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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5 年我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工作條例〉通過至今，已近二十年。這段期

間有關未成年人涉入性交易的相關法令政策，也隨社會變遷歷經多次修訂。總括來說，

相關法規是將涉入性交易的少女被簡化為兩類；一是遭押賣而被迫為之者，另一類則是

「自願」從娼者。對於前者，是採取「救援保護」的價值立場，協助其脫離不幸的過去；

對於後者，則是採取「查獲矯治」的價值立場，期望改正其偏差的價值觀與行為（黃淑

玲，1995）。上述兩類對立的概念及用語，交互出現在相關法規當中（李麗芬，2012）。

然而，不論是否遭押賣，均是採取「強制保護」與「隔離安置」的做法；有性交易之實

者均是進入中途學校至少一年以上，性交易之虞者則視其家庭功能情況進入兒童及少年

安置及教養機構（下簡稱兒少安置機構）。不論是中途學校或兒少安置機構，其主要功能

除了消極的保護照顧外，更具有輔導少女能夠不再以性交易為業的積極目的（曾華源、

黃韻如，2009）。總的來說，將性交易少女視為「無知的」、「被引誘」、「需保護的」被害

者觀點，是現今法規政策的主流視框（丁映君等人，2012；李麗芬，2012）。 

然而，對於執行性交易少女輔導的實務工作者，卻很難實踐這樣明確的政策立場，

甚至經常對於輔導成效與價值議題感到挫折與困惑（許雅惠，2002；白倩如，2012）。如

果我們持續觀察這些曾經在未成年時從事性交易，至其成年後離開保護安置系統的服務

對象，不難察覺現行的安置輔導成效其實很難延續。雖然缺乏有效的正式調查，但離開

安置體系後仍重返性交易者，保守推估仍佔五成以上。究其原因有二。其一，現行的保

護安置系統（中途學校與兒少安置機構）仍然是以隔離保護的個人干預措施為主。從國

內從事性交易的動機因素研究結果可以得知，非遭押賣的少女「自願」涉入性交易仍然

與其家庭環境弱勢與學校融入失敗有關（陳玉書、張彩鈴，2001；陳慧女，1992；張彩

鈴，1999）。然而，將少女隔離安置是無助於改善這些不利的生活環境因素。雖然，目前

亦有針對少女家庭提供家庭處遇服務，但是由各縣市政府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社會福利

組織辦理，對於少女與家庭間關係改善成效極為有限。其二，裁定少女從中途學校結案

指標，大多數是以「取得職業執照」或「完成義務教育」，然其離校後面臨主要的生活困

擾則是「家庭關係衝突」、「經濟生活不安全」與「謀職、就學維持不易」等生活環境系

統互動議題（曾華源、黃韻如，2009）。雖然，法規明訂少女離校後需持續追蹤至少一年，

但目前作法亦是各縣市政府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社會福利組織辦理；大多是只有補助社

工人力、電話訪問、交通費用…等，仍然是個人干預的服務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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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易少女輔導工作的關鍵挑戰在於，應提供何種輔導服務才能有效協助少女離退

性交易？事實上，個人離開性交易的歷程，並非一個逆向回復的作用歷程。Cusick（2002）

的研究即指出，「離開」性交易是一個複雜的歷程，而不是說不做就不做

（once-and-for-all）。對於越來越高比例的非遭押賣性交易少女來說，其實是歷經了一個

成為（becoming）性交易者的職業社會化歷程（白倩如，2012）。從角色退離理論（Role 

Exit Theory）來看，離開某一角色會經歷四個階段性的過程，包括：對現有角色產生疑

惑、尋找及衡量其他選擇、轉捩點，以及對「前角色」的認知建立（creating the ex-role）

與離開後的調適（post-exit adjustment）（Ebaugh, 1988）。因此，進入安置輔導體系後，

實務工作者的輔導焦點應是如何協助少女成功做到角色離退（role exit）。也就是說，角

色涉入與角色離退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歷程，要協助個人離開性交易，則必須理解其可能

的離退歷程、影響因素與離退類型，而國外已累積一些研究成果。 

Sander（2007）分別針對英國 15 位街頭攬客（out door）與 15 位特種行業（in door）

的成年女性進行訪談，歸納出離退性交易者可分為倦怠反應型（reactionary）、逐步計畫

型（gradual planning）、自然發展型（natural progression），以及溜溜球型（yo-yoing）等

四類。其中，倦怠反應型大多是源自於生活中發生重大正向或負向的生活事件，因而促

使其下定決心離開，但大多因為欠缺長遠規劃而可能會失敗。逐步計畫型的婦女則是會

歷經類似「退休」的社會心理歷程，她們都提及看到性工作的風險性與競爭性增加、不

願終生在「這一行」，並且會有計畫逐步減少性交易的客戶量和工作時數。值得注意的是，

此時專業人員提供的職業技術訓練、教育、兼職或志願工作機會，對其離退歷程會產生

重要影響；其中，適當的住所是其遠離街頭生活、文化與人際網絡，並能夠開始新生活

的關鍵。自然發展型則與其生理外貌老化壓力，或是長期進出性工作和戒毒歷程的情緒

壓力有關，故而自然離開性行業。至於溜溜球型的婦女則是呈現頻繁進入性工作的行為

型態；街頭攬客的性工作婦女多半是無計畫性的離開，後又因缺錢買毒品而再度回到街

頭，或者是因入出監獄而離開或重返。特種行業的婦女則經常是因為心理壓力而暫停性

工作，但又因為對於一般工作收入與性工作差異的認識和規劃不足而再度回到性工作。 

從 Sander（2007）所歸納出的四種離退類型來看，即便是有計畫的離退性交易，成

年婦女都會面對職業轉換的各種挑戰。這些挑戰大多與其環境資源、機會結構，以及個

人處理生活型態轉變等相關能力有關。然而，其研究結論的限制在於無法說明婦女在離

退性交易的歷程中，關鍵的生活型態轉變的社會心理挑戰為何。Månsson 與 Hedin（1999）

於 1995 年訪問 23 位 20 歲到 58 歲的瑞典女性的生命故事；她們都是在 1981 到 1995 年

離開性交易，其所從事的性交易類型包含街頭攬客、妓院，以及同時有妓院與接頭攬客

經驗者，此外有少數的女性是較高階的伴遊女郎。在受訪的女性中，有 17 位女性在受訪

前曾有超過五年以上的性交易生涯，其餘則超過十年。在受訪時，有 15 人離開性交易超

過三年以上，另有少數女性是離開兩年，還有幾位仍處於離開性交易行業的歷程之中。

這些婦女在離開性交易後，主要會面對的挑戰包括處理與理解性交易的生活經驗、恥感

的處理、生活在邊緣的處境，以及親密關係的處理。Månsson 與 Hedin（1999）提出了

性交易婦女的離退模型（exit model），指出重大事件、結構因素、關係因素與個人驅力

與因應能力，會在其離退歷程產生交互作用。 

Hedin 與 Månsson（2004）後又針對瑞典 23 位離開性交易女性進行深度訪談發現，

離開性交易就像健康改善的過程一樣，受多元因素的互動影響。其中，最為關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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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是支持性關係的有無，以及動員非正式支持與專業支持二個系統的能力。離退性交

易不必然會帶來健康與發展，過程中必須有大量的社會關係與社會網絡的準備工作為前

提；這些社會關係網絡必須能發揮處理創傷經驗、修復和控制（mastering）過去親密關

係，以及建立一個新且異質的社會網絡等三項功能。Baker、Dalla 與 Williamson（2010）

則進一步提出離開性交易歷程的整合模型，指出個人離開性交易會歷經覺醒期（包括感

受的覺醒與意識的覺醒）、規劃期與離退初期等三個階段，若能夠順利處理各階段中遭遇

個人的、關係的、結構的與社會的障礙，方能進入最後的離退階段（final exit），若上述

障礙處理失敗則會回到投入期。總的來說，階段歷程、個人社會心理能力、社會支持網

絡、社會關係等，是影響個人能否成功離退性交易角色的關鍵因素。如果將個人能力發

展與建構新環境支持網絡二者分開考量，則可能導致離退失敗。 

上述的研究成果對於國內性交易少女輔導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從生態觀點而

論，個人的生活系統並不僅止於微視系統的網絡影響，更重要的是其在生活棲息地、利

基（niche）、環境階層與巢狀結構系統下，如何與環境系統交互來回的作用歷程。如果

只有處理社會支持網絡與社會關係，仍然無法理解其生活情境脈絡因素與個人角色、社

會心理歷程轉變的交互作用。反之，如果僅是處理個人心理與社會能力議題，則也無助

於其未來離開安置保護體系後的生活轉變挑戰。白倩如（2012）的研究即發現，少女離

退性交易受到個人角色勝任能力、對性交易的職業認同度、社會網絡型態與污名管控能

力等因素的影響。是故，在協助少女離退性交易的輔導設計上，應納入生態理論的開展

式互動歷程（evolving interaction process）觀點，關注個人在此歷程中不斷的覺知與回應

其所處環境的互動過程，以及持續改變的發展方向（Vanwesenbeeck, 1994）。對於那些不

願再以性交易為業的少女，除了要提升其能夠具有從事相同替代水準工作的職業能力

外，也應該同時關注其在離開中途學校後的生活系統中，是否能夠同步建構適切的資源

機會。也就是說，離退性交易的輔導焦點除了要提升個人角色能力內涵，少女的價值信

念輔導與生活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的重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本期專題的兩篇文章關懷焦點都是以如何協助少女離退性交易為出發，也均是期望

能夠積極回應當前輔導性交易少女面臨的挑戰。 

「性交易少女離開安置機構後的社會適應歷程」一文，研究者訪談離開中途學校安

置系統後半年以上少女的生活情況及適應歷程。法規雖然明文規定少女離開安置系統後

應持續追蹤一年，但若審視政府極為有限的人力與費用投入，就可以發現這項法規政策

的承諾是非常低的。透過編列社工人力進行電話追蹤的「關懷」做法，是不可能解決少

女生活棲息地中資源匱乏的問題，更遑論其他的結構性問題。由於研究者與少女曾經共

同在中途學校中，又同時改變了雙方的角色，在看待少女的生活處境有了更全面和深層

的理解。從生態觀點來看，離開中途學校等同是歷經一個生態轉銜的劇烈轉變過程。研

究發現，個人與社會支持網絡間的正向良性交流，是少女獲得適應與正向發展的重要影

響因素。因此，輔導工作者應加強對少女生活處境的理解，增加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

以擴大其行為選擇的機會結構做為處遇目標。 

「性交易少女價值信念輔導之芻議—社區諮商模式」一文，則是從生活處境與經驗

對個人價值形塑與轉化的影響，探討價值信念輔導的各種可能作法與內涵，以協助少女

發展更成熟的選擇思辨能力。從職業角色學習與社會化的觀點來看，個人的角色行為表

現會與某一社會職位有關，而社會化即是角色學習與身份承受的整個過程。因此，進入



 xi 

某一工作情境的「新人」（newcomer）會透過社會學習參加到社會團體中，個人在此過

程中會因該情境之角色期望，而產生增強、模仿、認同與示範產生角色學習、形成個人

的角色知覺，進而產生內化的角色接受或拒斥該角色（白倩如，2012）。Coode（l992）

亦指出，婦女在進入特種行業之前，必然輕視代表社會偏差行為的特種行業，但進入特

種行業後，她會歷經淡化污名、合理化從事特種行業的動機、否定常態社會價值觀，並

正當化特種行業的認知調整過程，以便塑造一個自己可以接受的自我意象。所以，性交

易少女價值輔導的困境不僅來自外部系統，也來自輔導者個人。由於國內性專區的開放，

以及社會對八大行業近年採取較為寬容的態度，大眾對於性工作議題有更多元的思維與

開放辯論的空間。是故，純粹的道德訓誡已很難取得輔導成效，實務工作者必須要能夠

具備更有系統觀點的價值澄清與思辨的輔導能力。 

兩篇文章均是立基於生態系統觀點，強調輔導少女離退性交易應有生態思維與價值

反思的專業能力，相信可以使讀者對於輔導少女離退性交易的複雜歷程有初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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