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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关注和突出男性性工作者（MSW）的需求与权利，是NSWP

的优先事项之一，基于此我们提出本简报。简报综述了全球
MSW面临的主要问题，并特别提供了几个男
性性工作者社群对这些问题所做的倡导与活
动。简报为政策制定者、项目设计实施人员
和一线服务人员解释了MSW社群的权利与
特别的需求，希望能够增强对该社群所处的
复杂现实与多元需求的意识与理解。无论是
在草根社群还是全球论坛，本简报都可作为

NSWP成员团体的倡导工具，提升对MSW需求的意识，为他们
的权利进行倡导。

简报先对MSW社群的多元性情况和MSW所处环境进行了探究，之后

将讨论聚焦于在NSWP论坛、工作网络和2013年的在线调查所揭示的具体问

题。简报包含了NSWP成员团体动员MSW社群为其权利倡导的实践案例，展

示了社群具备的能动性。

男性性工作者|多元群体
全球有大量男性在性工作各个环节工作，而他们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群

体。他们的差异存在于性取向、性工作之外的亲密关系、目标客户、工作环

境/条件，乃至移民身份、艾滋病感染情况、社会经济背景乃至毒品使用等。

这些情况意味着MSW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需求，而他们获取服务的能力

和难度存在差异。

人们通常以为从事性工作的男性都是同性恋。虽然其中确实有部分人是

这样，但也有很多MSW是双性恋或异性恋1。这种假设再加上缺乏意识，经常

造成医疗等服务更多以只进行男男性行为的对象为目标。有女性客户或伴侣

的MSW需要获取完整医疗服务的途径。而且，这种MSW都是同性恋的假设

会导致在提供服务时对表明自己取向不是同性恋的男性性工作者有批判态

度。社会对性差异和性取向问题的缺乏了解，在涉及MSW的问题上更明显。

以性换钱的污名更是导致了更多关于MSW的负面观念。这种观念不仅会影

响MSW，也会影响他们的伴侣和家庭，造成他们对医疗等服务的需求无法被

完全满足。因为怕被人说，一些MSW的女性伴侣不愿意透露她们伴侣的工

作，而这会阻碍她们获取服务。

简报综述了全球MSW面临的主
要问题，并特别提供了几个男性
性工作者社群对这些问题所做的
倡导与活动。

男性性工作者
的需求与权利

1	 例如：“关于他们的自我认同，在30
个答题的MSW中，有10个人（33.3%）
自认是异性恋，9个人（30%）自认是
双性恋。”(Mariño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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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W之间另一差异是他们的工作环境。在世界各地，MSW工作在很多

不同环境中，如街头、公园、火车站汽车站、卡车休息区、同志酒吧小黑屋、

桑拿房等等。也有MSW在性交易场所工作，如妓院、推拿房、卡啦OK厅和舞

厅。MSW也有单独通过网络等新技术手段联系客户后在自己家、客户家或旅

馆工作的。工作环境差异极大，这对MSW获得医疗服

务、安全和自我组织的能力有着显著影响。

和其他性工作者一样，MSW受移民身份、艾滋病

感染情况、社会经济背景和毒品使用等因素的影响，

有不同的易受害、边缘化和获取资源的经历。MSW之

间的巨大差异常常在针对MSW的服务与项目中被忽

略，如艾滋病预防、治疗和支持项目。必须要承认差异的存在，才能更好的使

所有MSW都能够获得完整的健康权、人权和工作权。

男性性工作者的问题与需求

被忽略
关于性工作者的讨论通常大部分是关于女性性工作者的，部分是关于

跨性别性工作者的，极少一部分是关注男性性工作者的需求与权利的。尤其

是在研究调查、文献、媒体版面、公共讨论、法律政策讨论制定当中，与女性

和跨性别相比，对男性性工作者的问题、担忧、需要和需求的关注极低。造成

这种低可见度的因素有多个。这可能是因为通常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男性性

工作者在性工作者社群中的比例较小。然而，更仔细的思考结论是，MSW明

显是经常在讨论中被有意忽略，因为他们不符合某些人所提出的“理想”性

工作形象，在他们看来，性工作是一种对女性的暴力和剥削形式。激进女权

团体以及其他持同样观点的人，有意将MSW排除出他们的讨论，因为MSW

不符合刻板印象，即陷身卖淫亟待拯救的女性受害者。男性性工作者与这种

描述不相符，也不符合“性工作是植根于剥削女性的父权制”的理念。这种简

陋的性工作定义也可被视为结构化的恐同形式，而在这个理念之中，男性性

工作者的需要与需求自然是少数。当激进女权分子在追求终止“卖淫”的目

标时，这些少数派就可以轻易地被忽略和消声2。

这种对MSW的忽略，再加上男男性行为者（MSM）所遭受的污名，使得

男同、双性恋和男性性工作者在大多数环境中都极难出柜，形成组织，为自身

权利倡导。在一些环境中，“出柜”会导致MSW被污名，被歧视，被袭击，甚

至被当权者控告。同性恋和性工作的双重污名会严重阻碍男性性工作者自我

组织，而且缺乏可见度3。

性工作与同性恋的相关社会法律环境
和其他性工作者一样，无论是性工作被直接定罪，还是更常见的性工作

相关的工作被定罪，MSW都经常被迫非法工作。例如，很多国家将拉客、广

告、与他人一起工作（通常表面上是关于拥有妓院的法律）、在公共场所有性

行为等法律都用来给性工作者的工作定罪，这影响了性工作者对工作方式的

工作环境的极大差异，显著影响
着MSW获得医疗服务、安全和自
我组织的能力。

2	 这种运动的例子可参考“停止需求基
金会”（stop demand foundation）

3 Schaffaus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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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对MSW而言，同性恋及相关性行为的法律也可以用来给他们定罪，大

约有70个国家实施反鸡奸法律，很多国家直接将同性恋定罪。因此，MSW不

得不在对逮捕关押的恐惧中工作，无论是因为性工作还是同性恋。这种双重

定罪的环境对很多MSW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使他们不得不更隐

蔽地工作，从而更容易受到暴力侵害，且无法获得医疗等重要服务。

除了被定罪外，由于从事性工作和被认为是同性恋，MSW也是社会污名

的对象。所处环境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或污名化程度，法律对MSM和性工

作者是定罪还是保护，都会影响MSW所面临的歧视程度。这两者通常会阻

碍MSW获得安全工作条件，使其难以获得医疗和社会服务，在遭到暴力时也

无法寻求法律保护。这种环境会加剧针对MSW的暴力，造成对当权者恐惧，

而当权者也可能参与到针对MSM和MSW的暴力，或者对暴力行为不予惩罚。

然而，通过多年同志权利倡导运动，在同性恋已经获得更多接纳的国家，男

性性工作者面临的问题要少于他们的跨性别和女性（出生时生理性别女）同

行，获得某种程度的社会认可/接纳。

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可及性
和其他性工作者一样，MSW被认为是全球抗击艾滋病与其他性病工作

的重点人群之一。这些工作通常以流行病学数据为基础，而数据指出性工作

者、男男性行为者以及毒品使用者更有可能感染艾滋病。但流行病学数据通

常将这些群体视为独立的分类，专门针对MSW的数据不多。MSW经常不是

被划入性工作者就是被划入男男性行为者。缺乏专门的流行病学数据，这可

能导致为他们提供的医疗服务不充分或不适当，因为项目设计要么是针对

MSM的要么是针对SW的。MSW经常不知道选择哪种服务，而发现这些服务

都不是针对MSW的需求时，会感到被两者都排除在外。

MSW也表示在获取性与生殖健康服务时受到来自于医务工作者的污

名。对MSW性取向、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等实际情况的不了解，会加重针对

MSW的批判，使他们难以寻求服务。污名也限制了

MSW获取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部分感染

艾滋病的MSW表示无法获得药物和诊断等适当全

面的治疗4。污名是MSW获取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阻

碍。它不利于全球艾滋病抗击工作，使世界各地MSW无法享有获取治疗等其

应有的获得可达到最高水平医疗的权利。

在性工作被定罪的社会，警察没收安全套作为性工作证据，这对世界多

地性工作者都是个问题。MSW通常是警方盯上的目标，他们会参与到反抗将

安全套作为证据使用的斗争中。

污名是MSW获取性与生殖健康
服务的阻碍。

4	 更多关于性工作者为获取治疗进行
的斗争请参见NSWP关于治疗可及性
的简报。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4

男性性工作者的需求与权利简报#08

暴力，法律保护和获取正义
MSW报告表示，与其他性工作者一样，该群体遭到其周围不同人群对

他们施加的多种暴力，而将性工作者视为犯罪者的执法部门对这些暴力不予

理会，没有保护他们，甚至可能就是暴力实施者。对MSW而言，在涉及到暴力

和获取正义的问题上有一些特别的影响因素。由于他们是男性，MSW受到以

他们为目标的警察或其他当权者骚扰和暴力。在逮捕MSW时，使用的法律不

一定是针对性工作的，而是公共滋扰罪、游荡罪、伤害罪、盗窃和吸贩毒等。

如在2008年，纽约城有81%的年轻男性性工作者有过被逮捕记录，这个比例

是年轻男性整体的3倍，而且其中大部分罪名都与“卖淫”无关5。使用这些法

律逮捕和控告MSW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这意味着，即使是性工作和同性恋

没有被定罪的地方，MSW依然因其污名而成为逮捕目标。

MSW报告来自警方的暴力普遍存在。社会污名和批判并不仅限于当权

者。在针对MSW生活方式的污名的地方，警察占据重要职位，可以不追究暴

力甚至施加暴力。不同国家的MSW都报告了来自警方的暴力，因此当他们受

到暴力伤害时，完全不可能依靠警方或其他政府机构。在对性工作者和男男

性行为者有体制性歧视的制度中，污名会对MSW获取正义造成巨大阻碍。

关于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更

是加剧了针对MSW的暴力。自古以来，以性换钱都

被视为“越轨”女性的行为。从事性工作的男人有时

会向男人提供性服务，这不仅违背了男性气概“范

式”，更是悖逆于“卖淫”是女性职业的社会印象。因

此，MSW由于违背了男性气概范式，受到了更深重的

污名与偏见，以及随之而来的警方暴力、帮派暴力、恐

同暴力等等暴力侵害。由于多数法律将性工作定为非

法，再加上对同性恋定罪的法律，MSW非常容易受到针对他们的暴力和仇视

犯罪。关于同性恋和性工作的定罪与污名，以及针对MSW生活的歧视，这些

共同作用，使MSW无法举报针对他们的暴力，忍受这种人权侵害，无法获得

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

为男性性工作者权利的社群动员与倡导
本简报提供的案例是NSWP成员团体动员了MSW社群去要求获取并享

有完整的健康权、工作权和人权。这些案例只是社群行动的一小部分。在世

界各地，男性性工作者作为一个社群过去在草根基层进行动员发声，如今他

们的声音已经达到国际层面，他们在那里讲述自身的需求和权利。尽管对很

多MSW而言，对性工作的定罪以及对同性恋的定罪和污名化，仍阻碍他们的

公开表达，一些MSW已经成为性工作者权利运动的象征。依靠MSW社群的

支持，这些重要的发言人使人看到MSW的需要，并公开要求改善他们实现人

权的途径。

MSW社群一直是在倡导性工作者权利运动的最前线，并配合其他边缘

化群体的权利倡导运动，如LGBTQ运动。MSW与LGBTQ、同志运动、受艾滋

病影响的重点人群等群体重叠，意味着MSW可以在很多重要论坛、辩论和讨

论中为自己发声，进一步增强性工作者权利运动的可见性。MSW出现在性工

作者权利运动中，有利于质疑将“卖淫”与压迫剥削女性等同的理论，改变社

会公众对性工作者身份和生活的刻板印象。

由于MSW不符合主流社会所定
义的男性气概，因而受到更慎重
的污名和偏见，以及随之而来的
来自警察、帮派和恐同的暴力。

5 Conner, 2012.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5

男性性工作者的需求与权利简报#08

结论与建议
在世界各地，MSW与其他性工作者继续着活动

与倡导，挑战传统范式、谬论和刻板印象，希望性工

作者完整的健康权、工作权和人权能够得到实现。希

望这份简报突出了MSW的需求与权利，能够有助于倡

导运动，成为NSWP成员团体、政策制定者、MSW项

目设计实施人员、MSW社群组织的有价值的资源。以

下是面向上述团体、个人及MSW服务组织的建议：

面向政策制定者和项目设计者的建议
 ◗ 支持性工作者关于性工作与同性恋合法化的呼吁。

 ◗ 承认性工作是工作，所有性别都可以从事，放弃根据“性工作是针对女性的

暴力”理论制定的政策。

 ◗ 确保MSW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法律保护，在出现针对MSW社群的暴力

时维护正义。

 ◗ 与MSW合作，了解其特殊需求，以确保医疗服务满足社群的需要，通过以

人权为基础的途径，设计和提供包括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在内的

服务。

面向资助方的建议
 ◗ 确保资金分配到那些积极参与MSW权利倡导活动的MSW社群。

 ◗ 确保在资助艾滋病预防时考虑到MSW的特殊需求，不假设性工作者项目

或男男性行为者项目能够满足MSW的全部需求。

面向直接服务MSW的个人和组织
 ◗ 考虑MSW社群的多元化，使服务适应于MSW的实际情况与需求。

 ◗ 在提供的所有服务中，确保为MSW动员与自我组织创造机会。

在世界各地，MSW与其他性工作
者继续着活动与倡导，挑战传统范
式、谬论和刻板印象，希望性工作
者完整的健康权、工作权和人权能
够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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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性工作者组织的成功行动倡导

医疗可及:星星，马其顿
http://starsexwork.org

星星于2008年在马其顿由性工作者创建，一直积极为性工作者争取权

利。虽然团体包括所有性工作者，但他们大部分倡导工作都聚焦于男性性工

作者的医疗服务可及性。

由于同性恋和性工作的污名，男性性工作者在社

会生活各个方面遭到空前的排斥、制度性暴力和不平

等待遇。在医疗场所，这种多重污名经常表现为批判

与恶意，对隐私权的侵犯，甚至拒绝提供医疗服务。

据星星成员报告，由于医疗工作者意识与责任感

缺乏和诊所的歧视性态度，男性性工作者不愿意接受

定期艾滋病检测，甚至在诊断出感染艾滋病后丧失参加或坚持治疗的意愿。

在2013年，星星开展了由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设计的新项目，面向男

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

项目旨在动员性工作者社群成员参与对医疗工作人员的意识敏感性培

训。医疗工作人员包括医疗机构中为边缘社群成员提供艾滋病相关服务的专

家、全科医师和护士。培训由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主导，由可信的医疗专家

和人权活动者辅助。内容聚焦在MSM、跨性别和性工作者的人权，他们在医

疗机构中遭遇的歧视，医疗工作者在帮助和确保性工作者能够获得非强制性

艾滋病服务中扮演的角色，尊重最脆弱群体隐私和尊严的需要等等。在完成

所有培训环节后，星星成员建立了一个“友好医疗中心”（以尊重无批判态度

为性工作者提供艾滋病相关服务）在线登记册，将这个名录传到星星网站并

向社群成员发放。

项目的另一个目标是为男性性工作者和他们的客人提供艾滋病咨询的

途径，以及意识敏感的艾滋病外展人员上门进行快速检测服务。在外展工作

中，艾滋病服务不仅向男性性工作者提供，也向他们的客人提供，大多数客人

是MSM。实际上，该项目的起源和成就将被做成一个回顾性的倡导短片，表

现男性性工作者在获取艾滋病相关服务时遇到的阻碍，以及社群工作的目标

是改善次级医疗护理。短片将会上传网络，使医疗专家和政府官员以及普通

大众都能看到。

男性性工作者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遭到空前的排斥、制度性暴力和不
平等待遇。

http://starsexwor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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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建设和减低伤害:HOOK在线，美国
http://hook-online.com

HOOK在线是总部在纽约城的男性性工作者项目，由男性性工作者创立

和主导。HOOK在线旨在提升男性性工作者的安全，内容包括建设社群，交流

信息，制作容易获取的医疗、财务和减低伤害等在线资料，并通过RENT-U项

目为男性性工作者提供系列课程。

在北美和很多高收入国家，大量男性性工作者

使用网络平台联系客户。为接触到这些男性性工作

者，HOOK在线建立了一个有多个版块的网站，如安全

提示，内容包括毒品使用减低伤害，如何避免逮捕等

等。还提供与执业社工定期在线对话。

HOOK在线还有一个特色内容是与来自性工作不同环节的男性性工作

者的定期访谈。通过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男性性工作者可以摆脱那种性工

作者是无力的受害者的描述。

HOOK在线通过为男性性工作者提供课程来补足他们的在线项目。课程

涉及多个方面，如自我保护、财务和职业发展。除了教育性内容，课程也为男

性性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聚在一起，克服污名与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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