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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情趣用品唔係正經行業嚟㗎，你女仔人家唔好做埋
咁嘅工喇！」

「你做埋咁嘅工，畀人知道唔會覺得羞恥㗎咩？！」

「哇，你做sex toy唔怕畀屋企人知道咩？咁核突嘅嘢
點講得出畀人知呀？」

當初向身邊朋友談及有意入行sex toy，聽得最多莫過
於是以上「出於好意」的勸導說話，離不開都是大家打從
心底裡，都認為情趣用品店是一份不正經的工種、龍蛇混
雜的地方，並建議我搵一份「正經」的Sales去做。但好奇
心旺盛如我，並沒有因為大家一面倒的負面評價而退縮，
最後仍是一股熱血、毅然決定去見工。

當時的我，並沒想過這個決定會至此改變了我的一
生。

入行後發現，原來賣情趣用品除了是一份既新奇又
好玩的工種以外，更可以從中窺探不同人的性生活、內心
的小秘密、各種性偏好，對於性亦有更深層的瞭解以及認
知。每一天的工作時間，透過與不同人的交談，亦可從他

們身上學到男女相處之道，從解答客人的疑難雜症當中更
可以獲得極大滿足感，千金難換。

這證明當初的決定，是正確的。

書中的那些文章，除了想和大家分享生活上遇到的形
形色色趣事以外，更似是一本成長日記去記載住當中的樂
與哀。最後，希望你們都願意花一些時間，去見證我的成
長！

衷心希望分享的故事，會令大家對性瞭解更多一點，
可以保持開放性的思維接納與自己不同的事物，以及對性
愛保持著健康正面的態度。

「性是享受，更是一段關係當中的升華。」

性愛兩字之間，同時並存著善與惡。我們可以選擇存
善念，但卻不能忽視它的惡。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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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客 人 秘 密

白髮老人

「咳咳……請問，有……自慰……杯……賣嗎？」

我抬頭一望，眼前是一位約六十歲白髮蒼蒼、手扶拐杖的
伯伯，面帶笑意但亦難掩臉上尷尬。

「你好，早晨呀！歡迎進來看看！請問想找女優、動漫，
抑或是電動飛機杯款式？預算大約是多少？可以介紹給你！」
我試圖用比較輕鬆的語氣再加上「四萬咁口」的笑容，希望儘
量可以令伯伯感到放鬆一點。

「呼……」伯伯鬆了口氣，緩緩道：「阿妹，其實我是從
朋友口中打聽，市面上有推出自慰杯……我和太太已經一段時
間沒有……了。聽說自慰杯真實感較高，而且相比起手還要更
舒服一點，所以才上來看看！但進來見到你這麼年輕實在
嚇了一大跳！這種行業……我以為都會是和我年紀相仿
的大叔吧哈哈！你也太年輕了吧……你對產品的認識也
大概很有限吧？」我望向伯伯，笑道：「人不可貌相呀伯
伯，我對產品的瞭解可能比大叔們都還要多呢呵呵！」

雖然知道伯伯並無惡意，但其實和伯伯一樣有如此想
法的客人又豈止一個半個呢？不少人的思想仍活在封建
守舊的框架當中，覺得性用品行業應該由男性主導，亦
認為市場上的需求男士會佔一大半部分；女性仍處於被

FILE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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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角色，更有部分人認為女士的性需求並不及男士這般多，當
女性購買性玩具時會被視為「唔見得人」、「羞家」。相對地
在銷售上，亦會覺得「男人老狗我識得多過你」、「咁多年人
有咩未見過要你個靚妹仔教我？！」等等，以上言論亦見怪不
怪。

其實，性或者和讀書一樣原理，同樣是學海無涯。隨著時
代變遷，產品亦因應市場上的不同需求以及新興潮流去作出新
的改革，俗語說：「一日唔死都有排你學呀！」

透過與伯伯的閒談，瞭解到他和太太已接近五年沒有任何
性行為，而他亦被朋友慫恿去找一樓一「尋歡」，但伯伯仍堅
持即使買飛機杯、用手，都不會考慮別處尋歡。

當我問到伯伯是什麼令他如此堅持？

他嘆道：「唉……我都不是什麼十八廿二了，有心無力喇
哈哈哈！雖然我太太既『巴渣』又『惡死』，但我曾經向她承
諾過在我往後的人生裡，她都會是我的唯一……我們至今也已
經相伴多年了，這個戒條恐怕在我有生之年亦都不能打破了！
哈哈哈！」

那一刻，我簡直覺得伯伯背後有光。

即使再有需要，都會為自己的女人去堅守當年的承諾。

這種男人，非常值得敬重。

最後伯伯買了飛機杯，準備走的一瞬間，回頭道：「阿
妹，謝謝你。已經有很多年沒有機會和年輕人說話閒聊了，如
果我的孫女還在生，大概也和你差不多年紀吧……有機會的
話，再來找你聊天吧！」

幾句簡單問候說話，可以溫暖別人的
同時，亦能溫暖到自己內心，請不要吝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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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談 情 說 性

還記得在疫情之前，那時香港還未開始興起「Staycation」
的熱潮，如果向外人說「今晚去酒店休息。」或「聽日book

咗間新酒店度假。」很有可能馬上便被回敬一句：「你爆房就
爆房喇！懶高級！」但現在情況就不同了，就算和家人說：
「媽，我今晚同男朋友去Staycation喇！」她大概也會回你說：
「玩得開心啲喇！」

這就是包裝的重要性。

Staycation是由「Stay」加「Vacation」這兩個字組合而
成，亦可解作「stay at home vacation」，顧名思義，即是在家
度假或稱之為「宅度假」。至2020年疫症爆發後，這種不出國
的度假方式瞬間在香港掀起熱潮，幾乎每個週末總會聽到有
朋友說：「xxx酒店出咗個好抵嘅staycation plan又可以in room 

dining……」，「嚟緊book咗xxx酒店個business suite……」

究竟香港人熱愛旅行的程度有多瘋狂？

即使只有三日二夜的短假期仍堅持「近近地」飛轉台灣，
為的就是想從現實生活中短暫抽離一下；如果是四日三夜已足
夠極速飛轉日本，分秒必爭地為只有四天的旅途plan好滿滿日
程，即使行程緊湊得嚇人更可能「辛苦過返工」，但至少比留
在香港日夜只帶著軀殼、麻木地「生存」的感覺好多了。

FILE 38

Staycation VS Sex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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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歸正傳，那什麼是「Se x c a t i o n」？
沒其他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將一切瑣事都放低，集

中專注於彼此，然後瘋狂地做愛，和瘋狂地做愛，還有瘋狂地
做愛！

Sexcation更間接為情趣用品店增添不少生意，除了購買性
玩具之餘，一堆有關催情或輕口類別的週邊產品如：浴鹽、香
薰蠟燭或按摩油等等，銷量更是大大地增加。而且香港地少人
多，分分鐘一家老小都是蝸居於一間幾百呎的屋，如非與伴侶
二人同居的話，恐怕也很難在家中「大玩特玩」吧……

想有一個難忘的Sexcation體驗，房型和房間內的配套便至
關重要了！

1 . 浴缸
有一個寬敞舒適、容納到二人的浴缸，絕對是最基本！兩

個人拿著香檳坐在浴缸內把歌談心，再一個不小心來個鴛鴦戲
水……嘻嘻，然後你懂的！

2 . 辦公桌
桌子幾乎是每間酒店必備的，但有一些酒店設置是長身、

比較正式的辦公桌，隨時可以角色扮演上演「總裁VS女秘書」
的辦公室偷情戲碼。但相比起倚在桌邊進行「狗仔式」，我覺
得還是將女伴整個抱上桌子，而男方則站立著的體位更為吸
引……

3 . 全身鏡
有全身鏡絕對馬上加分！將伴侶帶到鏡子面前，無論是

在愛撫的時候，還是後入式都可以令雙方看清自己享受的樣
子……恥感度100%UP！

4 . 落地玻璃 + 無敵大海景
絕對是turn on指數榜首冠軍！與伴侶一起俯瞰海景的同

時，將她身體壓至窗邊……若是面向城景，望向人來人往的街
道刺激度更高！但也要小心被偷拍喔……

別等了！就在這個週末和你的伴侶
度過一個熱情如火、狂野奔放的Staycation	
Sexcation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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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t順著勢把陰道口的黏液撩出來，看向自己的下方，只
見雙指佈滿了透明狀的黏液，隨著她手指的轉動開始變成了拉
絲狀。她似笑非笑地看著Mic，表情像在說：「你忍得住嗎？」

只見Mic的褲襠上瞬間搭起了帳篷，他隨即把褲頭給拉了
下來，整根陰莖瞬間被彈了出來，只見他已處於極度亢奮的狀
態，勃起的陰莖幾乎貼到了肚臍上。

「今天的會議到此為止，待會Janet打好了協議書就會email

給各位同事，就這樣吧。Bye guys！」耳機裡再次傳出聲音。

什麼？什麼協議書？！

「Ok, bye guys!」

「Bye everyone!」

「Bye bye!」

未等她反應過來，同事們已紛紛離開了會議。

嗯，還是先不管了。

她一邊解開襯衫上的鈕扣，一邊向著
梳化上的他走去……

至早幾年以SM作題材的電影《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上映
後，相信大家都對BDSM一詞不感到陌生。電影《格雷》中的霸
道總裁與記者因一次採訪後互生愛慕之情，繼而便是女主角如
何飛上枝頭變鳳凰的經典劇情。談及《格雷》，大家不約而同
地感到深刻的場境，必定包括男主角的大型私人SM房吧！神秘
的紅色房間，陳列著各式各樣的刑具，男女主角之間令人血脈
賁張的激情互動更使觀眾看得心跳加速、欲罷不能！

《格雷》上映後瞬即風靡全球，打破了多個票房紀錄並獲
得相當不錯佳績。電影新穎的題材亦在網絡上引起了廣泛的討
論，雖然口碑好壞參半，但無可否認的是這套電影的確為字母
圈帶來了點變化，亦令更多人開始想對BDSM有更進一步的了
解，甚至躍躍欲試！更意外地為情趣用品店帶來了不少生意，
一些SM套裝、手腳扣、眼罩等等，一上架便被掃個精光！

以下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FILE 40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之淺談 BDSM

BD SM 的含義：
BDSM的範疇十分廣，但大致上仍可分為：
BD：綁縛與調教
DS：支配與臣服
SM：性虐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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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識：
*	經精神學家研究結果顯示，BDSM並不屬於任何精神疾病，其進行是基於雙
方同意，亦不造成任何心理／生理痛苦為前提，自願性的施虐／受虐行為
不再被視為精神疾病。

*	性虐待／性暴力和BDSM絕不能混為一談，前者是單方面的施虐，令他人造
成心理／生理的創傷；而後者是經雙方同意，並在以歡悅為目的情況下進
行。

*	可以不包含任何形式的性行為。

*		不一定牽涉痛感，如當中的支配與臣服便可在沒有痛感下實踐。

BD SM 涉及的安全問題：
*		切記「SSC」—Safe安全、Sane理性、Consensual知情同意。

*		雙方會設置安全詞（Safe Word），例如：
「RED」：立刻停止一切行為／活動。
「YELLOW」：可以繼續，但目前的活動節奏／力度對我稍強，需要放緩一
點。
「GREEN」：一切如常，可以繼續進行。

以上是建議的安全詞，其實也沒什麼硬性的規定，你可以
按雙方意願自行設定Safe Word，但需要注意的是，千萬不要將
「停」、「好痛」、「唔好」這些有點模棱兩可的字眼用作安
全詞。就正如有時我們叫「停！」但卻又不是真的想對方停下
來；我們叫「唔好！」卻心裡又想對方更進一步。

所以當對方聽到這些字眼時，會想「究竟是要停？還是可
繼續？」為了避免這種情況，請一定要把安全詞設為與性愛／
情趣無關的字眼。

我對 BDSM 很有興趣，但我不知道自己
的喜好和在其中所擔當的角色？

真的要推薦一下這個實用性相當高的網站！我也曾經在這
網站做過BDSM Test，result的準確度十分高！而且更協助我打
開了其他調教項目的新世界大門！還讓我瞭解了一些自己的潛
在喜好（連我自己也沒想過），建議大家有時間也來做做！

BDSM 測試 >>>>>https: //bdsmtest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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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唔識拍拖」可能聽得多，但「我唔識搞嘢」你又聽過
嗎？

第一次聽見時，我是很愕然的。

性愛不是人類最原始的本能嗎？

一位年約三十多歲的中年男士來到店裡，當時因假期關
係，一早已擠滿了客人。而這位男士進來後便鬼祟地四處張
望，眼神帶點閃縮，似是在懼怕著什麼。

直至其他客人陸續散去後，他才尷尬地說：「打擾了，有
個問題想請教你……」

他四處張望，確保沒其他人在場後，才向我娓娓道來：
「我和太太已結婚兩年，最近因為家人的催促，才決定想要生
寶寶，但有個難題一直解決不了……」

他一臉窘迫地說：「我們找不到陰道的位置。」

我愣住了，什麼叫「找不到陰道的位置」？

他隨後解釋道：「我見到有兩個洞口，但一個是去小便
的，而另一個則是用來排便的，所以到底陰道口是在哪裡？」

FILE 49

性教育

對的別懷疑，這絕對是真人真事，真實存在的對話，雖然
我也曾經有同樣的疑問，但那時我還是個小學生。

我馬上從網上搜來了女性生殖器官結構圖，逐一向他解釋
著，在有限時間內替他上了個「簡易速成班」，雖然也未能講
解得100%詳盡，但還是「盡人事」幫到幾多便幫吧。

原來他一直錯把陰道當成了「尿道」，卻不知道在陰蒂以
下、陰道口之上，中間還暗藏著排尿的小孔……

「其實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們很久，當初在別無選擇之
下，我有試圖插進這個『尿道』裡，但我太太只感受到劇烈痛
楚……所以我一直以為是插錯了地方！」這令我不禁慨嘆著香
港的性教育究竟是出了什麼問題。

我不解地問：「插進去之前有前戲嗎？有確保陰道……即
是原本以為的『尿道』有產生出分泌嗎？」

這一下他似乎比我更愕然，問道：「我不知道，正常是會
有分泌？即是尿液嗎？」貧乏的性知識是導致他們不能正常性
交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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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太太同樣不清楚身體的結構嗎？你和她在一起以前
從沒有任何的性經驗？怎麼可能完全一點概念也沒有？」就算
礙於男女性徵各有不同而產生了誤解，但同為女性應該會更瞭
解自己的身體吧？

「我和她同是彼此的初戀對象，雖然我們自中學時期開始
便確立了關係，但基於宗教信仰問題，我們雙方也堅持不會打
破婚前性行為的戒條，所以從來沒有考慮到這方面的事情。」

「那你自身完全沒有性慾嗎？應該有嘗試過自瀆過吧？」
我再追問。

他支吾以對：「其實……有是有，但手和真實性交實在相
差太遠了……」

但總不會是完全零概念的吧？！我誓要「打爛沙盤問到
篤」，繼續問道：「但你總有看過AV吧？看到男女主角的性愛
場面，總會對實踐上有幫助呀！」

「我在結婚前從來沒有看過任何色情影片，因為這被認為
是不潔和違反常理的……」停頓了一下，他接著說，「婚後有
嘗試和太太一同觀看過，但結果就正如我所說的，我們都找不
到插入點。」

我實在難以想像這個情況會發生在今時今日的社會當中。

我曾經接觸過許多不同性癖的人，但都不及這次所帶來的
衝擊如此大。這令我不禁反思，是否現今社會仍是對性這個話

題充滿忌諱？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令我們潛移默化地認為性
是一個羞於啟齒，而且不能高談闊論的話題。

連我的記憶當中，小時候課堂上所學到的性知識，來來去
去都是圍繞著月經、夢遺、如何正確配戴安全套、精子如何與
卵子結合變成受精卵以及胚胎的形成等等。但對於過程當中的
細節以及如何去享受卻隻字不提。

「什麼是前戲？」

「如何令雙方都進入狀況？」

「如何令雙方在過程中得到享受？」

這些問題如禁忌，彷彿一提起就只會與淫穢色情、低俗不
雅掛上邊，究竟是否普遍人將性話題的界線都定得太高？

若然看到這裡你覺得這位男士只是個特殊例子，建議大家
不妨試試在Google搜尋一下與性愛相關的疑難雜症，便可以看
到許多「可笑」的問題，如：

「口交會導致懷孕嗎？」

「內射後沖洗陰道可以避孕？」

「手指能夠令女友懷孕？」

這些都是可於網上搜尋得到的真實帖子，即使避孕與安全
措施的問題一直是性教育主要提倡的重點之一，但以上問題便
足以清楚反映到現今社會性教育的成功與否，其他的我就不作
過多評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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