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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本口述故事集的源起，大概可以回溯到 2017年的

香港。

當時，美國荷里活喚起的 “Me Too”口號 1 激發了不同背景

的女性為自己的性侵經歷挺起發聲，浪潮席捲全球。

1 “Me Too”（我也是）的行動概念由美國黑人女權運動家伯克（Tarana Burke）在
2006年率先提出。作為性暴力倖存者的伯克，呼籲同樣遭受性暴力對待的女性一起呼
喊 “Me Too”口號，以彰顯同路人之間的相互扶持與鼓勵，凝聚力量為自己、為她人一
起向社會就着嚴重的性侵問題發聲。“Me Too”的號召來到 2017年 10月達到高潮，當時
美國演藝界爆出一連串的性侵指控，白人女演員米蘭諾（Alyssa Milano）有感而發地在
自己的推特（Twitter）上亦發起了 “Me Too”行動，呼籲遭受過性暴力對待的女性與她
一起高喊 “Me Too”，向外界表達性暴力問題的嚴重性。她的號召受到了爆炸性的關注，
發文後的二十四小時內，她本人不但收到超過五萬個回覆，而臉書更錄得超過 470萬人
使用 “#MeToo”這個標籤。“Me Too”運動的聲勢持續壯大，透過網絡世界的傳播，這股
浪潮更急速席捲全球各地，在不同地方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性暴力、反性騷擾運動，包
括印度、韓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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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香港，有不少本地女性也喊出 “Me Too”，響應這場全

球性的反性暴力運動。不過，這些聲音在早期並未引起太多關

注，直至香港精英運動員呂麗瑤在網絡上公開自己的性侵經

歷，“Me Too”的呼喚終於在本地社會得到了廣泛迴響。

11月 30日凌晨，呂麗瑤在自己的臉書（Facebook）專頁上

發表一篇以 “#metoo”作開首的文章，透露自己在初中的時候曾

經遭到她的前任田徑教練侵犯。儘管事件距今多年，她仍希望

透過自述自己的經歷來喚起公眾對於兒童性侵犯的關注，並鼓

勵任何性暴力的受害人勇敢地為自己發聲。

事件激起了千層浪，呂麗瑤的自白得到四方八面的支持和

肯定，就連政府高層亦對她的勇氣予以讚賞，並公開表示會嚴

肅跟進事件。2 及後，警方和律政司立案起訴肇事的前任田徑

教練，使該案成為本地 “Me Too”運動觸發的第一宗案件，3 一

時之間為香港的反性暴力運動牽起一波巨浪。

然而，坊間同時傳來不少質疑、嘲諷，甚至責怪的聲音，

而且來源更不乏城中名人。他們批評呂麗瑤的自白動機，指責

2 時任特區行政長官的林鄭月娥女士表示，呂麗瑤勇敢公開事件，值得敬佩。資料
來源：https://www.news.gov.hk/tc/categories/admin/html/2017/11/20171130_160707.
shtml。

3 呂麗瑤公開事件後，警方隨即展開調查，並於兩個月後拘捕涉嫌非禮的前任教
練。資料來源：https://hongkongfp.com/2018/01/30/76-year-old-former-track-coach-
arrested-connection-sexual-assault-hong-kong-hurdler-vera-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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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處理手法，以至猜疑事發經過的真相。他們質問，為何她

當時沒有向人求助，卻將經歷埋藏許多年後才公開？為何她

在受到侵犯後一段很長的時間，仍與侵犯者保持師徒關係？

為何她不選擇報警處理，訴諸司法公義，反而首先在網上公

開，造成輿論公審？潛藏在這些聲音背後的結論是，她的行為

舉止太不像一個經歷童年性侵的受害人，她的過去似乎活得太

過「正常」。

兩種看法南轅北轍，爭議持續不斷。隨着 “Me Too”運動熱

潮退卻，討論熱度也悄悄冷卻下來。不過，支持者與反對者之

間的分歧依然巨大，加上該案的審訊結果裁定被告罪名不成

立，4 坊間對於呂麗瑤甚至其他性侵受害人的質問之聲仍然不

斷。

面對種種質問，有太多問題未及處理：兒童及女性性暴

力問題在香港有多嚴重？性侵受害人在事發之後一般會有甚

麼反應？究竟受害人延誤求助的情況有多普遍？為甚麼受害

人會缺乏意欲報警求助？社會給予受害人的支援和協助又是

否足夠？受害人在後來的生活過得怎樣？是不是都痊癒了？

這連串的問題有沒有答案？答案又是否只有一個？本書的出

現，便是旨在回應這些問題。

4 呂麗瑤的案件經歷近一年的司法程序和審訊，及至 2018年 11月，法庭裁定肇事
的前任田徑教練罪名不成立，案件暫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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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仲夏，「風雨蘭」5 開展了一項有關兒童性暴力

的研究，訪問了十六位遭受過童年性侵的成年女性，探討她們

處理性侵創傷的心路歷程。根據訪談所得資料，研究團隊分析

了這些女性倖存者 6 在面對事件時所採用的應對策略和後續的

求助經驗，並在翌年發佈了相關的結果報告。7

本書是該項研究計劃的延伸。透過檢視和整理性侵倖存

者在不同人生階段的生命歷程，例如童年性侵事件發生的前與

後、第一次向人揭露事件的經過、第一次尋求專業人士協助的

經驗、長大成人之後的各種生活片段等，從而剖析性侵事件對

於倖存者造成的各種影響，再現倖存者如何與創傷共生的生命

軌跡。

5 成立於 2000年，「風雨蘭」作為全港第一間性暴力危機支援中心，一直致力向遭
受性暴力對待的女性提供援助。除了向受害人提供直接的支援服務（例如輔導服務、醫
療支援），中心亦持續透過公眾教育及調查研究等方法，提升社會大眾對於性暴力問題的
認知，加強公眾預防性暴力的意識。

6 在有關性暴力的討論中，「受害者」（或「受害人」）和「倖存者」這兩個措詞經常
被用作形容遭遇性侵的當事人。「受害者」的措詞較多用作形容當事人剛剛經歷性侵事
件時的狀態，又或者在司法程序中對於當事人的描述；而「倖存者」則較多用於形容當
事人正在處理創傷甚至經已跨過創傷的狀況。由於本文以及後續的文章中均會牽涉到當
事人在整件事件上不同階段、不同面向的經歷，因此「受害者」和「倖存者」的措詞將會
根據情況交替使用，前者將較多在描述當事人的受害經驗時使用，後者則主要用於陳述
當事人面對及處理創傷時的經過。

7 該份研究報告以英文寫成，報告名為 “Belated listening, delayed healing: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disclosure and help-seeking practices among adult survivors of child 
sexual abuse”（中文譯名：〈「遲來傾聽，療癒來遲」—童年性侵倖存者的事件揭露及
求助經驗初探研究〉）。報告詳細內容可瀏覽：https://rainlily.org.hk/publication/2020/
bl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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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出版輯錄了其中九位倖存者的故事。為了保護這些

受訪女性的私隱和安全，所有受訪者均用上化名，而她們的生

平也會視乎情況略作修改。在接受訪談時，她們的年齡範圍是

十九至六十一歲。大部份人出生於基層家庭，有小部份來自中

產背景。生活現況方面，大部份人有全職工作，有兩位仍是學

生。至於婚姻，有三位已婚，一位離婚，另外有兩位則與伴侶

訂婚不久。

來自不同背景的她們刻劃出九個獨立的生命故事，卻訴

說着不少童年性侵倖存者共同面對的經歷，有悲傷有憤怒有沮

喪，但亦有驕傲和喜悅。而成長在不同年代的她們，更加折射

出不同時代的香港女性如何面對性暴力的威脅（甚至傷害），

以及不同的社會環境如何影響她們的經歷—傷害的經歷和求

存的經歷。埋藏在她們個人的故事背後，其實是一般香港女性

和兒童在當代社會發展中共同面對的幾個問題：家庭地位的轉

變、女性性暴力及兒童性侵的問題意識、相關的政策措施和支

援服務發展等。

 

  女性及兒童在家庭的地位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家」的概念是社會運作的基石，家

庭的整體利益甚至凌駕於個人之上（Lee，1953；Hamilton and 

Zheng，1992）。而在以家為本的前題下，家庭的建立以男性

為主導，地位不但比女性高，女性更可謂男性的附屬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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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德」8 的道德標準正正反映了傳統社會強調女性的從屬

性（Tang et al.，2002）。除了男女有別之外，家庭內亦推崇「孝

道」及「長幼有序」等倫理價值，子女應當絕對服從父母及家

中其他的長輩，年幼的孩童（尤其稚女）被視為家族的私人財

產（Pearson，1996；Chow，2009）。受制於種種傳統觀念，相

比起成年男性，女性及兒童在家庭中經常處於弱勢位置。

儘管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1841至 1997年），但在十九世

紀至二十世紀初，以華人為主的本地社會與內地民間社會依然

交往頻仍，生活習慣上沒有太大分別（Ma，2012）。而港英政

府考慮到早期的政治氣候，為了安撫本地華人社群，除了移植

英國的法律之外，亦加以利用中國的傳統習慣來管治香港（陳

弘毅、文基賢與吳海傑等，2017）。不少傳統的生活習俗因而

得以保留，當中包括一些維持女性及兒童不平等地位的習俗，

例如「妹仔」制度（至 1938年廢除）9、納妾制度（至 1971年

廢除）。

8  「三從」指女性未嫁時要聽從父親的話、出嫁後要順從丈夫、丈夫死後則跟從兒
子；「四德」則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用以規範女性的思想品德、言行舉止。

9  「妹仔」制度亦即蓄婢制度。「妹仔」是廣東一帶對於婢女的俗稱。「妹仔」制度源
於古代的奴婢制，後來有富商經常購買窮困人家的稚女來充當「妹仔」使用，「妹仔」
一般會分擔家務勞動等工作。由於被購入的「妹仔」會被當成買方的私人財物，買方可
謂對「妹仔」有絕對的權力，可以任意買賣或典押「妹仔」，甚至有權決定「妹仔」的婚
嫁。因此，蓄婢這種買賣行為也被視為一種奴隸制。後來，香港的「妹仔」制度經過多番
立法改革，至 1938年才正式廢除，但有指蓄婢的行為實際上在二戰之後才正式杜絕。更
多詳情請參考梁寶龍（2017）、Lim（2015）及 Pomfret（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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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戰後，香港在六、七十年代踏上了工業化進程，大量

女性成為「打工妹」投身勞動市場，不但間接造就了香港經

濟的急速起飛，而女性的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亦有所提升，

連帶她們在家庭的處境也得到改善。隨着城市工業化的步伐，

七十年代之後的香港家庭出現不少變化（Wong，1972）。當中

包括日益流行的核心家庭模式、推遲的初次結婚年齡、上升的

離婚率等，這些都反映了傳統家庭價值和性別觀念漸漸變得

鬆動，女性有愈來愈多的空間安排自己的生活（Podmore and 

Chaney，1974；Lee，2003）。

不過，在這些變化背後，有不少研究指出女性的生活經驗

依然與家庭責任牢牢綑綁（Salaff，1976；Ho，1984；Cheung，

1989；Lee，1998；Lee，2002）。一方面，相比起她們的哥哥弟

弟，主流社會更期望未婚女性將經濟收入投放在改善原生家庭

生計而非她們的個人發展上；而另一方面，已婚的在職女性則

應將家務勞動視為己任，照顧家庭仍然是她們的首要任務。這

些期望或多或少反映了重男輕女的家庭觀念依然堅固。

而在八、九十年代開始湧現的女性受暴問題及相關討論，

更加佐證了女性在家中仍然面對的困境。學者普遍認為，傳

統家庭及性別觀念易將家中成年男性（例如父親、丈夫）塑

造成合法的施虐者，在傾斜的權力關係底下，女性及兒童較易

成為家暴受害對象（Tang et al.，1999；Tang et al.，2002）。此

外，以家為本的價值取向亦阻礙了受虐女性及兒童發聲求助。

正所謂「家醜不外傳」，大部份受虐者選擇啞忍及恥於求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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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家中的其他成員亦傾向將受虐事件（尤其牽涉性侵犯）竭

力隱藏（Ho and Kwok，1991；Rhind et al.，1999；Tsun，1999；

Chan，2009）。縱使香港女性的社會地位在戰後幾十年間顯著

提升，但在家庭中的弱勢位置似乎變化緩慢。

九七回歸後，在特區政府的管治底下，後工業時代的香港

經歷經濟結構轉型，女性的生活環境亦迎來各種變化。教育方

面，女性和男性受教育的機會愈趨平等，而收入方面，雖然女

性的平均收入仍低於男性，但兩者之間的差距不斷收窄。從教

育機會及經濟收入來看，香港女性近年的生活狀況持續改善。

回到家庭的處境，對於家中各項事務，大體上女性也愈發有充

份的發言權，地位有所提升（丁國輝、林靜雯，2013）。不過，

如果放眼女性受暴問題，在家暴事件當中，女性仍然是最主要

的受害者，施虐者亦以男性居多（趙端怡、蔡玉萍，2013；梁

麗清，2016）；兒童方面，女童受虐個案的發生率較男童高，女

童更易受到侵害，其中又以性侵個案的性別差異最嚴重（李勁

華、鄭慧婷與鍾華等，2013）。「風雨蘭」在 2019年發佈的一份

報告亦顯示，中心過往處理的女童性侵個案中，10 最主要的侵

犯者是她們的家人或其他家族親戚，而且受害女童延遲求助的

情況亦非常嚴重。就上述種種，不難想像今天的香港女性及兒

童仍未有完全走出家庭的困局。

10 在該份報告當中，對於女童個案的理解，以當事人在事發時未滿十六歲作為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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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出生及成長在不同的年代，這本書中的大部份受訪者

卻不約而同地面對相似的家庭困局。九位受訪者的童年性侵

經歷，不但全部屬於由熟人干犯的性侵個案，當中八個個案的

侵犯者更是她們的家人、親戚。她們的遇害經歷可謂與傳統家

庭及性別觀念不無關係。例如成長在七、八十年代的阿 B，自

十一、二歲起遭到自己的哥哥侵犯，期間曾試過向父親求助，

但重男輕女的父親反指阿 B誣陷哥哥，無助的她陷入持續遭到

侵犯的窘況；而另一位受訪者雪糕妹，成長在八、九十年代，

十四歲時與年紀相若的男朋友初嚐禁果，被父親發現後，父親

竟以性侵的方式懲罰不聽管教的雪糕妹⋯⋯

此外，她們的求助經歷亦因為涉及家庭的複雜關係而變得

舉步維艱。成長在六、七十年代的蘭姨對於自己遭到親生哥哥

侵犯，感到極其羞恥，加上母親長年教導她傳統女性的特質，

致使她一直不敢向人透露半句，直至年過半百才敢開口。而

後的阿茵雖然遭到父親侵犯，卻又因為不忍拆散家庭而選

擇啞忍，直至性侵事件不斷惡化才開口求助。從這些性侵倖存

者的故事，可以看到她們如何不同程度地受「家」所困。雖然

難以衡量及比較，年長一代的倖存者比起年輕一代似乎更受傳

統家庭觀念所影響，隱隱訴說着時代的緩緩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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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性暴力運動及支援服務

關於女性遭受性暴力的問題，長久以來也受到香港社會

不同程度的關注。在十九世紀後期開始出現的反蓄婢運動，11 

可謂香港開埠初期關於保障及維護女性權益的代表性事件之

一。不過，當時焦點主要圍繞在人權保障和傳統習俗的爭論

上，加上其他政治因素，女性性暴力及性自主等議題未有在主

流社會引起廣泛討論，更遑論專業支援服務的發展（許雅斐，

2013）。

受到女性主義思潮及西方婦女運動的影響，香港的婦女

運動在五、六十年代亦開展新的一頁，不同的婦女組織紛紛成

立，為女性爭取各方面的權益，當中包括打擊性暴力問題。及

至 1977年，當時的「香港婦女協會」聯同其他團體組成「香港

保護婦女會」，發起了「反強姦運動」，一方面透過公眾教育提

升社會大眾對性侵行為的問題意識，另一方面則積極游說政府

改善為受害人提供的支援服務和修訂法例擴大保障範圍（梁

麗清，2001；張彩雲，2001）。這一次行動是香港反性暴力運

動的重大里程碑，不但成功引起本地社會的關注，在政策措施

11  由於當時盛行「妹仔」、婢女的買賣行為，「妹仔」遭受不人道待遇的慘痛消息不
時傳出，例如受虐挨打、遭受性侵等，漸漸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慢慢演化成一場
「妹仔」解放運動。關於香港的「妹仔」制度，詳細可參考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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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服務發展方面亦取得顯著成效。當中的成果包括：政府分別

在 1978及 1979年修例加強保障性侵受害人，法庭可以禁止傳

媒公開事主身份；「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於 1977年開設電話

熱線服務，為性侵受害人提供支援；八十年代初促使一間倡導

女性自立自主的婦女服務中心成立（亦即後來的「香港婦女

中心協會」）；以及在 1985年成立了香港首間受虐婦女庇護中

心—「和諧之家」（Cheung，1989；Tang et al.，1999）。

與此同時，更多本地學者針對性暴力問題進行調查研究，

進一步揭露性暴力受害人面對的嚴峻困境。例如，有研究分

析「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的熱線求助個案，發現求助個案以

涉及「熟人強姦」為主，被陌生人侵犯的求助個案數字更按年

下跌，推翻過往「大多數侵犯者是陌生人」的迷思（Kwan，

1990）。此外，亦有學者分析了政府統計處的「罪案事主統計

調查」結果，12 發現少於三成的性侵受害人（或她們的家庭成

員）會向警方舉報事件，反映警方處理的性侵個案實屬冰山一

角（Cheung and Law，1990）。另外，有研究又指社會大眾對性

侵受害人存在誤解與迷思的情況普遍，將責任諉過受害人的

舉動並不罕見，有關情況甚至連專業人士亦不例外（Lee and 

Cheung，1990）。

12 Cheung and Law（1990）的研究分析了 1978、1981及 1986年間的「罪案事主統計
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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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及此，不同的婦女團體積極開展不同的後續工作。例

如，「香港婦女協會婦女中心」（亦即「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的前身）聯同「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等團體，在九十年代初

期發起另一波反性暴力運動，行動口號由早期的「反強姦」變

成「反性暴力」，務求擴闊公眾對於其他性暴力行為（例如非

禮）的問題意識（Tang et al.，1999）；在相若時間，「新婦女協

進會」等婦女團體亦組成「婦女關注性侵犯聯委會」，針對不

同的性侵議題展開跟進工作，尤其是性騷擾（張彩雲，2001）；

而在 1997年，以打擊性暴力為首要工作的「關注婦女性暴力協

會」正式成立，協會更在 2000年開設了全港首間性暴力危機

支援中心—「風雨蘭」，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更全面的「一

站式」支援服務；13 協會亦在 2005年成立「Anti480反性暴力

資源中心」，透過公眾教育宣導反性暴力的訊息。

經過民間社會孜孜不倦的努力，千禧年後，公眾對於預防

性暴力的意識持續提升，而且間接促使政府着手改善有關的政

策和服務，包括 2000年，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牽頭成立「性

暴力工作小組」，14 加強各部門及業界的溝通，以制定更適切的

政策措施解決性暴力問題；2002年，社署又制訂《處理性暴力個

13  「一站式」支援中心的服務模式是指，受害人可以在一個地點接受各種支援服務，
包括情緒輔導、緊急醫療服務、報警及錄取口供、法醫檢驗等。「一站式」服務模式有助
避免受害者四處奔波求助，並且可以避免受害人向不同部門、不同專業人士重複講述受
害經過，減少造成二次傷害。

14 政府後來在 2001年將該工作小組與「防止虐待配偶工作小組」合併，易名為「關
注暴力工作小組」，繼續就性暴力及家庭暴力等問題進行政策諮詢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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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程序指引》（後於 2007年修訂為《處理成年人性暴力個案程

序指引》），務求加強保障受害人；2003年，又設立了性暴力個

案資料系統及支援性暴力受害人網頁。儘管政府的態度有時顯

得耐人尋味，15 但整體而言，相關的支援服務亦有所改善。

無可否認，近二十年間的專業支援服務愈來愈多，16 推行

的政策亦有助性暴力受害人渡過困境。不過，種種措施仍不

足以解決性暴力問題，相關的配套服務亦有待進一步完善。

除了以往已提到的受害人延誤求助、舉報率低等問題（Tang，

2002；Chu and Tung，2005），近年有本地學者留意到不少受害

人向專業人士（例如輔導社工、執法人員）尋求協助時反而經

歷「二次創傷」，17 反映相關人員的敏感度及技巧仍然不足，情

況令人關注（洪雪蓮，2011；Leung，2017）。此外，「一站式」

15 在支援性暴力受害人的服務發展上，政府有部份政策措施引起了不少社會爭議。
以「風雨蘭」的發展為例，由民間自發成立的「風雨蘭」一直推廣「一站式」支援中心
的服務模式以協助性暴力受害人。中心的工作受到不少社會賢達及專業人士的肯定，紛
紛呼籲政府採納有關服務模式及撥款資助中心的營運，但一直遭到政府否決。及至2006
年，政府突然在立法會上提出另覓地方開設一所新的綜合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為家
庭暴力及性暴力受害人提供服務，並重申不會向「風雨蘭」提供撥款。事件惹來各界譁
然，有來自不同黨派的議員向政府表示不滿，部份議員更嚴厲譴責政府的作為。在爭議
聲中，政府依然推行有關計劃。在其主導下，一所新的支援中心最終在 2007年正式投入
服務，而「風雨蘭」則以非社署津助的模式繼續營運至今。有關事件爭議的經過，詳細可
參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的會議文件，包括在 2005年 11月 14日、2006年 7月 3日及
2007年 7月9日的會議紀要。

16 除了「風雨蘭」之外，千禧之後，為受害人提支援服務的社福機構及項目計劃包
括明愛轄下的「向晴軒」（2001年）和「曉暉計劃」（2003年）、東華三院的「芷若園」
（2007年）等。

17 所謂「二次創傷」，泛指受害人在處理性侵事件的過程中，因為負面的求助經驗而
產生的各種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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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模式的討論在 2018年再次被放上了立法會議程，跨黨派議

員一致贊成在港島、九龍及新界區各設立一間二十四小時一站

式危機支援中心，但政府對此態度曖昧，至今未交出具體工作

時間表，受害人仍需東奔西走以獲得相應服務。至於公眾意識

方面，在 2017年的 “Me Too”運動中，運動員呂麗瑤的自白惹來

社會上兩極的反應，正好反映公眾對於性侵行為仍抱有嚴重的

迷思，指責受害人的文化甚囂塵上。就着社會近年的境況，香

港的反性暴力運動相信仍有一段很遙遠的路要走。

而這幾十年間的反性暴力意識抬頭及相應支援服務的發

展，與這本書中九位倖存者的遇害及求助經歷可謂有不可分割

的關係。不同性侵行為的問題意識在七、八十年代之後才漸漸

進入公眾的視野，不難想像為何年長一代的倖存者更難將受害

經歷「描述」出來，更難向外求助。

以最年長的受訪者蘭姨為例，在六、七十年代成長的她當

時根本不知道甚麼行為叫做非禮，亦不知道非禮屬於性侵犯。

遭到哥哥侵犯的她，面對無以名狀的問題，蘭姨不懂如何求

助，最終採取了離家出走的方法來自救，直至幾十年後因緣際

會才接觸專業機構尋求支援。而另一位比蘭姨年輕數載的受訪

者阿霞，亦有類似的情況，她第一次向專業人士求助的經歷亦

是在事發多年之後。

性侵問題意識的逐漸普及加上支援服務的發展，似乎也反

映在年輕一代的倖存者身上。對於成長在九十年代至千禧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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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受訪者，她們各自在中學時期已能認知到自己遭遇的經歷

屬於性侵犯。不過，礙於各種因素，她們還是隔了一段很長的時

間才向外尋求協助，時間由幾年至十數年不等。因此，不論任何

年代，倖存者依然面對形形色色的困難，導致她們延遲求助。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倖存者在求助的過程中經歷

到「二次創傷」，其中有不少是由專業人士（例如社工、醫

生、警方）的不當處理所造成，其傷害更不亞於她們的性侵經

歷，例如 Nicole的故事、阿茵的故事。儘管近年社會上有更多

為受害人提供的專業支援服務，但相關的配套（例如專業人士

的敏感度培訓）仍有待進一步完善。

 

  兒童性侵問題及政策措施

與性暴力問題的情況相若，兒童受虐的問題也是一直存

在。不過，由於傳統家庭觀念及其他政治因素，開埠早期的香

港社會雖有保護兒童的意識，但相關的討論主要圍繞在拐賣兒

童及蓄婢的問題上，18 對於其他兒童問題，尤其發生在家庭裡

的虐兒事件，則鮮有被提及（Tang and Davis，1996）。

18 十九世紀末，港英政府亦有立法保護婦女及兒童，例如 1897年實施的 “Protection 
of Women and Girls Ordinance, 1897”。不過，政府當時針對的是拐賣婦孺作娼妓或「妹
仔」等非法活動，而非處理一般兒童受到虐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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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兒童受虐問題的討論，普遍認為到七十年代後期才

開 始 廣 泛（Mulvery，1997；Tsun and Lui-Tsang，2005； 陳 沃

聰，1999）。當時發生的連串社會事件，包括 1978年轟動全港

的「黎淑美事件」、19 以及 1979年「國際兒童年」關注團體發

表本地虐兒個案調查報告等，促使港英政府及社會大眾愈加

關注兒童受虐的問題，隨之而來便是政策措施的改善和各種

支援服務的出現。例如，1979年，香港出現第一間專注虐兒

問題的非牟利機構—「防止虐待兒童會」；1981年，政府發

佈《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20 改善虐兒個案的處理；

1983年，政府成立「防止虐待兒童工作小組」，加強各部門及

專業機構之間的合作，以制定更適切的政策措施，而同年，社

署亦成立「保護兒童課」，21 專責處理虐兒個案；以及在 1986

年設立了「保護兒童資料系統」，管理及分析虐兒個案數字。

儘管有關的政策措施發展並非一帆風順，例如 1986年的「郭亞

女事件」爭議，22 但整體而言，對於解決虐兒問題仍是邁出了

重要的幾步。

19 當年一名年僅十歲的瘦弱女孩黎淑美獨自走入警署報案，黎淑美被發現身上有多
處骨折，頭髮亦被人扯下，事件喚起社會大眾對於虐兒問題的關注。

20 有關指引後來歷經修訂，在 2020年進行第五次修訂後，易名為《保護兒童免受虐
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

21 社署在 2000年將「保護兒童課」改組，擴展為「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一直至
今。

22 社署在 1985年 11月接獲一宗懷疑虐兒個案，據報一名患有精神病的母親長期將六
歲女兒郭亞女幽禁家中。社署於是派員上門跟進，但相關人員多次嘗試跟進不果。及至
1986年 5月，社署決定引用《保護婦孺條例》，破門而入將女童救出。然而，政府的破門
決定在當時惹來不少公眾指責，認為事件侵害家長管教子女的權益。面對爭議，政府在
翌年修訂《保護婦孺條例》，規定社署須先向法庭申請手令，始能行使強行入屋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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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社會對兒童問題的重視，虐兒的討論也由身體虐待延

至其他虐待行為，包括性虐待，而兒童性侵也漸漸受到更多關

注。例如，1991年，「防止虐待兒童會」與「婦女關注性侵犯

聯委會」合作推出教材，教導兒童如何保護自己免受性侵犯之

餘，又教導家長在懷疑子女遭受性侵時該如何應對。而政府方

面，《保護婦孺條例》在 1993年經修訂後易名為《保護兒童及

少年條例》，並確立兒童的保護範圍應包括性虐待；社署統籌

的「防止虐待兒童工作小組」在 1996年亦制訂了《處理兒童

性侵犯個案程序指引》，而小組更將兒童性侵問題定為 1996 ／

1997年間的工作重點，加強公共宣傳提升公眾防範兒童性侵

的意識，經典宣傳片《多多和寶寶龍》便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

誕生。

經過連番宣傳及政策改善，社會上「浮現」的兒童性侵個

案亦愈來愈多。以社署接獲的兒童性侵個案為例，有指在 1989

年時僅錄得四宗個案，至 1994年則升至七十七宗，1995年又升

至 116宗，1996年更達 191宗，升幅顯著（Ho and Kwok，1991；

Tang et al.，1999）。而兒童性侵事件中，受害人以女童為主，性

別差異顯著（Tang and Davis，1996）。然而，不少學者認為有關

數字仍未能反映真實狀況，兒童性侵的漏報問題不但普遍而且

嚴重，尤其是在家庭內發生、涉及親人的個案（Ho and Kwok，

1991；Ho and Mak，1992；Chung，1997）。究其原因，主要是傳

統家庭及性別觀念的問題，例如「家醜不外傳」的想法，以及

專業人士敏感度不足等因素（Tang et a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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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後，社會各界仍持續關注兒童性侵問題。著名演員蕭

芳芳女士在 1998年創辦「護苗基金」，積極推廣預防兒童性侵

的訊息，透過熱線服務及公眾教育等方法，為兒童和家長提供

支援。而政府亦於 1997年 12月發出新修訂的《學校性教育指

引》，內容涵蓋防止性侵犯的訊息；翌年發佈《處理虐待兒童

個案程序指引（1998年修訂版）》，詳列不同部門及服務單位

的角色，進一步制度化不同形式的虐兒個案處理程序，包括兒

童性侵個案。而該指引在後來又作出了若干修訂，務求進一步

完善相關配套措施。

不過，對於兒童性侵問題在千禧年之後的發展，形勢卻令

人不敢樂觀。有研究分析社署在 2000至 2009年間接獲的新呈

報兒童受虐個案，發現整體受虐個案的發生率呈上升趨勢，而

性虐待個案方面，女童性侵個案的發生率更增長超過一倍（李

勁華等，2013）。再者，並非所有的受虐兒童均會揭露事件或

向人求助，延報及漏報問題依舊存在且嚴重（Tang，2002；

Cheung et al.，2017；Cheung et al.，2019；RainLily，2019）。但更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有研究探討家長處理兒童性侵問題的態度

和技巧，調查結果不約而同反映不少家長仍然抱有性侵迷思及

誤解，卻又缺乏意欲參與預防兒童性侵犯的相關工作坊或培訓

計劃，情況令人憂慮（Tang and Yan，2004；護苗基金，2017）。

面對仍然嚴峻的兒童性侵問題，坊間有愈來愈多聲音呼籲

政府改善各項相關的政策措施，特別是性教育的政策（Cheung et 

al.，2017；RainLily，2019、2020）。儘管政府在 1997年頒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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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性教育指引》，但指引多年以來未有任何更新，而且性教育

的推行以「校本」為主導，教不教、教甚麼，均由學校自行決

定。在這個背景底下，質素及成效難以保證。此外，考慮到家

長及其他兒童照顧者在預防性侵問題上扮演關鍵的角色，有團

體呼籲社會各界應加大力度為這些兒童親密接觸者提供更多支

援和培訓（護苗基金，2017；RainLily，2019、2020）。而有關的

改善倡議，至今仍在進行。

關於兒童性侵問題意識的推廣，在本書的九位倖存者當

中，年長一代的倖存者在兒時或求學階段均沒有接觸到任何有

關預防性侵的訊息。即使是較年輕的一代，雖然社會上有了更

多的關注，但實際上她們從課堂上接收到的相關訊息亦多不了

多少。資訊或認知上的不足，影響了她們對於自身受害經歷的

理解，或多或少造成了她們延誤揭露事件或向人求助的局面。

但更令人無奈的是，事實上，有幾位倖存者在遭受侵害後

不久，曾試過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向家人（例如媽媽、姐姐）

透露自己的性侵經歷，當中包括了成長在七、八十年代的阿

B，八、九十年代的雪糕妹，千禧年前後的 Pema和 Nicole。遺

憾是，她們大多都沒有得到適切的即時支援。例如阿 B的揭示

遭到父親的不信任甚至指責、雪糕妹的母親在知悉事件後顯得

束手無策及不懂應對、Pema和 Nicole的母親都忽略掉她們的

求助訊息而未有多加追問和理會。從結果來看，有些人的侵犯

經歷持續發生，有些人則在很多年以後才有機會再次向外求

助。她們的故事也許叩問着，如果她們的父母及照顧者有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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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敏感度和應對技巧，也許她們的故事不會出現在今天的這

本書中，成為你我所閱讀的文字。

 

  小結

女性性暴力及兒童性侵問題牽涉的社會事務如此廣泛，上

述資料只能夠為有關問題提供一些基本背景，以助我們去閱讀

九位童年性侵倖存者的故事。

從這三個面向的社會發展來看，女性及兒童在家庭中的

地位，由以往被傳統家庭及性別觀念牢牢綑綁，來到今天有更

多空間去為自己的生活作出安排，儘管那個「家」的羈絆猶

在；女性性暴力的問題在七、八十年代之後愈發走入公眾視

野，相關的專業支援服務應運而生，尤其在千禧之後；至於兒

童性侵的問題意識，隨着七十年代末期關於虐兒問題的討論

漸漸吸引到更多的社會關注，相關的政策措施及配套服務亦

慢慢發展開來。這些時代背景，或多或少塑造了九位成長在不

同年代的倖存者所面對的困境和機會，影響了她們的受害經

過與求助決定。

不過，女性及兒童在家庭中的處境即使有所改善，家庭暴

力問題依然嚴重且繼續向女性傾斜，如何改善女性及兒童的

生活狀況仍舊是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支援性暴力受害人的

服務儘管愈來愈多，但是有關的服務模式仍有待進一步完善，



21

而「二次創傷」的問題亦反映提供支援服務的專業人士的敏感

度和技巧有待加強。處理虐兒問題的政策措施和配套服務雖然

有所改善，但是近年的兒童性侵個案仍未見有下降趨勢，社會

各界有需要加大力度推行預防兒童性侵的教育，而教育對象更

應涵蓋兒童的親密接觸者，例如家長。

社會問題不只存在於過去，亦涉及現在與未來。透過了解

社會問題在過往的歷史脈絡和現在的發展形勢，將有助我們思

考下一步的方向，以建立一個更美好的將來。倖存者的生命故

事亦然。

了解九位倖存者在過去的受害經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

是她們如何面對和處理創傷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她們如何在創

傷的影響中過好現在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她們如何扛着「倖存

者」的身份繼續書寫她們未來的人生故事。

由此，本書記錄的不只是九位倖存者過去的人生，還有她

們對於現在生活的小結和對於未來生活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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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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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姨，接受訪問時已經六十一歲，是這次出版計劃中最

年長的受訪者。蘭姨讀完小學以後，便投身工作賺錢養家。

十七、八歲左右，她決定離開父母，開始獨立生活。當時的

她，沒有從父母袋裡拿過一分一毫，靠着自己的雙手與勤奮默

默打拼，二十二歲便累積了第一桶金，購入她人生的第一個物

業，年紀輕輕便成為業主。事業上發展順利，蘭姨幾年後更組

織了自己的家庭，生下兩名寶貝兒子。在她口中那個重男輕女

的年代，「添丁」可算是她的又一項成就。事業家庭兩得意，

乍聽之下，蘭姨的生活過得不錯。

然而，訪問來到中段，老是說自己愛啞忍愛逃避問題的蘭

姨，忽爾回顧起自己的經歷，卻感慨萬千。

「有時諗⋯⋯其實我嘅人生，有時覺得，係咪一敗塗地

呢？但係我又⋯⋯做生意嗰段時間，嗰幾年好風光，可以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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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阿爸阿媽去食任何嘢。佢哋成日同人講，佢哋咩都食過晒，

無論咩都有食過。但點解又⋯⋯另一段時間又咁樣呢？我覺

得，我嘅人生真係點解會咁，我自己都唔明。」

 

  文革後逃難來港

蘭姨在內地出生，九歲之前一直與家人在內地生活。她

有三個哥哥，自己是排行最末的孻女。據她所說，家裡雖然人

多，但兒時的生活環境一點也不差。爸爸是潮州人，因為做生

意的緣故，為家人提供了不俗的物質生活。當時，她們一家甚

至算得上是小富戶。

「爸爸以前係做生意嘅⋯⋯其實我哋嗰陣時，即係喺大

陸呢，屬於有錢嗰班⋯⋯我哋（屋企）一座樓，成座好大層

㗎⋯⋯我仲記得，大哥哥結婚嗰陣時，嘩，嗰日好多乞兒排隊

嚟我屋企，門口排長龍，我哋不停咁派嘢。」

但六、七十年代爆發文革，蘭姨一家人頓時成為群眾的眼

中釘。為了保命，父親首先逃難來到香港。

「後期呢，文革呢，我哋屋企係被批鬥嗰啲⋯⋯我記得媽

媽話，同大哥哥要跪玻璃⋯⋯條頸要綁喺嚿石頭度，吊住喺度

跪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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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呢，就係媽媽、阿哥同啲親戚，幫佢逃難嚟香港，送

走嘅。如果唔係，嗰陣時爸爸都要被批。」

面對社會動盪，不久，母親也決定帶着兩個較年幼的兒子

和蘭姨申請來港與父親團聚。來到香港這個新環境，蘭姨花了

不少力氣去適應，各種挑戰叫她大感艱難。

「媽媽帶住我，同埋佢兩個，第二、第三（哥哥）同我嚟香

港。嗰陣時係 1966年。其實嗰陣時，自己嘅讀書成績唔好。因

為係完全未讀過幼稚園，一嚟到就讀（小學）一年班，咁啲成

績基本上好差。所以讀嗰幾年書，一來自己好辛苦，同埋仲未

適應講本地話，因為我哋係潮州人，咁所以都好吃力。」

 

  一場大火，噩夢的開端

由於父親是逃難而來，蘭姨一家在香港的生活質量可謂直

線下降。離開了故鄉的大宅邸，蘭姨隨家人住進了深水埗一帶

的木屋區，居住環境極不理想。不過，在七十年代初發生木屋

區大火後，當時的港英政府決定將該區的居民安置到新建成的

公共屋邨。受惠於政府的政策，蘭姨一家的住屋環境亦稍稍得

到了改善。

「因為我哋嗰陣時，1973年，火燭啊，我住喺木屋區，而火

燭⋯⋯所以搬咗上去藍田。」 為了省錢，她的父親一力負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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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家的裝潢。「咁嗰段時間，爸爸咩都係自己裝修，冇搵過其他

人。所以好求其，一塊板咁樣隔住，就間一間房。咁我哋（她

與兩個哥哥）冇人有房，係得佢哋（父母）有房。」「我哋呢，

就冇嘅，一塊板⋯⋯冇房冇盛，就只有一塊布簾拉埋咁樣。」

一般而言，來到新的家園或多或少會令人感到歡欣、雀

躍。但對於蘭姨，困擾她一輩子的噩夢卻由此拉開序幕。因為

新居空間有限，蘭姨被安排與兩位哥哥同睡一張碌架床，「我

就瞓上格床，咁變咗佢哋兩個係瞓下格床。」 生活上迫不得已

的安排，卻使蘭姨經歷了無數個擔驚受怕的不眠夜。

「我會諗返，嗰陣時我每晚⋯⋯我每晚瞓覺，我會好驚、

好驚，我會泊到埋牆埋邊，我盡量唔畀佢一擒到上嚟就去搞

我。」蘭姨指的那個「他」不是甚麼外人，而是她「第二嗰個」

哥哥。每到晚上，她口中的「第二嗰個」便會從下格床爬上上

格床，對蘭姨做出一連串猥褻侵犯的行為。「因為碌架床，我瞓

上邊，佢哋兩個⋯⋯第三嗰個哥哥瞓入邊，佢（第二嗰個）瞓

出邊嘅。」 「佢每次都係，等到兩、三點，佢先有行動。」

由於「第二嗰個」每每在蘭姨熟睡才伸手來犯，令蘭姨總

是難以及時反應。蘭姨於是再也不敢熟睡，由第一次的侵犯開

始，不安、彷徨、無助等情緒，籠罩着她的每一個晚上。

「我係冇一晚會瞓得安寧，我好驚佢會突然之間發癲又擒

上嚟，我唔知佢會做咩嘢。嗰啲經歷係令到我⋯⋯嗰啲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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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係講唔到畀人聽，我每晚好驚⋯⋯我要去避佢呢樣嘢，我係

貼到⋯⋯直頭將個身，泊埋去嗰塊板度瞓覺。我做咩要咁辛

苦⋯⋯嗰啲經歷，我係講唔到畀人聽㗎，嗰啲恐懼。」

就這樣，她那貼着牆邊睡覺的古怪睡姿，維持了整整兩年

時間。

 

  不懂言說的羞恥 

大人總教小孩如果遇上性侵，要大聲呼救和及早求助。

九十年代政府推出《多多與寶寶龍》教育宣傳短片，令這些訊

息進一步根植民心。但對於成長於六、七十年代的蘭姨來說，

這原來說不上是「常識」。

「因為以前真係冇話咩非禮嗰啲係唔啱，完全冇呢啲廣

告⋯⋯嗰陣時係唔識得叫非禮，因為嗰陣時冇講呢樣嘢㗎，冇

講要保護自己或者盛，你嗰陣時仲要係得十幾歲，你嗰陣係唔

識保護自己。」

「非禮」的問題意識不普及，自然難以將問題說清說楚，更

遑論向專人求助。而涉及親生哥哥這一環，令問題更加複雜。

「嗰陣時啲人呢，唔會話：『啊！ 非禮啊！ 要保護自己

啊！』因為嗰陣時冇呢啲嘢㗎。所以，你變咗唔識去搵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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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同人哋傾。只係覺得，唉，好肉酸啊，嗰個仲係自己阿哥，你

係唔知道點樣去求助。你如果喺街度，你可能仲識得（求助）。

因為喺嗰陣時，係冇人會話畀你聽，喂，呢樣嘢係屬於性侵

啊，係一個好唔啱嘅嘢，要講出嚟啊。嗰陣時係⋯⋯冇囉。」

被自己的哥哥「欺侮」了兩年，中間難道沒有想過、試過

向爸爸媽媽求助嗎？

「冇。」蘭姨肯定地答道。

「因為我爸爸係一個好封建⋯⋯佢嗰個思想好封建。我哋

屋企食飯都唔可以講嘢㗎，佢係一個好⋯⋯點講呢，我哋完全

唔會傾計，我叫佢，佢都唔會應我㗎。」 「同埋（爸爸）係好

㒼塞嘅人，好大男人。咁所以，你有乜可能會⋯⋯可以同佢講

到呢件事呢。」

「媽媽係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傳統嘅女人。佢每日會煲

定啲粥等大家起身， 埋啲粥畀爸爸等佢食，佢（爸爸）唔叫

食，媽媽都唔會食㗎，即係會等埋我爸爸，佢先會坐埋⋯⋯真

係三從四德嗰啲女人。」

「咁所以變咗，你好難去同佢（媽媽）求助㗎。佢係一

個⋯⋯佢成日都話，如果人哋吐口水落你度，你都算啦，唔好

同人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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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名狀的羞恥感和母親多年來的教誨，令蘭姨不但沒有

向旁人求助，更學會了凡事啞忍的「真諦」。她常提到自己一

直懦弱怕事，或許一切源自於此。

「所以，由細到大，佢（媽媽）成日灌輸呢樣嘢畀我，加上

呢件事，我仲更加覺得，有咩嘢我就避，我唔會去爭、去爭取

啲我應得嘅嘢。」

「所以變咗自己⋯⋯即係，我幾十年嘅性格就係咁，唔會

去面對囉。」

 

  當逃跑是唯一出路

即使蘭姨沒有向任何人透露過自己每個晚上的經歷，但

與「第二嗰個」住在同一屋檐下，日常接觸其實顯露了不少蛛

絲馬跡。

「譬如佢（第二嗰個）有時晾衫，咁佢幫我收（衫），如

果我返到屋企見到佢攞住我啲胸圍，我即刻搶返。嗰下情緒

係⋯⋯好嬲啊，我唔想你掂我啲嘢。」

「我會好留意佢 我啲嘢、掂我啲嘢，我會好反感，我會

好嬲⋯⋯但係我唔會鬧佢，但我啲表情係好勁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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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激動、反應敏感，但蘭姨的父母似乎沒有發現任何不

妥。蘭姨慨嘆，她的不眠夜依舊。

「呢樣係好明顯囉，但係可能屋企啲人，唔知你發生咩

事。我會搶返嗰啲嘢，我直頭係搶㗎，係去到咁樣嘅態度⋯⋯

如果一個屋企係冇嘢嘅，你都唔會咁啦，係咪？幫你攞下嘢咋

嘛，唔會有咁嘅反應囉。」 「其實呢樣嘢係，最緊要屋企人去

留意。如果你唔去留意嘅話，只有一路咁惡化落去⋯⋯」

做了兩年左右的噩夢，蘭姨再也忍耐不住。她決定採取行

動：離家出走。她一聲不響，與朋友在外邊合租地方，便開始

獨立生活。

「嗰陣時應該係十七歲，十七、八度，頂唔順喇。」「我

求助唔到，所以我住咗差唔多兩年，我即刻走咗出去。即

係（冇）同媽媽⋯⋯我係唔出聲咁，我就要避呢個人。」

「我點解要出嚟，就係我想避咗佢（第二嗰個），唔好再畀

佢可以搞我。咁所以，呢兩年我就好決心咁走咗出去。」

突然的不辭而別，牽動的大概只有她母親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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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就⋯⋯佢之後同我講返，就喺我走咗出去嗰段時

間，佢每日都會喺工業區嗰度，佢就去嗰度行，因為佢想睇下

會唔會撞到我⋯⋯唔好意思⋯⋯」 

蘭姨說不下去，沉默的空氣只餘下她的呼吸聲和啜泣聲。

 

  爸爸媽媽從不過問

離開了父母，甚麼事情也只能靠自己。為了不再回到那張

碌架床，蘭姨努力工作賺取生活費用，自力更生。

「未離開（屋企）之前，就已經開始學車花，我第一份工

就係學車花。」「走咗出去，咁就開始自己⋯⋯因為嗰陣時學

咗車花嗰啲嘢，咁就開始去搵廠，去接啲嘢返嚟做，或者發畀

人。」「即係自己去開山寨廠，同朋友夾份去做。」

事業發展愈見順利，蘭姨擁有了一定的經濟能力，自主生

活變得游刃有餘，她決定與父母重逢。

「我廿二歲就可以有錢去買德福（花園），即係買咗層樓

啊。」「搵到錢啦，咁我就再返去搵媽媽，咁嗰下就開始⋯⋯

爸爸開始接受我喇，咁跟住就每個月畀錢佢哋、生活費啊，就



40 —

開始大家有聯絡。」「尤其到我後尾結咗婚，生咗個仔，仲更

加⋯⋯每日晏晝食完飯，（爸爸媽媽）就走落去我屋企湊孫，

尤其是對我大仔，好錫我大仔⋯⋯每日都係咁樣，嗰陣時。」

由於事業及家庭上的成就，重逢之後，蘭姨在父母心目中

的地位節節上升，尤其是她口中那個重男輕女的父親。雖然與

父母關係大有改善，卻有一件事情令蘭姨到今天仍然耿耿於

懷。原來，對於蘭姨當日不辭而別，不但父親從來沒有過問因

由，就連每天出外尋女的母親也隻字未提，彷彿離家出走一事

沒有發生過。

「其實會唔會喺呢件事當中，媽媽都知呢件事，只不過係

唔敢出聲，因為嗰個係仔，同埋佢哋嘅思想係重男輕女。」

「我朋友嘅分析，會唔會我媽媽都知呢，所以你走出去，佢

唔出聲，因為我走咗出去，佢冇問我原因，冇人問過我原因。」

「冇，完全冇。」

那些不眠之夜，與蘭姨在外生活的日子，段段經歷從此塵

封在那張碌架床上，無人觸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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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痛，深藏但不會忘記

然而，有些事情即使無人提及，也不等於可以當作沒有發

生過。儘管說不出口，發生過的事情依然銘刻在記憶之中，尤

其對蘭姨而言。

「其實唔係唔記得，一路都記得嗰件事，一路記得⋯⋯我

好記得嗰啲睡衣係咩色，我好記得嗰啲過程，係一路都記得，

只不過係一路諗住，擺喺心度唔出聲。」

「我一路成日覺得，你講咗，你個人好醜，你唔知點樣去

面對人，你點樣去同人傾呢件事。根本上，你係講唔到、開唔

到口。」

「我覺得，如果喺出邊畀唔識得嘅人侵犯，都可能仲容易

啲開口。但係如果，以我經歷⋯⋯如果係畀自己嘅親人侵犯

嘅話，好難⋯⋯好難可以同身邊嘅人去講到囉。因為呢個始

終⋯⋯即係有一種感覺，係恥辱啊。即係你連自己屋企人都去

侵犯⋯⋯被傷害嗰個都會覺得係一種恥辱，唔知點樣去開口同

身邊嘅人講囉，好難啟齒。」

記憶不但沒有隨時間消退，更不時浮現出來，四十多年一

直刺痛着蘭姨，成為了她內心中熟悉卻無法習慣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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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擺咗喺個心度四十幾年，足足四十幾年。只不

過，耐唔耐自己就會湧現嗰啲過程⋯⋯嗰下自己就會好嬲、好

忟、好激氣。即係，嗰一刻就會好激氣，就不停咁⋯⋯咁多年

都係，就一路咁樣循環落去⋯⋯」

「係一個烙印嚟⋯⋯係一個疤痕，你係永遠磨滅唔到㗎。

我呢四十幾年，嗰種⋯⋯好似覺得見唔到光嘅嘢、嗰啲感受。

同埋，嗰幾年我喺屋企，每一晚所過嘅經歷，我恐慌，我唔知

你今晚會唔會又上嚟去做啲嘢。嗰啲經歷，我係忘記唔到。」

「突然之間個心，會戚一戚囉，會諗返個過程。」

然而，當蘭姨以為這段經歷要成為一輩子的秘密的時候，

事情的發展緩緩地起了變化。隨着爸爸媽媽年紀漸長，身體也

開始出現大大小小的毛病，作為孻女的蘭姨漸漸擔當起主力照

顧者的角色，負責照料年邁的雙親。與此同時，「第二嗰個」

一直與爸爸媽媽同住。關係緊張的二人，見面機會逐漸增加，

衝突愈來愈多，矛盾也愈演愈烈，但那個時候的蘭姨依然選擇

沉默。

「因為咁耐以嚟，第二嗰個係一路同佢哋（爸爸媽媽）住

嘅，一路都係同佢哋住。」「有咩事，都係我去照顧媽媽，病啊

咩啊。媽媽又會耐唔耐嚟我度住，咁我睇到媽媽⋯⋯佢有時嬲

嗰陣就話，唉，呢個仔（第二嗰個）點點點，又鬧鬧鬧，喺我

哋面前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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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媽媽做嘅方法就係，你哋係兄妹，唔好搞咁多嘢

啦，所以我都盡量做我嘅本份⋯⋯媽媽半夜要 call白車入急症，

我都會飛的士上去。佢（第二嗰個）唔會同媽媽去醫院㗎，佢

唔會做，佢寧願喺屋企對住個老婆，佢都唔會同媽媽去。」

「但係，我成日覺得，因為嗰個係阿媽，人哋唔做，你唔

可以唔做，你始終要去做。所以，就令到自己⋯⋯其實好辛苦

㗎，嗰十幾年⋯⋯（父母仍健在時）後期嗰十幾年，媽媽要去覆

診，爸爸要去覆診，你咩都去做，你咩都去擔，係好辛苦㗎。」

對於「第二嗰個」的愛理不理，蘭姨心中縱有不滿，但依

然盡力照顧父母，不惜委屈自己，多作讓步、妥協，為的就是

不讓母親看到兄妹反目的情景。

「憎嘅，但係⋯⋯憎之餘，有時佢（第二嗰個）叫你做嘢，

我都會去做。因為會睇到媽媽，就唔想媽媽難受。（我）都希

望盡量去做，唔想媽媽唔開心。咁但係，始終嗰個心呢、嗰啲

氣呢，係喺度嘅。」

遺憾的是，蘭姨的忍讓並未有換來她所期望的結果。父親

先行一步之後，「第二嗰個」終於露出了野心，密謀侵吞母親

名下的公屋單位，最後更在母親和蘭姨等家人面前上演了一場

兄妹反目的「大龍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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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嗰個）做咗好多無良嘅嘢，甚至乎做到，帶埋媽媽

去房屋署，呃房屋署，話唔見咗住戶證，你同我轉返佢哋（第

二嗰個）做戶主⋯⋯真係無所不用其極。」

「最記得，嗰年嘅母親節當日⋯⋯十幾個人，一齊約埋媽媽

飲茶，佢喺度瞓覺，嗰陣時點幾、兩點。」「咁我哋咪食先囉，

一圍枱十幾人，食到兩點幾、三點，一路都仲未見到佢、老婆、

同個女。」「好喇，嗰日，得第二嗰個落嚟。落嚟之後點呢，就

拍枱，鬧鬧鬧。就嗰日開始，佢要翻臉。（佢）鬧媽媽，點解你

要喺度住？（點解）你一路都唔會去其他啲仔女度住？點解我

哋唔帶佢去住？⋯⋯發癲咁喺度鬧，講晒粗口。」「嗰日就係母

親節，嘩，搞到我喊、我姪女喊，覺得你呢個人，咁無人性嘅，

點解今日母親節，你可以做啲咁嘅嘢，喺度做大龍鳳。」

「我哋即刻埋單，咩都冇講，返上屋企。」「佢要迫我媽媽

走，唔可以再喺度。媽媽成日強調一句，呢間屋係我㗎，我係

戶主。而家係你哋喺我度住，唔係我去你度住。」「但係佢哋企

硬⋯⋯佢話（間屋）我有名㗎，點解要走啊。佢哋話，你咁多個

仔女，係咪應該去每個仔女度住一段時間，唔應該喺度長住。」

「真係好戾橫折曲。咁我哋同佢哋講，嗱，不如咁，你唔鍾

意同媽媽住，你哋搬出去，我哋請工人照顧媽媽。」「佢哋又唔

肯，唔肯畀我哋請工人，又唔肯搬出去。佢哋企硬，就一定要

呢間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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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件事令到我覺得，呢個人真係太可惡、太無人性喇。

你咩嘢都做得出。媽媽同你住咗咁耐，我成日⋯⋯後期我同

佢講，媽媽而家九十幾歲，你需唔需要咁急去⋯⋯咁不擇手

段。」「做埋好多卑鄙嘅事，你點容忍呢家人啊。」

 

  在沉默中爆發

蘭姨常強調自己的性格向來都是懦弱怕事、不爭不

搶，「我遇到任何嘢，我都係唔出聲、盡量去避，唔去面對問

題。咁多年以來⋯⋯好似樣樣嘢都唔識得為自己去爭取」。

眼見母親將被趕出家門，善於啞忍的蘭姨再也嚥不下去。

為了替母親討回公道，她耗了不少精力，嘗試了許多方法，找

過社工，又聯絡過立法會議員。但最荒謬的是，正當事情漸露

曙光，蘭姨的其他親人竟然反過來阻止她，尤其是她的另一個

哥哥「老三」。因為不想惹事，老三總是勸蘭姨收手，而且更

主動出手多番阻撓她替母親爭取。最終，蘭姨只能目送母親被

人趕走，住進了老人院。想起母親的晚年，蘭姨不勝唏噓。

「其實講得唔好聽，媽媽就係⋯⋯即係，好似臨尾嗰幾

年，好似過唔到世囉。因為幾個咁忤逆嘅仔，去蝦佢。」

雖然為母親平反失敗，不過，啞忍半生的蘭姨，再也忍不

住了，終於在母親彌留之際，向「第二嗰個」破口大罵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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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沉默半生後爆發的這一聲咆哮，不單是為了九十多歲的母

親，也是為了啞忍四十多年的自己。

「我從來冇咁鬧過佢，只係大家唔講嘢，當你透明。」「直

到嗰日，媽媽入咗醫院，我忍唔到喇，鬧佢禽獸，喺醫院病房

出邊嗰度，去鬧佢⋯⋯鬧咗兩次，禽獸。」

「就係因為呢幾年，呢個人太無人性、做太多嘢，而令到

我去鬧佢禽獸。」「你咩壞事都做盡，包括對阿媽，對個妹，你

個人太冇人性，真係禽獸都不如。」「我鬧佢，你係禽獸！你

唔係人嚟㗎！」

蘭姨的衝口而出，她本人固然明白箇中緣由，但旁人卻難

以理解。與蘭姨認識多年的好朋友得悉她的激動反應後，感到

非常詫愕。但與當年蘭姨的父母不同，這位好朋友在電話裡向

蘭姨追問起因由。而這一追問，打開了蘭姨埋藏多年的記憶。

「有個朋友，就同我講電話，我就講畀佢聽，我話嗰個『禽

獸』又去醫院⋯⋯咁我朋友就覺得，嗰個係你阿哥，點解你要

叫佢『禽獸』。即係，（佢）覺得我好唔啱。咁嗰刻，我喺電話

度就忍唔到，就爆喊，就講咗畀佢聽，呢個人做咗啲乜嘢。」

「一路喊住講畀佢聽件事，我嗰陣時十五歲，經歷咗咁嘅

事。」「就係呢個（朋友），第一個。」「佢係第一個知，呢個朋

友。我啲仔都唔知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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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自承受了四十多年的鬱結，蘭姨第一次找到了傾訴的

對象。

聽罷蘭姨的經歷，她的好朋友迅即作出回應。

「佢話，嗱，呢件事，唔係你醜。因為喺我咁多年嘅心目

中，我覺得我唔敢同人講嘅原因，係我好醜唔知點樣面對、講

畀人聽呢件事，所以我一路都冇講。咁佢話畀我聽，其實唔係

你醜，人哋做咗呢啲嘢，唔係你醜，醜應該係嗰個人。」

「跟住就約我第二日去⋯⋯第二日，就搵我哋樓下（社

區）中心嘅社工⋯⋯傾咗之後，社工就即刻同我搵『風雨

蘭』。就咁樣，就一路一路咁去傾，去面對。」

在好友的支持和陪伴下，蘭姨鼓起了勇氣，向自己最疼錫

的兒子坦白了那段「不見得光」的經歷。「佢同我講，就話，我

會搵日約你大仔。因為我大仔同佢好好㗎，佢好錫我大仔。」

「就隔咗幾日，佢就打電話叫我大仔出去食飯，我就同

佢（大仔）講咗呢件事。咁傾完之後，我大仔就同我講，佢

話，媽咪，原來你之前喺醫院咁激動⋯⋯佢話，我哋而家先知

道你咩原因。（佢）亦都話，呢件事唔係你醜囉，你唔需要覺

得醜、唔知點樣去面對人、抬唔起頭咁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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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仔同我講⋯⋯拍住我膊頭同我講，就話其實唔係你

醜。同我朋友一樣咁講，就話唔係你醜囉，醜嗰個係嗰個

人（第二嗰個）。」

「嗰一刻，我真係喺度爆喊，即係將啲嘢⋯⋯就好似講咗

出嚟咁。」

「佢都同我講，你諗住點做，我都會支持你。佢都話，佢

會同細佬傾，講畀佢聽呢件事，總之你覺得你要點樣做，我哋

都支持你，最緊要係自己覺得舒服，唔好畀自己有太大壓力，

想嘅就去做啦。」「咁所以，我就一路一路咁去見社工，去傾

啊⋯⋯講咗出嚟係舒服啲。」

坦白以後，蘭姨感悟，原來「不見得光」的從來不是自己。

「原來佢哋明白，呢樣嘢，唔係我醜，唔係我做錯咗。錯同

醜，都係嗰個人。咁令到我有啲釋懷，安心啲。」

「呢種觀念，可以慢慢去消滅喇。即係，唔會成日覺得係

自己醜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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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兩步，退一步

由第一次會面至到訪談當日，蘭姨接受「風雨蘭」的輔

導服務約有一年多。透過與輔導社工定期會面，蘭姨自覺有

所進步，逐步逐步釋放出抑壓已久的思緒，哪怕每次見面也總

會「爆喊」。

「我每次嚟完之後，我會輕鬆⋯⋯起碼我覺得我輕鬆咗，

我講咗啲唔開心嘅嘢，我喊完，我喺個房喊完，我出咗去，起

碼嗰幾個禮拜我會舒服啲囉，每一次都係咁。」

「已經係進步咗㗎喇，（但）因為自己真係實在太眼淺，

每次嚟到都係控制唔到，好似一個釋放咁，就會爆喊，解晒出

嚟。走嗰陣時，好似丟低咗啲嘢，好輕鬆咁可以走。」

「好似揼咗嚿石頭，但係唔係揼晒嘅，係逐啲逐啲鑿碎

咗，一路慢慢揼啲出嚟，令到自己會舒服啲。」

不過，蘭姨認為即時情緒得到舒緩，但多年以來的心結

仍是難以解開，歸根究底，因為該得到懲罰的人未有得到懲

罰。「始終，嗰個（心）結仲喺度，嗰嚿石頭仲喺度。因為冇

解決到，因為呢個人（第二嗰個）好似到今日仲未有懲罰到

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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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想過報警尋求法律公義，奈何事隔多年，實在不敢盼

望。「過咗四十幾年，咩證據都冇啦。嗰個環境⋯⋯嗰間屋，

一來拆咗，完全冇晒證據，咁你點去為你自己爭取呢個公道

呢？」

她也有想過將對方的惡行公諸於世，令對方顏面掃地，無

地自容。但想到要面對眾人的目光甚至質疑，蘭姨有所猶豫。

「因為我而家嗰個情形太複雜喇，我可能會畀人哋話我屈

佢，因為咁咁咁，而咁樣去做。」

「公開咗呢件事之後，我面唔面對到、我承唔承受到呢

種壓力呢？因為我一路以來都係一個好怕事嘅人，好唔去同

自己爭取任何嘢嘅人。」「因為我屋企個家族，起碼七十幾個

人⋯⋯係好多人㗎。你要面對咁多人，咁你點呢？」

「如果當有朝一日係咁，我可唔可以承受到呢個壓力

呢？⋯⋯我要諗囉。」

而當日阻礙她為媽媽出頭的另一個哥哥「老三」，更有可

能是平反路最大的障礙，「我好深深不忿嘅係，好想第三嗰個

阿哥行出嚟，可以幫我講一句公道嘅說話」。「（但）我朋友都

分析畀我聽，因為佢（老三）都係一個好懦弱嘅人，佢唔會想

去指證呢個人（第二嗰個），佢覺得佢指證咗，可能呢頭家會

散，所以佢唔會去指證佢，咁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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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路茫茫，究竟甚麼時候才能夠為自己平反，蘭姨沒有

答案。

「我唔知要經歷啲咩，先可以放得低。始終⋯⋯好似綁咗

嚿嘢，喺個心度咁樣，有嚿嘢綁咗喺度，好難去解得開。我唔

知要幾耐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可以放低件事。對我嚟講，唔係

一件容易嘅事。」

想為自己討回公道的她，暫時只能夠祈望上天可以給予惡

人應得的惡報。

「其實我係黑心到，我見到有咩交通意外、的士嗰啲，我

希望嗰個人係佢。」

 

  路漫漫，慢慢行

不過，這一次，蘭姨也學懂了去為自己爭取。即使心中沒

有一個確切的答案，但蘭姨沒有閒着，自詡懦弱的她正努力地

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去為自己爭取些甚麼。譬如，蘭姨想為自己

奪回一個耳根清淨的空間，於是主動與其他親人「割蓆」。

「學我阿仔話齋，媽咪，你要為自己，你唔需要再好似以

前咁，人哋講一句，你去做咁多嘢，去奉承任何一個人，令到

自己咁辛苦。所以，變咗我呢年半，我將我唔想見嘅人、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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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邊個阿哥又好，或者邊個親戚又好，我已經⋯⋯微信嗰

啲，我 cut晒。即係，唔再喺嗰啲群組，盡量去令自己清淨啲，

唔想再去接觸咁多嘢咁樣。」

又譬如，考慮到「老三」未必會為自己說一句公道說話，

蘭姨於是將目光投向了「老三」的女兒。她借機向姪女透露了

事情始末，力圖讓更多的家人知道「第二嗰個」的種種惡行。

「我第三嗰個阿哥，佢嗰女喺度，我都同佢講咗⋯⋯我姪

女就話，姑姐，呢個人（第二嗰個）唔可以放過，你已經冇嘢

可以輸㗎喇，你想點做，你去做啦，咁樣講。所以我第三嗰個

阿哥嘅女係知道呢件事，但我唔知佢後期有冇同佢媽咪或者爸

爸講，我就唔知喇。」

儘管蘭姨仍在思考如何向「第二嗰個」進行反撲，但她已

經向「老三」明志，表達了斷絕關係的鮮明態度。

「我亦都曾經同第三嗰個講，如果呢個人（第二嗰個）死

咗，你唔好通知我，你唔需要通知我，我係講到咁樣。」

學會了爭取的她更好像停不下來，除了為自己，蘭姨現在

甚至會在網上挺身為其他性暴力受害人發聲。每每看到網上流

出一些諷刺和挖苦受害人的字句，看不過眼的她，都會在網上

留言，公開自己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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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話拉啲女人去⋯⋯劃花塊臉、強姦，然之後等佢大

肚。喂！係咪人嘅說話？你呢啲全部⋯⋯你哋係咪咁冇人性

啊！」

「有好多嘢，我睇唔過眼，而家盡量都去⋯⋯不平則鳴

囉。我甚至乎睇完之後，喺網（上）度，我會打⋯⋯即係，打

返啲字上去分享，會講返感受囉。」

從過去的凡事啞忍到今天的敢怒敢言，蘭姨有感，也許是

過往的遭遇造就了自己當下的執着。

「一路去睇返嗰啲嘢，睇到真係好激氣，嗰個情緒都幾

大影響⋯⋯其實，我喺度諗，係咪就係因為呢件事（性侵經

歷），令到我而家好想去爭取公義呢，因為覺得太多嘢好唔公

平、好冇公義啊。」

她亦坦承，多年來習慣了啞忍，現在望着這個敢於為己為

人發聲的自己，好些時候會不太習慣，自己也在一步一步認識

這個不再逃避的「她」。

「即係，我而家去到咁樣，所以係咪極端呢？⋯⋯我有時

靜落嚟都會問自己，你係咪已經去到咁極端？」

「好似開始轉咗去另一個極端嘅我，（鑽）牛角尖啊⋯⋯

令到自己好似，好想係行到好前，好想去爭取，係啊，即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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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咁樣囉。咁係咪好似令到自己變咗另外一個人？但係，而家

都未去到咁盡嘅。」

猶想起在訪問中段對自己的叩問，來到尾聲，此時此刻的

蘭姨又有了一番不同的體會。

「有時諗下，我嘅人生係咪真係可以出一本書呢？嗰啲經

歷⋯⋯即係，覺得太冇可能喇⋯⋯其實我後期，我同自己講，

你經歷咗咁多嘢，你而家仲喺度，你唔黐線都算喇，算你好

嘢。我成日都有同自己講呢句說話，你經歷咗咁多嘢，你依然

仲可以咁，你唔黐線、你唔傻，都算係咁。」

跨過半生，能否為自己平反，又或者為他人平反，也許沒

有人知道答案。但是，年過六十終於學會了爭取的蘭姨，似乎

多了一份堅韌，即使前路難行，亦會繼續行。

「我覺得都唔強求，我而家能力做到嘅，我盡量去做，我

就係咁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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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By蘭姨

 

  之前，我以為將內心埋藏了四十幾年的那些悲慘經歷說了

出來，我便可以得到釋放。

但原來，今天我再讀稿，那些曾經發生過的事、那些慘痛

的烙印，原來真的不可以⋯⋯就算說了出來，也不可以得到完

全的釋放，內心仍然非常忐忑、氣憤。

被家人、被至親的人性侵，那份驚恐、氣憤、無助，相信

是難以磨滅的烙印。我甚至覺得，被親人性侵，對比起被陌生

人性侵，其實是更加的令人氣憤。

那些感受、那些經歷，真的很難開口向人說出來。所以，

我希望「風雨蘭」、各位社工可以有更多的宣傳去讓其他人知

道，原來被親人性侵，那份對受害人的傷害，是真的⋯⋯真的

難以言喻。

不過，我亦很慶幸，因為有「風雨蘭」這個機構、有很多

很好的社工、義工，去幫助我和其他同路人渡過這段經歷。雖

然這段慘痛的經歷是不可能磨滅掉的，但最起碼—我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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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四十幾年前所發生過的事情說出來，或多或少也可以得到一

定的釋放。儘管要做到完全忘記，這依舊是不可能的。

在說出來之後，這一、兩年來，我也有不少的變化。譬

如，最起碼，現在的我變得更加堅強，亦更加有能力面對生活

上的種種。又譬如，現在的我但凡遇上不公義的事情，我不會

再啞忍，我會去發聲。又譬如，現在的我年紀也不輕了，我會

敢於選擇去過自己想過的人生，選擇去見那些我喜歡的人，和

選擇不去見那些我不喜歡的人。嗯，最起碼，我可以選擇。

這份勇氣，可謂是「風雨蘭」的出現而改變了我。我真的

很感謝「風雨蘭」的所有社工，尤其是張姑娘這兩年的悉心照

料。每次她聽我傾訴之後，她給予我的種種支持、鼓勵，實在

令我改變了很多、很多，我真的很感謝張姑娘，我好多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