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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的生理結構 
 
 
（一）女性生殖器官的構造 
 

女性的生殖器官包括一對卵巢、一對輸卵
管、一個子宮、陰道以及外陰部。 
 

內生殖器 

   

外生殖器包括：陰阜、大陰唇、小陰唇、陰道口、
前庭、巴氏腺體、處女膜和會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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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生殖
器 
 
（二）衛生照顧 
 
照顧好身體這個複雜的部分，就是保持它的清潔 
保持外生殖器的清潔衛生，對預防生殖器感染和
性病的發生是十分重要的，主要做到下面幾點： 
 
※每晚用溫水清洗外陰部，不要用鹼性強的肥

皂，不要用溫度過高的水，不要用別人的毛巾、
盆子和內褲。 

 
※女性每次大便後，衛生紙由前向後擦肛門，有
條件的最好立即清洗肛門，以免污染內褲，把
細菌帶到陰道裡。 

 
※要穿棉製短褲，不要穿過緊、不吸水、不透氣
的化纖內褲。每日要換內褲。 

 
※只要發現外生殖器出現紅斑、結節、增生物、
潰瘍、滲出等情況，應立即就醫。 

  
※ 性交後上廁所，是減少細菌感染的第一步。女
性陰道中可能藏匿著一些細菌、男性陰莖包皮
理殘留的病原體，也許會在性行為中互相轉
移、附著在對方生殖器表面及生殖道口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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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女性會在工作後清洗陰道。 
你可以用乾淨的化妝棉包在手指上進去洗。 
但是，不要用灌洗器沖。因為這會讓子宮留下較
大的空隙，細菌反而容易跑進去。 
 
※ 如果保險套破裂，更不可以灌洗！ 
應該把精液擠出，或小心地用手指清出來。 
 
※ 清洗次數多了，陰道可能會變得比較乾，要記
得用 KY（潤滑劑）。 
為了不讓保險套破裂，請使用水性潤滑劑而非油
性潤滑劑。如果你自己或客人不喜歡 KY，三馬軟
膏也是不錯的選擇。 
 
※ 白帶變多是很多性病的徵候，應該要去找醫
生。 
很多女性在月經來時用海綿塞在陰道繼續工作，

如果你想這樣做的話，使用前應將海綿泡在醋水
中煮開，消毒過後再使用。 
 
※三個月做一次 HIV 抽血檢驗，一年做一次子宮
頸抹片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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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保護自己 
 
（一）男生如何使用保險套 
 
◇男用保險套 
 
保險套使用方法：               
(男用保險套：僅適用於陰莖勃起之後) 
1. 檢查有效期限 
2. 沿著邊緣拆封 
3. 先用指腹輕輕向外推，再用指腹取出以避免意
外破裂 
4. 輕拉保險套頂端小袋（儲精囊），排出積存空
氣 
5. 先套住龜頭，再往下直推到陰莖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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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假如頂端小袋仍有些許空氣（呈圓泡狀），輕
拉幾下使其扁平即可 
 

7. 射精後請用手握住陰莖根部，以陰莖及龜頭向

下的姿勢，連同保險套一起脫下 

※ 使用潤滑液應搭配水性潤滑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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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行為五步驟：撕、捏、套、
取、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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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服客人戴保險套的妙方！！ 

當客人拒絕戴保險套的時候怎麼辦？ 你可以試

試用這些方法來說服對方戴保險套，把客人留下

來。 

※ 用嘴戴； 

※ 戴上了，對我們互相都有好處； 

我一陣子沒檢查了，我想要保護你的健康； 

※ 這是國外來的、很特殊的保險套，要不要

試試看？； 

 

 

※ 戴上可以玩比較久哦； 

※ 如果你戴了，我會比較安心，這樣大家都

會比較快樂； 

※ 你是有老婆小孩的人，戴上才不會有什麼

麻煩；萬一懷孕要拿掉很造孽咧！ 

※ 那是別人不會玩保險套，我跟別人不一

樣，我可以讓你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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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用嘴巴戴保險套 

有些客人不喜歡戴保險套，但你

可以把這件事變成刺激的調

情。告訴你的客人，這會是很享

受的遊戲！ 

 

怎麼用嘴戴保險套？ 

   a.保險套不要戴反，開口朝

外 

   b.前端的突起要朝向你後方

的喉嚨 

   c.用牙齒卡住套子的圓圈邊

緣，避免咬破   

   d.用嘴含住套子擠掉空氣 

   e.用嘴把圓圈（保險套）放進陰莖， 

將保險套推進去 

 

※ 最好不要讓你的嘴直接碰到陰莖，要用舌頭

撫弄陰莖，把鼻子抬開呼吸空氣並打開喉嚨

(也就是找一個用口戴保險套最舒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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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性交過程中保險套破了該如何處理 

  

(1)陰道交 

  .先小便清理尿道 

  .把精液擠出 

  .用手把精液挖出，並小心

被指甲刮傷 

  .使用殺精子劑  

  .千萬不要灌洗，除非有帶子宮

帽，不然會將精液推到子宮內 

  .隔天早上吃避孕藥並在 10~14 天內去檢查有

無性病 

  .使用抗生素 

 

(2)肛交的注意事項 

  .馬上停止 

  .坐到馬桶上，排出越多精液越好 

  .千萬不要灌洗，因為會撕裂肛

膜，擴大性病及愛滋感染 

  .使用殺精子劑 ；用藥時可能會刺

激，所以最好擦在肛門外圈 

.假如你是肛交者（插入者），要洗你

的陰莖、包皮裡面，小便，並擦殺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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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在龜頭上 

  

(3)口交 

  .把精液吐出 

  .使用 CHLORHEXIDINE(含氯的漱口水)漱口 

  .在 1 小時內不要刷牙或剃牙 

  .被口交者，要清洗陰莖和包皮，小便，並在龜

頭上擦抹殺精子劑 

  

(4)假如你是變性者 

  .將半瓶殺精子劑裝進塗藥器，用在陰戶及龜頭

上 

 

(5)玩性遊戲時 

  .用肥皂水清洗被陰莖碰到的地方以及有精液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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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性服務的安全注意事項（陰道交以外） 

 

(1)法式接吻(舌吻) 

用嘴唇和舌頭作長吻，能夠慢慢的挑逗並讓客

人興奮起來。 

除非兩人嘴裡有傷口，不然這並沒有傳染 HIV

的危險。但用牙線剔牙可能會造成牙齦出血，所

以在接客前最好避免這樣做。 

接吻也許會傳染皰疹。如果其中一個人嘴或唇

上有水泡、癬，或有些人即使他們的皰疹已經看

不到了但仍具有傳染力，他們也會傳染病毒。腺

狀病毒、B 型肝炎、淋病、衣原體和梅毒這些疾

病也可能在接吻中傳染。  

(2)身體接觸的按摩 

指藉由直接的身體間接觸按摩來讓客人興

奮。客人面朝下躺在床上，然後你兩腿叉開坐在

他的屁股上。慢慢地把你的身體沿著他的背移

動、擠壓。如果你穩穩地擠壓上去，客人會清楚

地感覺到你的胸部和乳頭。如果你發出性感的聲

音，這種服務會更能撩起慾望。一會兒之後，把

客人翻過來，然後在他的胸前做相同的事。用乳

頭逗弄他的性器官、吸他的乳頭，這些都可以帶

來更多的感覺。 

只要沒有體液的接觸，就不會傳染 HIV，但是

一些像是皰疹、疣的其他性病還是可能藉由皮膚

間的接觸傳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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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口交或插入之前很好的服務，因為這可

以降低侵入性性交的時間。 

記得在使用保險套前要確定把所有非水性的

按摩油清乾淨，因為油會讓保險套變得脆弱。 

 

(3)西班牙式（乳交） 

這是指客人在你的乳房中間摩擦他的陰莖並

射精。 

乳交最好使用保險套，不然就要記得把頭轉

開，因為 HIV 病毒也有可能從眼睛裡的黏膜組織

侵入身體。絕對不要讓精液、前列腺液(即射精前

的分泌物)觸碰到你身體上任何的傷口、瘡、面

皰、水泡、擦傷破皮的地方。穿孔的乳頭也是另

一個病毒的可能感染途徑。 

皰疹也可能會傳染。 

 

(4)手淫 

要求用手打出來的客人希望他們的陰莖、睪丸

能夠被愛撫、擠壓、摩擦。 

當皮膚和指甲附近沒有傷口時，這樣的風險是

很低的。但如果你手上有瘡或水泡的話，帶個手

套來保護你自己；不然至少用 ok 繃。 

如果客人沒有戴保險套的話，不要把陰莖指向

你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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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口交 

用你的嘴和舌刺激客人的陰莖，可以用吸

的、舔的、甚至是輕輕的咬，不過要注意牙齒也

許會弄破保險套。 

口交的時候要用保險套。當你嘴裡有傷口或是

牙齦出血時，這一點特別重要。使用保險套還可

以保護你免於其他性病的感染，例如梅毒和衣原

體。 

用一個你能夠控制速度和插入深度的姿勢口

交，以免被噎到或窒息。 

梅毒和皰疹也有可能會經由陰莖根部和其他

保險套沒有覆蓋到的部分傳染。記得不要用你的

嘴去觸碰其他部分的皮膚，除非是有保護的。

HIV/AIDS 是有一點可能會經由舔客人的陰囊傳

染，尤其當皮膚有破皮時。 

小心破皮、瘡的部份以避免血液接觸。如果你

在刺激睪丸後頭的地方，試著避免接觸到排泄

物。如果排泄物中有血液的話，是有一些可能會

感染 A 型肝炎和 HIV/AIDS，而且也有可能會有

一些討人厭的腸疾病感染。你可以用一個剪一小

片保鮮膜或從中間剪開攤平的保險套，蓋住這些

地方以保護你，避免感染 A 型或 B 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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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式避孕方法比較 

方
法 

口服避孕藥 樂 普 保 險 套 
輸卵管結紮(女) 輸卵管結紮(男) 

圖
形 

     
效
果 

約 100％ 約 95％ 約 90％ 約 100％ 約 100％ 

作
用 

抑制卵巢排卵 是一種很小的塑膠裝在子宮
內，使得受精卵無法濁床在子
宮內。 

薄橡膠或塑膠套，用
以套住陰莖，避免射
精時精液進入女性
體內。 

將女性輸卵管紮起
來並剪斷或只紮起
來使卵子無法與精
子結合。 

將男性輸卵 
管紮起來並剪斷，使
射出的精液中不含
有精蟲。 

優
點 

‧  普遍 
‧  避孕效果幾乎 100％ 
‧ 安全 
‧ 適合新婚或未生育過
的人服用 

‧  性交前不必採取任何

‧ 普遍 
‧ 安全 
‧ 避孕效果高 
‧ 來日取出後仍能照常生育 
‧ 費用低廉 
‧  裝後如果沒有不舒服情

‧  停用時仍能照常
生育 

‧  容易買到 
‧  無不良副作用 
‧  不須看醫師 
 

‧ 手術後一勞永逸 
‧ 避孕效果高達

100％ 
‧ 不影響女性之生
理 

‧ 不會再有懷孕之

‧  一勞永逸 
‧  手術簡單不必住
院 

‧  避孕效果高達
100% 

‧  不影響男性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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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 費用低廉 
‧  能使月經規則，經血
減少 

‧  能減輕經痛 
 

形，不必換新 
‧  性交前不必採取任何措施 
‧  不影響母親奶汁的分泌 
 

慮，並且不會干
擾性生活，故有
些人性慾反而增
加 

 

理 
‧  因不會再有懷孕
之顧慮，故如同女
性結紮，有些人性
慾反而增加 

 

注
意
事
項 

‧  初次服用者，應先由
醫師診療後再使用  

‧ 每晚必須記得服用，
不可隨便停用，否則
避孕會失敗或引起出
血用 

‧ 肝膽疾病、高血壓、
心臟病、肥胖症、血
液病、抽煙習慣很
重、餵奶中的婦女，
不宜使用 

 

‧ 須由醫師裝置 
‧  可能會排出體外 
‧  每一百個婦女使用一年
中，約有二個至四個人會懷
孕，裝置後一個月、三個
月、六個月、一年要複查，
以後再每年定期檢查一次 

 

‧  每次房事前必須
套上 

‧ 不可重複使用 
‧ 性交時要注意套
好，不要滑下去，
射精後馬上將陰
莖連同保險套離
開陰道 

‧  每一百對夫婦使
用一年，約有十人
懷孕 

 

‧  不想再生育的人
才可結紮 

‧  必須手術並須短
時期住院 

‧  產後在醫院順便
結紮最方便 

 

‧  不想再生育的
人，才可結紮 

‧  手術後，須等到射
精後，檢查精液中
不再有精蟲時，才
算達到避孕效果 

 

副
作
用 

有少數人有下列症狀： 

‧  
噁心、嘔吐或胃不舒
服 

有少數人有下列症狀： 
‧  輕微的腹痛 
‧  非月經期的出血 

無 若心理成熟的人，
接受結紮是不會有
副作用的 

若心理成熟的人，接
受結紮是不會有副
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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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痛、頭昏、胃不舒
服 

‧  經血減少或經血不來 
‧  點狀出血 
‧  乳房脹疼 
‧  體重稍微增加 
‧  血壓稍微升高 
 

‧  月經期血量增加 
‧  白帶增多 
‧  腰痠 
 

備
註 

上述這些副作用通常不
大厲害，且會慢慢適
應，如果很厲害或一、
二個月還未消失，應找
醫師看看 

這些症狀通常在初期身體適
應期間較有可能出現，疼痛
時，可服用止痛藥，如果症狀
不消失，應該找醫師檢查 

不僅用於避孕，還可
預防性病的傳染 

結紮訂有補助辦
法，可至各市立醫
院或各區衛生所查
詢 

結紮訂有補助辦
法，可至各市立醫院
或各區衛生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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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子宮頸抹片 
 
1. 什麼是子宮頸抹片？ 

   子宮頸抹片檢查是採取子宮頸及陰道後壁
的剝落細胞所做的檢查。這個檢查能夠顯示出子
宮頸有無感染、發炎、異常細胞或是癌症發生之
可能。  

 
2. 誰適合做抹片？ 
A 限—女性。  
B 凡有過性行為者，需每年定期做子宮頸抹片檢
查。  
C 做過子宮全切除的女性還是需和妳們的婦科
醫師討論是否需繼續定期做子宮頸抹片檢查。 

D 子宮頸抹片檢查沒有應受檢的年齡上限。老年
女性亦需繼續定期身體檢查 

E. 時間為每年檢查一次，月經結束乾淨後，不見
紅時。  
F 檢查前兩天：不做陰道灌洗，不塞藥，不盆浴。 
G 檢查前 24 小時內不性交。 
H 如果經常有陰道發炎或是有多重性伴侶，建議
每 6 個月作一次檢查。 

 
長期服用藥物者(如避孕藥)應告知醫師。 
無症狀之婦女每年至少檢查一次，有症狀或曾有
異常之檢查結果者，依醫師指示複檢。 
三十歲以上的婦女每年檢查一次，健保給付免部
份負擔，請攜帶健保卡(證明健保身份，但不需蓋
章)只需付掛號費 50 元；三十歲以下女性需攜帶
健保卡蓋章並繳交 150 元費用。 
抹片檢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傳統抹片，另一種
是新型薄式抹片，薄式抹片在採集後塗在玻璃片
時，採集的細胞都能完全附著，而且每一個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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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均勻且清楚呈現，不會像傳統抹片容易因細
胞重疊而無法用電腦分辨，薄式抹片可以由電腦
先找出有問題的細胞再由人工的方式進一步判
讀。 
 
傳統抹片收價約 600~800 元，薄式抹片收費則要
2000 元，30 歲以上婦女免費抹片檢查只限傳統
抹片。 
 
傳統抹片檢查／電腦子宮頸檢查，報告於一個月
後以書面通知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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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病預防 
 
（一）何謂性病？ 
是指經由性交而感染泌尿生殖器官的疾病，包括
梅毒、淋病、軟性下疳、腹股溝肉芽腫、花柳性
淋巴肉芽腫等；若是指經由性接觸以外，由其他
途徑感染，影響身體不僅止於生殖及泌尿道的，
如B型肝炎、愛滋病、皰疹等疾病。 
 
以下為性病常見的問題： 
 
◎ 有性交才會傳染性病嗎？ 
性病病毒仍是會經由接觸皮膚傷口的黏膜、共
用針頭、輸血、母親垂直感染等得病。 
 
◎ 若有使用保險套就一定安全？ 

一般而言，保險套是最佳的預防方法，但若是保
險套材質不佳導致破損，或是性交中途才使用、
及射精完仍有接觸，還是會有遭感染性病的危險。 
 
◎ 臨床常見的性病症
狀： 
 
※淋病： 
男性—尿道流膿、灼熱
刺痛、排尿疼痛。 
女性—白帶增多，異色
異味（80％自覺症狀
不明顯）。 
 
 
 
 

淋病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75BE%u75C5�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8089%u82BD�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6CCC%u5C3F%u9053�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809D%u708E�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75C5%u6BD2�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76AE%u8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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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花：生殖器外觀似菜花狀。 
 
 
 
 
 
 
 
 
 
 

※非淋菌尿道炎： 

男性—症狀較淋病緩和，病人偶而在清晨發現尿
道口有些黏液狀或透明分泌物。 
女性—陰道分泌物多、呈黃色、子宮頸炎、小便
灼熱感、頻尿、陰部悶痛、小腹發脹。 

 
 
 
 
 
 
 
 
 
 
 
 
 
 
※皰疹：尿道有分泌物、小便疼痛、生殖器水泡、
潰瘍。 
 



 23 

※梅毒：頸部、腋下及鼠蹊淋巴腺腫大、有紅綜
色的疹子、或陰部有潰爛現象。 

 

 
 
 
 
 
 
 
 
 
 
 
 
◎ 性病的治療方式？ 

可施打抗生素合併口服抗生素共同治療、或採患
部藥膏使用，另外也可採電燒或手術切除。 
 
 
 
 
◎ 性病治療後會痊癒嗎？ 
即使治癒後，性病的復發率仍很高，安全的性交
需全程使用保險套、並且定時返診檢查。 
 
◎ 性病會影響性功能嗎？ 
感染生泌尿殖器官的性病，可能會因疼痛造成性
行為不適，但並不會影響性功能。 
 
◎ 得過性病會導致不孕嗎？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624B%u8853�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4E0D%u5B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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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得過性病，將來不論男女不孕的機會都很
高，以男性而言：淋病約 30％、梅毒約 5％、軟
性下疳約 1％。 
 
 
（二） 愛滋病（AIDS） 
 
愛滋病是一種因病毒而引
起的疾病，必須透過特定傳
染途徑才能進入人體，和感
染者或病患共同生活或工
作，並沒有感染病毒的風
險；握手、輕吻、擁抱、沐
浴、游泳、上課等日常生活起居皆不致感染。 
 
病毒進入人體後，會有一段很長的潛伏期，愛滋
病毒在這段期間慢慢破壞人體的免疫系統，直到

人體完全喪失抵抗力，於是產生伺機性感染，隨
即發病，此為愛滋病，正式名稱為：後天免疫缺
乏症候群。 
 
特定感染途徑主要有三類，分別是： 
 

1.危險性行為 
 
不論您發生性行為的對象是同
性、異性，不論您選擇的是口交、
陰交、還是肛交，只要您沒有全程
正確的使用保險套，我們就認為那
是危險的性行為。口交意指口腔對

陰莖或口腔對陰道，陰交意指陰莖對陰道，肛交
意指陰莖對肛門。 
 
所謂全程且正確的使用保險套，意指應在陰莖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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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後，立即將保險套戴上，直到射精以後，將陰
莖連同保險套一起抽出，此即為全程且正確使用
保險套。 
 
2.血液傳染 輸用污染的血液 
 
 血液感染主要有三種方式，分別是： 
 1.輸血感染  
 2.血友病友使用污染血液製劑  

 3.共用針頭。 
 
輸血感染意指輸
用污染的血液，
血液製劑意指血
友病患輸用污染
的凝血製劑；共
用針頭則表示靜

脈毒癮患者共用針頭施打毒品，若其中一人感染
愛滋病毒，其他共用針頭者即可能因此感染。 
 
 
3.母子垂直傳染  
 
女性感染者可經由懷孕或生產的過程，透過胎盤
或產道，導致新生兒的感染。胎兒感染的確認，
則須經過十八個月的時間。 
 
 
假如女性感染者於此過程中接受 AZT 藥物控制，
新生兒感染機率約為十分之一；若女性感染者全
然不知個人感染事實，孕前、產前檢查時亦未進
行愛滋病毒檢驗，新生兒感染愛滋病毒的機率則
提高至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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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預防 

預防可經間接感染的性病，如尖銳濕疣、淋病、

艾滋病等的措施是：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

慣，不使用他人的毛巾、盆、剃刀等；在公共

場所如旅館、浴池、游泳池等加強自我保護意

識；不吸毒，不輕易使用進口的血液製品。  

※如何預防愛滋病 
要知道愛滋病的傳染途徑為體液傳播，血液傳播
和母嬰傳播。 

 
◇使用避孕套。  
 
◇使用血液、血液成分及血液製品時，必須經 HIV

檢測。  
 
◇不共用針頭幾注射器，針頭、注射器及手術器械
必須嚴格消毒，有條件的地方用一次性針頭及注
射器。  
 
◇不共用牙刷、剃鬚刀等可能被血液污染的的物
品。  
 
◇醫療衛生人員在接觸 HIV 感染者、愛滋病病人
的血液、體液時應注意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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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認識藥物 
 

（一）海洛英   

  

 

名稱／副作用 

海洛因 

‧白色結晶粉末，依程度不同可分為一號、二號、
三號、四號  
‧具高度心理及生理依賴性 
‧無法集中精神，會產生夢幻現象，過量使用造
急性中毒 
‧停藥會產生發抖、打冷顫、身體捲曲、抽筋等
禁斷症狀 
‧一旦成癮極難戒治 

耐藥性高且高度成癮，會有嗜睡、消沈、瞳孔收
縮、皮膚感染、呼吸心跳降緩、胃腸蠕動減緩、
重度呼吸抑制導致昏迷、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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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非他命    

 

 

 

 

 

‧由鹽酸麻黃素合成。國內濫用之安非他命主要為
甲基安非他命。    
‧純品為無色至淡黃色油狀物，其鹽酸鹽或硫酸鹽
為微帶苦味之白色結晶體粉末。甲基安非他命
鹽酸鹽結晶如細碎冰塊，匿稱冰塊 (Ice) 。   

‧口服、注射或鼻吸或與菸草混合後抽吸。    

具成癮性藥物耐藥性，體重急速減輕、食慾差、
躁動、失眠、中毒性精神障礙，如幻覺、疑心病

重、暴怒、攻擊、異常人格：皮膚異常潰瘍，肌
肉顫動失控。急性中毒時能發生肝臟或腎臟衰

竭、不整脈、高燒、嚴重高血壓導致顱內出血、
昏迷、死亡：孕婦施用者造成畸形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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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DMA 搖頭丸    

 

 

名稱／副作用 

搖頭丸 

‧為亞甲雙氧甲基安非他命之簡稱。為安非他命類
似物質。    
‧白色藥片、膠囊，亦有粉紅色或其他顏色。俗稱
亞當、狂喜、搖頭丸。    

‧口服。    
興奮中樞神經並具迷幻作用。食慾不振、牙關緊
閉、噁心、肌肉痛、運動失調、流汗、心悸、疲
倦及失眠。引起之毒性包括體溫過高、血管疾病、
心律不整。致命的毒性包括橫紋肌溶解、散布性
血管內凝集及急性腎衰竭。體溫過高為 DMA 中
毒主要特色，可高達攝氏 43 度，由於藥物作用
加上脫水及身體奮力而造成的高體溫可致死。成
癮性高，會產生心理依賴造成強迫性使用，引致
抑鬱及精神錯亂，亦時有惶恐不安感，甚至自殺
之傾向。由於中樞神經抑制能力減弱，加之易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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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會受傷害的幻想，濫用者往往對行為能力的
安全性掉以輕心，造成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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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愷他命 Ketamine+Ephedrine+Caffeine    

    

 

名稱／副作用 

K 他命 
‧屬巴比妥酸鹽製劑。    
‧白色帶苦味無氣味粉末，作成膠囊。    
‧口服、鼻吸、煙吸及注射方式施用，國內多以注
射為主。    

Ketamine 俗稱 K 仔、Special K 或 K，與
PCP(Phencycline)同屬芳基環己胺類結構，是用
於人或動物麻醉之一種速效、全身性麻醉劑，常
用於診斷或不需肌肉鬆弛之手術，尤其 適合用於
短時間之小手術或全身麻醉時誘導之用。較常見
之副作用為心搏過速、血壓上升、震顫、肌肉緊
張而呈強直性、陣攣性運動等，部分病人在恢復
期會出現不 愉快的夢、意識模糊、幻覺、無理行
為及胡言亂語，發生率約 12％。Ketamine 以口
服、鼻吸、煙吸及注射等方式施用藥效約可維持
一小時，但影響吸食者 感覺、協調及判斷力則可
長達 16 至 24 小時，並可產生噁心、嘔吐、複視、
視覺模糊、影像扭曲、暫發性失憶及身體失去平
衡等症狀。由於它也可使人產生無助、 對環境知
覺喪失，並伴隨著嚴重的協調性喪失及對疼痛感
知降低，此種情況往往令服食者處於極度危險狀
態。長期使用會產生耐受性及心理依賴性，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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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性使用，停藥後雖不會產生戒斷症狀，但不
易戒除。 
 
 
（五）毒品減害計畫替代療法： 
 

※什麼是替代療法？ 
A：替代療法是用美沙冬「取代」海洛因的一種
療法。美沙冬就是人工嗎啡，但藥效比海洛因長，
一天只需服用一次即可。 

※可以完全戒除海洛因嗎？ 
A：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作法是要求被告每天到
指定醫院服用美沙冬，醫生每月評估狀況，慢慢
減量。減量過程中會要求個案參加心理治療。 

※因職業特性，必須長時間滯留國外，是否可以
參加替代療法？ 
A：因替代療法為長久性的維持治療，而且必須
每天到指定醫院服藥，不可中斷，如果必須赴海
外工作、留學，甚是服兵役、被收押或入監服刑
等情形，因無法繼續服藥治療，所以不列入替代
療法實施對象。 

※我已經參加減害計畫替代療法服用美沙酮，到
觀護人室驗尿或警察臨檢驗尿，會不會出現安非
他命類或嗎啡類陽性反應？ 
A：不會。因為安非他命或嗎啡和美沙酮的份子
結構不同，所以服用美沙酮不會代謝出安非他命
類或嗎啡類陽性反應。 
 
※我參加美沙酮替代療法會不會資料曝光被警察
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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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你如果參加美沙酮替代療法，醫療單位會將
你個人資料保密，在醫療期間如果未再施用毒
品，就不會遭逮捕。 
 
※我去領取衛生單位提供免費注射針具是否會被
抓？ 
A：不會，本局已要求所屬員警，在衛生單位提
供免費注射針具不得埋伏警力亦不主動查緝。 
 
 
美沙冬
（Methadone） 
 
替代療法為減少毒
品傷害之藥癮治療
方法之一，所使用
之替代藥品與所替

代之毒品（如海洛因）有類似的藥理作用，具一
些類似鴉片性質，但有較長之作用期間，而能延
遲戒斷癥狀產生，減低施用毒品之次數，較能避
免因藥癮發作影響其日常生活作息。吸毒者通常
以注射或吸入方式施用毒品，而替代藥物通常為
以口服液劑較不易遭致濫用，並可減少因注射所
引起之疾病感染，如愛滋病、B 型或 C 型肝炎、
心內膜炎等。  
 
我國為儘速控制毒癮愛滋病患疫情，參考美國、
加拿大、澳洲、英國等國之減少傷害策略，積極
推動清潔針具計畫，並推動替代療法，採取替代
性戒癮藥物，如美沙冬（Methadone）、丁基原啡
因（Buprenorphine），以減少海洛因毒癮者因共
用針具而感染愛滋病，並降低毒品對整體社會的
傷害，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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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美沙冬，須經醫師評估及指示用藥，並避免
與抗結核病藥物、中樞神經抑制劑等藥物及其他
毒品濫用。為因應替代療法實施，衛生署已訂定
「鴉片類物質成癮替代療法作業基準」及「美沙
冬替代療法治療指引」等相關規範，使相關醫療
機構人員有所遵循。國內所引進之美沙冬藥物係
為口服液劑型式，與國外採用之錠劑型式相較，
不容易發生流、濫用情形。  
 

（六）提供「替代療法」服務醫院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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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動態 

（一）活動訊息 
各位姊妹們： 
去年六月前行政院長劉兆玄宣告性工作應朝向除罪罰化， 
而過了整整一年後，內政部終於要開公聽會了！ 
 
這是政府部門進入政策研議以來，第一次對外開放的公共討論， 
日日春想邀請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們一起參加此次的公聽會， 
從自己的實際生活經驗來一同發想，將自己的意見、經驗與質疑

表達出來。 
 
當政府正要進入性產業規劃， 
具體的日常經驗浮上檯面，更可以促進實質複雜的討論。 
我們期待的是一個夠務實的法規，足以處理現實的複雜性！ 
 
政府目前將會舉辦南北各一場公聽會， 
時間：8/2（一） 14:30-17:30 
地點：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15 樓國際會議廳 
（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三段 200 號 15 樓，捷運大坪林站樓上） 
 
還有一場公聽會在高雄舉行，若家住南部，也可就近參加， 
時間：8/31（二） 14:30-17:30 
地點：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 51 號，捷運文化中心站） 

 

 

（二）政策新訊 

性交易除罪化 年底提配套 

20100722 21:16:37

（中央社記者謝佳珍台北 22 日電）內政部將於 8 月召開成人性交
易除罪除罰化公聽會，聽取各界意見。內政部長江宜樺今晚表示，
是否以專區或專法管理，內政部持開放態度，未形成意見，相關
配套預計年底提行政院。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意圖得利與人姦、
宿者，處 3 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 3 萬元以下罰鍰」，大法官會議於
去年 11 月 6 日做出第 666 號釋憲文指出，相關規定已違反平等
及比例原則，應於 2 年內失效。 
 
因應大法官會議解釋，內政部決定 8 月 2 日與 31 日邀相關部會、
專家學者、民間團體等，在南北共舉辦 4 場「成人間合意性交易
行為除罪化除罰化相關議題」公聽會與座談會。 
 
江宜樺晚間表示，曾有部分婦女團體向他表達反對性交易除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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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他希望各種不同聲音可透過公聽會表達，進一步研議出
管理配套。 
 
他說，雖然先前曾請專家研究專法管理性交易，但只是學者研究
意見；是否設專區或以專法管理，或只修社會秩序維護法，內政
部持開放態度，未形成意見，只希望能符合大法官會議解釋，在
明年 11 月 6 日條文失效前，把配套做好。 
 
江宜樺指出，8 月底開完公聽會後，內政部預計年底前將配套提
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由於人權小組每半年開會 1 次，「也許
真正定案是在明年 6 月的人權小組會議」。990722  
 

性工作除罪 下月辦公聽會年底前規劃配套  

婦團批內政部外行  

2010 年 07 月 23 日蘋果日報  

 

現行罰娼不罰嫖規定備受批評，內政部八月將舉辦兩場公聽會，

討論性工作除罪除罰化議題。  

【王家俊╱台北報導】內政部八月二日、三十一日將破天荒邀公、

私娼與婦女團體、居民代表等舉辦兩場百人公聽會，討論性工作

除罪除罰化議題，並在年底前規劃配套，送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

小組。由於內政部採開放討論，婦女團體昨批評內政部外行，「沒

有腹案，只懂形式民主，甚至不清楚現況，搞不清私娼分布地圖！」  

 

 

專區規劃有三選項  

大法官去年十一月六日解釋，《社會秩序維護法》罰娼不罰嫖條文

違反《憲法》平等原則，明年十一月六日將失效。內政部次長簡

太郎當時指內政部已朝性工作「除罪化、除罰化」方向研究，盡

速完成修法。而早在去年六月，劉兆玄擔任行政院長時也曾指示

必須規劃性工作者除罪化，但內政部如今才廣徵民意，舉辦公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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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根據內政部規劃的討論方向，性工作專區有三選項：一、是否劃

設禁止區域，例如學校文教區及住宅區是禁止區；二、僅限於商

業區內性交易；三、設性工作專區，區內合法，區外禁止。至於

性交易工作型態，分為三種：單一場所個體戶、業者公司化經營、

性工作者成立合作社。內政部長江宜樺昨說，內政部扮演溝通平

台，是否設性工作專區，或開放類似香港「一樓一鳳」，採個體戶

或公司化、訂定專法管理等，立場完全開放。  

對於內政部要舉行公聽會，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執行長鍾君竺昨

說，要討論可以，不能一片空白，「警政署了解私娼分布地圖嗎？

全台有多少流鶯？是否都在商業區？」扁政府辦過公民會議，決

議性工作者、消費者與仲介的第三者都不罰，涉及公共利益及治

安或人口販運等另提配套，「這兩年政府在做什麼？」  

 

 

「應廣邀私娼對話」  

台灣女人連線祕書長蔡宛芬建議應學習瑞典，不罰娼，嚴格規範

仲介第三者、業者，對嫖客處行政罰，要他們學習為社會成本付

出代價，「現在還在發文討論是否成立性工作專區，令人無奈，莫

名奇妙，不了解狀況！」  

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祕書長王蘋說，為確保性工作者不被剝削，政

府應廣邀私娼，舉辦社區化公民對話，例如選擇台北市萬華區、

歸綏街一帶與性產業共生關係密切的地方，「有誠意、空間解決問

題，才有意義，不要用想像規劃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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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9/聯合報/A5 版/話題】 

記者陳金松／台北報導 

 

警察取締俗稱「半套」的猥褻性交易行為，因適法性有爭議，警

政署確定「半套」性交易執法無據，警方不再取締個人行為的猥

褻性交易。 

「半套」就是俗稱的「打手槍」，通常是指女子用手撫摸、磨蹭男

客直到射精，有不少個人工作室和理容院從事這種色情按摩行為。 

以往警方抓半套性交易，都是引用社維法「以猥褻之言語、舉動

或其他方法，調戲異性者」，裁罰女子六千元。 

「半套」性行為雖不再裁罰，但業者引誘、媒介營利者仍觸犯妨

害風化罪，可處五年以下徒刑。 

可是「半套」如果伴隨「口交」，已屬插入性的「全套」性行為，

仍會取締裁罰。 

警政署認為，社會秩序維護法當初有「意圖得利，陪侍他人而有

猥褻放蕩的行為」的半套處罰規定，因送立法院審議時被刪除，

既然無法可罰，警察只能依法行政，不該強行裁罰。 

法界人士質疑，男女雙方愛撫性器官是合意，不算調戲；警政署

也認為有錯解法令之虞，但社維法卻找不到其他適用法條，社會

又不能容許警察不取締色情，警方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裁罰，但類似申訴案件爭議也越來越多。 

警政署指出，第廿期司法業務研究會第一○八案，早做出女性為男

客裸體全身按摩（包括性器官）或陪浴行業不處罰的結論。警政

署在「罰娼不罰嫖」被認定違憲及性交易可能除罪化、除罰化的

氛圍下，決定取消取締猥褻性交易的作為。  

半套性交易 不再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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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們如有任何法律、生活、健康

方面等問題，歡迎來電日日春！ 

 

洽詢電話（02）2553-5138 

http://coswa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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