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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并不是人口贩卖
将性工作者与人口贩卖、人口迁移相混淆，对性
工作者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必须消除这
种混淆。

引言
性工作是一种职业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NSWP) 始于1992年，旨在促进女性，
男性以及跨性别性工作者的人权及健康保障。全球性工作项目
网络的成员是地区性的性工作者网络和组织，遍布四十多个国
家及地区。成员组织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拥有不同的组织历
史，但都是由性工作者领导的。尽管成员组织多种多样，但他们
都有共同的信仰。我们认为，性工作是一份正常的工作，应该得
到承认。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动。将人口
贩卖和性工作者的流动相混淆，出现在法
……成员机构认为，性工作是一份 律、政策和实践中，对性工作者的工作和生
正常的工作，应该得到承认。他们 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也给全球性工作项目
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人口贩卖和强 网络的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这份简报试图解释并强调将人口贩卖和
迫劳动。
性工作者流动相混淆的危险性。本文旨在阐
明这种混淆会给性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怎样的影响，让人
们了解这两者的区别。
本文探讨了过去和现在国际公约是怎样将性工作和人口贩
卖联系起来的，并表明，将性工作者流动和人口贩卖相混淆，违
反了性工作者作为劳动者的人权，同时也使从事性产业中的女
性处于不利的地位。本文考察将人口贩卖问题带入性工作，是如
何影响其他部门的劳动者的。本文讨论了这种混淆是如何性工
作项目的开展，性工作者组织的回应，并对未来的行动提出了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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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与人口贩卖是如何相混淆的
人口贩卖、人口流动和性工作之间出现混淆并不是偶然。这并不是因为
人们对这些术语产生了误解，而是有意识地要废除卖淫，阻止人们因为性工
作而进行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女性。

法律框架
多年来，在国际公约和媒体中，卖淫一直与人口贩卖相混淆。这影响了公
众的观点。这种混淆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性工作的自愿性和剥削性。
在20世纪初，国际公约规定，女性从一个国家流动到另一个国家从事性
工作，就等同于人口贩卖，而无论是否出于自愿。11949年《禁止贩卖人口及取
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就是基于卖淫“侮蔑
这种混淆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性 人格尊严与价值”而订立。这就将卖淫解读为一种固
有的剥削形式。
工作的自愿性和剥削性。
三十年后，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2
(CEDAW) 第六条中重申禁止一切形式强迫妇女卖
淫并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但并没有对剥削进行定义。在1979年制定
CEDAW之时，对于剥削的理解受到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女权主义
认为，卖淫是男性奴役女性的制度化手段，性产业中的女性都是父权制度下
的受害者。
再过了20年，国际法中对剥削的定义开始与人口贩卖相联系。联合国
《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2000）3 将人口贩卖进行如下定义：
◗◗行动: 征集，运送，转移，窝藏或者接收一个人
◗◗途径: 强迫，欺骗，诱拐，胁迫，欺诈，威胁，滥用权力或让对方处于弱势地
位
◗◗目的: 剥削，包括强迫劳动或者器官移除
在理论上，这份议定书是有进步的。因为它所定义的人口贩卖包含其他
形式的劳动，而不只是针对卖淫。不幸的是，这个定义能够发挥的作用因为其
作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补充议定书的地位而遭到了削减。
人口贩卖被作为犯罪处理，着重于法律执行和对犯罪行为的检控，而没有关
注对人权的保护。国家法律和政策遵循了这个模式，制定将这些行为刑事化
1 1933 年《禁止贩卖成年妇女国际公
约》第一条指出，国家有责任预防、
的反人口贩卖法。在性工作不合法的国家，反人口贩卖法的推行又再次与禁
禁止和惩治将妇女从一个国家贩运至
另一个国家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获
止妇女卖淫的执法行为发生了混淆。
得了妇女的同意。

2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6条指出，缔约国应当采取一切适当
的措施，包括立法，禁止一切形式的
贩卖妇女和卖淫剥削妇女。
3 《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
是妇女和儿童行为议定书》（2000）
指出：
“人口贩运指通过威胁或使用
物力的手段招募、运送、窝藏或接收
人员，或以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
拐、欺诈、滥用权利使其处于弱势地
位。通过给予或接受酬金或利益，实
现以控制他人为目的的剥削。剥削应
当包括，剥削他人卖淫或其他形式的
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其
他类似的方式，或者移除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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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性工作与人口贩卖相混淆的原因
1999年瑞典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购买性服务的行为刑事化的，其目的

是为了消除对商业性服务的需求，从而阻止人口贩卖。性别平等部的部长声
称：
“以性为目的的卖淫和人口贩卖，对于社会平等和性别平等造成了严重的
阻碍。”4
通过抑制对性服务的需求从而打击人口贩卖，这种方法被称为“瑞士模
式”。这个模式得到瑞士政府的广泛推崇。根据美国国会2011年的《人口贩
卖》报告，那些有“良好”记录（按照美国的定义）的政府，是那些通过抑制
对商业性服务的需求，从而打击人口贩卖的政府。报告称：
“如果没有人为性
5
服务买单，那么性贩卖就不会存在”。
将对性服务的需求与人口贩卖混为一谈，结果是
引起了更多没有根据的猜测。在举办大型活动期间出
在2006 年德国世界杯期间，未经 现的对性服务需求的增加，被认为是导致人口贩卖活
证实的报道称数以万计的妇女被 动增加的原因。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未经证实
贩卖到德国，即使德国法律规定卖 的报道称数以万计的妇女被贩卖到德国，即使德国法
律规定卖淫是合法的。柏林警方搜查了70多家性服务
淫是合法的。柏林警方搜查了70多 场所，
但并没有发现有人口贩卖的情况。类似的夸张
家性服务场所，但并没有发现有人 性报道还出现在2010年南非足球世界杯期间，而最近
随着英国奥运会的临近，又有一波关于妇女贩卖的炒
口贩卖的情况。
作报道。
“终止需求”理论对使用新的技术手段购买和销售性服务持批判态度。
有观点认为，移动电话和网络的使用，让性服务的购买变得更容易，但同时也
更加隐蔽。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们却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顾客更容
易找到性工作者，反而导致人口贩卖的增加。

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接下来的部分主要探讨混淆性工作、人口流动和人口贩卖，对性工作者
所产生的影响。这部分的信息由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的成员提供，来自于调
查问卷、出版物以及全球性工作者网络有关的网站。

无法工作

4 M. Sabuni (2009),性别平等部的介
绍，反对出于性目的的卖淫和人口拐
卖。斯德哥尔摩：瑞典政府办事处。

把性工作和人口贩卖相混淆的结果，就是指向了流动的性工作者。当局
者表面上把流动性工作者当做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然而，很多流动性性工作
者声称，由于他们是移徙工人，官员一直骚扰和袭击他们。从全球范围来看，
无论在一个国家中性工作的法律地位如何，性工作者声称政府以打击人口贩
卖为名，搜查性工作场所，逮捕站街性工作者。对于性工作场所的搜查往往
是暴力的，导致很多性工作者们因此受伤，被拘留或者被驱逐出境。这样的
行为限制了性工作者们的人身安全，使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流动性工
作者损失了钱财，精力和时间，也无法维持自己和家庭的基本生活。因为害怕
被搜查，性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变得更为隐蔽、危险，与主流社会隔绝。这就减
少了她们获得支持和服务的机会。

5 请参看 http://www.state.gov/g/
tip/rls/tiprpt/2011/164224.ht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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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工作者网络项目的成员报告称，这些搜查行动加剧了对性工作者
的敌视和排斥。这些行动也使对 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的侵犯、暴力
和仇视变得合法化。另外，这也使得性工作者和执法人员之间的关系更为紧
张，合作的希望变得更为渺茫。
在性产业中工作的所有人都受到搜查行动的影
这些搜查行动加剧了对性工作者
的敌视和排斥。这些行动也使对 响。性工作者的同行、经营者、佣人、助理和司机的生
活都受到这些行动的影响。这些人，以及那些试图帮
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的侵 助无证性工作者的服务提供者，都面临着作为贩卖人
口被指控或者逮捕的风险。
犯、暴力和仇视变得合法化

安全和保护
性工作者的安全和保障因警察的搜查行动而受到威胁。他们不仅扰乱
性工作者的工作，也使原有的支持系统遭到破坏，没有同事（经理，佣人等）
以及外展人员的帮助，性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将受到更少的保护，也更可能面
临权利侵害。
瑞典模式主张抑制对性服务的需求，惩罚顾客，但却因此损害了性工作
者的安全。在此之前，很多性工作者面临暴力侵害或被拐卖时，能够向她们
信赖的客人那里寻求帮助，通过客人向性工作者支持组织或地方当局报告，
帮助性工作者逃脱。但现在，由于顾客面临着被逮捕的风险，性工作者不可
能再向客人求助。站街性工作者更加远离支持网络，由于警察总是试图发现
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站街性工作者面临更多来自警察的骚扰。

假定同谋
以调查人口贩卖事件为名，有更多性工作场所遭受到相关部门的搜查。
无论犯罪率如何，对人口贩卖者的指控，以及受害者的争议，都是被忽略的。
在英国，一个名为 “Pentameter 2” 的行动中，警察搜查了822家妓院、公寓和
（性受害者）。有351名女性被
按摩店。他们声称正在查找25000个“性奴隶”
锁定，她们所有人都“通过各种方式从警察手中逃走，自愿回家，拒绝任何支
持，并被英国边境局驱逐出境或者因罪行被英国警方指控。”6
实际上如果与性工作者进行磋商，很多突击搜查是可以被避免的。持续
对性工作场所进行突击搜查，一方面并不能达到目标，也使得性工作者对警
方的不信任感加剧。这些行动的背后，是认为性工作者与人口贩卖分子串通
一起来剥削被拐卖人口。考虑到很多性工作者实际上是反对人口贩卖的，警
察的这种态度是非常不适宜的。性工作者已经建立了监管委员会，以处理妓
院中儿童卖淫和人口拐卖的问题。7事实上，对于性工作者来说，禁止剥削和
关闭那些对性工作者权利侵害的场所，是符合她们利益的。

6 E. Bernstein (2007),商业性行为中
的亲密关系，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
版社。
7 杜巴委员会 是印度 的 一家性 工作
者机构，拥有65000名性工作者成
员，并有自我管理委员会。http://
w w w .f a c e b o o k .c o m / p a g e s /
D u r b a r - M a h il a - S a m a n w a y a Committee/144558602226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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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化
反人口贩卖者通常将权利侵害的出现归咎于人口流动。实际上一些流动
人口知道自己跨越国界是要去从事性服务行业，她们是有意识地做出这个理
性的决定。8 在“搜查和拯救”行动中被逮捕的流动性工组，尽管她们向当局
表明自己并不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但仍被处于双重处罚——非法移民和非
法从事性工作。她们的选择在于，要么当受害者，要么当罪犯。那些自愿从事
性工作者的女性，并没有其他选择。
对被拐卖者来说，对她们受害者化的过程是非常不利的。一旦被贴上
贩卖人口的标签，他们就被剥夺了决定未来的权利。被拯救之后，她们被送
回家乡。没有人问她们想要的是什么。尽管性工作者和被拐卖者都没有从被
定为受害者中获益，但却有其他人获益。一个反人口贩卖的产业正在蓬勃发
展。电影人、作家、公司、学者、记者以及发展顾问都
受害者的照片卖得很好。尽管这个 利用他们的经验加入进来。受害者的照片卖得很好。
尽管这个产业非常煽情和令人动容，却掩盖大部分工
产业非常煽情和令人动容，却掩 人包括性工作者的生活细节，他们如何做出这样艰难
盖大部分工人包括性工作者的生 的决定，以及如何在生存和剥削中挣扎。
人口贩卖故事的建构，也被其他人借来为其所
活细节，他们如何做出这样艰难
用，比如使拯救者的角色更为丰满。这个故事中常常
的决定，以及如何在生存和剥削 是有权势的白人，还有另一个无助的女性受害者。这
中挣扎。
名女性通常被塑造成一个很“好”的女性，被迫从事
不光彩的职业，被自以为是的、反人口贩卖的“超人”
所拯救。这些传统的故事和形象使得女性的权利倒退了几十年。
主流的反人口贩卖模式极少会显示有人会拒绝被拯救，或者有人从反
人口贩卖的庇护所中逃离。反人口贩卖的组织故意不去记录性工作者抱怨在
庇护所中所遭受的收入损失、性侵犯和羞辱。而这些，则是全球性工作项目
网络所听到的故事。

对自由迁移的限制
全世界范围内的反人口贩卖措施包括严格的边境管制和签证申请过
程。这些措施并没有普遍实施，而是歧视性地落实于那些来自非白人国家的
人、女性、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工人，和体力劳动者，包括男性、女性以及跨性
别性工作者。由于这些限制使得自由迁移更为困难，性工作者必须借助第三
方的支持才能迁移到国外。对于经纪人的依赖，不仅增加了迁移的成本，也
增加性工作者遭受到欺诈和勒索的风险。因此，如果性工作者试图迁移，就
极易面剥削和伤害。
以前女性可以很容易获得一个去日本的娱乐行业签证，但现在却受到严
格的限制。因此，试图迁移到日本的女性现在就要通过婚姻作为途径。结婚
是她们能够留下来从事性工作。尽管这为她们提供了一个保护伞，但获得这
样的签证需要凭借一个经纪人以及配偶的同意。这种方式十分昂贵，而且性
工作者常常需要靠工作来偿还这些债务。
8 请参 看L a u r a A g u stín博士的博
客，The Naked Anthropologist（
裸 露 的 人 类 学 家 ）：h t t p : / /
www.lauraagustin.com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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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国家之内旅行的限制越来越多，跨越国境的限制同样也在增加。边
境居民被要求报告可能存在的人口贩卖。这给当地的反移民组织增加了信心
并提供了更宽泛的工作范围。9 这种监控对于性工作者自由流动造成的影响
是巨大的。为了避免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骚扰，性工作者们只能被迫呆在一
个地方。

歧视
混淆人口贩卖和性工作激化了种族歧视。虽然移民局否认在实施反人口
贩卖的工作中存在任何种族歧视，但实际上这些行动还是出现基于性工作
者种族的歧视。
在澳大利亚，移民局和警察会对有亚洲面孔出
以调查是否有人口贩卖的受情
混淆人口贩卖和性工作激化了种族 现的妓院进行检查，
况。结果导致“文化和语言具有多样性”(CALD)的澳
歧视。虽然移民局否认在实施反人 洲公民遭受歧视和检控，特别针对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口贩卖的工作中存在任何种族歧 的亚裔性工作者。
在最近东京的一个案件中，种族主义的常态化
视，但实际上这些行动还是出现基 显而易见。
法庭判例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一名男性将
于性工作者种族的歧视。
外国性工作者作为人质，掏空了她们银行账户里的
钱，洗劫了他们所有的财物。他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
说:”外国性工作者在这里工作是非法的，所以我认为无论我对他们做什么，
他们都不能够追溯我的责任。”

对其劳动者的影响

9 如日本移民局的邻居监督运动，和马
来西亚的RELA。
10 国际劳工组织(2008)，强迫劳动和
人口拐卖，网址：http://w w w.ilo.
org/wcmsp5/groups/public/---ed_
norm/---declaration/documents/
publication/wcms_097835.pdf
11 绯红联盟
12 2 010 年，泰国M A P 资金会为9名被
贩卖到渔船上的渔民提 供法律
援 助，通 过 诉 讼 赔 偿 他们 所 拖 欠
的 工 资。每 个 渔 民 因 为 在 海 上 2
年的强 迫劳 动获得10 0 0 美 元的赔
偿。www.mapfoundationcm.org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32%的被拐卖人口是捕鱼业、建筑业、农业和
家政行业经济剥削的受害者。10直到最近，由于把焦点放在性工作者身上，很
多政府还没有承认这些人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因此，她们也无法获得法律
保护。
由于很多国家开始承认这些人为人口拐卖的受害者，受害者的待遇也
发生了变化。这些被拯救的劳动者获得了比性工作者更多的尊重。警察会对
工作场所任意开展调查，以查明是否有雇佣亚裔的流动工作。但这种调查只
针对性产业，其他行业中并没有这种调查。11尽管执法人员能够倾听和相信
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但他们却总怀疑性工作者说谎。特别是怀疑他们谎报年
龄，因此性工作者常常不得不承受羞辱性的程序，以让执法人员确认年龄。对
工作场所的突击搜查通常发生在警察收到某个NGO或个人的报告之后。对于
其他行业，NGO一般会将突击搜查作为最后一项采取的措施，他们更倾向于
采取其他的手段，比如敦促劳动法的实施。但是对性工作场所而言，很多突
袭搜查往往都是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剥削存在的情况下进行的。另外，媒
体在报道其他行业中的人口贩卖问题时，所带的偏见也比较少。
在泰国，捕鱼业中的被贩卖者在等待审判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工作许可。
这使得他们能够挣钱并保留尊严。这一权利是包含在反人口贩卖法案中的。
然而，大多数女性性工作者并不被允许获得同样的权利。反人口贩卖的NGO组
织正在进行游说，以确保人口贩卖的案例能够进行劳动诉讼，从而使受害者
能够因为强迫劳动而获得赔偿。12但是，被拐卖到性产业的女性却无法通过
这一途径获得赔偿，因为人们认为性工作并不是一项工作。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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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工作者项目的影响
外展
性工作者组织和团体越来越受到反人口贩卖活动的挑战。突击搜查带
来恐惧和不信任，使得流动性工作者特别不别怀疑国
…..流动性工作者特别怀疑国内的 内的性工作者机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机构是会举报
性工作者机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 他们是非法移民，或者会来“拯救”他们。很多机构需
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与流动性工作者建立信任和
机构是会举报他们是非法移民，或 理解的关系。但有时这种不信任根深蒂固，使得很多
流动性工作者无法获得任何支持。
者会来“拯救”他们。

资助
将人口贩卖和性工作相混淆，导致性工作者团体必须要和反人口贩卖团
体争夺资助。大量的基金被分配给反人口贩卖的组织。这些钱主要用在执法
行为，及提高人们对人口贩卖危害的意识。以权利为基础的保护性项目获得
的资金非常有限。也很少有资金用于促进性产业中女性流动和劳动和权利。
总体上对以权利为基础的保护性项目资助的削减，意味着性工作者组织必须
要减少他们的服务。反过来，资金的缺乏也影响性工作者获得预防、关怀等
基本服务，也无法开展网络进行合作。

反击反人口贩卖团体
性工作者机构不得不花费宝贵的资源和时间，捍卫自己的工作，并挑战
反人口贩卖的框架。这些资源本来能够更好用于促进性工作者的权利，以及
提供关键的服务。

性工作者在终结工作场所剥削中所做的贡献
可悲的是，在反人口贩卖的斗争中，我们未能承认性工作者在终结工作
场所中的剥削、推动保护性的工作环境，以及促进性工作者获得司法争议中
所做的贡献。以下是一些有关的例子。
澳大利亚绯红联盟的流动人口项目致力于为流动性工作者提供同伴教
育资源和支持。该项目在澳大利亚关于人口贩卖政策的讨论中做出了十分重
要的贡献，并且也开发了各种语言的关于法律、签证权利和责任的资料，帮助
流动性工作者们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在泰国，赋权基金会的活动中心为所有的性工作者提供服务。而不论他
们的国籍、语言或移民身份。基金会致力于提高性工作者的权利，并与绯红
联盟合作，为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泰国性工作者提供信息资源。
新西兰娼妓协会(NZPC)开发中文、韩文和日文的材料帮助流动性工作
者确认是否遭受到工作场的剥削。
所有全球性工作者网络的成员组织向所有需要
我们的网络使性工作者能够实现 帮助的流动性性工作者开放并提供帮助。全球性工作
者网络为性工作者提供指导，进行倡导和调查以及提
改变，无论是个人的工作场所或是 供服务。我们的网络使性工作者能够实现改变，无论
是个人的工作场所或是国家政策。
国家政策。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7

简报#03

性工作并不是人口贩卖

结语
“性工作者没有获得作为劳动者应有的权利，我
们流动的同仁遭受到了驱赶，只有极少数真正的
人口贩卖受害者能够获得适当的帮助和支持。”
(SIO, 丹麦)
人口贩卖和性工作的混淆，给反卖淫及反移民团体的游说提供了空间。
反卖淫组织利用反人口贩卖的言论来达到他们禁止卖淫的目的。他们强调性
工作中的人口贩卖，以证明性工作对女性是有害的。因此流动性工作者被当
作人口拐卖的受害者，而不是为了工作而迁移的性工作者。
与此同时，反移民的游说团体利用“性工作就是暴力”和反人口贩卖的
言论，实施影响以提高入境限制。他们强调性工作者在流动中的脆弱性，以证
明限制其流动的必要性。尽管反移民团体在试图组织劳工进入本国时，面临
着来自强大的雇主协会的反对，但是性工作者缺少这样的组织，因此很容易
成为反移民团体的对象。
当性工作和人口贩卖相混淆时，主流的观点受到了影响，认为所有的性
工作都是剥削和苦难。当性工作者被剥夺作为劳工者的地位时，他们被排除
在劳动大军之外。而人们常常会认为，这些流动的劳动大军，对经济发展和
社会凝聚做出了贡献。
当性工作者，包括流动性工作者在内的人群努力改善她们的工作条件，
以获得自主和尊重时，把人口贩卖和性工作相混淆反而会加强旧有的模式。
然而强大的反人口贩卖组织继续游说政府，不承
认性工作是合法职业，使得性工作者无法像其他行业
然而强大的反人口贩卖组织继续 的劳动者一样获得法律所规定的保护和收益。这阻碍
游说政府，不承认性工作是合法职 为性产业工人建立保护机制的努力，使得未来的性工
业，使得性工作者无法像其他行业 作者也必须在这样不安全不公平的环境中继续工作。
在国际上，一些积极的发展正在出现。对劳动
的劳动者一样获得法律所规定的 者权利的保护，逐渐被认为是减少人口拐卖的有效措
保护和收益。
施。一些国际组织正在试图移除女性的跨境的流动限
制，并提供就业的法律保障。13
最大努力见于性工作者。通过持续的努力和坚持，他们在全球性工作
项目网络和其他地区网络中形成了团结一致的声音。他们和其他公民社会团
体、流动人口网络、同性恋和跨性别网络，以及感染者网络共同组建了联盟。
他们成功推动了法律改革，使得一些国家实现了性工作的去刑事化，还有一
些国家减轻了对性工作的惩罚。14如果消除了性工作和人口拐卖的混淆，他们
会获得更大的成就。

13《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26号一般性意见第26条，呼吁国家移
除歧视妇女的移民限制，并保证在一
些由女性移民工人占主导的行业中如
家政业和某种形式的娱乐业，受到劳
动法的保护。
14 新西兰卖淫改革法案（2003）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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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致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1 加强性工作去刑事化的运动，为性工作者提供全面的劳动保护。

致政策制定者
1 停止针对流动性工作者搜查和拯救行动。
2 建立专家工作组——由有性工作、建筑业、捕鱼业和家政业的劳动者组

成，对人口贩卖的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制定可能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专注
于短期的执法行为。
3 针对国家、地区和地方层面的不同问题，应当采用不同的方法和策略。

致资助方
1 为性工作者组织提供资源，支持他们改善劳动条件，组建工会团结更多的

劳动者。
2 确保提供给流动工人的资源也能够分享给流动性工作者的团体，针对流动
问题所开展的研究，也应当包含性工作流动的情况。

致公民社会
1 支持性工作者终结工作场所侵害的行动。
2 加强性工作者网络和其他网络之间的合作。
3 创造空间让性工作者和其他行业的劳动者分享关于反人口贩卖法、政策和

活动方面的经验。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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