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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工作与剥削的混淆，对性行业
中剥削性工作环境与人口贩运的混
淆，产生了伤害性的法律。

反人口贩运法律和项目对性工
作者的影响

介绍
 “性工作者被监视，被逮捕，与家庭的联系被切断，积蓄被没

收，被审问，被禁闭，被交给带着枪的男人让他们送我们回
家……所有这些都是以 “保护以免遭贩运” 的名义做的。往伤
口上撒盐，却说是帮助我们。” 1 

赋权，泰国

人口贩运在近几十年得到全球越来越多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国际
法律发展、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者群体施压，也是一种对劳
工移徙增长的反应。人口贩运是指：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
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
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
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

人口贩运相关的国际政策经常使用模糊有歧义的语言。原教旨女
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者群体，以及宗教和保守团体，经常在游说中利用

这种模糊和歧义，混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无视
性工作者人权，加重对她们人权的侵犯。

性行业的工作环境和其他行业一样有好有
坏。在环境恶劣的地方，在缺乏劳动保护和安全
移徙机会、污名、歧视和边缘化的基础上，刑事
定罪进一步加重了剥削。对性工作与剥削的混

淆，对性行业中剥削性工作环境与人口贩运的混淆，产生了伤害性的法
律。恶法会使性工作者难以获得物质资源，阻碍他们结社争取更好工
作环境或实行劳工权利。

政策简报研究了会伤害性工作者的反人口贩运法律和项目近期趋
势，通过案例研究描述了这些伤害。简报首先概述了关于人口贩运的国
际政策，综述了区域性政策以及反人口贩运法律项目的模式。具体叙述
了混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对性工作者健康、安全和自主结社能力的影
响，提出相应建议。

反人口贩运国际法律
人口贩运的概念是在19世纪末进入公共讨论的，聚焦于“卖淫”；相

关法律经常表现为对女性移徙的阻止。
20世纪早期的人口贩运政策根据这个议程，对女性的性行为和

流动进行限制。1904年2 和1910年3 的《禁止贩卖白奴国际公约》要求
政府指认“卖淫的外籍女性或女童”，将其拘留在慈善机构并递解出
境，还要指认并起诉“造成他们离开原籍国家”的人（第三方）。《禁止
贩卖成年妇女国际公约》(1933) 含糊地将人口贩运定义为“为满足他
人情欲，在成年女性同意或不同意的情况下，引诱、怂恿其进行不道德
性行为，使其堕入歧途的人”。4 这根据不道德的概念混淆了强迫和自主
性行为。这些早期公约得到联合国1949年《禁止贩卖人口公约》的巩
固，该文件错误地将卖淫定义为“不符合人的尊严和价值”。5

1	 赋权，2012，《肇事逃逸：关于反人口贩运的性
工作者研究》，6

2	 英国，德意志国等，1904，《禁止贩卖白奴国际
公约》

3	 英国等，1910，《禁止贩卖白奴国际公约》

4	 国际联盟，1933，《禁止贩卖成年妇女国际公
约》

5	 联合国，1949，《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
利使人卖淫的公约》

http://www.nswp.org/resource/hit-run-sex-worker-s-research-anti-trafficking-thailand
http://www.nswp.org/resource/hit-run-sex-worker-s-research-anti-trafficking-thailand
http://hrlibrary.umn.edu/instree/whiteslavetraffic1904.html
http://hrlibrary.umn.edu/instree/whiteslavetraffic1904.html
http://hrlibrary.umn.edu/instree/whiteslavetraffic1910.html
https://ec.europa.eu/anti-trafficking/legislation-and-case-law-international-legislation-united-nations/1933-international-convention_en
https://ec.europa.eu/anti-trafficking/legislation-and-case-law-international-legislation-united-nations/1933-international-convention_en
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trafficinpersons.aspx
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trafficinpersons.aspx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2

反人口贩运法律和项目对性工作者的影响政策简报

到1970年代，由于这种道德分子的政策缺乏对女性自主决策和
能动性增强的接纳和认可，在协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CEDAW) 第六条时，关于要求缔约国“打击一切形式卖淫”的提案被

拒绝了。6 1993年《消除针对妇女暴力宣言》通过
定义只有“贩运妇女和强迫卖淫”7 是暴力，承认
了人口贩运、“强迫卖淫”和自愿性工作是不同现
象。尽管近期的政策将人口贩运的概念扩展到
包含所有性别和行业，国际政策仍然受到性工作
与人口贩运混淆叙述的影响。这包括CEDAW的
模糊语言，要求各方“采取所有适当措施……禁止
一切形式的贩运妇女和对女性卖淫的剥削”。8“对

卖淫的剥削”没有强制各国禁止一切性工作，但没有对“剥削”进行定
义，导致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者提出了非常宽泛的释义。

2000年，除一家联合国机构以外，参与到联合国2000年《关于预	
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协商中的其
他联合国机构都认为当务之急是聚焦在强迫劳动上，明确区别强迫和
自愿“卖淫”。9

议定书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补充，是现代反人
口贩运法律政策的基础。它脱离了早期反人口贩运政策用道德眼光看
待性工作并混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的观点。

根据议定书，人口贩运有三个组成要素：	
• 行为：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
• 方式：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
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
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

• 目的：剥削
人们认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可以是所有性别的，是被贩运到多种

行业中的。
尽管有这些进步，议定书模糊的语言、对性别的关注和处理人口贩

运的刑事框架都让反人口贩运法律项目能够继续混淆性工作与人口贩
运，对性工作者造成直接伤害。

在定义“目标”时，议定书提出“剥削应至少包括利用他人卖淫进
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
法、劳役或切除器官”。10“用卖淫进行剥削”并没有被清晰地定义或解
释；这种模糊给混淆性工作、剥削和人口贩运提供了空间。

议定书也要求成员国采取措施“抑制那种助长对人特别是对妇女
和儿童的剥削从而导致贩运的需求”，但没有更多定义。一些国家政府没
有将这个条款解释为呼吁采取行动打击供应链和助长所有强迫劳动的
消费需求，而是专门解释为对性服务的需求。

最后，议定书将人口贩运作为一种犯罪，聚焦于逮捕和起诉，而不
是处理脆弱性、赋权和人权保护。这种刑事司法视角也是全球反人口贩
运策略的底色。后来的联合国大会决议在预防对人口贩运脆弱性的方
面增加了对人权保护和应对“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11 的重要性的
强调，但保留了对逮捕和起诉的重视。

尽管近期的政策将人口贩运的概
念扩展到包含所有性别和行业，国
际政策仍然受到性工作与人口贩
运混淆叙述的影响。

6	 暴力侵害婦女，其原因及後果問題特別報告
員, 2000,《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
权能署关于联合国支持采取行动消除暴力侵
害妇女行为信托基金活动的报告》，根据人权
委员会决议1997/44提交，28

7	 联合国, 1993,《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

8 联合国,，1979，《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

9 Gabrielle Simm, 2004,《协商联合国人口贩
运议定书：女权主义者辩论》，澳大利亚国际
法年鉴

10	联合国，2000，《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公约关于预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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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联合国大会，2010，《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全球
行动计划》，1.12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7/444/54/PDF/N1744454.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7/444/54/PDF/N1744454.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7/444/54/PDF/N1744454.pdf?OpenElement
http://www.un.org/chinese/esa/women/protocol9.htm
https://www.ohchr.org/CH/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DAW.aspx
https://www.ohchr.org/CH/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DAW.aspx
http://classic.austlii.edu.au/au/journals/AUYrBkIntLaw/2004/6.html#fnB53
http://classic.austlii.edu.au/au/journals/AUYrBkIntLaw/2004/6.html#fnB53
http://www.un.org/chinese/esa/women/protocol1.htm
http://www.un.org/chinese/esa/women/protocol1.htm
http://www.un.org/chinese/esa/women/protocol1.htm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64/293&Lang=C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64/293&Lan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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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意味着法律约束，到2018年，议定书已有173个国家签署。在
一个日益增长的排外和保守的全球氛围中，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
主义者团体不断施压，议定书模糊歧义的语言以及对逮捕和起诉的强
调，导致法律政策以终止人口贩运为名，针对性工作者、第三方12、性工
作者客人13 和移徙者社群。

很多国际组织反对混淆性工作和人口贩运，包括艾滋病毒与法律
问题全球委员会14 和大赦国际15：
• 将性工作推入地下，对性工作者主导的改善工作环境的工作进行刑事
定罪，这都损害了打击性行业中人口贩运的工作

• 将资源和关注从其他存在人口贩运问题的行业（家政劳动、农业、渔
业和工厂）转移开；

• 增加性工作者对来自执法人员、潜在暴力客人、剥削性中介的伤害的
脆弱性；

• 阻碍性工作者参与艾滋病性病抗击工作
反贩运妇女全球联盟 (GAATW)认为人口贩

运是“劳工移徙的问题”并在所有行业中使用“劳
动者中心方式处理人口贩运”。16 在他们近期报告
《性工作者为改变而结社：自我代表、社群动员和
工作环境》中，GAATW强调反人口贩运框架造
成了伤害，因为没有将性工作者视为工作者，没有
看到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社群动员在抗击人口贩
运和剥削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人口贩运报告
自2001年起，美国《人口贩运报告》就是混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的

推动惩罚性反人口贩运法律项目的中心力量。《人口贩运报告》根据美
国政府制定的标准对各国评级。这些标准包括要求各国采取行动“减
少商业性行为和跨国性旅游的需求”，以及实施反人口贩运法律，识别
人口贩运受害者，对人口贩子起诉和定罪。

没有达到这些标准的国家被施加惩罚性制裁，包括终止资金援助
和撤回其他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金支持，以强
迫依赖国际发展资助的国家和组织。《人口贩运报告》经常被非政府组
织和联合国公约监测机构引用，增加了他们的广度和影响力。

自2001年起，《人口贩运报告》持续建议政府采取反人口贩运法
律，增加代表和起诉，增进对受害者的识别，引入“终止需求”法制。在
亚洲，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者团体游说下，政府通过采取伤害性的
法律项目提升了他们在《人口贩运报告》的排名。17

《人口贩运报告》一直无视反人口贩运法律项目对性工作者的伤
害，包括对性工作者的逮捕与遣返，搜查中的虐待与暴力，对暴力的
脆弱性增加，以及加重的污名和歧视。在加勒比，尽管《人口贩运报
告》被政府广泛批评，仍然导致“拯救搜查”增加，移徙性工作者被
逮捕和遣返。18

12 第三方包括经理、妓院所有者、接待员、服务
员、司机、房东、向性工作者出租房间的酒店
和其他任何被视为协助性工作的人。

13 NSWP, 2018,《政策简报：“终止需求”法律对
女性性工作者的影响》

1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2，《艾滋病毒与法律:
权利、风险和健康》，39-40

15	大赦国际，2016，《大赦国际关于尊重、保护和
实现性工作者人权的国家责任的政策》，17

16	反贩运妇女全球联盟，2018，《性工作者为改变
而结社：自我代表、社群动员和工作环境》，2

17 Petersen, Carole J,《性工作，移徙和美国人
口贩运报告：推动人权还是错过倡导机遇？》, 
印第安纳国际比较法评论，25 (2015): 128-130

18 Kempadoo, Kamala,《为人之战：加勒比反人
口贩运》，社会经济研究65, 4 (2016): 5-151.

…GAATW强调反人口贩运框架造
成了伤害，因为没有将性工作者视为
工作者，没有看到性工作者主导组织
和社群动员在抗击人口贩运和剥削
中的重要作用。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zheng-ce-jian-bao-zhong-zhi-xu-qiu-fa-lu-dui-nu-xing-xing-gong-zuo-zhe-de-ying-xia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zheng-ce-jian-bao-zhong-zhi-xu-qiu-fa-lu-dui-nu-xing-xing-gong-zuo-zhe-de-ying-xiang
https://hivlawcommission.org/report/
https://hivlawcommission.org/report/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pol30/4062/2016/en/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pol30/4062/2016/en/
https://www.gaatw.org/resources/publications/941-sex-workers-organising-for-change
https://www.gaatw.org/resources/publications/941-sex-workers-organising-for-change
http://socialsciences.people.hawaii.edu/publications_lib/Petersen-SexWork,Migration,USTIPReport.pdf
http://socialsciences.people.hawaii.edu/publications_lib/Petersen-SexWork,Migration,USTIPReport.pdf
https://www.sas.upenn.edu/andrea-mitchell-center/event/kamala-kempadoo
https://www.sas.upenn.edu/andrea-mitchell-center/event/kamala-kempad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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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卖淫”的定义中，自愿经常被
看做无关的，而人口贩运又经常被明
确用性行业中的认可贩运指代，忽视
其他行业中的认可贩运。

19 A PROA SE A .  C.  和塔毛利帕斯多元跨性 , 
2018,《提交CEDAW委员会的关于墨西哥女性
性工作者状况影子报告》，5

20	反贩运妇女全球联盟，2018，《性工作者为改
变而结社：自我代表、社群动员和工作环境》, 
281

21	南非区域协作协会 (SAARC), 2002,《预防和
打击以卖淫为目的的贩运妇女儿童SAARC公
约》，第一条

2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2，《亚太地区性工作
与法律：性工作中的法律、艾滋病毒和人权问
题》

23 RedTraSex, 2016,《性工作与工作环境：进入
地下的影响》

24 ICRSE, 2016，《监视、剥削、遣返。欧洲中亚针
对移民性工作者的权利侵犯》，11-12 

案例研究：墨西哥

2012年，《人口贩运报告》对墨西哥的排名，以及原教旨女
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者团体的施压，使墨西哥实施了《预防、惩
罚和 根 除人口贩 运犯 罪和 保护及协助相关犯 罪受害者一 般法
律》(2012)。该法律沿用了《巴勒莫议定书》关于 “卖淫的剥削”

模糊的语言，并将其 “作为搜查和起诉自愿性行为的前提”。19

GAATW将这些影响直接归咎于《人口贩运报告》：

 “来自美国人口贩 运年度报告和低效 腐败法律系统 对
起 诉 和 定 罪 的 绩 效 压 力，导 致 了大 量 违 规 的 错 误 指
控，对（墨西哥）人口贩运的错误定罪主要是针对性工
作者和移徙者。” 20

区域性和国家反人口贩运法律重对性工作与
人口贩运的混淆

混淆性工作和人口贩运的反人口贩运措施在区域和国家层面扩
散，导致对性工作过度关注。在对“卖淫”的定义中，自愿经常被看做无

关的，而人口贩运又经常被明确用性行业中的认
可贩运指代，忽视其他行业中的认可贩运。

例如，一个南亚公约将卖淫定义为“出于商
业目的对人的性剥削和虐待”，将人口贩运定义
为“无论被贩运者是否同意，以卖淫为目的移
送、购买和销售女性和儿童”。21 这个文件以及其
他亚太地区的法律和公约，都被用来当做搜查和
镇压自愿成人性工作的理由。这显示了“造成脆

弱性，制造污名，阻碍提供艾滋病毒服务”。22

在拉美，(在《人口贩运报告》压力下实施的)反人口贩运法律中的
歧义为搜查性工作者居所提供了理由。23

在欧洲，区域性反人口贩运政策越来越强调对客人的刑事定
罪。2014年，欧洲议会通过了决议，该决议是非约束性的，鼓励成员国
对购买性服务刑事定罪。同年，欧洲委员会议会通过一项决议，推动将
北欧模式作为反人口贩运措施。欧洲性工作者国际委员会认为这些决
议实际上只是让很多政府能够以阻止人口贩运为名打击和起诉 (移徙)

性工作者。24

性工作者客户的刑事定罪增加
 “性工作者及其客户最适合辨识和举报人口贩运……我们跟进

的案子经常是性工作者及其客户举报的。曾有过客户想来举报
人权侵害案件，但不敢来，怕被定罪。”

SWEAT，南非

在全球，在反人口贩运的名义下，越来越多性工作者的客户被刑
事定罪。瑞典1999年起实施国家法律对所有购买性服务刑事定罪。到	
2010年，这种模式扩散到了冰岛、立陶宛、尼泊尔、挪威、南非和韩
国。到2018年继续扩散到加拿大、爱尔兰、以色列、北爱尔兰、法国和塞
尔维亚。

http://www.nswp.org/resource/shadow-report-the-cedaw-committee-the-situation-female-sex-workers-mexico
http://www.nswp.org/resource/shadow-report-the-cedaw-committee-the-situation-female-sex-workers-mexico
https://www.gaatw.org/resources/publications/941-sex-workers-organising-for-change
https://www.gaatw.org/resources/publications/941-sex-workers-organising-for-change
http://evaw-global-database.unwomen.org/fr/countries/asia/india/2002/south-asian-association-for-regional-cooperation
http://evaw-global-database.unwomen.org/fr/countries/asia/india/2002/south-asian-association-for-regional-cooperation
http://evaw-global-database.unwomen.org/fr/countries/asia/india/2002/south-asian-association-for-regional-cooperation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sex-work-and-the-law-in-asia-and-the-pacific.html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sex-work-and-the-law-in-asia-and-the-pacific.html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sex-work-and-the-law-in-asia-and-the-pacific.html
http://redtrasex.org/Sex-work-and-working-conditions.html
http://redtrasex.org/Sex-work-and-working-conditions.html
http://www.nswp.org/resource/surveilled-exploited-deported-rights-violations-against-migrant-sex-workers-europe-and
http://www.nswp.org/resource/surveilled-exploited-deported-rights-violations-against-migrant-sex-workers-europ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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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需求”法律经常被当做通过根除性工作来推动性别平等打击
人口贩运的策略。由于这种法律，性工作者变得更加容易受到暴力、歧
视和剥削。25

对第三方刑事定罪经常阻碍个体为
性工作者获得安全健康工作场所提
供助力，导致性工作者被孤立，容易
遭受剥削。

25 NSWP, 2018,《政策简报：“终止”需求法律对
女性性工作者的影响》，10

26	世界医生，2018，《关于法国自2016年4月13日
起针对“卖淫体系”法律的影响的研究》

27 NSWP, 2016,《政策简报：对第三方免除定
罪》

28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2，《亚太地区性工作
与法律：性工作中的法律、艾滋病毒和人权问
题》

案例研究：法国

2016年4月，法国对性工作者客户刑事定罪，并撤销对性工作
者公开拉客的惩罚。在世界医生组织开展的一项研究中，他们调查
了超过700名性工作者。其中大多数都反映仅对客户刑事定罪的法
律实施后，她们的工作环境比双方都受惩罚时更差了。26 她们反映
受到的伤害包括经济边缘化、更容易遭受暴力、安全套谈判能力下
降。

世界医生组织的研究进一步评论，尽管国家政策声称要“保
护”性工作者，实际上，由于地方法规对街头性工作者和移徙性工
作者进行惩罚，性工作者仍然比客户更容易受到刑事定罪。

对第三方刑事定罪增加
由于混淆第三方活动与人口贩运，越来越多第三方被刑事定罪27;

在一些国家，新的法律明确定义第三方活动为人口贩运。例如，在柬埔
寨，《禁止人口贩运和性剥削法律》(2008) 认定“拉客、引诱卖淫、管理

卖淫场所和为卖淫提供场所”为犯罪。在美国，很
多州都通过了增加对第三方惩罚的反人口贩运法
律。在菲律宾，“容留或雇佣参与卖淫的人员”就
是犯罪。28

对第三方刑事定罪经常阻碍个体为性工作者
获得安全健康工作场所提供助力，导致性工作者
被孤立，容易遭受剥削。这妨碍性工作者实现结
社权利和受劳工法律保护的权利。性工作者支持

的家庭成员、一起工作的性工作者，以及性工作者的银行、房东、司机
和网站经常因为宽泛的人口贩运法律被刑事定罪。

案例研究：美国

2018年，美国通 过了《停止助力性拐卖者法 令》(SESTA) 

和《允许各州和受害者打击在线性拐卖者法令》(FOSTA)，立法对
性工作者发广告、分享减低伤害和安全信息的在线平台进行刑事定
罪。这种法律是10 年来的倡导促生的。这些倡导依赖于宣传运动
和有缺陷的“研究”，将发广告的性工作者群体刻画成人口贩运受
害者，将广告的网站平台说成“人口贩子”。

即 使 在 这 些 法 案 被 签 署之 前，在 线 广告网 站 已经 被 撤 销
了。FOSTA/SESTA 急剧削减了性工作者独立工作的能力，以及在
线广告和筛选客人的能力，从而导致了经济不稳，更加依赖第三方
和街头性工作。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zheng-ce-jian-bao-zhong-zhi-xu-qiu-fa-lu-dui-nu-xing-xing-gong-zuo-zhe-de-ying-xia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zheng-ce-jian-bao-zhong-zhi-xu-qiu-fa-lu-dui-nu-xing-xing-gong-zuo-zhe-de-ying-xiang
https://www.medecinsdumonde.org/en/actualites/publications/2018/04/12/study-impact-law-13-april-2016-against-prostitution-system-france
https://www.medecinsdumonde.org/en/actualites/publications/2018/04/12/study-impact-law-13-april-2016-against-prostitution-system-france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zheng-ce-jian-bao-dui-di-san-fang-de-qu-zui-hua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zheng-ce-jian-bao-dui-di-san-fang-de-qu-zui-hua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sex-work-and-the-law-in-asia-and-the-pacific.html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sex-work-and-the-law-in-asia-and-the-pacific.html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sex-work-and-the-law-in-asia-and-the-pacif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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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反人口贩运法律没有直接混淆第三方活动和人口贩运，模糊
或有歧义的语言也经常促生过度宽泛的释义。例如在拉美和加勒比，这
种法律导致管理集体工作场所的性工作者被逮捕和起诉。

 “安全部队冲到我们女性性工作者做生意的地方，干扰我们
日常工作，‘寻找受剥削的被贩运妇女’。我们一般没有拉皮条
的，就是合作社一样。这导致碰巧去开门的性工作者或签署租
房合同的性工作者被当做 ‘剥削者’ 或人口贩运者的同谋，而
所有在那里工作的妇女都被当做 ‘被拯救的女性’。但我们中间
没有一个是违背自己意愿来的，更没有剥削别人。” 29 

REDTRASEX，拉美

增加管制
有的地方性工作是合法的，但过度管制和反人口贩运舆论仍然在

推动国家对性行业和性工作者的管制。这些管制包括强制登记，性工
作场所的繁苛要求，将性工作降级到不断增长的小行业领域，增加对工
作场所的警方监控。

与其说是保护性工作者，增加的管制实际上
将性工作者边缘化，使注册的性工作者被曝光和
歧视，而且让那些不能或不愿在严苛监管法律限
制下工作的性工作者被进一步刑事定罪和孤立。

与其说是保护性工作者，增加的管制
实际上将性工作者边缘化…

29 RedTraSex, 2015,《停止混淆人口贩运和性工
作中的劳动剥削的8个理由》, 6

案例研究：德国

德国有大量移徙性工作者，她们一直被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
娼主义者团体描述为人口贩运受害者。

2016年在寻找与支持人口贩运受害者的名目下通过了《娼妓
保护法》。该法律要求性工作者必须进行登记和咨询，要求随身
携带登记卡，禁止性工作者住在性工作场所，对性工作场所（有
超过1名性工作者）设置严苛要求。没登记的性工作者最高可罚款
1000欧元，性工作场所（包括非正式的和共享空间的）最高可被罚
10000欧元。

该法律制造了双重系统，合法性工作者和非法性工作者，迫
使不登记的性工作者转入地下，使登记的性工作者遭到曝光和暴
力。该法律让性工作者在实际中不可能合法共享工作场所或共同工
作。

http://redtrasex.org/8-reasons-to-stop-confusing-the.html
http://redtrasex.org/8-reasons-to-stop-confusing-th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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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搜查和强迫“康复”
尽管大多数反人口贩运法律并没有明确将重点放在增加对个体贩

性者的惩罚，但贩性者几乎仍被刑事定罪或惩罚。对性工作场所搜查	
(通常涉及钓鱼执法和拘留遣返性工作者) 是全球用以识别人口贩运受
害者和人口贩运执法的主要策略。性工作者反映，惩罚性反人口贩运工
作以她们的工作场所和客户为目标而不是盯住人口贩子，造成她们受到
更多伤害。

…79%的人表示自己是自愿的性工
作者，在遇到搜查时并不想被 “拯
救”。那些被贩运的受访者，75%表
示她们希望留在性行业。

30 Sa mpada Gr a me en Ma h i la  Sa n st ha  
(SANGRAM), 2018,《被搜查的：反人口贩运策
略如何增加性工作者对剥削手段的脆弱性》, 
53

31	人权观察，2013，《“扫荡”：中国针对性工作者
的虐待》

32	蝴蝶：亚裔和移徙性工作者支持网络, 2018,《拯	
救背后：反人口贩运调查和政策如何伤害移徙
性工作者》, 31

案例研究：印度

SANGRAM对2005-2017年在马哈拉施特邦受过搜查的243
名女性进行跟踪访谈。她们发现其中79%的人表示自己是自愿的
性工作者，在遇到搜查时并不想被“拯救”。30 那些被贩运的受访
者，75%表示她们希望留在性行业。42%的受访者被监禁长达一个
月，48%的受访女性被监禁6个月到数年。

对性工作者工作场所进行搜查，强迫“康
复”性工作者并没什么新鲜的，在混淆性工作与
人口贩运的环境中很常见。例如反性工作的“扫
荡”行动以及在“再教育中心”拘留大量性工作
者，都是中国处理性工作的长期特点。31

人口贩运与性工作的混淆，被作为借口，去
继续那些被广泛谴责的人权侵害活动。

将性工作者排除在服务之外
反人口贩运组织获得大量资金去应对人口贩运和性行业中的

剥削。但是，就算性工作者像这些组织说的那样都是人口贩运受害
者，那这些组织也没能确保被边缘化的性工作者能获得关键医疗和
社会服务。

案例研究：加拿大

加拿大组织“蝴蝶”进行外展工作，为移徙性工作者提供赋权
支持。尽管大量资金被用于反人口贩运和“退出”服务，蝴蝶在为
被拘留的移徙性工作者获取服务支持时遇到极大困难。

 “蝴蝶发出了300封信件、电邮和短信，为一名女性寻求社
会服务支持。大多数社会服务组织拒绝支持，是因为该女
性没有被官方认定为人口贩运受害者，而且她也不是居
民。一些服务机构不愿提供支持是因为不希望被牵连到 
‘有组织犯罪’，他们发现该移徙性工作者与其他移徙性工
作者有关联。” 32

蝴蝶，加拿大

https://www.sangram.org/default.aspx
https://www.sangram.org/default.aspx
https://www.hrw.org/zh-hans/report/2013/05/14/256426
https://www.hrw.org/zh-hans/report/2013/05/14/256426
http://www.nswp.org/resource/behind-the-rescue-how-anti-trafficking-investigations-and-policies-harm-migrant-sex-workers
http://www.nswp.org/resource/behind-the-rescue-how-anti-trafficking-investigations-and-policies-harm-migrant-sex-workers
http://www.nswp.org/resource/behind-the-rescue-how-anti-trafficking-investigations-and-policies-harm-migrant-sex-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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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性移民法律和限制
 “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害怕非白人的劳动阶级的非英语母语的

青年妇女四处流动呢？”33

赋权，泰国

 “反人口贩运政策对性工作者有负面影响，他们被用来侦查无
身份的移徙者和驱逐女性。移徙性工作者在数据上看是处于
险境的女性，但为她们所做的只是驱逐。”34

HETAIRA，西班牙

反人口贩运法律项目主要以移徙性工作者为目标进行惩罚，而不
是保护她们的劳工权和人权。2004年《人口贩运报告》将移徙菲律宾娱
乐业者作为日本低排名的理由，导致日本政府对移徙工人实施更严苛

的签证要求。2013年12月，加拿大移民法律进行
修正，明确禁止移徙者（包括旅游者、学生和临时
工作签证）在性行业工作。在反人口贩运责任的
名义下，移民部门对性工作场所进行搜查的情况
越来越多，导致并非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性工作者
被遣返。

“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害怕非白人的
劳动阶级的非英语母语的青年妇女
四处流动呢?”

33	赋权基金会, 2012,《肇事逃逸：泰国关于人口
贩运的性工作者研究》, ii

34	反贩运妇女全球联盟, 2018,《性工作者为改变
而结社：自我代表、社群动员和工作环境》, 31

35	新西兰法律, 2003,《卖淫改革法》2003

案例研究：新西兰

在新西兰，《卖淫改革法》(PRA) (2003) 对性工作免除定罪。但
是，在预防性行业中人口贩运的前提下，增加了第19条，禁止大多
数移徙者从事性行业工作。35 该法律导致一些以学生签证进入新西
兰的人被遣返。

将移徙性工作者排除在免除定罪之外，反而导致她们受到剥
削，因为妓院所有者和客人都知道移徙者面对剥削和暴力毫无办
法。

 “一些妓院老板把移徙性工作者的钱拿走，或强迫她们去
做不愿做的工作。威胁移徙性工作者如果对钱被拿走或
强迫工作有不满，就把她们告发到移民部门。移徙性工作
者觉得她们无法向当局报案，因为担心会被转交到移民
部门而遭到驱逐。”

新西兰娼妓联合会，新西兰

即使严格的反移民法律不是作为反人口贩运政策的一部分被实施
的，反人口贩运舆论也经常会导致法律以移徙性工作者为目标。在一些
地方，如泰国，移徙性工作者和人口贩运受害者被拘留在康复中心，然
后遣返。在西班牙，国家为被认为是人口贩运受害者的人提供保护，这
些人需要满足特定条件，包括与执法部门合作和提供一致证词。这些
条件可能较难服从，而且主观性较大。这让警方和司法人员可以任意将
拒绝作证的性工作者/受害者驱逐。

http://www.nswp.org/resource/hit-run-sex-worker-s-research-anti-trafficking-thailand
http://www.nswp.org/resource/hit-run-sex-worker-s-research-anti-trafficking-thailand
https://www.gaatw.org/resources/publications/941-sex-workers-organising-for-change
https://www.gaatw.org/resources/publications/941-sex-workers-organising-for-change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03/0028/latest/DLM1978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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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工作环境和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增加
 “《全球禁令》《移民法》和地方法规将室外性工作者逼到最没

有保护最偏僻的地方，增加她们的脆弱性。其他人……离开经
常遭到种族主义搜查的俱乐部，放弃这些地方的保障，走上
街头。对室外性工作者的刑事定罪意味着她们的工作时间拉
长，不能选择服务类型，也不能因为虐待而报案等。”

在线调查受访者，西班牙

在全球，混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的反人口贩运措施的结果，就是
性工作者工作环境恶化，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增加。在本政策简报中

的案例研究以及之前的政策文件中，NSWP描述
了以反人口贩运所推行的措施造成的伤害。这些
措施包括对性工作者客人和第三方刑事定罪，搜
查，康复，混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的服务，36 对移
徙性工作者刑事定罪的歧视性移民政策 37。

反人口贩运措施对性工作刑事定罪，使性工
作者因为害怕逮捕而无法一起工作，无法分享安
全信息，无法雇佣司机或保镖。这都削弱了安全

性，导致性工作者更容易遭受暴力，而且难以举报疑似人口贩运的情况
以及受到的暴力。反人口贩运措施使性工作者流离失所，丧失经济保
障，削弱她们的谈判能力，使她们更可能受到暴力和艾滋病毒伤害。惩
罚性和歧视性移民限制不仅导致任意拘留遣返，也让她们难以举报暴
力和剥削。

人口贩运法律政策对性工作者结社的影响
反人口贩运法律对性工作者刑事定罪也损害了性工作者交流和

结社的权利。在墨西哥，2012年反人口贩运法律导致性工作者权利活
动家Alejandra Gil被逮捕和定罪以及性工作者主导组织APROASE 
A.C.失去资助。该组织为室外性工作者提供按比例计算的医疗服务。在
美国，反人口贩运法律导致青年女性赋权项目和“不同路”组织进行预
防性休业，以免暴露青年同伴教育者，保护她们不因提供减低伤害和赋
权服务给其他青年贩性者而被指控。2018年在美国，由于原教旨女权
主义者和废娼主义者团体起诉一家新注册的性工作者工会，之后各性
工作者工会都被认定为非法。法庭引用对第三方刑事定罪和对性工作
与人口贩运混淆的法律维护自己的判决。

反人口贩运舆论进一步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排除在女权运动和
反人口贩运运动之外；在西班牙，两次申请加入西班牙反人口贩运网
络，即使符合了所有条件，两次都被拒绝了。在南非，反人口贩运舆论
妨碍了SWEAT与反人口贩运组织合作的能力。因为原教旨女权主义者
和废娼主义者团体试图将SWEAT非法化，说她们是“皮条客和人口贩
子”。在美国，反人口贩运运动损害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地方政府机
构之间以往的紧密关系。

36 NSWP, 2014,《政策简报：战胜亚太地区限制
性工作者能动性的举措》

37 NSWP, 2018,《政策简报：移徙性工作者》, 6-7

在全球，混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的反
人口贩运措施的结果，就是性工作者
工作环境恶化，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
增加。

http://www.nswp.org/resource/briefing-paper-sex-workers-demonstrate-economic-and-social-empowerment-overcoming-practices
http://www.nswp.org/resource/briefing-paper-sex-workers-demonstrate-economic-and-social-empowerment-overcoming-practices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jian-bao-yi-xi-xing-gong-zuo-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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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反人口贩运措施减少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获取资助的渠
道。在欧洲，从2012-2016年，TAMPEP指出“欧盟和其他资助方对反
人口贩运和废娼工作的资助增加，但极少资助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或提
供基于权利的服务的机构”。38 美国在2003年通过法律规定“本法律及
其修正内的资金不得用于支持没有明确政策反对卖淫和性贩运的团体
或组织”。39 根据该法律USAID资助的民间组织都需要签署协议才能获
得资助。协议认为“卖淫”是“固有伤害性和非人性的”，要求“受资助方
及次级受资助方表示反对卖淫等活动”并“声明其不推动、支持或倡导
卖淫行为或卖淫合法化”。40 这就是人们所知道的“反卖淫誓言”，它有
效地阻止了那些支持性工作者权利的组织从美国获得发展资金（包括
用于反人口贩运的资助）。同样，主流的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
者对待人口贩运的方式也体现在法律上，导致性工作者权利组织得不
到女性权利和人权方面的资助。

性工作者反抗伤害性的反人口贩运法律项目
尽管伤害性反人口贩运法律项目制造诸多障碍，性工作者权利组

织运动仍继续发展壮大，以多种方式应对反人口贩运法律政策对工作
的威胁，以及性行业中的剥削和劳工权利侵害。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根据当前实施的法律来对性工作者进行权利教
育，通过组织工会和结社以及成立法律诊所来应对劳工侵害。她们还
对社会服务机构、警方和其他相关方进行意识培训

自从出现伤害性的反人口贩运运动和舆论，很多性工作者主导组
织都调整了她们的策略。有的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加入了反人口贩运网
络，与原教旨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女权者合作，以减少伤害。另一些和专
注其他行业的反人口贩运组织合作，开发以劳动者为中心的基于人权的
途径对抗人口贩运。也有组织和移徙者组织合作，推动基于劳动者权
利的途径来应对移徙问题，以减少所有移徙者对人口贩运的脆弱性。

一些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国家机构合作，不仅教育他们区分性
工作与人口贩运，还要区分剥削和人口贩运。例如，印度VAMP就开

发了一套全面的由性工作者组织和监测的委员
会制度，以抗击人口贩运和支持性工作者劳动
权利。VAMP将疑似人口贩运受害者转介到警
局。与警方合作，在与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混淆
或搜查拯救方式做斗争时获得警方支持。

在伤害性反人口贩运法律的影响还不明显的
地方，性工作者权利组织表示性工作者在处理性
行业中剥削问题时可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科特
迪瓦，ONG-COVIE反映，是他们的社群同伴教育

者而不是警察在记录针对性工作者的虐待和暴力。她们发现处于剥削
性工作环境中的人会直接来找她们，因为她们在推动性工作者权利。

…是他们的社群同伴教育者而不是
警察在记录针对性工作者的虐待和
暴力。她们发现处于剥削性工作环境
中的人会直接来找她们，因为她们在
推动性工作者权利。

38 TAMPEP, 2015,《TAMPEP关于欧洲国内和移
徙性工作者现状报告》, 3

39	美国政府, 2003,《美国领导抗击艾滋病毒/艾
滋病，结核与疟疾法令2003》, (108 U.S.C. §§ 
25) 733-734

40 USAID, 2018,《美国非政府组织ADS303的责
任参考的标准规定》, RAA16

https://www.nswp.org/resource/tampep-the-situation-national-and-migrant-sex-workers-europe-today
https://www.nswp.org/resource/tampep-the-situation-national-and-migrant-sex-workers-europe-today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8th-congress/house-bill/1298/text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8th-congress/house-bill/1298/text
https://www.usaid.gov/ads/policy/300/303maa
https://www.usaid.gov/ads/policy/300/303m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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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由于原教旨女权者和废娼者团体将所有性工作定义为有剥削本

质，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区域或国家层面，对性工作与人口贩运的
混淆都在持续着。保守和反移民的意识形态，加上对性工作者的污名
化，都想让人们相信，所有的性工作都有剥削本质，而且性行业中的人
口贩运既无处不在又隐蔽。这种舆论是由全球北方的组织所引领的，而
全球南方的女性被这种意识形态受害者化，变得更脆弱。

混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所促生的法律增加了对性工作者客人和第
三方的刑事定罪。“拯救”项目经常导致性工作者被逮捕，被强迫“康
复”，被遣返或监禁。有的条例侵犯性工作者隐私，削弱她们的能动性
和自主性。那些混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的服务针对的是想象中的受害
者而将性工作者排斥在外。歧视性移民法律和签证条件使决定参与性
工作的移徙者更为脆弱。

这些最终导致更危险的工作环境，针对性工作者的污名、歧视和
暴力增加，显著阻碍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能力，难以开展活动获取更
好的工作环境。

反人口贩运政策必须明确定义性工作与人口贩运，以及性工作
者、移徙者、性工作者和移徙者组织、人口贩运受害者都必须被有效
纳入到反人口贩运政策法律和项目的开发工作。反人口贩运法律和项

目必须有人权框架，必须承认性工作是劳动。不
能把重点放在通过警方扫荡措施来寻找受害者
和犯罪者，因为这伤害的是性工作者和移徙工作
者。应当考虑到各种人权，将重点放在应对制造
人口贩运脆弱性的系统性障碍上。

反人口贩运策略旨在通过刑事定罪和关闭正
常的移徙渠道来打压性工作，而不是减少性行业
中的剥削和人口贩运。这实际上增加了移徙性工
作者对剥削和人口贩运的脆弱性。只有将性工作

视为工作，根据劳工法律保护性工作者权利，赋权性工作者助其自主结
社，通过免除定罪、去污名化和建立正常劳工移徙通道增加性工作者
获取司法和社会保护的渠道，这样的反人口贩运策略才能有效解决剥
削性的工作环境和减少人口贩运脆弱性。

建议
1 立即终止拯救搜查和强迫性的“康复”项目：对性工作者工作场所

肆意搜查不能有效找到人口贩运受害者，浪费资源，导致性工作者
和人口贩运受害者面临曝光、警方暴力骚扰、任意拘留和遣返的风
险。不提性工作，强迫康复和再教育项目本身一直都被认为是一种
人权侵犯；这种项目必须替换为自愿的以人为本的服务，来应对性工
作者的多元化经济、法律和健康需求。无论性工作者是希望找其他
工作，还是希望继续性工作。

2 终止对性工作广告的禁令：新的信息技术使性工作者能够独立工
作，增加她们的自主性和经济保障。对性工作广告的禁令会使性工
作者更多依赖第三方去寻找客户，干扰性工作者的筛查工作，使性工
作者更容易受到剥削、暴力和艾滋病毒伤害。

反人口贩运策略旨在通过刑事定罪
和关闭正常的移徙渠道来打压性工
作，而不是减少性行业中的剥削和人
口贩运。这实际上增加了移徙性工作
者对剥削和人口贩运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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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取劳动者为中心的、基于权利的方式来预防性行业中的人口贩运
与剥削：以歧视为基础的反人口贩运法律不仅会促生人权侵害，也
并不能解决造成人口贩运脆弱性的系统性障碍（如歧视、缺乏劳动
保护、缺乏司法社会保护渠道、污名与歧视、贫穷、孤立、害怕被捕
等）。

4 承认人口贩运与性工作与移徙是不同的：混淆人口贩运与性工
作，混淆人口贩运与移徙，促生的反人口贩运措施会对性工作者和
移徙者进一步污名化、刑事定罪和孤立。

5 对性工作全面去罪化：无论性工作者是被部分刑事定罪还是全面刑
事定罪，刑事定罪都会制造系统性障碍，加重边缘化，使性工作者更
容易被剥削性的工作环境伤害。

6 让性工作者（包括移徙和流动性工作者）有效地参与反人口贩运政
策、法律和项目的开发工作：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以及人口贩运受害
者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反人口贩运政策的制定过程，而性工作者依然
被系统性排斥。

7 资助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开发和扩展工作以应对性工作中的人口贩运
与剥削。这种项目可包括劳工结社、经济赋权、社会保障、法律服务
和心理支援。

8 增加性工作者获取安全、合法且公平的工作移民渠道的能力：歧视
性的移民法律经常使性工作者无法使用正常移徙方式。移徙性工作
者的成本增加，而且无法得到正常移民可承担的福利和保护（如劳
动法律、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和司法渠道等）。

9 促进性工作者获取信用、贷款、出现和其他金融及就业机会的无歧
视渠道：性工作者面临来自金融机构和主流雇主的歧视，使很多性
工作者处于经济边缘化地位，从而更容易受到剥削性贷款和工作环
境及债务劳役。增加金融可及性能够提升性工作者获取资金进行安
全移徙和改变工作场所甚至建设自己的工作场所的能力。

10 研发美国《人口贩运报告》的替代品，对政府打击人口贩运的工作
进行评估：必须在《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行为的议定书》的框架上，将联合国广泛的人权义务纳入考量，对

反人口贩运措施进行评估。对性工作者的人权侵
害，包括她们的结社权、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免于
暴力和歧视的权利、隐私和自由免于任意干涉的
权利、健康权、流动移徙和工作权、自由选择职业
的权利，绝对不能被视为反人口贩运工作中可接
受的附带损害。

对性工作者的人权侵害，[…] 绝对不
能被视为反人口贩运工作中可接受
的附带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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