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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議會及市政府措施

86.7.30市議會三讀通過「台北市管
理娼妓辦法」廢止案，9月6日執行。

86.9.1市議員楊鎮雄在議會舉行
「公娼除廢問題協調會」。

86.9.3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第五科科
長師豫玲：目前 129名公娼有轉業
意願的只有 15名，其餘人將繼續
從事色情行業。

86.9.4市府法規會上午十時在市府
公告欄上張貼廢止公告，正式公告

廢止台北市管理娼妓辦法，9月 6

日零時起生效。市長陳水扁對於公

娼至台北地檢署控告他一事表示：

為給北市一個好的生活環境，禁絕

公娼是第一步，再來就要擴大掃黃。

台北公娼抗爭大事記（節縮版）

台北市公娼自救會、女工團結生產線、

粉領聯盟、女人陣線聯合製作

公娼及婦女團體行動

近百公娼穿戴帽子墨鏡口罩參加「公

娼存廢問題協調會」，向市議員陳情，

「我們不要補助，我們只要基本工

作權。」希望給予一至二年的緩衝期。

婦女新知、預防醫學學會、勵馨基

金會主辦，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台大城鄉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綠

黨女性支黨部協辦「公娼存廢座談

會」，婦女團體呈現兩極意見。

公娼前往台北市地檢署按鈴申告廢

娼決議抵觸憲法 15條保障人民工
作權的精神，並成立自救會。粉領

聯盟、女工團結生產線、婦女新

知、綠黨女性支黨部等民間團體發

表聯合聲明，要求市府暫緩執行廢

娼，立即提起覆議，以保障公娼工

作權為前提，重新討論公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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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5 社會局發放公娼緊急生活補
助費，已完成手續之五位公娼僅一位

領取。北市出動200名警力廢除公娼。
為避免群眾指責「只廢公娼，不抓私

娼」，台北市警察在廢除公娼前夕大

規模掃蕩媒介色情的商業酒店。

86.9.6清晨，台北市警方開始「執
行消滅公娼勤務」，整個行動至凌

晨二時結束。

86.9.7警方在保一總隊優勢警力支
援下，針對萬華區、大同區公私娼

寮採取明站崗、暗跟監的方式取締。

86.9.8

86.9.10李承龍指出，市府倉促廢
娼幕後涉及萬華一帶土地炒作，摻

雜財團利益，將深入追查。

近百名公娼在女工團結生產線、粉

領聯盟、婦女新知、綠黨女性支黨

部等團體的聲援下赴議會陳情，公

娼決議將死守在公娼館裡，直到議

會開議，進行復議。晚上八時起，聲

援團體以陪伴守護、喝茶聊天方式，

至寶斗里、江山樓和公娼一起共同

堅持到最後一分鐘。社運工作者頭

綁「性工作合法」紅頭帶，拉布條、

喊口號，要求「性工作要合法，要性

工作，不要性歧視」，表示日後將長

期推動性工作合法、除罪化。

婦女團體和六十多位公娼至市府前

抗議，布條書寫「陳水扁假正義，柿子

挑軟的吃」，大罵陳水扁「欺貧笑娼

假正義」，因陳水扁不接見，公娼在市

府大門口和持盾警察發生激烈推擠，

並丟擲雞蛋表示不滿和抗議。一位公

娼情緒激動，心臟病發，送醫務室。

公娼甜甜和男友出外，被警方當作

私娼查獲。

公娼和李承龍邀市民「一起鬥陣」，

只要參觀公娼館的市民能找出一家

合法娼館內有販賣人口的地下通道，

將當場發給一百萬（由李承龍提供）。

公娼與李承龍舉辦公娼館知性之旅

活動，開放娼館供民眾參觀，由專

人講述當地娼妓史的回顧，讓社會

對娼妓有更正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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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11

86.9.12

86.9.13多位市議員參加「保障公
娼工作權公開辯論會」，市府官員

無一出席。

86.9.14陳水扁出席預防犯罪園遊
會，表示近期將大舉掃蕩商業區色

情，切斷黑道財源。

86.9.22

86.9.27

公娼到市府向陳水扁下戰帖，要求

出面公開辯論；一名公娼控訴警方

9月 6日肢體衝突時對其施暴；婦
女團體出示文化界、學界反市府廢

娼連署傳單。前公娼「甜甜」向議員

楊鎮雄陳情，指日前她與相識友人

同宿時，被警方誣陷她進行性交易。

公娼正式發出戰書，邀陳水扁、羅

文嘉、陳菊十三日上午與婦女團體

代表、學者和市議員進行公開辯論。

公娼自救會於市議會進行「保障公

娼工作權公開辯論會」。自救會強

調對自己的工作十分認同，只要是

合法工作就有尊嚴，並指出救濟方

案是騙局：小孩滿十八歲不能領、戶

口不在一起不能領，母親雖然由公

娼撫養，但因有正在工作的兒子，因

此不算依賴公娼的人口，也不能領。

公娼開始組隊前往議會拜訪議員，

希望促成三黨議員提案給予廢娼兩

年緩衝。

公娼自救會參加「搶救教科文預算

大遊行」，高喊「公娼媽媽救教育，

公娼沒唸書，阿扁來欺負」，控訴

社會制度的不公平，使她們成為被

教育拋棄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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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0.13

86.10.14陳水扁對公娼再度自殺事件
不願表示意見，只說相關問題應該問

社會局和警察局。

86.10.16.

86.10.18三黨十七位議員支持立法，
民進黨十人、新黨六人、國民黨一人

簽署支持。

86.10.21. 在公娼逐一拜訪各市議員支
持下，十九位議員聯署支持公娼自力

救濟提出緩衝兩年版「台北市成人性

交易管理辦法」。市議員江蓋世、林

美倫、楊鎮雄、李承龍召開「台北市

成人性交易管理辦法」公聽會，為公

娼爭取兩年緩衝期。

因市府貿然廢娼，又無妥善安置方

案，公娼美惠在生活壓力下服安眠

藥自殺獲救。

公娼緊急開會，集體前往市府抗議陳

水扁草菅人命。公娼穿黑衣，舉抗議

布條「阿扁廢娼害死人」，齊唱改編過

的雨夜花，用免洗碗排成「怒」字，焚

毀紙剪「禁娼令」大刀，並把阿扁人像

丟在地上踩踏。英國國家廣播公司來

台採訪公娼抗爭事件。

公娼自救會邀陳菊來娼館裡一起喝

茶，談尊嚴、生命的選擇和女性勞

工的心聲等問題。陳菊不出面，自

救會電腦合成特製撲克牌，諷刺陳

菊是「阿扁的女人牌」，為錯誤政

策擦屁股才是沒尊嚴。

公娼自救，完成「台北市成人性交

易管理辦法」草案，擬 21日公聽會
中提出，主要增加落日條款，要求

緩衝兩年，失效前半年另就性交易

制度全盤規劃另訂新法。

公娼參加「台北市成人性交易管理

辦法」草案公聽會，其訴求透過網

路獲美、德、澳、英、日、義等國

相關團體聲援。公聽會中婦女團體

和專家學者支持妓權也是工作權的

一種，要求比照二十多個娼妓合法

的國家，正視公娼是合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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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0.23議會開議首日，決定將「台北
市成人性交易管理辦法」優先排入議

程。並決議要求陳水扁至議會對廢娼

進行專題報告。社會局局長陳菊表示：

市府廢娼決心堅定，緩衝期於法無據。

86.10.24陳水扁至議會作廢娼專案報
告，表明若議會通過緩衝，市府將提

出覆議。部份連署議員撤簽、落跑，

出席議員僅 22人，未達半數，因出席
人數不足，議長裁示該案延至下週再

議。

86.10.25

86.10.27

86.10.28

86.10.29「台北市成人性交易管理辦
法」經議員更名為「台北市公娼管理

辦法」，經在場 29名議員，有 15人
贊成，表決通過。立法結果市議會將

於一週內行文市府。

上百名公娼手持飯碗至議會陳情，高

舉「我要工作，不要救濟」及「緩衝

兩年」布條標語，並在各工運、婦運

團體聲援下，將緩衝兩年的「台北市

成人性交易管理辦法」草案送至議

會，並進入議會旁聽。

百餘名公娼高舉標牌及布條，再度至

議會門口陳情，進入議會旁聽關切草

案決議，並於各處貼上抗議廢娼海

報。公娼表示抗爭行動絕對會持續不

懈，如議會繼續延宕不積極處理，公

娼將至議會，埋鍋造飯。

公娼代表受邀前往菲律賓出席聯合國

舉辦的「亞太愛滋會議」，於中正機

場舉行歡送記者會，要以公娼外交代

替阿扁／阿輝的凱子外交。

針對力拔山河斷臂事件，公娼至市議

會發表聯合聲明，抗議「市長作秀百

姓苦」。

公娼阿英因債務壓力服藥自殺獲救，

公娼自救會在婦女團體陪同下至議會

陳情，希望議員支持草案逕付二讀，

為公娼爭取緩衝期。

公娼自救會與婦女團體在議會前控訴

市府不人道，逼得公娼走投無路，並與

老兵、關廠工人遊行隊伍會師互相聲

援。表決通過後公娼欣喜若狂向議員道

謝，台灣公娼代表於菲律賓「亞太愛滋

會議」與各國性工作者共同召開記者會

爭取工作權並抗議台北市府廢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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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0.31

86.11.6

86.11.12

86.11.25台北市政府召開市政會議
中決議，針對市議會通過的「台北

市公娼管理辦法」將向議會提覆議

案，表達礙難接受立場。

86.11.26

公娼自救會至機場迎接參加第四屆亞

太愛滋會議之公娼代表返國，並於桃

園中正機場舉行記者會。此次成功的

「公娼外交」獲得由 19個國家組成的
「亞太地區性工作者網絡」一致支持，

發表給陳水扁的聯合公開信，指台北

市廢娼嚴重侵犯公娼基本人權，呼籲

陳水扁恢復公娼工作權。

公娼自救會以及聲援之女工團結生產

線和粉領聯盟代表，前往市政府陳情，

希望陳水扁「高抬貴手」不要向市議

會提出覆議案，讓她們有兩年緩衝期。

公娼自救會參加 1112工人秋鬥大反
彈遊行，公娼表示失業公娼就是關廠

女工，參加工人反彈遊行是希望凸顯

爭取合法工作權和兩年緩衝期的重要

性，並贈送主辦單位「工運娼隆」匾

額，與工運車拼相挺。

公娼自救會與女工團結生產線、粉領

聯盟代表至市政府，抗議市政府提出

覆議。為自謀生路，公娼將設「寶斗

希望流動娼館」，同時進行安全性教

育。公娼代表並出席婦女團體針對陳

進興的「強姦有理，需求無罪」記者

會，發表「需求確實無罪，強姦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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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1.29市府對「台北市公娼管理辦
法」向議會提出覆議案。

86.11.30

86.12.3

86.12.8議長陳健治和議員龐建國接見
陳情公娼，並允諾於下次會議將覆議

案排入議程。

86.12.9

無理，防暴公娼領先，主流婦女靠邊」

聲明，強調廢娼逼使公娼轉入私娼，

才會落入性暴力的火坑。

第三位公娼自殺。兩個孩子的單親媽

媽公娼小莉，因苦等暫緩廢娼未果，

工作不好找，家計沈重，自殺未遂。

為推廣安全性行為的觀念並凸顯公娼

是愛滋防治的尖兵，公娼自救會參加

第一屆MTV台所舉辦的路跑抗愛滋
活動，在隊伍中高舉「公娼為愛滋而

跑」中英文布條。自救會及婦女團體

至台北火車站前賣「鴨霸扁」及表演

行動劇抗議陳水扁的強硬霸道作風。

公娼自救會再度集結議會陳情，以

「公娼要生存，議員拉一把，否決覆

議，維持緩衝」向議員遊說，呼籲三

黨一派議員儘速通過廢娼緩衝案。在

台北縣長當選人蘇貞昌拜會民進黨團

時，公娼高舉「昌扁共榮」、「昌娼

相惜」標牌。

公娼自救會及聲援之婦運、工運團體

代表至民進黨中央黨部陳情，要求民

進黨重視公娼的生存權、工作權，支

持緩衝二年。公娼以夜宿議會來表達

「不能等」的決心，夜宿議會第一天。

公娼夜宿議會第二天。台北市公娼自

救會、女工團結生產線、粉領聯盟、

工殤、愛滋防治等弱勢團體於市政府

前共同發表「1997勞動婦女人權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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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2.10

86.12.11

86.12.13

86.12.15

86.12.16

86.12.17 台北市議會否決市府覆議
案。

86.12.21監察委員江鵬堅申請自動調
查廢娼案，監院加派許新枝一同調

查。

公娼夜宿議會第三天。

陳水扁於大同區慈聖宮主持「市長與

民有約」，公娼自救會三名代表前往

陳情，遭警察攔阻，不得其門而入。

公娼小莉再度割腕自殺未遂。

公娼自救會前往民進黨於國際會議中

心舉行的縣市長會議遞交陳情書，抗

議陳水扁的廢娼政策，要求民進黨新

科縣市長「莫學台北遺棄弱勢」，「台

北經驗，害死公娼」。

針對市府救濟專案，公娼至社會局抗

議，並發表「要緩衝兩年，不要負債

（貸款）方案」聲明。

因緩衝要求未明朗，公娼小莉在壓力

下再度割腕。公娼至市議會陳情，要

求議會儘速將覆議案排入議程，並否

決市府的覆議案。

公娼頭綁「拼」布條，靜坐議會要求

三黨議員否決覆議案，支持緩衝二

年。聽到阿扁說公娼非經濟弱勢，財

產上千萬時，多名公娼情緒激動，於

旁聽席上舉牌「阿扁說謊」。

覆議案否決後，自救會至市政府前召

開記者會要求「阿扁市長，依法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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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2.22

86.12.24

86.12.29陳水扁主持年終記者會，宣
揚市府政績。

86.12.30阿扁至「性侵害防治中心」
主持揭幕儀式，為防公娼鬧場，加派

警力，並杯弓蛇影將二名「疑似公娼」

者清出會場。

86.12.31市府於市民廣場舉行盛大跨
年晚會，為提防公娼，加派百餘名便

衣、警員，市府大樓嚴格管制出入人

員，如臨大敵。

87.1.10陳水扁接見曾在演出中呈現
娼妓正面形象並同時為西藏民權運動

者的影星李察基爾，自比為「台灣舞

女」，以便與美國舞男相對。

台北市部份教會人士發表反對延緩廢

娼之公開聲明。公娼自救會立刻發表

聲明辯駁。

公娼自救會向監察院陳情，遞交陳情

書給監委江鵬堅，列舉陳水扁「三大

罪狀、三大過錯」，要求彈劾阿扁。並

決定展開一系列「娼影計劃」，與阿扁

市長如影隨形。公娼自救會至市議會

聲援雞南山拆遷戶，公娼與拆遷戶弱

勢連線，抗議市府。公娼自救會至台北

市府市民廣場的耶誕晚會高舉抗議海

報，要求陳水扁「面對公娼，公開辯論」。

公娼自救會及聲援團體成員進行「娼

影計畫」，前往市府由陳水扁主持之

年終記者會，以懸吊白布條、撒戰帖、

鳴空氣喇叭等方式，要求阿扁針對廢

娼「公開辯論」。

自救會發表聲明：今日未行動，阿扁

莫心虛。

市民廣場前跨年晚會，倒數計時進入

1998年時，於市民群眾中昇起十餘個
「阿扁公娼，公開辯論」的巨大天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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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11

87.1.12

87.1.17

87.1.19

87.1.23

87.1.26陳水扁獲悉公娼潛入市府各處
拜年時，取消至各局處拜年行程，改

以廣播方式拜年，並由地下室落跑。

⋯⋯⋯⋯⋯⋯

公娼於基爾下榻的凱悅飯店前聚集遞

交公開信，要求基爾了解陳水扁剝奪

公娼工作權的專斷已經違背了西藏悲

智雙運的精神，希望基爾能勸阿扁勿

執意蠻幹，欺壓弱勢。

對於台北市政府拒不公告並將法案送

到行政院備查，公娼赴行政院陳情並

演出行動劇，要行政院追究市府行政

疏失，勿替阿扁擦屁股收爛攤子。

藝文界為爭取華山藝文特區舉辦「華

山論 Band」活動，公娼自救會與工人
黑手那卡西樂團組成「工娼 Band」，
以走唱方式演唱公娼四個多月來所改

編的抗爭歌曲，表達不笑貧也不笑

娼，不要暴政要自主的心聲，爭取藝

文界之支持。

公娼自救會至市政府遞送國家損害賠

償請求書，象徵性的索賠一元以抗議

陳水扁將覆議案送行政院備查的程序

拖延公告，侵犯公娼權益。

公娼自救會至台北火車站「賣春」聯，

表達工作權被剝奪，年關難過的無奈

心聲。工傷協會與公娼一同現場揮

毫，當場並兜售由反廢娼學生後援會

所寫各式有「春」字的春聯。

公娼自救會三十餘人至市府化整為

零，與阿扁同步，向市府各局處送

「春」辭歲，並至社會局、勞工局洽

公。於一樓、十一樓舉出訴求海報



台北公娼大事記 ◆ 157

「阿扁快公告，公娼好過年，緩衝

兩年」時與警方發生衝突。

⋯⋯⋯

後記：

88.1.25 台北市政府公告緩廢兩年，公娼抗爭行動成功。

88.3.27 大同區四家及萬華區四家公娼館通過市府安檢，終於得以復業。

90.3.27 緩廢期滿，台北公娼走入歷史。新一階段「性工作自主化

             的抗爭，於焉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