良，智力低下，與大自然抗衡能力因而減弱。誠如
《左傳》所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正好說明古人
經已發現同姓通婚之弊。

其後，隨著人類日漸進化，開始懂得收集各種物料來
加以利用，先絲麻而後布帛。《易緯．乾鑿度注》說：「田
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易傳．繫辭》
也曾記載：「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可見人們
一旦服飾冠戴，習慣成了自然，反視裸露身體為不正常的
行為了。

隨著族内通婚和近親間的性行為遭到禁制後，内婚制
也逐漸轉變為「外婚制」，由此進而產生非道德規範下性
行為的禁忌，也就是在衣服出現後，成了日常必須穿在身
上的東西，藉此來「遮羞」。衣服的出現因勢利導，帶出
了另一個重要道德規範，一直影響到我們今天，即「禁止
公開在異性面前脱下衣服，暴露出生殖器官。」這一禁令
也同時減少了因視覺刺激而導致非理性的性行為產生。從
這一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衣服就是一種
附有禁忌性的東西。

（註）�男性穿過緊的内褲會擠壓前列腺，引發充血，導致前列腺炎，更
會影響精子的質量，引致不育，尤其是那些長期及整天穿牛仔褲
的人。不分男女，下體潮濕環境可能產生皮膚病，例如汗癬。另
排泄物殘留會造成衣物污染，增加生殖系統受感染的風險。

4.
用衣服遮蓋性器官有何特別原因？

引  言
「裸體」特殊之處在哪裡？難道每個人在衣服底下，
不都是全裸了的嗎？對於以裸體為常態的原始人，
他們的性心理到底跟現代人有什麼不同之處？

任何一個物種，終其一生，基本上就只做兩件事—
進食和繁衍，也就是生命的維持和物種的延續，其重要性
和後果不言而喻—不進食個體就得餓死，不繁衍物種就
得滅亡！是以所有動物都把尖牙和利爪長在前端，方便覓
食和打鬥時能率先用上。至於賴以繁衍的生殖器，則長在
後肢兩腿交會處靠後的隱秘位置，以起保護作用。

當身處裸猿時代，原始人仍用前後四肢來行走，其生
殖器也像現時的哺乳類動物一樣，長在下肢給兩條腿屏蔽
著。要是想要暴露他的生殖器，例如在交媾時，他反要刻
意的採取另一種姿勢，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及後，當裸猿
徹底學會直立行走，生殖器就改而呈現身體的正前面，要
是沒有任何東西來加以遮掩，便不能不暴露於外。結果雄
猿在面對危險，例如跟其他部族打鬥或獵殺大型動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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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脆弱的部位便成了首要被攻擊的目標，因而最易受到
傷害，受傷程度也會很嚴重。

站在進化的角度來看，人類的老祖宗最初用某種東西
把下體圍起來，是出於保護生殖器官的考量，而不是出於
羞恥感，因為這種人性中的感受並非與生俱來，而是經後
天教導下而取得的道德觀念。是以用衣物來遮蓋生殖器，
便成了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更是出於一種自我保護的意
識，結果讓裸猿找到了安全感和自在感。試想像一下，要
是我們人類倒退回到當年的那個裸猿時代，要我們日日夜
夜、時時刻刻，都要面對著同類露出來的下體，倘若它處
於一個亢奮勃起的發情狀態時，那會是一個多麼醜陋、惡
心兼尷尬的情景！

日久年深，當大家都習以為常，用某種東西來遮蓋各
自的下體，倘若有誰肆無忌憚地暴露其私處，更公然地四
出走動，肯定會令周邊的同類心生不安。再者，當著不屬
於自己的異性面前，例如頭領偏愛的性伴侶，或在不適當
的時候向別的男人露出下體，也就變成了一種對別人公然
的挑衅和侮辱，必定會令對方心生不忿，甚至會引致騷動
和打鬥（註 1）。是以用某種東西把下體圍起來，就有此必要
了。如此這般，世世代代相傳下來，人類就拒絕再像遠古
時代那樣坦蕩蕩地裸露生殖器了。

我們有理由相信，原始人對繁殖後代這回事，態度一
直非常嚴謹，單看他們對男女兩性生殖器官的狂熱崇拜，
就足以證明他們對延續部族新生命是何等的重視了。女性

的乳房雖非直接的賜予生命，卻是嬰兒賴以為生的口糧來
源，豈可等閒視之？乳房分泌出乳汁，是女人長了肚子後
的結果。為了方便哺乳，原始人不遮蓋女性的乳房，是可
以理解的。這亦足以說明，在古人類眼中，乳房跟「性」
完全扯不上關係。

人類的第一件「衣服」，肯定是用樹皮或動物皮毛製
成、既厚且粗糙的内褲，分別給男女兩性圍上，用來保護
和遮掩其下體。第二件也幾乎可以肯定，是皮製或樹皮製
的胸罩。它的出現，也肯定不是因為原始時代的女人，覺
得露出一雙乳房而感到羞恥，因而要給它圍起來，而是出
於保護這個提供嬰兒出生後第一口口糧的器官。

至於男人的乳房，因沒什麼功能，一開始就不被視為
私處，所以不用什麼東西來遮蓋。諷刺的是，明明是為了
遮蓋人體上一切跟「性」有關的那些部分，可最終當女人
的乳房給遮掩起來後，反而更凸顯它們的存在，更強化了
乳房和私處的神秘感和特別之處，結果反成了他人雙眼聚
焦的地方，可說是完全出乎原始人想象之外！

我們從基因遺傳的角度去研究，也可以解釋為何古人
類要重點保護女人的私處：男人為了讓自己的基因能更好
地承傳下來，會極力避免配偶跟其他男性發生性關係。衣
服除了讓女性不能隨意暴露性器官外，更具遮擋和窒礙其
他男性跟配偶發生性行為這個作用，至少在心理上確保了
自己的基因能順利給延續下去的最大概率，結果造成了後
世的男人，均不約而同的構建起「處女情意結」來，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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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從沒給「開封」過的處女，才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確保
生下來的子女，是他本人基因的後代。

在整個自然界中，成年的雄性物種都具有侵犯異性
的衝動，尤其是人類。但人類中的男性，跟其他動物中的
雄性還是有區別的。動物界中的雌性物種存有發情期這現
象，同一物種的雄性是懂得辨別的，故雌性很少會在其發
情期以外的時段遭到侵犯。可人類卻不同了，由於女人沒
有明顯的發情期，成年男人可能興之所至，會隨時強暴。
故保護女人，首要是利用衣服來遮擋女人的私處，以增加
男人圖謀不軌的難度。

對雄性動物而言，當牠有了性要求而雌性卻沒有回
應，牠就只好強迫對方接受自己。在幾乎所有物種中，由
於雌性承擔生育責任，自然在擇偶方面成了挑選方，雄性
只能以低姿態去迎合。例如某類雌性喜歡外形漂亮的，那
雄性就長得帥一點；要是雌性喜歡會打架的，那雄性就只
好練就一身好本領，將對手一一打敗；假如雌性喜歡求偶
者能歌善舞，那雄性就只能不斷提升自己的表演才華。雖
然雌性動物只在發情期間才會接受同類的異性接近，但並
不表示對任何獻媚者都會來者不拒，牠會是相當挑剔的。

在同性競爭中獲勝的雄性，跟眼前的雌性交配時，對
方要是不願意，就只能靠自己的體力來反抗。如果能擊退
對方，自己的意願就能得到維護。如果打不過對方，那就
只好被性侵了。在動物界中，「恃強凌弱」，天經地義！
雌性到底願意不願意交配，幾乎不是牠們說了算。這種雄

性跟雌性強行交配，跡近強姦的行為在自然界中的確普遍
存在。

原始人應該早就意識到用下體來取樂這回事，更察覺
到乳房除了天生的餵飼嬰孩的功能外，也是可供男人玩樂
的東西，故此一併也要「遮」，為的就是要禁止下體和乳
房這兩處，隨時隨地、無差異地供任何男人狎弄。自男女
兩性都慣性地穿起衣服後，一個毫不遮掩自己的女人，會
被別的女人視為有意圖勾引自己的男人，或想引誘任何一
個男人跟她發生性行為。

我們以靈長類動物中的猴子為例。在一族群中，一向
只有首領才握有交配權，是以族群中所有性成熟的雌猴都
成了牠的禁臠，只有牠才能跟牠們交配，牠是絕對不會容
忍其他雄猴染指的。要是這個「猴王」看見族群中有任何
一頭成年的雄猴，在牠面前豎起其生殖器，而且還是硬邦
邦地勃了起來的，肯定會把牠當場教訓一頓，甚至把牠咬
死。

同一情況相信在當年同一族群的裸猿中也存在過。要
是有任何一頭雄猿下體沒給遮掩起來，而牠那話兒更一時
奮張起來，暴露出牠單方面的性狂熱，那牠就會給認定有
跟族群中的雌猿「來一手」的企圖。如果被頭領看到，定
會把這視為一種公然的挑釁。出於本能，這個頭領會毫不
猶豫的出手把牠暴打一頓，藉此給其他雄猿一個儆戒，以
收鎮懾之效。可以想像得到，任何一頭處於性成熟期的雄
猿，下體都有可能會無端端的自動勃起來，這是牠沒法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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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因為這是本能嘛。因此，有理沒理，雄猿就有必要
先把下體遮掩起來。

另一方面，自私自利本是人類天性，這種心理漸漸讓
私心形成，物質上的擁有權意識也就給滋長了出來。個人
開始要擁有自己製成的工具和武器，私自儲存自己狩獵得
來的獵物，私養家畜留給自用，以至私有居所和私有女人
等等情況就陸續出現。當私有的範圍愈來愈廣，私有制的
觀念愈來愈強烈時，私有財產化就形成了家庭制度，包括
了當中所屬的女人，女人因而成了男人財產的一個主要部
分；女人受男人的剝削也就從這時開始。

到了族群中的男人發展出一套「私有化女人」理念
時，女人赤裸裸的下體就成了首個被針對的對象。當男人
對「擁有配偶」的意識逐漸形成，當私心和佔有慾到了極
致時，他們對女人的約束和限制，從下體就相繼擴展到獨
霸他們的女人整個身體，包括乳房這部分。為了不想別的
男人佔有自己的女人，就連別人單看不碰也不行，更別說
起歹心了。出於私心和獨佔的心理，為了不讓別的男人覬
覦別人的女人，當中自然也包括自己的女人在內，以至凡
女人都要非遮掩不可—不單一般未有生育的女人要把酥
胸遮起來，就連那些哺乳中的女人，她們的胸部也非要給
遮蔽起來不可！

在原始人還未懂得穿衣之前，他們該是沒有羞恥感的。
可當穿衣成為習慣，羞恥感便產生了，即使偶爾暴露性器
官也能引以為羞，是以衣服的遮羞功能因而也包含道德、

自制的内容。偶爾遮掩一下性器官，固然可以增加情趣，
引起性刺激。但當掩蔽成了習以為常的行為時，就會失去
其原有遮羞的作用。至於為了吸引異性而暴露，結果導致
性刺激的，不是習慣性的掩蔽，而是偶然的無掩蔽！脫衣
舞之所以受到男人的狂熱喜愛，就是這單一原因！（註 2）

我們的祖先之所以要創造出衣服，就是要把女人的私
處給遮起來，以減少男人與之交歡的慾望和機會，起碼也
能提供短暫性的保護，例如非自願性的性交。把乳房也一
起給遮起來，能防止其他不相干的男人「平白佔了自己孩
子的便宜」。女人穿衣服的好處，就是為了保障個別男人
的專利權，也就是合法的行使權！在一些地區和國家，會
把婦女作為私有財產的保護起來，於是就有了頭紗和面紗；
有的宗教乾脆直接把婦女由頭到腳包裹起來。

近代的男人穿上衣服，沒再像遠古時代光脫脫的通處
跑，僅是表明他們表面上不再明目張膽的去侵犯別個女子
罷了，可暗底裡呢，誰知道！可不是嗎？要是沒有保護女
性權益的法律，和維護法紀的警察，今天有可能滿街都是
強姦犯！如今文明社會中，即便是衣著相對暴露的群體，
也會穿上衣服遮擋著私處。這也正好說明，早在文明曙光
出現之前，裸露經已不為原始社群所認許了。

（註 1）�時至今天，男人打架和口角，總是先由帶有生殖器的污言穢語
開始。緊握拳頭，豎起中指，更是一種侮辱他人的手勢，含意
不言自明。

（註 2）�有關詳情請參閱第 19章〈內褲的誕生全拜性意識醒覺所賜？〉，
在此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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