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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存在着对
跨性别的偏见和社会污名，跨性
别性工作者（TSW）属于最边缘化
最脆弱的性工作者群体。

本简报关注跨性别性工作者（TSW）在NSWP论坛（在线
问卷和焦点面谈小组）中揭露的问题与需求。

跨性别1性工作者–交叉的现实与压迫
由于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存在着对跨性别的偏见和社会污名，跨性别性

工作者（TSW）属于最边缘化最脆弱的性工作者群体。在世界任何国家，

性工作都是高风险行业。原因有多种，包括在遭受

暴力时缺少法律保护；缺乏为性工作者提供支持项

目的政治意愿；宗教和文化催生的“憎妓2”法律政

策；以及其他加重对性工作者的污名与边缘化的因

素。TSW非常容易遭到暴力伤害，因为他们的工作

生活环境处于“憎妓”和“恐跨性别”的交叉点。为

了更好的理解世界不同地区跨性别性工作者的生

活，需要用交叉视角来解释阶级、种族、宗教背景、艾滋病毒感染、移民身

份、性别、性别认同和性工作。

法律状况
在世界各地，有赖于法律对跨性别者和性工作者是刑事定罪还是保

护，TSW经历着不同层次的歧视。TSW经常被刑事定罪，因为这些法律针

对他们的性别认同和工作两个方面起作用。一些国家的法律对易装和同性

恋进行刑事定罪。有的国家对跨性别者刑事定罪。却基本没有国家有专门

的政策或项目来保护跨性别者免受人权侵犯，或支持跨性别者在遭受暴

力时寻求法律正义。而且，在世界各国，多种法律制度都直接或间接地使

性工作作为一种职业被刑事定罪3。跨性别性工作者面临的特殊法律情况

就是与性别的法律承认有关. 在很多国家，跨性别者在办理法律证件（身

份证、护照、出生证及其他各种登记所需证件）更改姓名和性别的手续时

遇到了困难。这意味着，即使在有的地方性工作者能够注册工作，跨性别

性工作者也被排除在外。和其他性工作者一样，在世界各地，TSW都受到

严重的污名化。而多层面的歧视加剧了这种污名。对TSW而言，涉及跨性

别者的刑事定罪法律使情况恶化，导致TSW经常在没有法律保护的条件下

工作。

1 在本简报中，根据GATE（跨性别平
等全球行动）和TGEU（欧洲跨性别
者）的实践，“跨性别者”这个词代
表了一大类社会名词，指社会性别
与生理性别不同的人，以及希望以
与生理性别不符的形式展现性别的
人。

2 “憎妓”指针对从事性工作者的个
体的憎恨、厌恶、歧视、暴力、攻击
行为或负面态度。

3 更多信息请参见NSWP关于性工作、
法律和对客户刑事定罪的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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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地方，TSW都是暴力的目
标，包括肢体暴力、性暴力、精
神暴力和恐跨性别引发的仇视
犯罪。

跨性别性工作者的问题与需求

针对跨性别性工作者的暴力
在很多地方，TSW都是暴力的目标，包括肢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

和恐跨性别引发的仇视犯罪。TSW的工作环境对其面临的暴力水平和类型

有着影响。一般而言，单一性别的男性或女性性工

作者使用室内场所开展性工作。而出于各种原因，跨

性别性工作者选择室外工作。虽然未必在室外工作

的人就更容易遭受暴力，但TSW特别指出他们普遍

受到来自各种人群的暴力。室外工作意味着缺乏室

内工作时可能会有的保安设施。对TSW施暴的人包

括但不限于：路人、执法人员、假装客人的施暴者、

帮派人员、以TSW为目标的恐跨性别者。

社会上恐跨性别的态度也会加剧仇视犯罪。TSW，尤其是那些在室外

工作的，暴露在人们视野内，很容易成为暴力和仇视犯罪的目标，遭到强

奸、殴打、公开羞辱甚至谋杀 4。警察对街头性工作者的经常性干预也增加

了暴力风险，因为性工作者只能靠有限的时间和地点与客户协商，对客户

进行判断。已知的是，警方和个别警员针对TSW施加暴力，尤其在刑事定

罪的社会中。当法律对性工作和/或跨性别行为刑事定罪时，那些以TSW为

目标的警察更会觉得不会受惩罚。

歧视
TSW最多提到的问题就是歧视，它助长了更多的偏见与阻碍。歧视始

终是TSW团体最先动员社群斗争的问题。针对跨性别者的歧视哪里都有，

影响了他们获取多种基本供应和权利。歧视影响着许多少数群体，但TSW

经常不在反歧视政策/法律的保护范围内5，使他们在受到权利侵犯时无法

求助司法，在获取服务时也得不到适当的帮助。对TSW的歧视，可能来自

于性别认同/以性工作为业，这意味着TSW通常会经历恐跨性别和憎妓带

来的双重歧视6。

教育/就业可及性方面的歧视
大众对跨性别者的歧视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受教育与就业机会。由于他

们是性少数群体，跨性别者不情愿背着污名去受教育。而且，由于缺乏面

向跨性别的法律/政策，老板可以在雇佣和解聘时歧视跨性别者。跨性别

者中有很高比例从事性工作，这部分要归咎于跨性别者在受教育和求职中

遇到的歧视。对一些TSW来说，性工作是一个工作机会，而且不用应对其

他职业中可能存在的恐跨性别。另外，跨性别者经常感到，和其他跨性别

者一起工作，可以互相支持。性工作提供了一种社群感，这在教育或者其他

职业环境中是没有的。因为在那些环境中，跨性别者是极少数。

4 更多信息参见NSWP，2013.

5 反歧视法律中包含基于性别认同的
歧视，仅见于克罗地亚、厄瓜多尔、
匈牙利、意大利、塞尔维亚、瑞典和
澳大利亚部分地区。有法律草案希
望纳入基于性别认同的歧视的有阿
根廷、澳大利亚、巴西、智利、日本、
蒙古、纳米比亚、挪威、菲律宾、波
兰、波多黎各、瑞士和委内瑞拉。

6 在一些国家，跨性别者，尤其是跨
性别性工作者，经常受到警方日常
骚扰，即使该国并没有对跨性别或
易装进行刑事定罪。警方使用的法
律包括公众滋扰、街头滞留或交通
法。这在非洲、亚洲、中南美的一些
国家及土耳其是常见措施。更多信
息，参见Balzer和Hutta,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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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可及性方面的歧视
很多TSW在寻求基本住房服务等社会保障服务时遇到很多困难。在

一些国家，这些服务本该是为那些需求服务的人提供的安全网。TSW指

出，由于房东歧视他们的性别认同和工作，他们经常要支付比平均价更高

的房租。房东或邻居经常只是出于个人好恶就针对TSW提出投诉，这可能

导致TSW无家可归，或没有安全工作的地方。TSW也提出，警方到家里搜

查的次数越来越多。在法律手段无法迫使TSW离家的情况下，居民会针对

他们进行威胁和暴力活动。

司法正义可及性方面的歧视
相应的反歧视法律/政策的空缺，阻碍了TSW在权利受到侵犯时寻求

司法救助。对性别认同和性工作的刑事定罪，意味着TSW不愿意寻求司法

救助，担心他们会被逮捕囚禁。TSW在寻求司法救助时的经历显示出，司

法程序中涉及到的警察、公职人员、法律工作者和法官等也对TSW有歧

视。这进一步使TSW不愿意在遭到暴力后报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过程

中会遇到很多恐跨性别和憎妓的态度表现。很多TSW提出，警方不愿意

对他们的报案开展高效的调查，也不相信他们的举报。实际上，针对TSW

的暴力罪犯经常不受惩罚，很多罪犯毫发无损，或者只是被判了极短的

刑期 7。

适当医疗保健方面的歧视
在一些国家，性工作者及其客户群体中较高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导致

性工作者成为不适当的医护措施的对象，包括强制

检测、强迫治疗、强迫登记和生物计量追踪/侧写

等。面向TSW的医护服务通常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特

殊需求（或以极高价格提供跨性别者针对性服务）。

由于缺少医生监督下的激素治疗和变性手术，一些

TSW只能出国，或者去黑市上找替代品。TSW在很

多国家寻求医疗服务时都会遭到歧视。由于被刑事

定罪，他们担心在获取医疗时一旦暴露了跨性别者

或性工作者的身份，就会遭到起诉。

在一些国家，由于性工作者及其
顾客艾滋病感染率较高，导致性
工作者会面临强制性的医疗服
务，包括强制检测、强迫治疗和强
迫登记等。

7 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办公室, 2011, 
pp. 54 – 62; Balzer and Hutta,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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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建议
由于属于少数群体，以及本简报所提到的刑事定罪、暴力和歧视等等

问题，世界各地的TSW都是被边缘化的社群。以下是提供的建议（详细建

议见于简报完整版）：

对政策制定者和项目设计者的建议
 ◗ 实施国际人权标准，摒弃歧视，在医疗护理、住房、就业和商业服务中禁

止基于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工作的歧视。

 ◗ 撤销将“同性恋”或“易装”进行刑事定罪的法律，停止实施针对跨性别

者的歧视性法律。

 ◗ 制定针对仇视犯罪的法律时，明确为跨性别者提供保护，打击恐跨性别

的暴力和事故，使TSW也能从中受益。

 ◗ 支持性工作者对性工作非罪化的要求。

 ◗ 确保遭到警方暴力的TSW受害者能够获得法律政策保护，打击调查与指

控过程中的有罪不罚和审判不公现象。

对捐赠者的建议
 ◗ 确保资金投向那些真正为实现TSW权利而参与行动倡导的TSW社群。

 ◗ 确保资助那些考虑到TSW的特殊需求的艾滋病毒预防项目，不能假设他

们的需求能够在面向普通性工作者或男男性行为者的项目中得到满足。

 ◗  与TSW团体合作开发项目，以应对TSW的紧迫需求，如应对危机情形、

谋杀、极端暴力等。

面向希望为TSW提供支持与合作的人的建议
 ◗ 尊重TSW社群的多元化，确保服务能够适于TSW不同实际情况与需求。

 ◗ 在所有提供的服务中，确保为TSW的自我组织和动员提供机会。

 ◗ 在性工作者组织为性工作去罪化斗争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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