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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所有成员都批准了《世界人
权宣言》，其第13条包括个人行动自
由的权利，以及离开和返回本国的
权利。

性工作者及旅行限制
 “跨越国境总是有点危险的…..前往性工作者是非法的国家，就

算是去度假，都是冒险。无论是去工作，还是出于个人原因。

BERUFSVERBAND EROTISCHE 和 SEXUELLE DIENSTLEISTUNGEN E. V, 德国

介绍
性工作者迁徙和流动的权利常常受到阻碍。他们会遭受官员的任

意询问和决策。他们常常被拒绝入境，因为海关工作人员会认为他们
将违反签证的有关规定而从事性工作，或者认为他们是人口贩运的受
害者。是否给予签证的决定常常基于对性工作者有极大的偏见。当性
工作者进入一个国家之后，移民管制也会对性工作者产生影响：跨性别
性工作者、来自有色人种的性工作者、和来自全球南方的性工作者受到
监视和歧视性的移民检查，就算他们跨越了国境，也可能受到驱逐出
境的威胁。1 如果签证被拒绝或者撤销一次，性工作者再出国旅行就可
能会变得更加困难。一些性工作者会避免旅行，因为他们担心被拒绝
入境，驱逐出境，或者被认定为是性工作者。

那些限制性工作者流动的措施，和“反人口贩运”措施常常联系在
一起。性工作和贩运常常在法律、政策和实践中被混淆，包括在边境控
制和执法中。关于人口贩运的国际讨论常常忽视反人口贩卖法和政策
对性工作者流动的影响。

性工作者流动的障碍使得他们很难参与政治和公民事务，并阻碍
了他们结社和组织的权利。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集体组织起来，倡导人
权、健康和劳动权利。作为一个关键人群，性工作者也积极参与到推动
以权利为基础的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的国际倡导中。旅行限制使性工作
者无法参与到政府间的和国际活动，并阻碍性工作者有效地参与那些
影响他们健康和福祉的政策讨论中。

国际政策框架
迁徙和流动的权利受到若干国际人权文书的保护。联合国所有成

员都批准了《世界人权宣言》2，其第13条包括个人行动自由的权利，以
及离开和返回本国的权利。此外，《个人、群体和
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
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3，重申了所有人权和基本自
由的重要性，如第一条和第五条所述，包括会面
和集会的权利，沟通和参与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
组织，以及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组织的权利。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4 第
一条禁止基于性别的限制和排斥，导致对人权和

基本自由的妨碍，包括移徙和流动的权利。此外，CEDAW的关于移徙
女工问题的第26号一般性建议呼吁各国“废除对妇女移徙的禁令和歧
视性限制”。5

1 Nora Butler Burke,《双重处罚：移民出发与卖
性的跨性别女性》, “红灯区劳工”, ed. Elya M. 
Durisin 等. (温哥华: UBC Press, 2018). 

2 联合国大会，1948，《世界人权宣言》。

3 联合国大会，1999，《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
促 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 基 本自由方面
的权利和义务》。

4 联合国大会，1979，《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公约》。

5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关于移徙
女工问题的第26号一般性建议》。

https://spectrum.library.concordia.ca/981854/
https://spectrum.library.concordia.ca/981854/
http://www.un.org/zh/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index.html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53-144.shtml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53-144.shtml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53-144.shtml
https://www.ohchr.org/CH/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DAW.aspx
https://www.ohchr.org/CH/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DAW.aspx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20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C/2009/WP.1/R&Lang=e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20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C/2009/WP.1/R&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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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入境：性工作者迁徙和流动的障碍—概述
随着各国试图将其法律与那些混淆性工作者和人口贩运的国际政策

相结合，性工作者合法地旅行和工作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在那些对
性工作去刑事化或进行合法化管理的国家 (如新西兰、德国和荷兰)，只有
永久居民才能获得从事性工作的许可。对于临时的迁徙者，繁杂的行政程
序使得获得许可非常困难。在其他国家，公开工作签证已经被改变，以禁
止签证持有者从事性工作。6 在与性工作有关签证 (如娱乐)仍然存在的地
方，他们受到严格的审查。7 就算性工作者未被明确禁止进入一个国家，认
为他们会从事性工作的假设也会导致他们无法获得旅游、学生、外劳或者
其他类别的签证。

性工作者的身份会给申请护照或者居留证带来障碍。
 “……在刚果我们不能正式地宣称性工作是一个职业；（如 

果我们被认为是性工作者）会进监狱、被拒绝或者驱逐。因
此，如果有人在刚果申请签证或者护照，如果这个人说ta从事
性工作，那么ta的签证和护照申请将一直被拒绝。”

FERAPAD, 刚果民主共和国

 “在德国性工作是合法的，尽管性工作者有时仍然被视为一项 
‘不受欢迎’ 的工作。因此，对于那些来自申根地区或者欧洲之
外的性工作者而言，很难获得（永久）居民身份。”

BERUFSVERBAND EROTISCHE 和 SEXUELLE DIENSTLEISTUNGEN E. V., 德国

作为一名性工作者，或者被怀疑为性工作者，就足以被拒绝签证或
者进入一个国家。例如，新加坡禁止移徙性工作者入境；8 以及直到最近
的泰国，在妓院搜查行动中被捕的外国性工作者，其护照上会盖章说明
曾因卖淫而被捕。9

 “如果计划从事性工作，或者之前的性工作历史被其原籍国和/
或澳大利亚的移民官员发现时，性工作者会被拒绝签证和拒
绝进入澳大利亚。在过去十年中，猩红联盟与当地性工作者紧
密合作，对国外使馆开展了深入的倡导工作……在没有犯罪记
录的情况下，这不应当成为拒绝签证的理由；但有报道称这种
情况屡屡发生。这导致性工作者认为，唯一能够获得签证的方
式，是通过费用高昂的第三方……。”

猩红联盟，澳大利亚

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进入性工作者入境。在美国，在过
去十年中有毒品使用或者性工作记录的人无法获得签证。他们在进入

该国之前必须获得豁免。获得“特许豁免”是一个
漫长、艰难且昂贵的程序 ($930美元，或者如果人
在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则为585美元)。这个程序非
常负责，而且需要长达一年的时间。10 即使获得了
豁免，旅客仍可能在抵达时受到询问并被拒绝入

境。因此，一些性工作者避免去这些国家一点都不奇怪。一些移徙性工
作者也声称他们担心一旦被美国拒绝发签证，他们也可能会失去所在
国的签证。

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进
入性工作者入境。

6 “外国劳工暂时项目以及国际流动性项目：保护
工人不受虐待和剥削”，加拿大政府

7 “尽管签证进行了改革，性交易仍然在塞浦路斯
蓬勃发展”，EUbusiness。

8 新加坡目前的情况，Project X。

9 Pravit Rojanaphruk, “活动家欢迎警察新的人 
道主义方式来对待性工作者”，Khaosod English 
2019年8月。

10 关于以非移民身份进入的申请说明，美国公民
和移民服务处。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corporate/publications-manuals/operational-bulletins-manuals/temporary-residents/foreign-workers/protecting-workers-abuse-exploitation.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corporate/publications-manuals/operational-bulletins-manuals/temporary-residents/foreign-workers/protecting-workers-abuse-exploitation.html
https://www.eubusiness.com/news-eu/trafficking-cyprus.6k7
https://www.eubusiness.com/news-eu/trafficking-cyprus.6k7
https://theprojectx.org/situation-in-singapore/
http://www.khaosodenglish.com/news/crimecourtscalamity/2019/08/08/activists-hail-polices-new-humane-protocols-on-sex-workers/
http://www.khaosodenglish.com/news/crimecourtscalamity/2019/08/08/activists-hail-polices-new-humane-protocols-on-sex-workers/
https://www.usci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form/i-192inst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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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跨越美国边境很多次了，我和朋友一起开车去参加满
月酒……我们一到达边境……警卫…..问我要电话，也要了和
我一起的朋友的电话……我被送去接受二级检查，警卫不断询
问我的工作，以及我是否有其他收入来源。他们把我带到另一
个房间，并问我的（性）工作网站；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发现我
的工作身份；他们在我在到达边境之前就已经注意我了。我被
询问了四个半小时。我被要求对笔录签字，而且被美国禁止入
境至少五年；他们告诉我可能会变成十年或者终身禁令。我被
四名武装警卫送回加拿大。这是非常令人痛苦的、过激的和侮
辱性的。”

性工作者，加拿大

 “（我们）收到很多报告，关于工作者在试图进入美国时被拘
留、审问和威胁驱逐出境…..。”

性产业健康和教育资源中心，澳大利亚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性工作者被认为是
不受欢 迎的访客。刑法和移民法律之间的相互
交集对性工作者的流动施加了巨大的限制，侵犯
了人权法中所保护的权利。性工作者总体上受到
移民限制的影响，他们还受到表面上针对人口贩
运、非法劳工和或“不受欢迎的人”的政策和实践
的影响。这些限制严重影响了最被边缘化的性工

作者。这阻止了他们参与国际层面倡导的可能，而这些国际论坛非常需
要他们的声音。

多层次的壁垒
性工作者还面临多重的、互相影响壁垒，使得他们无法享有行动

自由。移民法中对来自低收入、全球南部国家的个人的歧视是广泛存在
的。从全球南方到全球北方旅行、或者在全球南方区域内旅行的性工作
者，面临申请签证的困难，及时持有签证，他们在边境也可能会被拒绝
入境。

 “来自较贫穷国家的移民在获得澳大利亚签证的机会极为有
限。来自这些国家的移徙性工作者没有资格申请能够工作的签
证，如工作假期签证…..尽管澳大利亚的大部分移徙性工作者
来自亚洲，只有把个亚洲国家的护照持有者有资格申请这些签
证。如果你在澳大利亚期间有签证被拒绝或者取消，那么你没
有资格获得这些签证。”

猩红联盟，澳大利亚

对行动自由的侵犯常常对女性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来自全球
南部的贫穷女性越来越被仇视，因为公众担心非法就业、边境安全、
和“人口贩运”，越来越严格的移民政策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一些
国家这怒对女性流动实行针对某种职业的限制，或者全面禁止，女性
也可能需要其配偶或者家人的许可才能旅行。11 在目的地国家，边境
官员常常根据自己的刻板印象而关注某些民族或者国家的妇女。就算
女性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允许旅行，一些国家的女性也可能会被禁止
入境，因为基于种族歧视的假设而认为他们可能会人口贩运的受害者。12

11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2008，《关于
移徙女工问题的第26号一般性建议》。

12  分析，妓院守护者。

这些限制严重影响了最被边缘化的
性工作者。这阻止了他们参与国际层
面倡导的可能，而这些国际论坛非常
需要他们的声音。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20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C/2009/WP.1/R&Lang=e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20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C/2009/WP.1/R&Lang=en
https://brothelkeepers.org/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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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有48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某
种形式的艾滋病旅行限制。

13 “不可入境的豁免：申请以非移民身份进入美
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处。

14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发展基金，《仍然
不受欢迎：艾滋病有关的旅行限制》。第三页。

 “2018年末新西兰移民局承认他们根据种族特征去辨认入境
者，并对那些他们怀疑进入该国以从事性工作者、违反签证规
定的人进行询问。移民局声称他们在媒体报道这一事件之后
就停止了这些做法。大多数受法律和种族歧视影响的来自亚
洲，特别是中国。但是，也有大量来自南美国家的人在边境接
受检查并被拒绝入境。据NZPC所知，很少来自欧洲或者北美
的人受此影响。”

新西兰卖淫协会，新西兰

跨性别性工作者也常常被拒绝入境。一些跨性别性工作者报告
称，如果他们的性别认同与护照上的不符，就会被拒绝入境：

 “性别认同与身份证或者护照上的性别不符，是一些国家将（跨
性别性工作者）遣返的方式之一，这经常没有正当的理由，也
没有事先通知。”

PROJECT X, 新加坡

 “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我们遇到）障碍，因为我们被认为是捍
卫跨性别性工作者权利的组织。”

ASOCIACIÓN CIVIL ÁNGEL AZUL, 秘鲁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在旅行的时候会面临更多障碍；和性工作者
一样，毒品使用者必须获得特许豁免才能进入某些国家。为了获得免签
证进入美国的权利，毒品使用者必须提供“治疗/康复”的证据，如毒品
测试和记录其“治疗”历史、和进入美国之后计划继续治疗的计划。13

 “性工作者担心被要求参加（毒品）替代治疗项目，他们他们将
被（当局登记为毒品使用者），这可能会使他们在国内和国外的
行动严重受影响。”

公告运动“信、希望，爱”，乌克兰

大多数签证表格包含关于刑事犯罪记录、就业、教育背景、婚姻状
况、经济状况，以及以前被拒绝签证或者遇到其他移民问题的问题。有
犯罪记录会使旅行变得非常困难；加拿大、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
有严格的规定，禁止有任何刑事记录的个人进入该国。大多数全球北部
国家对有犯罪记录的人有入境限制。

 “如果一个人在某国被处以与性工作有关的罪名，这些记录可
能会在ta申请签证的时候出现，导致签证申请被拒绝；就算获
得了签证，也可能被拒绝入境。但是，新西兰移民局称这不是
自动的。”

新西兰妓女协会，新西兰

感染艾滋病的性工作者会受到其他的旅行限
制的影响。2019年有48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某种
形式的艾滋病旅行限制。14

这些相互影响的壁垒对性工作者迁徙和流动
所造成的障碍是不容忽视的。大量性工作者因为

其性别、国籍、毒品使用史和财务状况或健康状况，而被剥夺了旅行的
权利。

https://help.cbp.gov/s/article/Article-1769?language=en_US
https://help.cbp.gov/s/article/Article-1769?language=en_US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19/hiv-related-travel-restrictions-explainer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19/hiv-related-travel-restrictions-expl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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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面临的障碍
在旅行的任何阶段都可能发现旅行权利被剥夺的情况：申请身份

证件或者护照，在使馆，本国移民官员处理申请，与航空公司工作人员
交流，或者目的地过移民官员处理申请的时候都可能发生。这种系统性
侵犯人权的情况没有引起注意，说明了对人口贩运的恐惧、边境安全，
以及这些系统对性工作者生活产生的影响之间的严重脱节。

旅行前的障碍
很多性工作者在实际到达边境之前就遇到了障碍。因为费用、与领

事服务之间的距离、政治不稳定，以及申请文件的要求，获得护照可能
会变得非常困难。

 “一般来说申请护照需要身份证，户口本和 35 000 缅元（21欧
元）和30美元的官方手续费。对于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的性工
作者来说，根本不可能（拿到）护照…..对于国际旅行，使馆要
求提供3000美元的银行对账单。”

AYE MYANMAR ASSOCIATION, 缅甸

即使性工作者拥有身份证件和护照，签证申请的过程也可能很困
难、昂贵，而且需要提前准备。来自全球南部国家的性工作者面临漫

长的签证处理时间，距离数百或者数千公里的使
馆，以及歧视性工作者的签证要求。性工作者往
往很难提供财务证明和与本国联系的证明，因为
刑事化、社会排斥和来自银行与房东的歧视。很
多性工作者缺乏与母国的联系证明，如财产、正
式的工作，以及银行账户。尽管账户上的有限资

金往往是拒绝的理由，来自非正式工作或者贷款的资金也可能导致拒
绝—移民局有时会怀疑这些钱来自非法收入。

 “一个朋友（带了所有文件），还忘她账户上存了1200美元，认
为这会有帮助。但她还是被拒签了，就算有这些证据和钱。”

UMANDE, 刚果民主共和国

随着各国之间越来越多地共享信息，一个签证被拒绝可能导致未
来更多的申请被拒。被美国或者申根国家拒绝签证，可能会导致申请欧
洲签证或其他国家签证更加困难。

性工作者还常常面临来自使馆官员的歧视；工作人员有时会不尊
重性工作者，并在做出签证决定时歧视他们。一个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
的性工作者讲述了她在申请签证参加在瑞士的CEDAW会议的经历：

 “（使馆官员的言辞）充满讽刺，如 ‘最伟大的联合国女士，你在
金沙萨找到客人了吗?’ 他们也问了一些别的问题，如要求我们
提供孩子的名字和出生日期，还问这些孩子的父亲在哪里。我
们每个人都被面谈至少一个小时，逐页逐项进行调查。”

性工作者，刚果民主共和国

类似的，泰国的赋权基金户报告称，当他们的社群成员申请签证去
其男性同伴（如男朋友、伴侣）比较富裕的国家时，使馆官员会就其关系
提一些侵扰性和不恰当的问题。有一次，一个性工作者被问到她的男朋
友穿什么颜色的内衣。

性工作者往往很难提供财务证明和
与本国联系的证明，因为刑事化、社
会排斥和来自银行与房东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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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旅行时面临的障碍
即使获得签证，母国的移民局和航空公司员工也可能出于任意理

由不让性工作者离开本国。母国移民局可能会要求提供银行对账单，显
示他们有钱支付旅行的费用，和/或工作证明。赋权基金会报告称其社
群成员曾被泰国移民官员任意地拒绝，就算他们有签证，因为他们看
起来“太年轻和无知，无法旅行”。她们说这反映了重男轻女的文化，以
及“保护女性”和他们国家“声誉”的愿望。

在性工作者通过本国移民局的检查之后，航空公司员工以及其他
同行者可能会告诉边境官员或者警察他们怀疑某人可能是人口贩运的
受害者。赋权基金会报告称“一些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甚至作者移民官
员的工作”。一个2018年个案描述了挪威弗莱斯兰机场的一位旅客，观
察到一位女性与其男性同伴之间发生“可疑”的互动。该旅客通知了航
空人员，然后又告知了边境安全工作人员。15

抵达时面临的障碍
性工作者旅行时知道他们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访客，而且边境

官员会找理由把他们拒之门外。在抵达时受到询问是他们旅行过程的
一部分，而语言障碍则会使得性工作者在面谈时受到巨大的压力。移民
官员会关注来自特定国籍和去特定国家的女性。边境官员可能会询问以
下问题：刑事定罪，被拘捕的记录，之前在移民处碰到的问题，职业，访
问目的，在一些情况下，他们还会询问邮件和社交媒体账号。他们可能
会搜查性工作者的电脑、电话和行李。搜查性工作者的物品是一种常
见的做法。

 “一名性工作者在美国过境时的经历非常糟糕。她的电话被没
收了，以检查她的短信—看她的男朋友是否给她现金让她进
入该国。她的行李也被检查了，看是否有性感内衣、性玩具和
药品，以证明她会从事性工作。”

PROJECT X, 新加坡

 “很多性工作者在离开或者回到美国时遭到拘留和骚扰，因
为…..成人物品或性玩具、BDSM装备或者（行李中的）性感内
衣……我们的一名成员在机场被移民及海关部门以及毒品执
法部门拘留了12小时以上…..她最终被放行，但她的行李再也
拿不回来了。”

SWOP-BEHIND-BARS, 美国

性工作者报告称移民官员常常要求检查他们
的手机和社交媒体账号，以找寻性工作的证据。
这包括检查手机短信和线上个人资料，以及查找
照片看是否在做广告。例如，一名来自美国的跨性
别性工作者及活动家在到澳大利亚实习时，移民
官员发现她在网上做广告，就取消了她的签证。16 

澳大利亚的性工作者担心移民局的数据将会与其他国家共享。
 “我们知道性工作者在进入美国后会被逮捕和驱逐出境。我们

确定，性工作者所提供的数据（如护照，身份证），在其美国过
境时会被匹配和检视。”

OTRAS, 西班牙

性工作者报告称移民官员常常要求检
查他们的手机和社交媒体账号，以找
寻性工作的证据。

15 Synnøve Jahnson et al., “坚定不移：跨国
卖 淫 的 边 境 和 秩 序 ”，英 国 犯 罪 学 期 刊，5 8 
(2018), 255-272。

16 “法 庭 文件 显 示，被 驱 逐 出 境 的 跨 性 别 女 性
Monica Jones 涉嫌为性服务打广告”，ABC新
闻，2014年12月12日。

https://academic.oup.com/bjc/article/58/2/255/3813353
https://academic.oup.com/bjc/article/58/2/255/3813353
https://www.abc.net.au/news/2014-12-09/deported-us-transgender-woman-advertised-sexual-services/5955806
https://www.abc.net.au/news/2014-12-09/deported-us-transgender-woman-advertised-sexual-services/595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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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旅行的性工作者可能会被分开、拘留，和就其旅行目的和同伴
进行询问。赋权基金会报告称三名从泰国去加拿大参加会议的性工作
者被询问了好几个小时；移民官员怀疑其中的一名女性拐卖另外另外两
个女性。

 “在（移民官员提出的）很多问题中，其中一个会关于就业历史
和银行交易/余额（的证据）。这使得性工作者有理由相信，如
果他们没有来自一个公司的有效的每月收入，他们就会被认为
进入这个国家就是为了从事性工作。”

PROJECT X, 新加坡

每个性工作者所面临的流动限制是不一样的。性工作者所持有的
护照、他们的种族和性别认同、获得财务资源和信贷，以及就业证明，
都极大地影响者性工作者在移徙和流动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

减少进入政府间和国际公民社会空间的机会
 “性工作者的声音必须发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解决这种权利的不平衡。”

蝴蝶，加拿大

旅行限制使得性工作者无法有效地参与政
府间和国际程序。旅行以开展倡导公族哦的障碍
包括过境的困难（由于各种障碍，如果签证、护
照、经济状况等），以及一个很小的、资源匮乏的
组织无法满足这些超出其能力的要求。
“（旅行限制）导致性工作者…..无法跨越国境
组织起来，参加会议和开展倡导。”

AFAZ, 多哥

例如，2012年一些性工作者因为旅行限制，无法参加在美国举行
的世界艾滋病大会。17 NSWP成员，特别是那些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成
员，描述了性工作者因为受到限制而无法参加国际活动和会议的其他情
况。

 “如果你被认为是一名性工作者，我的国家不会给你提供签
证，就算是去参加在非洲地区的会议…..我曾因为向内罗毕机
场提供非洲性工作者联盟的邀请函而被捕；从那以后我再不
会在出行的时候出示该邀请函。就欧洲的签证而言，申根签证
会提供给那些持有所有证件的活动家。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出
示其他的邀请函，而不是（来自性工作者组织的邀请函）。”

HODAS, 刚果民主共和国

 “我们支持了一名性工作者领袖，她参加了当地的艾滋病协
调委员会。在一个艾滋病服务NGO的推荐下，她要去欧洲参
加一个会议。她去申请护照，但是市政厅办公室拒绝给她提
供帮助。结果，只有来自市长办公室的带去去参加了（欧洲的
会议）。”

公告运动“信，希望，爱”，乌克兰

旅行以开展倡导公族哦的障碍包括
过境的困难（由于各种障碍，如果签
证、护照、经济状况等），以及一个很
小的、资源匮乏的组织无法满足这
些超出其能力的要求。

17 “美国的禁令让全球性工作者在印度节日中欢
聚”，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ndia-sexworkers/u-s-ban-unites-global-sex-workers-at-indian-festival-idUSBRE86P0FH20120726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ndia-sexworkers/u-s-ban-unites-global-sex-workers-at-indian-festival-idUSBRE86P0FH2012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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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获得签证，我们必须在（卢旺达的）比利时使馆预约。（当
我们到达时）我们被告知这里不处理这些签证，我们必须去
金沙萨的瑞士大使馆。四天之后我们到了金沙萨，令我们惊
讶的是，我们的签证申请在没有跟我们对谈的情况下就被拒 
绝了。我们给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人打电话，他进行了干
预，帮我们进行了倡导，这样我们才能参加被邀请的CEDAW
第73次会议。我们的听证要求被拒绝了。一个联合国妇女署
的官员给瑞士大使馆打电话，我们才能预约上并提交了签证
申请……我们回来一周后，我们被告知被拒签了，因为我们
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我们会返回刚果。”

性工作者，刚果民主共和国。

这些例子显示了性工作者在试图参加政府间和国际会议时所面临
的障碍，他们无法参与那些与他们生活和工作有关的讨论。最被边缘化
的性工作者，拥有最少的资源来对抗旅行限制，而他们，正是这些国际
会议最需要听到的声音。

旅行限制对心理的影响
对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要在一个旨在排除性工作者

的系统中游走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旅行限制对那些被刑事化和已经面
临边缘化、暴力和排斥的社群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泰国赋权基金会解释

说出国参加会议和活动是“筋疲力尽的，我们是
一个资源匮乏的组织，面临语言方面的障碍。”加
拿大的蝴蝶描述了为性工作者安排国际旅行以参
加国际倡导是压力巨大和让人担忧的过程：“性工
作者要呈现什么样的身份（照顾者，工会成员）；如
果获取正确的文件和安排翻译服务；如何帮助性

工作者为旅行做准备，他们会被问到什么样的问题等等，都令人无比操
心。”西班牙OTRAS 称如果因为从事性工作被驱逐出境，“在经济和心
理上都会造成伤害。”

性工作者非常了解，要获得护照、签证，或者被允许进入外国，他
们必须小心掩盖自己的工作。性工作者必须在承认自己现在或者曾经
从事性工作，以及向移民局提供不准确信息之间做出抉择—这两者都
可能使性工作者触犯翻绿。大量的性工作者报告称他们别无选择，只
能在填签证申请表和过境时提供错误的信息，据秘鲁的 Asociación 
Civil Ángel Azul称：“大多数性工作者必须撒谎，不说自己是性工作
者，这样才能离开出境。”在德国，在申请永久居住或者工作许可时，性
工作者常常声称自己从事别的职业。

 “ 性 工作者在申请工作 许可或者 永久 居留 时常常 会（掩 盖
他们是性工作者的事实），声称他们从事别的职业。尽管对
Ausländerbehörde撒谎是一种犯罪，如果发现的话会被驱
逐出境。”

BERUFSVERBAND EROTISCHE UND SEXUELLE DIENSTLEISTUNGEN E. V. 德国

旅行限制对那些被刑事化和已经面
临边缘化、暴力和排斥的社群带来了
很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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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工作者别无选择，只能隐藏自己的职业身份。他们是商
人、失业者、家庭主妇，或者其他的身份，他们需要获得身份
文件。甚至是为了在目的国拥有住房，或者租住房屋，他们也
要隐藏自己的职业身份，以避免被驱逐。”

FERAPAD, 刚果民主共和国

 “在新西兰一些移徙性工作者在这个国家里流浪，从一个中心
搬到另一个中心，这样移民局就不太可能发现他们。一些人也
真的去旅游，拍照片、留有购物的收据，以向移民局证明他们
真的是游客。”

新西兰妓女协会，新西兰

跨性别性工作者面临额外的挑战。跨性别性工作者可能会隐藏其
性别认同，如果与护照上的性别不相符的话，而对跨性别者的无名可能
会使旅行更加困难：

 “仅仅因为我们是跨性别女性，我们就跟性工作者、犯罪或物
质滥用联系在一起；结果，我们在（安全区和检查站）一遍又
一遍地停下来，对我们进行细致的审查，这种情况实际就是一
种歧视性的态度。”

ASOCIACIÓN CIVIL ÁNGEL AZUL, 秘鲁

结论
性工作者迁徙和流动的权利常常被侵犯。移民法律常常被用阻碍

性工作者的旅行，通过性别歧视、恐跨、种族主义和仇外等方式。性工
作者在获得身份文件、护照和签证时面临歧视。他们被拒绝入境，因
为他们被认为是非法劳工、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或者是“不受欢迎”的

人。他们遭受移民官员的任意询问和决策。人们
对人口贩运的担忧被用来当作监视性工作者，特
别是来自全球南方女性的借口。

性工作 者面临的旅行限制 阻碍了性工作 者
实现其公民和 政治权利以，包括参与权和 组织
权，破坏了他们迁徙和旅行以看望家人、工作和

学习及旅游的计划。他们在过境时面临歧视，对经济财力的要求，签
证的要求，都限制了性工作者参与政府间会议和国际公民社会空间的
机会，无法有意义地参与影响其健康与福祉的政策讨论。这对性工作
者迁徙和流动权利的限制，以及对组织和集会权利的影响，都不容忽
视。NSWP强烈敦促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国际供你社会以及参与性
工作和移民决策的人士，严肃对待违反性工作者迁徙和流动权利的
行为。

人们对人口贩运的担忧被用来当作
监视性工作者，特别是来自全球南方
女性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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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 将性工作者的各方面去刑事化。

2 去除基于艾滋病、毒品使用、性工作而拒绝入境的移民规定。

3 为性工作者提供安全的、合法和平等的旅行和迁徙的渠道。

4 在申请签证、护照和其他身份文件方面，要制定简易的、透明的行
政程序，包括那些为了开展倡导而进行的旅行，以及需要去邻国申
请签证者提供便捷的申请程序。

5 对移民限制进行审查，以确保其合乎人权准则，确保性工作者的人
权受到尊重和保护。

6 国际组织和联合国必须确保旅行障碍不会阻止性工作者和其他边
缘群体参与讨论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国际会议。在选择会议地点的时
候必须考虑主办国的旅行限制，并积极帮助受到这些限制影响的个
人克服这些旅行障碍。

7 努力改善对移民和移徙工人的权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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