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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顾客的刑事化
支持者声称，让购买性服务的顾客承担刑事责任，是新法

律框架下的一项举措，该举措通过“抑制需求”，达到根除性工
作和拐卖的目的。1999年，瑞典制定新刑法规定，对购买性服

务的顾客定罪量刑，同时，维持对第三方（
如妓院老板、妓院管理人及安保和后勤人
员）的刑事规定不变1。个人从事性工作仍属
合法行为，不受法律追究。瑞典的这种治理
模式通常被叫做“瑞典”模式，或“北欧”模
式，或“抑制需求”模式。很多国家都受到来

自各方的压力，要求政府采取这种法律和政策措施。却很少有
人提及这种治理模式对性工作者的健康、权利和生活条件造成
的负面影响。

“抑制需求”是个逻辑错误
顾客对性服务的需求被认为是导致女性进入性服务行业并长期从事这

一工作的原因，这也是惩罚购买性服务行为的基本前提。在这一概念框架下，

男性及跨性别性工作者常常被忽略，而女性性工作者则与儿童2、皮条客和人

口拐卖3混为一谈4。同时，人们一方面认为女性性工作者是受害者，另一方面

又认为他们是危及全体女性、家庭以至整个国家的害群之马5。

很多支持对顾客刑事入罪的人士推崇“新废除主义女性主义”6或“原教

旨女性主义”7，这种意识形态认为，性工作等同于对女性实施暴力、剥削和

性拐卖。顾客被视为施暴者，应当受到逮捕与处罚。这一逻辑起源于十九世

纪末期“废除主义者”的法律框架，至今仍在欧洲及拉丁美洲国家盛行。“废

除主义者”认为，通过拥刑罚来惩罚那些招揽女性性工作者或依靠女性性工

作者牟利的人员，卖淫问题就能得到根治。这一推断的假设前提是：没有妇

女心甘情愿出卖性服务。当惩治上述人员未能奏效时，新废除运动女权主义

者或原教旨主义女权主义者便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顾客，认为他们才是性工

作产生的最终根源。

他们的观点和禁止主义、宗教保守派及反女权主义派的观点不谋而合。

禁止主义过去向来赞同对参与性工作的所有人员处以刑罚，他们现在支持瑞

典模式，还自命名为“新废除主义者”。8许多政治派别一致认为，性工作本质

上是耻辱的、暴虐的和不公的，国家有责任清除性服务行业。

1	 瑞典《刑事法典》第十一章规定，性服务顾客
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在此之前给顾客定罪的
法案是1999年《禁止性购买法案》)。以下法
律规定，房客（或其他人）使用住所从事性
工作的，房东有权终止租赁合同:刑事法典第
六章第12节第2条；土地法典第十二章第42节
第1条第9项；公寓法第七章第18节第8条。刑
事法典第十二章第12节规定，妓院老板和皮
条客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瑞典《禁止性购买
法案》：Claimed	 Success	 and	 Documented	
Effects,	作者：S.	Dodillet	&	P.	Östergren	
(2011)，该报告提交给在海牙召开的以“卖淫
去刑事化及展望：实践经验与挑战”为题的国
际大会。

2	 参见案例，摘自《国际女性政治》2（3），第
359-379页，Challenging	 the	 Child/Adult	
distinc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n	
prostitution，作者S. Jeffreys (2000)。 
参见2010年伊利诺伊州《保护儿童法案》
（HB-6462)中有关禁止成年人买卖性服务的
法律规定。有关该问题在瑞典开展的讨论参
见D.Kulick（2003），新欧洲的性服务：The	
Criminalization	of	Clients	and	Swedish	
Fear	 of	 Penetration，人类学理论3（2），第
199-218页。

3	 参见提交给罗马教廷美国大使馆的报告：“需
求：性拐卖的起源”，作者D.	 Hughes	 (2004)	
。Hughes是女性反性拐卖联合会的成员，他在
报告中陈述到：“是贩卖者，皮条客，妓院老
板，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及腐败官员这些不法
牟利者造成了今天的性服务产业。”

4	 参见在贝鲁特召开的国际减低伤害大会上提
交的报告：“北欧模式：挪威及瑞典的经验”，
作者A.	 Rendland	 &	 P.	 Jakobsson	 (2011)
；欧洲国际关系杂志第37-86页，(Un)Popular	
Strangers	 and	 Crises	 (Un)Bounded：论性
拐卖，欧洲政治社会及现代社会的恐慌，作者
J.	Berman	(2003)。

5	 Kulick,	op.	cit.

6	 由于“废除主义者”以此在历史上带有种族
主义倾向，因此用来形容抵制性工作行动时
受到了强烈的批评。更多内容请参见《性奴
隶与对话的重要性：性拐卖的发展》，作者J.	
Doezema	(2010)，纽约与伦敦：Zed	Books

7	 还有人称其为“carceral	 feminist”。参
见《在文化与社会视角下的女性》36（1）第
45-71页，Militarized Humanitarianism	
Meets Carceral Feminism:在当代反性拐
卖运动中的性，权利，自由的政治学，作者E.	
Bernstein	(2010)。

8	 参见“罪恶联盟：The	 Christian	 Right	 Are	
in	Bed	With	Feminists	Fighting	for	Anti-
Prostitution Policy,”作者A.L. Crago	
(2003)，摘自www.rabble.ca。

却很少有人提及这种治理模式对
性工作者的健康、权利和生活条件
造成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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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教旨女性主义者和禁止主义之间并没有清楚的界限。他们经常联合

起来支持抵制性工作的法律和政策，一个突出的案例是美国联盟开展的抑

制需求行动。9他们的立场上的相似性其实可以得到

解释。一般只要性工作者接受强制改造，禁止主义是

认同免除她们的刑事责任的。而当性工作者拒绝接受

改造时，废除主义者倾向于采取继续惩罚或监禁性工

作者的措施。一位叫做Pye Jakobsson的瑞典性工作

者总结道：“我们希望能够拯救你，可是如果你不领

情，我们就要惩戒你。”10

建立在这种方法之上的标准和政策，对性工作

者造成的后果是毁灭性的。

瑞典模式的复制及其推动实施 
对顾客的刑事化古已有之。在很多国家，以根除性服务为目的的法律措

施已施行了一个世纪之久。其中包括那些直接将购买性服务定为刑事犯罪的

法律。11还有的法律对顾客进行间接定罪或间接处罚。如有的法律规定，出入

妓院就是刑事违法行为，还有的法律禁止以嫖娼为目的的拉客或牵线搭桥行

为。12那些旨在提高社会文明或维护公共秩序为目的、并用来规范公共场所行

为准则的法律，也常常包含处罚性服务对象的规定。13尽管瑞典模式的理论架

构相当独特，但在不同国家的性工作者越来越多地报告这种方式对他们产生

的不良后果。

1999年，瑞典的新立法将购买性服务刑事化，但同时提供性服务则是

合法的。瑞典是第一个将激进女权主义作为这种政策依据的国家，认为性

工作本质上是男性对女性的暴力。14瑞典政府保留了那些将妓院、及其他试

图通过性服务牟利的行为进行刑事化的法律。15自瑞典实施上述法律以来，

就不遗余力地向他国推广这种制度。16据负责瑞典性服务政策的前政府官员

Gunilla Ekberg说，

我的一部分工作是：将瑞典的反卖淫策略输出到其他国家，具体说，是

影响其他国家的立法者及女性团体，让它们积极行动，采纳与瑞典相近的法

律制度。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很大的变化。例如，韩国、南非、挪威、

和一些其他国家都制订了相同的刑事法律，惩处买性行为。17

确实，近年来，立法惩治买性行为（或对买性行为加重刑罚）是许多国

家立法者探讨的话题，如印度、法国、爱沙尼亚、芬兰、克罗地亚、菲律宾、西

班牙、意大利、英国和加拿大等国。18瑞典采取的理论有时也许并不合理，但

各国都有一个共识，即性工作者是性服务行业的受害者，因此也对社会构成

了伤害。

在压制性工作方面，美国政府是另外一个更加有影响力的推动者。2003

年，美国政府为了制止所谓的“性奴役”，采取了“抑制需求”的策略。纽约和

伊利诺伊州紧跟着通过了严厉的法律制裁性服务顾客。同年，美国国务院开始

出版年度人口贩卖报告。该报告根据各国预防人口贩卖的进展程度，将各个国

家分为三个级别。此外，美国还奖励那些加大力度惩罚性工作及非法移民的国

家。19如果一个国家被列到人口贩卖报告的最低级别，就会被取消获得外国援

助的资格。由于该报告对各国政府施加的巨大压力，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惩戒性

工作的手段。20 2011年，该报告向全世界提出惩戒性服务顾客的倡议。21

对 于 这 种 方 式 ，一 位 叫 做 P y e 
Jakobsson的瑞典性工作者将
其总结为：“我们希望能够拯救
你，可是如果你不领情，我们就
要惩罚你。”

9	 参见全国女性研究联盟杂志17(3)第54–87
页，“反对性拐卖的现代美国十字军及废除主
义论调”，作者Bernstein,	op.	cit.;	Crago,	
op.	cit.;	G.	Soderlund	(2005)。

10 “与Pye Jakobsson, SWAN的访谈”，作
者HCLU (2010)，引自www.swannet.org/
node/1512

11	 例如美国大部分州

12	 例如芬兰、加拿大、英国、北爱尔兰、苏格兰、
意大利和西班牙。

13	 例如芬兰、加拿大、英国、北爱尔兰、苏格兰、
意大利和西班牙。

14	 Dodillet	&	Östergren,	op.	cit.

15	 同上

16	 同上

17“消除卖淫：瑞典的做法，对话Gunilla	
Ekberg”，作者：佚名（2008）Rain and	
Thunder:	A	Radical	Feminist	Journal	of	
Discussion	and	Activism,

18	 G. Ekberg在加拿大议会小组委员会听证
会上的证词，摘自http://www.parl.gc.ca/
HousePublications/Publication.aspx?DocI
d=1823237&Language=E&Mode=1

19	 “加勒比地区抗击人口拐卖的战争”，作
者：K. Kempadoo (2007)，摘自《种族与
阶级》49（2），第79-85页；“全球拐卖问题
商讨与美国政策评论”，作者：M. Capous-
Desyllas (2007)，摘自《社会学与社会福
利》34（4），第57-79页；《留在我脸上的伤
痕：The	State-Sponsored	Scape-goating	of	
Sex	Workers	for	HIV	in	Sambia，2004-2008
》，作者：A.L. Crago, (2010),加拿大社会科
学院，蒙特利尔。

20	 “韩国新政：克服障碍，实现立法者本意，
保护性工作者不受虐待”，作者：J.H. Kim	
(2007),摘自《环太平洋地区法律与政策》，16
（2），第494-523页；人权观察（2010），《柬
埔寨对性工作者肆意的拘禁和虐待》，纽约：
人权观察；在译作中迷失，未发表的手稿，作
者：V.	Magar	(2006),	Crago,	op.	cit.

21	 美国国务院（2011），《人口拐卖报告：防患于
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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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家（包括危地马拉、柬埔寨、韩国）继而通过了人口拐卖法，依据

的都是废除主义者或者强制禁止派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将性工作与人口拐

卖混为一谈。这些法律通过后，执法者强行关闭了妓院，还禁止性工作者从

事性服务。22在韩国和危地马拉，所有或某些购买性服务的形式都受到法律

的惩处。

一般而言，法律改革受到了来自地方活动人士、瑞典支持者和美国这三

重压力。随着时间的推进，特别是在瑞典和美国的游说下，“抑制需求”的理

念在联合国也开始占据一席之地。23

新制订的法律各不一致。尽管挪威警方的一项调

查结果证明瑞典模式并不成功，但挪威仍对购买性服

务24处以刑罚，并保留了对妓院的处罚性规定。252009

年，冰岛一方面保留了对妓院的刑事制裁，另一方面，

又制订新法处罚购买性服务的行为。26此外，2010年，

冰岛政府立法禁止了脱衣舞夜总会。

有些情况下，惩治顾客是为了让妓院关门。危地马拉推行了新法，关闭妓

院并对支付中介费寻求性服务的顾客处以刑罚。出卖性服务仍属合法行为。27

许多国家一方面立法禁止买性行为，另一方面维持或加重了对性工作者

的惩戒。例如，

 ◗ 韩国一方面保留了惩戒性工作者的规定，另一方面，制定新法处罚性服务顾

客和妓院老板。28

 ◗ 南非制订了处罚妓院老板和性工作者的法律，而且现在已加入处罚性服务

顾客的新规定。29

 ◗ 立陶宛不仅继续处罚性工作者，还增加了对性服务顾客的处罚。30

 ◗ 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在抑制需求联盟的游说下，性服务顾客和性工作者的

刑罚被加重了。31在纽约，因购买性服务而受到的刑罚处罚将更加严厉，对

提供性服务的惩罚仍维持不变。32

 ◗ 苏格兰和意大利开始制订刑法处罚性服务顾客。性工作者在拉客时，触犯

相关罪行的，仍按照刑法规定处罚。

一些新法还涉及到跨境行为。33例如，挪威立法规定，在境外购买性服

务构成犯罪行为，执行军事服役的也不例外。美国国防部修改了《军事审判

统一法典》，在其中加入了新的规定。例如，军人有嫖娼行为的，将处刑事处

罚。34联合国禁止维和部队军人购买性服务，或频繁出入可能涉嫌性工作的

场所。35

22	 柬埔寨：人权观察，o p . 	 cit .;危地马
拉：Coordinator	of	OMES,	interview,	六
月,	2010;韩国：参见下文的讨论。

23	 参见Sigma Huda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
会中要求惩处购买性服务的发言。《联合国
特别事务报告员就人口贩卖受害者（特别是
妇女及儿童）的人权问题提交的报告》，(E/
CN.4/2006/62),	2006年2月20日。

24	 参见Rendland	&	Jakobsson,	op.	cit.

25	 同上。

26	 参见《一项新法的颁布使得购买性服务在冰岛
成为犯罪》,2009年4月21日，摘自http://www.
jafnretti.is/jafnretti/?D10cID=ReadNews
&ID=523

27	 危地马拉共和国国会，Ley	contra	la	
violencia	sexual,	explotación	y	trata	de	
personas,	Decreto	Numero-9	2009.

28	 韩国，《嫖娼及相关行为罚则》，2004年；韩
国，《防止卖淫及受害者保护法》,2004年。

29	 南非共和国，《性犯罪法》第20条第（1）
项，1957年；南非共和国，《刑法（性犯罪及相
关犯罪）》，第11条，2007年。

30	 立陶宛共和国，《行政犯罪法第182条第1款修
正案》，2005年。

31	 伊利诺伊州，《保护儿童法案》，(HB-6462),	
2010年.

32	 纽约州，《纽约刑事法典修正案》，2007年。

33	 另一方面，法律专门打击那些嫖宿被拐卖妇
女的行为。芬兰已制定刑法，嫖宿被拐卖的
妇女的，处以刑罚；当然，如果事先不知其为
被拐卖妇女的，可以在法庭上作为抗辩理由，
如果事先支付介绍费的，则不能作为抗辩理
由。英国规定，嫖宿被拐卖的妇女的，将承担
无过错责任，即，即使顾客不知其为被拐卖妇
女的，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继美国和挪威之
后，北约制定规则，禁止军人“嫖宿被拐卖的
妇女”。目前还没有数据显示，以上这些措施
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限制人口拐卖或影响性
工作者工作条件的作用。。

34	 政府第13387-2005号令，《军事法庭手册修正
案》，2005，70	Fed.	Reg.	60701.

35	 UNODC（2008），维和人员及其他执法人员行
为规范，《联合国禁止人口贩卖方案》，第九
节第17条，第481页：“所有执行维和任务的人
员不得参与嫖娼，并严禁出入提供色情服务
的场所，例如：参与色情服务的酒吧、夜总会、
妓院或旅馆。”

新制订的法律各不一致。尽管挪威
警方的一项调查结果证明瑞典模式
并不成功，但挪威仍对购买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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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需求”的法律框架对性工作者产生的
影响

增加对性工作者的打压
瑞典模式的很多支持者表示，性工作去刑事化他们基本的目标。然而，

很多采用瑞典模式的国家反而进一步深化了对性工作的惩处。以伊利诺伊州

为例，该州在引进“抑制需求”的策略时，提高了对特定性工作者的量刑幅

度，凡是向刑事重犯卖性的，监禁的期限最长可达一

年。362002年，韩国逮捕的性工作者不到3500人，在

瑞典的影响下，经过一系列的法律改革，到2004年和

2005年，被逮捕的性工作者分别激增到了16951人和

18508人。37

在韩国和美国，性工作者只有同意改造，才能不受监禁刑。在韩国，司法

部门或警务人员负责根据性工作者的个人情况及案件动机作出是否让她接受

改造的决定。38

在有些情况下，虽然出卖性服务是合法的，但是若法律禁止开设妓院或

从性服务行业牟利，同在一个住所工作的女性性工作者，向对方支付房租或

其他开销时，就会被认定为是违法犯罪行为。39

性工作者常常大批的受到逮捕，逮捕的理由是与性服务无关的法律。在

瑞典和挪威，尽管出卖性服务是合法行为，但警察仍然对性工作者采取强硬

的压制态度，以非法移民的罪名逮捕了大批性工作者并将他们驱逐出境。40 

事实上，在瑞典新法通过的第一年，大量性工作者在还没有被进行任何记录

之前就被驱逐出境，以至于当地检察官无法对他们提出指控。41

此外，警察在大街上对顾客的管理行动有时也使得性工作者遭遇了极

大的骚扰。42瑞典警察经常暗中拍摄性行为过程，并将拍摄录像作为对性服

务顾客定罪的证据。女性性工作者还常常被强行搜查。43性工作者在审判性

服务顾客的案件中，既不享有被告应有的权利，也没有被害人应有的权利。44

在韩国和瑞典，对涉嫌性服务工作的人，警察会监视其住所和工作场所。45

增加暴力和歧视的风险
瑞典政府曾强调指出，由于颁布了惩戒性服务顾客的法律，性工作者

的数量大大降低了。但实际上，减少的只是在街边招揽顾客的性工作者，很

多研究人士认为，这些性工作者只是通过其他更隐蔽的形式继续从事性工

作。46

确实，人们看到，在很多国家，警察对性服务顾客的监控和逮捕使得性

工作者被迫寻找其他方式继续工作。据报道，性工作者开始越来越多的依靠

互联网招揽顾客，或改换工作地点，到那些表面上从事其他经营的场所（如

按摩院、美发点或旅馆）继续工作。47

36	 伊利诺伊州，op.	cit.

37	 韩国保护性别平等司，J.	Herskovitz	(2006).
压制下的韩国性产业的新面貌，路透社。

38	 韩国，op.	cit.

39	 Dodillet	&	Östergren,	op.	cit.

40	 Kulick,	op.cit.;	Rendland	&	Jacobbson,	
op.	cit.

41	 Kulick,	op.cit.

42	 挪威司法部及挪威警署（2004），在瑞典及荷
兰购买性服务。

43	 Kulick,	op.	cit.;	Dodillet	&	Östergren,	
op.	cit.

44	 挪威司法部及挪威警署,	op.	cit.

45	 Rendland	&	Jakobsson,	op.	cit.

46	 瑞典国家健康与福利署（2007），《瑞典的性
服务产业，2007》；Dodillet	 &	 Östergren,	
op.	cit.;	BRÅ	(Brottsförebyggande	Rådet)	
2000,	 Brå	 rapport	 2000:4,“Förbud	 mot	
köp	av	sexuella	tjänster.	Tillämpningen	
av la ge n u n der första å ret.”	
Brottsförebyggande	rådet,	Stockholm.

47	 这样的事情在瑞典，韩国，挪威籍加拿大均
有报道。据韩国刑事研究所统计，2005年，
在承认购买了性服务的人当中，60%是在按
摩院。据韩国金融监管局透露，与2004年
相比，2005年在按摩院查到的信用卡使用
记录增长了23%，而正是在2004年出台了惩
治购买性服务条例。引自Special	 Law	 on	
Prostitution	 Turns	 Four	 Years	 Old,作
者：N.	Schwartzmann	(2008),《亚洲通讯员》
，摘自asiancorrespondent.com;	Dodillet	&	
Östergren,	op.	cit.;	A.L.	Crago	(2011),在
蒙特利尔召开的CRI-VIFF大会上提交的报告：
《性工作者消除暴力的法律障碍：蒙特利尔的
经验》；Rendland	&	Jakobsson,	op.	cit.;	
Herskovitz,	op.	cit.

在韩国和美国，性工作者避免监禁
的唯一方法，就是接受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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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条件不稳定的性工作者无法进入那些要求固定工时、启动资金、

和掌握一定技术的性产业场所。根据调查报告，在瑞典，大街上招揽顾客的

性工作者面对的竞争更加激烈，她们的价格一直被压

低，生活条件也相对差一些。48由于顾客越来越少，性

工作者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待那些醉酒、暴力甚至是

拒绝使用安全套的顾客。49自瑞典对性服务顾客处以

刑罚以来，50与传播性疾病感染的风险也开始上升。51

警察为了抓到顾客常常会四处巡逻，在这样的情

况下，性工作者只好转入相对隐蔽的场所，而她们在这些场所往往更容易受

到暴力伤害。一旦发生暴力侵害，她们很难得到及时救助。52在苏格兰的爱丁

堡，2006年，性工作者举报了66起暴力侵害事件，而在2007年实施禁止卖淫

的法律后，暴力侵害事件猛增到126起。532001年在蒙特利尔市，在一场为期3

个月的大范围的清剿顾客行动中，性工作者举报的暴力侵害案例比之前增加

了3倍。其中，使用危险凶器的侵害案例增加了5倍。54

性工作者在举报受到的暴力和威胁侵犯时，通常都有所顾虑。因为一旦

向警方暴露自己的性工作者身份，可能会招致更多的麻烦，甚至会被驱逐出

境。55顾客若遇到性工作被逼迫或身处险境时，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追究，很可

能不会报警。据挪威国家警署调查，瑞典的法律实施后，收集证据变的非常

困难，以致无法证明嫌疑人对性工作者实施威胁或侵犯行为。56此外，据瑞典

国家卫生与福利署调查，对性服务顾客处以刑罚后，性工作者受到来自第三

方的剥削很可能会增加。57

泰国的性工作者也有相似的遭遇，据她们说，自从美国军方禁止军队人

员购买性服务后，她们的工作环境开始变的更危险了。士兵们现在寻找性服

务都只好去秘密场所，有时，为了避免吸引注意，几个士兵都由同一个性工作

者为他们提供服务。58

证据显示，瑞典的法律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减少性产业中的人口拐卖。59

在2010年开展的一项对瑞典法律效果的调查中，7名当时还在从事性工作的

人接受了调查访问。她们一致提出，自从这些法律实施后，她们被更深的烙上

了耻辱的印记。瑞典为此竟然辩护说，这样女性就会打消从事性工作的想法，

说明法律是有效的。60

阻碍获得医疗及社会服务
顾客及妓院被法律禁止后，性工作者很难维护自身的健康。据挪威国家

警署调查，瑞典的禁令实施后，由于顾客减少，很多街头拉客的性工作者为了

维持生计，只好提供不用安全套的服务。61在韩国，类似按摩院这样的场所也

不会存放安全套，以防被查获并作为对性工作者不利的证据。62

自从 瑞典开始用刑罚惩戒 顾客
后，性工作者面临的暴力侵犯增
加，感染传染病的风险也增加。

48	 挪威司法部及挪威警署，op.	cit.;瑞典国
家健康及福利署，op.	cit.;	Dodillet	&	
Östergren,	op.	cit.

49	 据加拿大与瑞典报道。挪威司法部及挪威警
署，op.	cit.;瑞典国家健康及福利署，op.	
cit.;	 Dodillet	 &	 Östergren,	 op.	 cit.	
Crago,	op.	cit.

50	 挪威司法部及挪威警署，op.	cit.;瑞典国
家健康及福利署，op.	cit.;	Dodillet	&	
Östergren,	op.	cit.	P.	Östergren	(2003),
《性工作者评议瑞典禁止卖淫政策》,摘自
http://www.petraostergren.com/	 pages.
aspx?r_id=40716

51	 挪威司法部及挪威警署，op.	cit.;瑞典国
家健康及福利署，op.	cit.;	Dodillet	&	
Östergren,	op.	cit.

52	 Crago,	op.	cit.

53	 SCOT-PEP	quoted	in	M.	Autin	(2008),	La	
pénalisation	du	client	en	Europe	et	dans	
le	monde,	Fondation	Scelles.

54	 A.L.	Crago	(2008),《我们的生命需要关注：
性工作者团结一致，呼吁健康与权利》，纽
约：开放社会基金会。

55	 Kulick,	op.	cit.,	Ostergren,	 op.	cit.,	
Dodillet	&	Östergren,	op.	cit.

56	 挪威司法部与挪威警署，op.	cit.

57	 瑞典国家健康与福利署,	op.	cit.;	Kulick,	
op.	cit.

58	 泰国行动小组（2005）《美国军人嫖娼禁止
令》

59	 Dodillet	&	Östergren,	op.	cit.

60	 A. Skarhed (2010),禁止购买性服务：1999-
2008年评估报告（英文摘要）

61	 挪威司法部及挪威警署,	op.	cit.

62	 韩国新禁止卖淫法案与性传播疾病间的关
系，作者Y.	Lee	&	Y.	Jung	(2009),摘自《韩
国政策研究杂志》	24(1),	第111–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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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警察不断的搜查，多数性工作者只能频繁更换工作地点，寻找隐蔽

的工作场所。这种情况下，她们获得健康及社会服务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

韩国和瑞典的健康管理机构都提出，禁令对性工作者

的健康造成了负面的影响。63此外，韩国研究人员调

查发现，新颁布的禁止卖淫法与性传播疾病发病率的

提高有一定的关联。64

那些支持性工作者权利的健康项目基金，也受

到了“抑制需求”运动的影响。目前为止，最成功的艾

滋病干预行动是由同伴组织领导的，他们通过依靠

个体和集体行动的力量，提高性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

条件。65但是，由于政府部门和一些其他机构将性工

作与暴力行为划等号，故而这些行动得不到或只能得

到政府及其他机构极少的资金支持。在韩国和瑞典，项目获得基金支持的条

件是：以让女性不再从事性工作为目标。由于性工作者获得教育服务、职业培

训、健康服务及咨询服务的条件是不再从事性工作，这些项目本身就是歧视

性的。

阻碍获得住房和庇护所
由于法律禁止购买性服务，禁止从性服务中牟利，禁止为性工作提供

住所，所以如果房东或旅店向性工作者出租房屋，就将承担法律责任。在很

多国家，如果房客涉嫌提供性服务（即使出卖性服务并不违法），房东有权

终止租赁合同或者不经通知直接驱逐房客。66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住在低收

入保障房中的人。67在挪威，警察为了查出性工作者的工作地点，有时就乔

装成顾客给性工作者打电话。查到地点后，警察就以做皮条生意的罪名威

胁房东，要求他们立即逐出房客。性工作者还无法拿回交付的保证金，保证

金的数额最高时达三个月的租金。68性工作者受到驱逐后，都很难再租到房

子。2011年，奥斯陆警方经过精心策划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之一就叫做“

无家可归行动”。69

在挪威，警方通知所有连锁酒店不得将房间出租给性工作者，否则将面

临指控。这一通知下达后，连锁酒店不再允许性工作者入住。有的甚至将某一

民族的女性都定性为性工作者，禁止她们入住。70

总之，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惩戒顾客、妓院老板、妓院管理人及其他工

作人员的法律措施能够消除或抑制性工作。现有的证据证明，这些措施反而

加剧了对性工作者的打击压制、暴力侵害及歧视。进一步导致性工作者无法

获得医疗服务、社会服务和住房。因此，在应对性工作问题方面，对顾客采取

刑事制裁手段，并不是一种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

63	 Schwartzmann	op.	cit.;	Dodillet	&	
Östergren,	op.	cit.

64	 Lee	&	Jung,	op.	cit.

65	 参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佳实践集《女
性性工作者艾滋病预防项目:巴布新几内亚、
印度及孟加拉国的经验》，作者：C.	Jenkins	
(2000)；在曼谷召开的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提交
的报告：《索纳加奇项目如何成功提高性工作
者中的安全套使用及进行赋权：对比研究结
果》作者：	D.T.	Swendeman,	I.	Basu,	S.	
Jana,	M.J.	Rotheram-Borus,	S.J.	Lee,	
P.A.	Newman	&	R.E.	Weiss	(2004)。

66	 这是瑞典、挪威及加拿大的案例。

67	 这是挪威及加拿大的案例。

68	 Astrid	Rendland,	PION主任的书面信
函。PION是奥斯陆的一个性工作者支持机
构。2011年6月12日。

68	 同上

70	 同上

在韩国和瑞典，只有那些致力于让
女性脱离性行业的项目才能拿到
钱。如果要性工作者获得教育服
务、职业培训、健康服务及咨询服
务，就要放弃从事性工作，这些项
目本身就是歧视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