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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易少女價值輔導之芻議—社區諮商模式
卓翊安
摘要
國內未成年少女涉入性交易的型態，從早期被押賣為主的「雛妓」轉變為主動透
過酒吧、酒店與網路從事「鋼管女郎」
、
「檳榔西施」
、
「網路援交」......等型態。社會大
眾與相關媒體亦從同情其被迫賣淫，轉變為「自甘墮落」、「拜金」等負面觀感。少女
在離開中途學校後，仍有極高比例再度以性交易為業。因此，在中途學校安置過程中，
如何透過價值信念輔導，協助少女重新省思職業價值與個人生涯發展至為關鍵。然而
個人價值實受生活經驗與環境經驗影響。從生態系統觀點來看，個人與環境之間的交
流要能達到最佳的調和度，必須培育個人在棲息地中所需的勝任能力。其中，能夠做
出成熟的價值判斷與選擇即是核心勝任能力之一。本文旨在探討少女以性交易做為職
業之價值選擇內涵，透過運用社區諮商模式的概念，從直接社區服務、直接個案服務、
間接社區服務、間接個案服務等四方面，採取多面向之輔導進行價值澄清、教育宣導、
體驗教育、討論與反思價值觀。期望透過針對少女職業社會價值進行之價值信念輔導
工作，使其得以在離開中途學校後，能夠具備更為成熟的價值判斷與選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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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少女從事性交易，隨著時代不同亦有不同的樣貌，包括「雛妓」、「娼妓」、「鋼管
女郎」、「檳榔西施」、「網路援交」……等。近十餘年來，每年被查獲的性交易少女人
數，持續在 300-615 人之間波動（內政部，2014）
。再者，新式色情行業形態也更趨多
元，並隨著時代網路科技化呈現更為隱密流動之特性。近年來，因網路的隱密性、自
主性高，故運用從事網路援助交際之少女有明顯增加之趨勢。網路交友雖使青少年能
夠得到心理認同的需求滿足，但也容易踏入陷阱，成為偏差行為第一步（溫易珊，
2012）
。性產業多元化、網路化，使得性交易開始出現由明轉暗之現象（李淑潔，2005）
。
此外，現有研究發現，約有半數的少女是經由朋友介紹而進入性交易，甚至成為仲介
者（許雅惠，2002）。亦有研究調查推估發現，台灣地區約有 18,000 名少女有網路援
交的「打工」經驗（王順民，2003）
。此一推估數據若是接近事實，則呈現少女有認同
性交易之價值警訊。整體說來，國內未成年少女從事性交易的形態更加多元化，主動
投入的比率也呈現增加的趨勢。值得關注的是，少女的價值信念在涉入性交易後，其
對性、金錢、職業選擇等價值認知均產生變化，等同於歷經一個職業社會化與假性階
級流動的過程（白倩如，2012）
。游淑華（1996）的研究即發現，部分中途學校少女因
價值認知因素，在離開中途學校後再度選擇回到色情行業工作。這些變化，對於中途
學校輔導服務帶來一定程度的衝擊與挑戰。
貳、中途學校輔導矯治成效之限制
從前述的討論可以得知，當前少女從事性交易的型態越趨多元，非遭押賣進入性交
易的少女也有增加的情況。然而，現行的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仍是將所有少
女視為受害者，不論是結構性自願或被迫進入性交易，經查獲後均是進入強制安置保
護處遇體系（廖美蓮，2011）
。目前國內在性交易少女的安置保護形態上，分為緊急短
期收容中心與中長期安置二類；中長期安置又分為中途學校與社會福利機構（丁映君
等人，2012）
。針對進入中長期安置機構的少女，國內已有不少研究積累。陳姣眉（1995）
針對廣慈博愛院的少女研究發現，入院時間較長的少女對於性的看法較負面，但機構
並未對這些問題特別進行輔導。李淑潔（2005）訪談執行後續追蹤輔導業務社會工作
人員後指出，少女對性交易認知有出現價值混淆的情形。此外，少女在離開安置輔導
機構後，重複被查獲次數達二次以上者達 8.8％（許雅惠，2002）。由此可知，性交易
少女在進入安置機構期間，機構是否針對職業社會化的價值進行價值信念輔導至為關
鍵。部分研究指出，中途學校多元體驗課程可以提供學生成功經驗，特別是技藝課程
受到歡迎（鄭如安，2002）
。然而，此類課程仍侷限在職業技術訓練上，大多缺乏以價
值信念為輔導核心的內容規劃。再者，中途學校實施成效的研究結果也發現，高達 85.4%
的學生表示曾經接受價值教育輔導，且絕大多數的中途學校專業工作人員均認為價值
輔導是重要的學生問題；但卻也有五成左右的專業人員認為在其價值輔導處理上感到
困難（曾華源、黃韻如，2009）。
事實上，個人價值是透過社會化的過程學習而來，不論是社會價值、金錢價值或生
活價值。要改變少女從事性交易行為需要從其價值認知著手，要讓其能夠不再以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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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為業，就必須協助其澄清對金錢、工作、性、愛情、婚姻與家庭…等的價值觀與價
值排序。再者，由於其從事性交易工作經驗的特殊性，少女認知經驗所形成價值觀之
輔導，更需被重視。然而，檢視現行兒童與少年性交易防制之工作之內容、流程、資
源、法規等，可以發現其在緊急短期、中長期安置、後續追蹤等各個輔導階段中，對
於價值輔導服務方案均付之闕如（丁映君等人，2012）
。雖然澄清價值認知以引發個人
內在態度改變方能獲得較有效和持久的處遇成果（胡慧嫈，1996；陳姣眉，1995；游
淑華，1996）
，但價值認知輔導的成效並不容易彰顯。少女認知思考架構的建構、思辨
能力之形成、道德價值認知能力累積，和家庭教育、社會環境、學校教育與同儕活動
之機會息息相關。這也凸顯了中途學校對於性交易少女價值輔導工作面對的挑戰。
參、從事性交易與少女價值內涵

個人隨著生活經驗的增加，價值的認知內涵與評價亦會隨之改變。因此，價值比
態度更具動態的概念，與動機有更為直接之關連性（曾華源、胡慧嫈、李仰慈、郭世
豐，2006）
。價值是個人在評價事物的標準，其內容有許多分類，包括社會價值、經濟
價值等。以下將探討少女以性交易做為職業選擇可能之價值內涵與影響因素，以做為
形成價值輔導方案之依據。
一、以性交易做為職業之價值內涵
即使少女在安置機構內獲得生活照顧與教育、職業探索、或學習新的職業技能，
但不意味這些少女在結束安置後，就能夠穩定地生活，不會再次以性交易為其職業選
擇。因此，離開中途學校以後，是否要再以性交易為業即是一連串價值選擇過程，而
這抉擇受到其生活環境系統中可能選項的影響，包括如何拒絕金錢誘惑、以及同儕次
文化與經濟環境之層層阻礙；每一次的選擇均考驗著少女價值信念與判斷。當然，曾
經從事性交易的經驗，某種程度亦形塑了少女的生活形態與價值意識。也就是說，每
個少女選擇的背後，均有一套價值哲學。
（一）性價值觀
陳皎眉（1995）對廣慈少女的研究發現，少女在「性價值觀」對性的態度比一般
的學生隨便，甚至可以與人從事無感情的性。其他研究也發現，少女在實際性交易前
可能會有開放的性價值觀（白倩如，2012；楊士隆、李宗憲，2004；溫易珊，2012）。
在性價值認知方面呈現混淆，則有少女為滿足平日的高消費或是物質享受，在價值與
身體界線不清楚，而認可以各種方式獲取金錢（許雅惠，2002；劉昭君，2004）
，因欲
望與享受之經驗習慣已養成；或少女與男網友共同出遊後發生關係，即使對方事後贈
送其零食或是代幣，但少女並不認為這是性交易，覺得彼此都是朋友互相贈送是合情
合理的事，價值出現混淆（溫易珊，2012）
。此外，因性交易行為管道取得容易、彈性
的交易規則，有少女認為做一次，就可以豁出去、無所謂的價值觀，也會影響其工作
的選擇。甚者，即使是相同的性行為，但被少女賦予完全不一樣的社會意義，包括區
分為：私人生活追求快感與親密感的性、賺取金錢與客人發生的性，以及為學習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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闆進行點到為止的職前訓練而發生的性（陳美華，2006）
。上述的性價值觀，常使少女
做出會傷害身心的不當結果。
（二）工作價值觀：視性交易為一門工作
早期少女以性交易為工作的原因，有少女因成為性暴力受害者被剝奪無法成為社
會期待的角色，或是遭受家庭暴力而產生悲傷難過、怪罪自己、羞愧丟臉等等心理與
情緒反應（黃淑玲，1996；鄭瑞隆，1999）
，因此產生自我評價低之價值觀，以致對於
職業的選擇受到限制，故容易進入性交易行業。然而，現今對性交易行為已有視為工
作之價值觀點，與昔日從事性交易的被迫角色不同。以 Kanunm 於 1982 年提出「工作
涉入」（job involvement），亦即「投入到特定的工作中」，也就是說個人對於各種工作
會有一段角色構成的投入過程（引自吳惠文，2006）
。有研究也呼應少女把性交易行為
當作工作，甚至不涉及情感（溫易珊，2012）
。或者將從事性交易者作為性主體，有區
辦「性作為性」與「性作為工作」的能力（陳美華，2006）
。少女學會將性服務換取金
錢視作單純的工作，將此與跟其他男性友人或男朋友的交往互動切割開來，使女孩們
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劃分私生活與工作的界限（謝怡暄，2011）
。當然，除了視性交易
行為一行業外，尚有出現正向且高強度導向的道德性承諾，把行業目標與價值內化（吳
惠文，2006）。
（三）金錢價值觀
由於台灣社會經濟進步與發展迅速，在金錢掛帥的社會氛圍，有少女會受此影響
並產生對於物質追求與金錢崇拜之偏差或扭曲的價值觀。黃淑玲（1996）研究 31 位少
女在家與學校得不到愛與肯定後，自願翹家後從事性交易工作，是因為好奇、刺激、
錢多好賺；當然，也因從事性交易賺取金錢相當迅速、薪資豐厚（許雅惠，2002；溫
易珊，2012）
，主要花費在吃喝玩樂，且多數少女沒有儲蓄的習慣，並常感到錢不夠用，
相信金錢的功能，甚至重視收入高低（王秀絨，1984；陳皎眉，1998；許雅惠，2002）。
這類型性交易因其價值重享樂與個人欲望，易落入以金錢為優先考量的性交易行為，
有別於前者職業選擇之動機。當然，亦有受到少女同儕團體的影響，這使得「援交－
金錢－援交」的循環聯結（王順民，2003）
，然後換取令人羨慕的物質享受，例如：雙
C 名牌包、高檔服飾、手機等。當少女從事性交易後，在金錢的使用方式與職業選擇
之價值觀會歷經一定程度的改變（白倩如，2012）
。此外，亦有出現「沒有錢是可恥的」
、
「只要賺大錢，雖然賺錢的方法不好也無所謂」（陳皎眉，1995），視金錢至上的人生
哲學，超越個人尊嚴。因此，從事性交易工作容易使少女獲得普遍性的金錢酬賞，故
在職業選擇之價值認知是與金錢息息相關（鄭瑞隆，1999）。
（四）從事性交易意識型態之價值
意識型態（ideological）一詞最早出現於十八世紀末期，在法國啟蒙運動的社會樂
觀時期由 Destutt de Tracy 所提出。意識型態是社會信念與態度體系，表達有關社會與
人群關係的道德價值與理想；而意識型態的價值（ideological value）則是指社會或社
會團體持有獨立系統的概念（曾華源等，2006）
。少女從事性交易意識型態不同，其價
值意涵亦不同。從劉昭君（2004）曾經輔導 50 位從事性交易少女之工作經驗發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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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幾乎沒有被迫從事性交易的少女，多半是在物質誘惑以及社會價值觀之影響下，自
願性選擇性交易來獲取立即性的虛榮與滿足。在新潮流價值觀的衝擊下，根據內政部
2010 年兒少性交易防制成果報告書資料顯示，在少女自述性交易原因包括逃家後經濟
及需求占 28%、朋友引誘占 28%、個人物質需求占 23%、家庭經濟需求 8%（李麗芬，
2012）
。即使這些性交易少女雖有選擇行為的理由與認同的價值觀，但是否是「錯誤意
識」蒙蔽的受害者呢？當然，這也涉及道德價值觀與意識型態的爭辨，例如：從事性
交易也是職業，故應稱之為性工作者，有一定的職業條件與勞動保障。以此價值觀而
言，從事性交易少女則是出自自願，並非被逼迫下海，包括，取得謀生能力、追求獨
立、掌握權力，甚至掌握自己的性與身體，這背後的行為動機有多元意義。有學者認
為未成年少女從事性交易是遭家庭與社會福利系統邊緣化，尋求獨立的反抗形式（陳
美華，2007）
。不論學者所討論的少女，從事性交易是自願（陳皎眉，1995；黃淑玲，
1996）
，究竟是結構性自願（林瑜珍，2003）？或是被剝削者角色（廖美蓮，2011；李
麗芬，2012）？還是偏差者（黃淑玲，1996）？或如鄭瑞隆（1999）對內政部雲林教
養院收容 102 名從娼少女為對象，發現少女自願從娼是整體社會結構下的產物，包括
家庭病理因素與社會偏差之金錢物質觀念與應酬文化，均是少女自願從娼的最關鍵因
素。是屬於「結構式被迫自願從娼」（游淑華，1996；唐秀麗，2003）。以上所述，亦
與許雅惠（2002）的觀點雷同，均提及少女從「被迫」傾斜至「自願」一端，在自願
從娼之表象下，其實不友善成人文化與社會結構，也難辭其咎。故從事性交易已不是
「自由選擇」與「被迫從娼」兩種極端的二分法。
因此，早期是以受害者的觀點，指出性暴力受害者被剝奪成為好女人的角色，故
容易進入娼妓行業（黃淑玲，1996）
。但目前社會正呈現高複雜性與多元性特質，因此
我們對於性交易少女行為，需要重新用一個差異、多元觀點來視之，這包括，取得謀
生能力、追求獨立、掌握權力，甚至掌握自己的性與身體（陳美華，2007）
，已成為性
交易為職業選擇之新價值意涵。故從事輔導工作時，更需要深入了解，要意識到這些
前提均和少女之價值觀、認知、選擇、環境脈絡等等脫離不了關係，須去探究其背後
的意涵。
綜上所述，可發現少女選擇性交易做為職業選擇的價值內涵，不論是價值觀與身
體界限的不清楚、金錢萬能、受到客人喜愛、藉收入高顯示自己能力好等等之原因，
都會影響其投入此色情行業，並成為選擇以此為業之由。社會工作專業目的在於協助
少女解決其遭遇的問題與建立適當的價值觀，且處遇目標的選擇，本身即是一種價值
選擇，背後涉及了個人、專業價值觀、社會與價值。換言之，工作者須確立其處遇工
作的核心價值，以建構完善之服務網絡。而在對性交易防制工作，要關注性交易少女
價值觀和生活經驗的影響，包含是非、善惡、恥感等道德問題。因此，輔導性交易少
女如何擁有成熟之價值判斷能力，比獲得怎樣的觀念來得重要。
二、性交易少女職業選擇的影響因素
歸納相關文獻可以得知，少女從事性交易的原因，較少從其性交易職業選擇的價
值觀做討論。現有文獻的討論，包括：性主體（陳美華，2006）
、經濟因素（黃淑玲，
1996）
、家庭因素（王秀絨，1984；陳皎眉，1994；游淑華，1996）
、個人受創經驗（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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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眉，1995；黃淑玲，1996）
、問題行為及社會因素等，亦有研究從處遇模式、立法倡
導，以及兒少條例的反省與批判等面向切入。因此，可從個人、同儕、家庭、經濟、
心理創傷或個人價值認知因素。或是從承諾與理性選擇、偏差行為、環境問題，到工
作角色之意識型態，以及社會環境等等影響來探討。加上不同的理論，對於個人從事
性交易職業選擇，亦有不同的見解。因此，以下將就標籤理論與職業投入承諾觀點，
探討影響少女職業選擇的因素與輔導內涵，以作為理解少女選擇性交易為職業的視角。
（一）標籤理論
標籤理論最早出現於1938年，Tannenbaum所著「犯罪與社會」一書。標籤理論是
從社會學中形象互動論所衍生出來對犯罪及偏差行為的解釋。而標籤的意義，是人們
對自我形象（self-image）的界定及產生，自我形象乃是透過與他人之互動而產生，而
他人的標籤，則是重要因素。標籤理論的論點，犯罪是社會互動的產物，當個人被有
意義的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如教師、警察、鄰居、父母或朋友等—貼上標籤，
描述為偏差行為或犯罪者，他就逐漸自我修正，而成為偏差行為。是導源於現代社會
學之人際交流理論，又稱互動理論，強調社會群體之反應對於個人人格、心態行為之
影響（蔡德輝、楊士隆，2003）。Lemert（1951）將Tannenbaum的兩階段論區分成一
級偏差行為與二級偏差行為（primary and secondary deviance）。「一級偏差行為」是
指個人參與一次或多次的偏差行為，但並未內化成為自我概念，依然扮演著服從社會
規範的角色；「二級偏差行為」則是個人的自我概念產生變化，成為一個真正的偏差
行為者。劉昭君（2004）針對性交易少女行為之轉變歷程的研究中，發現少女在醞釀
期的行為會開始出現行為的偏差與危機之警訊。此時期少女的行為開始向偏差認同，
例如：愛玩、偷竊、蹺課、蹺家、接觸色情網站並沉迷網路交友，有過早的性行為。
加上身體是形成人自我與認同的關鍵，少女的身體以性的方式為男人所用的結果，將
徹底摧毀從事性交易少女的自我（陳美華，2006）。因此，少女從事性交易一旦被查
獲後，對自我概念的標籤化，就成為真正的偏差者，容易選擇以性交易為職業。
（二）職業承諾
承諾是指對未來目標的投入程度。而少女在投入從事性交易行為並選擇為一份職
業時，會理性地去考量此行為的風險（白倩如，2012；吳惠文，2006）
，例如：選擇以
性交易為職業，繼續從業所計算的成本和預估可能的酬賞，若是認為滿意即會持續投
入此行業，即是職業投入承諾。吳惠文（2006）整理職業投入承諾相關研究文獻，將
其應用於從事性交易少女投入性交易行業的職業承諾分析，並將之分為四類：
1.價值性承諾：一種正向且高強度導向，乃基於行業目標與價值內化。亦即性交易職
業環境中會對少女採用正向且高強度導向，將職業的目標與價值內化於少女價值體系
當中。
2.利益性承諾：利益與報酬的計算交換過程。亦即性交易工作可獲取高度的報酬，故
性交易少女與職業之間存在一種利益與報酬的理性交換，一種低強度的關係。例如：
少女獨自在網站張貼援交，即是對自己的工作內容，有高度的自主性，並保有勞動所
得（陳美華，2006），而不被組織化的性產業進行抽成。
3.投注性承諾：個人對離開行業的成本認知個人會基於功利考量而選擇留在行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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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指出少女再次從事性交易，是劣勢處境裡選擇以熟悉模式應對（溫易珊，2012）
。
故為維持利多，必須持續加注對此行業的承諾。
4.認同性承諾：個人在心理或情感層面對行業的認同，對行業有強烈情感依附關係，
並認同與投入其工作。亦即性交易職業的過程可滿足少女的情感需求，使得少女在心
理或情感層面認同職業，對職業有強烈情感依附關係，並認同與投入其工作。
以上得知，少女在從事性交易之後，會受到職業承諾的影響，而獲得各種物質的
增強，讓少女選擇持續留在性交易的工作環境。因此，性交易少女在環境中其他選擇
若是屬於劣勢，基於投入的各種成本考量即會放棄其他的職業選擇，因而增加少女持
續選擇從事性交易為職業的可能性。
肆、性交易少女價值形成之歷程
大部分少女從事性交易的原因，是過去的性創傷（黃淑玲，1996；唐秀麗，2003），
以及資源匱乏所導致。且性創傷所產生的無力感或被羞辱感，將改變少女對世界的認
知或價值觀扭曲。目前的性交易少女已從被誘騙、受害者之角色，成為自認能掌握自
己的性與身體自主權之擁戴者。這現象源自於自願投入的少女選擇以性為工作。根據
理性選擇的觀點，少女從事性交易取決於成本與酬賞之權衡判斷。所以，少女在進入
機構後，工作者必須針對其選擇的價值認知，做切入以進行信念輔導。畢竟，少女混
淆的價值在進入機構前已形成，故需要在進入安置機構後，再度建立其選擇適當價值
觀之能力，進行價值輔導，以修正其個人認知，並檢驗各價值之間的關係，調整其價
值矛盾。
一、認知發展
認知是指獲得、改變與運用知識有關的心理活動。由於少女心智未成熟、認知發
展是否正向的成長，值得我們關心。對於少女認知發展可以從三個標準評量，第一、
認知產生的量與質之改變；第二、能夠評估問題處理過程之優缺點並改進；第三、改
變使得個人有能力適應更複雜及維持身心健康（陳金定，2007）
。上述得知，性交易少
女的認知能力不同、以及週遭環境影響之因素，會影響其行為與選擇。因此，觀察少
女認知發展的方法，即是認為隨著年齡改變能夠反思與評估認知過程、知識的使用與
行為反應（Bymes, 2003）
。Rychlak 也指出人形成對事物概念認識三種方式：概念的互
動、演化性互動、統計性互動，來討論性交易少女從娼行為之認知如何形成（胡慧嫈，
1996）
。少女的認知是透過與環境互動之後，學習對事件的解釋而形成自己的認知，加
上不斷地累積經驗而形成所謂的認知概念。性交易少女對金錢、工作、性、婚姻的價
值認知，的確有異於一般學生（陳皎眉，1995）
，即是可以回應上述，是與環境互動累
積而成。因此，我們需要透過價值輔導教育提升其認知發展，使用 Beck 的認知療法協
助其克服認知的盲點、以及不正確的判斷，修正其扭曲的思考，以形成少女擁有保護
性因子，最後達到質的認知改變。Bandura 的社會學習論解釋人類更複雜的行為，即是
在社會環境中，環境因素、個人對環境的認知以及個人的行為三者，是彼此交互影響，
構成學習行為，且在學習歷程中運用觀察與模仿的二概念。也就是說，性交易少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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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之形成過程，如 Bandura 所提的觀點即是在社會情境中，道德發展透過直接指導、
學習增強、模範和回饋而來（曾華源、郭靜晃，1999）
。因此，除了協助性交易少女在
質的認知正向改變外，對於家庭、學校、社區等系統需提供有利身心發展的環境。
二、性交易少女價值形成過程：角色勝任能力、職業社會化
個人價值觀是指價值選擇與追求所採取的看法與態度。價值也是一種信
念，在此觀點影響下，受此影響的個人或是團體則會以特定行為存在，逐漸形成價值
結構，同時，亦受到文化、社會、制度等等的影響。因此，價值結構則是由經驗累積
而來，故要了解人類的價值，必須從其架構與形成過程、情境等面向去探究價值背後
之意義。性交易少女在負向價值的形成過程，如劉昭君（2004）的研究指出，在醞釀
期會擁有幾項潛在性的危機行為，包括行為會出現警訊、生活呈現不穩定狀態、個人
價值觀與信念的混亂與錯謬沒有思考很多、自我認知的不清楚等，都是少女在醞釀時
期裡想法與行為的特徵。有時，少女在進入機構前，工作者與相關服務單位，不易有
機會可以及早介入協助少女，預防其價值偏誤的行為結果，因此形成多數少女進入機
構安置後，輔導成為重要的機制。但是，當少女返家或復學後再度出現適應社會生活
的困難（許雅惠，2002；劉昭君，2004）
。則會讓少女容易選擇以性交易作為職業，因
這是經過理性價值選擇所採取的態度與行動。故對少女而言，這是生存處境中有限的
理性選擇（白倩如，2012）。
以性工作是一門職業而論，其中的性行為（sexact）並非是自然的、本能，其實性
行為是學習而來的社會行為（陳美華，2006）
。有些少女在早期從事性交易的角色曾經
是紅牌，對其當時而言，是有許多成就感受，那是建立在其角色勝任能力，以及對男
性的控制感受之上。包括對異性性心理的精準掌握，這掌握能力即是相當關鍵的角色
勝任能力（白倩如，2012）
。職業社會化包括：穿上特定的性感衣著、展現女性美，同
時透過訓練把少女的氣質與身材資本，成功地被業者轉化為經濟資本（陳美華，2006）
，
這即是職業社會化的過程。紀慧文（1998）的研究也指出，在其職業環境中，性交易
者必須學習各種「生存策略」
，能夠成為一個處理各種場面、又符合角色期望形象的人，
同時又能處理性交易工作中的各種風險，這些角色能力會在其工作歷程中，以及透過
觀察學習能力其他從事性交易女性的行為表現，進行社會角色學習，或透過業者的教
育訓練而達成職業社會化。社會學習論的觀點則認為透過環境中適當的模仿行為，來
形塑人類社會對其的期望，進而內化成價值與信念、或行為。亦可從個人社會生活經
驗累積來觀察，包括：個人累積個人直接、個人間接和社會情境等三部分的經驗而影
響或決定個人的價值觀（曾華源等人，2006）
。最後，少女在價值形成過程，透過角色
勝任能力、職業社會化的內化、選擇過程，逐漸形成個人價值觀，接續根據價值判斷
表現行為，此時也展現內化的價值觀，則是價值觀外顯。
伍、運用社區諮商模式進行性交易少女之價值信念輔導
本文所關切的是，少女離開機構後仍是選擇性交易為職業，這抉擇的過程是受到
哪些價值信念的影響，又應該提供何種輔導作法。價值輔導即是指對性交易少女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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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經驗中，針對經驗的價值認知做討論、修正，包括金錢價值觀、工作價值觀、
性價值觀等面向，並使用社區諮商模式的考量，運用生活化的特性進行輔導。事實上，
輔導性交易少女的方法，可以從鉅視面與微視面著手，前者如：兒童與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通過後，則是採取保護的觀點（李麗芬，2012）
，微視面則可以從價值信念著手
輔導。而價值信念輔導雖僅是輔導方法其中的一環，但卻是重要的一環。但礙於篇幅，
本文僅以價值觀的視角來切入討論，少女為何要選擇性交易為職業來進行討論。畢竟，
價值結構是從經驗而來，要了解這些少女的價值與行為動機，必須將其個別價值放置
社會、文化的脈絡架構下來關心，方能貼近事實了解。
同時，本文亦關心目前性交易少女進入安置機構期間，機構在價值信念認知輔導
是否獲得重視與落實，則待關切。少女在其生態系統中，如何拒絕金錢誘惑、以及同
儕的次文化與環境的影響，這些現實因素嚴峻考驗少女的判斷與價值選擇。因此，如
何協助少女在長期安置的過程中，藉由生活系統與經驗建構，澄清少女的價值認知內
涵，並培養其能夠具有成熟的價值選擇能力，是本文的核心關懷。
一、道德教育對輔導之重要性
在激烈競爭及低工資現實生活的壓力下，如果沒有具備核心的價值和獨立思考判
斷的能力，容易在多元價值與社會中途失自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即提出，道德、倫
理、價值觀的挑戰會是 21 世紀人類面臨的首要挑戰（顏麗雪，2007）。近年來網路援
交盛行，每當少女不認為自己是「受害人」，「性交易」議題一直在社會道德、個人選
擇與性剝削等因素當中辯證不休，加上社會大眾仍以道德為主要評斷標準的原則，這
對於性交易少女之輔導人員難免會產生認知失調與工作困難（李淑潔，2005）
。不論是
因為拜金、好奇（黃淑玲，1996；溫易珊，2012）、缺錢（劉昭君，2004）、翹家生存
之道（陳美華，2007）等原因，對於從事性交易的少女，除了需要給予其法令規範與
保護安置過程，更需要在輔導教學之核心課程中給予其倫理道德、價值觀之判斷選擇
能力。此外，在道德教材和積極的道德教學理念與方法，需要連貫與彈性化，並在道
德教育方面的輔導工作，可以採取以道德知識為主的小組討論、澄清價值混淆案例教
學之過程取向，方能提昇少女對道德認知判斷、選擇正確行為的能力。
二、社區諮商模式之運用：輔導人員可以努力的方向
社區諮商模式是由 Lewin 等人所提出，在國內是一項在發展初期的助人模式；它
除了對於個案進行傳統服務外，結合脈絡性、生態性、多元性的特色，也相當強調人
與環境的互動內涵。社區有廣義與狹義的意涵，大到國家小到家庭，介於中間的鄰里、
學校、公司、機構等，都可以稱之是一個社區。Lewis、Lewis、Daniels 與 D’Andrea
（2007/2003）提出之社區諮商模式服務方式，將之分為直接社區服務、直接個案服務、
間接社區服務、間接個案服務等四個面向。對於性交易少女影響個人價值觀的主要因
素之一是經驗的累積。換言之，須從社區諮商模式服務之運用來落實少女之價值輔導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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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社區服務：重視預防
此面向著重預防工作，故輔導工作者須為少女進行預防與推廣之工作，包含性的
正確認知之價值觀法律宣導，如：凡以身體做為媒介坐檯陪酒、伴遊、伴唱或伴舞及
其他涉及色情侍應工作、或是網路援交均已是觸法。以達到法「制」的預防目的。在
少女性交易成果報告中，發現社政、法務、教育、國防、經濟、交通、衛生、新聞、
警政等單位對於教育宣導投入與重視，這些單位對少女正確價值觀與性不得作為交易
的觀念，和強化自我保護意識及技巧，不遺餘力（曾華源、黃韻如與白倩如，2007）。
因此，所謂直接社區服務，即是在社區環境中，教育宣導少女須建立正確認知與法務
概念，以達到其原先價值認知的修正與教化的潛在目的。因為真正的救援，應該發生
在少女從事色情工作之前的預防宣導教育層次（許雅惠，2002）。
（二）直接個案服務：個案工作、團體工作、外展服務
在日常生活，價值、價值體系或價值取向是經驗累積而來。在安置機構，或是一
般社福機構，須針對特定少女進行直接輔導工作。可以是個案工作、團體工作、外展
服務（安排公益服務），並且為有特殊需求的少女及早提供協助以增加其保護因子。
1. 個案工作：
安置機構的輔導老師針對少女或是團體進行提供直接服務。此模式即是針對已有
從事性交易之少女、或是有心理健康危機的潛在個案，透過其實際生活經驗接納、分
享與促進自我反省、滋養個人內在感受。其價值澄清的目標，則在於價值察覺、包容
與個人選擇（顏麗雪，2007）
。或是可以透過特定的活動和策略，目的是能夠讓少女接
觸自己的價值，並透過從許多項目中選擇，然後對每個選項結果都深思熟慮後，再反
省並進一步澄清自己的價值觀。因此，透過重視、選擇、行動等價值澄清的過程，教
導少女審慎思考的技巧，並經由學習歷程，引導少女年對自己的信念、情感和行為作
自我分析、反省，進而導出行動（李奉儒，2004）
。在方法上，社會工作者在進行價值
澄清時，可運用澄清反應或填寫價值單、未完成句子、價值案例與衝突之情況並透過
討論或價值投票等進行活動。
2. 團體工作與體驗學習的應用：
Konopkam 於 1972 年指出團體工作即是工作者在各團體中，透過團體互動與方案
活動達到個人的成長與社會目標的完成（引自林萬億，2007）
。而價值觀則會影響達到
團體與個人目標方法之運用（Ronald & Robert, 2008/2009）
。因此，團體工作是一種社
會工作方法，包括有工作程序、步驟與技巧且有一套系統知識做為基礎，經由特定的
工作程序、步驟並配合各種技巧之運用，以協助工作有效性（曾華源、白倩如，2012）。
體驗學習也是屬於結構性的團體活動經驗，讓團體領導者設計適當方案來幫助成員與
其他成員進行察覺活動和分享感受，並最終能夠幫助成員把學習的經驗，概推到日常
生活之需適應的問題。因此，可透過體驗學習團體工作之活動設計以協助少女澄清並
導正其之金錢、物質、勞動與身體等價值觀念，與學習行為之自控能力。
近年來在社會福利機構，進行以少女為主的情緒智力、自我效能、社會適應、復
原力等體驗學習活動，有顯著正面的影響（李自強，2006；李慧君，2009；曾華源、
李自強、陳玫伶，2005）
。同時，少年社會工作者應用體驗教育經驗研究發現：社工體
悟到團體工作可以提升至教育性的體驗式活動。換言之，以社工體驗式為主，教練為
- 29 -

輔的工作模式（林怡岑，2013）
。社工不僅能夠帶領育樂性的活動，甚至可藉活動來引
導少女的感受與想法，提供反思能力、分享進而解決處理問題的目的。因此，上述得
知團體工作與體驗學習這二者早已有深遠的關聯性。
在制定性交易少女體驗學習團體時，目標需具體可行、可近性，且在設計活動時
須加入價值、認知概念。並且適時加入事件、或是引起爭議的案例，以及價值的核心
概念：金錢觀、工作觀、性觀念等議題，並融入體驗活動設計中，讓少女反思與討論。
例如：以金錢價值觀認知為主的體驗學習團體，即可安排少女學習金錢管理，因性交
易少女金錢取得快速、便利，花用時較不知節制，必須考量實用性或實際需求，故須
改變從事性交易時過度揮霍金錢的偏差認知。同時，藉由設計小組至市場定額採買餐
點的體驗活動，體驗對金錢使用之適當性，並具體討論在其執行時金錢使用的價值選
擇。此時，需注意少女對金錢的認知程度與思考模式，並根據其學習模式，引導少女
思考金錢的使用和體驗活動有無落差？這落差的原因是什麼？並在提出問題之中，融
入欲達到建立正確金錢管理的價值概念。總而言之，體驗學習團體是使用有邏輯與方
法以達到活動設定的目標，重點是在反思內省階段，讓參與體驗者可以比較過去的活
動與經驗進而體悟，進而改變行為。
3. 外展服務：
安排從事性交易少女以外展的方式進行公益服務，藉由安排少女身體力行至社區
進行環保回收活動。體驗活動後協助其討論工作的價值認知，並由工作者引導少女反
思有關工作勞力付出「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工作價值信念，邀其思考環保回收活
動所帶來的工作成就感與社會參與感。最後，與先前經驗做差異比較，進而讓少女感
受利他、普遍性價值體驗之意義感過程。
（三）間接社區服務：影響公共政策
指的是安置系統或一般機構可以介入影響周遭的系統環境，使少女可以獲得正向
的發展與回應。例如：社會大眾對於性交易少女身分建構的質疑（許雅惠，2002）
，尤
其當結構性自願案主越來越多時，處遇的正當性與道德性是受到社會大眾的質疑。例
如：我為何要花錢去幫助這些自甘墮落的人呢？因此，輔導者必須正視環境中的不公、
歧視與限制，質疑有害的公共政策，和其他社區夥伴聯盟並參與政策的擬定，進而改
善環境。
（四）間接個案服務：倡議、諮詢
每個個體都會從家庭、學校、同儕團體等系統進行社會化，並接續在此環境中逐
漸學習價值觀念、以及建構與調整自己的價值觀。因此，有時工作方法需要透過倡議
與諮詢以進行工作，則指機構與安置系統可以滿足特定個案與群體之特殊需求，獲得
環境的回應，並積極與個案相關人員一起工作，建立網絡系統。對象可以是個案家長、
老師或是其他專業的夥伴。所以，間接個案服務可以有下列面向進行倡議或諮詢。在
學校部分，則是以少女為主體的教學方法，不能涉入個人的價值理念，著重少女的主
動，注重情意學習的影響，常由感受、認知、行動建構過程，形成其態度與價值，且
避免直接給答案。在同儕之間的影響，思索「援交」的破解之道，自然不可漠視少女
同儕團體所潛藏的影響力（王順民，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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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教育之面向，要建構靠勞力賺錢並不可恥之價值觀，是刻不容緩。例如：
少女對於家庭無法提供經濟及教養上的支持，因年幼無法進入正式就業市場，在家人
知情下的處理態度會影響少女對工作的選擇（溫易珊，2012）
。顯見家庭的確是道德的
一道重要防線，在此系統的成員之價值觀會深深影響系統中的每個人。因此，對於家
庭面向，少女家庭之親職教育與家庭功能提升內容，則是要著重價值理念的課程安排，
與延續性方式的親職活動。
陸、結語
少女「被迫涉入性交易」到後來「自願從事性交易」
，她們背後均藏著多少不同的
生命故事，輔導少女價值的工作模式需要更被重視。價值觀在每人成長過程，從不明
顯、不確定，到明顯與穩定，均經過個人與環境互動及認知內化不斷循環的過程。價
值澄清同時強調知、情、意、行等，尤重情感層面有關接納、肯定、關懷等態度，並
強調與其經驗結合，是澄清與反思自我價值之良方。此外，人們的行為與社會互動後
都會受到價值觀的影響。雖價值觀與認知在輔導性交易少女時，因抽象而顯得困難，
但我們仍需重視人與環境的交流。價值輔導可以採取社區諮商模式進行，包括個案工
作、社工式體驗學習，外展工作、社區教育宣導、或影響公共政策等多元方式來落實。
重視少女的生活經驗，以及設計利於少女價值觀認知、澄清與建構，且學習判斷、選
擇適當的價值觀；或為一般少女進行社區預防教育、以及大到公共政策倡導的影響，
這些均是藉由重視人與環境的互動以達到環境的改變，並運用多元與全面的服務介
入，開創有利少女生存的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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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Values Guidance of
Female Juvenile Prostitution:
Application of Community Counseling Model
Yian Chuo
Abstract
The manifestation of youth sexual transaction has changed over time. In the past, the
female juvenile were forced to engage the sex trade, but nowadays teenagers are mainly as
voluntary sex workers, such as “steel pipe dance girl”, “betel nut beauty”, or “compensated
dating”. Public and media transform their perception, from sympathy to "stoop", "money
worship". There is a high proportion of female juvenile prostitution who left alternative
schools engage sex trade once again. Therefore, the placement programs of alternative
schools should be reconsideration to design effective value guidance plans. However, the
values come from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s and environment systems. From the ecological
system perspective, the best fitness of transaction within person and environment affected by
individual competence, which habitat they lived. Mature value judgment and making
decision ar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teenage prostitution. When providing teenagers with
values counseling,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social workers may take advantage of, which
includes direct community service, direct case service, indirect community service, and
indirect case service, by using value clarification, educational propaganda,
social-worker-like learning experience, discussion and reflection to conduct comprehensive
values counseling for teenage girls so as to promote effective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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