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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愛滋病基金會 
於1991年成立，以遏止愛滋病的
蔓延為宗旨。一直以來，本會積
極推行愛滋病預防教育、為受愛
滋病病毒感染或受影響人士提供
所需服務，以及竭力締造一個和
諧、共融和彼此接納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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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電子報》的宗旨 
本報的編輯小組是由一群關心青
少年性教育的基金會義工(健康青
年大使)及同工組成。旨在就社會
所關注的性教育議題，以分析、
研究作為基礎，繼而作出整合，
與教育工作者同工分享。 
 

經過大半年的努力，我們終於在
新學年出版《性教育電子報》的
創刊號，向大家介紹緊貼社會及
多角度的性教育資訊，以配合社
會上不同的需要。 

P.1  

編者的話︰ 

為什麼我們要創立《性教育電子報》呢？ 
 
『基金會一向都推行愛滋病教育，為什麼現在
會推行起性教育和戀愛教育來呢？』一般人可
能保有刻板印象，認為愛滋病教育只關乎愛滋
病的知識和預防，頂多聯想到教導安全套的正
確使用方法。事實上，愛滋病教育怎能獨立於
性教育之外呢？可知要能在性抉擇當中自覺自
主，在性需要、責任、和尊重等元素中取得適
當平衡，都需從培養健康性觀念開始。要不然
空有使用安全套的知識，亦無法把認知轉化成
實質行動。 
 
從預防愛滋病目標出發，讓青少年進一步擴闊
對性的認識，反思愛和性中的尊重，了解自己
真實需要，關顧他人感受及履行社會責任等，
從而作出切合自己並負責任的決定。這些核心
價值都是推行愛滋病教育的根基，亦是本會推
行教育服務的理念。「性教育電子報」的創立，
旨在讓教育工作者能有更多資訊，推行全面的
性教育及愛滋病教育，令青少年有更多機會建
立健康性觀念，從而達致遏止愛滋病的蔓延！ 
 
本報編輯小組是由一群關心青少年性教育的基
金會義工(健康青年大使)及同工組成，就社會所
關注的性教育議題，以分析、研究作為基礎，
繼而作出整合，與教育工作者同人分享，以配
合社會上不同需要。 
 
今期創刊號，選擇了教育工作者關心的主題：
援助交際(下稱援交)。青少年的援交問題，不單
對個人帶來深遠的生理及心理影響，更有機會
加速性病及愛滋病的傳播。今期帶大家多角度
去認識「援交」，了解其成因及趨勢、援交青
少年的想法，及可供教育工作者參考的處理要
點和技巧，寄望這些資料可刺激各位的大腦，
想出更多的可能性和方法，去協助有需要的青
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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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青少年援助交際  
 
引言 
 
援助交際是近年來一個令一眾教育工作者憂慮的議題。以互聯網
作為溝通主要平台的援交，有別於傳統性工作。互聯網的隱蔽性
促使援交的行為更難以察覺，以致於老師、家長及社工的介入和
支援變得更加困難。 
 
縱然有不少的援交者表示援交的工作是沒有問題的，但亦有調查
發現援交對青少年的生理及心理造成負面的影響。同時，「援交
=貪慕虛榮/性開放/物質主義？」這些都是社會大眾普遍對青少
年援交的負面印象和指責。可是，除了指責他們外，我們是不是
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去協助這批青少年呢？而「援交」跟愛滋
病及性病預防又有什麼關係呢？因此，本期的《性教育電子報》
選取了「援交」作為探討的議題。  

 
定義及背景  
 
援助交際 (Enjo-kosai) 一詞源自日本。最早期是指青少年為獲得
金錢而答應與男士約會的社交模式，所以又稱為「收費拍拖」、
「收費約會」或「女友租賃」。援交主要以互聯網作為平台先確
認交易詳情，然後進行約會。但當中不一定涉及性行為。 
 
廣義來說，援助交際指一個人經濟上援助另一個經濟或生活環境
較拮据的人，但要求對方以約會作為回報而進行的社交活動。時
至今日，援交一詞卻成為現今青少年以性交易換取物質回報的代
名詞。 

 
香港援交趨勢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油尖旺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在2008年
發表了香港首份關於香港援助交際現象的研究報告 ─ 「香港少
女援助交際現象初探研究報告」[1]。當時援交在香港是一項新
晉的社交模式，個案以青少年為主。2000年初期，香港仍未有
任何關於援交情況的統計，但在其他亞洲地區已出現援交個案及
相關的研究。直至2006年，香港開始有社會工作者接觸從事援
交活動的青少年，相應的支援服務及研究也逐年增加。直至
2011年，接受有關輔導服務的個案由四年前不足十個到超過六
十個。六十個個案仍未足以反映現時香港的援交情況，因為有更
多的援交青年仍隱藏在社會中。 
 
 
 

 愛滋病護助熱線: 2513 0513  



促使青少年參與援交的因素可從青少年個人、朋輩及家庭三個層面去探討。 
 
個人層面 
 
(一) 價值觀 
大部分參與援交的青少年都因為想賺快錢而參與援交活動。有的是因為家庭經
濟有困難，希望透過援交支持基本生活開支，亦有年青人是為了滿足對物質的
追求，而開始援交。他們認為援交是賺快錢的其中一個最好的方法。他們覺得
援交與一般社交生活沒太大的分別，初時只是逛街、吃飯，付出不多，卻得到
頗高的回報。另外，他們視擁有物質等同個人成就，穿上名牌衣物就能在同輩
間更有「面子」；與朋友約會時由自己支付費用，則會增加同輩對自己的認同。 
 
 (二) 性愛態度 
處於青春期的青少年往往對戀愛和性十分好奇。由於學校和家庭的性教育不多，
青少年往往從朋友口中、互聯網和電視獲取性知識，但由於知識的傳達只是單
向，而網上的知識也可能存在很多謬誤，未能滿足青少年的好奇心，所以有些
青少年就透過援交來親自體驗性行為。 
另外，有些參與援交的青少年表示很享受援交過程的感覺(尤其是性行為)。他們
把自己身體當作一種賺錢的工具，認為援交既可滿足自己的性需要，亦可賺錢，
何樂而不為。 
 
 
(三) 自我形象 
大部份參與援交的青少年的自我形象都偏低。他們在學校大多是不起眼的一群，
認為自己各方面如外貌、學校成績和能力都比不上別人，又得不到家人或老師
的讚賞。他們透過從援交中得到客人的讚賞，來肯定自己的能力。部份援交青
少年更表示他們喜歡援交世界多於現實世界，因為在援交世界他們可以得到客
人的呵護，而在現實世界他們卻像「隱形人」。這亦是一個重要原因驅使他們
持續援交活動。 
 
朋輩層面 
 
朋輩關係在青少年成長中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朋友對青少年參與援交活動
的影響主要呈現於三方面：第一，部分參與援交的青少年都是經朋友介紹，朋
友援交的正面經歷(如賺錢多、沒有涉及變態行為) 無疑鼓勵了青少年參與其中。
第二，青少年為了與朋友維繫關係，避免在朋輩中受到排斥，他們會受朋友慫
恿參與援交活動。第三，朋輩中有人參與援交亦使青少年忽視援交帶來的後果，
認為「人做我做」，沒有什麼大問題，使援交行為「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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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層面 
 
父母的管教方式亦對子女的援交行為有潛在影響。如果 
父母對子女過份嚴厲，管束他們的日常生活，可能會使青少年覺得自己沒有自
由。這促使他們更渴望獨立自主，擺脫父母的管制，以自己的方式例如援交去
賺錢，以證明自己的能力。再者，如果父母慣性給予子女負面評價，子女或會
誤以為父母不愛自己，這亦會驅使他們參與援交，以獲得被關注的感覺。另外，
如果父母忙於工作，沒有時間陪伴子女，可能會導致與子女的關係疏離。而年
青人在成長期間極需要與人建立深厚關係，如果他們在家庭中不能獲取這個元
素，他們更容易參與援交，去尋找被人愛護的感覺。 
 
青少年在參與援交的背後，家庭、自身的價值觀與及朋輩因素都相互影響著。
可是，從近年的媒體報道的個案中，援交往往被塑造成一種單方面為得到金錢、
或一切物質上的享受或報酬而與他人進行約會活動，未能令市民大眾全面認識
援交。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愛自己‧活得起」預防青少年援交計劃主任謝紀良先
生表示，一般人認為參與援交的青少年是較典型「邊緣學生」的模樣 (如︰經常
曠課、操行欠佳……)，但實際上的數據顯示，這一類青少年參與援交只有約十分
之一，而主要族群卻是一般成積操行最為中庸的一群。此外，現時參與提供援
交服務的人士已不限於典型被認為會參與援交活動的女性，同時亦開始有男性
提供援交服務。現時根據調查發現其中男性已佔一成，並有日漸增加的趨勢。
近年援交活動的溝通模式都出現變化，例如已開始有「中間人」或「集團式經
營」的出現，協助援交人士尋找客源而從中取利，亦發現有援交青少年利用智
能手機的交友程式來尋找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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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1︰牛奶妹 
節錄自︰紫藤、午夜藍 (2010)。就是援交 – 援交男女故事及社會分析。香港。 
背景︰ 

 二十歲 
 一家六口，家中有祖母、爸爸、媽媽、兩個妹妹 
 父親︰失業 
 媽媽︰身體欠佳，任職文員 
 祖母︰賦閒在家，閒時跟友伴打麻雀  

「因為屋企人比嘅零用錢唔夠用，又唔想問家人，加重屋企嘅負擔，所以兩年前
開始援交。雖然試過做part time，但因為時間不足以同時顧及工作和學校生活，所以
去援交。個陣時係從報章知道援交，之後上網搵，覺得可能賺到錢喎，咁咪去做囉﹗
雖然在第一次做援交就有不快嘅經驗，但都有遇過友善和「大手筆」的客人。佢地對
我都幾好。我唔認為自己不正常﹗我做援交唔係為名牌，只是為還學費債務﹗同埋我
自己睇援交係兼職，會做到直至畢業，再搵其他工作。」 

 
每個人援交的背後，都有各自的原因和背景，並不是千篇一律，純粹為

「貪錢」而援交。我們特意選來一些個案，跟大家一起分享，讓大家更了解
援交背後的故事，更多方面理解援交是什麼的一回事，從而可就個別情況，
提供個人化的輔導及協助。 

 
 

 
 
 

  
「做援交的原因是為了生活。而且比其它工作有更大自主性，自己
可以服務到人，做得開心。我之前做過搭棚、快餐、超市，但呢d
工作太辛苦，人工又低，又要受上司氣。我試過和同事相處不和，
做得唔開心。因而開始做援交。我覺得援交的工作令自已學到很多
東西，如服務客人的技巧、做生意的技能。 
我唔認同警察拉d參與援交的人，其實咁係阻人搵食。我希望其他
人可以公平、寬容咁對待我地。 
我為呢份工作感到光榮。如果可以嘅話，我想做援交過世!」 

個案二︰Mike 
節錄自︰ 
紫藤、午夜藍 (2010)。就是援交 – 援交男女故事及社會分析。香港。 
背景︰  
 二十歲 
 同性戀者 
 來自單親家庭，有一個妹妹 
 中四輟學工作 

個案三︰小如  
節錄自: 小如 (2009)。我為什麼要援交。2012年8月19日，取自紫藤報摘2009 
http://ziteng_hk.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859417 

背景︰  
 十九歲，大專生 
  一家四口 
 父母皆失業，弟弟仍就學中，小如頓成經濟支柱 

 
               「起初係響報紙度見到援交嘅新聞，產 
生左好奇，然後自己搵相關嘅資料。之後放左個post上網，開 
始同人用msn傾。其實我開始援交前家中經濟狀況不算太差， 
但又唔想問屋企攞錢。援交賺返黎嘅錢用黎交學費，剩返就比父母

同買自己鍾意嘅野。宜家一邊上學一邊援交，相比於以前在餐廳做兼職
，有更多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喺大學讀緊嘅科目係興趣，希望 

畢業後可以做自己喜歡的工作。我覺得做援交只係一個中途站，                      
     並唔係目標。好希望能夠向自己目標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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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交對青少年可能造成的影響 
 
生理方面 
 
有援交青少年表示曾被顧客游說或預防意識不足下，因而發
生不安全性行為(如︰在沒有安全套的情況下進行陰道性交或
肛交或提供口交)，這會大大增加援交青少年感染性病或愛滋
病病毒的風險。而且援交青少年因對服務機構的認識不足或
害怕求助，久久未有向外間求助，或延誤求診。有青少年曾
因進行援交而意外懷孕，需要進行墮胎，對生理構成影響。 
 
心理方面 
 
援交青少年多介意被冠以援交的身份，有時會怕被人蔑視而
掩飾行為，帶來心理壓力。進行過援交活動的青少年，起初
都會感到有重獲照顧及被關愛的溫暖感覺。尤其是經濟充裕
(有足夠金錢享樂)的時候，他們以吃喝玩樂等物質享受來滿
足個人的物質慾望。但短暫的物慾享樂後，他們就會覺得心
靈空虛，出現憂鬱及傷感的情緒，做任何事都似身不由己，
其心理及情緒上都受到一定的打擊。 
甚至有顧客曾向援交青少年表示，希望青少年能成為他的伴
侶，藉此騙取免費的性服務，令青少年的感情受到傷害。此
外，有部分受訪者亦曾意外懷孕，而他們最終都選擇墮胎，
嚴重影響其身心正常發展。 
 
 

P.6 

自我形象及與伴侶關係 
 
援交可能令青少年以為可以用肉體去滿足個人的物質慾望，如：身體是賺錢
的工具，可以透過身體去換取利益及優越的對待、兩性關係以物慾為基礎；
亦令自我形象、兩性關係被扭曲。部分曾參與援交的青少年表示，一方面害
怕伴侶得知，一方面仍繼續參與其中，欲斷難斷，影響與伴侶的關係。 
 
 
 
 

 
援交騙案或勒索 

 
有援交的青少年表示因曾參與援交，而發生被行劫、
勒索、強姦或被迫拍下性愛片段放在網上的事件。
曾有援交青少年誤墮顧客的騙局，導致金錢上的損
失。有顧客以不同的藉口不交付肉金，如︰月結收
費、包月、試鐘等。更有顧客騙取援交青少年的金
錢，佯言替他投資，以上種種情況導致援交青少年
有不同程度上的金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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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援交的處理手法   
 

面對援交資訊對教育界的衝擊，學校對青少年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當中教
育工作者可以從以下數方面去面對和處理青少年援交事宜。 
 

教育工作者的角色 
 

教育工作者當中，學校教師接觸學生的時間較多，可以留意學生變化的機會也較
大。當中教師需要在與學生日常接觸的時候，讓學生感到被關心，同時建立互信
的關係，令學生如果遇上什麼問題，也會考慮到教師也是他們可以選擇求助的一
個對象。另外，當教育工作者發現學生參與援交活動時，保密是首要原則，讓學
生可以在受保護的情況下接受合適的協助，除必須知情的關鍵人士（如班主任、
校長和社工）外，牽涉同學身份及相關資料一切保密。 
 

參與援交的跡象除可以由老師觀察學生平日校內表現得知外，同學之間的相處更
能發現援交個案。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油尖旺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近年在多
間學校舉辦認識援交的講座和朋輩輔導員的訓練，透過同學之間的關心和正能量，
增加發現參與援助交際同學的機會。 
 

一切由關心開始 
 
當教師發現有學生牽涉在援助交際的活動時，教師自己面對這個課題的心態也十
分重要，因為青少年會基於害怕師長的反應而沒有將真正的問題告知，以致問題
一直未能得到解決。所以無論教師或社工，當發現有關援交的事情時，要先調整
自己的心態，如果我們對他們有標籤或歧視時，便阻礙我們給予關心。其後可以
冷靜自己的心情，了解自己對援交的看法，繼而衡量自己可以給予的協助，尋找
一個最佳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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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跡可尋  
 
青少年在參與援交活動時，總會對生活帶來一些轉變︰例如平
日不太突出的學生突然多了金錢買衣物或貴重物品，或闊綽地
請同學吃飯等。另外，社交圈子改變，結識多了不同年紀的人
士，容易引起同儕間談論，故教師可多從觀察及同學間的討論，
留意學生的轉變。另外，學生在朋輩社交方面的轉變也值得留
意，例如平常與同學關係密切的變得與同學關係疏離，而自己
又聲稱社交生活十分活躍。 

愛滋病護助熱線: 2513 0513  



總結 
 
青少年援交所代表的不僅是青少年對金錢和價值觀的問題，教育工作者如何解讀這
個課題，也會影響到我們如何協助這一代的青少年。批判的眼光與責難，對參與援
交的青少年不單毫無幫助，更有機會傷害師生間的關係，令青少年更不願意主動求
助。因此，我們需要關注的，不僅是他們的表面行為，也同時需要關心這行為背後
的深層次問題，與及給予他們更多的包容、關心和接納。除此之外，教育工作者亦
要好好讓他們明白到參與援交可能帶來的影響(如︰感染性病/愛滋病病毒的風險)，
以及會付上的代價。 

 
延伸閱讀 
[1]   香港少女援助交際現象初探研究報告：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愛自己‧活得起』預防青少年援交計劃 ，2008。 
[2]    李宗憲.青少年援助交際問題面面觀[D]。臺北：國立中正大學，2003。 
[3]   [日]黑沼克史。援助交際：中學女生放學後的危險遊戲[M]。劉滌昭，譯。                
        臺北：商周，1998。 

鳴謝：「愛自己‧活得起」預防青少年援交計劃主任謝紀良先生接受本報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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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援交妙法 
 

 勿責難 - 責罵可能會出現反效果，令青少年更不願意接受協助。 

 了解青少年的需要 - 參與援交只是表徵問題。青少年參與援交的原因各異，

需要深入了解，才能給予適當的協助。 

 保密 

 轉介予協助援交的服務機構 

 

補充資料(一)：協助援交的服務機構 
 

 

 

循道衞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愛自己熱線：2332 0969 
負責社工：謝紀良先生 
地址：九龍旺角西海泓道海富苑海欣閣二樓 
電郵：careproject@yang.org.hk 
服務： 
 提供預防援交講座工作坊 
 個案服務：醫生身體檢查、性病驗孕測

試、法律查詢、心理輔導及各興趣班 
 

 

青躍 
電話：2302 0068 
電郵：teenskey@gmail.com 
服務： 
 為社工、老師及學生提供性教育及了

解援交等主題的工作坊 
 為參與性工作的青少女提供法律諮詢

服務、健康檢查、升學及就業輔導及
互助小組服務 

  
 
午夜藍 
電話：2493 4555 (24小時緊急支援熱線) 
電郵：info@mnbhk.org   
服務： 
為男性性工作者提供工作上、健康上及法律 
等的援助 

 

 
 
紫藤 ─ 性工作者關注組 
電話：2332 7182 
電子郵件：ziteng@hkstar.com 
服務： 
為女性性工作者提供法律、健康及其他社會 
資源的查詢及24小時的傳呼服務 

 
愛滋病護助熱線: 2513 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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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二)：援交有關法例  
註︰下列法例節錄自《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及 第213章《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 
，以供參考。詳細原文請參閱相關法律條文：http://www.legislation.gov.hk/chi/home.htm 
 
參與援交，無論是提供或接受援交的一方，均有可能觸及的法例主要為︰ 
 
《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 
第118條 強姦︰任何男子當時知道該女子並不同意性交，或罔顧該女子是否對此同意，即屬強姦。 
最高刑罰︰可處終身監禁。 
 
第118A條 未經同意下作出的肛交︰ 
任何人與另一人作出肛交，而在肛交時該另一人對此並不同意，即屬犯罪。 
最高刑罰：可處終身監禁。 
 
第118C條 由21歲以下男子作出或與21歲以下男子作出同性肛交︰ 
任何男子 ─  
(a) 與年齡在21歲以下的男子作出肛交；或  
(b) 年齡在21歲以下，而與另一名男子作出肛交， 
即屬犯罪。 
最高刑罰：可處終身監禁。 
 
第118H條 由21歲以下男子作出或與21歲以下男子作出嚴重猥褻作為︰ 
任何男子 ─  
(a) 與年齡在 21 歲以下的男子作出嚴重猥褻作為 ；或  
(b) 年齡在 21 歲以下，而與另一名男子作出嚴重猥褻作為，  
即屬犯罪。 
最高刑罰：監禁 2 年。 
 
第124條 與年齡在16歲以下的女童性交︰ 
任何男子與一名年齡在 16歲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即屬犯罪。 
最高刑罰：監禁5年。 
 
第147條 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 
任何人在公眾地方或在公眾可見的情況下 ─  
(a) 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或  
(b) 遊蕩而目的在於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 
即屬犯罪。 
最高刑罰：罰款$10,000及監禁6個月。 
 
假如我未夠16歲做援交會點？ 
(香港紫藤︰法律資訊。網址︰http://www.ziteng.org.hk/info/law_c.html#ii) 
如果未滿16歲，無論從事援交者本身，或是曾發生關係的客人，都會有很大的麻煩。首先，客人會
干犯與16歲以下的女童性交的罪行，俗稱「衰十一」。若援交者小於13歲，客人更有可能會被判終
身監禁，雖然援交者本身沒有犯法，但可能需要遵守保護兒童令，即按社工要求過日子，包括住所、
上學與否、交朋友、回家時間等等，保護兒童令更有可能會延長至當事人年滿18歲。 
 
有關法例 
《香港法例》第213章 《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 
為保護18歲以下的兒童及少年的安全，法庭有權判處未成年的人士被任何願意及適合負責照顧他的
人士(無論是親屬與否)監護，例如社工、長輩等。監護人可決定他的住所及教育，或約束其生活習慣
，而保護兒童令最長為三年，但假如監管人士覺得有需要，可以申請延長直至對象成年。 

P.９ 愛滋病護助熱線: 2513 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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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香港愛滋病統計資料 
香港愛滋病病毒感染及愛滋病每季最新公佈數字一覽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來源: 衛生署愛滋病網上辦公室 修訂日期:二零一二年九月四日 

  

本季 
(二零一二年四月至六月) 

累積個案 

愛滋病 
病毒感染 

愛滋病 
愛滋病 

病毒感染 
愛滋病 

1. 性別  

    男  99 23 4394 1106 

    女 32 7 1129 205 

2. 種族  

    華裔 86 23 3655 1011 

    非華裔 40 7 1810 300 

    不詳 5 0 58 0 

3. 傳染途徑 

    異性性接觸  29 15 2299 771 

    同性性接觸 59 12 1583 302 

    雙性性接觸  6 1 228 54 

    注射毒品人士  0 1 313 54 

    輸入血液／血製品 0 0 82 24 

    母嬰傳播 0 0 26 8 

    不詳 37 1 992 98 

4. 總計  131 30 5523 1311 

本會服務 
本會設有愛滋病護助熱線及提供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予有需要之人士。 
 
愛滋病護助熱線： 
如想查詢有關愛滋病的資訊，可致電: 2513 0513。 
本熱線提供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服務；每周服務時間如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2:00pm - 5:30pm      

6:30pm - 9:30pm X    X 

熱線不設來電顯示，談話內容絕對保密安全，歡迎致電查詢。 
 
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 
如果你曾發生以下行為，為保障自己的健康，請聯絡我們並進行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 
 性行為時沒有/沒有全程使用安全套、或安全套於中途鬆脫或穿破； 
 曾染性病；及 
 曾與他人共用針筒針咀等。 
 
本會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免費、不記名，及保密的快速測試服務： 
 服務地點：中環及筲箕灣 
* 必須先行預約，請致電【愛滋病護助熱線】2513 0513  
 從手指尖取少許血液樣本； 
 15分鐘內得知測試結果； 
 若結果呈陽性，需進行傳統測試以確定測試結果；及 
 由專人提供測試前及測試後的輔導服務。 

愛滋病護助熱線: 2513 0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