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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Introduction 

 

欢迎来到 Respect Inc 性工作者研讨会。本研讨会旨在为性工作者提供信息和教育。您可以选择浏览

研讨会的全部内容，或选择浏览与您的需求相关的部分。虽然我们不是您所从事业务的专家，但我们希

望本研讨会所提供的一些观念和技巧可以对您提供性服务有所帮助。   

 

如需分享您的想法或获得更多信息，请来电、来您附近的 Respect Inc 办事处，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respectqld.org.au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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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行为- Safer sex 

 

安全性行为是指不交换体液（精液、血液、经血或阴道分泌液）的性行为。安全性行为的做法可包括： 

 非插入式性行为 

 使用安全套进行肛交、阴道性交和口交 

 使用阻隔膜进行嘴与肛门或阴道的接触 

 使用手套将手或手指插入阴道或肛门 

 

许多性工作者都不亲吻他们的顾客，因为这么做有一点风险——可能传播诸如疱疹（唇疱疹）这样的疾

病。 

 

健康的身体可以是我们最宝贵的业务资产！ 

 

作为性工作者，我们提供的是令人愉悦的服务；如果可以让顾客感到性兴奋，更快达到高潮，我们就可

少损耗我们的身体。通过向顾客展示如何能够在使用安全性行为策略的同时享受性，我们可以成为社区

中一部分人的安全性行为教育者。 

 

我们许多人都会采取策略将性工作与在家中的个人性行为分开来——如在家中而不在工作中接吻、在工

作中而不在家中穿特定的衣服、戴假发工作以及改变形象等等。非常重要的是不要让我们在家中的性健

康受到影响。   

 

安全性行为用品包括- Safer sex supplies include 

 

 男用安全套  

 非乳胶的安全套  

 女用安全套  

 阻隔膜 

 手套 

 润滑剂 

 指套 

 海绵 

 子宫帽 

 

男用安全套- Male condoms 

 

安全套是一种用乳胶或聚氨酯制成的坚固的鞘状套。它们有各种大小，从 49 毫米（小号）到 57 毫米

（大号）不等。安全套可减少因性交而怀孕和感染 STI（性传播疾病）的风险。进行阴道性交、肛交和

口交时，应使用安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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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安全套- How to use a condom 

 

 检查安全套包装上的使用期限。扔掉任何过期的安全套，因为它们可能破裂 

 最好只用自己准备的安全套，而不是顾客的，因为您无法确定那些安全套是否存放得当或顾客

没有故意弄破它们 

 打开安全套最安全的办法是用手指。小心不要让指甲弄破它们 

 最好不要使用剪刀，因为这样做割破或弄破安全套的风险更大 

 在进行性交前，应先将安全套戴在勃起的阴茎上。 

 在使用安全套前，先捏住其末端以挤掉里面的空气，同时为容纳精液腾出空间 

 在安全套末端内侧用一点润滑剂，可有助于顾客戴上后更有快感 

 将未卷开的安全套套在龟头上，往外翻卷至阴茎根部，即可戴上安全套 

 在安全套外侧用一些润滑剂，以增加快感和帮助防止破裂 

 始终使用水基或硅基润滑剂，因为油基润滑剂可能损坏安全套 

 顾客达到高潮后，应按紧安全套底部并抽出阴茎。取下安全套并扔掉。建议用纸巾将安全套包

起来并扔到垃圾桶内。不要冲入马桶内 

 与顾客进行不同类型的性交时，每次都必须更换安全套。 

 切勿重复使用安全套 

 不要将安全套用于口交后，再用于进行其他类型的性交 

 如果顾客经过很长时间还未达到高潮，建议更换安全套 

 最好将安全套存放在阴凉避光处。最好不要将安全套存放在汽车、钱包或皮夹内，以免损坏 

 如何使用安全套 http://www.health.qld.gov.au/sexhealth/movies/condom.swf  

 

女用安全套- Female condoms 

 

女用安全套是一种用聚氨酯制成的经过润滑的宽松袋。在性交前将其置入阴道，置入可能需要用假阳具

辅助。女用安全套长约 15 厘米，有两个帮助定位的环。女用安全套只可一次性使用。女用安全套可用

于避孕，因为它可以阻止精液进入阴道。它还可以帮助防止 STI（性传播疾病）。 

 

如何使用女用安全套- How to use a female condom (femidom) 

 

 检查使用期限。如果过期，就必须扔掉 

 可在性交前将其置入阴道内长达 8 小时 

 置入时，应采用舒服的姿势，如蹲着两膝分开、躺在床上两膝和双腿分开，或站着一条腿放在

椅子或床上 

 握住封闭端的内环，尽量送入到阴道末端 

 外环应保持在阴道外 

 性交时，将阴茎小心滑入安全套内 

 应使用润滑剂 

 性交后，捏紧旋转外环来取出安全套，以免精液流出 

 女用安全套不应与男用安全套同时使用。两者之间的摩擦可能导致磨损。因此，只能使用其中

一个 

 女用安全套应存放在阴凉避光处 

 

如果安全套破裂怎么办- What to do if the condom breaks 

 

 保持冷静 

http://www.health.qld.gov.au/sexhealth/movies/condom.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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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惊慌 

 立即抽出阴茎 

 用水清洗阴道、肛门或阴茎的外侧 

 不要使用肥皂或洗涤剂 

 不要灌洗 

 尽量小便 

 蹲厕并下压胃部，尽量将精液挤出阴道或肛门 

 当天不要再工作 

 如果担心可能受感染，请在重新开始工作前就医 

 

暴露后预防 (PEP)- Post exposure prophylaxis (PEP) 

 

如果安全套破裂并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请尽快就医。评估完风险因素后，您可能被建议进行 PEP

（暴露后预防）治疗。该治疗应在风险发生后 24 小时内开始进行，最长不应超过 3 天，否则没有效果。

必须持续 4 周按时服用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组合。该治疗并不能让您免于感染其他 STI。如果治疗得当，

它可减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由于该治疗有较严重的副作用，不到万不得已不应进行。 

 

紧急避孕- Emergency contraception 

 

如果安全套破裂并有怀孕的风险，可到药店购买非处方紧急避孕药或口服避孕丸服用。如果在怀孕风险

发生后 72 小时内服用，紧急避孕药将极其有效。 

 

阻隔膜- Dams 

 

阻隔膜是一种用于口交的乳胶小薄片。它们可用于避免发生体液交换以及保护肛门或阴道免于感染 STI。 

 

如何使用阻隔膜- How to use a dam 

 

 检查包装上的使用期限 

 检查阻隔膜，确保没有裂口或损坏 

 将阻隔膜紧贴阴道或肛门，这将有助于保护您免受任何感染 

 只使用阻隔膜的一面 

 每个阻隔膜只可使用一次，不要重复使用 

 将阻隔膜存放在阴凉避光处 

 为了让被口交者更有快感，可在阻隔膜上靠近生殖器最敏感部位的地方用一些润滑剂 

 

润滑剂- Lubricant 

 

润滑剂是一种有助于避免性交摩擦的水基或硅基凝胶。有时如果性交时间过长，就需要多用一些来补充。

油基润滑剂可能损坏安全套，因此不建议使用。水性润滑剂也可用于按摩，并且不像按摩油那样容易弄

脏床单。 

 

在哪里获得安全性行为用品- Where to get safer sex su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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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可以获得？  

 价格是多少？  

 

Xylocaine (赛罗卡因)- Xylocaine 

 

Xylocaine 是一种用于让使用部位失去感觉的麻醉凝胶或霜剂。一些性工作者将其用于阴道性交和肛交，

但这种用法并不可取。它会让人对疼痛变得麻木，但这可能很危险，因为我们将无法感觉到内部组织的

任何破裂或撕裂。应谨慎使用。如果您还有任何疑问，我们建议您就医。   

 

性玩具- Sex toys 

 

市场上售有各种性玩具，如假阳具、按摩棒、肛门插、镣铐、皮鞭、夹具、手铐等。清洁性玩具时，最

好使用温肥皂水。给按摩棒戴上安全套，可方便清洁按摩棒，但仍必须在每次使用后进行清洁。最好始

终尽量在性玩具上使用安全套，以帮助保护您免受感染。 

 

性健康检查- Sexual health checks 

 

在任何一家昆士兰州卫生部性健康服务 (SHS) 诊所，都可免费进行性健康检查。在政府性健康服务诊所，

无需出具医保卡且无需使用真名，但工作人员会要求您留下一个真实的联系号码，以便在必要时可以联

系您告知测试结果。家庭计划部诊所和大多数全科医生都可帮助我们保持性健康。不同诊所的运作方式

不 同 ， 因 此 最 好 确 认 一 下 是 否 需 要 预 约 。 如 果 要 找 当 地 的 性 健 康 诊 所 ， 请 访 问 ：

http://www.health.qld.gov.au/sexhealth/help/default.asp 或者询问您所在当地或离您最近的 

Respect Inc 办事处。 

 

性健康证明- Sexual health certificates 

 

根据法律规定，持照妓院的工作者必须每 3 个月进行一次性健康检查。在检查结束后，医生或护士会给

您一份检查证明。做检查的临床医生将在证明上签字。这意味着您在做检查当时未发现有感染任何 STI

的明显迹象。 

 

如果在持照妓院工作期间，您表现出 STI 症状或您的 STI 测试呈阳性，您通常将被立即送医治疗并被告

知不可在一定天数内工作。这是为了确认治疗有效果。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临床医生会预填检查证明的

日期，以体现治疗是在该日期后被确认为有效的。持照妓院允许无有效证明的性工作者在其营业场所内

提供性服务的行为属于非法行为。如果一个人被诊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则根据法律，诊所将不能为这

个人签发证明。  

 

虽然法律并未规定其他所有性工作者必须获得检查证明才可从事性工作，但还是建议这些性工作者定期

做性健康检查。当我们觉得有必要、安全套发生破裂或只是想确认自己没有问题时，都可以去做检查。 

 

检查顾客- Checking a client 

 

睁大眼睛、打开电灯看清楚！ 

 

http://www.respectqld.org.au/services/supplies
http://www.respectqld.org.au/services/supplies/supplies-for-sex-work
http://www.health.qld.gov.au/sexhealth/help/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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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许多人都用不同方式检查顾客。有些人在给顾客按摩时检查，有些人在预订一开始让顾客淋浴时检

查，而其他人则干脆直接脱下顾客的裤子进行检查。   

 

许多 STI 没有任何症状，因此很重要的是即使没有发现明显的感染迹象，也始终进行安全性行为。女性

顾客特别难以检查，但可能还患有 STI。 

 

通过查看顾客的生殖器部位，我们可以看出是否有任何明显的感染迹象。 

查看这些部位（包括阴毛覆盖的部位）是否有肿块、隆起或疮；并挤压阴茎以检查是否存在任何黄色或

混浊分泌物。相关照片可在 STI 部分中查看。   

 

所有这些都可能是 STI 的迹象，因此如果看到（或发现）外观有任何异常，我们可以取消预订或提供风

险较小的服务，如帮顾客手淫或在顾客自淫时跳脱衣舞等等  

 

安全套和阻隔膜可以帮助防止 STI 的传播，但是安全套无法覆盖所有生殖器并且可能破裂。有些肿块和

隆起并不是 STI 的症状，但是如果您感到不舒服，只要说不，并建议顾客就医就好。 

 

作为性工作者，我们不是医生，无法诊断 STI。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规避风险，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其他性健康信息- Other sexual health information 

 

男性工作者贴士- Tips for male workers 

 

 保持生殖器和肛门的清洁，并避免在这些部位使用香水 

 定期检查阴茎、肛门和阴囊或睾丸及周边部位是否有任何红肿、破裂、肿块或疮等。了解自己

的身体将有助于我们发现任何变化 

 如果安全套导致阴茎或肛门红肿，尝试多使用一些润滑剂或考虑是否可能是乳胶引起的过敏 

 如果未割包皮，应在两个预订的间隙期间，拉下包皮，清洗包皮下的部位和龟头。 

 清洗生殖器部位后，应确保部位保持干燥，因为湿气可能导致细菌或真菌感染 

 我们许多人都不希望对每个顾客都来高潮，以便能在每个班次中对更多的顾客勃起。比起长期

使用伟哥这样的增强药物，阴茎环是一种更健康的有效方式 

 如果您是被肛交者，您会发现空腹会更舒服——无论是自然空腹还是在工作前使用栓剂或灌肠

剂 

 

男变女变性*工作者贴士（术前）- Tips for male to female trans* workers, pre op 

 

 对于术前变性工作者，请参阅男性工作者贴士 

 挤、捆或扎阴茎时，要注意避免摩擦，以保护好生殖器。尝试在接到预订后再赶紧挤扎，以免

长时间束缚阴茎 

 尽量穿棉内衣，因为尼龙内衣可能会导致出汗，并且尽可能保持腹股沟部位干燥，以免感染细

菌 

 剃生殖器部位时，要注意避免刮伤，以免发生感染 

 

男变女变性*工作者贴士（术后）- Tips for trans* women, post op 

 

 新的阴道没有天然的清洁和冲洗系统，因此需要格外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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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温水冲洗 

 最好每周灌洗一次 

 用 500 毫升温水和一汤匙盐来洗盐浴。洗完后冲洗干净 

 如果患上瘘管，最好停止工作并定期洗盐浴，以帮助康复。瘘管可能需要长达 12 周才可治愈 

 

女性工作者贴士- Tips for female workers 

 

在经期使用海绵- Sponges and working with your period 

 

 在经期使用海绵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因为它们会吸收少量经血，使顾客不知道您的经期到了 

 顾客如果有戴安全套，通常感觉不出海绵与阴道壁的差异 

 常用的海绵有两种：化妆海绵（密封包装）和海洋海绵。化妆海绵有潮湿和干燥两种 

 干燥时长约 3cm 呈圆形，被弄湿、挤压和置入后，则体积很小 

 您可能会发现在经血较多的时候海绵就不太管用，因此您可使用粉红色或红色的安全套来掩盖

任何漏液 

 每次用完海绵后都要更换 

 海绵通常在性交后会位于阴道深处；取出的诀窍在于平躺张开双腿或蹲厕。注意指甲不要划伤

阴道，如果无法取出，请到当地性健康诊所求助 

 您不妨用牙线系住海绵，这样用完后一拉牙线就可轻易取出 

 

子宫帽- Diaphragms 

 

 子宫帽是一种用乳胶制成的覆盖子宫颈的圆顶状帽，用作屏障以防止精子进入 

 子宫帽通常用于避孕，但我们有些人将其用于防止安全套破裂或代替海绵，因为子宫帽会吸收

少量经血 

 子宫帽有不同的大小，需要由经验丰富的性健康医生或护士装配 

 体重减少或增加后，需要更换或改装子宫帽。  

 子宫帽不能预防 STI 

 

性传播疾病 (STI)- Sexually transmissible infections (STIs) 

 

STI 是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STI 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进行不安全的性行为。即进行肛交、口交和阴道

插入式性交时，不在阴茎上戴安全套；或在对阴道或肛门进行口交时不使用阻隔膜。   

 

有些 STI 是可见的，其他 STI 则没有明显的迹象或症状。这意味着一个人可能感染了 STI 却不自知。一些

STI 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其他 STI 则留在体内。因此如果有任何不适、症状或疑虑，务必要去看医生或进

行性健康检查。  

 

STI 类型 - Types of STIs 

 

如需查看图片，请点击 STI。  

 

如需查看有关 STI 如何影响您的身体的一般信息和动画短片。 

 

http://www.respectqld.org.au/information/sti-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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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

ses/hivAndAids_fs.asp 

 甲型肝炎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ViralInfections/hepatitisA

_fs.asp 

 乙型肝炎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ViralInfections/hepatitisB_

fs.asp 

 丙型肝炎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ViralInfections/hepatitisC

_fs.asp 

 生殖器疱疹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

ses/genitalHerpes_fs.asp 

 梅毒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

ses/syphilis_fs.asp 

 淋病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

ses/gonorrhoea_is.asp 

 衣原体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

ses/chlamydia_fs.asp 

 生殖器疣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

ses/genitalWarts_fs.asp 

 传染性软疣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

ses/molluscumContagiosum_fs.asp 

 杜诺凡病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

ses/donovanosis_fs.asp 

 滴虫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Parasites/trichomonas_fs.

asp 

 鹅口疮（念珠菌）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FungalInfections/thrushC

andidiasis_fs.asp 

 阴虱/蟹虱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

ses/pubicLiceCrabs_fs.asp 

 疥疮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Parasites/scabies_fs.asp 

 股癣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FungalInfections/tineaRin

gworm_fs.asp 

 冠状沟乳头体  

 

情绪康乐- Emotional wellbeing 

 

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Looking after your health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hivAndAids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hivAndAids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ViralInfections/hepatitisA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ViralInfections/hepatitisA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ViralInfections/hepatitisB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ViralInfections/hepatitisB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ViralInfections/hepatitisC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ViralInfections/hepatitisC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genitalHerpes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genitalHerpes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syphilis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syphilis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gonorrhoea_i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gonorrhoea_i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chlamydia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chlamydia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genitalWarts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genitalWarts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molluscumContagiosum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molluscumContagiosum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donovanosis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donovanosis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Parasites/trichomonas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Parasites/trichomonas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FungalInfections/thrushCandidiasis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FungalInfections/thrushCandidiasis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pubicLiceCrabs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SexuallyTransmittedDiseases/pubicLiceCrabs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Parasites/scabies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FungalInfections/tineaRingworm_fs.asp
http://access.health.qld.gov.au/hid/InfectionsandParasites/FungalInfections/tineaRingworm_f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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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务必要保持健康的康乐状态，特别是性工作者，因为与比其他职业的工作者相比，我们与顾客

进行身体亲密接触的程度更高。我们许多人都希望自己看起来良好、感觉良好、保持性健康和能够勃起，

以满足我们的顾客并保险地与他们打交道。 

 

我们的情绪健康可能在影响身体健康的一些警告迹象包括： 

 感到昏昏欲睡或筋疲力尽 

 经常得感冒、流感、咽喉和肺部感染 

 经常感到焦虑 

 患丘疹和/或痤疮 

 经常患头痛或偏头痛 

 患唇疱疹或疱疹 

 突发湿疹或牛皮癣 

 睡眠困难 

 睡眠过多 

 皱纹增加、黑眼圈和/或眼睛浮肿 

 哮喘发作 

 异常瘀伤 

 复发性鹅口疮或泌尿系感染 

 月经不调 

 感到不堪重负或抑郁 

 感到伤心并经常哭 

 感到愤怒、不被需要或不被爱 

 低自尊 

 推迟预订 

 找借口不工作 

 饮酒量增加 

 用药量增加 

 使用其他药物 

 

其中有些也可能是较复杂病症的迹象，因此如果它们持续存在，可考虑到医疗保健提供商处做检查。  

 

情绪康乐策略- Emotional wellbeing strategies 

 

我们的身体需要一定量的睡眠。我们也需要在工作之余花时间放松和放空大脑，以便让心情平静下来、

能够入睡。很重要的是要安排好工作时间和固定休息时间。我们不是机器，不能每周七天每天 24 小时

地工作。每个人一天都至少需要 6-8 小时的睡眠才能保持能量。压力可有助于激励我们，但有时却会让

我们心力交瘁。建议尽量找出让我们有压力的事情，并尽可能消除压力因素。 

 

最好将工作与家庭或社交生活分开来。我们一些人使用的策略包括： 

 使用化名 

 改变形象或扮演角色   

 在工作中而不在家中使用特定的化妆品、穿特定的衣服 

 在工作中而不在家中使用安全套 

 戴假发工作 

 

有时我们太忙，无法按时吃饭。很重要的是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按时吃饭或在醒着的时候按时吃点

零食，以保持良好的体力。设定一些目标并定期奖励自己的努力，可有助于让我们保持感觉良好。 

 

我们有些人在大楼里上大夜班，很难有机会到外面晒太阳。尽量每天都到外面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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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性工作者，我们有些人发现自己在预订时像是一名顾问。而这通常可能在情感和精神两方面都很累

人。它可能挑战我们的极限，让人倍感压力、心烦意乱和心力交瘁。所有这一切都可能造成生理反应。

我们可以通过了解自己的极限和设置边界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和身体需要来尽量加以应对。  

 

很多人都把找朋友、同事和/或顾问谈话作为一种情绪健康策略。但这对于单独工作的人来说可能非常

困难。而且我们私生活中的人可能不知道或不喜欢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建议每个人都建立一个支持

网络，至少有一个自己可以完全坦诚以待的人，以便不会感到那么孤立。  

 

来您所在当地的 Respect Inc 办事处，提升自己作为妓女的骄傲。在 Respect Inc，我们都是骄傲的

性工作同路人！欢迎有空来坐坐，喝喝茶，聊聊天。  

 

预订的谈判- Negotiating the booking 

 

从刚开始接触顾客直到完成整个预订过程走出大门之前，我们都在不断地进行服务谈判。 

 

第一次与顾客谈话就像招聘时互相面试、设定交易的条款和条件。通常，我们在进行现阶段的谈判以及

与顾客划定界限时做得越有效，一旦确定基本原则后，预订就越容易进行。  

 

我们可能要对以下事项进行谈判并设定界限：什么时候有空、价格、提供和不提供什么服务、顾客想包

括在服务中的任何细节等等。我们完全有权利对“标准”服务以外的额外服务进行额外收费。  

 

建议在预订前谈好额外收费事项，以帮助建立期望和界限。如果顾客认为自己付的钱已包含想要的一切

服务，则我们在他们正兴奋的时候中途停下来可能会惹怒他们。此外，如果在提供服务前先拿到钱，我

们就能为预订设定明确的起始时间。这让我们可以无需担心无法提供顾客所要的服务。 

 

通过事先在情绪、财务、精神和身体方面设定界限，我们将更有可能按自己的条款和想要的价格来提供

自己想要的服务类型。我们每个人如果希望保护好自己并从顾客那得到自己想要的，就要清楚自己的界

限以及如何进行谈判才能捍卫这些界限。 

 

谈判存在于整个预订过程中，可能包括从顾客手中拿到钱、让他们去洗澡、不让他们乱摸、乱咬或过于

粗鲁等各种情况。有时事情会变得棘手，但只要有信心、控制好局势、重新谈判和引导顾客，就更可能

保险。这会随着练习变得更容易，并且随着经验的增加您会更有信心。当事情不尽如人意时，不要放弃。   

 

如果只是让顾客停下来却不给他们其他选项，可能不管用，可以试试这么说：“亲爱的，别弄我的乳头，

我其实喜欢别人揉我的屁股”。否则就像设法让蹒跚学步的幼儿停下来却不给他们其他东西玩一样，他

们会很生气。   

 

在棘手的情况下进行谈判，要记住重新引导顾客的黄金法则。强势而不失迷人、提供其他选项以及提出

更好的交易条件。 

 

澳大利亚常用性工作术语-Common terms used in sex work in Australia 

 

英文 术语译文 定义 

Oral sex 口交 嘴与生殖器或肛门之间的性接触；吮

吸阴茎，舔阴或舐肛。 

Full Service  全套服务 包括性交的服务 

Hand Relief 手淫 用手刺激男性阴茎直至射精，通常在

全身按摩的最后阶段进行 

Rub n tug 按摩加手淫 按摩后手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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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术语译文 定义 

Happy ending   圆满结局 按摩后手淫 

Natural 本色 不戴安全套的性交 

Natural Greek 希腊式本色 不戴安全套的肛交 

Natural French 法式本色 不戴安全套在男性阴茎上的口交 

Massage 按摩 触摸和摩擦身体。可能是保健按摩或

感官按摩 

Body slide  日式按摩 性工作者用自己的身体在顾客身体上

上下摩擦进行按摩 

Kissing 亲吻 一般是嘴对嘴接触 

Strip 脱衣舞 边脱衣服边跳色情舞蹈 

Lap dance 膝上舞 在坐着的顾客腿上缓慢地跳色情舞蹈  

Peep show 偷窥秀 顾客坐在玻璃的另一侧，付钱观赏性

工作者跳舞和自摸 

Anal 肛交 插入肛门的性交 

Dildo 假阳具 通常用软橡胶制成的人工阴茎 

Vibrator 按摩棒 ，用于生殖器上的可振动人工阴茎或

其他振动器 

GFE (girl friend 

experience) 

GFE（女友体验） 看似为爱而不是为钱提供的性服务；

有多种不同含义  

Escort (outcall) 陪游（上门） 性工作者前往顾客处进行预订 

Social escort 社交陪游 不包括性服务的上门预订 

Incall, (In house) 店内（门店） 顾客前往性工作者处进行预订 

Social escort 社交陪游者 受雇陪顾客但不提供任何形式性服务

的人 

Brothel 妓院 有门店的机构 

Escort agency 陪游机构 给一人以上的性工作者提供业务且只

提供上门服务的性工作企业 

Sole trader, private 

worker 

个体营业者，私人工作者 一个人独立工作的性工作者 

 

安全贴士- Safety tips 

 

这些贴士是为了启发大家思考。虽然这些贴士不是每个人会用到的唯一安全策略也并不都适用于每个人，

但是它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有关什么最适合自己的业务和环境的观念。 

 

所有工作者- All workers 

 

 考虑参加自卫课程以建立信心 

 始终清楚发生暴力的可能性 

 愿意赤裸裸地跑出去 

 相信自己的直觉；不见自己觉得危险的顾客 

 一直酗酒、使用药物的顾客更有可能做出不可预知或暴力的行为小心对付或拒绝见他们 

 把个人身份证和信用卡放在安全的地方，以免被顾客拿到 

 不要进入除顾客以外还有其他人的场所 

 事先收钱并放在安全的地方 

 配备一个私人报警器或预编好紧急号码的手机 

 自己准备饮料并时刻注意，以免饮料被人做手脚 

 

店内（门店）- In house (incall) 

 



Page 13 of 19 
 

 配备良好的照明、防盗门、对讲机、监控系统、窥视孔及连接到保安公司的紧急按钮 

 了解店内布局并计划好逃生路线 

 了解您可以使用的潜在武器（如手电筒、灯具、钥匙和高跟鞋等）的存放位置 

 

陪游（上门）- Escort (outcall) 

 

 事先把钱拿出来放到车上 

 检查室内或橱柜中是否有红色闪光，以防有摄像机偷拍 

 把衣服和包放在出口处 

 进行呼入和呼出，哪怕对方是您自己的电话答录机 

 要前往的目的地很远时，先拨打座机以确认预订 

 留意室内是否有任何对方或您自己可能用作武器的物品 

 检查房子或房间内是否还有其他人 

 找到出去的办法，比如留意门是怎么锁的、院子里是否有狗等等。 

 计划一条逃生路线 

 

陪游和站街-Escort and street 

 

 让人知道您的目的地和预计返回时间 

 熟悉您所工作的场所 

 当心不要进入车内或在车内工作 

 将钱藏在安全的地方，如停在附近的汽车上 

 与另一名性工作者建立结伴关系 

 

工作场所中的性侵犯- Sexual assault in our workplaces 

 

由于在发生过程中对方未同意或收回了同意，因此性侵犯和强奸都属于犯罪行为。性工作者可能成为性

侵犯的对象，因为有些顾客认为只要付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性侵犯是一种犯罪- Sexual assault is a crime 

 

 不论是否射精 

 即使曾经在其他时间与对方有过双方同意的性行为 

 即使同意提供另一种性服务（例如，可能同意进行阴道插入式性交，但这并不意味着也同意进

行肛交） 

 无论受害者是女性、男性或变性人 

 即使您有性兴奋的迹象，如勃起或高潮等，也只是自然的生理反应，不代表您同意 

 

即使我们同意提供某些有偿服务，但如果顾客强迫我们提供未同意的服务或在未同意的条件下提供服务

（如不戴安全套或非常粗鲁等），也属于犯罪行为。 

 

还有多种特定情况容易使我们受到性侵犯。这些情况包括： 

 一些工作场所的性质和位置（如有些人完全独自工作） 

 监管性工作的法律（例如当犯罪者知道法律规定我们如果不在持照妓院工作就必须独自工作时，

他们就可能认为对我们施暴的风险较低） 

 性工作者因害怕受到歧视而不愿报警等等 

 

如果受到性侵犯，您可以立即去医院。医院会使用强奸诊断试剂盒并从您那里收集证据，因此不要做任

何清洗，甚至不要洗手。请医院工作人员联系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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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在这里找到更多有用信息：http://www.health.qld.gov.au/sexualassault/ 

与其他受害者一样，性工作者在受到性侵犯后可能不愿声张。如果您遭遇过性侵犯，您绝不应让自己遭

遇性侵犯的经历受到质疑、忽视或封缄。 

 

即使您选择不报警，您仍然可以利用服务获得支持。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 Respect Inc.  

  

即使法律不支持我们在安全的工作场所工作的权利，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容忍暴力行为影响我们的工作。 

 

Yes 表示是，No 表示不 

无论怎么着装，无论走到何方 (HOWEVER I DRESS, WHEREVER I GO)  

 

财务和税务- Finance and tax 

 

Respect Inc 并没有职责让其他性工作者合法工作、纳税或详细规定应如何经营一家性工作企业。 

 

在澳大利亚，ATO（澳大利亚税务局）要求所有年收入超过 5000 澳元的人（不论是员工还是小企业主）

都要纳税。税率因纳税人在该财年的收入不同而异。 

 

昆士兰州的所有性工作者，不论是在持照妓院工作或私自工作，都被认为是独立承包商。性工作者可以

到 ATO（澳大利亚税务局）注册 ABN（澳洲商业号码）。性工作者需要有 TFN（税务档案号码）才可

申请 ABN。来自海外的性工作者如果有澳大利亚工作签证，也可以注册。 

 

ATO（澳大利亚税务局）推出了 PSI（个人服务收入）税的税率。该税率不是仅适用于性工作者，而是

适用于所有提供个人服务的工作者（如按摩师、美发师、性工作者等）。基本上，通过使用 PSI 税率，

我们所纳的税会比普通企业主少。  

 

如果您的年收入超过 75000 澳元，可以到 ATO 注册 GST（商品及服务税）。 

 

我们可以匿名拨打一个 ATO（澳大利亚税务局）的电话号码，了解有关我们的权利和责任的更多信息。

所有性工作者都可以使用 Respect Inc 办事处的电话来打电话给 ATO。或者您也可以上网查询： 

 

个人服务收入 http://www.ato.gov.au/businesses/pathway.aspx?sid=42&pc=001/003/092 

GST 和性产业 http://www.ato.gov.au/content/18507.htm  

 

申报收入和纳税可能有一些好处。  

 您可以申请报销差旅费，如酒店、机票、租车和一些工作相关费用。在提交纳税申报表之前，

您应先与自己的会计师核对 

 如果您能出示收入证明，就可以申请银行贷款或信用卡， 

 您可以获得 EFTPOS（销售处资金电子转账） 

 

记账- Bookkeeping 

 

如果您把每次工作赚的钱记在账本上，就可以随时跟踪您每日和每月的盈余和利润情况。这有助于在需

要提交纳税申报表时，减少会计做账的费用。即使您请了会计师，您还是需要知道自己的税务情况。记

账和纳税申报表的费用可作为工作开支来申请报销。 

 

Respect Inc 有一份对性工作者友好的会计师和记账员的名单，他们可能能够帮助您。 

 

http://www.health.qld.gov.au/sexualassault/
http://www.ato.gov.au/businesses/pathway.aspx?sid=42&pc=001/003/092
http://www.ato.gov.au/content/185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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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顾客费用- Charging your clients 

 

我们都知道自己值多少钱。我们收费多少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记住您提供的是特殊服务，因此要相应收

费。不要以较低价格销售自己的服务。   

 

看看其他性工作者的广告、各种服务收费以及如何推销自己。然后您可以设计自己的个性化交易并设定

自己满意的价格。  

 

歧视- Discrimination 

 

如果您申请贷款或 EFTPOS 设施遭拒并认为遭拒原因是因为自己是一名性工作者，那么您可以联系昆士

兰州反歧视委员会获得有关您的权利的更多信息。  

 

因为我们是性工作者而拒绝给我们提供住宿或其他服务的行为属于歧视行为。设法以我们合法的性活动

为由，剥夺我们照顾自己孩子的权利的行为在昆士兰州被视为歧视行为。   

 

ADCQ 网站 / 昆士兰州反歧视委员会链接：http://www.adcq.qld.gov.au  

 

什么是合法的，什么不是？ - What’s legal and what’s not? 

 

昆士兰州 1999 年《性服务法》（简称 "PA"）和昆士兰州 1899 年《刑法法典》（简称 "CC"）中规定了

制约性工作的法律。 

 

性工作者的牌照发照和注册登记  - Licensing and registration of sex workers 

 

在昆士兰州，您作为性工作者工作无需获得牌照或进行注册登记。  

在昆士兰州有两种合法的性工作形式：  

 作为服务提供商在持照妓院中工作  

 作为独身工作者独自工作（个体营业者或私人工作者）  

其他任何形式的性工作在昆士兰州都是非法的。要在持照妓院工作，您必须出示有效的性健康检查证明。

对私人工作者则无此要求。   

 

什么是性服务？- What is prostitution? 

 

根据《刑法法典》(s229E)，性服务是指： 

(1) 如果一个人在商业性的安排下，向另一个人提供或提议提供以下任一种服务，则此人即从事性服务： 

(a) 性交； 

(b) 手淫； 

(c) 口交； 

(d) 除了性交、手淫或口交之外的任何涉及一个人利用另一个人获得涉及身体接触的性满足的活动。 
 

非法性服务 - Unlawful Prostitution 

 

http://www.adcq.qld.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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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性服务是指私人性工作者与其他性工作者合住、伙同实体（如陪游机构或按摩院）或其他故意参与

提供性服务的其他各方进行的性服务。 

这不适用于在持照妓院工作的性工作者，但前提是妓院执照上的限制得到遵守。 
 

传讯人 CC s 229HA(5) -  Message Takers – CC s 229HA(5) 

 

作为私人性工作者，您不能雇用接待员，但您可以有传讯人。传讯人： 

 只能为了确保性工作者的安全而接收消息  

 必须亲自接收性工作者的消息 

 本人不得是性工作者  

 只能为一位性工作者接收消息。 

 

司机 CC s229HA(4)(B)(ii) - Drivers – CC s229HA(4)(B)(ii) 

 

私人性工作者现在可以雇用司机，前提是该司机持有执行人群管控者职能的有效执照。根据昆士兰州 

1993 年《安保服务提供商法案》，该执照由公平交易署颁发。司机： 

 对提供性服务的参与程度仅限于提供司机服务所需的程度 

 仅可为一位性工作者工作。  

 

保安/保镖 CC s229HA (4)(B)(i) - Security/Bodyguards – CC s229HA (4)(B)(i) 

 

私人性工作者可雇用保镖，但前提是该保镖持有执行保镖职能的有效执照。根据昆士兰州 1993 年《安

保服务提供商法案》，该执照由公平交易署颁发。保镖： 

 对提供性服务的参与程度仅限于提供保镖服务所需的程度 

 仅可为一位性工作者工作。  

 

保镖和司机可否是同一个人？ - Can the Bodyguard & Driver be the same person? 

 

您可以雇用同一个人担任您的保镖和司机，但前提是这个人同时持有昆士兰州 1993 年《安保服务提供

商法案》所规定的两种相关执照并在任何特定时间都只为一位性工作者工作。  

  

广告——昆士兰州 1999 年《性服务法》- s92 – s96C  - Advertising – Prostitution Act (Qld) 1999 - 

s92 – s96C 

 

性工作者需要遵守特定的广告指引。  

一般而言： 

 如果我们提供性服务（包括手淫或幸福结尾），则我们不得在广告中使用“按摩”一词——s95 

 我们不能在广告中描述我们的服务——s93(1)  

 在电话中商谈服务不被视为广告。您可以在电话中描述您提供或不提供哪些服务。您可以商谈

您的收费以及您是否提供按摩服务。这很重要，因为潜在顾客可能需要特定的服务；如果他们

在预订期间发现您不提供该服务，他们可能会感到失望  

 广告不得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或录像的形式发布——s93(3) 

 广告不能诱使他人谋求成为性工作者——s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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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能以社交陪游身份做广告并提供性服务。 

该领域可能是雷区，如果您不确定自己的广告是否符合指引，您可以联系性服务执照管理局或访问他

们的网站： 

www.pla.qld.gov.au/advertising/userGuideApprovFormAdvertPros.htm 

 

在家工作 - Working from your own home 

 

您可以在自己家里工作，只要您是唯一一位在该住处提供性服务的人。  

如果该住处也是您的伴侣的住处，则您的伴侣可被允许住在该住处，但不得参与商谈、接触或迎接顾客、

回应电话或询问或者从性工作者的收入中获得财务利益。如果您的伴侣没有独立收入，警方可能声称您

的伴侣从您的性工作中获得财务利益并根据 CC s229H 或 229F 控告他们。请注意，每个情况都是不同的，

结果将取决于警方的调查。  

如果您有一份租赁协议，您应查看该协议中是否规定了任何有关在住处开展业务的条件。  

 

街头和酒吧工作 PA s73  - Street and bar work – PA s73 

 

在任何公共场所接近潜在顾客兜售性服务的做法都是非法的。他们在公共场所接近您要求性服务的做法

也是非法的。如果您在公共场所（如咖啡厅、赌场、夜总会、酒店、街头、俱乐部和路边餐馆）将您的

详细信息告诉潜在顾客，则您可能遭到控告。警察不受此限，以便他们能冒充顾客或性工作者来获取证

据。     

 

汽车旅馆和酒店  - Motels and hotels 

 

私人性工作者在汽车旅馆和酒店房间工作的做法并不是非法的。但两位或两位以上的性工作者一起工作

是非法的，因此如果您并非独自在住处工作，您就将触犯法律。  

如果汽车旅馆经营者有歧视行为并且因住客是性工作者而拒绝提供住宿，则 1991 年《反歧视法》的规

定可能适用于您的特定情况。 

但是如果汽车旅馆或酒店在您入住时签的合约中规定了条件，不允许在他们的营业场所开展业务活动或

不允许在住处挣取收入，则他们拒绝提供住宿的做法可能不构成歧视。但前提是该汽车旅馆或酒店的经

营者对所有客人都采用相同的条款和条件。 

目前的法律并未明确表明汽车旅馆或酒店的经营者是否有权因私人性工作者使用房间进行合法的性工作

而拒绝给他们提供住宿。  

建议您入住对性工作者友好的汽车旅馆或酒店。 

 

拉皮条 CC s229G  - Procuring prostitution – CC s229G 

 

根据法律规定，拉皮条是指“以性剥削为目的进行故意引诱或招募”。下列做法是非法的： 

 给人拉皮条，让其在昆士兰州或其他地方从事性工作或 

 给人拉皮条，让其离开昆士兰州去其他地方从事性服务或 

 给人拉皮条，让其来昆士兰州从事性服务或 

 给人拉皮条，让其离开其在昆士兰州的常住地以便让其在昆士兰州或其他地方从事性服务。 

 

以性服务为目的给人拉皮条属于犯罪行为，最高会被处以 7 年监禁。如果您给未成年人或心智残障人士

拉皮条，您可能最高会被处以 14 年监禁。 

http://www.pla.qld.gov.au/advertising/userGuideApprovFormAdvertPro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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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参与他人性服务 CC s229H  - Knowingly participating in prostitution by another - CC s229H 

 

如果您作为私人性工作者（即不在持照妓院中工作）“故意参与”他人从事性工作，警方可能会控告您。  

您可能遭到控告，如果您： 

 与其他性工作者共有一个营业场所或同住，即使你们并不同时工作  

 与其他性工作者一起提供服务——双人服务或协同工作 

 将顾客转介给其他性工作者  

 有朋友在暗地里照顾人身安全  

 使用他人的信用卡支付广告或用品的费用 

 使用他人的 SIM 卡 

 在无照妓院工作  

 为陪游机构工作并提供性服务 

 在按摩院工作并提供性服务（包括手淫或“幸福结尾”） 

 

他人可能遭到控告，如果他们：  

 提供财务援助或其他资源（例如，信用卡、电话）让您能够开展性工作，例如，做广告、租住

处，买电话 

 无照开车载您到预订处 

 无相关执照在营业场所担任保镖 

 提供接待服务，接收、定向或重定向电话或其他形式的消息、接受预订或收款  

 

昆士兰州的安全套法律 PA s77A  - Condoms laws in Queensland – PA s77A 

 

在昆士兰州，不使用避孕工具（安全套、女用安全套、阻隔膜）就提议为顾客提供性服务的做法是非法

的。在进行所有插入式性交和口交时，我们都必须使用防护措施，以避免遭到犯罪指控以及防止性传播

疾病的传播。 

顾客不使用避孕工具就要求性服务，摆弄、破坏或移除避孕工具的做法也是非法的。  

顾客故意损坏、使用或继续使用明知已损坏的避孕工具的做法将触犯法律并可能遭到法院控告和罚款。 

注意：警察可能并确实会冒充顾客，通过要求不使用避孕工具进行性交或口交来诱捕性工作者。  

在昆士兰州，在进行手淫时使用手套是持照妓院的政策，但不是针对私人性工作者的法定要求。 

 

什么是口交？- What is oral sex? 

 

口交在昆士兰州 1899 年《刑法法典》中被赋予了含义。 

该法典第 229E (5) 节将口交定义为： 

 让一个人生殖器或肛门的任何部分与另一人嘴的任何部分接触。 

 

什么是性交？ - What is sexual intercourse? 

 

性交在昆士兰州 1899 年《刑法法典》中被赋予了含义。  

该法典第 229D 节将性交定义为：  

 另一个人用身体的任何部分以任意程度插入一个人的阴道、外阴或肛门。  

 另一个人用物品以任意程度插入一个人的阴道、外阴或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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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入不包括出于适当的医疗卫生或执法目的进行的插入  

 

性健康谨慎义务  - Sexual health duty of care 

 

根据昆士兰州 2005 年《公共卫生法》第 143 节规定，任何人均不得故意或不顾后果地：  

 使他人面临感染管制的法定传染病的风险；  

 将管制的法定传染病传染给他人  

 

但如果他人在面临感染风险时有下列情况，则传染者不触犯法律： 

 知道传染者感染了疾病；并且  

 自愿接受被感染的风险 

 

如果您想了解什么是管制的法定传染病，可以参阅昆士兰州 2005 年《公共卫生法》第 63 节。点击以下

链接即可查看该《公共卫生法》。 

http://www.legislation.qld.gov.au/LEGISLTN/CURRENT/P/PubHealA05.pdf 

 

昆士兰州 1999 年《性服务法》将性传播疾病定义为下列任一种疾病： 
 

 软下疳（Chancroid） 

 杜诺凡病（Donovanosis） 

 生殖器衣原体 

 生殖器疱疹（病变可见） 

 生殖器疣（病变可见） 

 淋病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性病淋巴肉芽肿 

 梅毒 

 法规规定的其他疾病。 
 

性工作者不得在知道自己感染了性传播疾病的任何期间在持照妓院工作，否则将违反法律。您会被视为

知道自己感染了性传播疾病，除非您可以证明： 

 已在法定的正确时间进行了体检或医疗检查；并且 

 性工作者有合理理由相信自己未感染性传播疾病。 

 

持照妓院  - Licensed brothels 

 

在性服务执照管理局许可的妓院中与其他性工作者一起工作的做法是合法的。如果在持照妓院中工作，

您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性工作者不得在感染性传播疾病期间在持照妓院从事性工作  

 您必须持有有效的性健康证明 

 您在持照妓院工作或作为私人工作者工作无需获得执照或进行注册登记  

 您需要出示身份证件以证明自己大于 18 岁，但同时性工作者期望匿名并可能不会允许对其身份

证件进行复印。根据性服务执照管理局的指引，这是可接受的。  

 

http://www.legislation.qld.gov.au/LEGISLTN/CURRENT/P/PubHealA0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