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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

跨性别 (LGBT) 人群经历着包括法
律、政治和社会各个层面针对他们的
恐同和恐跨性别。对于作为性少数的
性工作者, 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身份的
歧视, 同时受到性工作者本身带来的
歧视, 会遭到一系列特殊侵犯。性少
数性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有可能导致
进一步边缘化, 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更
多更严重的暴力、人权侵害, 更难获
得服务和公正。

本社群指南收集了性少数性工
作者经历的污名与歧视, 强调了不同
社群的不同经验。

对性工作和性少数社
群的刑事定罪——双
重歧视的影响

对性工作者客人刑事定罪对性工
作者的安全有长远的负面影响, 迫使
他们简单筛选客人, 在更为危险的地
区工作, 或被迫接受无保护性行为。
艾滋病毒预防工作被刑事定罪所损
害。在全球, 很多国家将持有安全套
在起诉中作为性工作证据, 激进的管
治使与客户协商安全套使用变得更加
困难。在2014年《柳叶刀》发表的
研究推断, 如果性工作被去罪化, 在
下一个十年可以避免33-46%的艾滋
病毒感染。

同性恋在72个国家被刑事定罪, 
惩罚可能是有期徒刑到死刑。一些
国家禁止对性少数社群或身份进行
倡导活动。像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一
些地方允许用 “同性恋恐慌” 来辩护, 
即犯罪者可以用对 “不被欢迎的同性
恋表示” 的恐惧作为针对同性恋罪行
减刑的理由。美国一些州也允许类
似 “跨性别恐慌” 的辩护。“矫正” 强
奸和强迫婚姻也常见于对女同性恋
的行动。对跨性别者还有更多人权
践踏 , 很多国家不承认改变性别身
份, 剥夺跨性别者平等权利, 对性别
不明确的行为刑事定罪。

对于作为性少数的性
工作者 , 基于性取向
和性别身份的歧视 ,
同时受到性工作者本
身带来的歧视 , 会遭
到一系列特殊侵犯。

对同性关系和性别身份的刑事
定罪通常是基于落后的道德宗教信
仰。法律改革也只是第一步。无论法
律如何, 恐同和恐跨性别都根深蒂固, 
无论法律是去罪化还是自由化。改
变人内心想法需要好几代; 即使法律
变了, 人内心的信念和偏见也不会立
刻跟着变。双重身份所致双重刑事定
罪带来更多的边缘化。

对LGBT性工作者的
执法

世界多地的执法人员紧盯性少
数性工作者, 提出指控, 使他们遇到
监禁和警方强暴的风险更高。对性工
作者和性少数的双重刑事定罪在健
康方面设置了诸多障碍。

医疗可及性
性少数性工作者面临医疗人员

1的歧视、羞辱和拒绝服务。这可能
是针对他们的性取向、性别身份或
他们的性工作, 或这些的混合。这进
一步限制了他们获取重要医疗服务
的能力, 包括艾滋病毒预防治疗服务, 
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和变性健康服务, 
让他们面临更多危险。如果性少数性
工作者不认为可以与医疗专业人员
开放对话, 就会导致误诊和不适当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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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暴力的脆弱性
暴力是性少数性工作者特有的

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暴力影响了他
们健康的各个方面, 使其不能完整享
有法律权利和人权。暴力与艾滋病
毒之间关系明确, 暴力增加了对艾滋
病毒的脆弱性, 因为它限制了协商安
全性行为的能力, 降低了医疗和其他
重要服务的可及性, 让人担心报复、
歧视和拒绝服务。暴力来自不同方
面。

影响性少数性工作者
的社会、文化、政治
和宗教障碍

社会、文化、政治和宗教的观
念 , 加上教育、包容和意识的缺失 , 
都导致性少数性工作者经历人权侵
犯。

社群内的歧视
恐同和恐跨性别通常表现为家

庭拒绝、难以找到职业和贫穷。因
此 , 性少数社群经常从事性工作来
谋生 , 以及逃离家人朋友的身体暴
力。性少数性工作者面临来自社会
的身体与心理暴力 , 但也面临来自
性少数和性工作社群内部的污名和
歧视。

性少数性工作者反映被非性工
作者的性少数社群所边缘化, 因为他
们对性工作有负面看法。他们也被其
他性工作者边缘化和虐待。

性少数移徙性工作者
移徙性少数性工作者 ,  包括有

证件和没证件的 , 都经历了很多暴
力、剥削和管治; 他们在新国家害怕
登记, 不敢因暴力和剥削去报案。

盟友与安全
在性工作中存在性别与性取向

之间的竞争, 反过来也一样, 非性少
数性工作者常是重要的盟友。性少
数组织和非性工作的性少数社群成
员, 也能保护性少数性工作者, 帮他
们获取安全。

可发展的潜在盟友
性少数和性工作者运动在长期

为去罪化和承认人权而奋斗的过程
中有很多共同点。不幸的是, 在国家
层面, 团结性少数和性工作者运动取
得的进展很少。

国际组织, 国家政府, 媒体, 主流
性少数和性工作者组织都可能为性
少数性工作者提供更多支持。

2018 年 6 月 , 世界卫生组织发
布了第 11版《国际疾病分类》(ICD 
11)。2该版从心理健康障碍分类中
取消了跨性别 , 这是全球跨性别社
群的历史性成就。性别身份的病态
化助长了针对跨性别者的污名、骚
扰、刑事定罪、歧视和虐待。世界
卫生组织请各国政府采纳 ICD 11, 
在国内实施跨性别医疗政策 , 提升
医疗服务机构对跨性别者需求的意
识。

有明确的机会能增加性少数社
群组织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之间的
搭档协作来增进理解。需要联结两
者来消除紧张, 避免对性少数性工作
者的进一步边缘化, 与所需的支持隔
离。肯尼亚和博茨瓦纳都反映性少
数和性工作者组织之间关系紧密。
面对政府对任一群体权利的攻击, 关
键人群与毒品使用者和其他少数团
体形成联盟来保护彼此。

暴力与艾滋病毒之间
关系明确 , 暴力增加
了对艾滋病毒的脆弱
性 , 因为它限制了协
商安全性行为的能
力 , 降低了医疗和其
他重要服务的可及
性, 让人担心报复、歧
视和拒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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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时开展法律改
革和生活变革 , 以保
护性少数性工作者的
基本人权。

建议
• 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倡导者必须积

极寻求性工作、同性行为和多元性
别身份的全面去罪化。刑事定罪是
性少数性工作者在寻求医疗服务
时所经历污名和歧视的主要动因,
还会增加暴力。这是他们一直受到
艾滋病毒过度影响的主要原因。

• 国家必须确保政策法律执行人员
应当对针对性少数性工作者的暴
力虐待行为负责, 改进法律程序机
制和司法可及性。

• 国家必须调查和起诉所有法律范
围内针对性少数性工作者的暴力
案件。政府也应当投入到针对暴力
的预防项目, 在设计项目时有效纳
入性工作者和性少数社群。

• 政府和项目人员应当投入于执法
人员、宗教文化领袖、医疗服务机
构和其他关键服务机构的意识提
升和培训, 以减少性少数性工作者
在寻求服务和公正时的阻碍, 减少
社会污名。

• 全面性健康与权利和艾滋病毒预
防服务必须是包容性的, 可满足性
少数性工作者需求。各国政府应
当采纳ICD-11, 实施跨性别健康政
策, 提升医疗服务机构对跨性别者
特殊需求的意识。

• 捐赠者需要考虑优先资助性少数
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开展研究, 了
解性工作者性别身份和性取向, 以
改进干预服务的设计。

• 捐赠者应当资助性少数和性工作
者主导组织之间的多领域合作, 来
改善协作巩固联盟, 尤其是在国家
和地方层面。

• 性工作者主导和性少数组织应当
积极寻求机会合作, 以确保他们能
够更好地满足性少数性工作者的
需求。

结论
本简报对性少数性工作者的经

历以及恐同和恐跨性别对他们生活工
作的影响仅是管中窥豹。必须采取措
施来保护性少数性工作者, 避免多重
刑事定罪和持续地边缘化、暴力、污
名与歧视, 减少他们获取健康、司法
和其他服务时的障碍。重要的时开展
法律改革和生活变革, 以保护性少数
性工作者的基本人权。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致力于保障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领导机构的声音能
够被听到，我们通过雇佣全球和国家顾问来达到这一幕的。

社群指南是NSWP简报的简单总结，更多细节信息可以在简报中找到。
“性工作者”一词反映了性工作者社群内部巨大的多样性，包括但不限

于：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性工作
者；异性恋男性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性工作；使用毒品的
性工作者；年轻的成年性工作者 (年龄在18-29岁之间)；有证件和没有证件
的流动性工作者，以及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性工作
者；残障性工作者；以及被拘留或监禁的性工作者。

MPact 以 及 NSWP 是 “ 弥 合 差 距 — — 重 点 人 群 的 健 康 和 权 利 ” 的 
联盟伙伴。这个独特的项目致力于解决性工作者、毒品使用者和女同性恋、男
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所面临的人权侵害，以及获得艾滋病和健康服务
的情况。请登陆 www.hivgaps.org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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