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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九零年代以後的臺灣人口有強烈的改變與浮動，外籍移民與移工的人數逐漸增多，更

成為臺灣四大族群之外的第五大族群。本論文以三大核心：移工、性政治、同志情慾探討

陳素香《 T 婆工廠》(T PO Factory) 紀錄片。因飛盟工廠的積欠債務，菲律賓女性移工開

始進行街頭抗爭運動，而在抗爭的過程中，拍攝鏡頭裡出現雙雙對對的同志伴侶，ＴＴ婆

婆互相依偎，溫馨甜蜜，導演陳素香將其拍攝成為紀錄片《 T 婆工廠》，讓這個紀錄不再

只是社會事件的抗爭，更是一部同性間的愛情故事。

本文將指出，菲律賓與臺灣因為社會環境、宗教與教育文化的不同，產生了兩種不同

的國家文化與風格，加之許多移工女同志因離開原生家庭的束縛，來到一較為陌生的環境

與社會空間：臺灣，除工作之外，更自由的展演女同志情慾，也暫時放下對於傳統教條與

宗教的束縛。但是在實踐與展演的過程中，又因不同人種、階級、臺灣對移工的剝削制度

等受阻礙。移工這個身分在臺灣人眼中是低下階層之人，同性戀雖為性下層，但與菲律賓

（原生國家）比較，臺灣更能讓這些移工女同志自在的展演其同性情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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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90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has a strong change and floating, foreign immigrants 

and migrant workers the number gradually increased, became the fifth major ethnic groups 

outside Taiwan in four ethnic groups. In this paper, the three core political shift work, comrade 

of Chen Suxiang FAMETECH for documentary. The factory of outstanding debt, Philippines 

female migrant workers began to protest movement, and the process of fighting, pairs of gay 

couples to shoot the scene, TT mother snuggled, sweet and warm, the film director Chen Suxiang 

will become , let the record is no longer a social event struggle. It is a homosexual love story.

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at, Philippines and Taiwan because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religion 

and educ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resulting in two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cultural style, so 

many moving Gongnv comrades came to Taiwan in addition to the work of the comrades more 

daring erotic performances, more liberated for bondage of traditional creeds and religions. But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with the performance, because of different race, class, Taiwa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system of exploitation by obstacles. The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is lower class 

people in the eyes of the Taiwanese, gay although lower, but with Philippines (the original state), 

Taiwan can let these comrades show the shift Gongnv light of heart from care lust.

Key words:   Documentaries, T PO factory, labor, sex politics, homosex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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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4 年底，臺北縣三重市（今新北市三重區）主要以生產電腦零組件為主要產業的

「飛盟國際電子公司」，因老闆掏空公司資產而逃往中國大陸，臺灣的工廠面臨關廠、倒

閉的命運，員工面臨失業的危機。這個飛盟公司的工廠約有三百多位員工，其中 125 名

是來自菲律賓的女性移工；飛盟的勞工中除了有外籍移工，也有本勞 (local workers)。本

勞人數達上百位，大部分是女性，平均年資超過 10 年，外籍移工則都屬菲律賓籍，人

數亦與本勞不相上下，皆為女性。有的剛來幾個月，有的做了好幾年。 
1

他們因為三個月

沒拿到薪水，擔心至極，走投無路，因此尋求臺灣國際勞工協會 (TIWA) 的援助。 
2

TIWA

為一個移工運動的團體，盡力幫助在臺遇到困境的外籍移工等等，於是這些菲律賓女性

移工開始進行街頭抗爭運動，為了讓這些抗爭運動都能夠留底保存，所以以相片、攝影

機記錄整起移工集體抗爭事件，而在抗爭的過程中，拍攝鏡頭裡出現雙雙對對的同志伴

侶，T T 婆婆互相依偎，溫馨甜蜜，導演陳素香將其拍攝成為紀錄片《T 婆工廠》(T PO 

Factory)，讓這個紀錄不再只是社會事件的抗爭，更是一部同性間的愛情故事，也指出這

部紀錄片的兩個敘事：包括抗爭的大敘事，與愛情的小敘事。

臺灣自九零年代以來，社會人口結構出現極大的變化，除了原先居住於國內的外

省族群、閩南族群、客家族群、原住民族群之外，外籍勞工與外籍配偶的人數也逐日增

加。根據內政部 104 年第 32 週統計通報資料（最新資料），104 年 6 月底在我國外籍人士

（不含大陸人士）共計 77 萬 5 千人，86% 來自東南亞國家，與 103 年同期相較，在我國

外籍人士增加 6 萬 3 千人，其中又以外籍勞工為大宗。按國籍別分：104 年 6 月底以印尼

籍 25 萬 4,083 人占 32.77%、越南籍 19 萬 8,776 人占 25.64%、菲律賓籍 12 萬 9,294 人占

16.68%、泰國籍 6 萬 7,685 人占 8.73% 較多，餘依序為美國籍 2 萬 9,389 人、日本籍 2 萬

6,080 人；與 103 年同期相較，以越南籍增加 2 萬 6,750 人最多，菲律賓籍增加 1 萬 9,398

人次之，印尼籍增加 1 萬 2,790 人居第三。按身分別分：104 年 6 月底以外籍勞工 57 萬

9,260 人占 74.71% 最多，外籍勞工之來源國以印尼籍占 41.02% 最多，其餘依序為越南籍

占 28.09%、菲律賓籍占 20.63%、泰國籍占 10.26%。

從以上數據可以得知，臺灣現今的人口結構呈現多元的景象，東南亞的外籍人士

中，又以移工更佔大多數。一般論及「在臺外籍人士」，理應包括所有非中華民國國民

身分的外國人，而由於原生國家國力與使用語言之差異，不同國籍乃至種族的外籍人士

在臺灣面臨差別的待遇。 
3

行政院勞委會的相關法規中說明到，藍領「外籍勞工」與白領

「外國專業人員」適用不同的法律條款，如此可見臺灣不僅對於不同國籍與工作屬性者

1  　 吳靜如，〈他們是我見過最英俊的女人——記《T 婆工廠》〉，《婦女縱橫》91 期 (2009)，頁 30。
2  　 TIWA 臺灣國際勞工協會，以增進因婚姻或工作來臺的移民，與本地社群之交流、改善外籍勞工

及配偶的勞動環境與社會處境、增進勞動階層的權益福祉為目標。自 1989 年臺灣開放引進外勞已

經十六年了，不論是在廠區或是在假日街頭，外籍勞工進入了臺灣社會，創造了臺灣人從未有過

的勞動經驗及社會接觸，他們已成為臺灣社會不可迴避的族群。

3  　 陳春富，〈國際移工／民傳播全的在地思考〉，《傳播研究與實踐》第二卷第一期 (2012.01)，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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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階級之分，其中帶有厚重的種族歧視意味。 
4

關於《 T 婆工廠》紀錄片的相關研究已出現數篇。吳靜如曾發表〈他們是我見過最

英俊的女人——記《 T 婆工廠》〉 
5

一文，爬梳了整部紀錄片的始末與自我拍攝過程的心

酸。郭力昕〈移工同志情慾的政治化：陳素香《 T 婆工廠》〉 
6

一文指出本紀錄片最重要的

面向：《 T 婆工廠》充分政治化了來臺菲律賓移工女同志的情慾經驗，並就此說明這部

「業餘」紀錄片的多方亮點。李淑君〈液態之愛：從《 T 婆工廠》談全球生產鏈下的愛情

階級化〉 
7

從此紀錄片為出發，探討移工的全球化與愛情階級化問題，指出全球化下階級／

同志／愛情三者交錯的關係與紀錄片的呈顯意義，並說明身分與主體性的改變，指出這些

女同志移工是國境／情慾／階級的三重法外之徒，本紀錄片凸顯同志／移工身分與愛情的

雙重抗爭。筆者則認為，在階級與移工身分，紀錄片所呈現的確實是抗爭，因為臺灣對於

外籍勞工的轉換雇主等制度相當不人性化，更不尊重外籍移工的需求和意願，將其當成商

品，需之則用、不需則遣返等；但在女同志身分，鏡頭出現的七對同志伴侶，有三對是來

到臺灣前就已在一起，而四對是來到臺灣後才在一起，所以李文所及國境／情慾／階級的

三重法外之徒與愛情的雙重抗爭的觀點，或許還有商量的空間，也許其中三對來到臺灣前

就在一起的女同志伴侶可以在這樣的論述下成立，但其他四對呢？ Pilar 原本在臺灣也有

男性伴侶，只是因為距離相隔、SARS 隔離而無法來看 Pilar 間接促成了 Lan 與他在一起，

至此筆者認為，移工女同志的同性情慾展演多因時空相異因素（菲律賓、臺灣）而呈顯不

同的、或是更開闊的情感釋放，包括居住環境催生、情緒慰藉的需要等，可以是愛情的抗

爭，也可以是自然而然所生之，且仍以工作權益抗爭為主，後文會更詳細討論。

再來，李淑君對移工紀錄片的進一步探討在〈「家」的歧義與多重：從《 T 婆工廠》

到《彩虹芭樂》談離／返「家」的旅程與多元愛情〉 
8

可看見，本文接續〈液態之愛〉一文

進一步探討的是紀錄片《 T 婆工廠》及其續集《彩虹芭樂》中建立與顛覆的「家」之討

論，指出移工的主體在離／返過程當中，面對異性戀家庭主義與性別特質的框架時，在此

秩序當中，如何回歸「家」秩序、跳脫「家」秩序或另類協商的可能。然紀錄片的研究，

不能忽略紀錄片拍攝、被拍攝的主體性，以及倫理美學的問題，羅禕英〈他者的焦慮——

4  　 根據〈就業服務法〉第五章關於外國人之聘僱與管理規定，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之工作、學校教

師、政府核准投資之事業主管、補習班外語老師、運動員及教練、宗教、藝術、演藝人員，以及

交通部特許商船之船員不受國別及數額之限制，工作時間以 3 年為限，可無限延展，工作期間可

轉換雇主及工作，其雇主無須繳納就業安定費。從事海洋魚撈工作、家庭幫傭、因應國內重大建

設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工作，則不但有國別及數額的限制，工作時間最長 2 年，期滿得延展一次，

不得累計 6 年，亦不得更換雇主及工作，雇主必須繳納就業安定費。前者多半來自美國、加拿

大、日本、韓國等已開發國家，後者則來自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等較低度開發國家。

5  　 吳靜如，〈他們是我見過最英俊的女人——記《 T 婆工廠》〉，《婦女縱橫》91 期 (2009)，頁 30-42。
6  　 郭力昕，〈移工同志情慾的政治化：陳素香《 T 婆工廠》〉，《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

治》（臺北：麥田出版，2014.10），頁 140-144。
7  　 李淑君，〈液態之愛：從《T 婆工廠》談全球生產鏈下的愛情階級化〉，《世新人文社會學報》13

期 (2012.07)，頁 101-130。
8  　 李淑君，〈「家」的歧義與多重：從《 T 婆工廠》到《彩虹芭樂》談離／返「家」的旅程與多元愛

情〉，《逢甲人文社會學報》32 期 (2016.06)，頁 24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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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世紀以來臺灣紀錄片的倫理與美學〉 
9

有詳細的討論，本文從紀錄片拍攝過程中作為創

作主體的拍攝者自我與作為關照對象的被攝者他者之間的關係出發，討論多部臺灣紀錄片

在回應自我與他者時所面臨的鏡頭選擇與拍攝視角意義，也提供本文進一步探討《 T 婆

工廠》中移工、女同志主體在紀錄片中的意涵與呈現。然臺灣重要的紀錄片學者邱貴芬在

〈性別政治與原住民主體的呈現：夏曼‧藍波安的文學作品和 Si-Manirei 的紀錄片〉 
10

一文

中曾討論原住民、女性角色、女性導演拍攝等主體與紀錄片實踐等，藉由拍攝達悟族女性

的現代姿態，回應原住民女性給人既有的「保守、傳統」之對照，更凸顯紀錄片自我的特

色與風格。

陳素香的《 T 婆工廠》，為一部社會紀實類紀錄片，它有明確、且直接的社會指向和

現實的訴求，從抗爭紀錄到同性愛戀，這樣的紀錄片類型試圖通過最大限度再現現實展演

和經由展演觸及更深層的問題來實現其改造社會的目的，讓閱聽者可以觀看到這些移工的

困境，以及同性情慾展演、性政治等，這樣以底層議題為主的紀錄片在當時受到政府、公

益團體及人民的關注， 
11

也得到許多大獎肯定，然而，筆者選擇這部紀錄片為研究對象的

契機與理由，除了上述因本紀錄片受到政府等團體與大獎肯定之外，是因「移工」的議題

無論在文學、政策、文化上都在近幾年逐漸受到關注。文學部分，已有討論移工文學獎

場域與生成的碩士論文完成，並得到國立臺灣文學館學位論文獎。 
12

緊接，以東南亞為主題

的書店與文學空間：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近幾年也舉辦許多東南亞議題、性別、族群

等座談會與分享會，讓臺灣人能夠更認識東南亞的文學、文化與相關議題與活動。有鑑於

此，筆者欲以移工、女同志為主題的紀錄片《 T 婆工廠》進行再探討，從性政治與同性

情慾展演兩大部分處理以下幾個問題：《 T 婆工廠》可以說是一部抗爭為底的紀錄片，但

又為一部移工女同志愛情片，紀錄片中的同志情慾是如何展演的？在影片中為何他們可以

如此自在的表現情慾、曬恩愛等等，不像我們所知同志情慾需在私下或掩藏？有許多對 T

婆來到臺灣才在一起，這是為何？不同對 T 婆在情感觀念、相處模式又有何不同？至此，

本文以「移工、性政治、同性情慾——以臺灣紀錄片《 T 婆工廠》為聚焦」為題，探討外

籍移工紀錄片中的性政治與同性情慾展演等議題，並重探陳素香紀錄片《 T 婆工廠》。

貳、《T 婆工廠》中的性政治問題

性政治與性別政治常常受到攪混與誤用，所以在進入紀錄片分析前須先清楚定義與說

明「性政治」與「性別政治」之異同。政治是一種社會權力關係，舉例來說，民主政治是

9  　 羅禕英，〈他者的焦慮——論新世紀以來臺灣紀錄片的倫理與美學〉，《文化研究月報》132 期

(2012.09)，頁 2-14。
10　 邱貴芬，〈性別政治與原住民主體的呈現：夏曼‧藍波安的文學作品和 Si-Manirei 的紀錄片〉，《臺

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八十六期 (2012.03)，頁 13-49。
11　 參閱羅禕英論文，〈論 1980—2009 臺灣社會紀實類紀錄片美學的遞嬗〉，《文化研究雙月報》，142

期 (2014.01)，頁 22-30。
12　 宋家瑜，《臺灣移工文學場域的生成：以文學獎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16.06）。



94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

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權力關係，性別可以粗分為三種類型：男性、女性、跨性，而性別政

治所代表的意涵是所謂的男與女的權力關係以及男、女對跨性的權力關係。性大致也可以

分為三種：性上層、性下層、性底層，性上層即為現在社會所普遍接受、認同的性、「主

流性道德」的性、「好」的性，例如異性戀、固定伴侶的、婚姻中的、非交易性的等等；

性下層與性底層基本上沒有什麼區別，即為非性上層的，就被放置於性下層與性底層部

分，「壞」的性、「偏差或變態」的性等等，例如同性之間的性、皮繩愉虐、自慰的等等。

所以性政治是所謂的性上層與性下層、性底層的權力關係。 
13

從上論述中，可得知「性」與「性別」所代表的不屬於同一部分。回歸到現實，性下

層的人們因為許多人的不理解、甚至污名化、被貼標籤等等因素，都必須以蒙混、假扮

而取得社會的地位以及尊嚴，同性戀必須隱藏身分，假裝自己是異性戀；性工作者必須假

裝成良家婦女等。《 T 婆工廠》中的幾對菲律賓女性移工除了在身分上、種族上屬於下層

社會之人外，在情感、情慾上亦屬於性下層之人，四對 T 婆是在來到臺灣之後才在一起，

先前在菲律賓都沒有實踐彼此或個人的同性情慾，這是需進一步探究的部分。

《 T 婆工廠》中有許多對 T 婆，從抗爭的現場可以看到許多對互相擁抱、打氣，甚至

還有些撒嬌的動作出現，格外讓人感動。根據這次抗爭活動移工首領 Yain 說到，一共有

七對，四對是來到臺灣飛盟工作之後才在一起的，三對則是原本在菲律賓就已在一起而

一起來到臺灣工作，請見附錄《 T 婆工廠》T 婆一覽表。而這些 T 婆中，陽剛 T 的 Lan，

他的母親也是移工，先前往科威特工作七年然後又到香港工作六年，而 Lan 也延續他母

親擔任國際移工養家，李淑君在其文中亦點出移工的國際勞力移動成為世代傳遞。 
14

這些外籍女性移工有共同的身分，一是移工、二是同志，而他們在這期間都有共同打

拼的目標，就是積極工作、並爭取權益、抗爭成功也得到賠償。這些 TT 婆婆在紀錄片中

並不是每一對出現的比例都相同，最平凡出現的伴侶大多是 Lan ／ Pilar、Yain ／ Bing，

筆者認為因為這兩對戀人是抗爭的移工領導者，所以紀錄片鏡頭會聚焦在他們身上多些，

並找到對話的窗口。

從國家文化的角度來說，臺灣與菲律賓的社會環境與宗教觀念極為不同，臺灣為相

對開放的已開發國家，而菲律賓則是一個思想較為保守、封閉的開發中國家，已開發國家

的人民普遍受教育的機會多、水準也較高，更會有許多理性思考及現代化的看法、思想；

開發中國家注重的是勞力以及經濟成長，對教育的重視程度相對其次、並認為足夠就好，

所以臺灣與菲律賓在文化上相較之下就會有所差異。而在宗教觀的部分，臺灣為一多元文

化、多元信仰，菲律賓則是以羅馬天主教為其主要宗教信仰。根據網路資料顯示， 
15

菲律賓

共有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口信羅馬天主教，根據《聖經》與許多宗教規範而言，在「性」的

13　 參閱甯應斌，《性無須道德：性倫理與性批判》（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2007），頁

213-233。
14　 李淑君，〈液態之愛：從《 T 婆工廠》談全球生產鏈下的愛情階級化〉，《人文社會學報》13 期

(2012.07)，頁 111。
15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B2%E5%BE%8B%E8%B3%93%E4%BA%BA%E 

5%8F%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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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上，不脫離一男一女的異性戀框架，所以對於「同性戀者、同志身分」的認同基本上

是不被允許、接受的。

然進一步從《聖經》裡的些許文字可以發現，基督、天主等宗教信仰對於「性下層、

性底層」的苟且、不恥與不可接受，所以這些菲律賓移工在自己本國必定因為生活的環境

與現實的壓力而不敢大膽展演性、實踐同性情慾。緊接，從基督宗教／天主教與同志身分

的等相關前行研究中繼續探討，顏伊旻《主體的困境：同志基督徒的敘事分析》 
16

研究中提

及以信仰與身分面臨衝突的主體——同志基督徒的所言所寫，突顯社會少數主體面對認同

困境的敘事建構，檢視其如何轉化舊有敘事發展重說故事的契機，以及其中敘事接合、

拆解、反證的規跡；江思穎《基督男同志生命故事之敘說——信仰與性傾向衝突的認同歷

程》 
17

在描述並討論同性戀基督徒信仰與性取向認同衝突的歷程。受訪者是同志教會的兩位

男同志基督徒。並且採用社會建構論作為認識論視框，以敘說研究法撰寫出兩個截然不同

的生命故事。

在紀錄片中，有一段就紀錄著這些移工在每星期依然會前往教堂參加禮拜，與神親

近，但當他們被問到自己的同性情慾實踐與信仰是否有衝突時，以下為兩對 T 婆他們於

紀錄片中回應：

一、Yain 與 Bing

吳靜如：有些神職人員不接受吧（同性戀）! 但 OK 這些神職人員說如果你們

沒有性關係就 OK，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對吧，如果你在一個認真的關係中一定

會有性關係，所以……

Bing：不，因為不是所有的神父都不接受那個（同性戀），因為他們說我們只

是人，我們可以選擇什麼是我們要的，決定在我們。

吳靜如：所以，他們會想它（同性戀）是犯罪，喔不，是原罪，但是原諒你

們，是這樣嗎？

Bing：可能有些人不是這樣，但是有些是這樣。

（影片 14：25~15：22）

二、Sharlin 與 Glenda

吳靜如：當你 (Glenda) 成為拉子，而且有了伴侶，在伴侶關係中，面對聖

經，你會覺得不自在嗎？

Glenda：我只能說，現在我是罪人，因為聖經裡已經說了，那我為什麼還選擇

16　 顏伊旻，《主體的困境：同志基督徒的敘事分析》（臺北，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傳播碩士論文，

2007.01）。
17　 江思穎，《基督男同志生命故事之敘說——信仰與性傾向衝突的認同歷程》，（桃園，中原大學心理

學系碩士論文，2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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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關係，但是我沒辦法告訴自己，喔喔我沒辦法控制，對，我沒辦法控

制，因為我們仍然愛著彼此，也與我只是因為 Sharlin，也許。

（影片 15：23~16：23）

註：影片中此二段以英文溝通，礙於論文需求用中文呈現對話。（以下皆同）

從上述這兩對移工女同志戀人的回答可以看到不一樣的解釋與看法。第一對 Yain 與

Bing 雖然語帶保留，說有些神父是可以接受同性戀、有些不可以，因為對照《聖經》來

看，只要沒有性行為發生也許可以寬容他們的罪行，但是一段真誠的戀愛關係如果沒有

了性行為，就不完整了，所以宗教的觀念依然束縛著這些菲律賓的移工 T 婆們。而第二

對 Sharlin 與 Glenda 則是反觀自己仍然是有罪的，因為不符合《聖經》所講述的，依然犯

了「原罪」，但他們更提到了對於性的原始欲望與需求，他們決定不蒙混、更不假扮，做

一個真實的自己、談一場沒有束縛的戀愛，這也是因為他們現在住在一起，且遠離原生國

家，才有機會實踐他們的同性情慾。

紀錄片中的 TT 婆婆於原生國家（菲律賓）的保守與社會文化控制與壓抑下，無法實

踐女同性戀的情慾、感情等，以至當他們來到臺灣工作，除屬於同一民族的群體之外，更

是性下層的群體，但在此筆者要指出幾個需注意的觀點，就是菲律賓的外籍移工來到臺灣

屬於的是藍領階級人士，但又因為他們是外籍移工，所以會被臺灣的公司、廠商、人民所

剝削、打壓與歧視。從移工轉換雇主的問題來說，是移工們必須面對的問題。從紀錄片

中可以看到他們本來都住在飛盟的宿舍裡，但因為轉換雇主的過程呈現的是不人道、不尊

重，這些移工們皆如貨物，奴隸化般的由臺灣廠商之代表以叫喊的方式來選擇這些外籍移

工，有人可能前往林口，或是高雄，移工們也沒有辦法選擇自己適合的工作、更不能選擇

是否能與自己的同志伴侶在同一個工廠或公司上班，除了剝削了移工人權、更是剝奪他們

實踐同志情感。紀錄片中許多對的同志伴侶都因為被不同的雇主選擇而分離，當下他們除

了彼此擁抱並痛哭外，他們沒有多說什麼。Lucky coins、Kiss-bye 此扉頁（如圖一）徹底

的表達移工因雇主轉換而出現的兩種心情。幸運的同志伴侶一起到下一個工作環境工作、

不幸運的則抱頭痛哭、接受命運。

圖一、轉換雇主扉頁 圖二、轉換雇主時的號碼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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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廠商編號 圖四、Yain和Bing未被抽中於同一工廠

從上述可見，移工們因自身的勞動身分而受到暴力，且在暴力當下，或之後，反而不

見他們的女同志身分，所以除移工權益抗爭外，亦凸顯同志身分上的認同與重視，但回過

頭來看同性情慾的展現與實踐上，他們的心靈交流是相對自由、且不會在意他人眼光，如

在抗爭街上大膽擁抱、親吻，因菲律賓移工遠離原生家庭，且臺灣的社會文化相較菲律賓

是多元的，所以對於這些外籍移工、同志伴侶 T 婆來說，則是有一個他們渴求的環境讓

其實踐同性愛與性。

性解放是性政治的中心話語，應從現代解放運動的傳統來解釋，也就是延續民主解

放、民族解放、性別解放、階級解放等等來看待性解放這件事情與現象。現代解放始於知

識或認識論的解放，也就是從宗教或是傳統的教條解放出來，以理性思維重新詮釋宗教與

傳統。 
18

而性解放也是對於性蒙昧、性神秘、性忌諱的移除，性可以在公共領域理性的討

論，性道德的討論與詮釋也可以擺脫宗教與傳統教條趨向多元文化、多元性別。緊接，下

一章節筆者將繼續探討紀錄片中 T 婆們是如何大膽在臺灣展現其女同性情慾。

參、《 T 婆工廠》中的同性情慾展演

新世紀以來臺灣紀錄片大量出現的個人化、私密化紀錄片在創作傾向上則不同程度地

呈現出這種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中主觀與表現力，並強調影片與觀眾交流中的心理反應、

社會表現，而這種反身性和表現性混雜的狀況，是新世紀臺灣紀錄片的一項特色。 
19

同志議

題的文學、影像作品在近年努力完成並被看見，且重視小眾的議題、強調人權等，都是現

在多被大家討論的主題。李淑君認為《 T 婆工廠》中同志伴侶的出現轉移了紀錄片原有

的視野，亦即經由被拍攝者的行動與拍攝者鏡頭之間互動關係，兩種主體在互動之間產

生了對話與改變。因此，陳素香不斷強調《 T 婆工廠》是一個「集體創作」的作品。 
20

這

18　 甯應斌，《性無須道德：性倫理與性批判》（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2007），頁

214-215。
19　 羅禕英，〈他者的焦慮——論新世紀以來臺灣紀錄片的倫理與美學〉，《文化研究月報》132 期

(2012.09)，頁 5-6。
20　 李淑君，〈液態之愛：從《T 婆工廠》談全球生產鏈下的愛情階級化〉，《世新人文社會學報》13

期 (2012.07)，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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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顯了《 T 婆工廠》中的兩個敘事脈絡，包括抗爭的大敘事和愛情的小敘事，缺一不可。

而紀錄片所謂的「個人性」或「私密性」或許並非僅狹隘地指稱某一類型題材或局限於

某一特定人群及場域，而更多的表現紀錄片創作的一種手法或觀察的角度。 
21

從紀錄片《 T

婆工廠》中，我們可以看到「個人性」的部分，也可以看到「社會性」的大框架。而許

多畫面中兩位女性的摟抱、搭肩與輕吻，呈現移工中同性情誼與愛戀，則屬於「個人性」、

「私密性」的脈絡。本節從《 T 婆工廠》這個抗爭、愛情並軌的紀錄片中，討論「個人

性：愛情」脈絡下女同志情慾的展現與實踐意義，討論移工的女同性戀情感以及他們的互

動方式，並藉由紀錄片中的對話討論他們對彼此的情誼。

用詞界定部分，在臺灣的語境中，我們會稱比較男性化、較具陽剛氣質的女同性戀

者為「T」，他們的同性伴侶則成為「P、婆」；而在菲律賓的語境，「Lesbian」即為「T」，

「girl」即為「P、婆」，從中便可知在不同國家的女同性戀指稱也有所差異。 
22

關於女同性

戀（T 婆）的前行研究多以臺灣地區為研究主體與素材，所以在論述中多用 T 婆，而不用

「Lesbian」與「girl」。

紀錄片的拍攝時常會挑選適合的鏡頭與畫面讓整個紀錄片的走向、風格更接近社會

寫實或社會需求，必會有表現得不夠周全之處，所以是以代表寫實為主的紀錄片為呈現方

式，百密而一疏。 
23

而同志伴侶的出現轉移了紀錄片原有的視野，亦即經由被拍攝者的行動

與拍攝者鏡頭之間的互動，兩者主體在互動之間產生了對話與改變。 
24

以下分析紀錄片中 T

婆之間的同性情慾與愛情實踐，主要以 Lan ／ Pilar、Yain ／ Bing 這兩對同志戀人為核心

探討。

導演及工作團隊在拍攝時，Lan 自己調整好了攝影機，對著鏡頭與 Pilar 來了一段愛

的告白：

旁白：你的女朋友在哪裡？

Lan：（往後指）胖胖的那個 (Pilar)。你知道嗎？我非常愛他，你知道為什麼

嗎？你知道為什麼？因為當我們在這裡工作滿一年的時候，他說他想回家，我

說不要，我要留下來，因為我的家人需要我賺錢，然後他說，OK 我和你一起

留下來。

眾人一起說：哇！！！！

有一位移工說：你看他，他懷孕了

眾人一起大笑

（影片 03：22~04：03）

21　 羅禕英，〈他者的焦慮——論新世紀以來臺灣紀錄片的倫理與美學〉，《文化研究月報》132 期

(2012.09)，頁 6。
22　 吳靜如，〈他們是我見過最英俊的女人——記《 T 婆工廠》〉，《婦女縱橫》91 期 (2009)，頁 39。
23　 參閱羅禕英，〈論 1980—2009 臺灣社會紀實類紀錄片美學的遞嬗〉，《文化研究雙月報》，142 期

(2014.01)，頁 22-30。
24　 閱李淑君，〈液態之愛：從《 T 婆工廠》談全球生產鏈下的愛情階級化〉，《人文社會學報》13 期

(2012.07)，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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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段 Lan 對 Pilar 的真情告白，加上其他移工們之間的玩笑話，彷彿可以在其中找

到幾個可以進一步討論的部分：對話中可以看出 Lan 毫不猶豫的大方公開告白，不因為

是同性戀或同性情慾而遮遮掩掩，他們在臺灣，生活的環境、工作屬性皆相似，大家都是

外籍移工、亦是同鄉人，格外有一份感情，彼此的相依相偎給予安定的力量與信任的感

覺，也包括他們同住在同一間宿舍當中，所以在這裡，同志情慾才會被展演出來，可以很

自由、公開、完整實踐他們自身的性慾，更是一種對自己性傾向認同的表現，加上紀錄片

團隊與 TIWA 團隊已取得他們信任，使得他們在鏡頭前依然做自己，敢愛、敢抗爭、也

敢表現。

TIWA 工人吳靜如問了 Lan 和 Pila 與 Yain 和 Bing 為何要選擇對方成為自己的伴，以

下對話呈現：

吳靜如：你 (Pilar) 為什麼選他 (Lan) ？

Pilar：喔，為什麼喔？（看看 Lan）

Lan：因為我很可愛（俏皮的聲音），他已經說過啦！

Pilar：不，他很善良，他給了我時間。

Lan：我給你全部。

Pilar：全部？你給我全部

Lan：對

吳靜如：全部什麼？

Lan：全部的身體

（兩人大笑）

（影片 16：50~17：25）

吳靜如：你怎麼感覺到他喜歡你？他是如何讓你感覺到的？ Yain ／ Bing

Bing：因為如果有人喜歡你，你很容易感覺到，這和只是朋友的感覺不同，如

果這個人喜歡你的話，因為他 (Yain) 總是這樣摟著我，我覺得這種感覺很不

一樣，這跟只是朋友不一樣啊。

（影片 07：15~07：47）

從上段可以得知這些女同志伴侶的相愛和異性戀、性上層並沒有什麼不同，皆屬於兩

人之間展演愛的關係，也因為某些感覺與小動作而讓對方感到心動並且在一起，然而在他

們的言語之中又在覬覦對方的身體，對於女體的想像與慾望、甚至產生情慾直至實踐，更

可以看出他們原生家園的環境的壓抑與不允、臺灣工作環境壓榨但可以有個相異之社會情

境實踐他們的同志情慾，實屬不易。

接下來 TIWA 工人接著詢問相關問題，多次顯示了這些移工與同志愛人的情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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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但筆者也從中點出女同志其情慾實踐不是很順利之問題。

吳靜如：我的下一個問題是，因為你們住宿舍對吧，我們都知道宿舍沒多大，

又很多人住在一起，所以，我的問題就是，你如何將你的身體給他？

（兩人害羞得大笑）

Lan：我覺得很害羞，這是個技術性問題（兩人又大笑），我什麼都不記得

了，我只記得一件事，他都會說……

Pilar：不好啦，親愛的……

Lan：不，他是說，吻我。

Lan：事實上，他很大聲……

（影片 17：28~18：16）

Yain：睡在我們上鋪的也是一對，所以他們應該可以了解。

（影片 18：15~18：26）

Hydee：事實上，我們（與 Jennet）不吵，我們床鋪外面的人比較吵所以該怎

麼辦呢？我們就用安靜的方式，側邊，或……。

（影片 18：27~18：55）

Lan：他 (Pilar) 很大聲

（影片 18：57~19：03）

圖五、飛盟移工宿舍

李淑君曾於其文點出移工女同志在情慾展演上呈顯「異質空間」，是不同於主流空間

與原有的秩序的狀態，包括國家：菲律賓、臺灣，以及異性戀、同性戀，還有一般民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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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身分。 
25

上引文中，吳靜如直接了當的問了 Lan 和 Pilar 與其他對同志戀人在這樣狹窄

的宿舍內（如圖五），如何進行性生活？當然他們沒有正面回應，則是說這是技術性的問

題，表示他們已經很習慣在這樣沒有任何隱私的空間，從事這樣私密性的活動，甚至有些

暗號，當 Pilar 有性慾時，就會跟他的 T 說「吻我」，同性伴侶之間有了小小的默契，許是

良好的一種溝通，但從此不免要正視這樣的問題，為何他們沒有足夠的休息空間？移工的

性交沒辦法好好實踐，彷彿壓抑了「性」這件事情，只記得他們是來工作的、賣勞力的，

但也因他們的條件受到限制，而塑造他們自己情慾上的「異質空間」。

性的隱私權無論在異性、同性或者是跨性都需要被保護的、如果性的隱私權被侵犯

或破壞，當事人所受到的就會是被剝奪、強取的性自主、性自由。國家的公權力以及民族

的歧視，甚至是主與僕的關係之間，都會有無法保障性隱私權的問題，以飛盟移工宿舍為

例，因為這家公司對勞工（尤其是外籍的移工們）的剝削與打壓，以至於提供給他們的

宿舍又擠、又小，其實已經導致其生活品質，雖然不能從中肯定其性愛品質是否有受到影

響，但從上述對話也可以看到，TT 婆婆在進行性交時還要時時刻刻注意是否會被其他人

發現，實缺乏性的隱私權，況且他們的經濟能力與放假時間都因臺灣社會與公司打壓的關

係寥寥無幾，能夠到旅社、汽車旅館這種有足夠隱私的地方實在困難，偶爾一兩次是沒問

題的，但是沒有辦法長久、更是產生治標不治本之窘境。李淑君研究提出同志伴侶不論在

鏡頭、抗爭、宿舍的集體生活中都絲毫沒有隱藏自己的情慾，實為移工群體與飛盟宿舍成

為一種脫離既有秩序的「異質空間」，雖以說明這樣的空間是友善的，但實際上仍是被階

級化、許多的隱私、人權皆不受到保障。 
26

Richard D. Mohr 的書 Gays ／ Justice 中的第四章

提出了「隱私即同意」的觀點， 
27

說明如果沒有同意 (consent)，就沒有隱私 (privacy)，性行

為如果要維持隱私，那麼參與性行為的各方都必須同意彼此在場，不能有未經邀請的人進

入或打擾。

本節所討論紀錄片《 T 婆工廠》中的同性情慾展演，以 Lan、Pila 與 Yain、Bing 這

兩對移工同志伴侶為中心探討，從其對於彼此的認識，如何愛上對方等對談。呈現的是

同性情慾這個在現今社會的弱勢、小眾，但是其性實踐與展演其實跟一般異性戀、等並未

不同，可見對於「性」與「愛」的實踐與展現是不分性別、種族的。菲律賓為一較為保守

天主教國家（單一宗教），菲律賓移工在原生國家他們壓抑了自己對於同性的愛慾與展演

（雖然在這些移工中仍有三對是在菲律賓就已相愛並在一起的），來到臺灣工作後環境較多

元，並實踐他們的同性情慾，但也因為空間、隱密性等因素在實踐時受阻。總的來說，這

樣的情慾實踐，一方面是因為臺灣的社會環境相對開放，二方面則是由於對這些移工而

言，臺灣社會是一個相對陌生化的社會空間，他們無需在意別人或家庭的眼光。然離開原

鄉，某種程度意味著離開原鄉社會的集體凝視，在相對陌生化的臺灣社會中，較能獲得相

25　 李淑君，〈液態之愛：從《T 婆工廠》談全球生產鏈下的愛情階級化〉，《人文社會學報》13 期

(2012.07)，頁 117。
26　 李淑君，〈液態之愛：從《T 婆工廠》談全球生產鏈下的愛情階級化〉，《人文社會學報》13 期

(2012.07)，頁 118。
27　 甯應斌，《性無須道德：性倫理與性批判》（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2007），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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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寬廣的釋放空間。女同志們最大的壓力來源，就是原生家庭以及原生家庭所在的社會、

文化社群，相識的親友社區鄰里的凝視，是最難以拋卻的包袱，而遠離原鄉，在陌生的土

地上，反而獲得較多自由，再加上臺灣社會相對開放，所以空間更大。 
28

 

肆、結論

臺灣的人口在改革開放後有強烈的改變與浮動，外籍移民與移工的人數逐漸增多，更

成為臺灣四大族群之外的第五大族群。本文藉由陳素香所導之紀錄片《 T 婆工廠》為核

心，探討移工、性政治、同性情慾之關係與互動，移工與同性戀者在一般人所認知到的皆

屬於底層人物、下層者，但是本文所要指出，不同國家會造就不一樣的社會環境、宗教

信仰與風土民情，這些菲律賓移工來到臺灣工作，在身分上與工作性質上確實數於藍領階

級、底層人物，常常被臺灣人所鄙視、歧視，有形與無形的剝削與掠奪，但是在同性情慾

這件事情上，菲律賓屬天主教國家，仰賴《聖經》中的一夫一妻、不可與同性從事苟且之

事等宗教與傳統教條下的束縛，他們來到臺灣這個相較多元且陌生的環境與社會的國家，

反而自由、放下包袱與同性示愛、親吻、擁抱甚至交往、從事性實踐，在拍攝紀錄片的過

程中也可以清楚看到他們的不避諱、率直、打情罵俏。

第二節從性政治的爬梳檢視紀錄片相關議題，並且藉由《聖經》中所提到的性別、

性、婚姻相關的篇章做為引證，說明從菲律賓出生生長的移工們因為宗教信仰、封閉社會

等問題，解釋為何移工女同志們來臺灣後才在一起、並且大方的公開他們的性關係、同志

伴侶。第三節進行紀錄片文本細讀，探討移工女同志的同志情慾展演，從對談、相互認

識、打情罵俏、從事性行為等等，雖然相對於菲律賓，臺灣是相對多元的國家，沒有傳統

環境與原生家庭觀看的的限制與隔閡，卻有其他的阻礙，沒有性隱私、自我內心對於宗教

的掙扎等臺灣剝奪外籍勞工問題。而同性情慾的展演受到的問題與限制非常多種，在各地

也會因社會環境、宗教信仰、人種、階級、制度而有所約束，但相較於他們的原生國家，

已經是相對開放的。

本文以紀錄片《 T 婆工廠》為核心，指出紀錄片中的女同志移工在其原生國家（菲

律賓）與臺灣的社會環境、宗教信仰與教育文化的不同，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國家文化與風

格，以及跳脫原生家庭與親友的凝視，在相對陌生的臺灣工作等因素，以至許多的移工女

同志在臺灣除了工作之外，更自由表現其同性情慾的展演，更跳脫了對於傳統教條與宗教

的束縛。這是一部具有大敘事抗爭脈絡，與小敘事情愛脈絡的紀錄片，除探討政治、移工

政策等問題外，在同志情慾實踐與展演的過程中，又因不同人種、階級、臺灣對移工的剝

削制度受阻礙，可謂環環相扣，因此，《 T 婆工廠》的同性情慾展演，將其放在性政治的

架構下去探討，來思考為何展演、如何展演等問題有其必要，並說明兩國之環境影響與流

動的情慾問題。

28　 上述論點，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提點，在此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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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 T 婆工廠》T 婆一覽表

T（Lesbian） 婆（girl） 圖片

Lan Pilar

Yain Bing

Pher Gie

Ellen Elsa

Sharlin Gl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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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esbian） 婆（girl） 圖片

Hydee Jennet

Bonjong Al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