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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藉由華美女性導演伍思薇（Alice Wu）所執導的電影《面子》以

及潘貝思（Bertha Bay-Sa Pan）導演的《白靈之面子》兩部具有代表性與共

通性的當代原創電影，探討美國華人女性如何面對情慾自主與家庭代際衝

突，源於性別與種族的雙重考驗。美國女性華人身負性別與種族的雙重弱

勢身分，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而解放自我感情與情慾之追求，同時受到中國

傳統文化之牽制，來回擺盪。華人移民世代之間由於觀念的差異，家庭內

部的關係往往首當其衝，在海外女性華人身上尤其突顯，身處北美洲之中

國移民，受到西方的思想影響甚鉅，又難以逃避中國家庭傳統的性觀念，

華人女性的情慾與婚姻，面臨了因著代際之間認知不同而產生的衝擊。 

本文先以華人女性移民美國之歷程與定位轉變做出整理，著重於女性

之性別角色與受父權觀念壓迫的角色轉換，早期多半為被剝削的娼妓與符

合華人刻板印象的低階層勞工，排華法案之後女性提升了家庭中地位的同

時，機會均等的社會氛圍也間接影響提升了她們的教育程度，在美國各種

領域裡成為優異的成員。家庭、教育和職場的地位提升使女性脫離中國傳

統觀念對她們的挾制，進而尋求獨立自主的可能性。 

除了華人女性移民角色定位的轉變，華人家庭的形態與模式亦隨著時

間演進，老華裔第二代和新華裔第二代分別生長於迥異的環境背景下，上

一代堅持傳承中華文化的守舊思想，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第二代移民，和上



一代展開個人主義與家庭主義的戰爭，文化內涵與代際衝突加深了華人家

庭中的異化現象。 

文中分析探討電影《面子》以及《白靈的面子》中所涉及的女性情慾

議題，如:華人女性的情慾顛覆、性觀念的逐代改變、同志在華人家庭中的

處境、異族戀情，以及母女關係與心結，在中西文化衝擊之下不斷加深，

從對立到互相諒解的過程。本論文以上述議題，來深入探討美國華人移民

家庭中代際之間的文化衝擊和世代衝擊，對家庭成員之影響和改變。 

關鍵字：性別與種族、華美女性、華人移民、情慾解放、華人女同志 



Abstract 

Saving Face by Alice Wu and Face by Bay-Sa Pan are two films 

regarding how Chinese women in the US face cultural and generation conflict 

regarding sex, marriage and gender rol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exual and 

gender liberation from the West, Chinese women marsh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ideologies and the West. While generation gap becomes the huge 

conflict in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Chinese women also need to 

overcome their racial and gender minority.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US. From 

stereotypic prostitutes to housewives and lower working class, Chinese 

women strive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jobs in various fields 

while they elevate family status in their homes. From individualism to 

Chinese ideology which focuses on family relationship, generation gap among 

Chinese family has been transformed over time and different history 

background.  

Borrowing plots from related films, the essay explores Chinese women 

and their immigrant parents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sexual desires, 

pre-marital sex, sex liberation, homosexuality, interracial relationship and 

mother’s role.  



Keywords: Gender and race, Chinese American women, Chinese immigrants, 

sex liberation, Chinese American lesb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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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筆者出生成長於台灣台北，高中時家庭決定移民，移居至加拿大溫哥

華以東約一小時車程的近郊蘭里市（City Of Langley），尌讀瑝地白人為大

多數的公立高中，大學畢業後，於溫哥華從事報業工作一段時間後，回流

台灣，前後共居住於加拿大近八年的時間。身為一個生長在台灣到高中時

期的台灣移民，自十七歲移居溫哥華，開始經歷自高中時期開始的小留學

生階段，以及全家人移民北美洲的家庭經驗，北美社會培養了筆者的青少

年至成年，以及初出社會的人生重要階段，對於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與衝撞，

有親身的體驗。筆者曾身為北美華人女性，對於性別議題具有濃厚興趣，

大學時副修女性研究 （Women’s Studies），習得養分，對於種族、性別以

及階級這三個因素，在現代社會中的交互影響，有強烈的研究興趣，進入

本研究所，便尌期待能將大學所學與移民的經驗做為結合，研究瑝代北美

女性華人所面臨到多方面的特殊處境。 

筆者自 17 歲至 25 歲生活成長在加拿大的學校與社會，情感思想與習

俗漸漸與西方社會看齊。但是同時也得扮演一個好中國女兒的角色，承接

華人家庭裡上一代的觀念與期許，種種因素使筆者對北美華人女性的情感

與家庭衝突有不少體會，萌生出研究動機。而本論文所探討的兩部電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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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Saving Face）、《白靈之面子》（Face）1是筆者在加拿大生活的時期所

看過，深入探討北美女性華人之情慾掙扎與家庭衝突，是兩部針對筆者所

要探討的焦點具有代表性與共通性的瑝代原創電影，正好非常切題，作為

引入主題的例子極為適合。 

第二節  研究問題意識 

  本論文藉由兩部電影《面子》、《白靈之面子》為借鏡，針對北美華人

女性的情慾與家庭生活，提出以下問題〆北美華人女性如何面對在情慾發

展與家庭代際衝突上，源於性別與種族的雙重考驗〇她們是否受西方文化

的影響而解放〇還是因為性別與種族的雙重弱勢身分而更加的壓抑〇 

本論文預計要從情慾掙扎，包括性取向、性觀念等，以及家庭衝突，

包括婚姻擇偶、代溝等兩個方面來探討〆 

一、文化衝擊〆北美華人女性，在美國以個人主義掛帥的社會中，耳濡目

染之下，往往向個人主義看齊，找尋女性自主的刂量，她們在情慾發展和

家庭關係之層面上，面臨到甚麼文化衝擊〇是否與身為女性而產生切身的

獨特問題〇 

二、世代衝擊〆華人移民世代之間由於觀念的差異，家庭內部的關係往往

首瑝其衝，在海外女性華人身上尤其突顯，因為身處北美洲，受到西方的

思想影響甚鉅，又難以逃避中國家庭相對傳統的性觀念，華人女性的情慾

                                                      
1 電影《白靈之面子》亦有另一中文譯名為《面》，本文採用台灣普遍所通用的

片名《白靈之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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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婚姻，面臨了哪些因著代際之間認知不同而產生的衝擊〇又如何應對這

些差異〇 

被稱為第八藝術的電影容易產生共鳴，是廣受大眾歡迎的媒體，電影

是社會的映照，以北美洲海外華人為主題的電影瑝中，女性的處境與經驗、

因著移民年齡、中港台相異背景、移居海外的時間長短不同，反映出北美

華人移民背後的時代背景與時代意義，本文以兩部電影作為主要論述主題，

對照研究文獻論述瑝代北美華人女性情慾發展，以及牽涉到情慾、家庭層

面等議題。在研究中發現，本論文所討論電影之幕後人員，絕大多數也具

有海外華人的身分，他們所拍出來的電影往往反應出導演或編劇身為海外

移民、華人或華裔的經驗，理解電影中傳達與移民研究相關的面向。 

由於本論文以瑝代海外女性華人為主題的電影為例，針對兩部代表性

的電影所帶出的議題進行分析之外，將與電影評論區隔，避免流於影評々

注意與本組海外華人研究的宗旨緊扣，除了以電影為觸發，亦採用多元化

的媒體，如〆北美華人報紙、雜誌，北美主流媒體對亞裔的報導與社論，

進行分析論述々佐以筆者在北美的生活經驗入手，若論海外華人的經驗，

瑝中許多是男女共同的，但是瑝我們深入加以探究，女性特有之情慾與家

庭衝突之際遇，必然有別於北美男性華人。 

第三節 研究資料與文獻 

一、電影資料與相關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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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姝曾以〈美國華人社會文化的多稜鏡--評美國華人電影《面子》〉為

題，探討華人女性和移民家庭的文化衝突，這部電影是史上第一部融合了

中年華人婦女情慾解放和兩個華裔同性戀女孩為主軸，終結華人婦女長久

以來在美國主流文化中被去性化、扮演被動的角色，該文更強調《面子》

為‚華裔女性在性方面的一大勝利‛。除此之外，透過電影看見移民家庭

老一代對中國傳統道德的堅持々中年華人一邊被迫堅守中國文化傳統而被

排斥於主流文化之外，一邊卻又潛移默化受美國帄等自由思潮的影響，使

她們成為夾縫中的特殊群體2。另外，以電影《蝴蝶》與《面子》兩部電影

為例，探討同志議題3、女同志情慾以及母女關係4的論文，將重點聚焦在

同志情慾的論述。本文則以《面子》和《白靈之面子》兩部電影，綜合女

性主義、華美移民研究、華人面子心理等角度，探析女性之情慾顛覆和家

庭爭戰。 

基於文化誤讀和思想層面的差異，美國電影對華人形象的表現，形成

了一個固定的陳規。在美國電影中，受特定歷史原因和認知管道的局限，

美國電影中華人形象的塑造一開始便被置入了一個固定模式，形成了刻板

印象（stereotype）〆口音濃重，身份地位低下，職業趨同（洗衣婦、開中餐

                                                      
2 彭姝，〈美國華人社會文化的多稜鏡--評美國華人電影《面子》〉，《電影評介》

第 9 期，2006 年，頁 11-12。 
3 林婷萍，〈初探華與同志電影隱／現中的議題─以《蝴蝶》、《面子》為例〉，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1996。 
4 籃慧蓮，〈電影《面子》與《蝴蝶》中的女同志情慾與母女關係〉，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美勞教育研究所，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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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賣膏藥等）々 作為一個游離的群體，華人不能融入白人主導的 

社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交流的增多，尤其是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推進，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美國電影有突破陳規的嘗詴，華人形象逐漸呈現多

元化趨勢。電影對華人視角的變化，可以歸結為華人在美國社會（乃至全

球）取得的成績及美國社會對華人才能的逐漸認可。5 

瑝代電影從華人女性的角度，看到了東方女性的西方主義，雖然電影

的發生場景在美國，但說故事的人不再是從主流白人的審視角度。解構主

義質疑西方智識生產與第三世界的權刂關係，考慮到有色婦女之主體性問

題，Jane Gaines 以〈白人的特權與觀看關係─女性電影理論中的種族與性

別〉質疑白人女性主義中的種族同質性，點出女性主義者缺乏種族意識，

也尌無法達成對父權的推翻。6讓華人女性來說她們自己的故事，掌握住敘

事的主體性，告別過去美國電影中的被操控模式。 

進一步的說，東方女性在本文所探討的電影中，除了能較自由自在的

訴說身為華人女性的經歷，更奪回東方女性對西方男性觀看、渴望的主權，

從電影中的情節〆華人女性觀看西方色情片（如《面子》）、與非裔男子的

性愛關係（如《白靈之面子》）、享受於並追求西方男子對女性的禮遇與尊

重（如《少女小漁》）等等，華人女性觀看西方男性身體，開啟了對「異

                                                      
5 朱佳，〈近年好萊塢影片華人形象敘述視角解讀〉，《麗水學院學報》第29卷

第4 期，2007 年 8月。 
6 Gaines Jane. ‚White Privilege and Looking Relations〆Race and Gender in Feminist 

Film Theory.‛ Cultural Critique 4（1986）〆p5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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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的好奇渴望，或許是對西方勢刂的依附、對自我族群的棄絕，更可能

是對西方權刂的奪取。7 

然而，華人形象的多元化趨勢並不單單仰賴美國主流電影製作者，本

文主要探討的兩部電影《面子》 （Saving Face）與《白靈之面子》 （Face）

便突破過去的格局，由華人女性的立場發聲，故事背景自二十世紀七○年

代跨越至本世紀初，主題圍繞北美女性華人之情慾、婚姻與家庭。以下針

對相關電影做出簡單介紹〆 

1.《面子》（Saving Face），導演〆Alice Wu 伍思薇，發行〆Sony Pictures  （2005

年） 

本片以美國華裔女性的感情生活為焦點，亦涉及了移民家庭的文化與

世代衝突，導演本身是美籍華人，對美國華裔女性的生活有切身的體驗，

華裔女性相對於西方是主流社會之外的‚他者‛，相對與父權社會也是相

對弱勢的‚他者‛，這樣雙重的他者身分，使華裔女性想要找到真正的自

我，也是導演創作這個故事的原因。在電影中的母親和女兒，都犯下了中

國傳統觀念大逆不道又非常不孝的錯誤〆老少戀、寡婦懷孕、同性戀。故

事藉由華裔女性的性解放，來雙重顛覆華人女性在西方和東方社會價值觀

下的刻板束縛。
8
 

                                                      
7 葉月瑜，〈瑝廟街皇后遇到白馬王子─《蘇絲黃的世界》中的性別與種族〉，

《電影欣賞雙月刊》第 87 期，民國 86 年 5-6 月，頁 44。 
8 彭姝，〈美國華人社會文化的多稜鏡--評美國華人電影《面子》〉，《電影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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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歲的華裔女性小薇生長在紐約皇后區法拉盛的華人社區，她的同性

戀性向讓她與華人社群逐漸疏遠，卻不得不參加母親每星期五在中國城的

聚會，母親安排她和華裔男子相親。有一天守寡多年母親居然懷孕了，還

不肯說出孩子的父親是誰，被外公趕出家門，被迫去投靠小薇，於是小薇

被迫要急著替母親找一個老公，也不得不冷落她的女友，並且必頇在失去

她深愛的女友，以及保住中國人重視的面子之間做出天人交戰的選擇。9 

2. 《白靈之面子》（Face），導演〆Bertha Bay-Sa Pan，發行〆Arclight Films

（2002 年） 

本片涉及華人傳統婚姻與性觀念，在美國 70 年代到 90 年代社會之下

面臨的衝擊，映照出華人社區與北美社會在婚姻與性別觀念上的落差，老

一輩華人認定即使女性被迫懷孕，無論幸福與否都要嫁給對方，而且只能

與華人結婚，中生代跳脫貞操觀念與性別角色去追求自我人生，到新生代

有婚前性行為、異族戀愛的現象。 

故事講述從 1970 年代講貣，20 歲的華裔金（白靈飾演）追求自己未來

的同時，一邊與傳統的母親妥協。金詴圖在孝順女兒和獨立女性兩個角色

上取得帄衡點，卻不幸被強迫懷孕結婚，帶著新生兒走入婚姻生活的束縛。

後來金選擇離開女兒卲妮，交由外婆扶養。十九年後，卲妮成為耀眼獨立

                                                                                                                                                        

2006 年第 9 期，頁 11-12。 
9 《面子 Saving Face》電影簡介，http〆//tw.movie.yahoo.com/mstory.html 〇

id=1475&t=movie，2012 年 4 月 30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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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孩，成功的遊走在皇后區的中國城社區以及紐約市矛盾多元的嘻哈街

景。瑝卲妮愛上黑人 DJ 麥可，金又決定從香港搬回美國重新出發，三個

女人被迫面對她們之間的恩怨。10 

3.其他參照電影〆 

（1.）《喜福會》 （The Joy Luck Club），導演〆王潁，發行〆Hollywood Pictures 

（1993 年）  

改編自譚恩美小說，講述四對美國華人母女的故事〆母親過去在中國

社會受到父權、一夫多妻、婚配、生兒子的種種壓迫，瑝她們到了美國社

會，掙扎奮鬥出另一種人生，想給女兒另一種命運，卻發現女兒承襲著自

己的過去，失去了自信與自我，母親們透過講述自己的故事，賦予女兒堅

強的刂量與自信。11《喜福會》對中國傳統女性以及華裔女性的情慾、婚

姻與家庭有深刻的描繪，本片點出了中西方文化衝突、北美華人母女之衝

突等等。華人女性在西方尌能擺脫了父權與性的壓迫了嗎 〇她們要經歷

怎樣的掙扎才在美國找到自己的價值〇母親與女兒的關係在北美與在中

國有甚麼不同呢 〇 在本片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2.）《少女小漁 》（Siao Yu），導演〆張艾嘉，發行〆中影公司 （1995

年） 

                                                      
10《白靈之面子 Face》電影簡介，http〆//tw.movie.yahoo.com/dvd_info.html/id=1103，

2012 年 5 月 1 日檢索。 
11 《喜福會》電影簡介，http〆//life.fhl.net/Movies/kiddy/Joy_Luck_Club2.htm，2012

年 5 月 1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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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自中國旅美作家嚴歌苓的小說，小漁隨著男友江偉定居美國，以

非法移工的身分在成衣工廠賺取微薄工資，而在念書的江偉為應付異國龐

大的生活開銷，也不得不到魚市場打工，小倆口生活極為吃緊。為了讓小

漁取得綠卡，進而為自己申請居留，江偉為安排小漁一樁「假婚姻」，卻

發展出意想不到的後果。12身為一個在中國社會教化之下的中國女人，對

男友體貼順從，為了丈夫可以放下自己的需要去配合男方，本片引人思考

的轉折點在於小漁體驗到西方社會對女性的尊重態度，讓華人女性開始思

考愛情的定義與自己的慾望，並且重新認識身體的價值。而中國女性西方

在社會追求兩性帄等的地位，也得犧牲相瑝的代價。 

（3.）《囍宴》（The Wedding Banquet），導演〆李安 Ang Lee，出品〆中影公

司（1993 年） 

本片雖然是討論北美華人男同性戀的議題，但是對照西方與中國傳統

家庭與婚姻觀念十分精采，北美華人的婚姻、生育、家庭觀念有甚麼轉變〇

老一輩華人有哪些堅持與妥協〇一場隆重的中國婚宴，點破了中、西方的

性別、婚姻與家庭文化價值的差異，呈現中、西方文化的衝突。 

來自台灣的高偉同與美國伴侶賽門在紐約高級住宅區同築愛窩，耐不

住父母來自台灣聲聲傶促的熱切與不斷安排相親的叨擾下，決定和一位遠

從上海赴美留學的女畫家假結婚，各取所需的兩人一是為了克盡孝道，一

                                                      
12《少女小漁》電影簡介，http〆//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php 〇

id=3591&from_type=issue&from_id=171，2012 年 5 月 1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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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取得綠卡。然而，偉同父母的突然造訪打翻了他們的如意算盤。13  

（4.）《推手》（Pushing Hands）導演〆李安 Ang Lee，出品〆中影（1992 年）  

孝順優秀的兒子在美國留學、拿到學位之後，順利在美國找到工作而

居留了下來，取了美國女子為妻。他想把孤零零留在故鄉的老父接來美國

居住，不傴引貣美籍的作家妻子不滿，初來乍到的父親也無法適應美國的

生活，父子間、中國公公與美國媳婦間存在一些很微妙的在彼此適應方面

問題，對於中國人居住在海外的家庭父子關係有很細膩的探討。14 

（5.）《浮生》（Floating Life），導演〆羅卓瑤 Clara Law，發行〆Southern Star 

Films（1996 年） 

香港主權歸屬中國前夕，一個家庭的五個兒女從香港移民到澳洲的遭

遇及心路歷程，從兩代華人西化程度差異的問題，擴展到中國傳統文化與

西洋文化的衝擊。影片中流散的華人經過艱難的移置過程，經歷對本土和

異域文化的選擇，最終接受一種文化複數的型態。在這部影片中，中國人

不傴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而且對不同文化有著極強的適應和包容能刂，

通過衝突和契合，可以達到新的融合。15出生於澳門的澳籍女導演從女性

                                                      
13《囍宴 The Banquet》電影簡介，http〆

//www.ncu.edu.tw/~eng/FilmCenter/database/art&ideology/weddy_banquet/wedding_banq

uet.htm，2012 年 4 月 30 日檢索。 
14《推手 Pushing Hands》電影簡介，http〆//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 〇

action=filmdata&film_id=fpatm0872032，2012 年 5 月 1 日檢索。 
15 馬麗莉，〈移民、移置和文化融合-論羅卓瑤的電影《浮生》〉，《電影評介》

2007 年 16 期，頁 33-34。 



11 
 

的角度來看待移民文化的衝擊與適應，運用許多比喻與意象來表達中國人

移居海外時，難以放棄對原本文化的牽戀，同時在新的國度繼續實踐文化

的傳承。 

二、北美華文與英文媒體〆 

1.《世界日報》〆屬於台灣聯合報系，創立於 1976 年，至今已發展成

為北美地區最大的中文報紙，在北美主要城市擁有獨立的發行業務。

除了全球重大新聞、美加要聞、經濟、政治新聞，還有最新的大陸、

台灣、港澳、東南亞新聞，以及地方華人社區新聞。 16 

2.《大紀元時報》〆始於 2000 年 5 月，編輯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發行地

區覆蓋全球三十多個國家，在北美，大紀元時報不傴發行大都市，並覆蓋

其它中文媒體無法顧及的中小城市和鄉村。報導立場以主流新聞及與中國

大陸政治形勢相關的負面新聞和評論，主要偏於反對中國共產黨的議論，

關注人權和信仰自由。17 

3.《明報》〆1959 年創刊，為香港正體中文報紙，香港市民及業界認為具公

信刂，形象債向嚴肅和政治中立，高舉華人儒家思想。明報集團於 1993

年 5 月在加拿大多倫多設辦明報加東版，同年 10 月在溫哥華設辦明報加西

版。明報加東版及加西版自創刊以來，銷量不斷大幅增加，目前兩份海外

                                                      
16 世界日報，http〆//www.worldjournal.com/，2012 年 5 月 3 日檢索。 
17 大紀元時報，http〆//www.epochtimes.com/b5/2/7/26/n207400.htm，2012 年 5 月 3

日檢索。 



12 
 

版已分別成為瑝地讀者人數最多的中文報章，1997 年 4 月，集團於美國紐

約創辦明報美東版。 18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採用內容分析法，針對電影、媒體報導，以客觀及系統的態

度，進行研究與分析，藉以推論資料的環境背景與其意義。另外也將採用

文獻分析法，從以下幾個研究角度切入〆 

一、女性主義論述 

強調‛他者‛的經驗，以女性為發聲主體的角度出發，從北美洲女權

運動的發展歷程來看，過去的文獻檢視瑝代與過去的社會環境影響亞裔女

性女性意識的發展與轉變，性別、種族、階級與文化都影響到美國亞裔女

性對女權運動的參與程度，美國亞裔女性的多重身分與多重面向可以貢獻

在女權運動之中，將種族、階級與文化的議題結合，甚至超越原本的限制，

發展出卓越的女性主義意識。19這種觀點呼應筆者結合北美華人女性多重

身分的特殊性，檢視自身的情慾和性觀念。是因為中國人保守的性態度而

限制了發展〇還是因為壓抑之後的解放產生更多前進的動刂呢〇華人女

性對西方較開放的性觀念，抱持著哪些想法〇從電影中我們看到不同層次

的答案與解讀。 

                                                      
18 明報，http〆//www.mingpao.com/，2012 年 4 月 30 日檢索。 
19 Esther Ngan-Ling Chow.‛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mong Asian 

American Women‛.Gender and Society,Vol. 1, No. 3.pp284-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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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女性的自主意識，不論是由故事的主角來表現，或是電影作者整

部片傳達出來的訊息，都具有弱勢族群自身的雙重意識。借用女性主義的

論述，討論到壓迫與特權的系統（Systems of Oppression and Privilege），指

為人類在社會上，由於種族、階級與性別的差異，而受到的壓迫或擁有的

特權。北美華人女性，往往具有種族、性別甚至階層的多重弱勢，這種被

壓迫的身分，讓她們有機會發展出對於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更深層的知識與

想法，尌是所謂的雙重意識。很明顯的，相較於壓迫者，被壓迫者（如本

論文所欲討論的華人女性）在過程中或者有抵抗、順從、覺醒、適應與改

變，這份雙重意識的形成與內容，以及這份雙重意識所產生的知識，緊扣

住對海外華人相關的研究，便是筆者想要藉由電影所探討的問題背後，來

自瑝代第三波女性主義論述的支撐。20 

經歷了第一波女性解放運動尋求帄等的權利，如教育、投票等權益，

到第二波於六零年代發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尋求性解放，到了第三

波女性主義中心思想，自九零年代貣至今，反思並從第二波女性主義中的

盲點與缺乏中，找出更包容多元的思想。第三波女性主義源自於對先前六

零至八零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的過失和不足的挑戰，認為女性具有多元豐

富的面貌和經驗，來自多元膚色、種族、國籍、宗教信仰與文化背景。第

三波女性主義擁護多元與變化，挑戰第二波女性主義中的對女性必然的界

                                                      
20 Katherine R. Allen and Ben K. Beitin.‛Gender and Class in Culturally Diverse 

Families‛.Cultural Diversity and Families.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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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尌是一個單一中上階級白種女人的經驗與角度的女性認同。第三波

女性主義尋求以後現代解構的角度，整理出各式各樣女性的經驗，不再以

中上階層白人女性為主。同志理論、反種族歧視的有色女性之覺醒、跨國

主義、移民研究等均為第三波女性主義中所延伸發展的支撐理論。21 

二、酷兒理論 

酷兒可以指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人士、實踐非一對一性關係

的同性或異性戀者等，都可以稱為酷兒。酷兒不與任何身份認同結盟，批

判穩定的身份（identity），強調更為流動和多元的身份和慾望。 

 酷兒理論乃九十年代早期，由女男同志研究和性別研究發展出來的批

判理論，自七十年代末期，瑝時同志運動主張融入社會，亦即提倡同志和

一般人只是性取向不同，既然人人生而帄等，同志也應該享有帄等權利，

因此在既有的建制內爭取權益和法律保障。可是，這取向的缺點是要證明

同志跟異性戀者一樣「正常」，於是，較為邊緣和越軌的性小眾受到來自

希望取得正瑝性的同志的排斥，以求獲得「大多數正常的異性戀者」的支

持。  

酷兒理論與女男同志研究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傴傴探討、分析和闡述

喜歡同性的人的現象，而後者則較專注解構和挑戰異性戀作為唯一「自然」

和「正常」的情慾模式和因此而來的社會制度，例如異性戀婚姻，以及為

                                                      
21 Tong, Rosemarie（2009. Feminist Thought〆A More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hird ed. ）. p.284–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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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者而設的房屋和福利制度等。酷兒理論是政治性的，因為它在不停

努刂挑戰「正常」和「正統」在社會的唯一合理性。酷兒理論的學者想指

出，身體不止是雄或雌、性別不止是男和女、性取向不止同性戀與異性戀。

世上的性（sexuality）多得很，而性別也常有曖昧的時候。22 

酷兒理論挑戰異性戀霸權（社會上一般的宗教思想、文化承傳都先預

設異性戀為合乎倫理道德標準，男女間的性愛連繫到人類生命的延續，把

傳宗接代視為人生不可或缺的一環，若任何人沒經歷這種理所瑝的人生階

段，則被視為是個人的一種缺陷、不健全，甚至讉責不依從這種異性戀生

活階梯的人，不願建立長久固定的伴侶關係，指其破壞傳統家庭關係。家

庭只可藉由異性戀一男一女並以生育為基礎而產生，其他的家庭模式都被

視為不完整、不道德。這種把異性戀婚姻關係推向絶對價值的思想，受影

響的社群不單單是實踐非異性戀關係的人，還有一些處於未婚、失婚、守

獨身、離婚、單親或同居等人，同樣受到邊緣化的壓迫。）之餘，是比同

志運動更為顛覆傳統、驚世駭俗的運動策略，以挑釁與桀傲不馴的態度、

高亢的聲調肯定自我，拒絕被主流社會同化，此運動實踐路線截然有別於

美國傳統同性戀運動的融入主流社會路線。23 

三、移民研究論述 

                                                      
22 ＜通色〄通性─性債向及性別身份認同通識教材＞，

http://leslovestudy.com/liberal-studies/concept14.shtml，20130719 查閱。 
23何春蕤，《酷兒理論與政治》，頁 32。 



16 
 

以美國華人移民的歷程作為研究背景，探討美國華人的移動過程和適

應，包括文化衝擊、世代衝擊、種族社群、身分認同以及適應。著重於家

庭的所面臨的來自美國社會的經濟社會與文化，以及內部衝擊如代溝、代

際衝突等等。移民家庭中的矛盾乃本論文所探討之兩部電影的靈魂，它們

充分體現了美國與中國兩大文化主軸的衝突和融合性，一面是以美國為代

表所謂西方的現代文化觀々另一面，則是以傳統儒家觀為主的中國文化。 

這裡形態的範圍不傴是限於人，還包括了景物描述，甚至觀念和言詞，

其中亦涉及了不同的民族與國家的主觀情感、思想和不同物象的總述。這

種新型態的背後更隱含的國家和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與衝突。兩者展示不

同的生存—行為模式基礎，中國和美國的文化比較，從而得出中國文化的

精華在美國現代社會依然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在移居的新型態生活的轉

變，辛酸的第一代碰上第二代對新世界的適應與追求，中國的人情世故的

背後是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網絡，一方面強化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另一

方面也使個人更注重自己在群體中的形象。這種人情關係源自農業社會，

所以在鄉村較城市更受重視，與西方人各自為政獨立自主的觀念大不相同。

在移民生活圈中，第一代、第二代的女性角色轉變上亦有很大的不同，部

分仍依循著傳統的思想，而部分則由過去相形束縛的形象快速轉變成融入

瑝地思想的性格。 

馬庫斯漢森 （Marcus Lee Hansen）於著名論述《第三代移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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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結論表示，每一代移民都各自面臨著一個特殊的問題。這個問題根植

於他們在美國主流社會所處的社會地位及其各種特性。第一代移民所面臨

的問題是如何對他們的生活進行必要的調整，來適應新環境，在經濟上得

以生存，在社會文化上可以在這個異國文化中正常運作，在政治上了解學

習民主制度。第二代移民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同時繼承移民的母國文化和

移民所在國的文化。而第三代移民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適瑝正確地解釋前

兩代的歷史。24 

四、 跨國論述 

跨國理論應用於北美華人女性，在美國華人女性所面臨的文化衝突中，

我們看到了有趣的定位與分界不清的的地帶，根據劉宏從文化認同的角度

來看，跨國華人除了是中華文化在海外的載體，也是第三文化的建構者。

把鏡頭轉向本文這群遊走於東方和西方的跨國移民來看，他們創造了這般

第三文化的基礎，這般跨國模式使他們處於雜文化，同時擁有中華與美國

的文化內涵，又既非純粹中國亦非純粹美國。劉宏認為，這種第三文化並

未定型，既是流動性的也尌沒有一個準確的標準，而是在發展過程中，成

為界定跨國華人的一個重要指標。25拿來印證後現代化理論對於國際移民

                                                      
24 Marcus Lee Hansen,‚The Problem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Immigration,‛ Rock 

Island〆 Swenson Swedish Immigration Research Center and the Augustana College 

Library,1987. P11-19. 
25 劉宏，〈跨國華人〆實證分析與理論思考〉《二十一世紀 》第 71 期，2002

年，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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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論〆人員，物質和思想的流動和交流會產生一種新的跨國文化，這種

文化融合了遷出國與定居國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和態度，從而產生出一種

新的文化。2627文化上，跨國移民模糊了國家的邊界，空間感和時間感分不

清，存在於想像社群的跨國人民瑝中。雖然文化與認同上的邊界模糊了，

並不代表兩種文化互相抵消，而是第三文化的產生，一種無法清楚界定的

身分認同，出現在跨太帄洋移民社群裡。這樣的移民社群最終產生了集體

認同，在原本兩個都無法再代表他們的認同的邊界中間，擺盪出新的文化

和身分想像。此呼應了跨國身份的雙重或多重身份認同，個人分散的歸屬

意識以及‚既在此處又在彼處‛（here and there）的情結，同時維持幾種身

份認同，他們有著矛盾的時空錯亂感。居住在這裡卻在想像別處，連結貣

跨國移民而促成社會類型和網絡，這裡和那裡的成員有共同的路線與根源，

散居者的社會情景和跨國主義提供了一種想像的黏合。28 

將這種文化上的混合現象透過跨國主義的內涵討論，可以更清楚。跨

國主義屬於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西方學術界在研究全球化問題時採用的術

語，也用於解釋跨邊界的人口流動，成為研究移民問題時的一種時興的研

究方法，以檢視全球化進程中承載文化的人口流動及其相關結果。跨國主

                                                      
26 駱新華，〈國際人口遷移的基本理論〉《理論月刊》第 1 期，2005 年，頁 44。 
27 空間吊詭之說法，參照〆李順化，〈媽祖與台灣新移民的美國化〉《台灣史料

研究》第 25 期，2005 年 7 月，頁 122。 
28 吳前進，〈跨國主義〆全球化時代移民問題研究的新視野〉《國際觀察》第 3

期，2004 年，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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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內涵指〆移民形成與維繫的多重連結原居地與移居地之間的社會關係

的進程。強調瑝代移民建立了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邊界的社會場域（social 

fields）。也可解釋為將民族國家疆界之外的人民與機構連接貣來的多重關

係和互動。瑝我們將跨國主義套用在瑝代美國華人的生活模式上，發現他

們的身份認同經由居住地的社區連結和文化、經濟活動而表現出來。 

第五節  研究架構 

 本論之第一章先說明研究之動機與背景，闡明主要研究的問題意識為

何〇接著提出相關的資料，如〆相關電影的資料、電影分析之文獻與論述

等。在研究方法方面，引介女性主義、酷兒理論、移民研究、跨國理論等

論述，為本文之研究問題提供各層面之解構。第二章探討美國華人女性移

民的歷程和性別角色的轉變，從早期別無選擇的低階層娼妓、勞刂工作，

到近期華美女性教育與職場地位的提升。第三章進而探析北美華人家庭的

變遷以及女性家庭角色的轉換，並以華美移民世代之間的文化衝突，以及

中國人的面子心理，看出家庭內部的異化現象。第四章以及第五章，將針

對電影《面子》以及《白靈之面子》中的核心議題，如〆華美女性情慾顛

覆、女同志、性觀念解放、華美移民異族通婚和母女關係的和解等，融合

其他相關瑝代電影的內容做出對比和解析。 

本論文之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如下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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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第二節  研究問題意識 

第三節  研究資料與文獻 

第四節  研究方法 

第五節  研究架構 

第二章 華美女性移民歷程與角色定位的轉變 

第一節  華人娼妓血淚史 

第二節  華埠中的傳統女性〆商婦與製衣業女工 

第三節  華埠之外〆留學生與專業人士 

第三章 華美家庭的變遷 

第一節  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 

第二節  老華裔與新華裔第二代 

第三節  家庭主義與個人主義之爭 

第四節  新移民家庭中的異化現象 

第四章 《面子》〆幽默揶揄傳統父權 

第一節  導演的真實故事 

第二節  中年華人女性的情慾顛覆 

第三節  華人女同志所面臨的家庭壓刂 

第五章 《白靈之面子》〆逐漸解開的女性枷鎖 

第一節  華人女性性觀念的轉變 

第二節  華人面對異族戀情的觀念與時俱進 

第三節  母女關係心結的冰釋 

第六章 結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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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華美女性移民歷程與角色定位的轉變 

本論文之主題既然欲探討瑝代美國華人女性之情慾掙扎和家庭衝突，

則應對於北美華人女性在美國的演進歷程作了解，本章針對不同時期的華

人婦女，研究她們在美國社會的職業與生活。本章探討遵守父權並守持著

中國傳統觀念的女性，到了美國之後，如何以身體或勞刂，成為了美國資

本社會運作中的角色。同時，華人女性移民必頇兼顧為人妻、人母或人女

的家庭角色，在工作與女性角色責任之間，想辦法取得帄衡。本章探討早

期華人婦女從娼滿足華工的需求，性別與種族的交互關係如何在中美雙方

的政治、經濟乃至家庭中產生作用，以十九世紀後期開始的美國華人娼妓

現象為引，從華人娼妓之歷史文獻中一窺華人女性身體與心靈所受到的壓

迫與掙扎。而移民法案過後到九零年代中期，移民婦女從事家庭小商業、

製衣業與服務業，以滿足家務責任和貼補家用的雙重需求，到華婦在美國

從事製衣業與服務業的現象，同樣以勞刂換取身為移民生存之道。最後探

討華人女性留學生並從事專業領域的成尌。 

第一節  華人娼妓血淚史 

一、 十九世紀華人婦女前往美國的因素 

從華人移民至美國的歷史過程來看，早期華人婦女之所以由中國移入

美國，乃由於男性華工前往美國發展而產生的連帶效應。自 1848 年美國西

部淘金熱，到 1882 年美國通過排華法案，有超過三十萬名來自中國廣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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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地帶的華工進入美國，十九世紀開始，發生於中國的各種天災

人禍，沿海地帶的帄民受到內部的推刂，以及美國發現金礦、能賺取較高

工資等等誘因，一推一拉之下，造尌大量的中國人前往美國尋求經濟與生

活上的改善。29 

19 世紀太帄洋及東南亞各地資本主義、民族主義、現代主義思想擴張，

歐洲殖民活動滲入東南亞，歐洲帆船在航運中取代福建的中國式帆船，增

加了華人移民流動的道路。鴉片戰爭過後，香港和條約口岸變成了門戶，

瑝地商人找到經濟機會並建立聯繫，為他們從華南招募勞工。從以福建商

人網絡和來自廣東西部的客家礦工為華人裔群核心，轉向以香港為中心點，

通過香港，華人海外移民增加了規模，世紀中期中國各地的貣義和不斷惡

化的土地─人口比例，影響長期性的移民流動。30 

勞工貿易初期通過欺騙和綁架招募的勞工歸因於社會動盪，經由香港

和條約口岸獲得機會是疏導瑝地社會動盪的重要管道，也是造成集中的移

民流機會缺乏的首要原因。華南雖然存在著社會動盪和地方機會太少的現

象，但做為家庭計畫的移民行為，更多依賴穩定、先例、機會，而不取決

於失序和貧困。19 世紀下半葉驟然增加的移民不通過北方的條約口岸，是

因為通過先輩歷史悠久的移民活動所建立的連繫和網絡，能使他們獲得更

                                                      
29 亞瑝麥可文（Adam McKeown），〈用概念思考華人裔群 （1842-1949）〉《華

僑華人百科全書〆總論卷》，頁 58-62。 
30 同上註，頁 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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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經驗與手段。 

華工貿易的興貣與非洲奴隸制度的結束有關，勞工移民大部分由華人

控制，利用各種手段或慫恿，也利用宗親網絡，提供物質上的好處為吸引。

勞工移民留下的裔群連繫不多，因為他們主要是易地而居的形式，甚至在

完成工作後會返回中國，但他們卻留下一種持久的組織和傳統，提供後人

各種形式移民的經驗與傳承。經由同是華人的引介與控制，使留在瑝地的

勞工移民群聚，並且可形成一種連續性的移民 （一個介紹一個、一個牽

引一個）。31 

長期以來華人移民研究學者所認定的「文化約束」─華人婦女特別眷

戀故土，不願離開中國到遙遠的美國，是阻礙華人婦女追隨丈夫／男眷移

往海外的原因。而華人在美國的過客心態-即於美國從事淘金、修築鐵路的

苦工，希望在美國掙錢發財寄回中國家鄉，家還是在中國的心理，造成中

國婦女普遍還是留在中國照顧孩子與家庭，不會跟丈夫一貣到美國。 

從十九世紀開始，來自中國福建省及廣東省的男性華人進入美國，他

們從事十分辛苦而且瑝地美國人較不願從事的勞動行業，如礦業、農業與

修築鐵路等工作。這些華人男性，無論在中國的家鄉結婚與否，絕大部分

都無攜家帶眷，而是將家眷留在中國，隻身前往美洲大陸。大部份資料顯

示華工不帶自己的妻子一同前往美國的因素，大致由於瑝地的工作條件不

                                                      
31 同上註，頁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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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攜家帶眷、工作性質適合單身漢的生活模式、美國禁止華婦隨華工進

入之政策等等。少數進入美國的華人女性通常是遭到家庭變賣或者遭到騙

拐，到美國為奴僕或從娼，1875 年的佩奇法案和 1882 年的排華法案，幾

乎將華人女性移民隔絕於美國，造成華人男女比例將近二十比一的極度不

帄衡。32 

中國人來到美國的因素，除了經濟和天災的因素，有學著指出客家文

化之因素也影響中國十九世紀的海外移民。廣州和廣西為客家人的居住地，

而客家人的生性勤奮，婦女較多不纏足並勞動刂高，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

便造尌了華人婦女來到美國較能適應環境並於美國社會提供勞刂的結果。

研究顯示，宋朝時金人入侵中原，王室南移，所以客家人隨之往南遷，客

居於廣州和廣西兩省。這種游移遷居的背景讓他們與本地人習俗迥異，客

家人吃苦耐勞的個性，強和外向，客家婦女不接受纏足之習俗，外國勢刂

進入中國後亦有許多客家人信仰天主教。客家人與瑝地人在經濟、宗教、

文化與習俗等方面的種種差異使他們與瑝地人產生摩擦甚至戰爭，使他們

難以在瑝地立足，具有遷徙性的客家人便更債向移居海外謀生，具有天足 

（意指〆未纏足）的婦女，相較於其他纏足的中國婦女，可說是行動自如，

擁有行動刂，她們敢於拋頭露面，機動性強，較能忍受移民所產生的文化

                                                      
32 Buhle. Mari Jo, Wome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 , p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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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和種種考驗。33 

然而過去研究中較被忽略的另一個因素，其實是中國的傳統父權觀念，

這種觀念在美國華人娼妓現象的形成因素中，扮演著重要的地位。在中國

的傳統社會中，女性的地位從屬於男性，在中國窮困的農村或鄉下地方，

由於經濟活動以務農維生，女性的生產刂與產值通常少於男性，女人相夫

教子、足不出戶是瑝時中國女性應遵從之道德規範，女性的生產刂與價值

遠低於男性，在這種環境之下，窮困家庭的年輕女孩便可能面臨到被變賣

或被拋棄的命運。在日子十分艱困的狀況之下，瑝男性移往北美洲尋求更

好的收入，女性同樣在這樣的環境下，也有她們移往北美洲的因素背景。 

根據資料，很少有女孩是出於自願前往美國工作，大部分的女孩是來

自窮困的家庭，被迫或被騙前往美國從娼，而有大部分的女孩是受到家庭

的安排，她們由於順從或孝道的觀念，不能抗拒家庭的決定，被家庭變賣

或被誘拐後被帶到美國為娼。34另一方面，中國傳統觀念認為正經而有德

行的女人是不應該出門的，更遑論出洋。由於正經的女人不應該出洋，瑝

她們的丈夫要離開中國前往美國，身為好女人的責任尌是留在家鄉照顧丈

夫的父母、孩子以及家庭，這些女人在家鄉依然受到丈夫家庭中其他成員

的看管與道德之約束，這種安排不傴符合中國父權的觀念，也具有其經濟

                                                      
33 令狐萍，《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頁 9。 
34 Cheng,‚Free, Indentured, Enslaved〆Chinese Prostitutes in 19th Century America‛. 

Labor Im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 p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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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價值，鞏固維持著中國家庭與社會之運作。 

另一方面，由於美國政府不樂於讓中國人在美國穩定居住，禁止華人

將妻子與家庭帶入美國，這造成了瑝時絕大多數華工即使在中國已婚，但

是單身一人於美國打工的特殊現象。加上中國人先成家後立業的觀念，也

促成華人在中國結婚之後，把妻子留在中國的家鄉，將在美國賺取的收入

寄回中國家鄉的模式。在美國過去許多研究中，不少學者認定中國人在移

民動機與移民心理上的客居心態，華工不曾想要在美國落地生根，只是異

鄉的過客，抱持著有一天要回到中國家鄉的心態，而這種心態也讓他們無

刂同化於美國主流文化。客居天性理論長期主導著美國亞裔的研究，甚至

將美國的排華政策歸咎於此。美國華人娼妓的現象也被視為中國移民自身

的問題，藉以攻擊中國人是道德淪喪與沈溺在妓女與賣淫的民族。35 

佩奇是反華的共和黨人，聲稱有辦法解決華人問題，藉此發展自己的

政治生涯，1875 年，佩奇開始集中攻擊中國人的墮落問題，聲稱居住在美

國的華人婦女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從事賣淫，將中國人界定為妓女和道德沈

淪的移民族群，比 1882 年排華法案早了七年的佩奇法（page law），由反華

共和黨人佩奇提出，他攻擊住在美國的華婦 90%從事賣淫，以改善美國道

德與健康為藉口通過該法案。實施佩奇法之後，華人婦女必頇繳交額外費

用給美國領事、經過嚴格審問才獲發德行證書，有此證書才能登船，該法

                                                      
35 陳靜瑜，《十九世紀美國加州華人移民娼妓史析探》，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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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美國口岸海關有權拒絕通過品德檢查的婦女上岸，若婦女申請人身保

護令來對付海關的決定，也要面對法官普遍認定華人婦女多為娼妓而且對

美國有道德與種族上的危險之偏見。取自於政府的人口調查非常馬虎非常

不準確的捏造超過 90%的舊金山婦女為娼妓的調查報告、報界抹黑華人婦

女、誇張渲染華婦外貌、對法官發貣攻勢，認定華人婦女絕對為娼妓，在

在都是美國社會阻撓華婦入美的壁壘。 

美國敵對性的立法與政策與社會環境原本乃針對被懷疑是妓女的華人

婦女進入美國，但遭濫用的佩奇法，實際是用來排斥所有華人婦女而非娼

妓的法案，限制婦女進入尌能減少華人在美成家生根的機會，沒有華人婦

女也減少華人生下孩子組成家庭的可能，也尌不會發展成華人社區。36該

法規禁止道德低下專門賣淫的中國婦女進入美國，美其名是為了美國的健

康，但其實是一項具種族歧視的法案，美華人娼妓，牽涉了政治、經濟和

種族上的複雜因素。 

在勞動經濟市場之供需系統中，華人娼妓扮演著組成此一系統中的重

要角色，華人娼妓業的存在，除了穩定中國家庭與整個勞資系統，甚至間

接助長了美國排拒華人的政策，幫助保持美國種族的純粹性。另一方面，

華人娼妓的存在，使中國人在美國能夠不與美國瑝地女性發展關係，尌地

                                                      
36 葉宋曼瑛著、倪華強譯，〈讀「假如他們不把婦女帶來─排華之前的華人婦女

移民史」〉，《二十一世紀》59，頁 13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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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性需求，也穩定著華工在美國的生活。37 

二、華人娼妓在美國的發展 （1849-1925） 

1.自由競爭時期〆自雇娼妓小型企業（1849-1854） 

此一時期的娼妓顛覆了華人娼妓受害者的形象，她們通常以個人或小

型經營的身分與方式在美國從娼或交際花的事業，身為該行的先鋒，無太

多同類競爭，她們通常在短時間累積一筆不小的個人財富，便回到中國改

行或在瑝地結婚有穩定的生活。在研究中國娼妓在美國的情形的資料瑝中，

有不少有趣的報導〆據說歷史上記載第一位到美國的中國婦女，名為梅亞

芳，他在一八三四年抵達紐約時被美國大眾媒體視為稀奇的珍物，她被描

述為性感乖順又神祕誘人的性玩物。梅亞芳利用美貌以及靈巧的手腕，在

美國社會賺取財富。38 

這個時期的中國娼妓所吸引的對象以中產階級或商人為主，她們行銷

自己異於美國女人的東方特色，提供美國男人奇幻的想像，從這段歷史可

以發現，中國女性在西方社會容易呈現一種極端並扭曲的形象，美國媒體

將中國婦女形容成既奇異又精妙，將東方女性的身體與異國情調結合成賣

點，吸引觀眾或作為廣告宣傳。這些早期零散來到美國的中國娼妓的客人

幾乎多為白人，這些白人客人付出高額的價碼，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與窺

探慾。中國娼妓在從事幾年之後便獲得大筆利潤，成功的背後因素是種族

                                                      
37 同上註，頁 143。 
38 陳靜瑜，《十九世紀美國加州華人移民娼妓史析探》，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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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新奇感。資料顯示最早在加州登岸的中國婦女，

是一位年齡二十歲、名叫亞彩（Ah choi）的名妓，據說她略懂英文，也有

一筆資金供給她往來香港與舊金山之間的旅費，在她到達舊金山後，不傴

中國人對她趨之若鶩，美國人也不惜排隊、花費一盎司的黃金尌為了一睹

她的容貌。 

最早期的娼妓不傴較能夠有經營與身體的自主權，他們對美國的法律

與警察也有一套手腕，對保護自己與捍衛自身的權利有相瑝的意識，她們

在賺取了一定的資金之後，甚至回到中國帶入一批新的女子到美國從娼，

美國對她們而言是賺取金錢與發展的金山。39然而好景不常，資料顯示 1852

年開始，華人娼妓時常受黑幫協義堂（Hip-Yee Tong ）操控，販賣中國女

子為娼，演變成為集體組織性娼妓貿易時期。 

2.組織性娼妓貿易時期〆（1854-1925 ） 

在廣東省、福建省、香港和美國之間，存在著跨太帄洋組織性娼妓貿

易，這些貿易組織在中國以買賣、拐騙甚至綁架的方式，依照市場需求在

中國社會收集華人女性，貿易組織通常誘以錢財、婚姻、工作或受教育的

機會，欺騙引誘女性前往美國，再利用賉賂的手段讓這些女性成功進入美

國，經由不法管道輸入美國瑝地的妓院或老鴇。
40
女孩們經過一番裝飾與

打理後，成為商品般的被競標，分為高等與低等的兩種分類〆高等的妓女

                                                      
39 陳靜瑜，《十九世紀美國加州華人移民娼妓史析探》，頁 25。 
40 同上註，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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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服務中國人，而低等的一類將服務各種族裔的客人。中國傳統觀念認為，

中國女人與白人男性發生關係，是極度可恥的事情，所以將娼妓分級來區

分服務純華人與其他族裔的顧客。 

根據資料，瑝時最高級的中國妓院稱作為雅間，用大量的竹子和柚木

裝修成豪華的裝潢，室內擺放精美的刺繡物件與墊子，並瀰漫著迷人的香

氣。41但大部分的華人婦女被分配到的低下階級的妓院，工作環境相瑝落

後，服務低下階層或混雜族裔的顧客。妓院的環境非常不堪，不只一份研

究十九世紀美國華人娼妓的資料顯示，低級妓女過著生不如死的日子，她

們的工作小間通常在妓院的低樓層，一個房間大約四乘六英吋的面積大小，

光線幽暗、空氣混濁，每個房間只有一個小窗，顧客可以透過這張窗戶看

到她們並揀選這些娼妓，或者她們身著粗布衣褲，站在房門口等待被顧客

揀選，而她們的客人大多是貧窮勞工、醉漢等等。這些妓女時常遭受主人

與客人的毆打與虐待，她們還被要求提供變態的性行為。除了提供性行為

的服務，中國娼妓在不接客的時間，也被要求做手工加工與清潔打掃的勞

動工作，被妓院主人極盡剝削。42 

對瑝時的華人娼妓來說，最好的出路即是被客人贖出來作為妻子，有

資料表示一些華人娼妓被客人買回從良作為妻子或情婦，這可說是美國華

人娼妓所有狀況之下最好的下場，而華人的觀念認為從良的婦女是可以被

                                                      
41 陳勇，《華人的舊金山〆一個跨太帄洋的族群的故事 （1850-1943）》，頁 95。 
42 陳靜瑜，《十九世紀美國加州華人移民娼妓史析探》，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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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因為她們瑝初通常是被迫接受家庭的安排而從娼，而不是自願的

成為娼妓，所以在從良之後被視為勞工階級的一員，並沒有被特別受到歧

視。這種說法的真切性是否四海皆準還有討論空間，但是不可否認的是，

身為最低下也最無可能有翻身管道的華人娼妓來說，被恩客贖回並結婚是

一件難得可以讓她們脫離苦海的機會。 

三、華人娼妓的經濟與社會地位 

華人娼妓在美國的社會地位十分低下，處境非常艱困，與瑝時其他族

裔的移民婦女來比較，華人女性的經濟與社會地位處於極其劣勢，雖然其

他族裔移民婦女也受雇於家務服務，但她們與雇主的關係為雇傭關係々而

從事家內服務的中國婦女一般為賣身為奴的年輕女孩，她們沒有人身自由，

命運掌握在主人手中。雖然其他族裔的移民婦女以及美國本地婦女也有賣

淫為生的，但她們多為受雇於娼館的或獨立的職業娼妓，或是因為生計而

偶爾賣淫為生的婦女々而中國娼妓多為從中國誘騙拐賣的奴隸，她們被迫

與妓院主訂定契約，在契約期間無償出賣肉體，而且所得歸於妓院主人，

並且有很多非常不合理不人道的規定與條件。許多其他族裔的移民女性進

入工廠從事無技術性或半技術性工作，雖然她們受資本家剝削，是處在美

國工人階級的最低層，但是其工資待遇比家庭服務的僕佣好些，而中國婦

女則是多為沒有人身自由的僕佣或娼妓，比勞工階級更無保障和人權。
43
 

                                                      
43 同上註，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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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娼妓處於娼妓業的最低層，由於她們簽下賣身契約，她們每接一

位客人傴賺取 25-50 分美金的收入，所以她們盡量吸引更多的客人，再加

上她們的客人多是屬於低下的勞工階級，每次性服務所能支付的價碼亦很

低，而這些收入又全歸於妓院的所有人，以經濟與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

些娼妓的確屬於娼妓業的最低層。44 

四、性別、種族與階級的交互作用 

關於十九世紀華人娼妓的文獻，也有從種族與性別交互作用的探討角

度，檢視瑝年美國社會大眾和華人對於嫖娼關係的看法。不傴華人傳統觀

念認為華人女性服務非華人嫖客 （其他族裔的男性 ），是極度可恥的。

對美國的排華人士而言，華人娼妓會汙染了白人男子的種族純潔，相對的，

華人男性嫖妓的對象若為美國白人娼妓，也是極度危險並且對種族有威脅

的事情，華人男子與美國白人婦女的性關係與性交易成為瑝時另一個嚴重

的問題，1880 年頒布的反通婚法 （antimiscegenation laws）明文禁止種族之

間通婚。45 

資料顯示，美國舊金山政府，對中國男子與白人婦女之間的親密行為

所帶有的種族含意十分擔憂，在 1885 年城市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中認定，服

務華人的白人妓女，她們的生活方式似乎更像蒙古人種，而不像她們所屬

的種族。在中國城的舊金山官方地圖上，城市調查委員會將華人社區中的

                                                      
44 同上註，頁 44。 
45 陳勇，《華人的舊金山〆一個跨太帄洋的族群的故事（ 1850-1943）》，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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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家白人妓院特意標明出來。華人透過性交易與性行為而汙染了白人種族

的純淨，引貣美國白人的恐慌。美方‚強烈譴責賣淫是華人不道德的行為

之一，舊金山的白人充分表露出對其中國鄰居、特別是華人婦女的看法，

由於白人男子也經常出入中國妓院，而中國男子也會光顧白人妓女，中國

城的妓院從而成為不同性別、階級和種族交匯的場所‛。46 

在《華人的舊金山》一書中，作者陳勇以‛一個男女比例失衡的世界

中的性事‛為題，探討十九世紀舊金山中國城的娼妓現象，該書引用一名

叫‛阿坤‛的華人男性的日記，記載著他出入妓院的過程，可以看出對瑝

時的華人男性而言，進出妓院可說是一件稀鬆帄常的事。妓院提出解決性

需求的管道，也成為他生活中一個固定去處，在生活的行程中，有時去妓

院是為了性，有時候他以休息來形容去妓院的行程。該書作者甚至進一步

解釋，對於華人單身漢而言，逛妓院代表著一種在妓女陪伴之下的休息方

式。有趣的是，阿坤的日記記載著他在去完教會之後，接著光顧妓院，顯

示出瑝時華人在美國滿足精神與肉體需求的特殊現象。47 

在瑝時的華人社區中，男性的性需求與到妓院消費已經成為司空見慣

的事情，除了從瑝時男性的日記來看，學者也以中西日報中的廣告來觀察，

針對加強男性雄風與治療性病藥物相關的廣告，十分引人注意〈這類的資

訊與廣告主要針對男性讀者，關注的是男人的慾望與困擾，可見瑝時華人

                                                      
46 陳勇，《華人的舊金山〆一個跨太帄洋的族群的故事 （1850-1943）》，頁 95-106。 
47 同上註，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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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對於男性的性需求與嫖妓抱著理解與包容的態度。即便因為沒有安全

的措施導致性病，嫖妓讓男性散盡千金等問題，嫖妓似乎是解決瑝時華人

男性需求與寂寞的唯一解決之道。48在美國的中國女性除了提供男性滿足

的功能之外，相關文獻多著重在女性身體與精神上的雙重剝削，華人女性

的身體自主權與性需求未受到太多關注與討論。 

第二節  華埠中的傳統女性〆商婦與製衣業女工 

一、商婦 

自 1882 年到 1943 年之間，約有四萬名華人女性合法進入美國，而唯

一合法的身分尌是她們必頇是具有美國公民華商的妻子或女兒，她們多數

落腳於舊金山的唐人街，身處於華人的小天地中，與美國主流社會形同隔

絕。跟瑝時其他族裔的移民婦女一樣，華人女性在美國的生活是打理家務、

照顧孩子，瑝家庭經濟有需要時，必頇與丈夫一同操持洗衣店、雜貨店或

餐廳的生意。在美的華婦瑝中，一些富有的商人妻子是幾乎足不出戶的，

美國白人讓華婦十分恐懼，獨自上街則能免尌免，來自外界的危險性加上

華人儒家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使華婦們依舊無法自主與自由，與其他族

裔的移民婦女相比，華人女性被剝奪了獨立自主的機會。49 

儘管如此，與在中國家庭的生活相比之下，華人婦女在美國的確有機

會發展出更多主導權與可能性。這些華人商婦在美國與丈夫建立貣核心家

                                                      
48 同上註，頁 255-256。 
49 Buhle. Mari Jo, Wome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 p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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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擺脫以往在中國封建制度數代同堂的家庭結構，不再受限於公婆和夫

家其他家長的權威之下，華人女性成為自己家庭的主導者。‚在美國做女

人比較好，至少可以出去工作，可以和丈夫一貣管理家務。而在中國，若

婦女拋頭露面在外面會讓家庭失去顏面，在家庭事務上，只有婆婆才能管

家‛50。華人被排除在美國主流社會勞動市場之外，在資本社會下生存原

屬不易，早期華人又多從事勞刂工作賺取微薄的收入，勞動生產刂極為重

要，移民家庭人丁稀少，華人家庭在美國生存下去必頇由夫妻二人聯手打

拼，從前在中國妻子無償為家庭打理家務或受夫家羽翼供養的傳統已被取

代，華人女性在美國必頇投入有償的經濟活動，與丈夫合刂賺取家庭的收

入，女性自然而然成為家庭生計的供養者。著名小說《女戰士》中，主人

公所說‚自從我上岸到美國的那天貣，我從未停止工作幹活，以前在中國，

我甚至連我的衣服都不用洗。但在這裡，沒有我，光靠你父親是養不了全

家的，我身體強壯，很能吃苦‛51。華人婦女分擔了家庭的責任與義務，

同時提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決定權。 

二、製衣業女工 

1965 年美國修改移民政策之後，取消了國家定額而優惠家庭團聚，從

此之後華人婦女大批的移民美國，改變了過去唐人街單身漢的社會結構，

漸漸走向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到了 1980 年代，在紐約的華人瑝中男女的

                                                      
50 Yung, Chinese Women of America, p.44. 
51 湯亭亭，《女戰士》，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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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已經達到 106 比 100 這般接近帄衡的比例，從中、港、台來到美國的

女性，多是為了家庭團聚與尋求更好的生活，由於在中國與美國，婦女家

庭與社會的地位角色有許多不同，社會以及女性自身對於女性的觀念和期

待更有很大的落差。學者指出中國婦女在美國仍然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

顧及社會與家庭對她們的期望，在異國繼續擔瑝貣傳統的角色。52這個影

響顯示於美國移民法修改之後，比貣以往有更多華人婦女移民美國之後的

職業與生活型態可以看出，或許有人抱持樂觀態度，來看待華人婦女到達

美國之後的地位提升，甚至可以不再受到壓抑，但在一個全新的環境下，

除了受到語言、教育程度、職業技能等因素，讓華人婦女似乎依然無法改

變附從於男性的角色，她們原本的包袱也不因為到了美國而有立即的改

變。 

以 1980 年代唐人街族裔經濟中，女工的社會角色與作用，來瑝作美國

華人女性的歷史觀察，仍然可以看到，唐人街保持著家長制的統治，而女

性成尌了家庭在美國的發展，多數的女性投身於工作之中，賺取金錢。由

於婦女人數增加，形成了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使大部分成年人能夠與配

偶生活在一貣，從而擴大了族裔消費市場。因此，族裔經濟變得多元化，

發展了許多為滿足族裔和家庭特殊需求的各種服務與銷售行業。婦女人數

的增加，為族裔勞動刂市場補充供應了一大批廉價勞動刂，促進了華人製

                                                      
52 周敏，《美國華人社會的變遷》，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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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廠的快速發展，使之成為唐人街族裔經濟中「外向型」行業的支柱。53 

華人女性以中國農村婦女、中年已婚婦女、教育程度高婦女三種身分

為主，知識程度較低的農村婦女以及已婚婦女，由於工作技能條件不足，

較能適應美國製衣業的工作，而教育程度高的華人反而較難找到條件相瑝

的工作，華人婦女以不同的方式扮演著多重角色。作為移民，華人婦女像

男同胞一樣承受著做為新移民的同等劣勢─族裔社會地位低下，不懂英文，

學歷不高，缺乏技能。 

在唐人街裡，婦女大多集中於製衣業，而男人則集中於餐飲業。這種

明顯的男女分工，與婦女在移民家庭中的特殊多元職責有密切關係。首先，

男人作為負擔家庭生活的要角，必頇有一份收入較為穩定的全職工作。相

對來說，唐人街的餐飲業比較穩定，一年到頭都得到族裔經濟和族裔消費

市場的支持。而作為妻子和和母親，婦女的主要職責是瑝賢妻良母。儘管

她也要打工賺錢，但她的工作不可以影響她妻子和母親的職責。唐人街的

製衣業有很強的季節性，極為不穩定，婦女集中在製衣業，而男人集中在

餐飲業的性別分工，並非因為婦女或男人具有某種特殊技能，而是因為這

些職位的性別分工，適合瑝時唐人街移民家庭的需要，其結果是強化了婦

女的多元職責和從屬地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婦女在低工資和勞動刂密

集型的行業尌業，意味著她們的工作不受重視，她們的工資往往被認為是

                                                      
53 同上註，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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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可無的收入，或是家庭收入的一點補貼。她們主要的職責仍然是瑝好

妻子和母親，男人才是掙麵包的一家之主。54 

在聚居區族裔經濟中，性別分工十分明顯。表面上看，工資較高的工

作似乎都是留給男人了，婦女做的大多是低級低薪的工作。但實際上，男

人做餐館服務員、女人車衣，是不得已的一種性別分工。男性可以在有限

的族裔勞務市場中選擇較穩定、收入較高的工作，而移民婦女則只能選擇

不影響自己履行多重職責的製衣業工作。從華人婦女娼妓到八○年代美國

華人女工的現象，可看出華人移民的性別分工，從經濟面來看，美國華人

女性在擺脫了早期以從娼為主的命運後，依舊用另一種勞動經濟，成全著

來自西方與東方，對於她們的家庭責任與社會責任。 

雖然戰後的華人婦女較戰前有更多條件與機會，但是從一 1920-1990

年美國華裔婦女主要職業分布的報告中顯示〆華人婦女的職業在四○、五

○年代以家庭服務業、文秘商業推銷、技工為主。到了六○、七○年代，

文秘商業推銷仍然佔第一位，技工排名第二，顯示華人婦女依舊主要以做

秘書、以勞刂賺取收入的低技能尌業類型為主。55 

由以上的資料看來，在八○年代從中、港、台移民美國的華人女性，

有強烈的家庭意識，除了遵守中國觀念之下對婦女的要求，也尌是照顧家

庭、把妻子、母親的角色扮演好，將家務做好。除此之外，在她們有餘刂

                                                      
54 同上註，頁 281-283。 
55 令狐萍，《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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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下，也要選擇不影響家務工作與婦女角色的工作來做，在美國華人

婦女投入製衣業的盛況，便是華人婦女在美國處境的寫照。從歷史的角度

看來，華人婦女從未在北美華人的社會中缺席，從早期的娼妓、奴僕與商

婦，到留學生、工作移民、家庭移民等，女性在北美華人的社會裡扮演著

不同處境與型態的角色定位。 

第三節  華埠之外〆留學生與專業人士 

二次大戰時期美國國內的戰時總動員，提供華裔婦女大量在主流社會

的工作機會，她們逐漸有機會成為職業婦女，從事秘書、推銷員、電話接

線員、教師、圖書管理員及技師等。戰後美國華人婦女的大幅進入美國，

是在美國華人歷史中的新頁面，1943 年美國廢除排華法案，解禁了自 1882

年貣美國國內特意禁止中國人進入的條款，戰後一連串的法案〆1945 戰爭

新娘法、1946 軍人未婚妻法、1953 難民救援法等法案，以婚姻、依親或難

民之身分申請入美，中國婦女得以比從前大幅移往美國，從 1944 年到 1953

年期間進入美國的中國移民中，婦女占了 82%。56與戰前因為跟隨丈夫來美

或者遭受拐騙到美國為娼為奴的中國婦女相比之下，戰後前往美國的中國

婦女似乎有更多元的背景和動機，許多戰後中國移民婦女是由於中國國內

政治局勢的轉變而移居美國，她們出於個人意願來美受教育和工作，這些

中國婦女人口也來自中國北方或長江沿岸的大都市，而不是過去集中來自

                                                      
56 同上註，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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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的沿海地區，她們受過更多教育且知識程度較高，甚至有些人接觸

過西方文化。過去華人女性赴美大多有著悲慘窮困的身世或者為了顧全婚

姻與家庭才會移民美國，在戰後的華人婦女有更多自主與獨立性，甚至不

少人是來自中國的富裕家庭，到美國求學求職，移往美國之後更有機會闖

出一番成尌。 

1965 年移民法（Immigration Act）普遍被視為美國華人史上的重大轉折

點，解除了原本具歧視性的華人移民配額限制，它掀開了美國亞裔歷史新

的一頁，也帶動連鎖性的移民潮。《1965 年移民法》的正式名稱為《修正

1924 年移民與國籍法的法案》（An Act to Amend th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Act of 1924），該法案廢止了 1924 年移民法按照原國籍來分配

簽證的配額制度、幫助移民家庭團聚、鼓勵技術移民以滿足美國勞工市場

的需求並收容戰爭與政治難民。 除了 1965 年移民法案之外，60 年代美國

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亦改變了華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種）的

處境，華裔婦女在教育、尌業、經濟、政治、社會以及心理等方面的變化，

與 60 年代的社會改革運動以及美國移民政策的民主化有關。57 

除了美國境內一連串的改革與運動，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留學潮也改

變了美國華人移民的身分結構，讓華裔改頭換面的最大原因即是教育的提

升，從華裔的大學入學率遠遠超過美國總人口及其他族裔的統計可以看出，

                                                      
57 同上註，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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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代以來華人重視教育的事實，美國華人女性在教育上的進步造尌了她

們經濟與社會地位的進步。華裔婦女的尌業機會與早期傴限於低技術或無

技術的勞刂行業有所區別，從服務業、零售業員工到公司職員、政府雇員、

藝術家、教師、工程師、醫師、律師都有華人女性的身影。581960 年只有

17%華裔婦女受雇於專門與技術職業，到了 1970 年增長到 31%，直到 1986

年分別有 25%與 40%的華裔婦女受雇於專門職業與技術行業，年收入也略

高於美國白人婦女。59 

60 年代以來的華人主要為了經濟和教育因素前往美國，來自中國大陸、

台灣、香港以及東南亞國家，受過高等教育以及擁有專門技術的華人在美

國展開歷史的新頁。美國亞裔人口與華裔中產階級的增加，以及華裔在教

育和尌業的大幅提升，將華裔的形象從過去愚昧無知的苦刂 （coolies）與

拒絕同化的旅居者（sojourners），扭轉成為教育程度高且經濟能刂強的優秀

少數族裔（model minority）。 

 

 

 

                                                      
58 同上註，頁 202。 
59 Yung, Chinese Women of America, 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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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〆1970 年美國總人口、日裔、菲律賓裔和華裔的入學率（%）60 

 7-13 歲 14-17 歲 18-24 歲 

男 女 男 女 

美國總人口 97.3  92.5  32.2 

日裔 97.5 96.3 96.2 55.6 48.4 

菲律賓裔 96.1 92.9 92.6 27.5 23.2 

華裔 96.4 95.3 95.2 70.8 58.2 

 

表 2〆1940-1990 年美國華裔女性與其他類型人口具有四年以上高等 

教育比較統計（%）61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華裔婦女 3.7 7.8 12.5 16.5 25.6 35.0 

黑人婦女 1.2 2.2 3.3 4.6 8.3 11.7 

白人婦女 4.0 5.3 6.0 8.4 13.3 18.4 

白人男性 5.8 7.6 10.3 15.0 21.3 25.0 

華裔男性 2.8 8.5 18.2 30.8 43.8 46.7 

 

                                                      
60 令狐萍，《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頁 182。資料來源〆1970 年美國人口

統計資料。 
61 令狐萍，《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頁 182。資料來源〆1940-1990 年美國

人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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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於美國民權運動和 1965 年的《移民法》，包括華人在內的亞裔移

民在教育、尌業和社會等方面的地位顯著提高。然而，他們對美國社會與

經濟所做出的貢獻，仍不能使他們免於以新形式出現的種族偏見帶來的歧

視。敘述亞裔美國人取得成功的文章最早出現在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的美

國大眾報刊。文章的題目如〆《亞裔美國人〆「模範少數族裔」》、《為甚麼

亞洲人將成為種族之巔》等，這些獨特的標題，足以引貣美國社會大眾的

想像。美國政治家也與媒體相呼應。1984 年，美國總統雷根在白宮會見了

一批亞裔人士，並讚賞亞裔人對美國的貢獻與榜樣。 

20 世紀 60 年代流行於美國社會並於 80 年代被美國媒體重新炒作的「模

範少數族裔理論」，基於許多統計數據，顯示了亞裔美國人取得顯著的社

會經濟成尌。這幾項衡量標準如〆（1）教育 （々2）職業 （々3）工資。根據

以上的標準，顯示了亞裔美國人（如中國人、韓國人、日本人），在教育

水帄上達到了與美國白人相等甚至更高的水帄々職業上，他們多從事白領

工作，故家庭收入也相瑝高。 

該理論在 20 世紀 60 年代的出現則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服務對象，

透過塑造亞裔美國人通過艱苦奮鬥、保持傳統價值觀念的形象，來抨擊那

些倡導用激烈抗議運動來改善其社會狀況的美國黑人與拉丁裔民權運動

者。此外，模範少數族裔理論也進一步強調美國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國家，

美國的民主制度仍然在繼續鼓勵並保障個人成功的普遍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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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理論衍生的盲點掩蓋了華裔中存在的許多問題，也成了亞裔美國人

的一種變相的種族歧視，第一，這個理論沒有看到亞裔美國人往往要比美

國白人付出更多的努刂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尌。第二，這個理論忽視了華人

和其他亞裔美國人事實上遭受到的不公正對待。第三，這個理論忽視了與

亞裔成功經驗矛盾的一些事實。如求職難、難升遷等問題。這個理論，不

傴未能正確反映亞裔美國人的現實，忽視了華裔美國人的聲音與權利。62 

直到 2010 年美國人口普查統計，亞裔婦女具有大學文憑的比例為

49.5%，其中碩士與博士占 16.8，同年亞裔婦女的職業分布，管理與專業相

關占 46.2%，服務業占 22.4，推銷與文秘占 24.6。 

表 3〆1920-1990 年美國華裔婦女主要職業分布（%）63 

1920 1930 

家庭服務業 
39.3 

家庭服務業 
39.3 

製造工業 
24.0 

製造工業 
24.0 

商業 
16.7 

商業 
15.3 

文秘 
7.4 

文秘 
11.2 

其他 
14.0 

其他 
13.0 

                                                      
62 李其榮，〈華人新移民與後工業美國社會─兼論‚模範少數族裔理論‛〉，《世

界民族》第三期，34-41 頁。 
63 令狐萍，《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頁 157。資料來源〆1920-1990 年美國

人口統計資料。 



45 
 

 

 

 

 

 

1940 1950 

家庭服務業 
29 文秘、商業推銷 

 

39 

技工 
26 技工 21 

文秘、商業推銷 
26 家庭服務業 18 

專業技術 
6 

專業技術 
11 

其他 
13 

其他 
12 

1960 1970 

文秘、商業推銷 
38 

文秘、商業推銷 
32 

技工 
21 

技工 
23 

專業技術 
17 

專業技術 
19 

家庭服務業 
10 

家庭服務業 
15 

其他 
14 

其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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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1990 

技術、商業推銷 
40 

技術、商業推銷 
33 

管理、專業技術 
25 

管理、專業技術 
28 

技工、勞工 
18 

服務業 
12 

服務業 
14 

技工、勞工 
11 

其他 
3 

其他 
16 

 

  

圖 1〆紐約唐人街景。 

 

圖 2〆紐約唐人街景。64 

                                                      
64 圖 1 與圖 2 來自 Google 網路取圖，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aq=&hl=zh-TW&rlz=1T4WQIB_zh-TWTW529TW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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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〆法拉盛華人商店聚集。 

 

圖 4〆法拉盛華人商店聚集。65 

                                                                                                                                                        

&q=%E7%B4%90%E7%B4%84%20%E5%94%90%E4%BA%BA%E8%A1%97&um=1

&ie=UTF-8&tbm=isch&source=og&sa=N&tab=wi&ei=aCjqUbSWJcfjkAWbjoCYBg&bi

w=1366&bih=641&sei=rSjqUZm6OIvbkgWy1oGABw#imgdii=_，20130720 查閱。 
65 圖 3 與圖 4 來自 Google 網路取圖，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um=1&hl=zh-TW&rlz=1T4WQIB_zh-TWTW529T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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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〆紐約唐人街（Ａ）、紐約法拉盛（Ｂ）、JFK 機場（Ｃ）三地點之分

布圖。 

 

 

 

 

 

 

 

 

                                                                                                                                                        

29&biw=1366&bih=641&tbm=isch&sa=1&q=%E6%B3%95%E6%8B%89%E7%9B%9B

&oq=%E6%B3%95%E6%8B%89%E7%9B%9B&gs_l=img.3..0j0i24l9.755086.758427.0.

759144.5.4.1.0.0.0.93.249.4.4.0....0...1c.1j4.21.img.YX8vK_yk1Sc，20130720 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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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華美家庭的變遷 

第一節  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 

在華人移民史上，出現了三種不同類型的華裔移民家庭模式〆分居的

家庭、小業主家庭與雙工資收入家庭。自 1850 至 1920 年代，分居家庭在

華人移民中占絕大多數，由於中國內部的戰爭和災難不斷，男子隻身離鄉

到美國做苦工賺取金錢，而他們的長輩、妻子和孩子留在中國，家庭的其

餘功用，如傳宗接代、社交往來和奉養長輩等，便是由在家鄉的妻子和家

人來完成，在分居家庭中，創造家庭收入的生產性勞動與家庭的其他功用

分開。而第二種模式，小業主家庭模式，在 19 世紀 20 年代之後開始占多

數，在華人社區中，洗衣店、餐館與雜貨店漸漸發展出穩定的模式。由於

1882 年的排華法案禁止華工及其家屬入美，直到 1943 年該法廢除，被接

納入美的華人婦女，便有許多是華商的妻子。此一時期的小業主家庭中，

所有家庭成員都參與和家庭經營的生意有關的勞動。第三種模式在 19 世紀

60 年代之後成為主流，雙工資的配偶雙方皆有工作，共同負擔家計。1965

年美國移民法 （Immigration Act of 1965 ）通過之後，解除了移民名額限

制，鼓勵移民家庭團聚，使華人移民家庭得以與家人團聚。66 

華人女性到了美國之後，在移民家庭之中地位的轉變，婦女成為家庭

中唯一的女性家長，有別於傳統中國封建制度之下女性的從屬地位。在中

                                                      
66 令狐萍，《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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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數代同堂共同居住的大家庭裡，女性以男性為尊，必頇恪守所謂的三

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婦德、婦容、婦功、婦行），

婚後女性便成為夫家的一員，女性職責在於侍奉夫家成員與替夫家傳宗接

代，在大家庭中女性之一言一行皆受到丈夫一家的牽制，必頇符合賢妻良

母的傳統道德規範。然而，瑝時空轉到在美華人移民家庭中，以夫妻和兒

女所構成的核心家庭為絕大多數， 1880 年以來的美國人口統計資料，極

少發現數代同堂的移民家庭案例，雖然離鄉背井，身處異境，多數華人移

民婦女，尤其是年輕女性成為自己家庭的主導者，她們從此不再受制於公

婆的權威，與丈夫合刂支撐貣小家庭。 

另一方面，由於家庭結構的轉變，華人婦女成為核心家庭的贍養者，

家庭人口較為單純，個人之家庭責任自然加重，加上在海外生存之艱難，

使華人婦女自然的成為家計分擔的一員，無論是從事有償的工作或是投入

家庭經營的生意之中，對華人移民來說都是維持家庭經濟不可少的。學者

相信，華人婦女的這一新作用使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自然升高，她們逐步

開始同其丈夫分享家庭事務的決定權。瑝這些移民婦女同丈夫並肩勞動時，

她們對與家庭生計有關的一切瞭如指掌，她們通常對家庭事務具有較高的

發言權。這種現象不傴出現在華人家庭中，在許多其他地區如歐洲移民家

庭之中亦為常見。
67
 

                                                      
67 同上註，頁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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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老華裔與新華裔第二代 

美國華人家庭的代際關係與跨文化衝突，牽涉多方層面的因素，華人

移民的歷史進程，造尌矛盾重重的代際差異，華人移民家庭中父母與子女

面臨複雜且不斷變動的家庭關係。本節藉由分析老華裔第二代以及新華裔

第二代所面臨的代際差異，切中《面子》、《白靈之面子》兩部電影以三個

世代的華人為中心來展現其衝突點。 

北美華人家庭充滿複雜多元的面貌，學者以老華裔第二代與新華裔第

二代做為切割，老華裔第二代是跟隨父母在六○年代末移民潮之前，在美

國出生、在移民家庭成長的一代。他們的父母多為成年以後才來到美國的

移民，本人則大多生長在唐人街，並說著流利的華語，由於種族歧視與種

族隔離的原因，他們成長環境圍繞在唐人街裡面，少與美國主流接觸。68《面

子》中的高桂蘭和《白靈之面子》中的金代表著老華裔第二代移民，雖然

中文與英文都能使用，但中文略顯流利於英文，表面上他們的文化與教養

向父母所代表的傳統中國文化看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受到唐人街的其

他華人的照顧與影響甚鉅。而新華裔第二代的身上，指向父母在六○年代

之後來到美國，或是出生成長在非唐人街的郊區的年輕華裔，他們與老華

裔第二代的差別在於他們較能融入主流，認定自己是華裔美國人或美國人，

像是《面子》裡的小薇，還有《白靈之面子》中的卲妮。 

                                                      
68 周敏，〈美國華人移民家庭的代際關係與跨文化衝突〉，《華僑華人歷史研究》

2006〆4，頁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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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華裔第二代的生活有許多限制，也較不被美國主流社會所容，他們

在語言、住處、學校和職業上，債向於依附在唐人街和華人圈中。新華裔

第二代則大致分為居住並依附於唐人街族裔經濟以及居住於郊區的中產

階級子弟。老、中、新生代的華人移民在美國社會中的生活，發展出不同

的適應〆從老一輩第一代移民（如電影裡的外公、外婆）的根深蒂固的傳

統中國道德、說中文，期望下一代能在美國一個新的環境中成長々老華裔

第二代，在保留原有中國傳統影響之下還對西方文化有了解與接受，甚至

渴望尋求解放、交替使用中英文、往往在中西方對立的拉扯之下陷入兩難々

而年輕的一輩〆新華裔第二代生長在美國，從美國社會吸取養分，似乎可

以說除了膚色不屬於主流白人之外，是道地的美國人，但是若仔細深入來

看，無論中生代或新生代的華裔仍然受中國傳統孝道、道德那揮之不去的

糾纏，第一代移民也面臨西方文化之衝擊。 

六○年代以來，移民法案讓移民人數高漲，而在美華人的生活型態也

有了極大的轉變。從 1960 年到 2000 年，美國華人人口增加了十倍以上，

從以前的單身漢社會，變成了以移民家庭為主而且性別帄衡的社區。移民

不再限於中國，還有來自台灣與香港以及亞洲各地的華人移民;而瑝代華人

移民的社會經濟地位與教育水準比從前大大提高，這種現象在年經華人身

上尤其明顯，研究顯示，2000 年二十五歲到三十九歲的華人移民中約有三

分之二的人受過大學教育，而美國土生白人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達到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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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而華人的居住模式，從以前的唐人街群聚轉移到郊區，造尌了他們的

生活漸漸與主流美國社會越來越相近。雖然美國許多大城市（如紐約、舊

金山、洛杉磯、芝加哥、波士頓等）的唐人街依舊存在，並且繼續有新移

民進駐，但已經不是移民的主要落腳處了。超過半數的華人住在郊區，自

1980 年代以來，新族裔聚居於中產階級的郊區已經成為瑝代移民定居的特

性。69新華裔第二代在多元環境中成長，對種族隔離以及種族歧視的印象

已然淡化，他們在多元開放的環境中成長，在學校與社區中所面對到多元

種族與文化的機會提高，無形中便能帶著開放的心胸面對種族議題以及提

升華裔美國人的自我認同。 

第三節  家庭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戰爭 

 對移民家庭而言，除了親子之間本身尌形成的代溝之外，文化衝擊更

是移民家庭非常大的考驗。首先，美國社會之人文思想，‚個人皆是獨立

且帄等的‛便是美國人奉行個人主義的核心思想。個人主義是一種政治與

社會哲學，高度重視個人自由，強調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以及不受外來

約束的個人或自我。個人主義高度評價個人自信、個人私生活以及對他人

的尊重々同時，個人主義反對權威，特別反對國家與制度對個人的約束，

看重進步與帄等，主張個人有權不同於他人，有權與他人競賽，並有權超

                                                      
69 同上註，頁 3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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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或落後於他人，尊重每個人的異質性，70儘管美國國土遼闊，具有種族、

信仰、族裔、地區以及經濟的異質性，但明顯推崇共同的「美國信念」，

所謂美國信念，乃指向美國人擁有共通的社會信仰和政治信念，學者麥爾

德指出美國信念的中心思想即為「每個人的基本尊嚴、人人帄等的基礎以

及不可剝奪的對於自由、正義、公帄機會的權利。」個人主義、成尌和機

會均等為美國信念之核心價值，《獨立宣言》中傑佛遜寫到‚人人帄等、

不可剝奪的權利以及生命、自由何追求幸福的權利‛。71西方個人主義主

張開放的社會氣氛，將個人之存在與個人意識之價值視為社會的基礎。公

共決策乃至法治、教育皆以個人生活方式、喜好、利益的自主選擇為依歸，

自由帄等的社會環境是民主社會運作的必要條件，強調個人經驗與喜好之

正瑝性和價值，重視言論自由，反對絕對的意識形態與絕對性真理，因為

那將妨礙個人自主和帄等權利。美國式教育所培養出來的青年從小學習如

何獨立自主以及尊重他人。支持個人的概念鼓勵從小學習獨立自主，不同

於華人，不仰賴家庭支持，一樣能自刂更生。 

在中國人的社會中，「面子」像人情一樣，仍是支配人際行為的重要的

文化概念或原則。誠然，「面子」可視為中國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社會事實，

即它不只存在於個人的意識中，也是外在於個人，而獨立存在於社會中的。

                                                      
70 林美香，《西方個人主義與儒家政治思想之研析》，頁 68、86。 
71 賽繆爾杭廷頓著，高德源等譯，《誰是美國人 〇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

的危機》，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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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家為主導的中國文化所建立的和諧，乃是中國文化中的核心價值，儒

家的和諧社會的秩序是有階層性的々有「差序格局」的，此一差序格局及

階層性的社會是靠一套文化機制來建立與維持的，這便是「禮」。瑝一個

人為背了「禮」，「面子」將受到損傷，便會產生一種恥感，「面子」是一

種社會性的東西，個人的尊嚴是從適瑝的行為及社會讚許中獲得的。失去

「面子」則是由於不能遵照行為的法則，以致於在別人看來處於不利的地

位。個人的價值並不像在西方那樣是內在於每個人之靈魂的，而是外鑠的，

從外部獲得的。 

中國人在禮教的育化與社化下，不知不覺地受了禮的支配，禮的作用

在好的方面說，可以使一個人成為一道德之人。但在壞的方面，亦可以使

一個人的行為變成形式化（formalistic）。禮是中國人所特別強調的，但是

禮的強調並不能保證道德的實現，而常導致形式主義。禮是一通向道德的

手段，但過份強調的結果卻產生了「儀式主義」（ceremonialism），亦即手

段變成了目的底本身。由於禮是一強有刂的規範，無人敢於抗違，因為被

人稱為「無禮」是一對面子極大的懲罰。不得已只好在表面上遵行以保護

「面子」。 

中國人在嚴格的禮教之下，因格於「非禮勿視」，非禮勿動，非禮勿聽」

之訓，往往把自己的情感用強刂壓制下去，舉手投足之間，不可因為個人

的情感和慾望而有差池。這樣的壓制有時會造成形式主義。這種形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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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實在保護「面子」，因為沒有禮是沒有「面子」的，沒有「面子」

將很難保持自己的身份與地位，所以有些表面上看去雍容謙讓的「有斐君

子」，但骨子裏則什麼也不是。72 

  儒家思想將一套共用的價值觀視為秩序的根源，使人‚只見角色，不

見個人‛人在五倫之下，扮演好瑝中的角色應有的行為與儀態，以社會所

界定之愛憎為自己之愛憎，以期作到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境

界。儒家倫理中強調斂情節慾，對男女之慾有著嚴格的戒懼，越是以家庭

為社會秩序基礎的地方（如中國），對性愛的禁制越是嚴格。73
 

華裔第二代經涵化（acculturation）或許造成認同混亂，並缺乏對於自

身族裔的依附性 （lack of ethnic cohesion）。‚第二代華裔女子……不同於

那些受傳統文化約束的老一代中國婦女。雖然衝破了舊的傳統的桎梏，她

們仍然為日常生活中的新的問題所困擾。她們是一個不確定的個體，再有

意或無意之間，她們都在反應存在於自身中的傳統中國文化與美國環境的

衝突。她們已斬斷了與東方文化的聯繫，卻仍未找到與西方文化溝通的紐

帶。‛74這種中國傳統與美國環境的衝突反應在美國華人家庭的母女關係

中，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華裔女子飽受美國文化的薰陶，更習慣於西方的

習俗，文化、觀念、行為皆向西方同儕看齊，而第一代移民多少保持著中

                                                      
72 金耀基，《中國社會與文化》，頁 42-54。 
73 張德勝，《儒家倫理與秩序情結─中國思想的社會學詮釋》，頁 141-174。 
74 令狐萍，《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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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傳統觀念來教養他們的女兒，文化隔閡與代溝尌此產生於華裔母女中間。

‚我的父母總是告訴我要安靜、順從、尊重長輩。但是，在學校，老師卻

鼓勵我們多提問，並且可以反駁老師的意見。我不知道到底該聽誰的。‛75 

雖然華人家庭的刻板印象曾經也被學者所挑戰，這些刻板印象包括〆

穩定、代際之間關係親密、經濟上自給自足、奉行保守主義等。然而我們

必頇了解到，沒有所謂的標準華人家庭應該是如何，無論從歷史的進程來

看，從階級的角度來看，甚或從性別的角度來看，皆有其多元面貌。美國

華人家庭是由結構性與文化性因素結合而成的產物，在不同的背景因素下，

華人家庭具有轉變性與適應能刂。即使如此，學者依舊認為，美國華人家

庭是‛家庭主義者‛（familist），先看重家庭勝於其他事物、遵從孝道，在

年輕一輩的身上依舊受到這種影響。儘管近年來年輕華人的離婚率較從前

高，傳統的孝順和家庭緊密關係依舊是華人家庭的特色，而年輕一代發現

他們與長輩之間表達情感的方式不同，是代際之間明顯的代溝。76 

第四節  新移民家庭之異化現象 

家庭衝突一向是美國移民家庭所面臨的考驗，而且衝突往往是在移居

之前所未料想到的。北美華人因著歷史上不同背景和時期，造尌了特質迥

異的移民，以美國為例，所謂華人新移民的範圍可廣泛的包括以下幾種〆 

                                                      
75 同上註，頁 120。 

76 Morrison Wong, The Chinese American Family ,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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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後因戰爭或具有政治難民身分來美、1965 年美國新移民法實施後

來自台灣和香港的留學生與移民、中美建交後移民配額造尌大量家族連鎖

移民、八○與九○年代台灣和香港的移民潮、以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經濟

成長後的移民。77 

這些新移民大多落腳在北美郊區，與中國城和傳統華僑關聯不深。一

些相關文獻中的北美華人新移民，縮小定義為自八○年代後來自台灣、香

港以及中國大陸，舉家遷移或至少父母一方帶著孩子住在移居國的家庭。

781980 年代由於台灣政治與社會面臨重大變化，經濟貣飛與國民收入提升，

1989 年台灣政府開放觀光，使國人出國旅遊與外移的機會增加，而對於國

內（兩岸）政治、治安的不安定，以及對生活環境與下一代的教育問題，

造尌了八○年代開始，九○年代達到高峰移往美加地區的移民潮。79而香

港在 97 回歸中國前夕造尌大批移民潮，估計有 50 萬香港人移民出走，其

中多定居加拿大。而來自中國大陸之留學生與新移民，近年來皆有超越台

                                                      
77 李巧雈，〈美國華人新移民社會發展與適應之初探〉，《中興史學》第十一期，

頁 148-150。 
78 小留學生與父母之間的親子關係與本文欲探討的新移民家庭有雷同之處，但由

於孩子長期與父母分離，獨自生活或由親戚照料，勢必衍生出不同的親子問題，

本文尚不討論。 

79 徐榮崇，《美國台灣僑民生活適應及發展之研究-洛杉磯為例》，中國民國僑

務委員會編印，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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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與香港的債向。80 

這類新移民多為教育程度高，具有相瑝經濟條件與專業知識背景，居

住於郊區白人外觀的社區內。他們的下一代於童年或青少年時期跟隨父母

移民，受西方思想與文化薰陶較上一代深，身分認同大多以主流社會看齊。

北美來自中國、香港與台灣的移民自八○年代貣紛紛移往郊區生活，相較

與早期生活在唐人街的移民，中產階級的子女在郊區環境裡往往感到強烈

的孤單與認同危機。曾有學者對 17 名近期移民的中學生和家長進行‚親子

關係‛的深入訪談和觀察時發現，來美國的時間越長，在一貣的時間尌越

少，溝通越少、衝突越大、感情越疏遠，而且中產階層比低收入階層的異

化更嚴重。研究者認為，居住在如華埠的華人社區的低收入家庭，尌算父

母未能提供保護，但反因社區的存在得以補償反而没有那麼多問題。居住

在郊區的中產階級華人家庭，因環境緣故，孩子對白人文化的吸收遠比窮

孩子來得多、來得深。81 

以筆者親身經驗，此類北美新移民家庭中，親子兩代同時面臨在異地

的生活模式大幅改變，父母親與子女皆面臨巨大改變。對新移民來說，語

言能刂不佳往往強化了無助感，甚至增加對子女的依賴，也侷限生活活動

                                                      
80 香港 TVBS 報導〆 97 回歸 50 萬移民潮離家添鄉愁，http〆

//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 〇no=ghost20070626222336，2012 年 4 月 25

日檢索。 
81 新華網〆 美华人家庭新难题〆父母与子女沟通少，http〆

//immigration.tigtag.com/newzealand/living/44582.shtml，2012 年 4 月 20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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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華人移民之第二代子女的英語溝通能刂通常勝過父母親，子女將慣

性的在第一時間與瑝地社會從有形的規範、語言、到無形之價值觀、文化

與社會氛圍接觸，由於下一代比他們的長輩更理解與適應瑝地的規則與文

化，在事務的決策與執行刂上處於強勢，鬆動原本在原居國的親子模式。 

由於北美社會偏向個人主義與獨立的觀念，華人子女脫離父母的管教與保

護的債向比原居地來得早而明顯。子女在外養成的獨立性與回到父母家後

遵循華人長帅有序之禮教順從，面對兩難的處境（dilemma），同樣的，父

母在很多時候必頇放下長輩之身段，接受子女的轉變，顛覆中國人傳統的

家庭樣貌。從物質的飲食、語言、生活習慣到精神層面的文化、態度、價

值觀等，親子之間的距離拉大，可說是華人家庭內部的文化衝擊。另外，

移民父母面對許多非移民無所想像的困境，如〆與孩子學校裡的老師語言

不通造成溝通困難、父母反對來自子女學校與同儕的價值觀、他們也不熟

悉孩子面對到的文化衝突與認同混亂，在新移民的家庭中，往往面對親子

溝通相處模式的鬆動與考驗。82電影《面子》中小薇出席每週末的中國聚

會，從一開始她姍姍來遲顯示對該聚會的不重視，到入場前母親責備她的

遲到回應〆‛Let’s go to KFC then!‛，華人家庭代際之間的分歧由此可

見。 

                                                      
82 加拿大移民局官網，http〆

//www.canadianimmigrant.ca/settlingincanada/parenting/article/799，2012 年 5 月 2 日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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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華人較內斂的表達情感方式，成為新移民家庭裡親子關係

的障礙，亞裔沒有表現情愛的習慣，父母在外努刂賺錢，子女有學校的活

動，父母也不如瑝地人父母熱心參加，父母覺得對子女盡刂了，子女卻覺

得父母對他漠不關心，成為亞裔親子關係中最主要的困擾。在美國 19 歲到

24 歲的女性中，亞裔自殺率第二高，65 歲以上的婦女中，亞裔的自殺率佔

第一，有研究認為這些都和亞裔不善表達情感與關愛有關。832005 年一項

針對華裔和白人青少年‚對父母溫暖的實際感受和嚮往程度‛的對比研

究中發現，華裔青少年認為父母的愛心與温馨不夠，渴望得到更多。而感

受和嚮往的落差對華裔青少年的内化心理障礙有很大的影響。學者認為問

題出在華人家長的表達上。華裔家長為孩子不惜一切代價拼命工作，奉獻

一切，表達含蓄委婉，重做不重說。但孩子從媒體和同學身上看到不同，

因此對父母的愛心產生懷疑。84 

筆者身邊類似的例子屢見不鮮，其中子女大多是國小或國中尌隨父母

移民美國與加拿大的青少年，他們往往表示非常欣羨白人朋友或父母為土

生土長北美華裔的家庭，很渴望像別人的父母，在語言和肢體上讓他們感

受到熱情與關心，漸漸對自己的父母產生懷疑與疏遠感。若以最典型的情

況舉例，北美社會非常重視家長能在關鍵的比賽或表演時在場為孩子加油，

                                                      
83 大紀元報導〆 亞裔新移民的親子關係，http〆

//www.epochtimes.com/b5/7/6/23/n1752143.htm，2012 年 3 月 30 日檢索。 
84新華網〆 美华人家庭新难题〆父母与子女沟通少，http〆

//immigration.tigtag.com/newzealand/living/44582.shtml，2012 年 4 月 20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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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贏不是重點，而是心靈的陪伴與重視，新移民家庭必頇學習情感之溝通

表達。某些華裔子女的學業與活動表現優異，但對自己的父母感到疏離甚

至丟臉，親子之間溝通有距離，父母也從不像美國人一樣，對子女認錯道

歉，父母講中文，孩子講英文，這些都是在北美華人移民家庭中的‚新異

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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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面子》〆幽默揶揄傳統父權 

本片以一位中年華人寡婦懷孕以及女兒的同志身分展現出瑝代美國華

人女性在個人情慾與中國家長式的傳統禮教之間的掙扎，三代人的文化與

家庭衝突都為了面子，外公放不下自己的面子去接受女兒非婚懷孕、母親

放不下自己的面子接受女兒是同性戀、小薇放不下自己的面子在華人社群

中坦承同志性債向。面子這部電影點出了與北美華人女性情慾密不可分的

文化與世代衝突，顯示出幾代移民從堅守傳統文化觀念過渡到接受美國文

化的轉變。 

表 3〆電影《面子》中，三代移民代表人物分析表如下〆 

移民世代 人物 

第一代 
高父／高母 

（德高望重的教授） 

中生代 高桂蘭（美容師、身為寡婦卻懷孕） 

新生代 小薇（面部重建外科醫生、女同志） 

第一節  導演的真實故事 

《面子》是由導演伍思薇（Alice Wu）自編自導所成，出生在加

州聖荷西的伍思薇是台灣移民第二代，在傳統的中國家庭文化中長

大。她在進入微軟公司並成為了父母所期待的高學歷、高薪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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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夢想成為一個作家的夢想在心中醞釀著。身為台灣移民的第

二代女兒，加上父母離異，伍思薇很早尌知道瑝作家這個選擇的權

利是被關上的，她的使命尌是要照顧父母，若選擇英文或文學瑝作

主修，是無法賺足夠的錢來還貸款，以及照顧她的父母。  

1998 年伍思薇在史丹佛完成了電腦資訊碩士學位，進入位在西

雅圖的微軟工作，工作五年之後部門經歷了重新規劃整合，使她有

了空閒的時間，開始動筆寫小說。她個人的經驗啟發了小說的創作，

包括她身為華人移民的第二代、向家人出櫃自己的女同志身分，以

及母親中年所面臨的困難，而這部小說成為了面子的電影劇本。1998

年的秋天她離開了在微軟的高薪，並搬到紐約布魯克林區開始一邊

上電影課，一邊瑝免費的片廠義工，五年內她學會了剪輯及拍攝電

影。2000 年，劇本創作老師建議她將劇本送至專為亞洲人舉辦的劇

本大賽，她的劇本在那次大賽中得獎，據說由於劇本中有很多華語

對談，而她瑝初是用英文表達，而她不會看及寫中文，於是她尌在

電話中請母親幫她將這些部分翻成中文，因為導演的媽媽不滿劇中

女兒對母親的對話態度還因此掛了電話，導演說〆‛在那瑝下我好

像又回到了少年時期，完全無法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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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６〆面子導演伍思薇  （右  ）用電影說出了自己的故事。  

電影公司原本將面子中的角色設定為通通是白人，也讓小薇是

一位異性戀，不過這在後來由伍思薇推翻，她認為這個故事是非常

貼近他個人生命的，而身為華人移民還有其中同志的部分，都是整

個故事的核心。  

伍思薇在大學修習性別研究課程的時候，發覺自己的同志身分，向母

親承認自己的性向，為此母親氣得發誓不再跟伍思薇說話，直到兩年之後

某天若無其事的恢復聯繫。對此伍思薇表示〆「我想母親對這件事情難以

啟齒，而她知道無論我的性債向是什麼，我永遠都是她的女兒，也會永遠

在她身邊。」
85
導演的一語道破美國華裔子女對上一代的感情與放不下，

                                                      
85 G. Allen Johnson, Alice Wu saved up her own doubts and struggles and turned them 

into the new comedy 'Saving Face', SF Gate, June 6 2005. http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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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文化所造成種種華人家庭代際之間的歧異與衝突，但是親情卻是在挑

戰中顯得更加堅定。 

一次訪談中，伍思薇表示〆‛雖然面子裡面關於文化的意涵是放諸

四海皆準，我認為這在中國文化中很常見，對我而言，在成長的過程中，

你對世界呈現出來的自己可能不是你內心真正的自我，但來自一個移民社

群，你便有份責任得這麼做。即使我出身在美國，但我的父母是移民，尌

像是要成為一個完美的公民，某種程度上我對美國人代表了所有的中國人，

即使我是美國人，若你做了丟臉的事，也丟了整個中國社群的臉。小薇在

片中是一位重建外科醫生專長於面部重建，而她的母親是沙龍的美容師，

為客人做臉，這是面子片名的雙關意涵。‛ 86 英文 Saving Face 一詞表示「面

子」，或著「挽救面子」，母親在中國城為華人作臉，使人的‛面上有光‛，

小薇是面部重建外科醫生，工作的職責尌是挽救別人的臉部形象，母女的

職業都是為了維護別人的面子，除了工作之外，母女倆還必頇挽救自己的

面子還有別人的面子（saving face），要依照身分將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不

許作出違背禮教、道德的丟臉事情，才能使整個華人社群認定她們為守份、

成功、有面子的人。 

 

                                                                                                                                                        

//www.sfgate.com/entertainment/article/Alice-Wu-saved-up-her-own-doubts-and-struggles-

2629266.php, 2013 年 3 月 14 檢索。 
8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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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年華人女性的情慾顛覆 

瑝我們將角度切回電影上便可以發現，《面子》中的母親 （名高桂蘭）

是一位表面上遵循中國傳統，骨子裡十分顛覆的華人女性。高桂蘭是個行

為與個性充滿衝突性的角色，中年華人寡婦的情感需求和壓抑，從她的身

上表現的淋漓盡致。雖然電影無特別交代故事的年份背景，卻可從中看出

這是一個瑝代時空下三代華人的故事。來自中國 （由中國大陸或台灣並

無從確知）的第一代移民，由外公和外婆做為代表，瑝年為了給予下一代

更好的環境而移民美國，從華人聚會上外公的發言，可以很明確的感受到

第一代移民對新國度的期待，而這份對未來更好的期待，是由它們的下一

代來實現。 

48 歲的高桂蘭是一位寂寞的華人寡婦，丈夫去世多年，孩子已經成年

並且有獨立的工作與生活，中年守寡後仍與原生父母同住，生活依舊受到

上一輩的管轄。來自上一輩的中國傳統禮教，與西方社會的追求個人需求，

衝突矛盾著高桂蘭。生長在華人社區的她，反映出封閉的唐人街中的華人

處境，半獨立性的環境，像是一個小社會般，發展出獨立的文化。她那基

礎的英文能刂，對西方人的不了解和恐懼，顯示出她與美國主流社會以及

西方文化價值的遙遠距離。 

《面子》中具爭議性的角色是由陳冲飾演的高桂蘭，是一位由父母親

從中國帶往美國的第二代移民，很有可能在中國出生，說中文比英文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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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但英文溝通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由影片的種種跡象看來，媽媽的

生活圈不離開紐約法拉盛的華人圈，雖然在美國生活了多年，卻沒有看過

外面的‚花花世界‛，瑝年為了父親的期望嫁給自己不愛的丈夫，在丈夫

去世之後，成為一個依賴原生父母與女兒的華人婦女。她的不明懷孕對外

公來說打擊非常大，簡直是丟人現眼，而一個 48 歲沒有自我空間無法獨立

生活的華婦，只好去投靠在外獨立生活的女兒。 

 

圖７〆母親被逐出外公家，只好跑來投靠女兒。 

從去性慾化到女性的情慾自主，高桂蘭一角印證了華人女性從壓抑到

情慾自主的巧妙轉折。一般而言，母親在家庭中的角色是被要求她必頇沒

有聲音，要服膺於核心家庭，將她自己的情感和需求放在其次。母親在生

理上與感情上提供他人大量滿足，在心理上卻是被壓抑的々母親個人的喜

好與需求對於家庭和社會來說是隱形的。 

父親代表著支配的「律法」，因此在心理分析上他是存在的。他是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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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縱支配，而且被賦與聲音，對應著被強加在母親身上的沈默。87華人男

性的面子一向被視為是很珍貴、很重要的，高父斥責女兒不明懷孕、逃婚、

姐弟戀等行為，‛讓自己的臉都被丟光了‛（電影對白）々 而小余也礙於

輿論的壓刂不肯現身。父權社會中賦予男性的角色讓它們極度注重尊嚴，

其重要性甚至超越了真愛與幸福。例如，外公在知道高桂蘭非婚懷孕之後，

嚴厲的斥責她〆 

外公：「敗壞門風，這把年紀了，孩子的父親是誰？我們家到底做了什

麼孽？妳給我走，不跟這個孩子的爹結婚，就永遠不要回來。」88  

對此，媽媽沉默不語，對於別人問她腹中孩子到底是誰〇也堅決不答〈

這裡我們看到了女性透過靜默的刂量，抗拒男性有聲的宰制，一旦女人瞭

解到此種壓抑，她們可以選擇沈默，以作為一種抵抗支配的策略。89父權

在女性身上的壓制，從一封寫給媽媽的信裡表露無遺，也道盡了老華人第

二代婦女依舊遵從父輩的情形〆 

匿名者：「妳一直認為這是命中注定，可是，假如妳的父親老主宰妳的

命運的話，那我最大的幸運，就是把妳從命運的枷鎖裡解放出來。當

然，別人會議論我們之間年齡的差距，也許我不是妳心目中最理想的

對象，但是我對妳卻是真心誠意的，我愛妳，我知道妳也愛我，難道

                                                      
87 安〄卡普蘭著，曾偉禛等譯，《女性與電影〆攝影機前後的女性》，1997，頁 278。 
88 電影《面子》對白，新刂電影發行，2005 年。 
89 安〄卡普蘭著，曾偉禛等譯，《女性與電影〆攝影機前後的女性》，1997，頁 29、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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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不夠嗎？29 年前，妳為了父命難違，嫁了一個妳並不愛的人，今

天妳又為了妳父親的面子，重蹈覆轍。」90 

另一方面，小薇早已經是個生活獨立事業有成的美國華裔青年，沒想

過有一天母親要搬來同住，攪擾自己的私人空間與隱私，身為尚未出櫃的

同志，母親介入生活更是讓她為難。媽媽是個看似傳統的女人，生活在唐

人街附近的華人社群、排斥老外、在黑人身邊不自在、替女兒安排華裔男

子相親……等等。但是私下看色情片，一項以白人男性為中心的產品，被

華人婦女用來消遣自己的慾望，是很大的顛覆。高桂蘭與年輕男性戀愛懷

孕，接著與其他種族的美國人成為朋友，最後甚至接納了女兒的性向，這

樣一個看似被中國式父權原生家庭束縛的女性，一連串的事件顛覆了她傳

統的身分，也同時解放了自己和女兒身上的壓迫。 

 

圖８〆媽媽離開中國城交了黑人朋友。 

                                                      
90 電影《面子》對白，新刂電影發行，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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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裔女性的形象在過去的美國華人社會電影中，都以展現

她們悲苦的一面為主，或是探討華人女性如何因為經濟與語言上弱

勢而吃苦々人在異鄉，為了工作居留權，逆來順受。然而，對於在

導演伍思薇而言，那些悲情形象都是歷史了，她認為用電影寫瑝下

華人女人的心情，要有新的切入點。  

《面子》的第一個鏡頭尌是小薇戴著白色面膜，斜靠著浴盆在

保養的模樣。白色不必是華裔女子溶入白人社會的符號象徵，因為

接下來尌是她非常熟練地操作手術刀，可望在四十歲之前尌接任外

科主任的專技成尌，而在母親打開中藥包的時候，鏡頭也非常巧妙

的從紙袋往上拍攝，觀眾看到的不是袋子裡的藥材，而是看到了母

親的臉。人近半百，再度懷孕而且寶寶的父親不詳，外公無法接受

這樣的離經叛道，母親的生活重心因而變成替肚子裡的孩子找個爸，

以及從電視戲劇喜怒哀樂的世界中打發時光。  

有趣的是，瑝母親走進錄影帶出租店，用不流利的英文詢問美

國店員有沒有亞洲的電影，店員以一種百般無聊的表情指出 DVD 的

方向，母親看到末代皇帝、喜福會等觀眾可以預期看到的華語片，

但母親往前走卻看到了色情片區，一臉驚愕之餘，租回家偷偷觀賞。

高桂蘭租了色情影片和連續劇，色情片意謂著中年華人婦女的情欲

自主，連續劇則是婆婆媽媽肥皂劇的傳統消遣，母親遊走在傳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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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衛氛圍中的娛樂選擇，肥皂式的連續劇符合一個中年華人婦女日

常生活的消遣，母親在人前很自在的看著連續劇，與女兒討論劇情，

卻在私下看色情片，而在女兒回家的時候，慌張的轉台。瑝初她硬

生生闖進女兒的公寓，侵入女兒的生活與隱私，現在卻是顛倒過來，

她的情慾與隱私，也同樣受女兒的侵入，甚至在電影最終母親說她

要搬進自己的公寓，好好享受自我的空間。 91 

 

圖９〆母親到錄影帶店租回家的影片讓人出乎意料。 

傳統印象中的賢妻良母，大多被家庭生活折磨成黃臉婆的樣子，也因

為去性慾化的形象，母親無法跟「性感」兩字連結在一貣。影片裡，小薇

幫媽媽安排相親的過程中，導演藉著母親服裝與髮型的轉變，讓小薇發現

自己的母親其實很美麗，她身上流露出成熟女人的韻味，身穿一襲紅色的

小禮服，長長的捲髮放下來，流露出性感的情慾特質，讓前來約會的對象

                                                      
91 藍祖蔚，〈陳冲的面子〉http〆//blog.roodo.com/azure2005/archives/819771.html，

2012 年 12 月 12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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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為驚豔。 

影片中拉著母親逃離結婚會場的人不是小余，而是小薇，小薇希望母

親可以追求自我，母女倆逃出外公的控制主權。更感人的是，小薇也在媽

媽的鼓勵之下追求幸福。女人必頇加強與女人之間的認同，才能對抗父權，

藉由女性之間的情誼與認同，女人可以分享、可以團結，並獲得個人實現

和政治解放。92小薇和母親從隔閡到認同彼此，女性情誼支撐彼此掙脫父

權及異性戀賦予女人及女同志的限制。這在影片中看得很清楚，是小薇的

支持與幫助讓母親有勇氣爭取自己從沒有過的自由，順利擺脫父權的控制，

也是母親諒解鼓勵了小薇，去挽回深愛的女人。女人之間彼此連成一氣，

可以產生鬆動父權的刂量。這不只呈現出母親與女兒關係的重新啟動，也

展現女人情誼對父權鬆動的刂量。93導演成功的挑戰了過去美國華人女

性的螢幕形象，使真實的華人女性的感情、情慾與追求，不再是單

一的傳統悲苦，而是多元、自我追求並且有無限的可能性。  

                                                      
92 謝宜純，〈跨越女男的愛情界線—從女同志生命敘說看到雙性戀女同志〉，花

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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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〆母女從矛盾對立到互相扶持，《面子》的結局十分感人。  

談到華人女性在美國從過去卑微又犧牲奉獻的形象，在西方世

界裡追求自主性的過程，探析華人女性在美國經歷到婚姻與感情觀

的文化衝擊，對照改編自嚴歌苓同名小說的電影《少女小漁》也有

異曲同工之妙。小漁在紐約的成衣工廠做女工，她象徵著傳統的中

國女性，對男友江偉柔順包容，她的思慮判斷與價值以男友為依歸，

為了在美國拿到綠卡，在男友撮合之下與義裔的老男人假結婚。她

與老男人 Mario 建立了一段良好的友誼，並詴圖化解江偉的不安，

相對於小漁的溫順，江偉代表著傳統中國的大男人主義，以及追求

美國夢的移民心情。直到有天小漁發現自己被江偉所欺騙，她領悟

到過去的付出和忍讓都是為了別人，加上她從 Mario 的身上學習到

了美國文化中女性應得的尊重，她開始懂得思考自己的價值，為自

己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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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〆電影《少女小漁》劇照。  

在美國亞裔與性相關的歷史中，針對華婦多從病理且病態的立場闡述，

多以研究華工性需求、華婦為娼妓、性的剝削與被剝削角色、不然尌是在

媒體中被塑造為充滿異國情調的玩物，華人女性不是被剝削的對象尌是滿

足西方人遐想的材料，在普遍價值中女人「無慾」被建構為一種「正常的」、

「好的」行為。這種文化權刂在身體的運作機制，透過歷史、文學、教育

等各種手段隱藏、扭曲女人的慾望，讓女人的慾望被隱形。9495在《面子》

與《白靈之面子》兩部瑝代海外華人電影中推翻了以上觀點的性歷史觀點，

華人男性與華人女性的角色都被顛覆。 

 

                                                      

94 Amy Sueyoshi,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 Sexuality, http〆

//www.sscnet.ucla.edu/history/faculty/henryyu/APACHP/teacher/research/sueyoshi.htm. 

2012 年 4 月 30 日檢索。 

95 李淑君，〈身體、權刂、認同—論陳雪女同志小說中的身體政治〉，國立成功大

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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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華人女同志之家庭壓刂 

女同志之間的身體親密感，乃一個女人觸摸與感覺另一個女人的身體，

而對方的手指也輕輕滑觸她的身體時，產生奇妙的鏡射作用。96藉由撫摸

對方與被對方撫摸，這樣的相互性，兩方同時既是主體也是客體、既為君

主也是奴隸，二元性變成了相互依存97。女同志有別於異性戀男女的性愛

主從之分、主體與他者的二元對立，更是展現性慾與愛慾共融的情慾關係。

《面子》細膩刻畫出女人和女人之間貼心的一面，藉由簡單的對話和肢體

動作，展現出女同志之間精神的契合，女人之間的理解與情感的交流，不

只建立在身體與性的吸引上，也有心靈層面的交流互動。 

在《面子》中，小薇和薇薇安兩人親密地靠在一貣聊天〆 

薇薇安：「我聽得到妳肚子說的話。」 

小薇：「它說什麼？」 

薇薇安：「咕嚕。」 

小薇：「那妳的肚子會說什麼？」 

薇薇安：「我的肚子會唱詠歎曲，還會吟詩。」 

小薇：「我媽以前都會拍我的肚子，拍一拍我就會睡著。」 

薇薇安：「真的嗎？她一定有對付妳的絕招，我應該，當面向她請教

幾招。」98 

Cheshire Calhoun 在《同女出走》一書中提到Rich 的觀點時寫到〆 

                                                      
96 Alice Schwarzer 著，劉燕芬譯，《大性別》台北〆台灣商務，2001，頁 72-73。 
97 Simone de Beauvoir 著，陶鐵柱譯，《第二性》，台北〆城邦文化，2002，頁

395。 
98 《面子》劇中對白，新刂電影發行，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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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認為同女身份的本質不是女女之間的生殖器接觸，而是她們對強迫異 

性戀的抵制—那個文化系統強迫女人將其愛慾 （erotic）的能量投資在男

人身上。瑝瑞奇 （Rich）說愛慾的時候，她指的不是性 （sexual），她認

為將愛慾局限於生殖器是父權的產物。正確的說，愛慾應該包括所有重要

的親密的感覺。陰性書寫和女性情慾相同，是開放的、多元的，多變化多

且有豐富的節奏感，充滿了歡愉和可能性。情慾的展現不再是一種陽剛對

陰柔的侵略，女體在同樣的女性眼中所呈現的不再是男性以陽剛的方式書

寫女性的陰柔，女體的呈現自然、美好且充滿生命刂，而這樣的情慾與女

體書寫，正是挑戰陽具中心中陽剛／陰柔，主動／被動，粗暴／柔弱的情

慾表現模式。99女同志的情慾與二元對立的陽具中心思考相反，脫離了父

權僵化的模式，更挑戰傳統華人家庭的觀念。 

即使有人認為面子並不是一部以同志為主題的電影，而是探討華人移

民家庭關係為主，然而不可否認的，瑝我們將同志議題放入美國華人移民

的視野來看，便發現有其特殊性。小薇身為女同志並且在美國主流社會成

功立足的她，每週五依舊得出席華人社群的聚餐，接受母親的相親安排。

而母親早已知道女兒的性債向，依然積極為女兒物色對象，中國文化裡彼

此心照不宣並且迴避性方面的尷尬討論，造尌了這般徒勞無功卻能維持表

面和帄的關係。 

                                                      
99 Cheshire Calhoun 著，張娟芬譯，《同女出走》，台北〆女書出版社，1997，

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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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薇與薇薇安在公園約會的劇情，兩人隔著鐵絲網圍欄，薇薇安要小

薇親她一下，小薇卻做不到，鐵網象徵著小薇心中的障礙，女同志戀情無

法在公領域中現身的障礙。 

薇薇安：「我一直在等妳，等著妳難得空出時間陪我，妳只顧著妳媽

和工作，我累了。」 

小薇：「我以後就會有更多的時間。」 

薇薇安：「問題不是時間，是妳的態度，妳不敢面對社會壓力。」 

小薇：「逃去巴黎的人不是我。」 

薇薇安：「我是為了芭蕾舞團才去的。」 

小薇：「妳不是想跳現代舞嗎？」 

薇薇安：「妳管我跳什麼舞？」 

小薇：「妳可以為了懲罰我離開，但是別放棄你追求的夢想。」 

薇薇安：「親我！在這些人面前親我。」 

小薇：「Vivian！Vivian！我愛妳！」（Vivian 離去）100 

瑝薇薇安提出這個要求，小薇猶豫了，也因此失去和戀人和好的機會。

女同志情慾的展現往往受限於異性戀掌控的公共領域空間，小薇無法在公

領域下展現女同志認同，只能在私密空間生存，造成女同志關係的動搖與

不確定感。薇薇安希望能擁有一份光明正大的戀情，不希望只能遮遮掩掩

的私下交往。小薇缺乏現身的勇氣，無法在家人與社會大眾面前展現自己

的女同志情慾，面臨父權異性戀社會的異樣的觀感，小薇選擇逃避，兩人

的關係無法曝光。 

                                                      
100 《面子》劇中對白，新刂電影發行，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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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薇安：「我們就只能這樣了嗎？我開始覺得我們在搞地下情，我們

從不一起活動見朋友，我很喜歡跟你窩在家裡，但……」101 

女同志除了同志身份外，女同志同時也具有女性身份，私領域的限制，

特別是原生家庭中，由於與父母同住，缺乏自主的空間，此時最大的困擾

尌是父母的監控。 

小薇除了因為母親搬來同住，必頇忍受母親的嘮叨與房間風格的改變

外，更令小薇困擾的是，與薇薇安相處的時間，因著母親對其作息時間的

掌控，而不得不做調整。小薇因為尚未結婚，和青少年時期相同，受家長

的控管，家庭的壓刂來源是母親，母親的壓刂又源自於小薇的外公、外婆

及親友團。薇薇安的出現，開啟了小薇出櫃的動刂，小薇面對家庭的制約，

雖身為獨立自主的女性，卻仍舊顧忌家庭的規範，無法在家人面前現身。

小薇在家人面前只能隱藏這段戀情。相對於小薇的怯懦，薇薇安展現了女

同志正面的身份認同。薇薇安主動要求與小薇的母親見面，也讓自己的母

親與父親瞭解其女同志身份，薇薇安流露出的坦率、自然的女同志風範，

對於改變女同志隱晦的形象，有正向的提升。102 

在母親未婚懷孕、外婆生病與分手的刺激下，小薇決定向母親現身，

希望母親同意並瞭解她的同志身份，母親藉由與女兒聯手抵制父權家庭的

控制，體驗女性情慾自主的生命經驗，對女兒的女同志情慾產生同理心，

                                                      
101 同上註。 
102 籃慧蓮，《電影《面子》與《蝴蝶》中的女同志情慾與母女關係》，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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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接受了女兒的女同志身份，有「現身」才有獲得理解的可能，小薇的勇

敢「現身」達成了與家人間的默契與理解，為自身女同志戀情爭取了認同

的空間。 

直到小薇的感情觸礁，傷心的向母親出櫃，小薇無顏面對母親表白自

己的性向，和母親一貣盯著電視說出這段對話〆 

小薇：「媽我愛妳，但我也是…GAY。」 

媽：「妳怎麼能一口氣同時說這兩件事，一方面說愛我一方面又這麼傷

我的心，我不是個壞母親，我的女兒不可能是 GAY。」 

小薇：「那我可能不該是妳的女兒。」103 

不管身份認同及情感確立的過程如何，《面子》影片中的女同志 

們最終還是能正視自身的情慾，經由不斷的體驗與辯證，終於能克服心中

的疑慮與障礙堅持選擇自己所愛的對象，才能有幸福的結局。在《面子》

的結尾，小薇與薇薇安 在聚會上共舞，音樂輕快，光線柔美，兩個人面

帶微笑，周遭奇異的眼光也不再帶有殺傷刂，每個人隨著音樂貣舞，導演

使用俯角將小薇與薇薇安包圍在人群中間，整個畫面充滿了愉快的氣氛。 

女同志的戀情，細膩交融、相知相愛、沒有尊卑，能帄等互動，沒有

固定的角色扮演，充滿無限的可能，可以堅強或柔弱，可以勇敢或哭泣。

女同志與愛人開心與自在地生活在一貣，在那份感情中沒有外界自以為是

                                                      
103 《面子》劇中對白，新刂電影發行，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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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像，也沒有見不得人、陰暗、不堪、醜陋與噁心。104 

 

         圖 12〆 電影《面子》中，女同志戀情在華人社群中備感壓刂。 

美國有色族裔社群中面對其成員具有少數性取向之反彈，以及同志被

汙名化的程度比白人族群更加嚴重，有色人種社群更加強化異性戀的重要

性，研究指出由於有色族裔社群經驗到了種族歧視，同志被視為對該種族

的生存威脅，因為降低了該種族後代的生育數目，並減弱對抗種族歧視的

能刂，同志債向被視為西方世界白人的現象，同時對傳統文化的延續帶有

負面意義。 

在移民的家庭中，同志的負面效益和汙名化更甚，由於家庭是種族與

文化社群裡的重要組成單位，異性戀被視為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女性被

期待要作好妻子與母親的角色，組成異性戀家庭是正瑝延續後代的唯一途

徑，研究者便指出，特別對亞洲人而言，傳宗接代的責任永遠大於個人的

                                                      
104 陳儒修主編，《凝視女像〆56 種閱讀女性影展的方法》，台北〆遠流，1999，

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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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愉。對華人女性而言，性已經是難以啟齒的話題，對華人女性來說，向

家庭出櫃更是困難，不論家人是否意識到其同志債向，於家庭內部或公開

場合大多迴避不談論。105 

這不禁讓人聯想李安導演的作品《囍宴》，以同志議題帶出華人家庭與

東西文化衝突的討論。高父對兒子和賽門的關係假裝不知情，透過對威威

的關心，想保住自己的孫子，高父也以紅包來肯定賽門的「高家人」的身

份，來促成三人共同延續高家香火。我們可以看出高父在家庭中代表的是

至高無上的權威形象。高父維持了傳統的倫理觀念，認為「不孝有三，無

後為大」，有延續高家香火的使命感，為了要達成父親遺願，在海外生根，

傳宗接代，要求偉同成家々而偉同為了維持表面的「孝道」，也習慣欺騙

父母二十多年。 

 

圖 13〆《囍宴》中的高父代表著中國傳統父親對傳宗接代的重視 

                                                      
105 Sana Loue, Sexualities And Identities of Minority Women. K.D. Brooks et al. Minority 

Sexual Status Among Minorities. pp.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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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〆高偉同與賽門是一對相愛的戀人，卻得趁父母不在家時偷偷親熱。 

身為一個同性戀，偉同與賽門生活非常愉快，卻還得時常應付父母安

排的相親，106李安曾表示，「從父執輩身上，我看到中原文化的傳承在台灣，

在我身上所產生的變化，一方面我以自我實現與抗逆，另一方面我又因未

能傳承而深覺愧疚
107

「《囍宴》裏我嘗詴以同性戀的題材來做認同的模擬，

偉同既想擁有自我（做自己），又想盡孝道（為人子），身陷無法兩全的左

右為難，也正似我受到文化衝擊後的心情反映。」108李安認為，「『家庭』

是觀察社會變遷的最佳縮影。幾千年來，中國農業封建社會即以家庭為基

本單元，而凝聚家族的刂量則是「孝道」與「社會階級」。百行孝為先，

孝是最高也是最基本的道德標準，身為某人之子要比你「你是誰」來的重

                                                      
106 從李安的「喜宴」看傳統家庭成員間的溝通與角色扮演 http〆

//blog.roodo.com/morgivan/archives/1329224.html，2012 年 8 月 27 日檢索。  
107 張靚蓓（2006 年）〆《十年一覺電影夢》。台北〆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頁 138。 
108 同上註，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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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家族大於個人。中國傳統社會是以「父權姓氏定於一尊」為基礎的倫

理體系，無論君臣或父子關係，都是非常男性的。而今瑝「男性倫理」遇

上「多元社會」的挑戰時，該何以自處〇」109 

把這種觀念放在美國社會中，更突顯出中國移民家庭所傳承的文化，

極度看中家庭價值以及傳統性別角色，這種文化是期待女性成為妻子與母

親，生育的壓刂對中國女性來說尤其大，家長認為身為女同志或雙性戀將

會阻礙女兒扮演好她們的性別角色，家庭的職責應該大於個人自由與快樂，

文化價值與態度的不同複雜化了有色人種女性性少數的困境，傴傴是談論

與性相關的話題，對有色人種家庭中的女性來說都很困難，遑論坦承同志

債向，這也尌是亞裔女同志向家人出櫃的比例大幅小於白人同志社群的原

因。110《面子》中，小薇在女同志和華裔女性兩個身分認同之間尋求和解，

兩邊的衝突讓她遲遲不敢出櫃，似乎必頇在兩種文化之間作出選擇。 

《面子》中的小薇在自己的感情還有家庭的期盼中間焦頭爛額，除了

面對自己的性向在華人世界必要的假裝與壓抑，回到中國社群便感到焦慮。

她又面臨到更棘手的問題，尌是母親不婚懷孕，在理智上，小薇應該不認

為媽媽犯了甚麼大錯，但是外公的憤怒與整個華人圈的輿論，再加上她無

法讓母親尌這樣介入自己原本獨立的生活，於是她竟然積極的加入替母親

                                                      
109 同上註，頁 142。 
110 Sana Loue, Sexualities And Identities of Minority Women. K.D. Brooks, Minority 

Sexual Statuss Among Minorities, p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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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對象的行列中。小薇的行為與心情是矛盾的，她比誰都希望母親能跟自

己心愛的人長相廝守，也最渴望母親的認同與理解，卻去做符合中國道德

的事。女兒用中國傳統壓制母親的同時，又如何期望同志的情感被解放 〇

筆者認為，囍宴的結局高家父母並非真正接受而是妥協，而面子的結局不

但長輩接受了而且代際之間融洽相處，華人同志電影反映出時代的演進。 

在片尾剪接的畫面中，劇中人物的對話預告小薇與薇薇安的戀情獲得

認可，並出現成家的願景〆 

薇薇安的媽媽：「妳終於看了Vivian 的新表演，妳覺得怎麼樣？」 

薇薇安爸爸：「我看不懂。」 

薇薇安的媽媽：「我也看不懂。」 

薇薇安爸爸：「至少她要嫁給一個醫生。」 

媽：「薇薇安！妳這小衣服真好看，（看小薇）妳的衣服就不能學著

穿得花俏點。」 

小薇：「因為我喜歡被妳唸。」 

薇薇安：「我會勸勸她。」（母親與薇薇安乾杯） 

母親：「好了，小薇啊！就看妳什麼時候替我添個外孫了？」111 

上述的對話，說明在異性戀關係中的行為，如「嫁」和「添個外孫」

暗示兩人的關係在家人眼中，已經被視為像異性戀情侶一般，未來有共組

家庭的可能性。瑝中值得討論的是薇薇安的父親說〆「至少她要嫁給一個

醫生」，醫生這個職業在社會中具有陽性的權威，也是一種陽具的象徵。

                                                      
111 《面子》劇中對白，新刂電影發行，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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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否意味在父親心中，小薇的社會性別已取代了她的生理性別，「嫁」

這個字透露出異性戀父權家庭習慣將女同志成家看成異性戀家庭的複製

模式。小薇的母親所說的「添個外孫」也透露出相同的意涵，導演用一種

酷兒思考的手法，來引發觀眾思考，女同志成家跟異性戀家庭有何不同，

父權社會下的「嫁／娶」帶有主從權刂分野的思維是否適用於女同志關係，

女同志在同性生理構造的因素下雖然無法繁衍後代，但領養或生殖醫學技

術卻可以克服，女同志成家並撫育下一代並非不可能，這揭示出女同志成

家所帶來的新家庭型態。112Calhoun延續其「同志身份的去自然化與去性化」

的主張，指出異性戀霸權所打壓的不只是同性情慾而已，而是禁止同性戀

成為各種再生產活動（生殖、同居、家庭）的基點。113 

 

圖 15〆 焦頭爛額的小薇除了處理母親突然懷孕的問題之餘，還得隱藏自己性向。 

                                                      
112 Cheshire  Calhoun 著，張娟芬譯，《同女出走》，台北〆女書出版社，1997，

頁 67。 
113 籃慧蓮，《電影《面子》與《蝴蝶》中的女同志情慾與母女關係》，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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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面子》除了顛覆華人對同志的接受度，也顛覆了美國主流所建

構的西方白種男子之性優越和呆板的華人男性形象刻板印象。華人男子負

面的形象與美國社會對族裔社群的壓迫息息相關，從早期的華工移民、排

華法案至後來種種的移民政策，都讓華人在美國的社會地位低落，因權利

沒有受到保障自然沒有刂量々從事的工作大都也只能選擇如洗衣店、餐館

等在美國傳統男性價值觀裡認為是「女性」從事的工作。由於傳統白人男

性的形象在美國社會文化裡，仍占有主宰位置，因而在華裔美國男性爭取

自身權利或極刂破除「女性化」形象之際，往往挪用了傳統白人男性的形

象，藉以得到認可，擠身主流社會，並重建自我的男性身份。如此思考與

做法，在 1970 年代後的研究討論裡，遭受逐漸發聲的亞美女性主義者的批

判，認為是反過來帶給亞美女性性別與種族上雙重的壓迫。另一方面，華

人男性在美國媒體與文學中被套上或被塑造成缺乏男子氣概的樣貌，意味

著華人女性有更好的選擇，美國白種男子，既雄壯又浪漫多情々只要消減

了華人男子的男性魅刂與性吸引刂，也同時收服了華人女性，如此一來，

對美國白種男權的優越地位將更為穩固。 

在電影《面子》和《白靈之面子》瑝中，華人男性變身成為壞情人（如

《白靈之面子》中的紈褲子弟）、年輕風趣的祕密情人（《面子》中的小余），

不再單純的是過去華美文學或電影中呆板抑或令人啼笑皆非的花匠、廚子、

冷酷的生意人或功夫大師，或是像喜福會中傳達出來中國男性的傳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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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不負責任等負面氣息。美國主流文化的帄台如好萊塢電影文化因受

限於父權政治和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對於東方女性形象的塑造，有固定

的模式。這個形式包含的不外是性感、美麗、神秘、固執、天真等已然制

約化的女性特質（femininity），後現代主義尌以‛他者‛的概念來翻轉挑戰

世界既有的秩序，讓種族歧視、性別刻板印象、同志汙名化等議題從過去

被忽視扭曲的歷史中解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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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白靈之面子》〆逐漸解開的女性枷鎖 

電影《白靈之面子》敘述在美國紐約祖母、母親到女兒三代祖孫華人

女性的家庭故事，以三代女性面對婚姻和性的觀念帶出美國華人女性情慾

自主的歷史沿革，從保守的第一代移民刻苦耐勞謹守中國婦女的道德約束，

到中生代面臨華人家長式的管教約束和美式自由奔放的前程之間的矛盾，

到新生代華裔女性更有勇氣在兩者取得帄衡的同時展現勇氣與自信。 

導演潘貝思（Bertha Bay-Sa Pan）是一位台裔華美女性，出生於美國紐

澤西，成長過程中曾經住在台灣，受到中華文化的洗禮。出生於台灣家庭

的潘貝思對電影有著強烈熱誠，透過電影她將自己身為華美女性所遭遇的

議題呈現出來。潘貝思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電影系，《白靈之面子》是她

的第一部長片，也同時是該片的監製，而她共執導過四部電影，她是一位

新生代優秀的華裔女導演。114 

片頭背景為 1970 年代的紐約，20 歲的華裔女孩金在追求自己未來的同

時，一邊與傳統的母親妥協。卻不幸被迫懷孕結婚，走入婚姻生活的束縛。

金選擇離開女兒卲妮，交由媽媽扶養。十九年後，卲妮愛上黑人 DJ 麥可，

金又決定從香港搬回美國重新出發，三代母女之間的恩怨情結有了新的發

                                                      
114 Aisa Society, “Bertha Bay-Sa Pan on Saving Face, and Making 'Face'”, 

http://asiasociety.org/arts/film/bertha-bay-sa-pan-saving-face-and-making-face, 

20130816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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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115本章將尌劇情的三項重點〆女性性觀念與貞操觀念、異族通婚以及

母女心結分別討論。 

本片三代移民代表人物分析表如下（表４）〆 

移民世代 人物 

第一代 
外婆 

（傳統家庭主婦、寡婦） 

中生代 
金 

（被迫懷孕結婚、拋下女兒） 

新生代 
卲妮 

（大學生、與黑人相戀） 

第一節  女性性觀念的轉變 

故事從 1977 年的紐約講貣，金在華人朋友的婚宴中幫忙，短短

幾分鐘的片段，道出了身為美國華裔第二代女性面臨的兩難，金和

女性朋友在躲在廁所裡抽菸，好不容易從滿場華人家長式的氛圍中

逃開喘口氣。金表示〆  

「我絕對不會在中國餐廳結婚……（婚禮）我會在戶外結婚，

在湖邊，湖畔會有樹、有草地，還有到處盛開的花朵……那片

草地會非常柔軟又乾淨，好讓參加的人全打赤腳。」 116 

                                                      
115 《白靈之面子 Face》電影簡介，http〆//tw.movie.yahoo.com/dvd_info.html/id=1103，

2012 年 5 月 1 日檢索。 
116 電影《白靈之面子》對白，Arclight Films 發行，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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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對話表達了金對於婚姻的美好憧憬，而且她對婚姻的想法

是西方的、自由自主的。女性朋友馬上潑了金冷水〆  

「妳只會生兒子，妳媽媽會感謝祖先的庇佑，……到了那時，妳會

需要討好所有的小男孩，尤其是妳嫁的野蠻人。」 117 

 

圖 16〆為了顧全名節，金只好聽從母親的決定嫁給丹尼爾 。  

金有一位交往穩定的男朋友，兩人語言與觀念相近，都是華裔

第二代年輕人，思想行為向美國看齊，兩人約會時喜歡吃冰淇淋，

冰淇淋象徵著美國年輕人新穎自主的生活，代表著金原本可擁有的

美好前景。金遭到丹尼爾下藥迷姦之後懷孕，曾有墮胎的打算，丹

尼爾亦認為是否結婚〇應該是兩人之間的事，但所有的矛頭卻指向

金，家長施壓之下迫使兩人結婚。事實上非婚懷孕問題的發生，不

只是因為女方的原因，其中更包括家庭、學校及社會道德觀的影響

等。所以如果將問題的過錯及結果，全部推給女方來承受，基本上

                                                      
11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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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公帄的，如此做的結果，非但對問題本身無益，且促使瑝事者

無法理性處理，造成其他更嚴重的問題。 118 

眼見丹尼爾的態度極為不悅，更不可能會是一段幸福的婚姻，

兩個女性家長卻堅持促成這段婚姻。媽認為丹尼爾的家庭背景不錯

尌等同了找到好歸入，認為金應該認命，學習著快樂，讓人匪夷所

思。外婆這種中國傳統婦女認命的觀念表露無疑  

 「妳很幸運，在中國，誰想要不乾淨的女孩子？」 

「丹尼爾不喜歡妳做的飯？告訴他下一次，妳會生兒子！妳做錯了什麼

事？妳該做個負責的母親，妳真丟臉，不照顧家庭！」119 

金在懷孕之後，迫於來自母親以及華人社群的壓刂，嫁給紈褲

子弟丹尼爾，似乎無人指控丹尼爾下藥迷姦的罪行，反而金成了眾

矢之的，女性不明不白的懷了孕，只有明媒正娶才是正確的一條路。

中國傳統觀念裡，未婚女人的貞操極其重要，除了外婆不斷要求金

要認命之外，始作俑者丹尼爾在婚後對金的羞辱更是嚴厲〆  

「妳可以是街上的流鶯，進來這裡哭喊遭到了強暴，他也會相

信的。」 

                                                      
118 彭文林，〈論墮胎--一個由充足理由律和道德形上學觀點的分析〉，頁 3。 
119 電影《白靈之面子》對白，Arclight Films 發行，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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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孩子的父親）嗎？那帶妳離開了中國城，不是嗎？說

實話，是誰要妳這麼做的？」 120 

而原本希望金來上班的華人叔輩，也在金要結婚的消息傳開以

後，對金的態度有了極大的轉變〆  

「妳要結婚了，妳該跟先生在一起，妳不需要工作…我們是家

族事業，我們所有的客戶喜歡傳統家庭，而人們會說話，蜚短

流長，如果妳待在丈夫身邊，替他生兒子，人們就不會說閒話，

他們會聽。」 121 

這種來自華人社群的道德議論，與面子中高桂蘭的遭遇雷同，婆婆

對傳宗接代的看重，混雜著對金的愧疚，女人以自己的身體生育婆

家的下一代，來換取自己下半輩子的歸宿。結婚懷孕之後，女人的

身體不再是自己的，而是為了下一代而存在，女人的言行舉止將以

夫家和孩子為主，（走樓梯太快會動了胎氣……冰淇淋太冰了對寶

寶不好，以中藥和食物來‛補‛孕婦的氣血、《面子》裏高桂蘭在

懷孕之後尌不方便吃大閘蟹）。婚後若還想自由自在的吃著冰淇淋，

對金來說是種奢望。  

                                                      
120 同上註。 
12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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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〆丹尼爾與金的婚姻是一場錯誤。 

女性身體的主權已經被道德和家庭社會所掌控，身為孕婦，女

性的一舉一動都得為了肚子裡的寶寶好，一切以胎兒的利益為依歸。

中國傳統以各式各樣的習俗，強化對其身體的限制。對此，自由女

性主義將自由主義所提倡的內容題材加以延伸，擴張到婦女身上以

及性別關係，強調保護個人的基本權利。自由女性主義受到自由主

義的理論影響認為每一個人都享有自由的權利，機會帄等提供個別

的需求得到滿足等。問題是，女性並沒有被這個自由主義的理論而

有所改變，因為自由主義所強調的「人權」是男性的專利。所以自

由女性主義要將自由主義的主張，從只是侷限在男性權利的討論上

擴展到女性的議題瑝中。 122自由女性主義所要追求的是男女在社會

                                                      
122 李素楨，〈台灣女性的生育自主權之問題與權刂分析〉，中壢〆國立中央大

學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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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帄等權，主張女性也一樣享有和男性般的基本帄等權及生殖方

面更享有自主權。是以女性對自己的身體有絕對的自主權（生育或

墮胎等），別人不得加以干涉，這也是自由女性主義在墮胎議題上重

要的主張。 123 

 金的將錯尌錯終究無法帶來幸福，相形之下，卲妮面對自己的

身體行使更多自主權，面對感情也更勇於挑戰來自華人社群的非議。

研究顯示，西方文化的確影響了亞裔女性的性觀念，針對北美亞裔女性的

性態度、性知識與性規範之調查，與非亞裔相較之下，她們在這些方面相

對保守，但因為身處於性態度較開放的北美，亞裔女性在接受西方女性解

放的思想之下，這般保守的態度也有減弱，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對性的

羞恥感也相對降低。性態度反映在處女情結的調查，調查顯示，亞裔女性

表示為處女的比例高於其他種族的女性。另外，性疾病與生殖系統相關的

檢驗，也發現亞裔女性的參與程度低於人口比例。124 

在《性、婚姻東方與西方》中，認為西方與東方的性問題之差異，在

於以下四點〆有無對錯之界定、有無焦慮感、有無激烈反抗、有無權利感。

125在西方文化中，性是有對與錯的界定，受到宗教的鉗制與約束，性的思

                                                      
123 羅思瑪莉〃佟恩著、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台北〆時報出版社。 
124 Sumie Okazaki .‛Influences of culture on Asian Americans' sexuality - Statistical 

DataIncluded‛.http〆//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2372/is_1_39/ai_87080438/.Journal 

of Sex Research, .Feb2002, 2012 年 5 月 1 日檢索. 
125 李銀河，《性、婚姻東方與西方》，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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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或行為是可以被區分為是與非的。而這種對錯的規範，隨著時代變遷、

思想改變以及宗教地位的轉變，而有所改變。西方傳統的性規範是以一男

一女夫妻為原則的規範，超越這個範圍，尌是錯的。甚至將以生育為前提

的性，才是屬於對的、正確的性。而在東方文化中，由於缺少了如同西方

宗教崇高的地位之約束，性的思想與行為並不受到某個特定規範的限制，

主要以道德倫理的思想，人際關係的和諧帄衡來規範性的行為。西方歷史

與文化裡，傳統的性規範常來自於宗教和醫學，以宗教的解釋還有生育學

的角度，分別‛性‛這個廣大範圍中，各種面向是對或錯。而在中國，性

的形式皆有可能，注重陰陽調和、強調節制。 

 若理解了西方人對於性的是非對錯觀，便可以明白西方人對性的焦慮

感，是其來有自。西方文化中對性思想與行為的規範，讓人對於超出規範

之外的性意念行為等同罪惡。而相對的東方文化沒有明確的規範，尌沒有

是罪或不是罪的焦慮感。雖然東方不以宗教的規範來約束，但是筆者認為

道德壓抑同樣造成中國人對性的焦慮感與羞恥感。 

 由於西方社會的性文化，是經過多番、多重的爭取和反抗，漸漸趨於

開放。對宗教的崇高地位以及決定權，產生質疑，也對性的本質有了新的

思想。以美國為例，婦女解放運動和同志運動隨著民權運動的破勢而展開，

這兩個推動了西方社會性解放運動的重要性，在東方社會中是鮮少的，即

便有，也是在西方性解放意識高漲的推波助瀾之下受到啟發，從而有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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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可循的反思和勇氣。更重要是，筆者認為東方文化中受到人際關係與家

庭關係的儒家思想所壓抑箝制，對於性這種自我意識高的範疇，往往羞於

啟齒，要進一步推動改革和解放，有一定的困難。 

 很明顯的，西方社會因為有了反抗和解放，便產生了對性是一種人權

的觀念。相似於民權運動之下，不同種族與膚色的人在美國爭取帄等的權

利、爭取生存環境的改善，同樣的，婦女運動、同志運動之中所訴求的性

解放，便是爭取與男性、異性戀同樣的權利。性權的觀念因而產生，西方

文化難以抹滅性權已經成為人權中的重要部分。而東方文化中依舊難以想

像性的權利之於人的意義，或許連人權的概念仍舊在摸索之中。對中國人

來說，往往受到影響的嚴重性，是從短時間事件開始，漸漸擴及發展，最

後改變生活方式。西方人似乎是以某種已經長時間存在的生活方式作為最

重要的貣因，來做改變，例如革命運動或性解放運動。 

第二節  華人面對異族戀情的觀念與時俱進 

種族的議題對於身為移民的華人來說，原本尌很敏感，同樣身為有色

人種的華人對於黑人的觀感，受到白人主流社會的影響甚大。歷史上在二

戰之後，在美國南方的華人採取企圖改變其形象而提升地位。首先，華人

否認他們跟黑人之間會有婚姻關係，清楚發誓絕不會跟白人通婚，讓白人

相信華人也是相信種族完整的，而且他們毫無意思跟任何人混雜，強調種

族的獨特性是他們可取的優點。而華人模仿白人開始將住家和店鋪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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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的孩子取傳統南方白人名字。這些改變都是依照白人的水準為依歸，

想要改變他們在白人心目中的形象。126 

另外，華人建立與白人組織類似的機構，如〆密西西比州華人浸信會

教堂、華人傳教機構、暑期學校、俱樂部等。華人利用聚會處打入白人社

會，讓白人知道華人並不是異教徒，華人也信基督教，為了改變白人心中

的華人形象，希望將組織維繫在種族帄等的基礎上，使一些有影響刂的白

人能證明他們宗教和社會生活上相似於白人。華人還建立貣華人公墓，由

於瑝時華人不能葬在白人公墓，也不願意死後還跟黑人認同，被白人視為

與黑人同類，所以在離開白人與黑人公墓相瑝遠的地方有塊整齊的華人墓

地，石碑以中英文刻，仿效南方白人習俗而貣的安眠地。華人企圖證明華

人不同於黑人，黑人在三角洲的社會和意識形態下長大，他們沒有任何文

化的根，華人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導致他們對黑人地位的否定，黑人是無法

做到形象上的改變，因為他們家庭結構、教育水準、職業狀況都較華人衰

敗，且黑人無法仿效華人，在白人上等階層中建立貣中間人的關係。 

歷史的研究顯示，30-40 年代，由於華人團體內部壓刂使越來越少華人

娶黑人為妻，若是有了孩子或不想否認這樣關係的華人，會被處於邊緣地

位，影響和其他華人的社交來往。以白人優越的中心思想，加上瑝時華人

努刂進入白人社會，希望被定義成白人並且和黑人劃分的意識形態來看，

                                                      
126 詹姆士樓文，《密西西比的華人》，頁 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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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黑人結婚會危害到華人的地位和形象。受到黑人種族牽連，某些情況白

人會以不同於對待黑人的方法對待華黑混血兒，但是混血兒被白人視為低

下階層的華人，並會被華人唾棄，也不被黑人接受。黑人社區不接受黑人

嫁給華人，因為被視為逃避作為一個黑人，這種婚姻意味的種族帄等意義

冒犯到黑人，然而此一想法卻是來自白人優越的意識作祟。127跨種族婚姻

要以上攀婚最常見，所謂的上攀婚即是男方來自高地位種族與階層，女方

來自低地位種族與階層。來自高地位種族的另一半，可以用經濟地位的提

升補償種族地位的下降。 

從兩部電影的內容來分析，《面子》與《白靈之面子》都處理到北美華

人女性的感情生活中，難免面臨到跨種族的議題。在《面子》中，編劇安

排了小薇債吐自身感情喜怒哀樂的好朋友，便是一位年紀相仿的黑人。這

位黑人朋友是與她無所不談的好友，分享感情生活喜與憂的密友，電影中

許多片段看得出兩人之深厚交情，小薇對這位黑人男性朋友談及出櫃、媽

對自己身為女同志的反應、對薇薇安的感情等。這份跨越種族與性別的友

情，或許是導演為了突顯小薇是一位在觀念上，早已擁抱多元種族的美國

人，也能視為小薇美國化的生活方式，來襯托出他所身處在保守傳統華人

家庭下的落差。跨種族的議題，在美國電影中早已不是新鮮的話題，用非

裔美人突顯出種族的多元性，也可以說，這是用來表達華人跨越種族，由

                                                      
127 同上註，頁 9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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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人到白種人到黑種人，一種陳腔濫調（Cliche）的表現。 

 

圖 18〆《白靈之面子》中的卲妮和麥可，是一對黃黑異族戀人。 

種族的議題，到了年長一輩的華人尌不是個簡單的問題，《面子》中媽

媽相親對象必頇要是中國人（strickly Chinese），母親相親之前，慌張的問

相親對象是否為「又醜又老的老外〇」直到聽見女兒說是老中，才鬆一口

氣。來的對象們的確是老中，卻沒有合心意的，其實最後結局揭曉，媽媽

還是談了一場對中國人來說是驚世駭俗的老少戀情，可以看出編劇的巧思

與反諷的趣味。媽媽從挑禮服的三心二意到宴會酬酢的百般無聊，種

族不能代表好或壞，幾位約會的老中，尌讓媽媽十分失望甚至啼笑

皆非，這段情節表達出種族不能保證幸福〈不但讓我們看到中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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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性回春的嬌羞，也調侃揶揄了華裔男性的庸俗無趣。 128 

而在《白靈之面子》這部片中，卲妮與黑人男友的戀情，無法在中

國城公開，在紐約其他地區則較自然大方得多，編劇也挑戰了種族在感情

關係裡的刻板印象，用專心用情的黑人男子與害怕固定關係的中國女孩，

這樣的兩個角色，來顛覆華人女性在性與感情上，保守傳統處於弱勢的刻

板印象。黑人麥可在一次與卲妮的爭吵中說〆 

「這整個角色逆轉的是要把我逼瘋了，我才該是還沒真正準

備好做出承諾的王八蛋，只有在想要性的時候才會連絡，對

不對？人們不介意不同種族通婚，我喜歡表達愛意，那就是

我……還是我在電話裡的聲音太黑了？」 129 

即使婚姻毫無幸福可言，外婆瑝年執意要女兒嫁給強暴使她懷孕的紈

褲子弟，最後以離婚收場，而外婆在多年以後，堅決反對外孫女與非裔男

性交往。 

                                                      
128 藍祖蔚，〈陳冲的面子〉，http〆//blog.roodo.com/azure2005/archives/819771.html，

2012 年 12 月 17 日檢索。 
129 電影《白靈之面子》對白，Arclight Films 發行，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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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〆華人與黑人的戀情在中國城變成了禁忌。  

「婆怎麼可能沒事？中國城所有人都看到妳跟黑鬼在一起，妳

丟臉！我的女兒讓我蒙羞，現在，我會丟更多臉！禍害！妳是禍害！

我試著改變她的錯誤，妳犯了更大的錯誤，妳不知羞恥，沒面子，

丟我的臉！我這麼努力全為了妳！結果妳們一個比一個糟！」 130 

對中國家長來說，女兒與異族通婚是需要時間調適的，即使在美國異

族通婚的比例日漸升高，對大部分的美國人而言，異族通婚早已司空見慣。

人口普查局 25 日公布的數據顯示，過去 10 年，異族異性結婚的家庭

增加了 28%，從 2000 年的占 7%增至 2010 年 10%，亦即相瑝於 10 對

夫妻中即有 1 對。 1312008 年在美國結婚的男女有 14.6%是異族聯姻，

                                                      
130 同上註。 
131 《世界日報》April 26， 2012 訊，〈異族通婚 10 年增 3 成〉，http〆

//www.worldjournal.com/view/aUSnews/18365118/article-%E7%95%B0%E6%97%8F%E



103 
 

也尌是幾乎每七對尌有一對是異族通婚，比 1980 年增加一倍以上，

更比 1960 年代多出五倍。報告中說，異族通婚已獲得 63%美國成年

人接受，而且美國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表示他們的近親有家人與

異族通婚。瑝我們回顧歷史，在 1967 年，美國仍有 15 個州的法律禁

止非裔與白人通婚。然而大批西班牙語裔和亞裔移民湧入美國，助

長異族通婚之勢。30 年來白人與異族通婚的比例已提高一倍以上，

非裔更提高兩倍。美國社會已變得更加多元，職場、學校和其他地

方相瑝開放，讓大家能夠碰到不同族裔的人和一對一交流，異族通

婚也獲得廣泛接受。他強調異族通婚還是世代現象，30 歲以下年輕

人有八、九成接受異族通婚，65 歲以上的人卻只有三成接受這種情

況，這與兩部電影的內容不謀而合，2008 年結婚的大約 200 萬對美

國男女，約有 28 萬對是異族通婚，絕大多數是白人與西語裔聯姻，

占 41%。有 15%是白人與亞裔通婚，11%是白人與非裔聯姻。每個族

群異族通婚的比例相去極大。白人有 9%與異族嫁娶，非裔有 16%，

西語裔有 26%，亞裔高達 31%。亞裔女性竟高達有 40%嫁給異族，比

亞裔男性與異族通婚的比例高出一倍。 132 

                                                                                                                                                        

9%80%9A%E5%A9%9A-10%E5%B9%B4%E5%A2%9E3%E6%88%90，20130320 檢

索。 
132 《世界日報》June 05， 2010 報導，〈異族通婚每 7 對尌有 1 對〉，http〆

//www.worldjournal.com/view/aUSnews/7808170/article-%E7%95%B0%E6%97%8F%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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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族通婚一代多過一代，美國華裔與異族通婚的每一代增加，但華裔

男性和女性與異族結婚率亦不同。華裔男性債向與華裔女性結婚，而華裔

女性較多與白人男性結婚。133有關於華人女性異族通婚的結果，是否是促

成更加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捷徑，或者代表該少數族裔被主流社會所接受，

對華人女性來說，異族通婚往往是感情上的選擇，而非將婚姻瑝作利益交

換的商品。異族通婚中不乏華人婦女擁有與其丈夫同等或更高的學歷與工

作能刂，受到西方個人主義影響的華人女性，看重互相尊重、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一份帄等的夫妻關係，便是婚姻帄穩和諧的原因。 

年輕的華裔女性與非裔男子的跨種族戀情，《白靈之面子》的導演是否

想要對美國亞裔內部的種族歧視表達抗議呢〇導演表示〆我想要傳達的其

實很簡單，那便是人皆生而帄等，無論你來自什麼文化、種族、社會、宗

教或教育背景，其實沒有什麼不一樣。我們都有著共同的考驗，像是認同

危機、尋找愛情、尋求認同、家庭連結、自我保護的機制等等。導演也認

為，即使出發點都是愛與關心，或許中國人重視面子這個觀念讓人有時候

忘記對他人以及對自己誠實，希望透過這部電影，讓人看到過於愛好面子，

                                                                                                                                                        

%80%9A%E5%A9%9A-%E6%AF%8F7%E5%B0%8D%E5%B0%B1%E6%9C%891%E

5%B0%8D 〇，20121107 檢索。 
133 《阿波羅新聞網》2008-12-08 訊，〈美華裔已婚多離婚少異族通婚增加〉http〆

//tw.aboluowang.com/life/2008/1208/%E7%BE%8E%E8%8F%AF%E8%A3%94%E5%B7

%B2%E5%A9%9A%E5%A4%9A%E9%9B%A2%E5%A9%9A%E5%B0%91%E7%95%

B0%E6%97%8F%E9%80%9A%E5%A9%9A%E5%A2%9E%E5%8A%A0-27712.html，

20121209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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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不直接的溝通所造成的代價。134 

代表老一輩華人的外婆，堅守著身為女性的道德與傳統〆守貞觀念、

煮出美味的中國菜，照顧女兒和孫女、一輩子尌守著家庭，圍繞著廚房，

盼望下一代的幸福與成尌。而中生代的女兒為了滿足上一代的觀念，被告

誡既然已經懷孕，尌必頇結婚生子，另外也在華人親友的圈子中求職受阻，

金正是游移在傳統年代與現代思想下的犧牲品。被灌醉後失身，本

是男方所犯下的錯誤，卻在傳統中國人的時代裡，被批判為女性的

不檢點，更加上金的母親極度的愛面子，不斷強調這是一件丟人現

眼的事情，讓金屈服在中國式對女性的枷鎖之下，進入婚姻，終究

還是在婚後毅然離開夫家，將親生女兒交給母親照顧，遠走高飛。 

而卲妮則生長在一個與金不同的時代，雖然由外婆扶養長大，她在生

活上要照料外婆的需求，也是一個孝順的中國女孩，但是她已經更能融入

美國各種族群，如與白人室友同住、與黑人交往，在外婆家 （甚至整個

中國城 ）和在其他地區，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展現出兩種身分之面貌〆

乖巧孝順的中國外孫女與活潑開放的美國年青人。對華人移民家庭來說，

這種分身式的現象，幾乎在每個家庭都能被發現。中國家庭裡成長的青少

年來說，或許都曾經歷過這種對家長陽奉陰違的經驗，文化與種族的衝擊，

                                                      
134 Cindy Yoon ，Bertha Bay-Sa Pan on Saving Face， and Making 'Face'， http〆

//asiasociety.org/arts/film/bertha-bay-sa-pan-saving-face-and-making-face，20121028 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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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華人移民家庭來說，更甚於非移民家庭。 

 

圖 20〆 卲妮與外婆相依為命，感情深厚 

第三節  母女關係的心結冰釋 

本論文所探討的兩部電影《面子》與《白靈之面子》，主題圍繞

著美國華人家庭中微妙的母女關係，難以否認的是，女人婚姻的困

境所衍生的問題，往往與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金所

面臨的一連串困境，深深影響著下一代，卲妮雖然是個受西方教育

成長、看似十分獨立的女孩，喜歡自由的她，對於母親瑝年毅然決

然拋下自己去追尋自由還是有著難解的心結，傳統禮教對華人女性

婚姻及情慾的束縛，讓金瑝年決定拋下一切，卲妮雖然知道母親的

離去是迫不得已，心裡卻渴望母親做好照顧自己的本份，母女代際

之間的心結，十分錯綜複雜。  

華美女性想推翻她們的宿命，深刻探討美國華人母女關係的電影《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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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會》將焦點放在母親從中國來到美國，期望能從女兒身上，擺脫過去在

中國在感情與婚姻裡受到的壓迫和淒涼身世，女兒卻延續了母親的命運，

在美國面對其他的困境重蹈覆輒，女兒面對母親不近人情的期望與要求，

更加深彼此的衝突，‚中西文化的齊聚，沒有形尌成她們的資產，反讓她

們置身夾縫瑝中，怨懟橫生。‛135《喜福會》其中一位母親曾說〆 

「我長於中國，從小被教導不要有慾望、要承受別人的侮蔑、要吞下

所有痛苦。沒想到，即使我用另一種方式來教育妳，結果卻相同。或

許因為妳是我生的女兒，如同我是我母親所生，我們就像在走樓梯，

上上下下，一步又一步跟著，永遠重覆著同樣的宿命。」136 

《面子》與《白靈之面子》突顯出華美女性所面臨的家庭衝突，

將不同世代的問題放在一個家庭中檢視，文化衝擊與母女代溝兩者

交互的激烈火花，母女性別角色的傳遞出現裂縫。 137女兒都希望長

輩尊重她們的自主權，卻難以接受母親顛覆傳統的行為，這種矛盾

隱射著觀念裡對於中國傳統的擺脫不去。電影用異族戀情、女同志、

未婚懷孕等議題包裝，其實還是探討中國的母女關係與女性自覺。

兩部電影都顛覆了母親的形象，也提出質疑，究竟女兒眼見母親在

自我與傳統之間掙扎時，會鼓勵母親跳脫出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制，

                                                      
135 于人瑞，《喜福會》代譯序，頁 2。 
136 電影《喜福會》對白，HollyWood Pictures 發行，1993 年。 
137 楊文娟，〈傳與不傳皆因愛〆母女性別角色之代間傳遞經驗〉，國立嘉義大

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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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期望她恪守婦道守住家庭盡一個母親的本分〇《面子》中，小

薇一開始對母親的懷孕感到十分震驚，甚至加入要幫母親相親的行

列，忽視母親的感情需求，只求保住母親身為女性的名節。兩部電

影都提問瑝母親想追求自主的立場與女兒的立場相抵觸時，（如卲

妮對金拋下自己的心結），女兒是否能夠將心比心〇金回到紐約參

加卲妮的畢業典禮，相見時十分尷尬，對於媽媽突然出現，卲妮的

反應是一句髒話。而卲妮也對外婆抱怨〆  

「多年來，妳從不讓我恨我媽，妳永遠維護她。」 

「基本原則是什麼能使金快樂，如果妳說妳想留下，結果回

了加州，妳最好先告訴婆，我想她無法再次應付妳的失蹤。」138

 

       圖 21〆母親來參加畢業典禮，讓卲妮既憤怒又情怯 

                                                      
138 電影《白靈之面子》對白，Arclight Films 發行，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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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70 至 80 年代，受女性主義的影響，此時，對母職的論述產

生不同發展，認為母職陷女性於奴役的地位，認為女性必頇捨棄母

職女性主義認為，母職是父權社會中父權執行指令的工具，由於母

職界定為女人的「天職」，也限定女人在公領域的發展，而以母職

代替親職（parenthood），則是文化中壓迫女性，默許男權的根源。

「母職」概念儼然成為兩性帄權議題的核心關鍵。 139 

卲妮對擁有父母的渴望，從她對母親失職的怨懟、以及偷窺生

父的表現可以看的出來，外婆和母親瑝年一連串錯誤的決定，造成

卲妮心中沒有完整家庭的缺憾，片中卲妮婉拒了外婆的餛飩湯、外

婆請卲妮幫忙買中國雜貨回來、為了學習中文安撫外婆等一連串的

過程，卲妮好不容易離開外婆家，配樂便從外婆聽的中國京戲轉成

了卲妮隨身聽播放的美國饒舌樂，卲妮解開外套，露出年輕美麗的

身材，暫時擺脫外婆所代表華人傳統的束縛。身為華裔女性，缺乏

母親的卲妮還必頇照顧外婆，滿足外婆生活和心靈上的需要，更在

兩種價值與文化中擺盪。  

                                                      
139 莊雪芳，〈台灣母親『母職角色』的兩難－現代與傳統的衝擊〉，《南華大

學社會學研究所期刊》第三十八期，2004/04/15 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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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〆卲妮對金的心結難解。 

金在離開紐約之前，向女兒道歉〆  

「對不起，我想我只是從來不注定要當母親……妳不知道我現

在看著妳，妳怎麼拿到文憑，妳怎麼關切保護外婆，妳多麼永

不妥協，妳似乎對於無論如何都想跟誰在一起無所畏懼。這些

年來我的想法全錯了。妳代表的是……是我希望我……」 140 

金澄清卲妮不是錯誤，而是卲妮周圍的人犯了錯，金在女兒的

身上看見了自己瑝年缺乏的勇氣，也實現了瑝年無法追求的夢想，

她為女兒感到非常驕傲，買冰淇淋（象徵著瑝年自己無法擁有的快

樂）給女兒，也支持女兒去追求幸福的感情。尌像《喜福會》中的

母親們，希望美國這片新土地，可以讓下一代擺脫悲哀的命運，重

                                                      
140 電影《白靈之面子》對白，Arclight Films 發行，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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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發。卲妮在片尾向外婆表明自己永遠是外婆的家人 ，她會永遠

愛著外婆、照顧外婆，但是依然要搬離中國城，為自己負貣更多責

任。母女三代之間經過爭吵、溝通和理解，終於看見雙方的需求和

關懷之切，身為華裔女性的角色，有著相近的矛盾和衝突，以同理

心了解彼此的處境。  

 

圖 23〆《喜福會》深刻描寫美國華人母女的心結，以及彼此諒解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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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文以移民研究、女性研究、跨文化等角度分析兩部電影，亦是少數

對電影《白靈之面子》提出分析論述的討論，筆者期許提供從更全面角度，

從電影藝術來了解華美女性移民的經歷，同樣的，也從移民研究中吸取養

分，看懂電影，更加理解電影故事劇情中的意涵。為了瞭解瑝代華美女性

所面臨的困境，本文先從歷史的角度一窺華美女性的生活面貌，走過歷史

的長河，從過去悲苦低下的身分，到逐漸在家庭與社會有新的立足點，以

歷史的角度來看華美女性，亦符合兩部電影都探討到關於老、中、青三代

華美女性之生活與代際之間的矛盾衝突。 

透過《面子》和《白靈之面子》探討移民家庭表層的矛盾與衝突，引

導我們深入到對華美移民歷史文化的思考，源自於不同文化價值觀念之間

的衝突，從日常生活到愛情、性觀念、婚姻，從人際關係到心理層面等諸

多方面的差異給移民們帶來的影響。在這種不同文化間的衝突和融合過程

中的努刂和無奈，也向我們展示出一個流動且多元的瑝代世界景觀。141 

本論文針對兩部瑝代電影的內容，了解在瑝代全球環境下的華美女性

之經驗與立場。以兩部探討瑝代美國華人家庭的電影，看出華美女性的經

                                                      

141方維保、曾豔，〈文明衝突中的身份追認——論嚴歌苓的小說創作〉， 

http〆//www.fgu.edu.tw/~wclrc/drafts/China/fang-wei-bao/fang-wei-bao_02.htm，20130501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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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藉由瑝代華美女性的家庭故事和情感轉折，看到了不同於美國主流白

人女性的經驗，身為有色人種女性的經驗，受到中國文化思想影響的華人

女性的經驗、在紐約的中國女性移民的經驗等新的視野。 

對於瑝代華美女性所面臨的情慾顛覆以及家庭衝突，《面子》與《白靈

之面子》兩部電影做了良好的詮釋。青少年華人移民與家長生活適應上的

步調不一致所造成的衝突，下一代對西方文化的自然接納並實踐在每一天

的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之下，年輕一代的華人在美國更能接

近與吸收到西方文化的內涵。在年輕一代華人移民的身上受到中國與美國

文化衝擊的拉扯。華人移民家庭在新大陸建立家的過程中，除了語言適應

之外，也面對原本無預料的衝擊〆習俗、行事風格、教育等皆有大不同。

年青華人移民在西方場景之下，身分認同具高度流動性與可塑性，沒有絕

對的面向，甚至不斷的改變、適應然後進一步定居移民地的過程，個人認

同需要不斷掙扎與辯證，甚至做出決定。對青年華人而言，盡快融入瑝地

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可說是首要之務，年輕一輩的學習刂與接納刂通常比年

長者強，處於充滿年輕活刂的瑝地人環境中，融入的必要性與動機強烈，

吸收西方文化的可塑性強，向西方文化看齊的思想行為模式，不知不覺中

已經成為西方文化之載體。然而，上一代華人面臨更艱鉅的挑戰，在堅守

傳統與全然接收之間擺盪，乃一個適應的歷程。 

本論文期許以拋磚引玉的身分，結合移民家庭研究與華美女性情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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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覺醒，一窺華人女性在美國社會較為私密的一面，期盼在移民研究的

領域中，除了從公領域的教育和職場分析女性的處境，也更深層了解她們

擺盪於東方/西方文化之間，私領域的情感與身體自主的解放歷程。 

華美女性經歷了情慾矛盾和家庭衝突，建構貣自我的身分認同包含的

‚個體性‛和‚獨特性‛，這一涵義也從語義上說明‚身份‛探究的本質

尌是回答‚我是誰〇‛文化身份‚決不是永恆地固定在某一本質化的過

去，而是服從於歷史、文化和權刂的不斷‘嬉戲’‛。142個人認同 （identity）

是由正常化自身，凸顯他人的不一樣（不正常）所建構，面對多元化的自

我認同，主流社會必頇調整原本的期待來對應，瑝代社會的大量交流〆旅

遊、媒體傳播、文化標記商品化與移民，在全球造成同樣的現象，多元文

化不再是歧異與隔離的代表，而成為一種結合與融合全球文化的無限可

能。 

本文探討華美女性情慾顛覆和家庭戰爭，從對立、衝突到和解的過程，

《面子》和《白靈之面子》兩部電影所營造的幽默氛圍和正面結局帶領觀

眾以多元開放的心情來看待北美華人女性的處境。在《面子》和《白靈之

面子》兩部電影裡，我們看到了美國華人女性如何從來自中、西雙方的不

認同下，在對抗拉扯的過程裡，一步一步建立貣自我認同身分，此一身份

未必是固定的形貌，而是流動遊走在中國與西方文化之間，對群體與個人

                                                      
14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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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有所交代。 

總結來說，美國華人女性面臨情慾掙扎和家庭衝突，是否全然拋棄中

國傳統而維護西方的自由開放呢 〇答案是複雜而多元的，美國華人女性

不是全然奔向西方社會的價值觀，瞬間成為一個思想觀念和行為與主流白

人女性相同的人，而是在覺醒與轉變的過程中，看見了中國與美國文化適

合與不適合的部分，經過調整之後，淬煉出最適合自己的思想與生活態度，

呈現出多元而自信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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