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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期間的安全性行爲須知 
在2021年2月9日更新 

三藩市公共衞生局 (San Francisco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SFDPH) 關心您，並且希望幫助您在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期間保持健康。性行為是許多人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它亦屬於

「密切接觸」，它可能會使您和您的伴侶有感染和傳播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風險。  

為何要更新本指引的內容？ 

本指引更新的內容包括，更新對於密切接觸的定義、介紹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變異病毒株，

並進一步強調室內活動（尤其是在通風不良的室內環境所進行的活動）具有的風險（附連結）。  

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在這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它將會繼續影響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愛

情和我們的社區。  

在本最新指引的內容中，我們的目的是：  

• 提供關於性行爲是如何傳播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新資訊；  

• 就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期間的安全性行爲和傷害的減少而提供一些推動共識的

想法；以及  

• 設定一種正面性性行為的風氣，而這種風氣是以減少傷害為導向並且以照護為中心。  

在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期間，安全性行爲不僅是為了保護自己，也是為了保護他人和

我們的社區。爲盡量保證您和您伴侶的安全，三藩市公共衞生局建議您避免與您同住人士以外或

與您固定的小社交群組之外的任何人士進行密切接觸——這包括性行爲。我們承諾向您提供最新

的資訊，以幫助您降低感染或傳播SARS-CoV-2（亦稱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風險，尤其是目

前我們對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變異病毒株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本須知爲您提供關於在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期間安全性行爲的資訊和資源。包括以下

內容： 

• 我們所掌握的關於性行為是如何傳播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現有資訊 

• 一些可以降低感染風險的方法  

• 在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期間，為應對如何進行性行為所面臨的困難的一些解決

方法 
 

COVID冠狀病毒和性行為：我們知道些什麼？ 
呼吸、喘息、喊叫和呻吟、嘴巴、嘴脣、眼睛和唾液 

都是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途徑 

有關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科學研究正在不停地發展，因此本文的資訊在未來可能會再次更

新。讓我們看一下我們目前所了解的資訊。  

• 看起來無羔。和其他疾病一樣，無論一個人看起來有多好，都不能單憑肉眼看一看，

就知道這個人的身體狀況。感覺健康狀況良好的人仍可能傳播COVID-19新型冠狀病

毒。他們可能從來沒有出現過任何症狀，也可能傳播病毒，或在幾天後出現症狀。即

使您或您的伴侶沒有感覺不適或有出現較輕微的症狀，您也有可能在無意中把病毒傳

染給其他人。  

• 將愛傳達的環境。我們知道，誘發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SARS-CoV-2病毒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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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們的唾液、鼻涕和呼出的氣體之中。那麼我們還能在哪裡找到這種病毒和這種

病毒的受體呢？儘管目前尚未對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性行為作為傳播管道進行

直接研究，但是已經證實在發生性行爲的身體部位發現了這種病毒和這種病毒的受

體。    

o 部分研究發現，在精液中有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物質(RNA)，病毒感

染者的糞便中發現有完整的SARS-CoV-2(亦稱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病毒，

但是在其他研究中未得出上述研究結果。 

o 在唾液和咽喉中都發現有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物質(RNA)。 

o 包括直腸在內的下消化道和包括咽喉在內的上氣道中都發現有COVID-19新型

冠狀病毒的受體。 

o 在陰道分泌液中尚未發現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 

• 強烈和沉重的呼吸。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在我們呼出的氣體時傳播，特別是在一

個人咳嗽、打噴嚏、甚至是在唱歌時傳播。加快的呼吸（比如喘息、呻吟或喊叫）

會增加我們呼出的氣體，這些行為也被認爲會增加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風

險。 

• 也許您需要當心。該病毒會傳播給距離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患者6英尺以內的人

士。病毒會在室內積聚，因此與他人之間保持6英尺的距離並不足夠，尤其是在通

風不良的室內環境之中。保持距離是降低風險的重要方式。請參閱網址

sfcdcp.org/indoorrisk，了解更多資訊。  

• 越快越好。距離某人6英尺範圍以內的時間越長，被傳播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

風險就越大。所有性行爲都屬於密切接觸。一定要知道，如果您只是坐着在或站着

在距離某名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感染者6英尺範圍以內有15分鐘的時間，並且是

在過去了24小時內，也意味着您有很高的感染風險，並將被視爲「密切接觸者」。

接觸的時間和相隔的距離都是受感染的重要因素。    

• 不要待在細小空間內。與患者長時間留在室內的狹小空間中也會增加感染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的風險。就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風險而言，留在戶外是比留在室內

好，留在通風良好的大空間是比留在通風不良的封閉小空間好。無論是爲了心理健

康，還是爲了降低感染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風險，三藩市公共衛生局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DPH) 堅信留在細小空間是對人有害的。    

• 不應強迫任何人公開同性戀的身份。決定以虛擬方式進行性愛是可以避免感染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一種方式。但有時您家裡的牆的隔音不是太好，或者討厭

的室友可能會在您上網的時候走進您的房間。另外，請謹記：您在網上的行為（發

送色情訊息和影片片段）可能在事後很難消除：您有多了解和信任那個與您分享資

訊的人士呢？如果您尚未與您一同居住的人公開同性戀身份，或者對自己的性取向

存有疑問，或者尚未進入自己所選擇的性向的過渡期時， 又或者尚未在家中公開討

論過有關性接觸話題的情況下，那麼請一定要關注您的個人心理情緒安全，看看是

否有辦法改善或保護您自己的個人的隱私。  

• 人越多，感染風險越高。一些指引和性方面健康專家的建議，尋找一個「性伴侶」

可降低感染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風險。我們接觸的人越少，感染風險就越低。

就像我們在性方面的傳播疾病中學到的那樣，您、與您親近的人、以及與這個人親

近的所有人都有感染風險。把您的伴侶對象限制在固定的小群組中是可以降低您的

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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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然接受色情的念頭。及清潔需要碰觸的表面。目前的證據表示，COVID-19新型冠狀

病毒有存活能力，即是這病毒能夠在物品（包括由各種材料製成的物品）上存活數

小時至數天的時間，進而使人們感染病毒。儘管與吸入病毒顆粒物相比，下述情況被

視為感染COVID-19新型冠狀病的罕見原因，但是人們還會透過觸摸帶有病毒的表面或

物品，然後再用同一身體部位觸摸自己的嘴巴、鼻子或眼睛而感染上COVID-19新型冠

狀病毒。由於性行為往往意味著接觸我們自身潮濕、敏感和粘膜部位，因此首先清潔

表面，之後再進行消毒是最佳的預防措施。 

o 清潔性玩具、床單、戒指、面具、項圈和其他物品是很重要的。擦拭和清潔

物品的時機也是很重要的。在它們接觸過一個身體之後和在接觸另一個身體

之前，一定要清潔。要經常用肥皂和水洗手（使用普通肥皂就可以了！），

在接觸共用物品後要避免觸摸眼睛、鼻子和嘴巴。  

o 免洗酒精搓手液能有效地殺死導致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病的病毒，但是如

果您在性玩具上使用酒精消毒劑來清潔，之後請您也應該用肥皂和水把玩具

清洗一遍，否則——哎呦，會很痛的！——消毒劑會引起刺痛和發炎，並且

不要接觸到您稚嫩的生殖器部位！在您的家中進行清潔和消毒 （美國疾病控

制及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2020年4月2

日） 
 

• 吮吸？——還是算了吧。該病毒還可以透過直接接觸唾液或黏液進行傳播。這是指

通過舔舐、品嘗、摩擦嘴唇或眼睛或臉部，或用嘴巴觸碰的或沾有唾液的玩具上，

甚至透過讓某人吮吸您的手指然後將手指放入您自己的嘴中，這只是舉出的幾項G

級例子。  
 

請記住，我們還需了解更多關於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和性行為的知識。 

降低風險：性健康也是健康 
切記，這個感染風險會覆蓋及影響大多數的人。避免感染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最安全的方法

（尤其是容易因此而患上嚴重疾病的人或經常與容易受感染的人接觸的人）(網址: 

www.sfcdcp.org/vulnerable) 就是避免與同住以外的任何人士進行密切接觸。包括性行為。如果您

確實與同住以外的人士有密切接觸（包括性行爲），盡量把所有要接觸的人士都限制在一個固定

的小社交群組中。  
 

切記，您感染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風險也取決於您在生活中的各個方面所採取的行動。您的

感染風險亦會受到您伴侶的生活中的非性行爲活動方面所帶來的風險的影響。請與您的伴侶和可

能會成為您的伴侶談論有關他們如何可以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控制感染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

接觸風險，這是很重要的。 
 

當考慮如何進行安全性行爲並降低感染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風險時，請也考慮與COVID-19新

型冠狀病毒有關的非性行爲生活方面的相同風險的因素： 

距離、呼吸、時間、人和觸摸 
 

無論您是否會發生性行為，都請考慮您能採取哪些措施來降低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風

險：與同住以外的其他人士之間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離，如果您與他人之間的距離不足6英尺的

話，便需要盡量縮短互動的時間（例如，少於15分鐘），在戶外是比在室內好，越少人越好，將

窗戶打開使其可以令空氣流通，所有人都要佩戴面罩，經常洗手，清潔所有共用物品，並避免觸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disinfecting-your-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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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嘴巴、臉部、眼睛或鼻子。 
 

以下是一些在進行安全性行爲時的感染風險並以由低到高的方法排列。與他人發生性行為時佩戴

能覆蓋嘴巴和鼻子的面罩會進一步降低感染風險： 
 

低風險   

• 以虛擬方式進行性愛、自慰、性談話、獨自一人或與同住的人士一起看色情作品的

行爲 

• 只與同住的成員在室內或戶外發生性行爲   

• 在戶外或在已打開窗戶、加強通風量的室內與一小群組的固定伴侶發生性行爲，所

有接觸過的表面和共用的物品都要擦拭清潔  

• 在幾乎不通風的室內與一小群組的固定伴侶發生性行爲，所有共用物品和在共用時

所接觸過的表面都要擦拭清潔 

• 與更多人發生性行爲，距離更相近，在狹小和/或通風不良的室內空間的時間更長，

貼近彼此呼吸，互相觸碰嘴脣、嘴巴、眼睛，未用避孕套的肛交，以及共用所有物

品而不擦拭清潔 

高風險  

了解心態。安全性行爲和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困難在於這個情況改變了對您和您的性生活。

請弄清楚這一點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要了解您想從性行為中得到什麼。是想要體驗性高潮嗎？

是想要觸摸的感受嗎？是想要對性關係和情感聯繫的需求嗎？還是上述的那些都是嗎？遠離新型

冠狀病毒COVID-19、保持安全可能意味着您需要更多地了解自己，了解您最需要從性行為中得到

什麼，以及如何與現在的和可能會成為您的伴侶交流您的需求和擔憂。  

人是不分陰性和陽性的。但檢測並非如此。我們從其他流行病中了解到，一定不要指責患者或檢

測呈陽性的人。請謹記，我們往往是在最困難的情況下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證自身和他人的安

全。在面對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這一問題上，我們是同舟共濟的。  

觸摸和追蹤。如果您或您的伴侶檢測呈陽性，三藩市公共衛生局 (San Francisco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SFDPH)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小組的一名成員將與您聯絡以了解您的情況，並與您

談論您的密切接觸者，並確保您獲得所需的服務。對接觸者追蹤小組來說，重要的是要記住症狀

開始前48小時起曾與您進行密切接觸的每一個人。這些工作人員是公共衛生專業人員，他們受過

訓練，並且能對您的資訊隱私保密。他們絕不會詢問您的財務資訊、索取社會安全號碼，也不會

詢問您的移民狀況。  

檢測。檢測。一、二、三。您應該偶爾去做一次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嗎？為什麼不呢？在

性健康的許多方面來說（例如愛滋病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和梅毒(syphilis)），

即使您沒有症狀，醫生和公共衛生小組有時也會建議人們去定期進行檢測。對於在COVID-19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期間，目前建議進行定期無症狀檢測的人士是在醫院和專業療養院等的高風險醫療

機構工作的工作人員。但是，如果您的工作（例如是性工作的性質）經常使您暴露在大眾中，您

就是屬於三藩市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的優先人士。如欲了解更多關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

19檢測的資訊，請與您的醫療保健提供者相談或瀏覽網址SF.gov/GetTestedSF。 

您的談判方式——以中途作出改變。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談論性和慾望是一項終生技能。保持安

全的一種方法是提前計劃怎麼面對您可能開始感到不安全的時刻，這可能是由於您的伴侶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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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前相比有變化。您覺得您們能不能在過程中停下來討論一下？您覺得用什麼詞語會比較合

適？提前計劃怎麼面對這些時刻有助於您更好地應對不同的情況。  

時機——放慢速度。就安全性行為和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而言，在採取下一步措施時，請您考

慮用比平時更慢、更有目的性的行動。隨著我們了解到新型變異病毒株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它對我

們的社區所造成的影響，放慢腳步可能尤其重要。我們知道，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可以以長達

14天的時間去感染他人。大多數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例是由無症狀患者傳播所導致的。對

於那些出現症狀的人，在症狀出現後1-2週的時間內，他們會變得越來越不適。因此，在性行為方

面，您可能需要考慮每四週進行一次改變。例如，您可能以每四週的時間為標準去改變或添加一

名新的或不同的伴侶。或者，您可以在四週的時間內嘗試從交互自慰移到在身體上更加互相接近

的行為，因為您在這段時間裡更了解您的伴侶，以及您伴侶在生活中所面對的其他方面的感染風

險。   

更多關於安全性行爲的秘訣 
 
想了解更多關於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期間安全性行爲的特別須知具體提示嗎？請瀏覽

網址https://www.sfcityclinic.org/covid-19-faq 

 

  

https://www.sfcityclinic.org/covid-19-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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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進行愛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性病(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STD) 

的檢測，請瀏覽網址  

https://www.sfcityclinic.org 
 
為應對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San Francisco City Clinic 三藩市城市診所只接受符合以

下情況的患者： 

 出現性病(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STD)症狀的患者 

 伴侶患有性病(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STD) 的患者 

 已被一名 SF City Clinic 三藩市城市診所的工作人員與患者聯繫並讓患者前來就醫 

 要求進行愛滋病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接觸後的預防治療 (Post-Exposure 

Prevention, PEP)或接觸前的預防治療的患者 

 參與了我們的接觸前的預防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計劃並且需要進行性傳播感染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 STI)/HIV 檢測和補充配方藥物的患者。 

 HIV 檢測呈陽性、未使用藥物治療，並希望接受護理的患者，或者 

 需要避孕 

 

請致電 CITY CLINIC 三藩市城市診所，電話：  

請在就醫前致電 (415) 487-5500，以便我們確定如何為您提供最佳的幫助。  

例如，我們可以透過電話為您提供建議，或在電話中提前為您準備需要的藥物。 

如果您未出現症狀而希望進行 HIV 或 STI 檢測，並且您是三藩市居民，您可以從以下網址訂購居

家測試用具：  https://takemehome.org/ 

SF City Clinic 三藩市城市診所無法為患者提供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如果您出現咳嗽、發

燒或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的症狀，並且擔心可能受到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請與您的個人

保健提供者聯絡或瀏覽網址 sf.gov/citytestsf ，以了解更多的相關資訊。#TakeCareofYourself 

#GoodSex #YouMatter（#照顧好自己#良好性行為#您很重要） 

 

 

 

 

https://www.sfcityclinic.org/
https://takemehome.org/
https://sf.gov/find-out-how-get-tested-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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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應隨時了解現時情況。資訊更變極快。您可以在以下網址查閱實用資料： 

• 三藩市公共衛生局 (SFDPH)  

o 網址 : https://www.sfcdcp.org/covid19 

• 加州公共衛生局(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CDPH) 

o 網址 :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Immunization/ncov2019.aspx 

• 三藩市衛生局和Getting to Zero San Francisco（三藩市向零邁進小組） 

o 網址 : HIV(愛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預防和照護選擇  

• SF City Clinic三藩市城市診所的轉介及本地資源 

o 網址 : https://www.sfcityclinic.org/patient-education-resources/referralslocalresources 

• SF City Clinic三藩市城市診所的常見問題與解答 

o 網址 : https://www.sfcityclinic.org/covid-19-faq 

• St. James聖詹姆士醫院：為所有性別的性工作者提供的同輩為基礎的職業健康和安全診所 

o 網址 : https://stjamesinfirmary.org/ 

•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HIV(愛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的風險和預防—

—接觸前預防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 

o 網址 : https://www.cdc.gov/hiv/risk/prep/index.html 

• 三藩市健康網絡：心理健康和藥物濫用援助 

o 網址 : https://sfhealthnetwork.org/about-sfhn/mental-health-crisis/ 

• 《內科醫學年鑒》，「SARS-CoV-2時代的性健康」，2020年5月。 

o 網址 :  https://www.acpjournals.org/doi/10.7326/M20-2004 

• 《英國醫學雜誌》，「英國倫敦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限制和改變HIV(愛滋病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陰性男同性戀高危人群的性行為」，2021年1月。 

o 網址 : https://sti.bmj.com/content/early/2021/01/17/sextrans-2020-054768.long 

https://www.sfcdcp.org/covid19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Immunization/ncov2019.aspx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xbt-vn6gIdnNWVXN3NSc3FPNW8/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xbt-vn6gIdnNWVXN3NSc3FPNW8/view
https://www.sfcityclinic.org/patient-education-resources/referralslocalresources
https://www.sfcityclinic.org/covid-19-faq
https://stjamesinfirmary.org/
https://www.cdc.gov/hiv/risk/prep/index.html
https://sfhealthnetwork.org/about-sfhn/mental-health-crisis/
https://www.acpjournals.org/doi/10.7326/M20-2004
https://sti.bmj.com/content/early/2021/01/17/sextrans-2020-054768.l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