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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知識生產並非在權力真空的情形下進行，作為社會存有的研究者往往就是影響

整個研究過程的因素之一。本文將以筆者從事性工作研究的田野經驗為例，分析性

別、階級與性這三個往往相互交織的社會範疇如何使得知識生產的過程成為權力的

試煉場。筆者將指出，娼／良二分的意識型態如何使得研究者以性別分化的方式進

入田野場址，以及女性研究者在性工作研究中的特殊情境。其次，在性工作長期被

污名化的情形下，筆者和被研究的性工作者之間除了階級差異之外，性實踐上的差

異尤其使得筆者悄悄挾帶進場的（性）偏見與預設影響了筆者的田野經驗。但，筆

者被「誤認」為娼的過程，則使得筆者得以短暫地取得「圈內人」的位置，理解性

工作者的生活處境。同時，當「自我」和「她者」戲劇性相遇時，女性主義者也因

而得以看見自我的侷限性及未完成性，並和她者產生進一步的互動，讓所謂反思性

的研究成為可能。文中筆者也將以訪談嫖客與皮條客的田野經驗闡明，主流科學研

究去性化、去肉體化的傳統不僅讓個別的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因為個人的感官經驗

與情緒感受而滿懷愧疚，甚至因為不敢挑戰此一學術禁忌而成為維繫此一禁忌的共

犯。 

Abstract

No knowledge is produced in a vacuum, devoid of social influences. 
The researcher's social existence greatly shapes and becomes embedded 
within academic knowledge. Using my fieldwork experience on sex work, I 
analyze the ways in which class, gender and sexuality are mutually 
reproduced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politically charged. 
I argue that the ways in which researchers access the field are gendered due 
to the dichotomy of chang/liang（prostitute/non-prostitute; ‘madonna/
whore’）. Moreov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e/researcher and them/the 
researched in terms of class and sexuality also shape how I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sex work(ers) through my fieldwork. In many cases, my 
previous understanding of prostitution has had a great impact on how I have 
carried out fieldwork. I had believed that the sex industry was dominated by 
mafia organizations, which turned out not to be the case. In addition, the 
dichotomy of prostitute/non-prostitute is not so clear-cut in the field. My 
being ‘misunderstood’ as a streetwalker on the street turned me into an 
‘insider’, albeit only temporarily, and enabled me to experience how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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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s to be a prostitute. Only after I entered the field did I realize that I had a 
deep-seated sense of shame regarding sex work; I felt uncomfortable being 
mistaken as a sex worker. This dramatic blurring of self and other has 
allowed me, as a feminist researcher, to reflect on myself as unfinished and 
incomplete, which is a condition that makes feminist reflexive research 
possible. In this paper, I also draw on my experiences interviewing punters 
and pimps to problematize the notion of the disembodied and de-sexualized 
knower that has been taken for granted in the mainstream scientific research. 
I conclude that the silence surrounding issues of class,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researcher's interaction with sex workers during academic fieldwork 
in the field not only serves to produce shamed researchers, but also 
reproduces and consolidates the tradition of disembodied and desexualized 
scientific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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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知識生產的過程經常充滿暴力。減低這種暴力的方式似乎只能透

過「持續性的自我分析以及政治自覺」（Callaway, 引自 Plummers, 
2001:208）來達成。本文是筆者從事性工作研究以來，回顧自己和性
工作者與嫖客

1
互動的田野經驗時，不斷思考關於性工作研究方法的一

些問題。本文要處理的核心議題是，當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所賴以生存

的社會、文化、意義系統相互矛盾、衝突時，研究者如何藉由在研究

過程中不斷地反思自我的侷限性，而適切地呈現被研究者覺得有道理

（make sense）的社會意義。這並非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新問題，但這樣
的提問放在女性主義者的性工作研究中卻益發顯得重要——因為在某

些情形下，女性主義者經常將「賣淫」視為男權社會壓迫女人的社會

制度，從而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關係因為涉及性（sexuality）這個政治
範疇而更顯複雜。易言之，在這個提問中，筆者要探究的是，我們究

竟應該如何思考女性主義／研究者和被研究／娼妓之間在階級與性實

踐上的差異，以及兩者間的性階層（sex hierarchy）關係？而環繞著這
樣的差異所構織出來的性政治又如何影響女性主義者的性工作研究？

其次，作為性存有（sexual being）的研究者在充滿性別化的性意涵、
性語彙的田野中，會對知識產製過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易言之，研

究者如何經驗、感受田野中來自性工作者、嫖客、皮條客等行動者高

度性化的田野氛圍？在性別幾乎成為構織當代人的性的現代社會中

（Connell, 2002），這些性化的田野氛圍毋寧是相當性別化的展演過
程，那麼女性主義研究者又該如何理解這樣的過程？

本文固然涉及研究者的自我反省，但更關鍵的是揭示當下台灣這

個給定的社會時空中，主流社會對性產業及其核心的社會行動者的社

1   廢除長期來「嫖客」一詞所涵蓋的性污名是國內妓權組織工作的重點之一，也有
學者主張以性消費者（甯應斌，2002；彭渰雯，2005）來取代嫖客一詞。筆者並
未採納中性的性消費者一詞，目的當然不是為了繼續維持嫖客的污名身份，而是
為了突顯現階段性工作者和嫖客兩者間在性別、階級與法律地位上的階層化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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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想像如何延伸、複製到性工作研究之中。本文將指出性工作研究

中，研究者的性—關乎個人的慾望流動、性認同、性實踐—在田野中

被噤聲、被視而不見（invisible）的學術傳統，一方面有效地維持了研
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性階層，其次，研究者的性遭噤聲的現象也有

助於鞏固科學與客觀知識係去肉身化（disembodied）的傳統。本文將
從兩性進入田野的性別政治出發，討論娼／良二分的性政治，如何使

得研究者進入田野的方式產生性別分歧的現象。第二節論及筆者如何

藉由被誤認為娼的過程中，反思自己和受訪者之間混雜著性別與階級
2

的性階層關係。接著，筆者將以自己訪談嫖客時所涉及的性別歧視情

境與感官經驗為例，討論研究者作為性存有，其性與感官經驗卻經常

在田野中噤默不語的現象。最後，則討論如何將反思性的研究落實在

資料分析的過程之中。

二、進入田野的性／別政治

性工作研究中，最常被提及的方法論議題是，如何接近受訪者。

較少被論及的是，接近受訪者的方式本身就是一個高度性別分化、階

級化的議題。既有的文獻，呈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研究者解決或面對

這個問題的方式非常性別化。女性研究者往往是以受僱者的名義進入

性產業，進行實地（參與）觀察。在日本，Anne Allison（1994）及
Satoko Watenbe（1998）都分別以女陪侍的受僱者角色，來研究東京有
女陪侍的俱樂部或酒吧。在台灣，紀慧文（1998:42）和學妹兩人，在
考量雇主的營業成本及全職工作可能帶來的工作負擔之後，以不支

薪、彈性上班的方式，在 KTV酒店輪流擔任純公主及會計兩職來進行
實地觀察。性產業固然是女性為中心的行業，但其中也不乏傳統上由

男性擔任的工作（合法的工作包括色情行業中的少爺、服務生、泊車

小弟；管理工作現場的「幹部」〔俗稱圍事或保鏢，也有少數是財務或

店面管理者〕其工作性質係遊走法律邊緣；性交易仲介者〔俗稱皮條

2   勞動階級出身的背景，讓筆者始終不想將自己定位為中產階級，但在面對底層
的性工作者時，我不得不面對自己做為有固定收入的白領專業工作者的階級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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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或三七仔〕、運輸者〔如馬伕〕則分別因為仲介和協助賣淫同屬非

法行為）。然而，相對於女性研究者傾向於以（不支薪）受僱者的姿

態進入性產業現場，男性研究者卻鮮少選擇以前述工作者角色進入田

野，而是清一色地以買家姿態進入田野。筆者猜想，這或許和男性係

性產業主要消費者，同時，男性出入色情場所也廣為社會大眾所認可

有關（楊文山，2001）。事實上，早在七○年代，一位美國白人中產
男性學者 George Stewart （2002[1972]），即天真地試圖以「混充」
（passing）為嫖客的方式來體驗、觀察究竟何謂性交易，然而整個買
春的過程，對他而言，非但不愉悅，甚至近乎「羞辱」。無獨有偶，

在台灣，博士班研究生（李竭政，1998）堂而皇之地以消費者身份直
接接觸性工作者。近來，或基於安全考量（McKeganey and Barnard, 
1996），或基於男性較易為性工作者所接受（Nencel, 2001），同時包
含兩性研究團隊的工作模式也陸續出現。此外，常見的方式則是結合

政府部門中的衛生或社會服務單位，以提供服務的方式訪談機構中的

女性（黃淑玲，1996），或藉由為阻街女郎發放保險套、針頭的社會
服務者角色來接觸性工作者（Sharpe, 1998; O'Neill, 2001）。本地碩士
班女性研究生也同時以駐旅社打雜的小妹身份，以及和男性友人同上

酒店的消費者身份來進行田野觀察（黃珮玲，2003）。
考量筆者以性工作（周邊工作）者或消費者身份進入田野可能帶

來的問題與困難
3
；同時，筆者在研究初期也曾和某地方政府性病防治

3   筆者博士論文計劃口試時，一位口試委員強烈建議應設法進入「性交易進行的現
場」以取得性工作者與嫖客互動的第一手經驗資料。以消費者身份進入田野面臨
經費拮据的問題，因而完全不在考量之內。比較可行的方式是，尋求以無酬的周
邊勞動者（如會計事務、服務生、清潔人員等）的身份進入性產業。筆者探詢這
類工作的可能性，但當時正值掃黃之際，各特種行業處於慘澹經營時節，和無酬
勞動可能的吸引力相比，業者顯然覺得留一個「可疑的」博士班研究生在店裏工
作的風險更令人擔心。筆者並沒有探詢從事性工作的可能性，一因不想觸法，也
不覺得這是獲取研究資料的唯一管道，同時性產業作為一面對面、聲音對聲音、
身體對身體的服務產業，從業者的年齡與肉體資本是進入此一產業的重要因素
（陳美華，2006）。截至目前為止，筆者訪談的嫖客、酒店小弟、皮條客等在談
及什麼樣的小姐會被「打槍」時，不乏有人笑著說：「像妳這樣就會。」相對地，
在訪問皮條客時，也有受訪者一再打量我的女性研究助理，探詢為她拉皮條的可
能性。因而，我現場觀察的資料僅止於在茶室、酒店中觀察小姐與消費者的互
動，而未進入性交易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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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洽談合作可能性，希望可以透過代為發放保險套或衛教資料的方

式來接近可能的受訪對象，但該性病防治單位知悉，筆者的研究係質

化研究後，立即喪失合作興趣。因此，主要資料均係透過深度訪談的

方式取得。在尋找受訪對象時，公娼抗爭期間筆者已認得幾位公娼，

同時當時也已經成立「台北市日日春互助關懷協會」，因而比較容易

取得接觸。另外，筆者也藉由私人管道進入台北市東區一家有十二間

包廂，有登記執照的酒店訪問酒店小姐。或許因為田野進行期間，正

逢台北市長馬英九宣稱要在「一個月內將色情趕出台北市」，因此，

當筆者走訪平常被視為是「萬華流鶯出沒頻繁」的康定路、廣州街

時，毫無斬獲，在她人建議下，轉往中部某城市知名公園附近尋找

「流鶯」。朱元鴻（1998）指出，本土娼妓研究往往僅以遭警方查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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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的評論鏗鏘有力，惟筆者迫於經費、時間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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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筆者也從「不幸少女」短期收容中心去尋找部份受訪者。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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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中心在部份少女眼中，反而成為製造反叛青少女

的場域
4
。再者，收容中心既然是國家機器從事性道德規訓的重要場

域，訪談收容中心的「不幸少女」反而可以具體揭露這些權力運作
5
。

此外，在萬華地區餐飲自治協會的協助下，筆者也進入三水街某

家有登記執照的茶桌仔訪談茶室女服務生，這也是筆者唯一以自行付

費的消費者（一小時三百元的坐檯費）身份進入田野。筆者也曾跟著

4   一位十九歲的酒店小姐自述自己進入性產業的原因時表示，十七歲第一次開始在
KTV酒店上班時，就很倒楣的被警察「查獲」，被送到廣慈關了五十二天。那
段期間，什麼也不能做，讓她很不滿，「就立志，只要一滿十八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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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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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一系列身體規
訓的討論，可參見汪小玲，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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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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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受訪的嫖客一同前往有女陪侍的家庭式卡拉 OK，當時筆者是以
這兩位男性朋友的身份被介紹給坐檯的小姐。或許因為三水街的小姐

在進入包廂之前已先被告知筆者的研究身份，同時，也因為同為女性

的關係，以坐檯方式受訪的小姐在泡茶、倒茶、招呼筆者用茶點之

外，就是坐在她的圓板凳上，表情略顯尷尬地接受我訪談。筆者也就

無從觀察小姐為了服務消費者所做的各類肉身化的性／別展演
6
。她也

直截了當地說，如果是面對真正來玩的男客，彼此的互動當然就很不

一樣。相對地，我跟著受訪的嫖客到家庭式卡拉 OK的場合中，小姐
們並不清楚我的研究者身份，同時為了服務眼前這兩位消費者，使得

筆者可以直接觀察小姐和客人在言談和肢體上的互動。研究者隱匿身

份，以消費者身份直接進入田野，可能是最能捕捉性交易互動現場的

方式。但，因為涉及經費的問題，所以筆者可觀察的時間也極為有

限。近年開始執行國科會研究計劃之後，筆者向皮條客或「大陸妹」

的經紀人詢問以「買春」方式進行訪談的可能性，但得到的答覆經常

是——「不必這麼麻煩，妳想知道的，我都可以告訴妳」，或者審慎地

告訴我，「小姐很可能還是會害怕」；而最常見的結論往往是「妳最好

還是找個男的幫妳」。因此，即使研究經費有限的問題獲得某種程度

的解決，但是以消費者方式直接進行接觸的可能性仍存在較多的顧

慮。

兩性研究人員進入田野的性別化實踐，在象徵層次上反映了娼／

良二分的意識型態，在物質層次上則對應了罰娼不罰嫖的法律制度。

娼／良壁壘分明，鞏固壞女人與好女人之間的階層化關係，也使得女

性研究者的身份備受質疑
7
，相對地，男性研究者在此一研究領域的位

置則有被正常化（normalized）的現象。再加上法律懲罰賣淫之一方，

6   關於性工作的肉身化（embodiment）的討論可參見何春蕤，2001，〈性、權力與
鋼管辣妹 Pub:一個田野的觀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4期，頁 167-199；
陳美華，2006。〈公開的勞務，私人的性與身體：在性工作中協商性與工作的女
人〉。《台灣社會學》，第 11期，頁 1-55。

7   例如，筆者在邀約、訪談男性酒店管理人員、嫖客時經常碰到某些善意的疑慮，
他們試探性地問道：「女人研究這個不太方便吧？」這類疑慮背後似乎隱含著兩
個不同的預設：1. 擔心女性研究者被染黃；2. 預設女性對性交易較不能接受。然
而，不論何者，背後的共同邏輯都是好女人最好遠離性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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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容忍買春的消費行為，娼／良二分的傳統，表面上確立了好女人與

壞女人的分野，實際上維繫的是男性可以自由地游走兩邊的性／別特

權。然而，這種性別分化的現象——正常的／合法的／男性研究者／

消費者 vs怪異的／違法的／女性研究者／性產業勞動者——並不必然
意味著男性研究者在理解性工作（者）時，佔有較多的優勢。蓋因，

娼妓與良家婦女之間並不存著所謂「真實的」、「本質上的」差異，所

以才必須透過人為的娼／良二分的社會操作來進行區隔
8
。也因為娼／

良的差異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因而，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中往往很容易

被「誤認」為娼。而這個被「誤認」為娼的過程，一個程度將研究者

置放在一個近乎「從娼者」／「圈內人」的位置，而可以進一步逼問

研究者去思考被研究者／研究者、圈內人／圈外人，以及娼／良之間

的政治關係（筆者將會在下一節進一步討論這些政治關係）。被「誤

認」為娼的過程，因而提供女性研究者一個和男性研究者（作為消費

者）不同的主體位置去理解從娼者的感受
9
。

三、田野中性別化的性存有

七○年代以來，女性主義者花了非常多的筆墨，抽絲剝繭地論證

那個宣稱客觀中立的量化實證科學背後其實充滿特定社會偏見。Donna 
Haraway（1988）指出，一再玩弄上帝的把戲（God's trick），並宣稱
自己不從某個特定的角度或觀點來觀看、理解事物的主流（社會）科

學，背後往往挾帶著非常多的偏見與預設。在整個西方知識產製的脈

8   十九世紀末英國施行一系列「疾病傳染法」（Contagious Diseases Acts）的過程就
是明顯的例子。該法案賦予警察有權在街上盤查、逮捕任何看似「一般娼妓」
（common prostitute）的女性，因而導致不少中產階級良家婦女也遭警方控以
「一般娼妓」之罪名而拘禁。詳見 Judith Walkowitz, 1980, Prostitution in Victorian 
Society: Women, Class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   不同的主體位置、不同的觀看視角會生產不同的視野（visions）（Haraway, 
1988），但筆者並不認為某一個特定社會位置生產出來的知識比另一個位置更為
有效的論點。這樣的論點很容易落入類似女性主義立場論（standpoint theory）那
種浪漫化弱勢者位置係知識生產基礎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很可能走上一個近乎
本質主義式的知識論立場；意即不買春或不從事性交易就無法有效的生產關於性
交易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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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中，這些偏見與預設指的往往是白人／中產／男性的偏見。同時，

這些偏見使得廣大女人的生命經驗在主流（社會）科學中無法呈現、

甚至遭到扭曲。

主張女性主義立場論（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的女性主義者認
為，唯有從女人日常生活中共同被男性所壓迫的生命經驗出發，才能

有效地揭露女人每天生活的真實世界。然而，在女性主義立場論中，

「女人共同被壓迫的生命經驗」似乎是一個未經精密檢驗的假定。這

裏所指的「女人」被批評為沒有涵蓋女同志主體（Stanley and Wise, 
1990）、遺漏黑人女性觀點（hooks, 1984; Collins, 1990）。未仔細檢視
「女人」內部的異質性，使得女性主義立場論一方面宣稱它較能揭示

「女人共同被壓迫的生命經驗」，另一方面，對於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女

人而言，則以發展諸多□□女性立場論的方式來加以補救（例如，□

□中可以填入女同志、黑人、第三世界、勞工階級等詞）。這種涵納

（include）差異的方式，即使不淪為極端的文化相對論，也非常容易陷
入一方面宣稱要訴說關於女人共同壓迫的客觀真理，另一方面又要談

論女人之間在主觀經驗上的差異的兩難困境（Ramazanoglu and 
Holland, 2002）。同時，何謂女性主義立場也始終是論者爭辯的焦點。
在知識論立場上，筆者比較能認同的是 Donna Haraway（1988）

所提出的情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的概念。她認為，各個知識
宣稱（knowledge claims）受限於其觀看的視角，都只是侷限的、未完
成的。因而研究的客觀性（objectivity）應建立在揭示那一系列構織研
究者特定視野（vision）的社會位置與肉身基礎，並藉由不斷地比較各
個視野所生產出來的不同知識版本，以得出一個比較接近社會真實的

版本。易言之，在揭示主流（社會）科學中的白人／中產／男性的偏

見之後，一個強調反思性（reflexivity）的女性主義研究，必須揭示並
嚴密地檢視那個被研究者悄悄挾帶進場、絲毫不被檢驗的先前理解與

預設，才能有效地看見、並分析女人之間的差異。筆者相當贊同 Ken 
Plummer（2001:208）所說的，反思性研究的要義並不在於自白
（confession）或撰寫懺悔錄，也不是以迂迴的方式藉由談論她／他人
以訴說自我。而是更廣泛地自覺、意識到整個知識的產製過程其實是

在特定的社會關係（或空間）下生產出來的。同時，研究者個人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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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位置在整個知識生產過程（從選定研究主題、資料蒐集、編碼、分

析到寫作）中也扮演著重要的關鍵。因而，反思性的女性主義研究應

探究研究者——作為肉身化的（embodied）、性別化的性存有
（gendered sexual being）——在田野中其性別、情緒、感官經驗，甚至
性（sexuality）如何微妙地影響我們對受訪者以及資料的理解、詮釋與
分析，而非停留在自我沈溺式地懺悔或一再地藉由書寫她者來訴說自

我。以下筆者試著解剖自己進入田野時的先前理解與預設。

（一）勇敢的研究者 vs危險的被研究者

不論在台灣或在英國，每當筆者在研討會或演講的場合，發表完

自己的研究之後，聽眾常常問「一個女人做這樣的研究不危險嗎？」

「妳訪問嫖客時，他們會不會對妳性騷擾？」這類問題，有時候也會

以看似「正面」的方式來呈現，例如：「天啊，妳真勇敢，竟然敢做這

樣的研究！」這類提問，大概很少出現在關於女工、女教師、護理人

員、單親媽媽或者女性政治人物的研究。因為這些提問背後往往預設

性產業（有別於一般產業）為問題化的存在，而其「問題性」，不僅

止於性交易的污名，也在於它被預設為是由黑道或不法份子控制的產

業，因而舉凡和性產業相關的人（包括性交易組織者、消費者、各類

周邊勞動者）某個程度都被標籤化為潛在的危險人物。從而，買春的

嫖客被定位為潛在的性騷擾加害人，性工作者則飽受老鴇、皮條客與

黑道的控制與剝削，性工作研究則被理解為是一項「非常勇敢」的研

究。

將非法的性產業等同於危險，將性產業（周邊）從業者等同於危

險的陌生人的預設視框，也多少殘留在筆者那個晦暗不明的先前理解

中，並以類似的面貌出現在田野。筆者選擇以逛花街柳巷的方式展開

田野工作，非常本土的萬華三水街成為筆者首選。筆者在某個下午獨

自走向那條歪歪斜斜的巷弄，巷弄兩旁老舊的低矮平房一家接一家的

挨在一起，每家矮房子內就是俗稱茶桌仔的店家。巷子內除了擠滿店

家之外，不時可見穿著汗衫、拖鞋、嘴裏叨著菸的中年男性在巷子內

走來走去。本來就顯得狹小的巷弄，還有不少販賣麵食和冷飲的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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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穿插其中。一進到巷內，筆者先是對於多位打扮豔麗的中年女人

「公然」（好像她們都該好好躲起來）坐在店門口等候客人上門的景象

感到非常驚訝（畢竟掃黃言猶在耳），接著從別人觀看自己的眼光，

也為自己闖入她／他人空間一事，感到有些莫名的罪惡感。雖然，只

有短短一條街，但走在巷弄中，自己卻覺得異常緊張，渾身不自在。

情緒往往被視為是無法分析的領域，但正如 Barbalet（1998）所指
出的，情緒其實是高度社會化的產物。害怕、恐懼、顫抖並不能以肉

身本能的反應來解釋，而是行為者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下意識到權力不

對稱，並意識到自己處在無助的狀態所呈現的反應。筆者在本土的花

街柳巷中感到「緊張」、「渾身不自在」，其實和我們的社會中一連串

關於性交易的權威性論述的性佈署（deployment of sexuality）密切相
關。Foucault （1998[1978]）以性佈署一詞來指稱社會對人們的性（sex）
與慾望（desire）的管理技術。他認為性（sex）與權力的關係，並非
由上而下的單向禁止或壓制某些性實踐，而是透過各種關於性

（sexuality）的科學論述的建立與散佈，來進行更為綿密的規範與控
制。以這個例子來看，獨尊異性戀婚姻架構底下的性，或因浪漫愛情

所衍生的性，使得性交易至今仍被視為是道德上可議，法律上禁止的

性實踐。同時，它也進一步連結到代表著剝削、壓迫的老鴇、皮條

客、黑道與人口販運（trafficking）等污名想像。這類論點不僅是主流
社會的常識性理解，也是在地與全球性

10
的反娼論述的主軸。台北市廢

娼爭論期間，反廢娼的婦女團體在「婦女團體堅決反對性產業之宣

言」中指出，「眾所周知，性與色情產業是台灣黑道的補給線，透過

男性應酬網絡，形成當今危害台灣甚烈的黑金毒瘤」（轉引自台北市日

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編，2000:36）。然而在大張旗鼓地討論性產業為黑
道、人口販子操縱的同時，國內相對應的經驗研究卻顯得異常單薄。

英國女性主義研究者Maggie O'Neill（2001）針對英國某大城市的性產
業研究指出，有色人種的英國年輕男人為阻街女郎拉皮條（pimping）
的現象不應該被簡化為種族－性別體制下黑人男性剝削白人女性的問

10   全球性的反娼論述請參見 Kathleen Barry, 1995, The Prostitution of Sexual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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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而應將這樣的社會實踐放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因經濟衰退所

帶來的高失業率、高相對剝奪感的社會、經濟脈絡中來理解。她甚至

認為，拉皮條其實是少數族裔的年輕男性在這樣的大環境底下所滋生

出來的一種街頭反抗文化。英國的研究當然不宜直接橫向移植來解釋

台灣的社會現象，但是過去一年間，筆者執行國科會計劃
11
，訪談組

織、仲介、協助大陸女性來台從事性交易的「經紀人」、「馬伕」與

「假老公」的資料顯示，這些被預設為有「黑色」背景的「人蛇集團」

大多是遭就業市場邊緣化的男性，他們彼此間的關係多是因應經濟利

益而形成的既短命、又鬆散的結合，而非組織嚴謹的黑幫份子。他們

之中不乏有人長期以仲介性交易為常業（如從飯店、賓館的「服務

生」、「內將」轉業而來），但有不少人是因為台灣九○年代以來經濟

不景氣，在公司裁員、或自己經營的小企業體倒閉之後改開計程車，

為謀利而從事組織、仲介或協助大陸女性來台性交易。對性產業中的

行動者欠缺了解，性產業因而被污名化為恐佈的、很「黑」的產業，

從而也將大多數女人建構為性產業或皮條客的潛在受害者。因而，即

使只是目光的交換，都讓「良家婦女」不寒而慄。這些先前理解，使

得初入田野的筆者，走在三水街時，不僅無能和潛在受訪對象建立關

係，反而將大部份的心神都用來猜測那些穿梭在巷弄間的中年男子，

哪些是三七仔，哪些可能是黑道，而哪些又是好色嫖客，致生情緒上

的緊張與不安。

Foucault對於性佈署的討論集中在醫療、教會、教育等制度如何
成為規訓式的權力網絡，並發展出綿密的技術來管理當代人的性，但

卻鮮少論及性別、階級、種族等社會範疇如何成為性佈署的一環。事

實上，筆者走訪非常有本土色彩的三水街的經驗，不僅無法和吸引全

球觀光客目光、充滿異國情調的阿姆斯特丹紅燈區相提並論，它甚至

和訴求中、高檔客層的台北東區酒店也有天壤之別。

在標榜「高格調」、「有素質」的東區酒店中，不僅從業者多為年

輕、漂亮的女性，酒店的經營模式也更貼近都會中產階級的享樂模

式，也因而顯得較容易接受。消費人潮聚集的東區酒店，騎樓入口處

11   計劃編號為 NSC95-2412-H-029-012-M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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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了一個小小的代客泊車的櫃台，台後站的是穿著西服的年輕泊車小

弟，隨時等著服務上門的客人。位於繁華商業區，酒店的客層幾乎是

以都會區商業人士為主要客源，晚上八點半是小姐們陸續準備上班的

時間，筆者在一樓等電梯時，泊車小弟兼扮起迎賓小弟，引領四名男

性來到電梯口。從四人的穿著與談話，不難看出他們是剛下班、吃完

飯，準備陪客戶應酬的中、壯年上班族。我跟在他們的步伐後面，一

同進到一家酒店內，店門口八位身著近似白色新娘禮服的領檯公主分

列門的兩旁，行九十度鞠躬禮的同時，悅耳的對著客人喊出台灣各類

服務業、餐飲業的制式招呼語——「歡迎光臨」。一進到店內，酒店少

爺立即趨前引領客人進入包廂。沒有三水街上腳趿拖鞋、口嚼檳榔、

身材走樣的中年男性穿梭其中，取而代之的是西裝筆挺、面帶微笑、

鞠躬彎腰的少爺或男性幹部。店內現代化的裝潢、熟悉的流行歌曲、

快節奏舞曲、洋煙、洋酒，也取代了三水街沾染油漬的鋁製茶壺、辦

桌用的圓桌、台啤和醬油瓜子。一個程度而言，性交易這個古老的社

會實踐，在都會區已充份地和現代化的娛樂消費模式相互結合（李竭

政，1998）。筆者置身這種消費情境，非但沒有緊張、害怕的情緒，
反而意外短暫地享受了都會的奢華享樂模式。

兩種截然不同的性產業情境與情緒體驗，恰恰突顯出筆者在三水

街的情緒經驗不僅涉及性產業的「黑色」污名，也關乎階級秀異品味

商品化的問題。Bourdieu（1984）關於秀異品味的研究，直指現代人
的消費模式往往是由個人或特定群體中的個人慣習（habitus）所構織
出來的。慣習指的是那些被特定個人或群體視為理所當然的，對於食

物、運動、假期、報刊以及諸多日常生活中的身體活動的品味。同

時，慣習往往關係到一組足以反映個人社會出身的社會與經濟情境。

因慣習而長期積累、養成的生活風格或文化品味，因而成為社會排除

（exclusion）與階級再製的社會機制。隨後的消費研究也一再強調，人
們的消費行為往往不在於滿足基本生活需求，而在於追求一種浪漫的

歸屬感與想望。消費行為因而往往也具有反映消費者的性別、階級與

族群屬性的意義（例如，Campbell, 1989）。這些消費理論，在台灣的
性消費脈絡中也相當具有解釋力。林弘勳（1995）指出，台灣的性產
業自日治時期就延著階級區分為土娼與藝旦兩類以區隔客層。性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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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級分化至今更見細膩。陳美華（Chen, 2003）針對台灣嫖客的研究
顯示，來自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嫖客，都有頻繁的性消費行為，同

時，階級位置不僅決定他們的消費層級或金額，往往也影響到他們對

於嫖客污名、對消費風險的評估，甚至對性消費意涵的理解。例如，

高收入族群為了隱私、不曝光，往往到安全措施良好的店，而且為了

追求「談吐好」、「有氣質」的小姐，「絕對不去林森北路」，而往南

京東路或東區的高檔便服店消費。前述東區酒店側重現代化的裝潢與

設備、年輕工作者儀表與服務的訓練等等，都是用以具現該酒店是有

品味的店，以迎合有品味、講究質感，而非純粹尋求（性）慾望滿足

的客層。因而，東區這些西裝筆挺的商業人士，無論如何也不會進入

三水街談生意。相對地，活躍於三水街中，衣著隨性的中年男子也鮮

少會進入東區酒店。性消費的階層分化，使得何春蕤（1998）在評論
台北市的廢娼事件時，一針見血的指出，廢娼是都市現代化過程中，

以道德淨化的方式，在掃除底層性工作者生計的同時，一併剪除底層

男性的性消費。

（二）「自我」與「她者」的邊界協商

筆者看似以「入侵者」（intruder）的角色闖入三水街這個性工作
者賴以生存的空間，卻覺得「渾身不自在」。巷弄間，男男女女「不

友善」，甚或「敵意」的眼光或許部份解釋筆者的「不自在」，但更關

鍵的也許是，自我／她者、好女人／壞女人、良家婦女／娼妓之間的

界線隨時可能消弭的深層恐懼。這樣的恐懼在筆者被誤認為「站壁

仔」時，曝露無遺。

筆者無法順利在萬華接觸街頭性工作者，一愁莫展之際，筆者在

中部某縣市政府任職的親戚提供了重要線索。她說，該縣市某知名公

園附近「二十四小時，到處都是站壁仔！」而且，因為流鶯「泛濫」

的關係，很多婦女還有老伯投訴公園管理處，指她們的小孩和家中老

者都被強拉買春。這位親戚，在一個下著綿綿小雨的午後，拿著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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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到公園洽公時，還被一位老伯拉住詢問價錢
12
。筆者第二天立即前往

該公園展開田野觀察。

公園周邊的路邊、騎樓下、巷弄間分別有幾位女性零零散散地站

著，有些小姐索性坐在停靠在騎樓下的摩拖車上。筆者走在公園正對

面的騎樓下，近距離觀察這些女性。沒有花街柳巷中，人們對性工作

者千嬌百媚的拉客想像，面對從她們眼前經過的男男女女，她們面無

表情的面容，只讓我聯想到「冷酷」。在另一條小巷子，有小姐獨自

站著，也有三兩小姐坐在摩拖車上聊天，狀似輕鬆。筆者一一詢問，

有沒有人願意接受訪談。一一被拒絕後，筆者已經走到巷子盡頭，一

回頭，發現整條巷子空無一人。才驚覺，自己就像是公園分駐所警

察，具有「驅散」效果。筆者一無所獲，乾脆走進公園。公園內，老

男人三五成群圍坐在公園坐椅上。筆者露出肚臍的小腹，成為眾多老

者目光的焦點。老者色瞇瞇地咧著嘴笑，指指點點之際，筆者立即扣

上外衣扣子，心底咒罵著：「拜託，我又不是站壁仔！」瞬間，我才恍

然大悟，原來研究娼妓許久，娼妓還是娼妓，我還是我；這個「自我」

打從心底羞於與「娼妓」為伍！ 
性（sexuality）固然是娼妓研究的核心，但在中外眾多的性工作研

究中，研究者拼命探究別人的性，惟獨研究者自己的性卻從不曾被討

論。田野中的被研究者往往是從性存有（sexual beings）的角度被觀
看、被理解、被分析；但田野中的研究者卻是去性化的存有。除了紀

慧文（1998）提及穿上公主裝，露出胸部所引發的不自在，以及
Stewart （2002[1972]）對於自己在整個性交易過程中喪失主動性而有所
抱怨之外，不論是以陪酒小姐的身份（Allison, 1994; Watenabe, 1998）
或以男性消費者身份（李竭政，1998）進入田野的研究，田野中研究
者的感官、慾望、性（sexuality）都絲毫沒有論及。從而形成性工作研
究的書寫中，研究者置身高度性化（sexualized）的田野，卻始終以去

12   依據這位親戚的說法，該公園附近的流鶯為了讓客人知道自己是「站壁仔」，
手裏會拿一把雨傘作為識別標記。這樣的說法，也從公園分駐警口中證實。
但，筆者做田野期間，只見過一位中年婦人在天氣晴朗的午後帶著一把價格低
廉的粉紅色雨傘。2006年筆者因執行國科會計畫而重訪該公園時，該縣市政府
為加強取締流鶯，已將該分駐所升格為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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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的姿態出場的特殊景致。女性主義研究不斷地書寫、反省研究者

的性別、階級、族群位置如何影響我們的研究，但在性工作研究中，

卻不曾探討性（sexuality）這個社會範疇在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
當然有必要質問，何以不檢驗研究者的性在知識生產中的位置如此可

欲？這樣的研究實踐和生產「客觀的」科學知識之間又存在著什麼樣

的關係？

    瑞典文化人類學家 Don Kulick（1995）指出，研究者的性在田
野間一片死寂（the silence of sexuality in the fieldwork），不僅因為那些
曖昧不明的感官經驗或情慾很可能被用來詆毀研究者的研究（筆者將

在下一段回頭討論這個問題），也因為它有助於維持研究者自身的性

認同（sexual identity）以及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階層關係。打破
這樣的沈默狀態有助於

質問自我的邊界，威脅著研究者－被研究者的關係，模糊專業角

色以及個人生活的界線，也挑起關於權力、剝削以及種族主義等

諸多問題（Kulick, 1995:12）。

騎樓下小姐們的「冷酷」神情要對抗的當然是主流的窺視。走在

騎樓下，筆者自知根本不敢直視她們的眼睛，深怕她們回瞪一眼。「她

者」的「反向凝視」（gazing back）不僅只是拒絕被觀看、被定義，而
是，進一步逼問觀者所佔的那個無庸置疑、理所當然的主體位置；或

者如陳昭如（2003）所說的，是在逼迫觀者的「在地性」現形。在這
裏，被逼視、被問題化的當然是筆者的性（sexuality）——「好女人」
的性。公園老者「色瞇瞇」的眼光，在部份性工作者眼中，或許是開

展工作的關鍵；但在筆者眼中，卻是眾多激進女性主義者筆者下性別

壓迫的指標，是「物化」、「色慾化」女體的男性凝視（例如 Pateman, 
1988; MacKinnon, 1989; Barry, 1995）。「自我」與「她者」戲劇性相遇
之際，是「自我」認同被放到最前線接受嚴厲檢驗的時刻。然而，當

娼／良的邊界模糊不清時，「自我」要捍衛的並非「她者」賴以為生

的性實踐，反而是「好女人」害怕、擔憂被物化為性客體，被色慾化

為性對象的性。被誤認為娼所引發的「自我」與「她者」的戲劇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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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娼／良界線瓦解之際，揭露的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那個始

終沒有被徹底檢視的性階層（sex hierarchy）。在此，「自我」與「她
者」的性階層分化並非只是性實踐上的分化與階層化，而且是混雜著

階級與年齡歧視的性階層化。老者「色瞇瞇」的凝視在田野間之所以

被我理解為惡意、甚至不夠格的（unqualified）凝視，一方面在於凝視
者的「老」，使得這樣的觀看與窺視沒有在異性戀的框架中被理解為

讚賞、恭維或任何正面的意涵；另方面也在於我被放在「站壁仔」的

位置——一個在性產業中最底層、最污名的從娼／階級位置。這兩層

意涵也是相互關聯的，某種程度，老者的凝視經由我的反應解碼之後

（「拜託，我又不是站壁仔！」），意味著老者只適於找站壁仔，一如居

於社會與性產業底層的站壁仔只適於服務社會底層最沒有情慾／物質

資源的老者。如同Mauthner與 Doucet（2003）所指出的，藉由對照研
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生命經驗差異，並紀錄這些差異如何影響研究

者對被研究者的觀感與理解，使得研究者可以透過反思的方式，讓她

／他人的生命經驗成為研究者自我改造的動力。同時，反思性的概念

也就具體的納入資料分析的過程，而非只是停留在理念上的討論
13
。

四、研究者的感官經驗與「客觀的」知識生產

主流社會科學強調用科學的方法生產「客觀的」知識，而客觀知

識的指標即在於價值中立。「科學的」方法因而往往被女性主義者批

評為是將研究者預設為是不帶情感、沒有情緒的資料收集器。易言

之，「科學」研究與「客觀」知識的建立，憑藉的是身／心二元對立、

13   作者感謝本文評審之一論及，此類關於田野的反思究竟如何影響筆者的分析這
個問題。筆者想強調的是，反思性始終貫穿整個研究過程，而且它再再提醒筆
者對於書寫的暴力應更具自覺。前述關於「被誤認為娼」的反思性書寫，揭示
了筆者的性自我（sexual self）、性的品味或偏好，正穩穩的座落在由性、階級
與年齡相互建構的交叉點（intersection）上。正如同 Donna Haraway（1988）所
言，在曝露了自我的觀視視角、發話位置之後，我們才能嚴厲地檢視研究者與
被研究者之間的差異，如何框架了我們的理解與詮釋，並進而分析這些差異在
知識產製過程中的角色。這也就是我所說的，將反思性納入資料分析過程的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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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身體化的傳統（Mies, 1999 〔1983〕）。Kate Altork（1995）嘲諷地說，
除了腦袋之外，頭部以下的身體器官都可能玷污科學研究或客觀知識

的宣稱，因而，來自肉身的感官經驗在科學研究過程中，都在禁止討

論之列，更遑論性。紀慧文（1998）以研究生身份「下海」扮公主引
起各界關注就是一例。林芳玫（1998）以後現代文本具有多義性的概
念，批評紀慧文一方面支持妓權、肯定性工作，另方面又試圖在自己

和研究對象之間加以區隔，並試圖區辨學術工作與性工作的做法，實

屬多餘。林文因而指摘紀慧文和酒店小姐終究是「不同國女人」，文

末並勸誡紀「求仁得仁，不亦快哉？」。林看似期勉研究者能跨越研

究者與被研究者的權力藩蘺，但「求仁得仁，不亦快哉？」卻也一語

道破，田野中研究者被性化的（sexualized）身體和「客觀」、「中立」
的學術研究間火水不容的緊張關係。我想這是多數研究者有意無意地

避談田野中的性與感官經驗，而不願甘冒學術禁忌的原因。值得提醒

的是，紀進入田野的方式引起爭議，但國內學術界對於男性研究者以

性消費者身份進入田野一事卻沒有引發任何的討論
14
。兩相對照，不禁

讓人覺得以消費者身份進入性產業進行研究，遠比以勞動者身份進入

來得容易為學術界所接受。這樣的情勢和主流社會對性交易的規範也

是遙相呼應的——意即，買春尚可容忍，賣淫誠屬非法。

然而，研究者在田野中慾望流竄的現象必然有礙於知識的生產

嗎？或者研究者內在暗潮洶湧的情緒、流動的慾望只能和 Bronislaw 
Malinowski（引自 Plummer, 2001:206-207）一樣以隱晦的字句，在私
人日記中，反覆地書寫自己如何一再掙扎著抗拒田野中充滿性吸引力

的異族女性？如果我們膽敢充當拆穿國王新衣的小孩，那麼我們又應

該如何看待研究者在田野中的感官經驗和知識生產之間的關係？

西方不少研究男／女同志情慾的研究者，紛紛主張和被研究者發

生性關係是自己慾望的一部份，同時，這樣的性關係也經常是研究取

得重大進展（例如 Bolton, 1995），或者對其所研究的異文化有更深刻

14   作者感謝本文評審之一對此現象所提及的可能解釋，意即，這種差別可能是因
為紀慧文《十二個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一書廣為媒體所報導，而其他／她研
究者（如，黃珮玲，2003）的研究方法或許仍具爭議性，但因未受媒體報導，
而沒有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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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重要因素（例如 Blackwood, 1995）。深深愛上一位報導人的女
同志 Esther Newton（1993）直言，如果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可以親
密到一同工作、一同用餐、並交換各種私密的經驗與感受，何以唯獨

性與慾望這樣的經驗與活動必須被排除在外。她也進一步挑戰主流社

會科學將私人情感視為是威脅、污染「客觀」知識生產的傳統，並指

出，對她而言，有創意的學術生產往往來自於她所摯愛、關心的人給

予她的啟發。Altork（1995）則以異性戀女性主義者的身份，寫下自己
在研究美國消防隊員時，對身材健壯、皮膚黝黑的男性消防隊員產生

既曖昧、又矛盾的感官經驗。她發現當她自己坐在一堆男性消防隊員

之間時，自己的目光往往為某一位消防隊員所吸引。另方面，她對於

這些男性總是喜歡以一種類似征服女人的陽剛口吻來描述滅火細節的

現象感到非常不滿。然而，她質疑，人類學者一再強調「浸淫」在田

野，親「身」感受現場環境如何塑造人們經驗的重要性，但難道此

「身」僅及於研究者頭皮以上的組織？如果我們一味地拒絕感受肉

眼、肌膚、四肢在現場環境所構織出來的色慾氛圍（erotic 
atmosphere），研究者又如何「浸淫」在田野中？相對於西方日漸豐富
的討論，國內觸及這類討論的文章屈指可數。朱元鴻（1997）《田野中
的情慾》一文，延續了瑞典文化人類學者 Don Kulick與 Margaret 
Willson（1995）針對人類學田野中的性禁忌的討論，並藉由重讀
Malinowski的《日誌》來論證，人類學（者）實在沒有必要預設一個
不具性意識的天真知覺結構。同時，朱文也細剖，人類學田野中，嚴

格的禁慾實踐背後的貞潔結構，往往和身處異鄉的研究者那岌岌可

危、兼又混雜著種族與文化優越的性自我息息相關。此外，吳文煜

（2002）、趙彥寧（2004）分別在同志研究以及老榮民親密關係的經驗
研究中，論及研究者在田野中被視為潛在可慾的性對象。兩篇文章均

論及被研究者雖然在文化、經濟資本上屈居弱勢，但是被研究者往往

以明示、暗示的方式希望與研究者發生性行為。用趙的話來說，研究

者必須面對，究竟要不要透過性工作換取研究資料的情境。

筆者在訪談六位本土男性嫖客的時候，也經歷了和 Altork類似的
「身心不協調」的情形。訪談嫖客和訪談性工作者的經驗實有天壤之

別。訪談性工作者時的情緒與感官經驗是相當多元化的，例如，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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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談及她們流轉於底層服務業卻仍無法糊口時，我可以感受她們作

為底層女性勞動者的結構性無助與悲涼；聽她們講述如何透過種種社

會技巧操縱、甚或愚弄嫖客時，除了對她們捍衛自身主體的堅韌性格

心生佩服之外，也經常忍不住暢笑開懷。酒店、卡拉 OK昏黃的燈光
下，菸酒撲鼻的味道混雜著知名香水、化粧品的氣味、視覺上則充滿

小姐們年輕漂亮的臉孔、裸露的胸部與大腿，充耳所聞盡是小姐與客

人極盡露骨、挑逗的言詞，以及坊間濫情的流行歌曲。置身這類色慾

高張的情境讓我比較能理解男性消費者何以對性娛樂產業趨之若鶩，

也為性工作者高超的社會技巧感到折服。

相對於此，訪談嫖客的情緒經驗則顯得相當同質。男性受訪者於

訪談過程中，所表現來的性／別優勢使得生氣幾乎成為這類訪談的情

緒主軸。筆者在訪談嫖客時發現，受訪者固然來自不同的社會、經濟

背景，但在面對女性研究者時，臉上不僅沒有絲毫困窘的表情，反而

顯得有些得意，繼之以誇張、性別歧視性的語彙手舞足蹈滔滔不絕地

描述他們的買春經驗。他們臉上驕傲的神情，似乎在對我炫耀著「嘿

嘿，我是男人，我就是有（性）能力嫖！」在交織著性別與性

（sexuality）的雙重權力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並不存在著女人
訪談女人時的親密性（closeness），相反的，當社會上充斥著「哪個男
人不上酒家」的論調，而男性「陽剛特質（的建立）也有賴於性

（sexuality）」（Tiefer, 1987:166）時，受訪的嫖客往往覺得自己在買春
這件事上具有「專家」的權威

15
，這種權威在受訪者理解、詮釋性交易

過程時具有意義壟斷的效果。一位受訪者提及他如何在一個只提供半

套服務的護膚店「征服」一位按摩女郎為他做全套服務的過程，相當

能說明夾雜著性／別歧視語彙所塑造出來的田野情境：

筆者：你知道半套店不能做全套，為什麼還要叫她做全套？

15   田野中常見的互動是，當我對他們的說詞提出質疑時，他們就不假思索地回
以：「啊，這個妳（們）女人不懂啦！」、「所有男人都知道啊！」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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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 問題是，不是我叫她做全套，因為在半套店裏面是這個
樣子，就是男的都脫光了，女的也都脫光了。啊，妳想

想看，兩個都脫光的情形之下哦，因為她們女的，她們

要去遵守那個規則，她們的營業規則，她們不能跟客人

性交，對不對？是女人她們自己控制嘛。那妳說，哪一

個男人控制的住？那到最後每個男人都想上⋯⋯我沒有

強迫她（做全套），但是，但是⋯⋯就用⋯⋯身體的動

作，你去進攻她嘛。你去進攻，我跟妳講，她如果不願

意啦，你根本就進不去啦⋯⋯然後到最後，她⋯⋯她自

己有防線對不對？那到最後，她就放棄那個防線啊。她

放棄的，是她放棄的！（陳先生，38，直銷業，已婚，
黑體部份為筆者強調。）

這樣的場景似乎比較適合以「強暴」名之，而非雙方合意的性交

易
16
。正如同McIntoch（1978）所指出的，女人往往被期待要為其「性

吸引力」（sexual attractions）負責，因為男人的「性衝動」（sexual 
urges）是無法控制的（到最後，每個男人都想上！）。陳先生對他自
己和這名按摩女郎的性邂逅（sexual encounter）的再現邏輯其實是建
立在性的生物決定論之上的。其中，男性的慾望是無法控制的，而陰

莖則是將慾望化為行動的有力武器。反之，女性的陰道則是被動的容

器，正如同，女性的性（female sexuality）永遠有待男人的撩撥。然
而，只有「好女人」才適用於這類性別化的性分析——妓女，作為

「壞女人」或「墮落的女人」不在討論之列。因此，這位按摩女郎最

終會耐不住陳的撩撥，而逐漸「慢慢變得喜歡」，並自行放棄防線。

這段引文中也清楚地顯現，受訪者一再地使用「妳想想」、「那妳說」

16   客人和性工者的關係極其複雜，其中不乏從商業化的交易關係，轉而建立穩定
親密關係的例子。但，這似乎不適於解釋陳先生的例子。筆者認為此一情景近
乎「強暴」的原因在於，陳先生自述，他曾經兩度找這位小姐，也都設法讓她
以半套價格提供全套的服務。第三次他再去同一家店找這位小姐時，被這位小
姐明確地拒絕。他也「不想勉強她，因為做半套是她做這行的底線」，所以之
後就再也沒有找過這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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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詞語來動員我對他的行為與詮釋的認同，但不待筆者發言，他就以

權威式的「專家」口吻吐出「我跟妳講⋯」等語來做為這段談話的總

結，甚至將自己的經驗普遍化為所有男人的經驗（每個男人都想

上）。易言之，訪談者在這段談話中被幼稚化、去性化為對異性戀性

行為理解有限之人，同時，如果訪談者無法認同受訪者的談話，那麼

問題的癥結在於訪談者根本無法「體」會男性性慾無法控制這個普遍

的事實——意即，女性性別化的性成為研究者被矮化、被否認其知識

權威的根源。這裏的弔詭在於，從學術界要求「客觀」生產「科學」

知識的角度來看，性化的女性研究者招致非議；但不夠性化的女性研

究者在受訪的嫖客眼裏則是性工作研究的負數。女性研究者因而處在

一個進退兩難的研究情境之中——太過性化（sexualized）是可議的，
不夠性化則無法構成理解。

令筆者更為困惑與不安的是，高度性化與色慾化的訪談內容所引

起的感官經驗。這些受訪的嫖客和西方男性比較接近的一點在於，他

們在談性行為時，往往不在於談論當下那些性行為所代表的意義，以

及那些行為如何關聯到他們內在的情感或情緒，而在於強調如何做

（do）那些性行為本身
17
。受訪的嫖客中有三位是在公開的咖啡館中接

受訪談，但即使在公領域談論如此私密的經驗，他們還是可以扯著嗓

門，以「專家」的口吻告訴我，他們有能力分辨女人的高潮、有機會

也不忘誇耀自己強大的性能力
18
。這些性別歧視性的談話，使得剛開始

從事性工作的筆者，經常直接挑戰、甚至直接和受訪者展開辯論，而

導致訪談資料大都是雙方各持己見的看法，而缺少受訪者對買春過程

及情境的豐富描述。慢慢地，我才發現必須適度地管理自己的情緒

17   Holland et al., （1996）等人在研究英國青少年男女的第一次性行為的經驗研究指
出，年輕男性對他們第一次性的描述往往集中在如何做這件事，以及自己能否
順利完成這些動作，而顯少論及當下女伴的感受，也顯少論及他們自己的情緒
感受。相對的，年輕女性則花很多時間討論第一次性給她們帶來的情緒感受。

18   其中，最誇張的說詞莫過於此——「妳知道（男人）高潮是什麼樣子嗎？我告
訴妳，曾經有一次就是直接射穿兩張衛生紙！」對於這些誇張的陳述，甯應斌
（2004）認為這很可能是嫖客藉由重述這些性故事，以重新經歷買春時的快感；
同時，藉由誇大買春的經驗也具有貶低性工作者的相對效果，但他也強調這種
貶抑勞務提供者的現象，也普遍地存在各類服務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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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的情緒勞動）以使訪談可以順利進行。受訪的嫖客也經常

赤裸裸地描繪自己和性工作者的性互動，以及他們如何運用言詞與動

作征服性工作者。筆者固然對他們沒有「性」趣，也沒有和他們發生

任何性關係，但那些描繪性的話語卻讓筆者（作為性存有）在當下產

生相當程度的異色聯想與感官刺激。這類帶有慾望流動意涵的感官經

驗，也出現在筆者訪談東區酒店小姐，當小姐為了調整燈光，起身躍

上矮桌，露出丁字褲無法遮掩的臀部的時刻。這類感官經驗使得筆者

不由得感到罪惡與不安，深怕寫進論文會影響其「學術」價值，或淪

為女性主義者筆下「與敵人共枕」之人。於是，我把這樣的感官經驗

像秘密一樣折疊起來，小心翼翼的藏在心裏，深怕被人發現。這種因

為感官經驗，以及政治正確的女性主義教條所引發的「不安」，促使

我不斷地找尋研究性（sexuality）的方法論材料，讀到 Don Kulick 與
Margaret Willson（1995）合編的「禁忌：人類學田野中的性、認同與
情慾主體性」（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
cal fieldwork）這本書時，才鬆了一口氣—原來不少研究者都曾經有一
個不可告人的秘密——一個關於性與身體的秘密！更令人驚訝的是，

「科學」知識的產製者如何藉由妥善遮掩這些秘密，而成為共謀者——

不斷地鞏固、複製個人主觀的情緒、慾望與感官「體」驗都是「客

觀」、「科學」知識大敵的實證主義教條。

Foucault（1972）關於論述（discourse）與權力的分析，對這樣的
知識產製過程相當具有解釋力。他指出，論述的力量，也許不在於它

述說何謂真假，而在於它如何透過系統性的排除（exclusion）與分類
的機制確立什麼是可說的（statable），而什麼又是不可說的。一旦試
圖述說那些「不可說」、「不能說」的事物，那麼只會被視為瘋狂。同

時，同一時空脈絡中，存在著不同、相互矛盾、甚或相互鬥爭的論

述，而諸論述彼此間也存在著階層化的關係。在這裏，這些性化、感

官的秘密之所以「不能說」的原因，似乎隱約可以區分出三條不同的

論述軸線；意即，身／心二分的傳統、性的原罪性格，以及什麼樣的

慾望是「女性主義」所允許的？

長久來，構成西方「科學知識」的要件在於必須排除所有來自可

疑的、慾望的身體的污染。相對於心智的優越與崇高地位，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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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使我們感受饑餓、病痛、慾望與歡愉的肉體——往往被視為只會

使我們分「心」，妨礙我們思考的障礙。此一強調身／心分離、靈魂

至上的智識主義，迄至近代仍是構成西方對於何謂「科學知識」的主

軸。對笛卡兒這樣的懷疑論者而言，得以證明自我存在的理由，並非

活生生的肉身，而是「思考」這個活動本身，預設了「我」的存在。

這類去肉身化的知識傳統，一直要到八○年代社會學界對「身體」感

到興趣，以及女性主義者大量分析女人的各類肉體經驗（如丟球、懷

孕、老化等）如何影響女人和環繞著她們的身體的外在環境之間的關

係之後才逐漸受到挑戰（Davis, 1997; Young, 何定照譯，2007）。
女性主義固然拆解了去肉身化的知識傳統，但對於什麼是可以允

許的、正當的性（慾望）仍存在著尖銳的歧異。Gayle Rubin
（1993[1984]）指出，基督教將性視為原罪的論點，使得西方社會始終
存在著一種「恐性」（sex negative）的氛圍，其中，「性，在沒有被證
明為清白之前，都是有罪的。」（1993[1984]:11）這或許可以部份地解
釋，何以那些試圖在性研究中訴說個人感官經驗、甚至性體驗的人，

即使不被視為瘋狂，也很快地就從學術版圖中消失
19
。截至目前為止，

筆者固然沒有因為談論、書寫田野中的性而遭受學術打壓，但去性化

的知識傳統作為性佈署的一環，其力量強大卻足令筆者在博士論文寫

作過程中，不斷地對自我的書寫進行自我篩檢。能寫與不能寫的分

界，不僅是研究專業和私人生活的分野，更是知識與權力的範域。令

筆者「身心不協調」、害怕被指為「與敵人共枕」的原因，莫不在

於，此「身」不僅無法接受心智的控制，甚或可能違背某些女性主義

思潮的期待——尤其是那種將性交易理解為「以女人的性與身體來滿

足男人性慾」（如 Pateman, 1988）的女性主義觀點。若從這樣的女性
主義視角來看，那麼在性工作田野中，有任何感官體驗的女性主義研

究者，或許也可能被理解為複製男性凝視、或者採取了男性的慾望模

式。挪用朱元鴻（1997）對於人類學知覺結構以及貞潔結構的考察，
我們也許也該探問，此類廢娼的女性主義視角在擺脫了去肉身化的知

19   Ralph Bolton（1995）考察了那些曾經從事這類書寫者的後續研究情形，發現他
們大多出了一、兩本書之後就從學術圈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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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傳統的同時，又預設了什麼樣的性慾論述，而這樣的論述又如何反

過來限制、擠壓女性主義者發展肉身化知識的空間。

五、反思性與資料分析

反思性的研究不僅關注研究者如何在研究過程中不斷地反觀自

身，也重視如何使反思性的概念可以被置落在資料分析的操作過程

中，而不致於流於抽象的理念陳述。筆者發現在這樣的跨界研究中，

如何擺脫前述的先前理解，進而質疑既定的概念與範疇，無疑是能否

適當安置受訪者的說詞極為關鍵的部份。研究過程中，我逐漸發現，

一些原本被我視為理所當然的「概念」與「範疇」到頭來都顯得有待

商榷
20
，而不得不重新回到受訪者的意義脈絡中重新萃取新的概念。反

思性其實始終存在於整個研究過程之中，限於篇幅，我將討論如何從

資料中萃取新的概念，以及意義詮釋的過程中，語言（尤其是用以描

述性的語彙）的重要性。

和歐美的娼妓研究相比，國內研究比較顯著的差異之一在於，孝

順父母、供養（原生）家庭經常在女性選擇從娼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然而，早期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是以一種看似同情，實則帶有

負面意味的語調來看待這些從娼女性，最常見的理解形式是將之視為

愚孝主義的犧牲者（例如，McCaghy and Hou, 1994; 黃淑玲，1996）。
一直要到公娼抗爭期間，這類從業女性才從「犧牲一人救全家」的好

女兒、好母親的角度被理解（夏林清等，1998; 台北市日日春關懷協
會，2000）。然而，「好女兒」、「好母親」這類的「好女人」典範究
竟如何能與「妓女」這個長期來被污名化的「壞女人」形象並存，始

終是我的困惑所在。研究初期，筆者幾乎是毫不遲疑地複製了主流社

20   不少研究都相繼指出，即使是「性交易」這樣的核心概念也顯得極具爭議，例
如，朱元鴻（1998）、紀慧文（1998）質疑以「性換取金錢」來定義性交易所
可能引發的問題。其次，針對國內性產業的特性，也引發研究者爭論傳統上
「賣身」、「賣笑」這兩個分類究竟是否能適當區分工作者工作性質的討論。其
中，黃淑玲（1996）認為並不認為這是個有效的區分，但林弘勳（1995）、張
家銘（1995）、陳美華（2006）則傾向於維持這個對性工作者仍具意義的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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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把「妓女」與「母親」視為兩個截然對立的範疇，並在訪談大

綱中列下「請問妳如何處理作為公娼（從娼）和為人母親這兩種角色

的衝突」這個題目。值得一提的是，兩位已為人母的公娼在面對這個

問題時臉上充滿疑惑，似乎並不了解我的問題。更精確的說，這個讓

我感到有興趣的問題，似乎不是她們關注的焦點。我有些緊張地解釋

道，一般社會上往往將「母親」視為是撫育子女的正面形象，相反

的，「賺吃查某」聽起來則是很負面。她們怎麼看待自己同時具有這

兩種角色，或者這兩種角色有沒有什麼衝突？一位約在四十歲左右因

離婚導致經濟陷入困境而開始從娼，受訪時已年近六旬的公娼美雲想

了一下，答道：

沒法度，沒人給我幫忙，沒人幫我給囝仔付冊費⋯⋯我下班，返

去家裏，照常煮飯給囝仔吃⋯⋯阮阿沒浪費錢啊，也嘸討客兄

啊，我沒，攏總嘸。（美雲）

貧窮、扶養小孩確實可以解釋美雲消極性地選擇性工作的原因，

但不難發現，恪遵「好女人」的社會規範讓她取得為自己辯護的正當

性（例如，阮阿沒浪費錢啊，也嘸討客兄啊）。她也在訪談中，一再

細數她如何像「一般」家庭主婦一樣幫小孩準備便當、負責家事等工

作。當筆者探詢公娼莉莉這個問題時，她顯然覺得自己被冒犯。她皺

著眉頭，表示聽不懂我的問題；接著直接反駁我的提問，答道：「我不

覺得有什麼不同」、「都一樣」、「沒什麼衝突」。我正式訪談這兩位

公娼的時間長達兩、三個小時，我們後來還幾度相約爬山、吃飯，迄

今和她們兩人也都還有連絡。現今回想起來，在這麼多的互動中，她

們對這個問題的回應，無疑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部份；或者說，當時

她們對這個問題的回應，對我造成很大的衝擊，也開始反省到方法論

教科書一再提醒的，過度陷在某些抽象概念的討論、或關注某些分析

軸線（如，性別），反而容易忽略受訪者真實的生活世界（例如， 
Silverman, 1993; Kvale, 1996）。因而，覺得有必要重新檢討將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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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予以對立的偏見，並找出一個可以訴說她們特殊性的概念
21
。

在反覆閱讀受訪者的訪談稿的過程中，做個「好女人」（不論是好

母親還是好女兒）確實是不少受訪者選擇從事性交易的關鍵。表面

上，性別成規是此類社會實踐的基石，但此一敘事若結合娼／良二分

這個性意識型態來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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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份「嘸打壞名聲的正當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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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當個「好女人」恐怕得先當個妓女！誠如何春蕤（1998）所
言，主流的社會道德對底層勞動階級而言，無寧是個奢侈的裝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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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異質的母職與母性（mother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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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i Gabb
（2002）強烈地批評娼妓／母親二分的傳統往往將母親定位為母性
的，而非性存有；這使得很多女同志在孩子面孩往往必須「低調」

（tone down）處理情慾關係。相對於女同志母親的情慾關係逸出傳統
去性化母親的範疇，美雲和莉莉的日常生活經驗則揭示著一個長期來

被隱匿、噤聲、他者化、邊緣化的主體位置——妓／母（whore/
m(o)ther）的存在經驗——一種底層女性在飽受貧窮以及性別化的就業
市場的擠壓之後，為履行母職而選擇妓業的位置；一種混雜著性別、

階級與性污名的主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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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身份中感到矛盾或衝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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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所衍生的諸多社會想像，使得一般人

（包括筆者）很難接受娼妓的母職與母性經驗很可能和絕大多數「正

常的母親」（如果存在的話！）非常地近似。就如同美雲一再強調的：

21   在此，特殊性，並不是如同早期病理化的研究取向所做的，要將她們特殊化為
一個不同的類屬，而在於討論她們母性（mothering）與母職經驗和其工作之間
複雜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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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上騎摩拖車去上班，傍晚回來就做飯給孩子吃，（和別人）沒什

麼差別，精差說，頭路不同款。」關於娼妓，我們習於聽到令人血脈

噴張的腥羶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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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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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途

徑似乎沒有多少差異。美雲簡短的談話，精準地指出，是性工作，讓

她們變得如、此、不、同。

一位年僅十八歲的受訪者談到她自己和在萬華茶室工作的母親的

關係，讓筆者更加確認妓／母這個概念的解釋力。她談到自己原本深

以母親為恥，一直到自己也為了撫養新生兒而自行上網從事應召工作

時，對母親的態度產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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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低學歷、低薪資的社會結構，使得她們為履行母職責任而選

擇從娼。這樣的經驗讓她們慢慢地看清，是「性工作」讓妓／母成為

社會責難的標的，讓從業女性成為壞女人。

筆者並非天真地將受訪者的自我陳述（self-account）視為社會真
實的反映；相對的，筆者認為訪談中所蒐集到的談話，均係研究者與

被研究者互動下的社會產物。筆者真正關切的是，研究者如何將「意

義」植基在被研究者所處的社會脈絡之中，讓弱勢女性得以發聲，而

非去脈絡的解讀被研究者的談話。前述「妓／母」這個概念所要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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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從受訪者的生命世界去反思主流社會看起來理所當然的論述

與偏見。但，筆者也發現，要讓弱勢女性得以藉由深度訪談來發聲，

語言及其背後所代表的社會與文化意涵無疑是相當重要的元素。

Edwards與 Ribbens （1998）指出，研究者必須警覺到，我們正在
將受訪者口語化的私人生活，轉化為學術界可以接受的學術寫作。同

時，研究者和受訪者因為文化、族群與社會背景上的差異，往往會使

用不同的語彙。女性主義者相繼指出，研究者在書寫的過程中，往往

為了符合學術寫作規格或閱讀流暢等情形，而刪節訪談過程中受訪者

一些多餘的字詞（如，嗯、啊、耶、哦等等）、重新編輯受訪者的

話，或者刻意保留部份受訪者的談話，以便讓文章看起來更具「真實

性」等等（Skegges, 1994; Standing, 1998）。但，如同 Standing（1998）
所指出的，研究者以自己的語言來取代受訪者的語言，不僅意味著研

究者比起被研究者享有更多的權力，也使得那些承載受訪者不同社會

來源、文化與生活方式的語彙更容易消失在書寫的過程中，眾多受訪

者異質多元的聲音，反而被研究者單一、抽象的學術表達形式所取

代。筆者訪談婷婷和青青的經驗就是這樣的例子。

我見到婷婷和青青時，她們都只有十四歲，準備升國中一年級。

她們被自己的小學老師以「上網援交」之名通報給東部某縣政府社會

科，接著就依兒少條例被送到東部一家由政府委包的「不幸少女」短

期收容中心。收容中心的檔案將她們歸類為是「性交易＋性侵害」的

青少女。令我驚訝的是，這兩位被收容中心登錄為「上網援交」而必

須強制保護的青少女，在她們的自述中，卻是上網交網友，然後約了

兩個年約十七、八歲的男生一起到她們唸的小學「約會」的偶發事

件。然而，這個試圖透過網路尋找浪漫邂逅的想法，最後卻演變成這

兩個男性要求二人到學校廁所發生性關係。其中，婷婷趁機「落

跑」，青青卻被二個男生堵在一間廁所，其中一位男生強行和她發生

性關係。青青對整個事情的形容是，「耶∼那很恐怖，妳知道嗎？」

聽完青青對整個事件的描述，我衝口而出，說：「這是強暴！」面對我

「看似打報不平」的激烈反應，青青有點狐疑，又尷尬的笑說：「我都

沒有往那邊想耶⋯⋯沒那麼嚴重吧，是性侵害而已。」至於為什麼她

們被標示為是「性交易＋性侵害」，根據青青的說法，是因為這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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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事情結束後，「硬塞」了一千塊錢給她，而她一點也不想拿。整

個訪談過程，我處在不斷被驚嚇的狀態——被青少女開放的身體界

線，以及活躍的性活動所驚嚇；對兒少法執法單位將性交易寬鬆的界

定為只要涉及金錢與性就構成的實作感到不可思議；對一個在我眼前

陳述自己被「性侵害」經過的青少女，邊說邊笑，好像在講述什麼有

趣的事或別人的事感到吃驚
22
。

在這裏，表面上來看，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對同一情境的描述，只

是使用不同語彙的問題而已。然而，語言不只是語言，它勾勒一個活

活生的世界。它是「一種文化建構的方式，我們自我的觀感在那裏被

建立起來」（Chambers, 1994:22）。「強暴」一詞對青青來說，不只是
女人被強迫進行非合意性行為這件事而已，它還包括主流社會環繞著

「強暴」的情緒佈署及文化想像（何春蕤，1999）——例如情節極端恐
佈、加害者泯滅人性、受暴者身心俱創，一輩子難以回復等等。顯

然，即使青青認為那個經驗「很恐佈」，但它也沒有「嚴重」到一般

社會認知的「強暴」的程度。正如同 Plummer（1995）所說，第二波
婦運開啟人們不斷地訴說自己種種私密性故事的風潮，但（西方）社

會中欠缺足夠的性語彙來描述那些我們日常生活中錯綜複雜、混沌不

清的性經驗與性實踐。青青因而也只能在既定的語言範疇中，找尋一

個比較接近或能呈現她自己經驗的語彙。「強暴」一詞不在她的意義

範疇之內，也許和較為中性的「性侵害」
23
一詞逐漸取代「強暴」這種

政策傾向有關，但或許，對她而言，性遭到掠奪或強制所引起的傷

害，可能也逐漸地被平常化、一般化，而不再是一種特別淒慘、特別

可憐、一輩子無法復原的傷害。易言之，如果成人世界認為「強暴」

與「性侵害」不過就是以不同的語彙講述相同的事或情境，青青是被

22   類似的「性侵害」故事也出現在筆者到某一護專對全校多達 150人的一年級新
生，進行例行性的校園性騷擾演講的場合。舉手發言想進行分享的女同學，輕
描淡寫地說著，某個晚上，她國中同學的叔叔先讓她喝酒，接著對她做了那件
事，引起全班同學一聲驚嘆。後座同學還貼心的傳來一包面紙，她回頭笑著
說：「我沒事啊，又沒有什麼。」

23   1997年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過，各中小學開始強制推廣每學期四小時的性侵
害防制教育，以及 1999年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正式刪除「強暴」字眼，改以妨
害性自主以來，「性侵害」一詞廣泛地涵蓋所有對人的性主體有所侵害的行為。



不可告人的秘密？32

「強暴」的話，那麼青青的故事反倒揭示了「強暴」一詞如何在我們

的社會中被誇大的性政治。

六、結論

反思性的書寫最忌諱淪為自我沈溺式的懺悔錄，或者因為一味地

認同受訪者、自我與他者的界線消弭而導致無法進行批判或分析

（Davies, 1999）。這兩者都是筆者寫這篇論文的過程中極欲避免的，
我嘗試要做的是，藉由剖析自己對於性工作（者）的偏見與預設來探

討研究者——同樣作為社會存有——如何對一系列的研究過程（從訪談

設計、資料收集、分析到書寫）產生影響，並讓知識生產過程成為權

力鬥爭的場域。

在這篇文章中，我指出，性工作研究中，研究者不斷地反思、檢

視自己關於「性」的偏見與意識型態是極其重要的過程。因為，「性」

在我們的社會中至今仍佔據一個非常特殊的位置——我們往往不是將

它過度神聖化、一味的歌頌它的美好，就是將之視為墮落與罪惡的表

徵。這兩種不同的態度，共同的政治效果就是將「性」特殊化，猶如

「性」是人類各種活動中最特別的一種。將「性」特殊化，使得我們

無法以平常心看待性工作，也使得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自覺地複

製了主流社會對性工作（者）的偏見。因而，研究者如果不能適當地

反思自己不自覺挾帶進場的、關於性的種種偏見與立場，恐難以適當

地詮釋被研究者。也因此，筆者認為性工作研究過程提供了一個非常

好的素材，讓我們得以分析知識產製的過程中，性、性別、階級如何

相互形塑、框架研究者對性工作者的理解。

我在文中提出的問題包括，當前娼／良二分的意識型態如何形塑

研究者進入性工作田野的性／別化現象。但，這樣的意識型態也經常

讓女性研究者可以「混充」（passing）或被「誤認」為性工作者的方
式，短暫地取得「圈內人」的位置，以貼近理解性工作者的生活處

境。同時，當「自我」和「她者」戲劇性相遇時，女性主義者也因而

得以看見自我的侷限性及未完成性，並和她者產生進一步的互動，讓

所謂反思性的研究成為可能。其次，藉由分析筆者訪談嫖客的經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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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主流社會科學強調「客觀」、「中立」、「去肉體化」、「去性化」

的傳統不僅讓個別的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因為個人的感官經驗與情緒

感受而滿懷羞愧，甚至因為不敢挑戰此一學術禁忌而成為維繫此一禁

忌的共犯。最後，則以實例討論如何讓反思性的概念可以落實在分析

的過程中，以適當的詮釋受訪者的生活世界，讓最低層度的互惠性成

為可能。

本文較早的版本曾發表於 2005年女性學學會年會，作者感謝當時
評論人藍佩嘉的評論。本文改寫期間，尤其感謝王秀雲、趙剛不吝閱

讀初稿，並提出極具建設性的修正意見，也非常感謝本文兩位匿名評

審提出寶貴的修正意見。文中若有任何錯誤，作者自負其責。本文部

份資料源於進行中的兩年期國科會研究計畫，計畫名稱為「警察、嫖

客、皮條客：越界的實踐、流動的認同與性產業的自我生產」（計畫編

號：NSC95-2412-H-029-012-MY2）。作者非常感謝趙彥寧在此計畫執
行期間，協助尋找仲介皮條客的田野場址，豐富本文的寫作材料與該

計畫的執行。非常感謝王秀雲、Dr. Joel Stocker在英文編輯上的協助。
此外，本文寫作期間，研究助理林福政、呂健志、陳家萱、蔡博雅、

許郁青、施嵩淵等人，在不同階段，於田野調查、文字校對與書目整

理上提供諸多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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