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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手天使　豈止打手槍 111,636

手天使創辦人黃智堅，本
身也是輪椅使用者，說起
很多台灣的殘疾朋友，很
心痛，他們困在自己的慾
望中，沒有人能幫

Tweet

【有愛無陷】政府沒法幫忙，學校老師沒法幫忙，連天

天見面的家人，更不知所措。「性」這回事，就是這樣

使人害怕，來自台灣的黃智堅說。更讓人擔憂的，是嚴

重肢體傷殘的朋友，無法在城市自如行走，一天到晚只

能待在家，沒有朋友，世界就只有家裏一點點大。黃智

堅跟朋友，於2013年成立「手天使」，全屬義工性質，

專門為重度肢體殘疾者和視障男性，提供打手槍服務。

「手天使不只是打手槍的，我們比這做得更多，我們看

見很多因此而願意改變生命的人。」

記者：陳意軒　程詩敏

黃智堅自己也是輪椅使用者，說起很多台灣的殘疾朋

友，很心痛。殘疾朋友困在自己的慾望中，性更是社會

禁忌，一般人不知道，原來殘疾朋友，無論坐輪椅的、

視障的、智障的，性需要其實都一樣。「他的慾望不會

因為忽略而不存在，它一直存在，部分殘疾者可能以自

慰去解決一些狀況，但重度的殘疾者，他們怎麼辦呀？」

手天使安排過程嚴謹

「很多父母常常說的一句話：你就這樣好好的生活到老，別餓死就好了。我

647 647

2013年創立的手天使，全
屬義工性質，專門為重度
肢體殘疾者和視障男性，
提供打手槍服務。

黃智堅從事廣播工作十多
年，他說，「手天使不只
是打手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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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Fans | 好友分享

想，很多時殘疾者都不被當成一個人來看。」手天使的出現，讓「性」這自然

的事也納進殘疾朋友的生命中，讓他們簡單地做回一個人。黃智堅不會第一次

去，就立刻提供服務，安排過程非常嚴謹細緻，「第一次跟受助者見面，必須

是一位同樣是殘疾的朋友；我會了解受助者個性，身體情況，然後回家做筆

記，把他的情況詳細地填在表格上，跟義工開會後，如果覺得可以提供服務，

才會見第二次。」

趁家人外出　性義工上門

第二次見面，黃智堅會把手天使的服務細則，解釋一遍。第三次，才真正是服

務戲肉。一行八位義工，計算好受助者家人或照顧者離家的短短空檔，到達服

務現場。四位義工必須在15分鐘內，匆匆佈置房間：把床鋪好，放香精油，手

提電腦放色情片。而黃智堅就把握這段時間，跟受助者談天：「我們會說：如

果一會進來的性義工，你覺得不適合，沒有感覺，你可以拒絕他，你有這個權

利。」很多殘疾朋友終其一生，都是被人幫忙，而且不懂說不，黃智堅要改變

這個概念。

到性義工進來，大伙兒就離去，90分鐘後再回來，性義工已把受助者的身體擦

乾淨，大家幫忙抱他回輪椅上，迅速把房間還原，不留一點痕迹。要是給家人

發現了，「你怎麼可以做這種東西」，後果可能很嚴重。手天使也不是沒有爭

議。有批評指台灣尚未開放性產業，提供手淫服務與提供性服務無異，有傷風

俗。但手天使純屬義工性質，不涉金錢，不構成圖利使人性交猥褻罪。

不是救濟　限用三次

黃智堅說，手天使不是做救濟，可憐殘疾人，性是一個切入點，讓受助者重新

看見自己的身體，跟另一個人有互動。所以，每位殘疾的受助者，獲得手天使

的打手槍機會，只限三次。有些受助者，一生沒有離開過家，接觸手天使後，

第一次自己坐着輪椅，到家對面走走。也有一直不敢面對情慾的受助男生，決

定試試追求心儀的人。 

黃說，很多殘疾人士是沒
有性別的，性輔助員的工
作之一，是讓他們重新認
識自我。

意大利性輔助師，讓女性
殘障者滿足親密接觸和性
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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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雄：想像不到女兒有伴侶 345,426

Tweet

身為一位智障女孩的爸爸，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要跟女兒談性、終身
對象，是十分遙遠的事。

【有愛無陷】殘疾人士的身體狀況，人人不同，有些四肢癱瘓，性功能卻正

常。有些因着外型和各種原因，難以找到適合的終身對象，由始至終都沒有性

經驗，很渴望有天能嘗試。身為一位智障女孩的爸爸，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要跟

女兒談性、終身對象，是十分遙遠的事：「她不能說話，智力不太高，我想像

不到她會有伴侶，性方面我也想像不到。但她也是一個女孩，我們是幫她像一

個女孩般去穿衣服的。」

記者：陳意軒　程詩敏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說，聯合國殘疾人權公約中的第25條，「醫療」一章，就提

到「性健康」一詞，「我想，那是包括了生育、性生活，保證他們得到健康、

安全方面的基本權利。」日本有「White Hands」輔助射精義工服務，英國有人

成立團體（TLC Trust），為殘疾人士轉介性工作者，荷蘭政府則資助殘疾人士

購買合法的性服務，一年12次。「這班人用納稅人的錢來買性？」引來的質疑

和批評沒完沒了。

認同性需要　不認同結婚生子

社會對殘疾人士的性、愛、婚姻和生育態度為何？香港在這方面的資料乏善可

陳。十年前，香港復康聯盟發表報告，調查照顧者對智障人士性需要的看法。

91%的人同意智障人士也有性需要，卻高達70%認為他們沒有權利去生育；40%

3,582讚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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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認不認為香港有性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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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婆婆難煮食　熱食飯堂暖心間

追實城中突發大小事，即 like 蘋果【現場】FB！
蘋果Fans | 好友分享

香港耀能協會臨床心理學
家葉婉娜說，相比台灣，
香港在殘疾人士性權方面
仍較保守。

的人接受智障人士跟異性擁抱，但只有15%能接受他們

在私人場所性交。張超雄說，這反映了保守的觀點：

「我們知道他們有性需要，但當他們要結婚生子，卻覺

得不行。」當然，智障人士有很多連自己都照顧不了，

如何組織家庭？如果沒有能力去想像性行為的後果，就

任意妄為，反而是不負責任的態度。要判斷誰有能力、

誰人沒有，很困難，需要不斷摸索以及大量民間或學術

層面的研究。

香港耀能協會轄下的護理中心和宿舍，專門照顧患有大

腦麻痺、智障及肢體等多重殘疾人士，臨床心理學家葉

婉娜說，相比台灣，香港在殘疾人士性權方面仍較保

守，加上無障礙設施嚴重不足，殘疾人士外出大大受

限，更遑論拍拖和愛情了。「不少殘疾人士的家長眼

中，子女仍是小孩子，不需要親密關係和性；甚至擔心

跟子女談及性，會激發他們的慾望，於是採取不聞不問

的態度，甚至限制他們的社交活動。」雖然是為了保護殘疾兒女，但同時亦否

定了他們有照顧自己和發展愛情的可能。

不過葉表示，中心有舉辦性教育講座，社工及心理學家亦會主動為殘疾人士及

家人提供輔導，坦誠談性和愛情。院舍方面，若姑娘意識到院友有性需要，一

般會著他們到洗手間處理，或者以屏風營造一些私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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