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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了解立法和条例很重要，但并
不能使我们全面了解性工作法律对
性工作者生活的影响。

案例研究— — 性工作法律的
实 施及其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介绍
性工作相关法律极为复杂；不同国家有不同法律模式，有时甚至

同一国家也有多个模式并存。NSWP发布了对208个国家和地区管
理和将性工作刑事定罪的有关法律的汇总，其中包括一些国家使用的
地方立法。该汇总收集了影响性工作者的法律信息，包括：将买卖性服
务刑事定罪;将为性工作的提供便利的活动、管理或组织性工作进行刑
事定罪，以及其他用于管理性工作的法律，如强制性健康检查和旅行
限制。

虽然了解立法和条例很重要，但并不能使我们全面了解性工作法
律对性工作者生活的影响。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法律是如何
实际解释、执行和实施的。NSWP整理了七个全国性案例研究，以汇集

不同法律框架下警方和其他政府当局如何解释和
执行性工作法律的信息。这些案例研究检视了在
法国、希腊、吉尔吉斯斯坦、马来西亚、墨西哥、新
西兰和塞内加尔的性工作法律，目的是帮助我们
了解实施不同的性工作法律框架如何影响性工作
者。我们把案例研究委托给每个国家的国家顾问

进行收集的。他们的任务是开展焦点小组和对性工作者和其他利益相
关方 (例如，警察和有代表性工作者经验的律师) 进行访谈。他们使用
详细的调查框架来了解每个国家的性工作法律是如何执行的，以及这
些法律对性工作者的影响。这七个案例研究已全文发表在NSWP网站
上的相关国家网页上——本全球简报文件提供了摘要。

https://www.nswp.org/sex-work-laws-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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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2016 年 4月，法国采用北欧模式，引入将购买性服务刑事定罪的

法律，并保留将第三方1 刑事定罪的法律。虽然那些为新法律游说的人
认为，这一法律将使性工作者“合法化”，但在北欧模式下并不能实现

这一目标。虽然在国家层面禁止拉客的法律被废
除了，但性工作者继续因为地方性的法律而被刑
事定罪。例如：禁止性工作者的车辆停车，或禁
止在公共场所从事性工作。这对法国的性工作者
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法国有庞大而可见的户外
性工作传 统。警方继续以性工作 者为目标 进行

逮捕，并定期采取行动，旨在“清理”法国公共性工作区域。性工作者
不仅仍然因拉客而受到警方的骚扰和逮捕，他们还成为税法起诉的
对象。提供性服务的行为在技术上是合法的，因此性工作者应该申报
他们的收入。北欧模式的引入对法国的性工作者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法律将客人刑事定罪，导致客人数量减少，剩下的客人现在拥有
了更多的议价能力。结果，一些地区的价格下降了一半，性工作者的收
入也因此减少。需求减少导致谈判安全性行为的能力下降，更多的性
工作者现在被迫在没有避孕套的情况下提供性服务，以确保收入。性
工作者现在在更偏远的地区工作，以避免警察的注意，这增加了他们
对暴力的脆弱性。在北欧模式下，性工作者越来越依赖第三方。在巴
黎工作的中国性工作者解释说，他们再也找不到街上的顾客了，因为
他们太害怕了，不敢和他们交谈和谈判。他们发现的唯一解决方案是
找中介写广告和接听电话，让他们安排约会。他们以前是独立的，现在
必须支付中介报酬。法国的移民性工作者的处境仍然岌岌可危，警察
针对街头性工作者的行动通常是专门为寻找、逮捕和驱逐移民而设计
的。根据新法律建立的退出路径已经失败。在法律出台3年后，2019
年年中，只有180名性工作者从退出路径获得支持，而目标是每年支
持500至1000名性工作者。退出路径是行不通的，因为性工作者在退
出时可获得的资金很少— —比人们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所能获得的资
金少——而移民如果使用这个路径，他们的居留许可就有可能丧失。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关于完整的法国案例研究 (英文和法文)。

虽然那些为新法律游说的人认为，这
一法律将使性工作者“合法化”，但在
北欧模式下并不能实现这一目标。

1 “第三方”一词包括管理者、妓院所有者、接待
人员、佣人、司机、房东、出租房间给性工作者
的宾馆，以及其他任何被视为给性工作提供辅
助的人。

https://www.nswp.org/country/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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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
性工作在希腊是被高度监管。这项法律于1834年首次出台，原因

是为了应对梅毒爆发后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据希腊的法律，性工作只
能在国家许可的妓院合法进行。地方政府能够决定该地区有执照的
妓院数量。要在国家许可的妓院合法工作，性工作者必须获得个人执
照。许可证为期三年，申请过程需要一些法律和医疗文件，如身份证
明、犯罪记录检查和艾滋病毒检测结果。一旦获得执照，性工作者必
须每15天对性传播疾病进行一次医学检查，每3个月对艾滋病毒进行
一次检测，每月对梅毒进行一次检测。结婚的性工作者不能获得 执
照，只有单身、离婚或丧偶的妇女才有资格。即使是在国家许可的妓

院作为女佣 或接 待员工作，也 必须 获 得 个人 执
照，他们必须年满50岁，并且必须接受性病、艾
滋 病和 梅 毒的强制 性医学 检 测。事 实上，在希
腊，现有的有执照的妓院在色情业中所占的比例
很小，因为地方当局不会发放新的执照。性工作
者不愿意登记，因为他们不想被当局当作性工作

者记录在案。因此，希腊的大多数性工作都是非法的。因此，性工作者
害怕向警方或检察官报告针对他们的犯罪，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会被逮
捕。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信任警察，感到受到警察的威胁，而不
是保护。国家许可的妓院的性工作者定期到警察局检查执照和医疗
证明。如果文件符合要求，性工作者不会与警方有问题。然而，街头性
工作者却面临着不同的情况。他们经常被逮捕，被控拉客，然后被罚
款。雅典大多数街头性工作者报告说，他们被多次罚款，无力支付。他
们的案件经常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审理，唯一的证据往往是警方的证
词。参与本案例研究的受访者指出，在户外工作的男性性工作者往往
被警方放过，警方将注意力全部放在女性性工作者身上。然而，来自
雅典一个地区的跨性别性工作者报告说，警方现在保护他们免受攻击
和骚扰。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关于完整的希腊案例研究 (英文)。

事实上，在希腊，现有的有执照的妓
院在色情业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因为
地方当局不会发放新的执照。

https://www.nswp.org/country/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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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吉尔吉斯斯坦，警察利用法
律向性工作者勒索钱财是司空见惯
的事，尽管法律有所变化，这种做法
仍在继续。

吉尔吉斯斯坦
在吉尔吉斯斯坦，提供性服务没有被刑事定罪，但许多与性工作

有关的辅助活动是非法的，这对性工作者产生了负面影响。街头性工
作者面临着被逮捕和因轻微流氓罪而被行政起诉的危险。直至2019
年，被以这些罪名进行控告的性工作者，会被罚款1500索姆 (20欧元)

或行政拘留长达五天。然而，2019年1月出台了新的法律，将罚款提高
到60000至80000索姆 (750-1000欧元) 或“拘留限制”(个人必须住在

特定地点并向警方登记) 长达6个月。由于额外的
程序要求，新的立法更难执行，给警察设置了障
碍。2019年，在撰写本文时，还没有针对性工作
者的轻微流氓案件提交法院审理。然而，在吉尔
吉斯斯坦，警察利用法律向性工作者勒索钱财是
司空见惯的事，尽管法律有所变化，这种做法仍
在继续。在公寓里工作的性工作者有因经营妓院
而根据《刑法》被起诉的危险。由于这是一个更

为严重的罪行，警方所索取的贿赂可能超过21万索姆 (2700欧元)。此
外，警察还收保护费。性工作者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支付保护
费，以避免被起诉。所有受访的性工作者都报告说，警方的勒索是她
们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他们都对警察持负面看法。大多数受访者表
示，他们不会报告针对他们的犯罪。为了避免警方的注意，街头性工作
者分散开来，避免在更安全的地方工作，使他们更容易遭受暴力。他
们必须与客户快速协商，以避免与警察打交道，这迫使他们接受较低
的价格或同意无保护性行为。警方还试图通过威胁向家庭和社区透露
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向变性者和男性性工作者勒索大笔款项。街头性
工作者认为，独自工作的性工作者比那些与老鸨一起工作或通过网络
工作的性工作者更容易受到骚扰。没有人可以充当中间人与警察打交
道，所以他们被拘留的次数更多。在吉尔吉斯斯坦，与中间人合作可能
是性工作者的最佳选择，可以帮助他们避免警察的骚扰，也意味着他
们较少可能被迫行贿。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完整的吉尔吉斯斯坦案例研究 (英文和俄文)。

https://www.nswp.org/country/kyrgyz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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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有两个将性工作刑事定罪的法律框架：联邦刑法和

州伊斯兰教法。穆斯林性工作者可以根据伊斯兰教法或《刑法》被指
控，这取决于他们是警察逮捕或是伊斯兰宗教委员会 (国家伊斯兰宗
教委员会) 逮捕的。非穆斯林只能被根据《刑法》起诉。最常以性工作
者为目标的伊斯兰教法包括禁止 (针对所有性别的性工作者) 拉客的法
律和禁止男性“冒充妇女”(针对变性性工作者) 的法律。性工作者通常
因《刑法》中两个条款被逮捕。第372B条将“卖淫”或“任何不道德目
的”的招揽行为定为犯罪。Section 372A将以“卖淫”或充当中间人的
获利为犯罪行为。马来西亚的性工作法因地区而异，因为伊斯兰教法属
于各州的管辖范围。然而，各州之间的主要区别通常与犯罪无关，而是
与判刑有关。例如，在监禁天数、鞭刑的严重程度或根据伊斯兰教法判

处的性工作者的罚款额度方面存在差异。受访的
性工作者表示，与性工作有关的罪行最常见的惩
罚是：监禁数月；鞭笞；或议会监督系统，包括强
制性咨询和定期报告。性工作者被控与性工作有
关罪行，也过多因其他罪名被起诉。将变性者刑
事定罪的法律经常被用来逮捕和指控跨性别女性
性工作者。1952年的《危险药物法》也被用来打
击性工作者，它把持有毒品即使是少量的毒品刑

事定罪。性工作者报告了警察钓鱼执法的经历。他们报告说，警察会对
他们栽赃毒品，然后以藏毒罪逮捕他们。在公共假日和周末，警察、州
伊斯兰当局和其他执法人员对经济型酒店、水疗中心和私人聚会进行
突击检查，作为他们的严打恶习和毒品行动的一部分。性工作者通常被
指控犯有毒品犯罪，而不是“恶习罪”，尽管突击检查的表面目标是“预
防恶习”。性工作者说，马来西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工
作和生活，他们都对警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完整的马来西亚案例研究 (英文)。

受访的性工作者表示，与性工作有
关的罪行最常见的惩罚是：监禁数
月；鞭笞；或议会监督系统，包括强
制性咨询和定期报告。

https://www.nswp.org/country/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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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在墨西哥，由于没有关于性工作的联邦法律，性工作是由地方法

律进行管辖的。每个州或城镇都使用卫生、安全和公共秩序条例单独
规范或禁止性工作。在墨西哥，大约有13个州对性工作采取 监管措
施。这些州已经通过了法律允许性工作在非常严格的要求和管理下
进行。例如，性工作只允许在指定的红灯区或有执照的妓院进行。此
外，这些地方法律对性工作 者，包括容忍区的街头性工作 者和妓院
性工作 者 进行 登 记。性工作 者 还 必须参加定期 体 检 (阴道检 查、艾
滋病和梅毒 检测 )。体 检费用昂贵，性工作者必须自己支付费用。如
何性工作者的性病检测结果是阳性的，并且该性病是可治疗和可治
愈的时，他们在接受治疗时不允许进行性工作。如果艾滋病毒检测
呈阳性，则永久吊销其工作许可。在许多情况下，感染艾滋病毒的性
工作者的隐私权受到侵犯— —当局与妓院检查员和老板分享检测结
果。这些条例通常只适用于顺性女性，因为法律不包括男子。由于缺
乏性别承认法，跨性别女性往往被官方归类为男性。警察有时利用
对方对法律 缺乏了解，向男性和 跨性别性工作者勒索钱 财，要求看
他们的许可证，尽管法律没有要求他们登记。本案例研究中，一些受
访者表示，他们试图满足注册要求，但他们很难遵守所有规则，因为
体制内充斥着违规行为和腐败。由于这些法规，性工作实际上被刑
事定罪。因为很难遵守这些要求，几乎所有性工作者都非法地开展工

作。受访的性 工作 者 说，这 类 规 定 对他们 造 成
负面影响。这些规定对他们污名化，增加她们的
脆弱性，使当局对他们过度控制，而且往往侵犯
他们的人权。

在墨西哥，一项反人口贩运法律也被用来将
性工作者刑事定罪。例如，当一群性工作者共享
一所房 子时，当局可以逮捕签署该房屋合同的
人，并根据第三方法律指控他们进行贩运。这些

法律的实施方式意味着所有性工作者都被视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或
犯有贩运他人罪。性工作者感到不受法律保护，由于司法系统和执法
部门腐败程度高，因此不信任当局。因此，墨西哥的许多性工作者无
法诉诸司法。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完整的墨西哥案例研究(英文和西班牙文)。

性工作者感到不受法律保护，由于司
法系统和执法部门腐败程度高，因此
不信任当局。因此，墨西哥的许多性
工作者无法诉诸司法。

https://www.nswp.org/country/mexico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7

案例研究——性工作法律的实施及其对性工作者的影响简报

新西兰
2003年通 过《卖淫改革法》(PRA) 时，新西兰的性 工作已合法

化。免除定罪意味着所有有关性工作的刑事处罚都被取消，诸如靠
性工作收入生活、拉客、拉皮条和妓院等活动不再是非法的。性工作
者现在享有与任何其他劳动者一样的权利，并可以向处理职业健康
和安全以及 人权保护等问题的公共机构寻求支持。PRA还引入了针
对性工作的新法律。例如，法律规定，必须采取一切合理步骤，在性
工作者和客人可能传播性病的活动中使用预防性护套 (避孕套)。接受
本案例研究采访的性工作者认为，这一部分法律得到了妓院管理人
员的支持，如果顾客在没有避孕套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他们可以自
己引用法律来执行。然而，这也会产生其他问题。《工作健康和安全
法》(HSWA: 2015) 已经要求使用安全套，所以这项额外立法充其量
只能被视为多余的，更糟糕的是，这项立法可以认为是污名化和有害
的。虽然PRA为性工作提供了一个国家法律框架，但地方政府的法规
则控制着性工作产业的标识和分区等。一些市议会已经通过了一些法

规，试图通过重罚来取缔街头性工作 (或所有性
工作)。但在新西兰所有主要城市，性工作者报告
一致感到PRA的精神受到地方当局的尊重。总体
而言，性工作者表示，自性工作去刑事化以来，他
们感到合法性和对法律的信任感。然而，他们继
续受到来自社区和一些机构的污名和歧视。性工
作者与警察的关系自免除定罪以来有所改善，尽
管顺性别性工作者对警察的看法比跨性别或非二
元性别性工作者更为积极。受访者表示，他们会

向警方报告袭击或暴力，很多已经这样做了的人反映受到积极对待，但
仍害怕作为性工作者在司法系统中被污名化。街头性工作者比其他性
工作者受到的更严厉的管制——他们更明显，也遭受着更高程度的污
名化。街头性工作者报告说，他们与警方打交道更多，例如因《滥用毒
品法》被搜查，或因在公共场合饮酒而被叫停。受访的妓院和其他室
内工作人员没有与警察打交道的经验，但他们的印象是，警察支持性
工作者的权利。PRA 规定，任何持有临时签证的人不得以工作者、经
理或企业主的身份从事商业性交易。这对新西兰的移徙性工作者产生
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他们作为非法工作者，没有与本地性工作者一样获
得司法救助的机会。由于有被驱逐的危险，移徙性工作者仍大部分处
于地下，这增加了他们遭受暴力和剥削的风险。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完整的新西兰案例研究 (英文)。

总体而言，性工作者表示，自性工作
去刑事化以来，他们感到合法性和
对法律的信任感。然而，他们继续
受到来自社区和一些机构的污名和
歧视。

https://www.nswp.org/country/new-zealand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8

案例研究——性工作法律的实施及其对性工作者的影响简报

接受案例研究采访的移徙性工作者
报告说，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勒索，不
仅来自警察，还有来自卫生当局，他
们对检测和服务收取更高的费用。

塞内加尔
性工作在塞内加尔是被高度监管的。虽然法律理论上允许所有

21岁或以上的妇女从事性工作，但实际上，性工作在大多数场合是被
禁止的。例如，性工作者不能合法地在旅馆、妓院、家中或公共场所 
(街道) 工作。塞内加尔的性工作法只适用于顺性别的女性性工作者，然 
而，根据《刑法》对同性性行为的有关规定，可以逮捕和起诉男性性
工作 者。因此男性性工作 者必须躲 藏 起 来，在 暗地 里工作。从理论
上讲，如果21岁以上的女性性 工作 者向当局登 记，他们可以合法工
作。为了进行 登 记，他们 必须提供正式的身 份 证明、四张照片和居
住 证明。他们 必须 将 这 些 文件 带 到当地 医院，缴 纳1000非洲法郎
(1-2欧元) 登 记费。他们 的记 录将保 存 在医院，并将 一 份副本送 交
警方。这意味着警察有性工作者的家庭地 址，很容易向他们勒索钱
财。登 记的性 工作 者 每15天接受一次体 检，但在实践中，通常为30
天。这些检查包括阴道检查以检测性病和一般检查。每6个月，他们
必须接受艾滋病毒和梅毒检测。性工作者必须向警察出示他们的健
康手册，他们的疫苗接种记录，有时还有他们的护照。如果警方在这

些检 查中发现性工作 者 没有登 记，他们 就会 逮
捕 他们。由于 这 些 条 例 很繁 琐，塞内加尔的大
多数性工作者没有登记，都是非法开展工作。因
此，警 察 经常在各个工作 场所向性 工作 者勒索
钱 财。所有性 工作 者 都 行贿，不管 他们 是 否 登
记，但那些没有登记的人要支付更多钱。拒绝行
贿的注 册 性工作者可能会被 逮捕。他们可能在
警察局过夜，但通常第二天被释放。警察街头性

工作者勒索钱财，因为在公共场所拉客是非法的。接受案例研究采访
的移徙性工作者报告说，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勒索，不仅来自警察，还
有来自卫生当局，他们对检测和服务收取更高的费用。除了勒索钱财
外，警察还要求性工作者提供性服务，作为不逮捕他们的条件。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完整的塞内加尔案例研究 (英文和法文)。

https://www.nswp.org/country/sen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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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上文总结的案例研究综述了实施不同的性工作法律是如何影响

性工作者。性工作的合法化 (墨西哥、希腊和塞内加尔) 对性工作者造
成伤害，因为监管条例限制性强，难以遵守，大多数性工作实际上都是
非法的。这意味着大多数性工作者面临被逮捕和起诉的风险，与性工
作完全被刑事定罪的国家相同。在将性工作或与性工作有关的辅助活
动刑事定罪的国家 (马来西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性工作者显然要冒风
险，比如在偏僻地区工作，或在与客户仓促谈判时同意提供无保护的
性服务，以避免警方的注意。此外，这些国家的警察利用法律和逮捕
向性工作者勒索钱财。在引入北欧模式的法国，由于客户数量减少，性
工作者更穷，冒更多风险。根据禁止公共场所性工作的法律，法国性工
作者继续成为警方的目标。新西兰的免除定罪成功地在性工作者中建
立了合法性意识，其中大多数人愿意向警方举报针对他们的犯罪，并

行使他们的劳动权和人权。在新西兰，污名化仍
然是一个问题，移徙性工作者不能从免除定罪所
产生的保护中受益。

性工作法赋予警察的处置性工作者的权力是
贯穿整个案例研究的主题。除了新西兰，每个国
家的性工作者都害怕警察，许多人面临骚扰、虐
待和勒索。性工作免除定罪是在很大程度上消除

警察对性工作者的权力的唯一法律框架 (尽管警察可能仍然利用毒品
法等其他法律将性工作者作为目标)。如果性工作仍然是刑事犯罪，或
受到严厉监管，性工作者将继续遭受警方的折磨，并被迫在工作中冒不
必要的风险。

如果性工作仍然是刑事犯罪，或受到
严厉监管，性工作者将继续遭受警方
的折磨，并被迫在工作中冒不必要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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