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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娼」作為生存策略
─性別化的勞動市場、家庭與權力遊戲
陳美華（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即便女性主義者並不想污名化從事性交易的女性，但「女人為何賣淫？」這
個深具誤導性的提問，卻始終在女性主義社群間佔據核心的論述位置。過去歐美
和台灣女性主義者在這個議題上的激烈辯論，某種程度將投入性工作的女性簡化
為「自由選擇」與「被迫從娼」兩種極端二分的形象。前者強調性工作是從業者
個人的自主選擇，甚至認為從事性交易係個人性自由的表現；後者則認為賣淫是
女性壓迫的表徵，「選擇從娼」是「錯誤意識」底下的矛盾產物。然而，這兩種
論點都有普遍化、同質化性工作者的現象。為適當的呈現性工者所面對的複雜社
會情境，以及她們進入性交易網絡的多元生命圖像，本文將援引 1 位台灣性工
作者的深度訪談，藉由回溯她們的工作史以及生命故事來闡明性交易如何成為底
層成年女性在有限的物質條件下，合理的謀生方式。同時，本文將進一步指出性
別化的勞動市場、男權統治的家庭結構和性產業之間的複雜關係。其次，面對年
輕女孩都是因為「拜金」、「貪玩」而從事性交易的常識性偏見，本文也將引用
涉足性交易青少女的訪談資料來呈現從事性交易對社會、經濟資源極其有限的青
少女而言，具有追求獨立、掌握權力的豐富生命意涵。

關鍵字：賣淫、性交易、性別、性、底層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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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 女 人 為 何 從 娼 」 這 個 問 題， 幾 乎 和「 賣 淫 是 最 古 老 的 行
業」這個不假思索的陳述一樣的古老。此一提問中，被問題化的
（problematzed）往往不是妓業，而是女人本身。因此，早在十九世
紀，巴黎的研究者 Parent-Duchatelet（as cted n Bell, 1: ）即鉅
細靡遺地測量巴黎娼妓的陰蒂、乳頭的大小，試圖找出「娼妓」和
「一般女人」之間的生理差異，以解釋娼妓行為偏差的現象。這類從
病理化、偏差行為的角度來理解娼妓的研究途徑，在七○年代女性
主義思潮日漸活躍、妓權團體相繼出現之後，逐漸受到嚴格地批評與
檢視。研究者轉而將問題焦點從娼妓個人轉為社會結構的探討，性別
與 或階級因而成為最常被指認的結構性因素。同時，爭論的焦點也
進一步轉移到女人究竟是「自願」抑或「被迫」從娼這個日趨兩極化
的辯論。性工作長期遭污名化的關係，使得「自願」vs「被迫」這組
二元對立的理解架構在這一行顯得備受關注。然而，參與辯論的雙方
始終未能進一步挖掘潛藏在行動者背後的複雜生命情境，從而無法適
切地揭露性工作者進行選擇的社會脈絡，以及這些選擇，所代表的多
重社會意義。本文的目的即在於填補這樣的空缺。藉由詳細地追溯
1 位涉足性交易的受訪者的工作史以及生命史，本文將揚棄「貧窮
導致從娼」這種化約式的論調，指出貧窮和從娼選擇之間並不是直線

致謝辭：本文初稿曾發表於《第四屆兩岸三地社會學研討會─宏觀與微觀的華人
社會學分析》，00/11/-，台中：東海大學。作者感謝當時評論人黃金麟中肯
的評論，以及兩位匿名評審寶貴的修正意見。論文改寫期間研究助理蔡博雅、許郁
青、蔡靜宜、施嵩淵、陳俊霖、朱珮所提供的協助，在此一併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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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型的研究可參閱紀慧文（1）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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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關係。事實上，不同世代的受訪者往往是在底層服務業或製造業
部門工作多年之後，因面臨生存危機而必須重整自己的生活軌道時，
選擇從事性交易。底層女性在飽受性別化勞動市場與男權控制家庭結
構性的擠壓之下，從娼成為合理的生存策略之一。其次，有別於主流
媒體或相關研究習以「好玩」、
「拜金」來解釋少女從事性交易的現
象，本文也將以訪談資料指出，對欠缺社會、經濟資源，在家中、學
校都處於被削權（dsempowered）狀態的青少女而言，從事性交易的
行為背後，其意義更顯得多元。這包括，取得謀生能力、追求獨立
（於男性掌控的生活之外）、掌握權力，甚至掌握自己的性與身體。

二、女性主義者間的辯論
雖然女性主義者拒斥那種將娼妓病理化、問題化的理論模型，但
是「女人為何賣淫」這個深具誤導性的提問，似乎始終佔據女性主
義者對於賣淫辯論的核心。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女性主義者對這個
問題的處理似乎也未臻成熟。迄至九○年代末為止，女性主義者對這
個問題的回答約可分為三種模型：以激進女性主義者為首的性別壓
迫模型、著眼於女人經濟劣勢的階級壓迫模型、以及以倡議性解放的



說它是誤導性的提問是因為它經常將焦點集中在從娼女性身上，而容易忽視其
它深層的社會結構，例如，主流社會對於男性不可抑制的性趨力的建構，以及
本文將論及的文化積習等等。



這三種模型係女性主義者在解釋女人何以從娼時，所側重的解釋因素；值得強
調的是，性、性別與階級往往有相互鑲嵌的現象，因而這三者的界線並非如此
涇渭分明。若論及性產業政策時，一般而言，持性別壓迫模型的女性主義者較
傾向於支持廢除娼妓制度（例如，Barry, 1; Jeffreys, 1），而後兩者則較
傾向於支持性產業除罪化（例如，Bell, 1; Nag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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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者為主的性壓迫模型。性別壓迫模型，將賣淫視為父權體制
壓迫女人的極致表現，認為從娼女性往往是遭人誘騙、質押、拐賣而
進入性交易網絡。部分激進女性主義者因而致力於分析賣淫中的性
別化權力關係，例如，潛藏在「選擇」與「同意」表象下的權力關
係，以及娼妓和老鴇、顧客之間的關係。性別壓迫模型的基本論調
是，對那些沒有其它選擇的女人而言，宣稱她們「選擇」從事性交
易其實不僅自相矛盾，而且異常諷刺。因此，
「自由選擇」論充其量
只是為了遮掩賣淫黑暗面的「策略」或「修辭」。激進女性義法學家
MacKnnon（1）就寫道：
那些因為妥協、被籠絡、施壓、詐騙、被勒索，或者公然被迫進
入性關係的女人……對這種不可告人羞辱的回應往往是……宣稱
那些性（sexualty）是她們自己的。面對沒有其它可能性，獲取
自尊與驕傲的策略是：我選擇它。
（1: 1）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女人若非因為誘騙、拐賣而從娼，就是被視為是
父權體制底下，遭受「錯誤意識」蒙蔽的受害者。將這種反「選擇」、
反「同意」可能性的觀點推到極致，Barry（1）將各種形式的賣
淫普遍化為對女人的性暴力。她認為這種「同意」的宣稱毫無意義，
因為「同意被侵害就是壓迫的事證」
（1: ）。此外，她也一再強
調「自由選擇」的論證掩蔽了賣淫所涉及的性剝削與傷害。因而，這
是一種去政治化的論述，而且，也「將壓迫從性剝削的階級情境轉移
為個人的經驗」
（1: ）。她認為這種論點不僅無從解除賣淫對女
人的壓迫，甚至合理化了男人對女體的剝削與掠奪，並為全球化的資
本主義性產業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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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性別壓迫模型將女人從娼理解為是父權體制運作的結果，
階級壓迫模型主要來自於英國八○年代早期的性工作者組織「英國娼
妓集合體」
（Englsh Collectve of Prosttutes），她們側重於強調從業
者的階級屬性，以及性別化的勞動市場，使得底層勞動階級婦女將性
交易視為合理的謀生方式，並一再強調是性產業遭入罪化才加重了
娼妓的污名，以及涉足此一行業就意味著危險與傷害的社會氛圍。
Delacoste 與 Alexander（1） 所 編 的 合 集《 性 工 作 》
（Sex Work:
Writings by Women in the Sex Industry）一書就是此一模型的代表作。
其中，Lopez-Jones（1）以下這段一再被引述的文字，就精確地指
出性產業和其它產業的差別，不在於它的從業人員飽受男性壓迫，是
在於它長久以來被污名化、入罪化：
性產業並非唯一由男性宰制、貶抑女人的產業，但它是唯一工
作者是非法，而且最無法公開捍衛我們自身工作權益的產業。
（1: ）
藉由將性產業和其它產業相對比，將性勞務的提供視為工作，並將性
產業「問題」癥結指向入罪化，這類論述主張者往往認為只有徹底將
性產業除罪化、將性工作者納入工會體系，性工作者的權益才能獲得
實質保障。在台灣，台北市公娼自救會、粉領聯盟、女工團結生產線
等草根組織也一再強調，前台北公娼係底層勞動階級的背景（夏林



這樣的理論途徑不僅被用以解釋賣淫對當代（西方）性交易從業者的處境；
Judth Walkowtz（10）針對十九世紀末英國都市地區的娼妓研究也發現，從
英國鄉下地區來到都市工作的勞動階級女性，往往因為工資過於低廉，而偶爾
兼差從事性交易，成為兼職娼妓（casual prosttutes）以維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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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陳素香、鄭村棋編，1；王芳萍、顧玉玲，1）。該模型揚
棄空洞道德高調、貼近底層女性生活的洞察力，務實地將賣淫視為謀
生策略，顯然較能揭示資源有限的底層女性的能動性─意即，從娼
被視為是主體在特定條件下有限的自主選擇。
在性別壓迫與階級壓迫的理論模型中，性交易中的性常被視為
是性別或階級體制所導致的結果，論者反而鮮少直接討論性。九○年
代以來，女性主義者關於賣淫的討論則出現了「把性找回來」
（brng
sex back n）的趨勢。 部分女性主義者援引怪胎（queer theory）理
論、 後結構主義來證成性工作。她們引述怪胎理論家 Gayle Rubn
（[1]1）的性階層理論，認為社會中存在著一個獨立的性壓迫
體系，它有自己的歷史、政治與壓迫形式；女性主義者在色情、賣淫
上所犯的錯誤就在於將那些不符主流異性戀 婚姻 生殖導向的性實
踐的壓制簡化為性別壓迫。簡言之，性工作者和同性戀、S/M 實踐者
一樣都是因為實踐那些不容於主流的性而遭受壓迫的性少數。因而，
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消除社會中不平等的性別與階級結構，而在於對抗
性的階層化（stratfcaton of sex）。
從 性 少 數 的 角 度 來 理 解 性 交 易， 經 常 有 將 賣 淫 簡 化 為 性
（sexualty）的趨勢，而未能將它視為是混雜了性、性別、階級、種
族、年齡歧視的議題。一位美國性工作者 Queen（1: 1-1）即
為文強調，貧窮並非從事性工作的好理由，性工作者若不能去除「恐


此類性工作立場的代表作，請參見 J. Nagle (1).



國內不少學者傾向於將 queer theory 譯為酷兒理論，但在「酷」（cool）一詞某
種程度已和追求時尚、流行、耍帥等意涵相關，甚而成為消費文化的一環時
（如酷兒果汁），原先試圖以 queer 一詞彰顯其怪異、顛覆主流、拒絕任何二元
對立的邏輯的激進觀點，也逐漸為消費文化所淹沒。因而，筆者傾向於將它譯
為怪胎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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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sex-negatvty）態度將失去這行最重要的執業資格。部分怪胎
性工作者則引用了後結構主義將賣淫理論化為表演藝術。Bell（1:
11-1）指出，很多的色情片明星將她們的身體當成嘉年華會場，
用以取代、改寫、重新詮釋主流社會對女體與賣淫的再現。在她的筆
下，身體成為抵抗的場域。這些表演工作者同時是藝術家 演員、色
慾的 性存有、智識的 批判的、政治 社會評論家。娼妓因而被再
現為活躍的性專家、安全性行為的教育者、社工員、性治療師或性表
演者，無論如何，絕非性受害者。
將賣淫怪胎化，並視之為表演藝術確實賦予性工作者相當高的能
動性，但也引起一些理論上的難題。如澳洲學者 Prestage and Perkns
（1: 1-1）所指出，
「怪胎」這個時髦的概念，其實和澳洲的娼妓
一點關聯都沒有。他們也質疑，如果舉凡行為舉止逸出主流性規範者
都可稱為怪胎，那麼嫖客是否也在怪胎之列？而嫖客又在多大程度上
鬆動了異性戀常規？其次，將從娼者視為性少數最常見的批評之一就
在於，這樣的論點忽視了同志、S/M 實踐者越界的性實踐或許和其性
歡愉、性認同息息相關，但是絕大多數的性工作者卻是為了脫離貧
窮而操持此業（例如，Lopez-Jones, 1: ；台北市日日春關懷協
會，000）。而且，在將性工作者放置在性少數概念底下時，不僅忽
略了性工作者內部高度異質的社會處境與勞動條件（從阻街女郎、高
檔酒店小姐，到月入百萬美元的色情片明星），也忽略了性工作者往
往將性交易中的性行為視為「工作」而非「性」的勞動經驗（例如，
Chapks, 1；陳美華，00）。
理論上這三個模型各有其偏重的理解途徑，但三者間也非如此涇
渭分明，完全沒有交集。Jaggar（10: 0）即指出：「是暗藏在賣
淫底下的經濟脅迫……讓女性主義者根本地反對賣淫」。或許因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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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糊共識，女性主義者爭論的焦點常有向性別壓迫或性壓迫傾斜的
現象。因而，女性主義者的論點始終無法同時兼顧將「賣淫」視為一
種壓迫女性的制度，也是女性勞動力遭邊緣化時，女人少數可得的工
作選擇的事實。階級壓迫模型似乎較能反映從娼者複雜的社會處境，
但是，這個模型在證成性工作時，往往有去性化的現象，而未能適當
的理論化性與性別、階級、種族、年齡等複雜因素所匯聚的交織政治
（poltcs of ntersectonalty），甚且容易被簡化為「貧窮導致從娼」的
陳腔濫調，而未能進一步探究性別化的勞動市場與文化實踐如何模塑
女性的從娼選擇。因此，本文將以台灣性工作者的經驗研究為例，將
性交易置回其社會脈絡中來考察，藉由回溯性工作者的工作史，來探
究性產業（非法地下經濟）和正式的經濟部門之間的關係。其次，筆
者也將引用深度訪談的資料來論證，除了經濟因素之外，台灣性別化
的家庭結構與文化慣習在促使貧窮女性，選擇從事性交易的過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最後，對於一般常將涉足性交易的未成年少女理解為拜
金、貪玩、愛慕虛榮的形象，筆者也將予以反駁，並將之視為未成年
少女遭家庭與社會福利系統邊緣化的情境下，尋求獨立的反抗形式。

三、研究方法議題
本研究的資料主要是筆者在從事博士論文寫作期間，於 001 年
 月到 00 年 1 月間，藉由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 1 位女性性工作者
所取得。受訪的 1 位性工作者，年齡介於 1 歲至 0 歲，其中 10 位
是未滿 1 歲的未成年少女。以族群分，三位為原住民（均未成年）。
以性傾向來分，一位為女同志，其餘皆為異性戀者。受訪者的工作場
所廣泛地涵蓋：阻街女郎、
（獨立）援交、公娼館、應召站、茶桌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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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式卡拉 OK、酒店。同時，筆者也分別在街頭、茶桌仔、酒店、
卡拉 OK 等特種行業場所，以及台北市某分局臨檢色情場所的警察勤
務中進行田野觀察。這些不同來源的田野資料都有助於筆者交叉檢視
這些資料。
朱元鴻（1）指出，本土娼妓研究常以遭警方查獲的不幸婦女
為研究對象，致生取樣偏差，不僅無法有效呈現性工作者的多樣性，
研究者反而以知識生產的方式複製主流社會對娼妓的負面觀感。筆者
限於經費、時間的關係，同時未成年少女因涉及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治條例的問題也更不容易接觸，因而筆者也和中部、東部等三處公辦
民營的「不幸少女」短期收容中心連繫，並在收容中心社工員的「安
排」下，訪問了 10 位涉及性交易的未成年少女，但訪談過程中，社
工員都不在場。這類短期收容機構做為國家機器馴化青少女的性與身
體的規訓機制，往住在研究過程中扮演守門人與少女監護人的角色，
不僅負責決定接受訪談的人選、訪談地點，也一再試探筆者要訪談哪
些問題等等。同時，社工督導或社工員也常自行為筆者「挑」選「比
較願意談」、
「比較開朗」、
「表現比較好」的少女來接受訪談。這些
因素都相當程度地限制了筆者的訪談資料，但是受訪的未成年少女並
非完全如朱文所預期的是個被馴服的受害者形象；相反的，收容中心
在部分少女眼中，反而成為製造反叛青少女的場域。
在資料分析部分，筆者採取主題式分析法（thematc analyss）。


目前「不幸少女」的長期收容已和中輟生一樣都收容在中途學校。有關中途學
校如何藉由課表、獎懲模式、監控網絡以及輔導機制對收容學生所進行一系
列身體規訓的討論，可參見汪小玲，00，〈從規訓權力關係看中途學校的實
踐〉，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位 1 歲的酒店小姐自述自己進入性產業的原因時表示，1 歲第一次開始在
KTV 酒店上班時，就很倒楣的被警察「查獲」，被送到廣慈關了  天。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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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仔細、反覆地閱讀原始資料的方式，來尋找一再浮現的、和受訪
者的生活世界密切相關的主題，並加以分析（Kvale 1）。在編碼、
分析資料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很難歸結出單一的原因或理論來解釋成
年女性和少女從事性交易的原因。故筆者揚棄尋找單一理論架構來解
釋現有資料的方式，選擇從現有的資料來分析它們和既定理論之間的
關係。其次，筆者並無意將研究結果普遍化為理論通則，也未天真地
將受訪者所勾勒的社會世界視為透明、純淨的社會真實，而是希望藉
由深入考察受訪者經驗、理解性交易的說詞（accounts），及其背後
所蘊涵的社會意義，以回應當前女性主義者兩極化的辯論。

四、性產業與性別化的勞動市場
或 許 因 為 賣 淫 涉 及 了 性 與 金 錢 的 交 換， 在 現 代 性 對 於 性
（sexualty）經常抱持著高度關注的情形下，它往往被孤立在性的領
域中來檢視，而未能將之連結到更為廣泛的社會、經濟甚或政治領域
中來思考。從而，一再複製性產業和常民社會為截然斷裂的兩個世
界，而忘了性產業所服務、餵養的都是常民社會中的一般人。就如
同 O’Connell Davdson（1: 1）所指出的：
「要揭示和賣淫有關的
社會沈痾（lls），只有透過更為廣大的政治鬥爭，去除貧窮、種族主
義、同性戀恐懼以及性別歧視主義」始能達成。
前述的文獻回顧中，階級壓迫論者在理論上的努力，就在於連
結性產業與性別化的勞動市場的關係。
「英國娼妓集合體」引用 10
期間，什麼也不能做，讓她很不滿，
「就立志，只要一滿 1 歲，我一定要回酒
店上班！就這樣！」此外，受訪少女的共同抱怨是，這類中心收容對象複雜，
自己本來很單純，但進來之後什麼壞事都知道了，覺得自己反而被污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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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聯合國的數據指出，
「女人從事全球三分之二的工作，卻只獲得全
球十分之一的收入，只擁有全球資產的百分之一，這顯示了關於賣
淫的基本真實，不論是在第三世界國家或歐洲與其它大都會國家。」
（Lopez-Jones, 1: ）1 年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所出版的《性
部門》
（The sex sector）
（Lm, 1a）一書，更進一步將性產業納入
國家整體經濟體系。該書分析的焦點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
泰國等四個東南亞國家。書中，除了將童妓視為是「嚴重侵害人權
與無可容忍的童工形式」之外，性產業被視為是勞動市場的一部分，
同時也是構成當代國家龐大經濟部門的產業。如同其它娼妓研究所
指出的（例如，Adams et al., 1; Phoenx, 1; Melrose et al., 1;
O’Nell, 1, 001），貧窮和賣淫的關係仍是構成此書的核心主題。
此外，這些國家女人的劣勢經濟處境很快地被連結到性別化的勞動市
場運作的結果。Jones et al.（1: ）直陳，印尼勞動市場的低廉薪
資，是女工變成性行動者以快速賺錢的基本誘因。此外，該書也論及
賣淫和經濟體系之間微妙的關係：一方面，貧窮使得女人與女孩進入
性產業，但另方面，性工作也使得性工作者成為（原生）家庭中的主
要經濟來源。此外，性工作也具有刺激經濟活絡，生產其它工作機會
的可能性。因而，勞動市場和賣淫之間的關係不再只是單向的、負
面的關係，而是更為複雜的互動關係。


這些工作包括收銀員、接線生、清潔工、服務生、髮型師、服飾（生產與
設計）、餐飲、旅館與停車服務等等。以筆者執行國科會計劃（計劃編號：
NSC-1-H-0-01-MY）的資料來看，為了使非法進入或逾期停留台灣
的女性如期從事性交易，「假丈夫」、「馬伕」（多為計程車司機）已成為因應
此類移民性工作而興起的底層地下行業。依據筆者訪談一位仲介大陸女性來台
從事性交易的「經紀人」的說法，此類地下經濟也讓週邊行業大發利市，尤其
是賓館、飯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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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工廠到娼館
台灣女性主義者的文獻也指認出貧窮在女人從娼一事上所扮演的
重要性。例如，黃淑玲（1）的  位受訪者中，幾乎絕大多數來於
自小農、工人階級家庭。紀慧文（1：1-11）對於 1 位從娼女
性的生涯研究也顯示，為了協助家庭脫貧而從娼，幾乎成為她們評價
同事從娼動機正當與否的關鍵因素。但這些文獻並未能深入討論性產
業和性別化的勞動市場之間的關係。藉由回溯受訪者的工作經驗，筆
者將論證性別化的勞動市場為台灣的性產業儲備了大量的性勞動力。
筆者 1 位受訪者中，共同的特徵就在於她們都來自於貧窮的家
庭或者勞動階級的背景。受訪者的父母親大多為農人、非正式部門的
勞工，或者建築工人、攤販、礦工還有在茶室工作的女性。只有一位
受訪者 Jo-Jo 自述父親是檢察官，母親是公務員。絕大部分的受訪者
都只有國、高中畢業的教育程度、兩位文盲、只有芳芳取得中部地區
知名五專畢業的學位。來自底層的社會背景、低教育程度嚴格限制了
她們的工作選擇。如同 Phoenx（1）針對 1 位英國娼妓的研究所
指出的，低教育背景始終是將女人留在低薪、低工作地位的因素。同
時，關於貧窮的研究也指出，穩定的收入往往是避免人們落入貧窮
的最主要因素（Glendnnng and Mllar, 1）。根據內政部的官方統
計顯示，00 年台灣的低收入戶中，.% 的低收入家戶戶長其教
育程度只有（或低於）國中畢業。10 其次，張晉芬（1）的研究也
顯示，台灣女性勞動者的收入往往由她們的教育程度、婚姻狀態以
及職業所決定；通常教育程度越低，收入也就越低。邊裕淵（1）
10 請 見， 內 政 部 統 計 處 網 頁 http://sowf.mo.gov.tw/stat/Survey/low-ncomefamly.htm，瀏覽日期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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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指出，男女間的薪資差距在低教育群組，其差距越大。他並
以 1 年的資料為例，指出該年小學畢業的女工薪資僅及她們同
等程度男性的一半。10 年後，這樣的情形並沒有多少改變。根據主
計處出版的人力資源統計（1-1），女性平均薪資只有男性的
.%，迄至 1 年才上升至 1.%。此外，女人的平均薪資也因產
業部門不同而有所差異。表一顯示，10 年工業部門女性平均薪資
是男性的 .%，0 年後，更下降至 .%。女性工作人員居多的服
務業部門，似乎是對女性較為友善的部門，10 年服務業部門女性
平均薪資是男性的 0.%，到了 00 年已爬升至 .%。其中，工
業部門中的製造業無疑是對女性最不利的產業，10 年時女性平均
薪資是男性的 .%，迄至 00 年仍然只有 .%。
表一 受僱員工平均薪資依部門與性別分
工業部門平均月薪
年份

10

服務部門平均月薪

單位：元

工業部門中的製造業部門平
均月薪

%
%
%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a） （b） （b/a） （a1） （b1） （b1/a1） （am） （bm） （bm/am）
01

10

. 11



0.



10

.

10 011 1

1.1 0 1

.



1

0.

000 0 

. 00 

.

11

1

.

00  

. 0 10

.1

00



.

00 00 

.  00

.





.

作者製表，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薪資及工時統計，請見http://www.dgbas.gov.
tw/mp.asp?mp=1，瀏覽日期，00/0/1。

製造業在打造台灣經濟奇蹟的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部門。六○年
代政府採取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計劃性的發展諸如紡織、成衣、塑
膠，以及電子等輕工業。這些勞力密集的輕工業吸引了很多鄉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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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年輕女孩遠離家鄉到工廠上班。引述了諸多發展理論，周碧娥
等人（Chou et al., 10: 1）認為，台灣的「經濟奇蹟」
「讓女人進入
一些可欲的（desrable）工作成為可能」，並且將台灣帶入一個「中
產階級」的社會。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台灣經濟奇蹟往往是建立
在剝削正式與非正式部門的廉價勞工（尤其是女性）之上。張晉芬
（1）針對加工出口區女性員工的研究指出，女工必須承受低薪資、
高工時，以及勞動條件欠缺保障等問題。熊秉純（Hsung, 1）
「客
廳即工廠」一書也指出，台灣特有的衛星工廠體系（satellte factory
system）讓家庭代工成為中小企業主提高生產、降低成本的經營策
略，但卻也使得資本家對女性勞動力的榨取與剝削，進一步延伸到私
領域的家庭之中，讓家庭主婦、未就業年輕女孩和幼童都成為出口部
門低技術裝配線的一環。
值得提醒的是，低教育背景固然系統性地將受訪者留在低薪、貧
窮的狀態，但是對絕大多數的受訪者而言，貧窮並不是涉足性交易的
好理由。不少受訪者都曾經在工廠工作多年，或者在低薪的底層服務
業中工作多年，直到她們面臨 Holland（00）筆下所描寫的「艱困
時刻」
（crtcal moment）才轉以性交易謀生。受訪者的從娼路徑因而
多是曲折蜿蜒的，而非「貧窮即從娼」這種經濟決定論式的直線模型
（見表二）。秀燕的例子提供了女工改以性交易謀生的典型例子。
秀燕是雲林縣人。她和很多當地年輕女孩一樣，國中畢業後就離
鄉到台北縣工作。剛開始的三、四年間，她在新莊某家成衣工廠當縫
紉工，接著轉到海鮮餐廳當了兩年的服務生。就像其她未婚的年輕女
工一樣，她有限的所得扣除必要的食宿費用之外，幾乎全數寄回家給
父母。因為她在台北的生活還算穩定，她的四個弟妹上來台北和她同
住。她的人生願景其實和絕大多數台灣勞動階級工人很像，就是買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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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受訪者的工作經驗
匿名 年齡 工作經驗
美雲

1

清潔工、女傭

莉莉



女工

素蓮

1

1歲被賣入私娼寮前當過採金針的童工

萍萍



女工、服務生、自助餐老闆

秀燕



成衣、電子廠女工、服務生、美容院小妹、電玩店開
分員、酒店小姐

芳芳



獨立的國際貿易仲介、模特兒經紀人

Jo-Jo

0

無

伶伶

1

市場小販、美容院小妹、服務生、電玩店開分員、酒
店電話秘書

薇薇

1

美容院小妹、紅茶店小妹、花店員工、酒店電話秘
書、檳榔西施

小龍

1

加油站員工、夜市賣盜版DVD、酒店小姐

佳佳

1

飯店清潔工、檳榔西施、紀念品店店員

淑青

1

女工、服務生、美容院小妹、檳榔西施

珍珍

1

美容院小妹、檳榔西施

佩佩

1

無（因為輕度智障）

欣欣

1

服務生

小青

1

無

玉婷

1

無

喬喬

1

無

房子，以免自己和弟妹陷入無止境的搬家惡夢。但她也有底層勞動者
歷經生活磨練所積累出來的現實感，她很清楚自己如果持續待在工廠
或餐廳恐怕無法如願，於是跟著男友冒險經營電玩店，結果很快就被
台北市政府取締，不僅沒賺到錢，還把幾年在工廠工作存下來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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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賠光。生意經營上的失敗，使得她不得不重新組織她的生活。用
Gddens（趙旭東、方文譯〔Gddens, 11〕，00: 11）的話來說，
在充滿不確定性與風險的現代社會中，
「個體必須準備與過去形成某
程度的徹底隔離，如果必要，個體還要想出新辦法，以避免簡單地用
舊有的習慣來導引新的行動進程」。她此刻面對的正是，自我進入反
身性思考，和過去徹底隔離，重整當下生活、擘劃未來的關鍵時刻：
我想過要找工作啊，但哪有那麼簡單。一般公司都會要求要有技
術，不然就是要看妳的學歷……我要找工作就比較困難。如果不
是回去成衣廠就是回去電子工廠，妳知道嗎，電子工廠的薪水很
少耶。我很會車（衣服）沒有錯，但是，就算現在想要回去，也
沒有什麼工作可以做了（秀燕，，四年茶室小姐）。
很多工廠女工就像秀燕一樣，大部分的青春都在工廠中從事低薪、低
地位、無技術的工作中消磨殆盡。離開工廠時已近中年，很難再找
到工作。尤有甚者，台灣的輕工業自 10 年代以來即失去與鄰近東
南亞和中國廉價勞動力競爭的能力，因而導致九○年代以來一波波
的關廠歇業風潮（陳素香，1）。這使得秀燕這樣的基層女工，即
使想回到工廠當個「認命」、
「勤儉」、
「向上」的女工的機會都被剝
奪了。依據 00 年勞委會的工廠登記歇業統計，11 從 000 年至 00
年底為止，登記歇業的工廠數高達 , 家；000 年至 00 年間因
關廠歇業或業務緊縮而失業的人數更高達 11 萬人。其中，高中職教
11 資 料 來 源： 行 政 院 勞 委 會， 工 廠 登 記 歇 業 統 計， 請 見 http://statdb.cla.gov.
tw/stats/webproxy.aspx?sys=10&knd=1&type=1&fund=q00&rdm=EXINT
N，瀏覽日期：00/0/1。

「從娼」作為生存策略

63

育程度者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八○年代末以來，在低教育程度的工
人失業率爬升的比率遠比教育程度高者來得高。12

（二）流轉於底層服務業之間
七○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使得台灣的出口產業自八○年代開始失
去競爭優勢（Chang and Wu, 00），很多女性因而轉向服務業部門。
截至 00 年，% 的女性受僱於服務業部門。13 台灣整體產業結構
的轉變，女性勞動者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的結構性流動，明顯地出現
在不同世代的受訪者中。本研究中，0 歲以上（七○年代以前出生）
的受訪者幾乎都有從事工廠女工的經驗（唯一的例外是有五專學歷的
芳芳），相對的，較年輕的受訪者在涉足性交易前的工作經驗則集中
在底層服務業（見表二）。這些年輕女性因為低教育程度、欠缺適當
工作經驗的雙重劣勢，使得她們只能系統性地在低薪、無技術性的非
正式部門中流轉，從事「踩著高跟鞋、領低薪」
（MacKnnon, 1）
的女性化工作。
伶伶，1 歲，自述來自很窮的家庭，家裏還有兩個妹妹。當她
還在國中唸書時，就已經開始從事半工半讀的生活。自述打工範圍遍
及「所有國中生可以做的雜事」，包括到菜市場幫攤販賣菜、在住家
附近的小工廠打工，到餐廳當服務生等等。國中畢業後，她開始到服
1 資 料 來 源： 行 政 院 勞 委 會， 請 參 見 http://statdb.cla.gov.tw/stats/webproxy.
aspx?sys=100&knd=10&type=1&fund=q00&rdm=ZBqxdG，瀏覽日期：
00/0/1。
1 服務業因為遲至 1 年才陸續納入勞基法適用範圍，使得該部門女性勞動者
長期處於長工時、低工資、面臨隨意被裁員、懷孕歧視與單身歧視等惡劣的勞
動條件（參閱，張晉芬，1；藍佩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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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部門從事全職工作。因為未滿 1 歲，她幾乎都在非正式部門工
作，從事諸如美容院的洗頭小妹、餐廳服務生、電玩店開分員，酒店
14
「電話秘書」
之類的工作。

從表二不難看出，很多年輕受訪者的工作經驗極為類似，有些
人或許會再加上「檳榔西施」一職。近年來，檳榔西施現象不僅引起
政府部門的高度關注，也在女性主義社群間產生熱烈的討論。何春蕤
（000, 001）將之視為是本地底層男性勞工次文化的一環，並將穿著
清涼以吸引客戶的從業女性視為性工作者。部分女性主義者則將之視
為「物化女體」的代表，例如，羅燦煐即將之視為利用女體來促銷商
品；一旦整個社會習慣此一模式，女人也就被徹底地物化。15 媒體討
論的焦點，往往集中在西施如何藉由曝露的穿著大賺其錢，甚至不厭
其煩地透過攝影機鏡頭將西施裸露的身體部位傳送到一般民眾面前，
鏡頭下一再被消費的是她們的性與身體，但是，她們的勞動條件與勞
動過程卻終隱匿不可見。晚近張華蓀（00）的研究則指出，操作、
玩弄性感符號的衣著整飾不僅是檳榔西施日常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
同時檳榔攤這個特殊的空間也是工作者得以展現其情慾主體的場域。
依據曾經做過檳榔西施的受訪者的陳述，這並不是個可以「輕
鬆賺錢」的工作。161 歲的薇薇是個未婚媽媽，
「以為檳榔西施很好
1 「電話秘書」是酒店媽媽桑或經營者聘僱來「call 客」的小姐，她們的工作就是
每天定時打電話給潛在的客人。這也是受訪者從事的工作中，距離性工作最近
的行業。
1 （00/10/）
〈 西 施 存 廢， 婦 運 人 士 意 見 兩 極 〉民 生 報，onlne news， 請
見 http://www.ntermargns.net/represson/sexwork/types/betelnutbeautes/
news/00Jul-Dec/0010f.htm，瀏覽日期：00/0/1。
1 張華蓀（00）指出，檳榔攤老闆為降低人事成本，提高收益，常將工作者的
月休日數訂得遠比法定日數來得低，並設定高額的請假扣薪內規，使得月薪三
萬多的待遇淪為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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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在朋友的介紹下，到中壢一家檳榔攤工作。該檳榔攤係  小
時營業，她輪值夜班，每天從凌晨開始工作，一直到早上八點下班，
每月的固定工資只有一萬五千元，如果全勤，另加五千元獎金。然
而，即使在她業績不錯的情形下，她的月收入還是低於製造業部門女
性的平均薪資（見表一）。而且，老闆經常無故苛扣薪水，她工作三
個月下來，最多只領到一萬七千元。然而，長工時、欠缺勞動保障的
工作環境並非檳榔西施們故事的全貌。檳榔西施經常被標籤化為色情
行業，同時，從業女性往往被標籤為性淫亂的女人。主流社會中也普
遍存在著，色情產業（例如，檳榔西施、電話秘書、酒店服務生等）
具有「污染」從業青少女的效果，並誘騙她們從事性交易。然而，本
研究發現從事相關色情工作和性交易之間的關係遠比這些常識性論調
來得複雜。除了性別化的勞動市場之外，受訪者和（原生）家庭的關
係，以及台灣重男輕女的文化慣習在形塑、複製性產業勞動力的過程
中也扮演很重要的關鍵。

五、對原生家庭的義務與不滿
諸多關於東南亞婦女從娼的經驗研究顯示，女性從娼往往是為了
協助原生家庭脫離貧窮（例如，Truong, 1; Boonchalaks and Guest,
1; Watenabe, 1）。
《性部門》一書估計東南亞國家從娼女性從
都市匯回農村的金錢，遠比各國在農村地區的發展計劃經費來得高
（Lm, 1b）。駁斥一般將婦女從娼歸因於她們和原生家庭關係冷
淡、惡劣的觀點，McCaghy and Hou（1）的研究指出，台灣從娼
女性和原生家庭仍保持良好關係，並強調  位受訪者中，有三分之
一是因為覺得自己對父母有「孝順」的義務而從娼。此外，
「犧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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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救全家」
（洪美津、蔡欣玲，1）的敘事主軸也被視為是公娼
從事性交易的最佳詮釋。我的研究中，固然有受訪者因自覺有「孝
順」的義務─黃淑玲（1）稱為「孝女型」娼妓─而涉足性交
易，但也有一些受訪者將從事性交易視為追求個人脫離原生家庭或男
性而獨立的行動策略。此外，
「支持原生家庭」固然讓從娼一事取得
正當性，但是當原生家庭將她們的貢獻或「犧牲」視為理所當然時，
往往也使得她們對原生家庭產生不滿與憎惡的情緒。

（一）追求獨立
Joanna Phoenx（1）針對英國娼妓的研究顯示，當地娼妓往
往陷入依賴社福體系，並接受因之而衍生的各種風險與利益、或者依
賴一個特定的男人、或者藉由涉足非法、不正當的活動來增加收入以
維持獨立的生活方式。Adams et al.（1）與 Ptts（1）也強調欠
缺社會資源、獨立的居住空間、收入，以及娼妓入罪化等問題，尤其
使得英國的童妓無力抵抗警察和皮條客的凌虐。雖然英國社會福利體
系近來飽受各界攻擊，但它仍然是處理童妓議題的重要機制。但在福
利體系未臻完善的台灣，即便想「選擇依賴福利體系」都是遙不可得
的奢求。
淑青是平地原住民，基督徒，1 歲時未婚懷孕。不想拖累在台
北市打零工的父親，她轉而求助於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但社會局社工
員無視於她想要生下小孩、撫養小孩的想法，反而一再地說服她出養
小孩。幾次溝通不成，她只好選擇自力救濟。訪談中，她相當激動地
說：「我跟社工說：『絕對不可能（出養）！……我好氣她，為什麼她
不去幫我們說服政府，而要我們把小孩子去出養？未婚媽媽有什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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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嗎，為什麼這麼看不起我們？」Wallbank（001）認為，英國未成
年的未婚媽媽長期來被誤指為是「社會問題」，或者是增加「公眾負
擔」─意即，在最低層次，英國未婚小媽媽的污名是環繞著被納入
社會福利體系而衍生的，但是本地政府對於未婚小媽媽的處置似乎除
了藉由懲罰、孤立她們，使她們感到羞恥與罪惡之外再沒有更積極的
協助。
淑青自述，國小畢業後她做過不少服務業性質的工作。訪談剛
開始的時候，她說自己「很愛玩」，而且「覺得做檳榔西施好像很好
玩」，於是開始到外面打工。然而，國小畢業就立即開始工作，毋寧
是她在貧困的原生家庭中，試圖追求獨立的可能性。她笑著談到何以
自己並沒有完成義務教育：
那是因為……我想要獨立啊。我不想待在家裏，我喜歡往外跑，
我想說要獨立一點，所以，我沒有繼續唸國中。
（淑青）
這樣的說法，也許很容易被誤解為以「獨立」之名來掩蓋她好動、愛
往外跑的個性，但當我們將它放回她的生命情境中來考察時，就比較
能適當地安置「獨立」一詞所代表的意義。當淑青被問到，何以到卡
拉 OK 從事伴唱工作時答道：
那時候時機真的很差，都賺不到錢……我們（指爸爸和她自己）
很缺錢，小孩的尿布和奶粉都用完了。我爸爸還要付我們的生活
費……我不想增加他的負擔，所以我就跟他說我要去卡拉 OK 店
上班。
（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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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玲（1）的研究中，
「追求獨立」在未成年從娼者之間也是
能見度相當高的敘事。但她傾向於將之視為是「一系列貧窮、家庭
解體、性傷害、父母虐待、功課不好、老師歧視等種種創傷導致」
（1: 1）。多數年輕女孩藉由性交易尋求獨立與生計也許如黃文
所言，無關性解放；但是，青少女積極逃離、反叛、抵抗上述這些足
以「引起一系列創傷」的生命情境，難道不是她們少數可用以展現主
體性的行動方式？
薇薇來自於所謂「家庭功能失調」
（dysfunctonal famly）或「問
題家庭」。她母親因長期遭受丈夫家庭暴力而離家出走，在欠缺經濟
援助的情形下，到萬華某家茶室上班，父親後來因為詐欺及性侵害她
妹妹而入獄服刑。長期目睹母親遭受父親暴力虐待，薇薇覺得母親面
對暴力忍氣吞聲的態度實在很沒尊嚴，因此，當她的同居男友因故掌
摑她時，即便當時她已經懷孕，仍毅然選擇離開這個男人而獨自生活
─「因為當我看我媽被我爸打時，我就下定決心，如果有人敢這樣
打我，我一定要跑。」我們並不清楚家庭暴力以及「家庭功能失調」
為薇薇帶來什麼樣的心理創傷，可以肯定的是，她在這樣的過程中學
會了，當個獨立、自主的個人。芳芳更反對依賴男人：
我不是那種想要嫁個男人，找張長期飯票，然後依靠他一輩子的
人。我不是那種人。我不想依賴男人，男人靠不住。很多男人都
認為某（太太）是聘金、大餅換來的，好像做太太的一定得服從
她們的先生。嘖……我不想把自己弄成那個樣子。
（芳芳）
在此，性交易也許稱不上是個好工作，但是它為這些受訪者提供了一
個獨立掌控自己生命的機會，而非依賴男人，不論這個人是男友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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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值得一提的是，受訪者中沒有任何人提及女性主義，更沒有人
將自己視為女性主義者，但她們試圖脫離男性掌控，嚮往獨立、自由
生活的想法無疑是女性主義最基本的精神。也許，賣淫的「問題」並
不在於這個工作本身，而是它提供女人與女孩在經濟上、生活上獨立
於男人的可能性。

（二）以孝之名
在筆者的研究中，很多的受訪者都談到協助原生家庭的經濟是促
使她們從事性交易很重要的因素。莉莉在領取公娼執照之前，在工廠
工作了很多年，但始終未能脫貧。雖然，有個朋友很早就想要引介她
從娼，但是她一直感到非常遲疑，她擔心「打壞名聲」。但是，當她
在瑞芳老家當礦工的父親染上肺疾時，她不得不思考如何增加收入。
然而，即使如此，她還是花了很長的時間，猶豫再三、審慎考慮後才
選擇從娼。她談到這段漫長的思考過程：
阮老爸生病以後，我才開始去公娼館上班。他是礦工啊，啊，那
算說是職業病啦。整個肺都黑的耶……但是，是我自己決定耶，
嘸是她（她母親）要求的。阮父母攏總生五個啊，我是最大漢
仔。啊，阮老爸生病了後，就嘸在賺食啊。阮要出來賺食依持家
庭啊，誰叫阮是長女啊。
（莉莉）
莉莉的敘事，再次讓我們看到貧窮和賣淫之間的曲折關係。賣
淫之所以可能，不只因為艱困的經濟處境，也因為生為長女的道德義
務。對父母孝順的義務，始終被視為是傳統美德，也是為人子女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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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道德義務。以孝之名，小孩遵從父母，並照養他們的老年生活至今
仍被視為是基本的家庭義務。台灣的家庭因而同時具有社會與經濟的
基本功能。然而，這種家庭組織模式通常具有以下兩層意涵：一方
面，它與發展未臻成熟的社福體系互為因果，彌補了社福體系的缺
漏；另方面，家庭作為一個基本的經濟單元，意味著當家庭經濟艱困
時，出賣家戶內成員的勞力（包括性勞力）也就成為可能。此外，長
子、長女在傳統上具有承繼父母權威與責任的義務，當家中父母無法
適當扮演家庭支柱的角色時，由他 她們來承擔責任也就顯得理所當
然。本研究中，很多受訪者（尤其是具有長女身分者）往往一再地強
調自己有照顧弟妹的義務，並被這種強烈的責任感所驅使：
我弟妹都和我住啊，因為我是長女，所以，我必須幫我爸媽照顧
他們。
（秀燕）
剛開始，我家裏並不知道我在酒店工作，家裏不會跟我拿錢，但
是你會覺得說，妳自己是家裏的大姐，妳會覺得有義務要幫她們
（兩個妹妹）籌學費。
（伶伶）
Gates（1）用「雙重階層」
（double herarchy）一詞來指涉華
人社會中女人與女孩的不利處境；意即，一方面，小孩必須服從父母
權威，另方面，華人社會中，女孩因為性別階層的存在而遭致雙重壓
迫。值得細究的是，因為孝順而選擇自我犧牲，和被迫克盡孝道終究
有天壤之別。莉莉在審慎考慮之後，在  歲選擇請領公娼牌照以支
持家庭經濟，但素蓮則是在 1 歲時被母親以「孝順之名」賣入萬華
私娼寮。素蓮八歲喪父，從那時候起，她開始當起童工，幫村子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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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夫摘採熟成的金針。她母親和一位在萬華拉皮條的阿姨，以帶她到
台北做清潔工和幫人家帶孩子的名義，將她誘騙到台北，賣入私娼
寮。年幼的她只覺得整件事「很奇怪」，但也無力改變她母親所做的
決定；
我那時才 1 歲，
（指著胸部說）我這裏都還沒有發育，攏是平的
呢。我說，我嘸愛做，阮老母就一直說我不孝。她就是軟硬兼施
啦，強逼我做。我只好勉強同意被他們綁兩年。噢∼那段時間實
在有夠痛苦耶，就恐佈耶。那比把妳送去坐牢還要痛苦（加重語
氣）。她們每天幫我打賀爾蒙，還逼我吃好多中藥，希望我發育
快一點。……啊，我這裏（指胸部）稍微長起來時，老鴇就帶我
去買衣服，幫我化粧，啊找一個查甫人來給我開苞，我實在很討
厭她們。
（素蓮）
然而，兩年的質押契約終止時，她媽媽又跟老鴇拿錢─「以孝
之名」，素蓮的母親將她質押娼館達 10 年之久，素蓮和其她從事性
交易的女性一樣，很快地成為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但是，作為主要
經濟供應者的角色，非但沒有讓她在家中受到尊重、獲致權威，反而
為她帶來更沈重的經濟負擔。她在私娼寮近乎奴役性的環境中工作，
但她母親卻將她的「皮肉錢」
（素蓮的用語）都用來給她哥哥投資做
生意：
阮老母實在是有夠重男輕女啦……她把我賣給老娼，再把錢拿給
阮阿兄去做生意。每次他的生意攏是賠錢，欠人很多錢啦。他和
阮小妹結婚的錢是我拿出來的，阮爸的喪事，嘛是我的皮肉錢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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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裏整修嘛是開我的（錢）。幾乎都是我在出錢，但是我都
沒有抱怨。
（素蓮）
重男輕女的文化實踐，不僅讓素蓮的「犧牲」成為可能，同時也
在兒子與女兒之間製造了一個不對等的經濟關係。如前述，很多研究
都指出東南亞從娼女性往往將所得寄回鄉下的原生家庭，但是這些文
獻並沒有進一步告訴我們，這些寄回家鄉的龐大金錢在家戶中如何被
分配、誰又從這種地下經濟中獲利？素蓮的例子顯示，家庭中重男輕
女的文化邏輯主導著這些經濟利益的分配，其結果是更為鞏固家庭中
的性別階層，並製造一種惡性循環─意即，男人一再掠奪女人以性
勞務所換來的成果，女人則因為財產始終無法累積在自己身上，而被
迫繼續留在性產業。Gullaumn（1: 11）列舉了家戶中男人挪用
女人勞力的方式，包括佔用女人的時間、佔用女人身體產出的產品、
挪用女人的身體來照顧家族中失能的成員，以及家庭內健康的男性成
員。素蓮的性勞動力為其家庭成員（尤其是她的兄長）所挪用的情形
近乎完全符合 Gullaumn 所列的清單。即使素蓮一再強調「我都沒有
抱怨」，我們多少都可以察覺她和家人之間既相互扶持、卻又充滿剝
削的矛盾關係。這些複雜的關係，似乎不應輕易地以「犧牲」一詞所
帶過。
其次，受訪者在論及她們對原生家庭所做的「犧牲」時，往往有
曖昧不明的、甚或自相矛盾的情緒。一些受訪者因為自己對家庭的貢
獻或犧牲「被視為理所當然」而感到非常難過：
那是我的皮肉錢耶……他們（家人）好像覺得說……哎，意思好
像是說，那是我應該要做的啦。
（素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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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給她們（母親和妹妹）錢，後來好像每個人都習慣了，
（定期給錢）好像變成我的責任……例如，我最小的妹妹是第一
個知道（我在做酒店），因為我喝醉了之後就會亂講話，我回家
後就一直哭，我妹妹知道我在酒店上班很辛苦，因為我告訴她們
做酒店真的很苦，但她們聽久了就麻木了，只等著向我拿錢。
（伶伶）
男性經常因為作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的關係，而連帶的使他們在私領
域中享有較高的權威；但伶伶和素蓮作為主要麵包供應者的事實，並
沒有相對地改變私領域中的性別配置。對伶伶而言，家庭成員將她的
貢獻視為理所當然是最讓她感到難過、失望的因素。妹妹們一開始
對她的付出與犧牲，充滿同情與感激，但逐漸變得很「麻木」。事實
上，原生家庭在態度上的改變，經常使得受訪者對其家庭成員產生怨
懟之心。芳芳對她母親「出櫃」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哈哈……）有一天晚上我喝得很醉很醉，我從酒店回來，大概
是早上六點左右。我突然覺得自己好∼苦哦，就想說，為什麼我
媽每次沒錢時，就跑來找我要錢……我越想，我就越覺得自己好
可憐。所以，我就……打電話給她。我就一直抱怨她，在電話裏
哭得很大聲，就是哀嚎那種，還跟她大吵一架，然後我就告訴她
我現在在做酒店耶！妳懂嗎，我只是想知道她會不會為我感到難
過，但是，她沒有噢！我突然覺得……很後悔告訴她。
（加重語
氣）慢慢的，她要錢要得越來越凶，越來越多。她覺得我應該要
給她錢，就很不公平。我覺得很氣，就很不滿（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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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芳芳和伶伶對家人「出櫃」
的時刻都發生在她們「很醉」或「失

控」、
「抓狂」
（伶伶的用詞）的時刻，而且，都「突然覺得」自己很
委曲，這樣的敘事模式一點也不令人意外。這些「出櫃」的故事都被
再現為是個「突發事件」，而非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計劃，因為一個
「好女兒」共同承擔家中的經濟重擔被視為理所當然，只有在情緒失
控或暫時失去理智的情形下，挑戰原生家庭對「好女兒」的剝削與壓
榨似乎才能說得出口。事實上，很多受訪者和 Jones et al.（1: ）
的研究發現一致，她們大都因為娼妓污名而試圖掩蓋自己的工作內
容；相對的，家人即使懷疑或知情，也鮮少提出來公開討論。在大多
數的例子中，性交易在原生家庭中，經常是以「公開的秘密」的方式
存在。這樣的「秘密」、女人對原生家庭的「犧牲」與貢獻都是造成
此類「出櫃」的故事如此戲劇化的結構性因素。出人意表的是，伶伶
與芳芳的家人在知道之後，並沒有為她們「感到難過」、
「也沒有說
什麼」，她們的努力與付出被視為理所當然。
「出櫃」，並沒有紓解她
們沈重的經濟壓力，反而成為一個令人懊悔不已的行動。

（三）噤聲的妓／母（whore/(m)other）
除了孝順的義務之外，做個「好母親」對很多的受訪者而言，也
是促使她們從娼很重要的關鍵。從娼，
「加減攏會打壞名聲」，但為
1 「出櫃」一詞係借用自同志對週遭親友坦誠性傾向的過程。Ken Plummer（1）
對於同志出櫃的政治有極細膩的討論。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性工作者和同志都
背負性污名，但是在 Plummer 的研究中，同志對父母的出櫃雖然也經常是以
「我突然覺得非講不可……」開始的，但是這些出櫃的場景經常是以雙方理性
的坐下來談的方式進行；和本研究中，受訪者都是「酒後吐真言」的模式極為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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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養家，做個「好母親」、
「好女兒」，從娼也就取得了正當性。
家裏人（的態度）哦……哎唷，我的意思是要養家，是想要幫忙
啊，又不是……那時候，我想得簡單……就想說，如果去（公娼
館）上班，我就可以多賺一點（笑）。家裏的生活就……較快活
（台語）一點。
（莉莉）
他（父親）沒講啥，他們（親戚）怎麼可以說啥？沒人給我幫
忙，沒人幫我給孩子付冊費……阮阿沒浪費錢啊，也嘸討客兄
啊，我沒，攏總嘸。
（美雲）
兩段引文都顯示，養家是證成賣淫的核心敘事。在美雲的例子中，親
友對她的貧困抱持冷漠的態度，再加上七○年代末的台灣，社會福利
的概念尚未萌芽，賣淫成為一個目不識丁的女人撫養三個小孩的可能
出路。此外，恪遵「好女人」的社會規範也是讓她的公娼生涯可以
取得正當性的關鍵（例如，阮阿沒浪費錢啊，也嘸討客兄啊）。做個
「好女人」
（不論是好母親還是好女兒）事實上是不少受訪者合理化其
從事性交易的關鍵。表面上，性別成規是此類社會實踐的基石，但此
一敘事若放在娼

良二分的意識形態下來看，娼

良二分的傳統背

後，始終保持緘默的階級偏見就顯得昭然若揭─意即，
「清清白白」
地當個「好女人」，恐怕是特定中產階級女性的階級特權，對底層勞
動階級女性而言，當個「好女人」之前恐怕得先當個妓女！
正因為做個「好女人」和「娼妓」之間的關係，對底層勞動階級
女性而言是一體兩面的事，莉莉對於一般認為從娼和當個「好母親」
之間的緊張關係，感到非常不以為然。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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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覺得有什麼不同。我的感覺是說……嘸不對啦，上班的時
陣，我是賺食查某，但是我個人感覺（做人的老母或者是公娼）
攏同款。我嘸去分講，要做哪一個角色。
（莉莉）
當筆者探詢莉莉「如何處理作為公娼和為人母親這兩種角色的衝突」
時，她顯然覺得自己被冒犯。她皺著眉頭，表示聽不懂我的問題；
接著強調「都一樣」、
「沒什麼衝突」。事實上，她的日常生活經驗正
揭示著一個長期來被隱匿、邊緣化的主體位置─妓

母（whore

（m）other）作為她者的存在經驗。主流社會所歌頌的母親形象一方
面是以異性戀核心家庭為中心所建立起來的，另方面，也不斷地藉由
邊緣化、排除、打壓其它形式的家庭，以及各種母職經驗來鞏固主流
的母親形象。此一形象經常是哺育性的、照護性的，最重要的，它往
往是去性化的（asexual）。研究英國女同志母親的母職經驗，Jacqu
Gabb（00）強烈地批評娼妓

母親二分的傳統將母親定位為母性

的，而非性存有；這使得很多女同志必須在孩子面前「低調」
（tone
down）處理情慾關係。她也指出，妓

母二分的傳統顯然可以服侍

性別化的性（gendered sexualty），它一再地複製男人是性的存有，
而女人則是去性化的、母性的存有。這樣一來，不僅使得女人很難將
性歡愉的探索視為是值得追求的，反而更加合理化男人對女人的再生
產勞動力的挪用。
莉莉覺得自己不需要在妓

母這兩個傳統上被視為「截然互斥」

的身分中感到矛盾或衝突，並非她有意遮掩娼妓污名，而是妓 母二
分的傳統以及環繞著這兩個身分所衍生的諸多社會想像，使得一般人
（包括當時的筆者）很難接受娼妓的母職經驗很可能和絕大多數「正
常的母親」
（如果有的話！）非常地近似。就如同美雲一再強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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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上騎摩托車去上班，傍晚回來就做飯給孩子吃，
（和別人）沒什
麼差別，精差說，工作不同而已。」關於娼妓，我們習於聽到令人血
脈賁張的腥羶故事（不論是暴力凌虐，或赤裸裸地性描繪），習於討
論她們如何不同於我們「一般人」
；對於她們生活中極其平凡的部分，
則顯得不屑一顧。這種觀視娼妓的模式，其實和病理化娼妓的模型並
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異。美雲簡短的談話，精準地指出，是工作，讓
她們變得如此不同！─意即，妓 母為自己提供給男人的性服務收
取費用，她們是自身性勞動力的主宰者，拒斥男人對她們的性剝削。
從妓 母的社會位置來思考女人從娼的問題，薇薇得以重新理解
在茶室工作的母親，並以她為榮。原本緊張的母女關係，在薇薇自己
也從事性交易以撫養新生兒時，發生了戲劇性地轉變。她談到，在從
事性交易之後，對她母親態度上的轉變：
……會說我們不要臉、靠肉體賺錢的人，是因為他們日子過得很
好。我媽以前也是很看不起妓女，她都會說，陪男人唱歌、跳舞
實在很不要臉。但是，除了茶室，她還能做什麼？我爸，怎麼
說……嘖，我覺得他實在是很沒用。我媽要付房租，還有我們的
生活費。妳看，在台北，一個女人帶著三個小孩……怎麼可能做
一般的工作？……那時候……我真的很恨她。我就覺得「噢∼在
那種地方工作，妳到底要不要臉？」她每次跟我講話時，我都覺
得很煩，有時候我還罵她討客兄之類的。一直到我爸入獄之後，
我們搬去跟她住，我才覺得她實在好偉大！（燦爛地笑）
（薇薇）
薇薇和她母親先前對從娼女性的看法，和一般人一樣充滿了道德指
責，但她們的從娼經驗顯示，是「性工作」讓妓 母成為社會責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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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筆者已經指出，很多受訪者為了求生存而選擇進入這份工作。
當基本的生存成為性工者關懷所在時，她們也因而發展出和主流社會
不同的社會與道德觀感與倫理體系─意即，你可以有你的道德判
斷，但是「我沒有錯。」就如同素蓮所說的：「每個人的（生活）環
境沒同款，你不可以用你的標準來批評別人，你有你生存的方式，
啊，我有我的方式，免干涉別人的生活！」誠如何春蕤（1）所
言，主流的社會道德對底層勞動階級而言，毋寧是個奢侈的裝飾品。

六、金錢、好玩、權力
「缺錢」無疑是受訪者從娼選擇中最常見的主題。但是，金錢也
是性交易行為中極具爭議與弔詭的議題。部分研究鉅細靡遺地討論從
娼女性賺了多少錢，又如何處置這些金錢。西方文獻反覆出現，娼
妓利用這些「輕易賺來的錢」
（easy money）來餵養她們的毒癮（例
如：Høgård and Fnstad, 1; McKeganey and Barnard, 1; Melrose
et al., 1）。Høgård and Fnstad（1）甚至指出很多人因而積極
地採取消費者角色，以便彌補「生活中……遭掠奪的重要角色」，例
如，職業生涯、作為家庭成員和情人的角色等等。最終，
「金錢反
而成為某種形式的毒品，熱衷花錢是其特徵」
（Høgård and Fnstad,
1:0）。Høgård and Fnstad 不僅沒有質疑主流的生活模式與社會
角色，甚而將之視為理所當然。同時，他們也未能告訴我們，非娼妓
（包括男女）的過度消費行為何以如此普遍。和西方文獻相比，本研
究中，賣淫和毒癮之間的關聯並沒有這麼密切的關聯。成年娼妓中，
只有萍萍自陳為了應付失眠，開始吃安眠藥。未成年少女則經常在警
方偵訊過程中，被懷疑使用毒品而感到非常憤怒。只有小龍表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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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酒店上班時，酒店老闆的兒子曾經給她安非他命，但她並未染
上毒癮。18
相對而言，在這行賺錢很容易的論點則顯得非常普遍。尤其是
從事性交易的青少女或年輕女性往往被再現為是「拜金」、
「好玩」、
「揮金如土」。此一社會再現遍及媒體、色情消費者、政府部門，甚
或某些受訪者自己的觀感中。台北市廢娼期間，前台北市政府即公佈
某些公娼的財產與存款金額，以暗示公娼賺錢容易，同時也比一般市
民富裕。公娼們也因為「輕鬆致富」而招致道德譴責的壓力。性工作
者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個進退失據的兩難困境：一方面，使用「輕易賺
來的錢」引起大眾側目（例如：前述所言，消費成為某種彌補心理創
傷的方式）；但將它存起來，則招致「不道德的骯髒錢」的羞辱。某
個程度而言，主流社會可以容忍的是，因貧窮而從娼，但不允許因從
娼而致富。面對這些將從事性交易的青少女矮化為「少不更事」、
「拜
金」、
「貪玩」等論述，筆者認為應該更深入地理解青少年的生活以
便提供一個有意義的分析。

（一）小女孩和老伯伯的性秘密
「缺錢」固然是本研究受訪者的共同處境，但是在此一表象背後
還是有結構性的社會差異。成年性工作者經常是為了生存或是為了協

1 筆者執行國科會計劃（計劃編號：NSC-1-H-0-01-MY）針對仲介性
交易的第三人、查緝性交易的員警的訪談顯示，即使是安排性交易的第三人也
鮮少以毒品來控制旗下的應召女性，畢竟，「毒品太貴了，根本划不來，沒有
人想做賠錢生意。」同時，他們也表示，如果小姐有涉及吸毒，通常是早在進
入性交易之前就有毒癮，而非因為從娼導致用毒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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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原生家庭的經濟而從事性交易；但未成年青少女則比較將間歇性的
性交易視為是逃家、中輟後自謀生計的手段。很多青少女談到，性交
易只是她們可以賺錢的方式，它並沒有被視為是定期滋生收入的工
作，她們會在「問題解決時」離開這個行業。只有一位 1 歲的原住
民少女佳佳自述是在男友失業，兩人也用完所有金錢的情形下，在男
友強迫下到應召站工作。
除了從事性交易之外，部分年輕女孩則是以一種曖昧不明的、非
正式的方式涉足性交換。小龍認為自己是在金錢「引誘」下，而和父
親的一位朋友發生「性交易」的關係：
是錢的……誘惑吧，我很愛錢。就很奇怪（呵呵呵……），他
說「如果你缺錢，或者你要什麼東西就來找我。」……所以，我
就去他家，就做啊，然後他就給我一些錢。
﹝你覺得那是性交易
嗎？﹞是啊。後來，我只要缺錢，我就去找他。每次找他，就必
定做。所以，我很小的時候（1 歲）就知道要做性交易了。
（小
龍）
這類性交換的故事在青少女的敘事中，並非特例。其中，兩位來自原
住民村莊的小女孩以性和村裏年近七旬的老年漢人男性交換零用錢的
關係更令筆者感到困擾。喬喬的父母因為離婚，且遠離家鄉到城市打
工的關係，她由祖父母撫養，在所謂「隔代教養」的家庭中成長。她
的祖父母除了一小塊只能栽種蕃薯的貧脊土地之外，並沒有其它可賴
以維生的收入。她因為「六叔對我做了不好的事情（指性侵害），還
有……我向伯伯要錢」，在老師的通報之下，依兒少條例被送往公辦
民營的短期收容中心。小學還沒有唸完的喬喬似乎一點也不知道何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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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易，對她而言，
「向伯伯要錢」純粹只是因為「每天都餓肚子，
就想有錢可以買東西吃。」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四、五次，她從來沒有
跟伯伯談到價錢的問題，每次都是由這個伯伯給她五、六百塊錢作為
報酬。但，對一個每天只能從祖父母那裏拿到 0 元買早、午餐的喬
喬，這無疑是一筆大錢。她用這些錢買一般小學生不虞匱乏的筆記
本、鉛筆以及一些小東西。當被問及，
「
『向伯伯要錢』會不會讓妳感
到不舒服」時，她直覺點頭說會，但「只要想到我可以有錢，就覺得
很高興！」收容中心裏頭，另一位小學女生小芬和喬喬來自於同一個
村子，她也是因為做了相同的事情，而被留置在收容中心；差別只是
她從另一個伯伯那裏拿到的錢比較多罷了。根據喬喬的說法，這個小
女生的姐姐也曾經「向伯伯要錢」。
「向伯伯要錢」看起來似乎是喬喬居住的村子中，老年漢人男性
和原住民小女孩之間公開的性秘密。這樣的性秘密當然有其物質基
礎。喬喬和小芬和其她遭收容的漢人青少女最大的差異在於，後者在
訪談過程中，不厭其煩地細數她們有多麼痛恨收容中心，並迫不急待
地想要離開。但是，前者出人意表地表示，她們比較喜歡留在收容中
19
心，畢竟「在這裏，我每餐都可以吃飽，不會挨餓。」
這些陳述，

令人難過之處不在於年輕女孩涉足種種性交換過程，而在於性的社會
組織模式和既定的社會分歧─性別、年齡、階級與族群─之間如
此緊密的相互鑲嵌；年輕女孩為老男人、原住民族為漢族、一無所有
1 筆者在這個位於東部的短期收容中心停留了一個週末，在這期間，筆者和收容
中心的少女們共進三餐，以了解她們的日常生活作息。早餐吃的是義工媽媽做
的三明治和牛奶，午餐是水煮麵條，並在麵湯中加入鮪魚罐頭和冷凍的三色蔬
菜，晚餐則是由義工媽媽帶領少女們一起做飯，三菜一湯，再加上義工媽媽從
自己家裏帶來前晚吃剩的排骨，為大家加菜。因為少女們的飲食非常的簡單，
在筆者詢問下，才知道，這是因為內政部補助的經費很有限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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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have-nots）為擁有資源的人（haves）提供性服務。001 年原
住民委員會發表的原住民統計20 中，0.% 的原住民女性，其教育程
度只有（或低於）國小畢業的程度。同時，原住民男性的教育程度比
女性來得高，但是仍有 .% 的原住民男性教育程度僅及（或不及）
國小程度。只有 % 的原住民完成高等教育。在教育程度普遍低落的
情形下，我們似乎也就不會為高達 .% 的原住民婦女沒有固定收
入、.1% 的原住民婦女月收入低於兩萬元的情形感到意外。其次，
男女原住民的失業率分別為 1.0% 與 1.%，此兩數字都是台灣平
均男

女失業率的數倍。原住民小女孩和老年漢人男性之間的性交

換，對行動者而言也許不是什麼「大事」，但是原漢之間不平等的社
會經濟關係、成年男性與未成年小女孩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毋寧是
此一社會實踐得以可能的關鍵，這也是女性主義者不容忽視的問題。

（三）蹺家少女的生存策略
不少文獻指出，蹺家的青少女因為欠缺穩定的住處與收入，為
了生存往往訴諸賣淫（例如：Høgård and Fnstad, 1；黃淑玲，
1；Melrose et al., 1; O’Nell, 001）。小龍詳細的陳述逃家後的
生活，讓我們對於蹺家青少女的同儕次文化與生活模式有進一步的了
解。小龍在上了幾個月的高一課程後就輟學。因為無法和繼父相處，
她離家出走，自行從嘉義搬到台中市。在台中，她結識了另一個女孩
子，這個女孩的姐姐和朋友都透過網路自行張貼援交的廣告。小龍和
這個女孩後來成為女同志伴侶，並開始上網張貼援交廣告，因為「她
0 原住民統計，001，see http://www.apc.gov.tw/0_convnent/0_statstcs/sta_0.
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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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都在做啊，而且我也蹺家。第一，我沒有錢，生活很苦。第二，
（援交）比較容易賺錢。第三，我不忍心看她做，所以不如我自己來
做。」根據小龍的說法，蹺家過程中，日子辛苦的程度讓她不得不到
便利商店偷取食物和飲料。她因而開始加入女友的姐姐與朋友的援交
行列。從 1 歲起，小龍即自認為是「超男生」的女同志，對她而言，
從事性交易意味著「裝女性化」，雖然「很煩」，但她自認還做得不
錯，因此，從事性交易成為一種隨手可得，讓她「可以有錢」的工
作。開始涉足援交之後，小龍的日常生活作習就變成晚上在夜市賣盜
版 DVD 和 VCD，然後和蹺家的朋友一同泡網咖，等待網友回應她們
所貼的援交廣告，在網咖一待就到凌晨三、四點。回到住處時，大都
已經天亮了，所以大部分白天都在睡覺。性交易的組織模式相當高程
度地與青少女的都會休閒生活結合─泡網咖、上聊天室、見網友。
同時，援交並非她們的專職工作，而是一個補充性的金錢來源，如果
「有 case 就做，沒有就算了」，而且通常援交是為了解決缺錢的問題，
而不是為了存錢致富；因此，錢用完時再上網援交。
除了為生存而援交之外，青少女從事性交易也帶有對朋友表示忠
誠的意涵。欣欣自述，
「我愛錢，而且很會花錢。」然而，當她被問
及何以花費那麼大（每週一至兩萬元）時，才發現她事實上扮演著照
顧其她蹺家朋友的角色，幫她們買衣服、日用品、支付伙食費，以及
每晚大家一同投宿旅館的費用。應召，並非她在色情產業中的第一個
工作。1 歲尚未逃家之前，她並不缺錢，但因為朋友的關係，她一
起陪朋友去一家卡拉 OK 店打工，因為：
我對朋友很死忠（台語，意指忠誠），我朋友說，她沒有錢，邀
我一起去卡拉 OK 當伴唱，我就陪她去了啊。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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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成人的眼光來看，為了展現對朋友的「忠誠」而從事性交易實
在顯得怪異、難以理解，但這顯然對欣欣非常重要。她眉飛色舞地敘
述，她在學校是個「大姐頭」，喜歡幫助別人，尤其是那些看起來很
容易被欺負的同學。一旦她的朋友有什麼麻煩，都會想辦法幫她們。
當然，有時候免不了要用打架來為朋友出氣。從這個角度來看，到卡
拉 OK 打工、照顧一起蹺家的女孩其實都是她展現義氣的方式。

（四）「好賺」又「好玩」？
李謁政（1）以台中市的色情產業為例指出，台灣的色情產業
的經營模式已和都會區的休閒娛樂密切的結合。性消費正常化使得部
分論者擔心，男性消費者不再需要背負如同以往一樣強烈的買春污
名（黃淑玲，00）。筆者想指出的是，性產業和現代休閒娛樂的結
合，也強化了賣淫被視為「好賺」又「好玩」的社會形象，並強化賣
淫和賺大錢之間的不當連結。因而，對急需金錢的婦女與女孩而言，
賣淫被視為是解決她們眼前經濟困境的方式。因此，芳芳和萍萍因為
經商失敗而舉債時，21 除去向親友借錢這種可能讓她們感到無比羞辱
的方法之外，她們可以想到的解決方案就是從事性交易（芳芳就說：
「當時我腦袋裏只有兩個字─酒店」
），即便她們當時對性交易完全
沒有了解。然而，不少受訪者並未如願大賺其錢。在一個寒風冷冽的
1 芳芳五專畢業後，和朋友在印尼投資進出口貿易，但 1 年底的亞洲金融風
暴，讓她血本無歸，還負債上千萬。從事貿易期間，因曾招待客人上酒店，因
此，負債之後，她能想到的工作就是到酒店上班。萍萍在離婚之後，為謀生
計，和朋友合夥開自助餐店，欠缺生意頭腦的關係，賠了近三百萬元，使得她
的生活更加困難，開始到萬華私娼寮工作，後又輾轉到中部某縣市做起街頭性
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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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我在街頭碰到萍萍，她已經在騎樓下站了三個小時，但卻沒有
做到任何一筆生意。如同站在她旁邊的另一名性工作者所說的，她們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等客人而非工作。」時機不好時，秀燕在茶室
的工作一個月也只能賺三、四萬元。
除了芳芳自行到酒店應徵，大部分受訪者都是在朋友引介下進入
性交易網絡。伶伶論及她進入性產業的方式很值得討論：
我同學、她媽媽還有她姐姐都在做酒店。很自然的，我也開始做
酒店。嗯，也不是那麼自然。
（筆者強調）……那時候，我是電
話秘書。因為跟我男朋友分手，所以每天都跑去 pub 喝到爛醉。
我同事就說：「既然妳那麼愛喝，為什麼不來酒店上班？」
「妳可
以做 part tme 的啊。」所以，我開始到酒店上班。一開始，我
覺得很好玩。我想「耶，每天都可以喝免費的，可以唱歌、聊
天、搞笑，而且還可以賺錢，不是很好嗎？」
（筆者強調）那時
候我還未滿（1 歲），所以我並沒有穿制服，我穿便服。那種感
覺就很不一樣，又可以賺錢啊，就覺得很高興。後來就被警察抓
了，被抓到廣慈關了  天。從那時候開始，我就立志，我出來
後一定要做酒店！就這樣！真的，就是這樣！但我想，朋友（的
影響）∼真的也是很重要。
（加重語氣）如果妳有朋友也在做酒
店，就很容易……被影響。雖然大家都知道做酒店很賺，但是如
果妳沒有朋友在做的話，妳也不太敢去做。所以，我想，如果妳
有朋友在做，尤其是好朋友，那就……很容易。
（伶伶）
這段引文顯示，青少女從事性交易的決定並非單一的因素，或具
有特定的人格特質。伶伶的陳述游移在同儕行為、情緒崩潰、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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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好賺」的誘惑，以及反叛國家機器對青少女的掌控等多重社會情
境之間。同儕團體或社會網絡22 ─尤其是曾涉足性產業的朋友─
在形塑從娼選擇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這並不代表青少女完全
盲從於同儕影響，絲毫不了解個人利益，或者都是「沒有經驗」而被
誘騙從娼。以薇薇為例，她在上網援交前，不厭其煩地詢問朋友，關
於性交易的種種細節；欣欣也以早熟、老練的口吻談到：「做八大行
業比較賺，尤其是做『S』。」受到性產業，
「好玩」又「好賺」這種
論述的影響，伶伶早期也認為，一邊工作一邊賺錢實在是太好了！然
而，一旦當「玩樂」也成為例行工作時，
「就一點也不好玩了」！
嘿，妳知道嗎，每天都要做相同的事耶，總之，那就是妳的工
作。妳會覺得……很煩啦。妳每天就是做相同的事，如果碰到很
好玩的客人，那就是妳運氣好。他們很會玩，妳和他們的互動很
好，那妳就會覺得還不錯。但是，那種情形很少。真的，很少。
（伶伶）
一開始，我覺得還滿好玩的，現在就不覺得了。我們每天都做相
同的事情，做久了也會煩吧。有時候連客人都會唸啊，說：
「噢，
拜託∼妳們能不能來點新鮮的？」
（Jo-Jo）
（呵呵）當然好玩啊，妳可以認識很多男生，23 還可以交朋友……

 伶伶先是以為自己進入性交易「很自然」，後又認為「不是那麼自然」，轉而
強調週遭朋友的影響。事實上，不少受訪的成年女性也常是在「朋友介紹」之
下從事性交易。
 「可以認識很多男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否涉及性或情慾的問題，但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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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好玩，但好像也不是這樣。……做一陣子之後，就不會這樣
想了，會覺得是為了賺錢。也許有人覺得很好玩，但我不覺得。
（淑青）
受訪者中只有小龍自始至終以「好玩」來形容她在酒店中工作的情
形。根據小龍的說法，她在酒店很受歡迎，而且店老闆對她「很好」，
老闆幾乎是把她當女兒來照顧，買東西給她吃、給她菸、也供她住
宿，偶爾還煮飯給她吃，還幫她處理一些難纏的客人。因為「欠缺父
愛」，她乾脆叫他「老爸」。她一再地以「好玩」來指稱在酒店接客
的行為，但上網援交則是為了生活：
做酒店是因為好玩啊……就是坐在客人旁邊，跟他們聊天、做
朋友。在酒店接客是……為了賺零用錢，對啊，是為了賺零用
錢。……做援交，是為了生活，因為沒有錢過日子。
（小龍）
對小龍而言，從事性交易在不同的生命情境下，代表著完全不同的社
會意義。在比較好的情形下（例如，酒店老闆人比較「好」，不用擔
心生活時），赤裸裸的性交易是賺取額外零用錢的方式，但是當生活
無以為繼時，它就成為謀生的手段，同時也不具任何樂趣可言。
值得一提的是，對伶伶而言，從事性交易讓她覺得自己是有權
力的人。第一，它被視為是對國家機器的反叛（我就立志，我出來後
一定要做酒店！就這樣！真的，就是這樣！）；第二，如同 Pendleton
在淑青的敘事中，她一再強調她父親教她「要懂得保護自己」、「不要吃虧」
等細節，其意味深具「賣笑不賣身」的傳統。因而，筆者比較是從社交的功能
來理解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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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指出的，多數性工作者因為客人必須付費才能取得性服務
而感到自己是有權力的人。金錢確實造就差別。伶伶對於自己有能力
賺錢感到自豪，Jo-Jo 則進一步宣稱：
我為我自己感到驕傲。我才 1 歲耶，但是我可以賺這麼多錢！
每次我和我以前的同學一起出去……她們現在很多都在讀大學，
但妳知道嗎，我很有錢。我就覺得很滿意。
（Jo-Jo）
以上這些說詞，並不在於凸顯青少女「欠缺經驗」，或者容易被
「壞朋友」影響；相反的，是成年社會拒絕承認青少女作為性主
體的位置，導致我們無法理解，對於那些在主流社會中遭致削權
（dsempowered）的青少女而言，
「性交易」可以是她們謀求獨立、獲
致權力的方式。如同 Jackson（1）所言，童年（chldhood）其實
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孩童幾乎是以另一個物種的方式被撫養、照顧，
而非一般的人類。孩童被預設為無力處理性，因而需由成年人來「保
護」兒童不和性相關的事物所染指。Foucault（11）性史的研究直
指，西方自十八世紀開始，當性成為國家治理標的時，兒童的性（從
手淫、性教育、到學校體制的設置等等）如何成為國家權力亟欲捕捉
的對象。正是這種對兒童的性的過度關注，使得童妓經常是個義憤填
膺的議題。本研究的資料也顯示，青少女並非對性一無所知，或者無
力處理性的議題；相反的，是她們對性的看法，以及多元化的實踐引
發成人對青少女的性的關注與恐懼。小龍，1 歲時被姑丈強暴，帶
著某種憤恨不平的語氣說道：
妳知道嗎，人都會反彈，很煩啦。我就會想得……比較負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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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說，反正已經被強暴了……被迫去做（愛）……所以，我就覺
得說，去做那個（性交易）也沒有什麼關係。
（小龍）
在兒童賣淫的文獻中，兒童性虐待與賣淫經常被密切地連結起來（例
如，Slbert and Pnes, 1; Barry, 1; Jeffreys, 1）。Slbert and
Pnes（1）甚至提出「賣淫受害循環」
（cycle of vctmzaton of
prosttuton）的概念，他們指出，童妓經常因為遭受（性）暴力而導
致淪落街頭為娼，他們接著不論是在工作中，或者非工作的時間都必
須承受更多的暴力。最後，他們覺得情緒非常低落、無助。對這些作
者而言，小龍很可能會被視為是因為無法承受「性暴力創傷」，而墮
落從娼。然而，小龍自始至終都非常清楚，她 1 歲時就和她父親的
朋友進行性交換。McMullen（1）指出，年幼的孩童經常將從事
性交易視為某種形式的「權力遊戲」，並在此一遊戲中，機靈的街童
（streetwse）得以操弄成年客戶、獲致經濟權力，並遠離他們個人自
覺權力匱乏的狀態。事實上，小龍的故事所呈現的除了上述試圖掌握
權力的現象之外，她的說詞毋寧是對男權社會挪用女人的性與身體最
深沈的控訴─既然，得被男人所掠奪，那麼讓他們為此付出代價又
有什麼不對？！她的生命經驗讓我們看到一幅異常諷刺的現象─意
即，從事性交易反而成為她重新掌控她自己的身體，並奪回其性自主
權的方式。

七、結論
性交易長期來遭入罪化、污名化的情形下，不僅涉足此一行為的
各類行動者普遍遭到社會排除（excluson），同時，環繞著性交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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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的一系列活動幾乎也毫無例外地被剔除在主流社會生活之外。這
間接地誤導我們，將環繞著性交易而衍生的社會、經濟實踐與主流社
會生活視為兩個截然不同、斷裂的世界。
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針對「女人何以從娼？」提出一個概括性的
解釋，而是藉由深度訪談來呈現性工作者的生命史與工作史，以探究
性工作者選擇從事性交易（或者從娼之所以可能）的社會脈絡。筆者
發現傳統上女性主義者所提供的三種解釋模式（性別壓迫、階級壓迫
與性壓迫）似乎都無法適當地解釋此一問題。同時，環繞著性交易所
衍生的社會、經濟實踐和主流社會之間存在著相當的連續性。本文指
出，底層階級女性在性別化的勞動市場、父權家庭的雙重擠壓下，一
旦面臨生命中的艱困時刻，性工作就可能成為合理的謀生選擇之一。
駁斥「貧窮導致從娼」這種常識性論調，本文指出，貧窮固然是
受訪者的共同社會特徵之一，但在娼妓污名的運作之下，貧窮並不足
以驅使她們從事性交易。受訪者（不論年齡）幾乎都是在性別化的勞
動市場中工作多年之後，面對生存危機時，才轉而從事性交易以謀生
計。某個程度而言，性別化的勞動市場，為性產業儲備了源源不絕的
性勞動力。貧窮以及飽受勞動市場擠壓的基調，使得性交易被視為合
理的謀生方式，而非如同（西方）性解放女性主義者所言，是個體性
表達自由的體現。
其次，本文也指出，主流社會中性別化的社會與文化實踐也是
驅使女人從事性交易的關鍵之一。在被期待必須當個好女兒、好母親
的社會氛圍之下，底層女性似乎只能透過從娼的方式來滿足這樣的社
會期待。易言之，在「好女人」的性別角色始終必須是去性化的前提
下，當個清清白白的「好女人」將永遠是中產階級女人的特權。同
時，本文也指出，不少受訪者為了拯救（原生）家庭的經濟而從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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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並成為家庭中的主要經濟來源，然而這非但沒有為她們取得一
家之主的地位，反而帶來更沈重的經濟負擔。女人透過性交易所取得
的經濟利益，往往沒有累積在自己身上，而被家庭中的男性成員所掠
奪，從而更加鞏固私領域中的性別配置。
相對於成年女性將從娼視為生存策略，涉足性交易的未成年青
少女對於性交易的看法則顯得相對地多元。受到賣淫「好玩」又「好
賺」這種社會再現的影響，受訪的青少年在逃家或因其它因素導致經
濟陷入困境時，抱著好奇或尋求短期致富的心態進入此一產業，並將
之視為暫時謀生的方式之一。但是在此一共同生命敘事之下，對部分
在家中、學校遭削權的青少女而言，從事性交易以獲取金錢的行為，
通常也是讓她們得以獲取權力、爭取獨立生活、掌握自己的性與身體
的少數行動策略之一。面對這樣的青少女，成人社會也許應該停止道
德訓誡，更為真誠地將她們視為一個個的性主體來看待，而非一味地
將她們矮化為無力處理性、對性一無所知的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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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sense of prostitution:
Gendered labour market, family and power games
Mei-Hua Che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lthough femnsts do not ntend to problematze and/or pathologze
(female) prosttutes, the queston of ‘why women and grls prosttute’
s always at the centre of prosttuton debates. Theorzng prosttuton
as a patrarchal system, some radcal femnsts have struggled to seek
a theoretcal soluton to deal wth the dsturbng voces that clam that
women and grls nvolve themselves n commercal sex through choce.
At the other extreme, some pro-sexwork analyses of ‘consent’ only look
at the surface, and fal to examne the socal and economc contexts that
make nvolvement n prosttuton a possble ‘choce’. Both sdes tend
to use homogenous narratves to represent all prosttutes, and produce a
general account of commercal sex.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growng
voce clamng the necessty to contextualze women’s and grls’ choces
n prosttuton. Followng these wrters, ths paper wll contextualze
workers’ ‘consent’ or ‘choce’ n order to reveal the socal contexts that
make prosttuton possble, and examne the ways n whch ntervewees
make sense of ther nvolvement n prosttuton. Drawng on ntervew
data wth Tawanese women and grls who are nvolved n commercal
sex, I argue that there s no sngle reason leadng women and grls nto
prosttuton. In many cases, the gendered practces n the famly (of orgn)
and gendered labour market push workng-class women nto prosttu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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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urvval. Instead of seeng young grls who are nvolved n commercal
sex as ‘havng fun’ and/or ‘makng easy money’, I argue that there are
more complcated socal meanngs behnd ths socal practce. In many
cases, nvolvement n commercal sex turns out to be one of the avalable
strateges for dsempowered young grls to re-gan power, ndependence
and control of ther own bodes and sexualtes.

Key words: prostitution, commercial sex, gender, sexuality, underclass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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