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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隨著伊斯蘭女性書寫風潮的興起，國際媒體也不斷揭蔽危及穆斯林女性生

存的榮譽殺人（Honor Killings）問題。根據國際特赦組織對榮譽殺人的定義，其

發生通常是斷言、懷疑或輿論指控受害者在「性」上有不正當關係，因而藉由殺

害使家族「蒙羞」的女性，切割與羞恥的關係，重新召喚回榮譽。 

 

  思考這個現象的原因，有人認為這是個伊斯蘭的宗教問題，認為女性在該文

化中被嚴苛、不平等的對待。然而，筆者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這其實更是個結

構主義下父權統治模式的問題，建立在「性」表現為一種社會關係的「區分」原

則上，並再製到經濟、道德論述與概念化的詮釋中，透過一種獨立者（男性）、

依賴者（女性）的「互補」關係，續存著父系氏族的利益與既有權力，解釋了阿

拉伯社會關係學者長久以來的困惑－「為何女性性行為的不當帶來了氏族的不榮

譽」。對此，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希林‧艾巴迪（Shirin Ebadi）曾表示，身為一個

伊朗穆斯林，她宣稱侵犯人權和剝奪女權是社會與文化的問題，不是伊斯蘭教的

問題。撰寫榮譽殺人寫實小說的作者 Sita Lazenby 於序言時亦表示，「榮譽殺人

並非是種道德問題，也不再是確保女性個人操守的問題，而是一種支配、權力關

係的問題」（Lazenby 2001）。為了回應這些說法，本文將思考的重點放在「榮譽

殺人真的是因為榮譽而殺人嗎」？這究竟是個「榮譽殺人」（Honor Killings）的

問題，還是個「家族長制謀殺」（Patriarchal Killings）的問題？ 
 
    在論文中，筆者以榮譽殺人作為一個思考的起點，透過重新檢視榮譽，思考

該事件中背後的權力關係、支配結構、性別政治…等問題。透過本文的研究對象

與對榮譽和暴力的重省，我們將發現更多性別隱蔽在一種認同或道德意識型態下

的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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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的桂冠 

    1998 年，薩拉汗．阿布杜拉（Sarhan Abdullah）因為殺害 16 歲的妹妹亞斯

敏（Sarhan Yasmin）而在朱韋達監獄（Jweidah prison）服刑半年。談起往事，阿

布杜拉說，亞斯敏是去探望一個姐姐時被人強暴的，但她一開始時不願意透露強

暴者的身份，只是說「我已經不再是黃花姑娘了」。後來，亞斯敏向政府報案並

接受體檢，被暫時羈押在監獄中。此時，阿布杜拉的家人——父母、叔伯和部族

的 700 名成員——在開會時一致認為，亞斯敏必須以死來彌補家族的名聲，因為

只有「鮮血才能夠淨化被玷污的榮譽」。亞斯敏的父親到監獄抵押了 5000 第納爾

（dinars），簽約承諾不會殺了她。但當亞斯敏一走出監獄的大門，阿布杜拉卻一

槍打死了她。 

 

  「因為她犯了錯誤，所以她必須死」，阿布杜拉表示：「如果她不死的話，我

們會因為羞辱而殺掉 1000 個男人」。後來人們發現，是亞斯敏的姐夫玷污了她，

然而他卻早已消失無蹤。因為槍殺自己的妹妹，阿布杜拉在朱韋達監獄服刑 6

個月。按照他的說法，他不僅在監獄中受到英雄般對待，所有犯下「榮譽殺人」

罪行的人都受到英雄般的待遇。當時，和他一樣犯有「榮譽殺人」罪而服刑的人

共有 27 人。在阿布杜拉獲釋那天，他的父母專門到監獄迎接，帶來一把象徵榮

譽的寶劍，還牽來一匹駿馬，讓兒子風風光光地騎著馬返回 4 公里以外的家。因

為他洗清了家族被玷污的榮譽，他所騎的駿馬通體雪白，沒有一根雜毛。 

 

  但阿布杜拉並不因自己短暫入獄而感到十分自豪。事實上，他成了一個被眾

人唾棄的物件。他表示，真希望法律對實施「榮譽謀殺」的人處以極刑，如果一

個家族知道會因此而失去兒子的話，他們就不會容許手足相殘的悲劇發生。據報

導，阿布杜拉出獄後曾向 11 個姑娘求婚，其中包括他叔叔的一個女兒，當時他

的叔叔堅決支持他殺死妹妹，然而，不但叔叔的女兒拒絕了他，其他人也都拒絕

了他，他們害怕有朝一日他會傷害他們的女兒。 

 

    「我的所作所為堪稱愚蠢透頂」，阿布杜拉悔恨地表示，「充當殺手，我毀了

自己的未來。現在，絕大多數人都害怕我，對我避之唯恐不及。我連娶妻生子的

機會都喪失了」。最令他窩囊的是，現在即便是在親朋好友的眼中，他也是一個

罪犯。然而，在他和記者告別時，他仍然表示，再碰到類似事情，他還是會舉起

屠刀，因為「社會現狀如此，這麼做身不由己」….（Griswold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