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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权利和责任 Legal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签证条件 Visa Conditions

有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包括保护签证持有者）没有工作限制。

可以工作的时数，根据您的签证状态有所不同。 例如：
• 学生签证持有者可连续每两周工作长达40小时，另外，在学校假期期间，他

们可以多工作，没有时间限制。
• 学生签证持有人的依靠亲属，被限制每两周工作最多不超过40小时，但他们

的伴侣可以在假期工作更长时间。
• 工作假期签证持有者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工作。

您可以通过 VEVO（签证居留权在线验证）检查当前的签证的细节和条。VEVO 
是免费的，可24小时验证。您将需要用这些材料中的一种：护照、ImmiCard、或
者移民局给您提的号码。
点击此链接 VEVO 可在 https://www.border.gov.au/Busi/Visa。

雇用非法移民或没有根据签证条件工作的人，可能意味着雇主将面临刑事指控。
出于这个原因，如果雇主要检查我们的工作许可与每周工作时间限制，可以同意
他们查看护照和签证，但雇主不应该保留护照。

为了向雇主表明您有工作许可：
• 让您的雇主看护照和/或签证批函的复印件; 
• 给雇主您的护照和/或授权信的复印件; 
• 给雇主看使用 VEVO 和电子邮件签证的细节和条件。
SWOP 或 Scarlet Alliance 可以帮助您接入使用 VEVO

这里是
澳大利
亚，我
们有很

我是边防局官员，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多权利，
尤其是在
面对政府
官员的时

候。

啊！好吧，我坦白！昨
晚最后一班，我没有换
床单!  我伪装性高潮！

我看完色情电影
没有倒带！



性工作在新洲是合法的 Sex work is legal in NSW
性工作、性行业和性工作者在新南威尔士州都是合法的，但必须严守法律和法
规。性工作者的法定年龄是18岁。出于这个原因，雇主可能会要求您提供年龄证
明。在妓院性工作是合法的。妓院需要 DA(Development Application 开发应用申
请)并由地方议会 (Local Council) 核准建筑物被用作妓院。

按摩院 (Massage Parlour) 提供性服务，包括裸体的按摩或手淫服务，被定义为
妓院，即使提供的服务可能不包括插入式性行为。按摩业务需要得到议会一个
DA(Development Application 开发应用申请)。

私人伴游出钟(outcalls)或伴游出钟中介机构是合法的。
私人工作是合法的，但要遵守议会法规。SWOP 可帮助您了解当地议会法规 
在悉尼市中在公寓或房子里最 多可以有两名居民提供性服务并视为合法的家中
职业。

站街工作如果您从一个住所、学校、教堂或医院(Out of view 超出视图) 招揽，
并不在车内、公共场所或在公众视野提供服务,站街工作是合法的。

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新南威尔士州做性工作，或雇用一名性工作者不是非法的。
如果您是 (HIV 艾滋病毒)阳性，在与每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之前您必须告诉对
方，他们必须自愿接受风险。如果你有HIV或任何性病，必须采取合理的预防措
施，防止传染，如使用安全套和润滑油。

有关其他州和地区从事性工作的法律信息，请访问Scarlet Alliance网站 
http://www.scarletalliance.org.au/chinese/laws/view 

客人必须年满16但任何人未满18岁不能进入一个性服务场所或“妓院”，所以
SWOP 建议您只接受年满18岁的客人。

有关在其他州和地区,请联系 SWOP 或访问 Scarlet Alliance 网站性工作的法律信
息 http://www.scarletalliance.org.au/chinese/laws/view

性工作者的权利与责任 Sex worke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性工作是非刑事化的，这可能与我们来自的国家情况非
常不同。工作是为了生活支持家庭，支付教育......像其他行业人群一样，我们
应该有人权和员工权利。我们不必做一些我们不喜欢事情，我们有权利说“不”
。我们的工作与社会上其他职业是一样的。我们有权获得医疗服务，也能够举报
攻击我们的罪案。在工作场所，老板和接待员无权在任何时候未经我们同意，提
供对我们缺乏保护或不安全的服务作宣传，包括通过电话、报纸、互联网和口头
要求我们把自己的健康处于危险之中提供无保护服务。



税务 Taxation

税 Tax
权益和福利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在新南威尔士州性工作是合法的，并与其他任何职业一样有相同的立法监管机
制。在新南威尔士州性工作者有责任缴纳税收，并有权享受福利。
在很多情况下，性工作者可能没有被告知自己要交税的责任。特别是在澳大利亚
停留时间很短或不打算在澳大利亚定居的工作者，往往没有税务相关信息。因
此，工作者一般没有得到正确的信息，并了解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的细节。比如与
性工作有关的开销可以抵税（如避孕套 、服装 、化妆品、美容产品、设备、手
机等等）性工作者和其他职业一样，可以得到退税。然而情况可能会根据您的签
证状态有所不同，请到 ATO（澳大利亚税务局）网站查询。

1. 访问 https://www.ato.gov.au/general/other-languages/
2. 左上角的“语言”language 选项”会显示不同的语言。点击“中文”阅读。
3. 当出现翻译网页在屏幕的左侧位置菜单点击“个人” 向下滚动页面可以找

到“工作相關費用與成人行業”。点击它，可以提供您所需要的所有细节。
对于专业的税务咨询，可以考虑使用经过税务专家委员会注册的代理。如果税务
代理未与税务专家委员会注册，您不能要求扣除他们的收费。您可以在这里找到
TPB 注册税务师 www.tpb.gov.au。请致电我们，SWOP 将帮助您找到价格实惠、
与性工作者友好的税务代理信息。



移民官及警察的到访 Visits by immigration officers and police
移民局工作人员及警察会何时进入性行业场所？
移民局的人员会查访认为可能雇用了没有合法签证工作者的场所。移民局的主要
关注对象是非法入境者，他们可能被驱逐出境(被迫离开澳洲)。自1990 年11月1
日以来，非法入境者可以被罚赔偿费用(罚款/保释)被扣留(当移民局查核性工作
者的签证情况时，澳大利亚联邦警察(AFP)未经您的同意，无法获得授权，将您
的个人信息提供给您来自国家的警察局。性工作在新南威尔士州是合法的，所以
没有理由害怕面对移民局或警察。

移民官及警察的到访 Visits by immigration officers and police  
移民局工作人员及警察会何时进入性行业场所？
移民局的人员会查访认为可能雇用了没有合法签证工作者的场所。 移民局的主
要关注对象是非法入境者，他们可能被驱逐出境(被迫离开澳洲)。 自1990 年11
月1日以来，非法入境者可以被罚赔偿费用(罚款/保释)被扣留(当移民局查核性
工作者的签证情况时，澳大利亚联邦警察(AFP)未经您的同意，无法获得授权，
将您的个人信息提供给您来自国家的警察局。 性工作在新南威尔士州是合法
的，所以没有理由害怕面对移民局或警察。 
 
移民局的人员及警察 The rights of immigration and police  
必须告知该场所经理 / 东家，他们到访的目的。 
可以搜查场所、手提包和私人物品。
可以查看场所内每一个人的身份证件例如护照、学生证或国民医保卡。
可以使用合理的武力：如果性工作者试图逃走，可以给他们戴上手铐。
 
性工作者应付移民局工作人员及警察时有什么权力？ The rights of sex workers 
dealing with immigration and police 
请有关人员出示身份证件，以及进入工作场所依凭的手令证明。
与您会面时，必须有两位工作人员在场。
您可以要求私下和他们说话。
您不必回答问题，直到提供翻译。
您可以在提供姓名和地址后保持沉默，并说“无可奉告”。
您可以要求法律咨询。
开始会面之前，您可以要求更换您的衣服。
性工作者不应该被要求脱衣服，或进行搜查。
如果您被带到其他地方，您可以要求 SWOP 工作者来支持您。 
新南威尔士州警方需要有手令证授权他们进入工作场所，否则他们没有权与移民
人员一起进入工作场所内。
如果您符合资格，可以获得法律服务援助律师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如果需要
SWOP 可以转介您一个律师。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www.scarletalliance.org.au/Chinese



工作条件 Working Conditions

您决定找工作的时候需要问自己一些问题 Choosing what kind of work
独自工作更好？或喜欢与其他性工作者一起工作？您觉得竞争是刺激的或是焦
虑？ SWOP 有一个招聘信息文件夹可以为您提供工作场所，您也可以通过中文
报纸或网站寻找。
妓院 Brothels: 在妓院工作是比较安全的。新南威尔士州妓院很多，选择一个工
作之前，您可以多处看看。妓院有不同的开放时间、班次、分账和内部规则。妓
院要求您提供“全套服务”，就是安全套口交加阴道性交并可能提供按摩。其他
服务通常需要提前协商，并预先缴纳“额外”费用。妓院负责打广告、接听电
话、预订、筛选客人、收钱、管理您在房间的时间和安全。您要“介绍自己”，
所以很多客人会看到您的脸，但他们可能不会选您。每个工作报酬通常按40/60 
分账或者 50/50 分账。妓院很多同事是友好的，但也有一些不那么友好。
按摩院 Massage: 按摩院的好处是我们偶尔可以选择提供性服务給客人，而不必
每次发生性关系。按摩收费通常较少，因此一些工作者同意为客人提供“额外”
服务。如果您不想这样做可以拒絕。
私人工作 Private Work: 您是自己的老板，可以在任何时间工作或退出。您决定
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并且不需要与任何人分账。您需要通过电话联系客人, 进
行预约，為您自己和服务内容刊登广告，您需要有一个工作地点，管理自己的时
间和与客人安全。您需要找出议会法规如何规定，并遵守这些法规。
伴游工作 Escort work: 伴游是前往客人家中或旅馆提供服务。跟接待员或经理协
作，遵守程序，以便他们能够帮助您。接待员给客人清晰介绍您的情况，所以当
您到达客人要求，他们会满意。中介一般有一套方法确定您没有问题，并且确定
客人也满意。一些伴游机构有专车护送服务和后备伴游。
私人伴游 Private Escort:意味着您必须要管理自己的广告、价格、服务内容、预
订 、筛选客户并制定自己的安全计划。

开始找工作之前 Before you start looking for work
请记住!公司需要您多于您需要他们。
您需要考虑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并列一个清单，比如：
• 轮班工作的选择：没有压力，更长工作时间。
• 您有权选择做或不做服务
• 足够的培训: 不要自己直接跟客人预约，直到您学会如何预约。
• 跟老板约定一个预订服务结束后，如果您认为这家店或工作不适合可以结算

工钱离开。
• 需要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假期和休息日并有权在月经来的时候不工作。
• 老板或公司罚款是非法的,押金是合法的只要被偿还。如果一家店有罚款和

押金制度，您可以考虑在别家工作。选择适合您的店工作!!!
记住切勿在面试时候，显示出您很感激他们给予工作机会的态度。如果他们认为
您要求得太多，驳回您的请求，离开！有数以百计的妓院和出钟中介机构可供选
择，货比三家！





寻找地方工作 Finding the Right Place to Work

查看妓院时 Looking at a brothel

• 检查所允许的合法工作时间、工作的房间和性工作者数量。
• 周围的工作环境：检查客房、淋浴间和厕所的清洁。
• 感受一下气氛，舒服或紧张？
• 跟其他同事作自我介绍时，他们反应如何？不要指望他们像好朋友一样给您

拥抱，但您不应该感觉到他们有恶意，比如试图在第一次水疗时找机会淹死
您。

• 其他工作者的样子如何？他们是否看起来健康整洁？与自暴自弃的人一起工
作可能会影响您的自我价值感，以及自己目标的实现。

• 询问价格、分账、服务和小费是如何规定和支付的。

与出钟机构会见时 Meeting with an escort agency

询问您需要提供的时间、价格、服务,他们希望您去的地方和域区、安全、广
告、支持和通信。安排（如咖啡厅）一个安全中立的地方面试。保护您的隐私可
能会比较困难,不要提供自己个人详细信息给老板。一个手机号码已经足够您和
代理之间联络。

甜心宝贝 Sugar Baby

作为一个甜心宝贝(Sugar Baby) 
你有一个甜心干爹(Sugar Daddy)给你经济支持，通常提供性作为回报。 他可能
会也可能不会给你定期提供现金，但可能会支付你的租金、学费和礼物。通常个
人界限可能会被跨越，因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你的客人，可能期望你提供不受保护
的服务和你不能与其他客人见面，因他们可能觉得是占有你并与你的关系是真
实。
并不是所有甜心安排(Sugaring)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 SWOP仍然能够支
持他们，因为主要是提供性换取回报的是性工作。





劳动保障局及场所卫生与安全 WorkCover: 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 (WH&S)

新南威尔士州劳动保障局的责任，是确保在性行业中的所有人都能安全地工作，
而且确保大家遵守健康和安全法律。劳动保障局可以派员到工作场所做达标检
查，同时还负责调控员工赔偿保险。
所有在工作场所的人员，都有责任防止或减少事故和伤害。工作健康和安全法要
求每个人在工作场所采取一切行动，来确保他人的安全。

劳保法规定的雇主和经理职责 Employer and manager responsibilities under 
WorkCover laws
所有雇主和经理必须照顾好自己工作场所的员工，承包商，客人和参观者的健
康，安全和福利。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通过调控，劳保局根据法律，会对他们提
起法律诉讼。
雇主必须保护性工作者的健康
• 提供免费性安全设备给员工，包括性安全设备贮存和处置设施
• 培训员工并提供客人安全性行为信息
• 保持个人卫生更换和洗涤床上用品并提供员工和每个客人毛巾,
• 确保设备的清洁并消毒如性辅助设备（假阳具、鞭子等）
• 提供废弃物的安全处置方法（比如使用过的安全套、针、棉签）。

雇主必须为保障员工的安全提供 Employers must protect the safety of workers by 
providing
• 安全系统如对客的筛选，客房内装设“紧急”按钮等。
• 为员工提供工作场所安全出入口。
• 工伤或生病员工赔偿保险。
• 在工作中严重的事故或伤害报告系统。
• 员工的健康和安全规程培训。
• 受伤员工的工伤管理计划。

劳保法规定的员工和承包商的责任 Employee and contractor responsibilities 
under WorkCover laws
性行业工作者必须
• 采取合理照顾工作场所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的方法
• 遵守工作场所条例，及为促进健康和安全的工作场所制定的政策。
• 了解对性工作者和承包商赔偿的合同
参考：http://www.swop.org.au/the-law/regulating-the-industry/workcover



工作者赔偿 Workers compensation

根据法律，工作中造成的任何意外或不幸受伤，性工作者都有权获得赔偿。按
劳动保障局评估后，即使雇主没有保险就像在其他职业工人有权获得赔偿，赔
偿可弥补收入损失、医疗受伤和医药费等。另外，如果在工作受任何人攻击并
受伤害或损失，您有权申请受害人赔偿。

受害者赔偿 Victims compensation

在新南威尔士州，遭受暴力事件的直接伤害，受害者可向受害者服务和支持
(Victims Services and support)申请提供财政援助。受害人有权获得受害人权利宪
章的权利其中包括获得礼貌、同情和尊重对待的权利、儿童，性侵犯等罪行的
受害者和家庭和失踪人士的朋友的支持服务。以及如何在整个司法系统获得支
持。受害者赔偿 (Victims compensation) 的申请表格可能是复杂的，也必须在一
定时间内提出和符合申请资。受害人服务提供大量的信息，并帮助受害者，包
括整个新南威尔士州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免费辅导服务。

受害者热线 1800 633 063（免费）
受害者热线 (02)8688 5511（悉尼城域号码）
参考：www.victimsservices.justice.nsw.gov.au/

或查看简体中文说明
http://www.victimsservices.justice.nsw.gov.au/Documents/fs38_help-victims_chin-s.
pdf

SWOP 可以转介您到熟悉性行业的法律从业者获取免费咨询服务。
您也可以联系性工作者外展项目(SWOP)讲中文的同伴教育者，以帮助您了解更多!

员工和承包商之间的区别 Difference between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是雇员还是承包商取决于您的雇佣条件
下列工作条件表明您是雇员
• 大多数的业务决策都是由雇主提出。
• 例如日期和班次的时间，提供各类服务，业务政策等。
• 所有工作设备和用品应该由雇主提供。为一个雇主工作但可能有几个雇主。
• 雇主负责员工的税务和年度总结的支付。

以下工作条件表明您是承包商
• 通过自己的技能和判断对工作上的独立业务决策。
• 可能为多个雇主工作，或者也干私活。

• 自己提供使用设备，负责自己的税务。



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 Work Health and Safety WH&S

性健康诊所和照顾自己的健康 Sexual Health Clinics and looking after your health

性传播感染（性病）可以影响您的健康以及工作和赚钱的能力。
性工作者可以在性健康诊所免费匿名检测。我们不需要医保卡、不需要出示身份
证或签证状况。如果得了性病，治疗也是免费的。
您的第一个性健康检查包括询问您的性伴侣，客人和性生活“历史”问题。您可
能会被要求做血液检测，并提供尿液样本或棉签 (SWABS) 检测，您可能会被提
供疫苗接种。诊所会告诉您应该多久前来测试一次。做全套服务的工作者须每3
个月性健康检验一次，和每年验血一次。在出现症状情况下，或发生高风险事
件，您应该3天之内去诊所检查。

如何检查您的客人明显的性病迹象 How to check your clients for visible STIs

明确的告诉客人，安全的性行为或没有性行为！
第一件事要做的是检查您的客人性病的明显迹象（记住不是所有的性传播疾病有
明显的迹象）。收到钱后, 最好是在他淋浴，或去厕所之前检查客人。
试着让您的客人感到舒适，解释清楚检查是对他们和您的健康设想。告诉他，您
对每个人都这样做包括常客。制定适合自己惯例的程序。

客人往往希望性工作者为他们做健康检查。客人通常是感谢健康检查的，比如对
性工作者说：“感到安全，这是我回来的原因”和“这是性感的，当您在我面前
跪着”。有些工作者在服务之前做健康检查，特别是全套服务工作者。一些按摩
工作者在他们接触客人的生殖器部位之前，很容易就在工作过程中做了一个不显
眼的健康检查。
了解同事们怎么做或致电 SWOP 更多的建议或资料。
 SWOP有英语、泰语、中文和韩文的常见性病和图片书。

看哪里? Where to look
• 提起客人的阴茎和好好看看周围生殖器部位。
• 托起睾丸拉回他的包皮。
• 沿着他的阴茎的轴轻轻挤压，看是否有异味、白色分泌物。
• 看看他的肛门和阴茎之间。
• 检查肛门周围部位。
• 对女客人，在阴唇之间检查。
• 翻开阴毛和生殖器周围、大腿和臀部。

寻找什么? What to look for
• 溃疡、水泡、皮疹和疣。
• 瘙痒、红肿、腺体肿大、难闻的气味。



• 分泌物:如果是乳白色的、厚厚的、淡黄色 、浅灰色和/或有异味可能是病
或衣原体。

• 阴虱- 都是棕色或白色的，看起来像雀斑。
• 您所需看客人嘴和嘴唇水泡和溃疡，特别是您要吻客人。

请记住：性高潮前分泌物可能看起来正常，但它仍可能感染。
检查过身体的其他部位寻找疮。 如果您不确定，可以询问另一名性工作者的意
见。 如果您找到一些看起来像性传播疾病, 尽量不要对客人生气。 毕竟，他们
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患病。 如果有必要，尝试获得同事支持，特别是要再次检
查客人的时候。 如果客人认为他们是“干净”的，推荐客人回来之前，去诊所
做检查和治疗, 给客人当地的性健康诊所联系的名片。 此外，会见客人之前，
必须知道管理人员，或接待员在这些情况下支持您的方式。 
如果必须或者想提供手淫服务（使用手套）, 像提供 B&D 或者色情“行为” 
替代完整性服务 , 而客人可以自己手淫。 
 
请记住：即使检查发现客人没有明显的迹象，性传播疾病也常可能无征兆或症
状，使用安全套是必不可少的。

安全性行为 Safer sex practices
• 降低性病的风险。
• 安全套预防性病的感染，以及提供后备避孕。
• 使用安全套口交，阴道和肛交。
• 如果您怀疑客人有性病STI或者提供了其他低风险的服务如手淫。

什么是润滑剂? What is lube?

润滑剂是使性行为更安全、更舒适的产品。女性被刺激后，阴道会得到自然的润
滑，使性茎进入阴道更轻松、更愉快!润滑凝胶是阴道干燥时没有天然润滑情况
下的替代品。卫生员或医生通常建议插入阴道性交时使用润滑剂。如果不使用润
滑剂，阴道和阴茎之间摩擦生热可能破坏阴道组织。这将增加感染阴道传播疾病
的风险，并且可引起疼痛和刺激阴道。
您可以从药房、超市购买润滑剂或去 SWOP免费领取、购买。润滑剂应包含水性
成份。水是主要的成分这样即便使用更大量或更多次也不会伤害您的阴道。而且
您不需要性交后冲洗阴道。您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品牌，因为有些人可能
对某些品牌，或润滑剂成份过敏。如甘油，这可能导致皮肤刺激。
如果您使用油代替润滑剂、化学品、香水等其他成分可能会刺激皮肤。油可使安
全套破裂，另外不要用任何类型的宝宝霜或乳液。在肛交时或者使用手指套时（
供客人使用的手套），或使用其他设备，或性玩具时都应该使用润滑剂。
在外阴，和稍微勃起的阴茎上（已经戴上安全套）。挤一点润滑剂如果您在性交
过程中，想要更多的润滑剂，您可以要求客人先停止，然后添加润滑剂。有些客
户拒绝使用润滑剂，您应该表明需要使用它因为这让您觉得性感。



牙科膜 Dams

牙科膜是乳胶制长方型薄片，用于阴道、肛门和口腔的保护。它们伸展覆盖外阴
和肛门区域。肛门压边（舔肛）是一个受客人欢迎的服务。有时他们可能会舔您
的，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牙科膜或用一个安全套，从中间剪开，压平使用。
为了提高敏感度，接触身体一侧牙科膜可以用少许水基润滑油。不要两面使用牙
科膜，不使用同一牙科膜在多个部位，因为这可能导致感染。每个客人使用新的
牙科膜，像使用安全套一样。
如果客人想要去舔您的下身，用您的双手压住牙科膜，或用吊带或使用牙科膜用
腰带。女性性工作者可以用屁股压住牙科膜的一个角，用一只手按住另一角落，
让牙科膜安全覆盖您肛门或者外阴，当客人舔您时，您可以腾出另一只手触摸客
人。
如果您舔客人，用您的手紧紧压住铺开的牙科膜，以覆盖客人的阴部，屁股和睾
丸。

手套 Gloves
乳胶手套可以用来保护您的手，如果您手上有破损的皮肤。手套防止细菌或病毒
进入血液，特别是打飞机的时候。
如果您选择提供拳交和指交服务，您应该使用手套。您手上的伤口或溃疡可能很
小，很难看到。手套也保护接受服务的人，因为手套可以防止指甲划伤肛门或阴
道内壁柔软的部分。

安全性行为用品 Safer sex materials

安全套 Condom use 
安全套是一种超薄乳胶套子，可以从包装取出，套在坚硬阴茎上的橡胶套子。安
全套防止性交过程中体液的交流。但是，它仍可能传播触点疱疹、疣、和梅毒,
即使安全套覆盖阴茎前端，而这些性传播感染是通过皮肤对皮肤的接触传播。子
宫颈或肛门和阴茎由安全套保护，但周围的皮肤是没有保护的。

注意:
不要从其他国家进口药物或在线订购。因为澳大利亚的性健康诊所免费提供测
试，并能找出符合您健康状况药物，对症下药。



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 How to use a condom correctly 

1. 选择适合您感到舒适的一个品牌。
2. 不要用牙齿撕开封包。要小心!不要用指甲撕破安全套。
3. 检查 “可使用”日期。
4. 挤压安全套的尖端披到勃起的阴茎上解卷。
5. 如果未受割礼在解卷前使包皮拉回。
6. 使安全套充分解卷到阴茎根部。
7. 务必使用水基润滑剂。
8. 不要使用油或凡士林。
9. 在性交过程中检查安全套中是否依然套上。
10. 完事后，在阴茎仍勃起时退出。
11. 持定安全套圈口，以确保安全套脱出来，防止精液溅出。
12. 安全套只使用一次。
13. 把用过的安全套扔在垃圾桶。

请记住：不要重复使用安全套 Remember: Never reuse condoms



方便的安全套提示 Handy condom hints

• 买安全套请货比三家，以满足您和客人的需求。
• 如果在按摩院工作与您的同事谈谈需要有什么的安全套，比如尺寸、厚度和

品牌。安全套是由管理层提供的,以便员工可以安全完成工作。
• 使用润滑的安全套并在性交时使用润滑油。
• 检查安全套包装上的有效日期。
• 尝试使用自己的安全套和润滑剂，而不是由客人提供，因为您更了解自己的

安全套。
• 安全套应该保存在安全的阴凉处,远离尖锐物体，不要放在您的包里与尖锐

物体的东西一起，例如:钢笔、别针、或指甲锉。
• 切勿把两个安全套套在一起使用。它可能看起来比较安全，但事实并非如

此。安全套会相互摩擦，并且更容易滑落。一个安全套是最安全的也是您所
需要的。

• 每次阴道或肛门性交之间和口交之后, 使用新的安全套。
• 在集体性行为中每个人之间，需要使用新的安全套。
• 使用过的安全套请扔到垃圾桶，切勿扔进厕所马桶。
• 丢弃安全套后要洗手。
• 性玩具应该套上安全套，如果性玩具不是您自己的或者客人在使用。

用嘴把安全套戴上 Putting a condom on with your mouth

用嘴把安全套戴上，可以让客人觉得使用安全套更具色情诱惑。
• 确保安全套方向正确并环绕铺开，卷曲边在外面。
• 把安全套含在嘴里让安全套的乳头面对您的喉咙后部。
• 让安全套坐在下门牙与牙龈之间下唇内侧把安全套放在这个位置,练习跟您

的客人聊天。
• 用舌头把它移到嘴巴前端、牙齿和嘴唇之间，用舌头尖接触牙齿，需要额外

小心，因为牙齿可能会划破安全套。
• 用嘴巴舌头挤压安全套，把奶嘴顶端压扁除去里面的空气。
• 用嘴将安全套套在阴茎的尖端，并用嘴唇把安全套往下推。

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不要让您的嘴碰阴茎尖端或周边部分。尝试在熟客或您感到
舒服的客人身上练习。也不要害怕缓慢或快速地拼命吮吸。用您的舌头把玩已经
带套的阴茎。在做深喉口交时，翘起您的后脑勺打开您的喉咙并选择感觉最适合
您的位置。





安全套破裂时怎么办? What to do when a condom breaks

不要惊慌！意外事故会发生所以尽量不要相互指责。如果安全套破裂或服务过程
中滑出
• 停止服务。
• 尽量保持冷静。
• 寻找安全套。（它仍然在客人阴茎上，还是在您的里面？）

根据服务请按照下面给出的建议 Follow the advice below depending on the service
如果您有被艾滋病毒传播的危险,可以寻求PEP服务。（PEP的更多信息可以在这
里找到。）
• 七天后去性病检查，如果发现症状有所恶化可以更早些去检查 。

如果一个女性做阴道性交 A woman having vaginal sex should 
• 用小便来清除尿道。
• 蹲下来，通过阴道肌肉挤压去除精液。
• 用水泼洗您的生殖器外部。
• 灌洗或冲洗阴道内部，因为性交可能将精子和细菌带入子宫颈导致怀孕或性

病感染。冲洗可保护您不受阴道感染。

获得紧急避孕药-如事后避孕药 Get emergency contraception 
• 如果没有使用其他避孕措施。可从药店购买紧急避孕药或联系您的性健康诊

所或医生。

任何人接受肛交应该 A person receiving anal sex should 
• 坐在马桶上让精液流下来尽可能除去所有的精液。
• 不可灌洗因可能导致肛门撕裂，增加性传播疾病感染的可能性包括艾滋病

毒。

任何人给予肛交应该 A person giving anal sex should
• 彻底清洗生殖器部位特别是包皮。
• 排尿。

任何人给予口交应该 A person giving oral sex should
• 迅速吐出精液或立即吞咽不要让它留在您的嘴里。
• 冲洗并且漱口。
• 服务后一小时内不能刷牙或使用牙线。

接受口交应该 A person receiving oral sex should
• 立即排尿并彻底清洗阴茎尤其是包皮。









无保护口交 Unprotected oral

大多数客人希望我们提供口交。一些客人问“natural”French 或 BBBJ 意思是不戴
安全套口交。
如果性工作者选择提供无保护口交应尽量减少自己的风险。比如:
• 如果嘴唇干裂、口腔有伤口、牙龈出血、溃疡或喉咙痛，不提供无保护口

交，因为这些是病毒进入人体的途径。
• 提供服务前要在客人排尿之前检查客人是否有性病的症状。
• 如果客人在嘴里射精，性工作者要吐口水或快速吞咽，再用清水洗净、漱口。
• 提供全套服务时要在戴上安全套前洗手，因为射精前的分泌物可能从手粘到

安全套上。
• 工作前不刷牙或用牙线，或工作后一小时再刷牙用牙线或进食。
• 性工作者不应该在工作日去做牙科治疗。
• 漱口水不能预防性病。



一些常见的性传播疾病 Some Common STIs

艾滋病與艾滋病病毒 HIV and AIDS
HIV 意思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该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破坏免疫系统对感
染和疾病的主要防御。AIDS 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和具体的疾病，当免疫系
统变弱，艾滋病毒携带者可能被划入这个范围内。
治疗可以控制艾滋病病毒感染，并停止发展为艾滋病。目前还没有疫苗或治愈艾
滋病。

艾滋病病毒可能传播的体液（血液、精液、阴道分泌液），从一个HIV感染者传
递到未受感染的人可能通过一个入口点如切、刮、疼痛或磨损。艾滋病病毒可以
通过阴道或肛门性交不使用安全套和药物注射设备共享传输。艾滋病毒的传播更
容易，如果本身有性传播疾病。

暴露后预防 PEP Post Exposure Prophylaxis
如果您觉得已经处于危险之中。 PEP 可能会阻止您感染艾滋病立即行动！ 关于 
PEP 的事实
PEP 是抗 HIV 四个星期的药物治疗，您与毒接触之后 可以阻止您成为 HIV 阳
性。 
• 如果您认为可能已经感染 HIV 这是一个考虑的重要选择。 
• 不要等待太久，行动吧！ 如果您认为您已经感染 HIV，您应该在3天内立即

去看医生。 
• PEP可能有一些不良副作用，并能与您正在服用的其他药物发生反应。 
•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PEP 将在任何情况下有效。 
• PEP不是疫苗或可以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 避免被感染艾滋病毒的最好方

法是通过实践安全的性行为和安全注射。 
• 如果医生认为艾滋病毒传播的风险很低，您可能无法获得PEP处方。 
• 拨打PEP 24小时热线 1800 737 669 或 1800 PEP NOW
对于使用口译服务,请致电131 450,要求翻译打电话给 PEP 热线为您服务。只收
取本地通话费。 

泡疹 Herpes
是常见的性传播感染。它是由生殖器周围生长气泡所造成，引起疼痛。
疱疹是一种终生无法治愈的感染，但早期治疗和管理可以控制和减轻症状，减少
传染给其他人。
疱疹可通过皮肤与皮肤的接触接吻、口交或性传播。由于安全套和牙科膜并不包
括保护所有皮肤，即使安全性行为也有可能传播疱疹。
如果疱疹发作，您应该请假。如果客人有疱疹溃疡，提供如带手套手淫，如果客
人的口腔周围溃烂，不要与他们接吻或口交。



疣 Warts 
疣通常长在生殖器或肛门位置，是由 HPV 病毒引起的。HPV 可能导致子宫颈皮
肤细胞变化，并增加子宫颈癌的风险。
治疗：移除和管理疣。
年轻人可以得到加德西(Gardasil)疫苗接种抗 HPV。
在性交时皮肤对皮肤接触可传递疣，即使用安全套和牙科膜。使用安全套、牙科
膜和手套，并避免接触看到疣的皮肤。

衣原体 Chlamydia
衣原体在澳大利亚是一种常见的传播感染性病，如不及时治疗可导致盆腔炎感
染、可导致不育、慢性盆腔疼痛。衣原体还会导致直肠出血和眼睛红肿。
安全性行为、安全套和牙科膜时常同时使用可预防衣原体

梅毒 Syphilis
梅毒是由细菌引起
感染后 3-4 周出现溃疡或皮疹，可能是无痛的，并会消失。 6-10 周后身体出
现红疹，特别是手掌和脚掌，同时有流感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梅毒会损害大
脑、眼睛、神经系统、心脏、骨骼和关节。经过 20 - 30 年，梅毒可导致失明、
痴呆、 甚至死亡。
梅毒早期阶段很容易通过无保护口交传播，阴道或肛门性交或皮肤直接与溃疡皮
疹接触感染的。
使用安全套和牙科膜保护阴道、口腔和肛门性交以防感染。请勿触摸溃疡皮肤接
触。

甲型肝炎 Hepatitis A
甲型肝炎病毒是导致肝的短期感染病毒。感染后多数人发展为终身免疫。性健康
诊所提供免疫接种是免费的。
甲型肝炎传播是通过病毒携带者的微量粪便进入另一个人的口腔的。这可能在口
交肛门（舔肛），使用安全套后用手指触摸口部，处理更换毛巾或床单期间发
生，甲肝也可以进入水或食物。
使用安全套和牙科膜保护阴道，口交和舔肛服务包括性玩具。处理使用过的安全
套、毛巾和床单后要洗手。如厕后处理食物前要洗手。

乙肝 Hepatitis B
乙型肝炎是导致肝脏炎症的病毒。病毒存在于血液和体液中。在成年人中95％能
恢复和发展自然的免疫力，但5％仍具有传染性。如果乙肝未被诊断和管理，它
可以导致肝脏疤痕或肝癌。
性健康诊所提供免费的免疫接种。
使用安全套和牙科膜以防止血液或体液接触。不要共用注射或穿孔器械、牙刷和
剃须刀。



滴虫 Trichomoniasis
滴虫是在阴道分泌液中发现，造成阴道炎症原虫感染。如果不进行治疗可引起输
卵管发炎、肿胀和损伤子宫颈。
治疗：抗生素。
落实安全性行为，使用安全套和牙科膜避免接触，双飞时阴道分泌液（如不同的
手指套，为玩具套上的新的安全套）和不共享阴道冲洗设备。

淋病 Gonorrhoea
淋病是可以感染咽喉、子宫颈、尿道、肛门或眼睛，并能在精液和阴道液中找到
的一种细菌。如果未经治疗，会引起生殖道的炎症和疤痕并导致不育。淋病可能
会在性交时引起疼痛或出血。
治疗：抗生素。
落实安全性行为，使用安全套和牙科膜口交，阴道性交和肛交。使用手套手淫，
冲洗，如果精液阴道分泌液在嘴里即时吐口水和冲洗，并避免精液阴道分泌液进
入您的眼睛。 

注意:
不要进口或在网上订购安全套。您可以从SWOP和性健康诊所免费获取安全套并
可以在超市或便利店购买安全套 。



在月经工作 Working with your period

许多女性会选择月经时候工作。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各种海绵和其他设备包括
子宮帽。
如果您选择使用海绵，请记住下列事项:

使用海绵指引 Guidelines for Using Sponges
插入海绵 insert sponge 
1. 打湿海绵，然后挤出多余的水。
2. 使用一根或两根手指将海绵推入您的阴道。
3. 将其推至小背部（朝子宫颈）。通常您或您和伴侣会在性交时感觉到海绵，

类似于子宫颈的感觉。
4. 每个预订工作后，取出海绵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榨出多余的水分然后重新

插入。
5. 在轮班结束后取出海绵并将海绵扔进垃圾桶处理。切勿将海绵冲入马桶。
切勿重新使用被滴露，漂白剂或任何类似的液体浸泡的海绵。这可能会损害阴道
内壁，导致感染的风险增加。

取出海绵 remove sponge 
1. 把一根手指或两根手指放入阴道内抓住海绵。
2. 将其拉出并扔进垃圾桶。
3. 如果您无法顺利取出海绵，可以用挤出的方法，如排便一样。这可将海绵移

到接近阴道口。如果仍然无法取出海绵，请前往当地医生或性健康护士处，
请他们帮忙取出。

海绵失踪 lost sponge
1. 不要惊慌！
2. 海绵不会游离到您身体的其他部分 ，它最有可能在子宫颈和阴道壁之间。
3. 尝试蹲在地上（可以更宽地张开您的盆骨），用手指感觉一下海绵。
4. 洗一个温水澡，可以让海绵浸满水，使其加重，帮助它下移，接近阴道口，

更容易触摸到。
5. 如果您仍然无法取出，可以尝试插入您的手（带手套）取出海绵。另外，寻

求同伴帮忙或找诊所任何一个健康专业人员，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其移除。
6. 不要试图使用任何外来工具来取出海绵。

记得海绵不能防止性传播感染（性病）。
海绵不能防止怀孕（安全套的破裂的情况下）。
海绵应该保持干净，不使用超过一个以上的工作班次。
海绵可以分解，所以使用前要确保它们状况良好。
您可能会在放入和取出海绵时遇到一定困难。有些女性放入海绵会让其阴道不舒
服，可能需要习惯一下，才能感觉舒服。月经时是否工作，这是您的选择。以上
仅仅是使用海绵的简要概述，不能代替专业医疗意见。



避孕 Contraception

避孕是指预防妊娠，有许多不同的方法，选择一个最符合您需要和实际情况的很
重要。在选择避孕方法时需要注意事项如下：
预防怀孕有效性
健康问题可能会限制某些选择
易用
副作用，
包括改变平常月经
避孕以外的收益
成本和可用性等
可逆性 
防止性传播感染（性病）

最有效的可逆方法是“舒适无记忆”长效可逆转避孕 (LARCs) - 宫内节育器
（避孕环）和避孕植入物(implants)。
宫内节育器和植入物 (IUDs and implants)
适用于任何年龄的女性
大多数女性可以使用，即使她们有显著健康问题
很容易在任何时间由受训的专业医务人员拆除
过程是由医生或护士插入和拆除的
无法预防性病
宫内避孕器包括激素释放装置或铜设备。
激素宫内节育器 - 曼月乐® The hormonal IUD – Mirena®
激素宫内节育器是装在子宫（子宫）内的小T形装置。在5年的时间，它慢慢地释
放极低剂量的孕激素的激素进入子宫。通常月经变得更轻或使用宫内节育器激素
时，可能会停止。
荷尔蒙 IUD 为 99.8%有效。
铜宫内节育器（铜 IUD）The Copper intrauterine device (Cu-IUD)
铜宫内节育器是由塑料和铜在子宫内做成一个小装置。它们阻止精子到达卵子或
粘到受精卵的子宫壁。它们不含激素，因此对正常的女性月经没有影响，但使用
铜宫内节育器时，可能使月经变多。铜宫内节育器的避孕效果是 99.2%有效。
避孕环需要每 5-10 年更换一次，这取决于它们的类型，或者随时拆除的难易程
度。

避孕植入物 - 因普拉 NXT® -The contraceptive implant – Implanon NXT®
避孕植入物被直接植手臂内侧皮肤下，它可以持续至少3年时间，释放一种低剂
量的孕激素进入血液。植入物可以阻止排卵（从卵巢释放卵子）。植入物至少
每3年需要更换一次，如果需要可以去掉。使用植入物会改变女性的流血月经模
式 - 对一些妇女来说这将意味着很少或没有出血，但约1/5的女性有不规则或持
续性出血。植入物避孕成功率达到 99.9%)



注射避孕药 - 仓库醋酸甲羟孕酮- Contraceptive injections - Depot medroxy 
progesterone acetate (DMPA)
通过每12周一次的肌肉避孕注射，可以防止怀孕，停止排卵。使用 DMPA，月经
可能同时停止，回到正常的生育能力时，可能出现短暂迟延。DMPA 避孕效果为
94-99。8%

短效激素的方法，包括避孕阴道环 (NuvaRing®)、结合口服避孕药 (‘the pill’)
(药片）、和孕激素的唯一避孕药 (‘mini pill’)（迷您丸）。避孕激素是需要定期
由医生开处方的。这些方法不能防止性传播疾病，另外因为健康状况，或避孕药
副作用，有些女性无法使用。这三种方法的避孕效果是91-99。7%。

避孕阴道环 The contraceptive vaginal ring - NuvaRing®
避孕阴道环是一种可以缓慢低剂量释放两种荷尔蒙-雌激素和孕激素的软塑料
环。这些激素成份与口服避孕药成份一样。该环从放入之日起，在阴道三周，在
第四周结束后取出，换下一个新环。

复合口服避孕药 Combined oral contraceptive pill (COC Pill)
复合口服避孕药，通常被称为 ‘The pill’“药片’，是每天服用口服避孕药。它包
含雌激素和孕激素，类似女性体内自然产生的荷尔蒙。避孕药可缓解青春痘或月
经过多。‘药片’要定期和持续使用才会有效。

纯孕激素避孕药 Progestogen-only contraceptive pill (POP)
纯孕激素药丸，有时被称为“迷您丸’，是一种供每天服用的口服避孕药。它含
有低剂量的孕激素，跟女性身体自然产生激素类似。大多数妇女能够使用POP，
即使有健康问题也可以使用。定期、持续使用药片 ‘Pill’才能有效果。

屏障避孕法，主要指避孕套和子宮帽。持续和正确地使用，可以阻止精液进入子
宫，是一种有效避孕方法。

安全套 Condoms
安全套是防止意外怀孕，和防止性传播感染的唯一方法。

男用安全套是由橡胶或聚氨酯制造的，是一种性交前套到勃起阴茎上的护套。男
用安全套可以 82-98％ 有效预防怀孕。如果这是唯一的避孕方法，坚持使用是
非常重要的。安全套能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以提高的避孕有效性。

女用安全套 Female condoms
女用避孕套是聚氨酯护套，是性交前放入阴道。它有两个弹性环，使其在阴道内
保持适当位置。女用安全套避孕效果是 79-95%。



子宮帽 The diaphragm
子宮帽是一个柔软的半球形帽，性交前放置在阴道覆盖子宫颈部位，可以阻止精
子进入子宫。子宮帽应该由医生或护士提供合适的尺寸并说如何使用。子宫帽的避孕
效果是 88-94 %。子宮帽是乳膠避孕工具，在性交前放入陰道並覆蓋子宮頸口，
作為一种阻擋精子 的屏障，預防精子與卵子相遇結合，而滅精膏更可殺死精子
或減低精子的活動能力。

紧急避孕方法 Emergency contraception
紧急避孕一种减低无保护性交、避孕失败、或被性侵后怀孕风险的方法。
有两种类型：

口服 EC (也被称为 ‘ the morning after pill’“ 早晨事后避孕药”) Oral EC
必须在不安全性行为后，72 小时内服用。无保护的性行为后，更早服用口服
EC，更有效。据估计，口服 EC 可阻止85％成孕机会。

子宮環(含銅的子宮環)Copper Intrauterine Device (IUD)
在没有避孕防护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后五天内，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将子宫环
放入子宫内，铜宫内避孕器可阻止98%成孕机会。

紧急避孕 (EC) 不会保护您免受性传播疾病（性病）感染，只有安全套才能做到
这一点。虽然 (EC) 紧急避孕适合大多数女性，某些妇女可能不能使用它。使用
之前，您应该跟您的药剂师或医生商谈。药剂师大多经过培训，会用体谅和保密
态度处理紧急避孕 EC 的要求。不过，他（她）需要问几个简单的问题，然后您
才能得到 EC 紧急避孕药。在某些情况下，您将无法从药剂师处购买紧急避孕药 
EC，药剂师可能推荐您去找医生拿紧急避孕药。

如果出现一些副作用，您可能需要药物治疗。如果担心，您应该咨询医生或药剂
师。虽然口服紧急避孕药EC没有使用次数的限制，它应该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紧急避孕 EC 只适合作为常规避孕的后备方法。

性健康诊所和新南威尔士州家庭规划署 (Family Planning NSW) 提供免费咨询服
务，和翻译避孕简报。 见：
http://www.fpnsw.org.au/index_nes.html



对男性性工作者的信息 Information for Male workers

阴茎的卫生
• 保持性器官的清洁和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没割包皮的男性。
• 生殖器应 每天用温和的肥皂和水清洗。
• 避免使用粗糙或带香味的肥皂，因为他们可以刺激阴茎。
• 洗涤后，重要的是将包皮下之下轻轻擦干。不要让它潮湿，因为这将提供
• 细菌和酵母能够蓬勃增长的条件。
• 性交之前和后排尿。可以避免传染病进一步进入阴茎。
• 执行定期自我检查生殖器任何溃疡、肿块、感染分泌物或寄生虫。
• 如果安全套是造成阴茎头部周围摩擦问题，请尝试在安全套里面放一点润滑

油。轻微润滑油可减少摩擦，提高敏感度。不要使用过多或可能会使安全套
滑落。

睾丸癌 Testicular Cancer 
• 癌症在 15 和 35 岁之间的男性最常见的。
• 癌症可以在睾丸内的任何地方生长。
• 如果不及时治疗它可以传播到身体其余部分导致死亡。
• 在早期阶段，生存的几率很大。
• 预防和早期发现的关键是自我检查。
• 检查睾丸的最佳时间是洗个温水澡后，或淋浴因为加热可以放松阴囊。
• 自我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早期发现，睾丸癌是有最高的治愈率之一

（95％至 100％），这是一个好办法进入检查自己定期的习惯。这可能拯救
您的生命。

变性工作者信息 Information for Transgender workers
Penile hygiene for transgender workers (see above)

关于变性的工作者阴茎的卫生（见下文）
阴茎的卫生是非常重要的，集圈和捆扎可引起摩擦烧伤和皮肤破损。这可以让你
容易受到感染。
人工制造的阴道卫生
• 人工制造的阴道没有天然的清洁和冲洗系统因此需要格外小心。
• 您会发现你需要经常进行阴道灌洗 , 灌洗时有这个方法可能有帮助
• 沖洗溫和鹽浴用包含一湯匙的鹽對 500 毫升的水。
• 每 4-5 天一次冲洗及每次彻底冲洗。

重要提示
• 如果你工作，最好不要使用包带及打包带。
• 这是为了避免摩擦灼伤的最好方式。
• 定期检查。



压紧，包带及打包带提示
• 细菌喜欢身体的温暖潮湿部位,如两腿之间的部位所以要使这个部位尽可能

干燥。
• 用消毒皂清洗，擦干好，使用抗菌爽身粉。
• 检查是否有从剃毛发或摩擦灼伤而破损皮肤的切口，如果存在的话用抗菌乳膏
   覆盖部位,保护自己避免感染。
• 如果使用包带您可以使用酒精擦拭或桉树油去除橡皮膏贴的任何痕迹。
• 每一次你上完厕所后保持两腿之间部位干燥。
• 100％ 纯棉内裤。紧身尼龙内裤可以使你出汗较多，棉花可使的您皮肤呼吸。

The Gender Centre
www.gendercentre.org.au



与客人健康的专业界限 Negotiating and boundaries with clients

工作名称 Working name 
为您专业界限,私隐权和保密设想您可以考虑取一个工作名 ， 与您的真实姓名
不同的名。
为了您的安全和隐私原因我们建议不给客人电话号码、地址。

预订约谈 Negotiating the booking
第一次与客人谈话就像招聘时互相面试、设定交易的条款和条件。通常约谈，与
客人划定界限做得越有效率，一旦确定基本原则后，预订就越容易进行。
服务内容是由我们与客人第一次接触谈好后，贯穿整个预订过程直到完成。
我们可能要对以下事项进行商谈并设定界限：什么时候有空、价格、提供和不提
供什么服务、客人希望在服务中包含的细节等等。我们有权利对“标准”服务以
外的额外服务实行额外收费。
建议在预订前谈好额外收费事项，以帮助建立期望和界限。如果客人认为自己付
的钱已包含想要的一切服务，那么我们在他们正兴奋的时候中途停下来可能会惹
怒他们。此外，如果在提供服务前先拿到钱，我们就能为预订设定明确的起始时
间，这让我们可以不必担心无法提供客人所要的服务。
通过事先在情绪、财务、精神和身体方面设定界限，我们将更有可能按自己的条
款和想要的价格来提供自己想要的服务类型。我们每个人如果希望保护好自己并
从顾客那得到自己想要的，就要清楚自己的界限以及如何进行商谈才能捍卫这些
界限。
商谈整个预订过程，可能包括从客人手中拿到钱、让他们去洗澡、不让他们乱
摸、乱咬或过于粗鲁等各种情况。
有时事情会变得棘手，但只要有信心、控制好局面、重新商谈和引导客人，就可
能没事。这会随着练习变得更容易，并且随着经验的增加您会更有信心。如果只
是让客人停下来却不给他们其他选择，可能不管用，“例如请玩我的乳头，因为
这样令我兴奋”。

控制您的客人 How to control your Client 
性爱行业有两大”神话”:第一.客人只为性爱而来。第二.在该行业工作，轻松
自在，赚钱容易。这些”神话”与事实相距甚远。

发展您的技能及才能 Develop your skills and talents
拥有丰满的乳房或特大的阴茎，不代表您就是一名出色的性爱行业工作者，不一
定能吸引客人再光临。您必须发展多种技能及才艺，才能成功。
这些技能包括您对性爱及身体感觉，有效的沟通、商议、及推销技能。您应该可
以估计客人需要什么及有什么方法可令他们再回来。
在性爱行业工作，可以是一份快乐的工作，也可能是痛苦的工作(这取决于您是
谁，在哪里工作及与谁人工作)。但不管您在哪里工作，您的责任是，用您的身
体为客人带来快乐，除了您自己外，没有人有权决定怎么做。



创造自己的风格 Create your own style
性爱行业工作者，大部分的压力来自造作(对客人及自己)。客人期望您能完全就
他们的每一个需要作出反映，他们可能会有诸多要求，您将会觉得烦躁不安及不
自在，通过发展自己的风格，您可以吸引自己喜欢的熟客。

一个工作表面形象能帮助您的 A work persona can help
创造您的风格时，要根据您的天赋本钱及才能，然后再略作夸张。切勿让这个工
作表面形象，跟您的真实自我相距太远，确保自己感到舒服，尝试去做体能达不
到的事情，是没意思的。
拥有工作形象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帮助您从私人生活中分隔出来，令您工作
时情绪高涨，一些工作者发现，发掘客人可爱一面十分有帮助，这能令他们更投
入，另外最好与客人保持一段距离。
如果自我感觉不好，您会觉得性工作是很困难的，然而，您仍然可以呈现出具有
信心的形象，看着客人的眼睛，装做您全然就绪，他们将会作出反映，在行为方
面表现果断一些，将会令您获得积极的反应更具自信。



向客人解释一切 Explain everything to the client
向客人解释他们会得到什么服务，收费标准及时间，然后马上要求付款，这样做
让双方清楚自己的身份，收款后，向客人解释进行口交及性交时要用安全套。

如何应付不以取悦的客人 How to handle a difficult client 
有一些客人是不易取悦的，他们有些希望能再三地性交。有些会拒绝戴安全套，
有些整个晚上接皆触于兴奋状态，及有些不尊重性爱工作者，切勿被他们支配，
要尝试着就您的需要进行商议。

客人弄伤我了 - 设定的情绪和身体界线 The client is hurting me - setting 
emotional and physical boundaries 
如果感到疼痛或不适，告诉您的客人，不要自己试图压抑内心的感觉。告诉客人
之前，不要坚持太长时间。他们可能会认为您是同意他们的粗暴或享受他们所做
的，他们可能不知道在伤害您。所以沉默对您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是不健康的。
只告诉客人停止做某事，但没有提供任何其他选择，客人可能不会妥协。所以给
他们选择，您可能会说 ‘亲爱的，比玩我的乳头，我更加享受被揉揉屁股!’。
否则，就像是试图让孩子停止做一些事情，而不给他们其他事情去做一样。
遇到困难的协商，记得给客人重新定向并且保持妩媚动人而有主见，给客人一个
选择。

关于如何为阴茎大或长的客人服务的一些建议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a client 
with a big penis or long penis 
与阴茎大或长的客人性交可能会让您感到阴茎碰撞子宫颈的感觉或身体被拉伸。
（子宫颈是指子宫口像海棉一样的软组织）。经常使用润滑油可以让您的身体摩
擦，或撕裂受损的风险降低。不要害怕告诉他您不能提供性交，或者要求他停止
或减慢。可以采取其他方法：如一个缓慢的口交，以减少性交过程中插入式性行
为的数量。

性交体位 Sex positions
通过采用不同的性交体位，您可以避免阴茎穿透过深。不管用什么样的体位，只
要让您的双腿或双膝靠拢，或放低一些，都能避免阴茎插入过深。您可以尝试在
性交时用手抓住他的阴茎底部，可以避免他进得太深。您可以在性交时，用手搓
抚他的阴茎。

1. 女上位 （牛仔女郎) Woman on top “Cowgirl”
客人躺在床上，您爬到他身上面向客人，引导他的阴茎插入您阴道，不仅允许您
控制插入深度，如感觉插入过多，请记住，您可以控制速度。
爬在他的上方，引导他的阴茎进入您阴道内，如果觉得太多了您不需要把阴茎完
全插入里面，记住您是控制方，如果这种体位感觉舒服，您可以向后弓起背部， 
使插入更深。在客人面前显出您很享受，玩得开心，这将使客人更加兴奋，能刺
激客人更快地达到性高潮。



您还可以决定抽插的节奏，一般速度较慢更舒适。

2.  下午喜悦式 Afternoon delight
躺下来，让您的客人躺在一侧，成直角面向您。把您的膝盖覆盖他的臀部，让他
温柔的的插入。因为您控制客人的阴茎插入深度或使用较慢的抽插节奏， 但是
您的客人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性高潮。在这个位置上，您的手可自由
爱抚您的阴蒂和爱抚他的睾丸，他可以小心推入您的阴道。如果想将他推回， 
您也可以控制。

3.  速度碰撞式 Speed Bump
• 您脸向下平躺，让坐垫放在您的腹部和骨盆部位下。
• 客人躺在您上面，您把您的双腿拢越近和越低越好，可以避免客人插入太

深。
• 客人可能会在这个位置上享受更多，您可能会觉得有被粉碎感觉，但这种位

置，您无法控制。

4.  传教士（男人在上面）Missionary (man on top)
让客人在您上边，客人开始进入您后，收合您的腿，使用大腿挤压阴茎周围来刺
激他，但减少深度插入。

安全套 Condoms
SWOP 所供应的避孕套有各种形状和尺寸。SWOP 的工作人员可以示范如何正确
使用安全套。
给比较大的阴茎戴安全套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试用两只手把手指头伸到避孕套
里捏住安全套口好撑开安全套，套到龟头上。然后慢慢把安全套往下拉，一直套
到阴茎底部，有点像穿袜子。

性工作技能 Sex work skills
阴茎大往往敏感度也低。这意味着客人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达到高潮。开始
的时候多用一些润滑剂，当您觉得有干燥感或性交时间已经较长的时候，再加用
更多的润滑剂。这样可以避免搔痒不适或安全套破裂。如果时间太长而他还没有
达到高潮，您或许应该换一个安全套，以免出现破裂。

工作过程中 Going in the job
开始的时候，可以先给客人做一个长时间性感的按摩，以缩短性交时间。还可以
尝试慢速度的口交，燃起客人的情欲，这样在您开始性交以后，客人不需要太长
的时间就能达到高潮。
您还可以尝试给客人一个性感的脱衣舞，例如；滑动肢体——把您的双手放到客
人的躯干两侧，然后以轻柔流畅的动作用您的肢体顺着他的躯干滑动（想象海豚
是怎样游动的）；或西班牙舞（用乳房作抽送动作）。如果您的客人仍达不到高
潮，您只好用手进攻或求助于更强烈的口交。这个时候，您可以嬉戏打趣，给他
一些挑逗。



职业倦怠 Burn Out 
您是否有种无论怎样也不能再接另外一个客人的感觉？ 有否一想到要起来工作
就让您发抖？ 如果全部都有，您可能是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的迹象：
对工作与生活失去兴趣。
对客人持讽刺态度及容易愤怒。
不去上班，把电话关机或对待致电客人语气很差。
感到不安、沮丧、易怒、及想哭。
向别人投出负面的情绪。
对工作没有希望，甚至于赚钱也不能使您有兴趣。
一上班就身体不舒服。
如果当天要上班，您一整天都感到苦闷。
不想去打扮整理自己。
预防及治理职业倦怠:
要预防职业倦怠就得把生活平衡好，工作过度及工作超越自己底线，会使人失去
方向，要把工作和私人生活平衡好，让工作能感到充实，但不至于被工作占据了
您所有的生命。
以下是一些建议：
建立及分配私人及工作空间。
建立与客人的底线，如有必要，对同事也要有所保留。
了解优先次序，安排好时间处理事情，减少生活压力。
工作时间适量，尽量不要连续工作二班。
对自己或别人都要有实际的期望。
有假期好好休息，好好享受一下。
尽可能一年去旅行一次，散散心。
找个能信任的人聊聊天，可以找专业辅导员把心结打开。
不时展望一下未来，了解及定下个人目标。
专注于正面思想，不要让负面思想持续下去。
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付责任。
要保养自己的身体做瑜珈运动、泡个香熏热水澡、按摩、美容或修甲 。
回到对自己原来的性欲和性能力的自我认同。
通过听舒缓的音乐或园艺滋养自我情绪、写作或对艺术创作的追求，都是自我表
达的好方法。

如果不理会疲倦的生理现象，您可能会变得忍受不了压力，沮丧甚至身体不适。
尚未理会的沮丧及愤怒可使您对工作失去兴趣，最后再无法持续工作下去。
在您放弃前先退后一步想一下，您是职业倦怠了吗？ 如果症状待续，您可能已
经患上忧郁症，我们强烈建议您找医生请教一下症状如何治疗。





性行业的专业辞典 SEX INDUSTRY PROFESSIONAL DICTIONARY

FS Full Service  全面的服务
Masturbation  手淫
Hand Job  打手枪/打飞机
Lick  舔
BJ–Blow Job (oral sex)  口交
BBBJ- bareback blow job (oral sex without a condom)  口交不戴安全套
CBJ   (oral sex with a condom)  安全套口交
CIM  口腔射精
BBBJTC- bareback blow job to completion 不戴套口交，直到完成。
Anal Sex  肛交
Nipple  乳头 
Tits/boobs/breast  乳房
Anal Play  肛交
Threesome  三人性交
Lesbian Play  玩女同性恋
Sex Fantasy  性幻想
Golden Shower  玩撒尿
BDSM  性怪癖/性主人奴隶/性虐待
Cross-dress  变装
Spanking  打屁股
Strip Show  脱衣秀
Dildo  假阳具
Vibrator  振动器
Clit  阴蒂
Peep Show  偷窥秀
Butterfly/Spanish  乳交
69  双方同时口交
COB  乳房上射精
DFK Deep French Kissing (Kissing with tongue in each other’s mouth  把舌头伸进
对方喉咙的深吻
GFE – girl friend experience  女朋友体验/温暖/调皮/某种程度的情感联系的性交
PSE – porn star experience (Wild /Kinky sex)  色情电影明星的经验/疯狂/淫邪的
性行为



与妓院经理协商您的安全 
Negotiating your safety with brothel managers

险情处理 Dealing with dangerous situations

可能面临的风险取决于做什么类型的性工作和我们工作的场所。事先的准备， 
使我们能够更快速，更有效地处理它。
时刻保持信心和警惕。
确保您可以清楚地看到客人并从闲聊中体察任何潜在风险。
如果您很反感觉得不安或您的直觉告诉您有不确定性，请拒绝客人预订。相信您
的直觉！通常它是正确的。
不要表现出感到害怕或失控。
尝试保持积极的态度和控制。
如果工作压力大，请抽时间休息。
參加一个自我防卫课程。
在必要时可以在工作中裸体跑出！

私人或出钟 Private or escort
让某些人知道您要去哪里，您要在那里呆多久。
到达之后，在脱衣服之前，先检查出口在哪里，把您的衣服和包放在视线内和门
附近，以备危险情况的出现。
检查一下，确保只有客人在房子或公寓里。
先收钱，再提供服务，在客人面前清点钞票以免遇到伪钞                                                                                                                                                
    
随身携带一个响亮的报警器。
不要让客人知道您是单独工作或让他知道还有人知道您的位置。
设置您的手机尋求帮助。
如果您在大街上，可以喊着 “火啦!”，以引起别人的注意。

妓院或按摩 Brothel or massage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系统和规则，所以我们开始工作之前应该了解清楚。
当您感觉到危险时，请按铃或大声地喊经理、接待员、或其他工作人员，要求得
到帮助。

如果客人是醉酒，或吸毒，您必须多加小心，或拒绝该客人。
如果您正面临着危险，您应该保持自己和客人之间距离，您可以用您的财物（包 
、腰带、鞋子等）来保护自己。此外，您可以大声呼叫，让他人知道您有需要，
并帮助您。如果您不能够从其他人得到帮助，不要在客人前显示害怕，找借口迅
速脱身。如果被迫打斗，您无法脱身，可以瞄准客人脆弱部位踢或者咬，如眼
睛、喉咙、鼻子、手指、睾丸、膝盖、和脚 。



酒精及其他毒品 AOD Alcohol and other drugs 

酒醉及使用毒品可造成严重的问题 Drinking and using drugs can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使用毒品在性行业内外都是一个现实问题，所以如果您使用毒品，－请注意安
全！ 避免习惯性使用酒精及毒品来解决问题或减压，在工作时使用它们可能造
成严重的问题。

 
毒品与性工作 Drug use and sex work
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会涉及使用酒精及毒品，不管是您本人或是客人。
服用后可能会使人放松，或增强性欲但对于一些人来说，使用错误的分量及组
合，失去身体或情绪上的控制能力，更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损害，包括服毒过量。
在服用毒品之前总是要议定好您的服务，并记住坚持您所同意的服用份量，记住

工作时一定要比您平常自己所使用的分量要少，以保持一定的清醒及控制能力。

在工作时使用毒品能为您带来危险 Using while working can put you at risk
迷醉会使您的控制能力下降，如果您在迷醉时去工作，尤其是私人出钟－您是在
拿自己的人身安全来冒险。 服药后请小心，别让客人知道，他们可能用毒品来
引诱您，或者只拿毒品替代您所需要的现金作为酬劳。 迷醉也使您不能坚持您

所决定的服务范围及价格，而如果不沉醉，这将会比较容易控制。

 
混合使用毒品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Mixing drugs is not a good idea
要小心将毒品混合服用和酒精加毒品的配合使用，因为这会改变了您原来所想要
达到的效果，这会增加了服药过量的风险，不要小看混合服药的危险性，有的毒

品需要时间才感受到效力，如果混合服用，您很难判断其效果的。

 
先少量尝试 Try small amounts first
要知道我们身体反应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人能承受的剂量不代表别人也能承受，如
果您是从一个新卖家拿到一些药品时，请先少量的赏试其反应及效力，如果您已经
有一段长时间没有用毒品，很可能您的耐药性已减弱，所需要的份量也会减少。

安全注射毒品 Safer injecting
最好每次注射在不同的位置上，绝对不要与别人共用针筒，在您准备要注射的位
置上先用酒精绵消毒，在注射前后也要洗手。
每次注射最好也用新的针筒，如果想重复使用自己的针筒，请记得注射后立即用
开水冲洗针筒，以免血液凝固在针筒内。 您可用自己的无菌纯净水，但千万不

要与别人共享！一次只使用一管安瓶水(ampule of water)。



如果您希望戒掉或減少服用酒精及毒品 If you wish to stop using alcohol or drugs
如果您打算减少或戒掉酒精及毒品，最好跟能支持您的人提出。可以帮助您减少 
或停止服用的方法很多，可以跟针筒供应站、外展人员或附近的健康
服务中心人员提出，他们是很乐意指导您到相关部门获取帮助的。
您也可以打电话到酒精及毒品资讯服务中心，查获您附近的服务中心地址，更欢
迎您联络 SWOP 我们非常乐意指导您到相应的部门，协助您达成想法。
也有一些药物和酒精多元文化教育中心 DAMEC 提供双语的辅导服务，为药物滥
用者和他们的家人，伴侣和支持人，在红坊 (Redfern)和 (Liverpool) 利物浦地区
提供服务。
DAMEC: (02) 87060150 
请参阅：http://www.damec.org.au/images/Counselling_Pamphet_Chinesev9.pdf
ADIS (02)9361 8000 或（免费电话): 1800 422 599
SWOP 性工作外展計畫：(02) 9206 2166
参考：http://www.swop.org.au/workplace-safety/alcohol-and-other-drugs

一些常用毒品 Some commonly used drugs

请注意，下面列出的所有药物在新南威尔士州购买、出售、或持有都是非法的。

可卡因/可乐 Cocaine/Coke
可卡因是一种典型的白色粉末、带有苦、麻木的味道。 最常见是用鼻子吸服，
但也可以用作注射、口服或涂抹到牙龈上。
与许多毒品一样，可卡因的作用根据不同人的身体与摄入量。 反应可能包括幸
福感、食欲降低、刺激、性兴奋，集中力增加。 负面影响包括体温升高和心跳
加速、情绪激动、焦虑、偏执，头晕，恶心/呕吐、暴力行为、肾功能衰竭、癫
痫发作、中风和心脏病发。
 
甲基苯丙胺/冰毒/速度/水晶 Methamphetamines/Meth/Speed/Crystal
甲基苯丙胺一般是一种无味白色或灰白色带苦味的粉末，药丸，以及较大的晶
体。 常见用鼻子吸服，但它也可口服，烟熏或注射使用。 
冰毒的影响可能包括欣快感、增加性欲、精力及警觉性、加速心跳、呼吸和体温 
、心律不齐、食欲减低、腹部痉挛、多汗、神经过敏、多疑、幻觉。

MDMA/迷魂药/E仔/摇头丸 MDMA/Ecstasy/E/X
MDMA  或“摇头丸”是“迷幻苯丙胺’，最常见是药片，可能是胶囊或粉末出
售。 最常用是口服，很用少用鼻子吸入。 
反应取决于一个人服用多少及多频繁，摇头丸一般需要 30-60 分钟（虽然有时
长达 2 个小时）才能生效。 它可能诱发的反应有安慰感，对他人产生强烈的
感情。 负面影响包括在随后的日子里感到体温过热、恶心、呕吐、颚紧、咬牙
齿、眼睛抽搐、头晕、抑郁和疲劳。



海洛因 Heroin
海洛因是一种抑郁的药物，这意味着它会减慢你的大脑和身体之间传递的信息的
速度。海洛因通常注射入静脉，但它也可以吸入（“逐龙”），并添加到香烟和
大麻。过量使用可能会减慢你的心率，引起呼吸问题，导致死亡。放弃海洛因很
具有挑战性，非常痛苦，让你感觉很恶心。戒除症状通常在最后一次给药后6至
24小时内开始出现，并可持续约一周左右。

有关毒品的法律 Laws about drugs 
这里讨论的毒品有一些是在澳大利亚非法毒品。
持有，使用（服用或把它给另一个人），非法毒品销售或分销带有处罚
并且取决于量和药物的类型。
如果毒品为您带来与有关警方上的麻烦，向警方谈话前你应该立即联系律师。
若要获取律师帮助请致电 Law Access NSW: 1300 888 529



甚么是问题赌博? What is a gambling problem? 
沉迷赌博可能会造成财政压力，自我责备和愤怒和恐惧未来。 它可能会导致健
康问题，如食欲不振与睡眠不足。 如果您借钱，可能会导致与家人和朋友争
论。
问题赌博有哪些迹象呢？ 
每天思考赌博
当您感到沮丧您会赌博
借钱赌博
从家人和朋友 中隐藏赌博
多元文化问题赌博服务 MPGS (Multicultural Program Gambling services for NSW) 
提供问题赌徒及其家庭社区语言非英语免费和保密的帮助
MGPS 免费电话：1800 856 800
请于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 to 下午 5pm 致电 1800 856 800/ 1800 633 635 
(24 小时)
http://www.dhi.health.nsw.gov.au/mpgs/mpgs/default.aspx
奥本亚洲福利中心的问题赌博服务提供各种保密的戒赌辅导服务。 查询或预
约，致电
9749 1333 or 9646 3695 访问网站: http://aawcentre.org.au/booklet.html
 
辅导员会说广东话 、 普通话和英语。
他们受过训练，提供专业有效的戒赌辅导。
他们了解您的文化和人们赌博的各种原因－而且他们不会评判您。
这项服务是免费。
9749 1333 或 9646 3695。也可以预约星期六的上午。 
其他帮助的服务
赌博求助热线 1800 858 858
http://www.gamblinghelp.nsw.gov.au/
那里有组织提供包括有关毒品和喝酒、赌博和在新南威尔士州精神健康问题的专
业咨询服务。 所有的服务都是保密和免费。
如果您需要更多帮助或信息，请联系 SWOP (02) 9206 2166。SWOP 有讲中文的
工作人员，您可以预约我们的辅导员。 



工作场所的暴力 Violence in the workplace

性侵与暴力- Sexual assault and violence
性侵犯是指任何性行为，使一个人感到不舒服，害怕或受到威胁。这是性活动，
假如其中一人不同意，利用情绪或身体暴力强迫对方从事性活动同样构成性侵犯。
性侵可采取各种形式，其中一些是刑事犯罪：
• 触摸、爱抚、接吻
• 逼迫性工作者摆色情姿势拍照或者观看色情图片
• 窥淫癖
• 暴露狂
• 性骚扰
• 言语骚扰或含沙射影
• 强奸
在性行业中，性暴力有时难以识别，但它会影响我们的工作、个人生活、和自我
形象。学习认识暴力是我们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装备好自己，是很重要的，当发
生强奸或性暴力的时候，可以更好来处理它。
在任何类型性的行为中，当性工作者说“不”，无论是在预定开始，期间，或预
订结束之后，或者只是一个特定的服务或行为后，如果客人忽略了“不”， 这
是性暴力！您不必遭到殴打或有身体痕迹，才会被为法律上的暴力。
性暴力一直是我们社会中最少报告的犯罪之一,罪犯往往会逃脱罪行。性工作者
也不需要忍受暴力。我们有法律，医疗和社会权利。因为性暴力是非常严重的罪
行，我们有权报告给警方、得到咨询、和医疗支持，并寻求经济赔偿。
有些人使用暴力，以凌驾于另一人之上。身体上攻击别人，不是暴力的唯一途
径。一些性行业客人试图获得更多的控制感的方式，是通过恐吓、骚扰、操纵或
控制我们或工作过程中站在我们之上，并试图让我们感觉渺少。还有很多不同的
方式暴力和人们虐待和攻击形式。
有些攻击会让我们的身体留下痕迹，也有一些不那么容易看到，但正如其他类型
的暴力也经常发生。暴力有可能是不可见的擦伤或标记，但留下的影响和其他犯
罪是一样的。

NSW Rape Crisis: 1800 424 017 (24/7) 1800RESPECT: 1800 737 732 (24/7)
https://www.1800respect.org.au/
Sexual Assault Counselling Australia: 1800 211 028  (8am - 11pm, Monday to Friday)

向警方报告时的支持 Support when reporting to the police:
我应该去报警吗 Should I go to the police?
性侵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因此警察会逮捕罪犯。当告诉警察您被攻击，如果
警方要求您录口供，并签署一份详细的说明，请不要惊讶。
向警察举报罪行热线电话是 000



在警察局录口供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 写下警官名字、日期、时间。
• 警方只能问您与性工作直接相关的性侵犯问题。
• 给警方的所有细节 - 即使它似乎很轻微或不相关，因为它可能是揭示犯罪

的关键证据。您描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没有必要感到尴尬或羞愧。
• 询问是否可以提供性工作者联络警官 SWLO
SWLO 是通过 SWOP 培训支持性工作者的警官，如果在当地警察局没有 SWLO，
拨打国王十字街警署(King Cross Police Station)号码。
• 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应该使用电话语言翻译服务。
• 您可以选择女性或男性警员会见。
• 可以带支持您的人来帮助自己，确保警察在接受落口供时尊重您的需求，但

这个人不能为您做出声明。您或许不能使用您告知袭击事件的第一人作为支
持人员，因为他们可能会被要求做出自己的声明。一个 SWOP 或性侵犯辅导
员，或许可以作为您的支持人员。

• 如果您感觉不能录口供，您可以预约另一天。
• 报案时，您可以在任何时候要求警方停止录口供。
• 如果警方意识到您属于签证逾期居留，或者没有使用正确的签证在澳大利亚

工作，他们可以采取行动。如果您担心，可以寻求法律/移民建议。SWOP或
性侵犯服务机构可以帮助您转介。

• 结束录口供后，警方应该给您口供签名的副本，与案件号码。所留的口供会
在开庭前再次读取，如果案件走到这一步的话。

• 警方调查性侵犯。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检察部门会提起诉讼。有时没有足够证
据的情况下继续前进，这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您。

如何获得医疗服务支持 Support with accessing medical services
还有谁可以帮助 Who else can help?
任何人都可以跟警方举报关于性侵犯。然而，性侵犯后，有时很难知道该怎么
办，谁可以信任，以及去哪里寻求帮助。

性侵犯服务 Sexual Assault Services 7天24小时帮助

要求医院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性侵犯辅导员，他们可以为您做下面一些事情：
• 提供性侵犯后的立即辅导和持续辅导。
• 安排体检，并支持您完成整个过程。
• 安排就医。例如怀孕和性病检测。
• 为您提供有关法律程序，法院的处理信息和求偿的帮助。
• 与警方联系（如果您愿意）为您作报告/投诉/在警察录口供时陪您出席。 



坏客人名单 Ugly Mug List
性工作者外展计划 (Sex Workers Outreach Project SWOP)
SWOP 提供免费的咨询、信息、咨询和转介到性工作者。
平日：上午10时 - 下午6时，除了星期三：下午2时 - 下午6时
致电 1800 622 902/ (02) 9206 2166
SWOP 还创建坏客人名单 UGLY MUG- UML 提醒性工作者注意危险的客人。面对
面、通过传真、邮件、或在线举报：
www.swop.org.au/report-a-mug

High Court Rules on Intent in 
HIV Transmission Cases

SWOP Press Release
http://www.swop.org.au/news/high-court-
rules-on-intent-in-hiv-transmission-case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High Court 
decision please go to:
https://www.afao.org.au/news/zaburoni-v-the-
queen-appeal-success#.VwSK4Pl94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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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the High Court 
rules on intention 

to transmit HIV
6th April, ‘16

Consistent condom use, supplemented 
by regular STI screening, has proven 

30 years in the prevention of the 
transmission of all STI’s, including HIV.

Criminalising HIV transmission does not 
prevent it  from occurring, and many 

health argue that criminal sanctions 
actually increase transmission rates by 
increasing stigma and a reluctance to 
disclose.  

Laws punishing HIV transmission also 
provide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to 
persons who are HIV negative, that 
disclosure will occur, and will often 
endanger the safety of those who do 
disclose.

Alexandra Stratigos from The HIV/AIDS Legal 
Centre (HALC) who assisted in bringing the 
case to the High Court said that the case 
resolved unanswered questions in the 
law as to the meaning of “intent to infect” 
and helped “expose the problems with 
transmission of HIV being dealt with under 
criminal law instead of under public health 
laws”.  HALC is one of a number of legal 
agencies which provide free legal advice to 
sex workers. 

Contact SWOP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free 
legal advice for sex workers.

SWOPConnect 9206 2169
Email  swopconnect@swop.org.au



家庭暴力 Domestic violence 
在紧急情况下：拨打 000 警方，消防，救护
或拨打灭罪热线 1800 333 000  匿名举报罪案
家庭暴力施暴人可能是 Perpetrat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may be
• 配偶 
• 伴侣或前伴侣 
• 同居者 
• 家庭成员 
• 照顾人或在一起居住的人

肢体伤害 Physical assault 
包括冲击、击打、推搡、窒息、使用武器或身体暴力威胁。

非礼 Indecent assault 
是指有人抓住您的生殖器部位，或未经同意迫使您去触摸他们的生殖器。

性侵犯 Sexual assault 
性侵犯（俗称强奸）是当您被迫，强迫或欺骗违背自己意愿的性行为。16岁以下
的人，在法律上不能自己表示同意，所以与这些年轻人发生性行为属于性侵犯。 

性骚扰和侮辱 Sexual harassment
性骚扰指不受欢迎的性评论或使您感到尴尬，害怕或侮辱的行为。

威胁恐吓以及跟踪盯梢 Stalking and intimidation
在新南威尔士州这两个罪行。 骚扰行为持续、观望之后、打电话、发短信或电
子邮件的人。 恐吓是做一些引起另一个人恐惧的行为。

心理/精神虐待 Psychological/emotional abuse
包括持续进行的行为让您感到害怕的或毫无价值的 ; 喜欢羞辱您的外表或工
作，并威胁您告诉别人您是一个性工作者。 

语言辱骂 Verbal abuse 
包括恶语V咒骂V令您失望侮辱和取笑。

社交隔离 Social abuse
指某人阻止您会见朋友和/或家人使您孤立。 

剥夺经济支持 Financial/economic abuse
指某人阻止您有机会获取自己的资金和其他资源。



您做些甚么呢 What can be done?
新南威尔士州的法律赋予警方和法庭权力，无论白天还是夜晚，能够随时为您
提供紧急保护，如果您感觉受到威胁或担心自己家人的安全。 （请致电“零零
零”000 警员可以逮捕那些实施暴力行为、威胁您或是损坏您的财物的人，并对
其立案指控。 他们能代表您申请一份“家庭暴力限制令”(Apprehended
Domestic Violence Order - ADVO) 以保护您不再遭受威胁以及（或者）暴力行为。 
儿童和家庭暴力受害者有权在自己的家中安全生活 ADVO 是法庭签发的命令，
保护您不再受到进一步伤害。 这份命令可以包含驱逐令 Exclusion Order， 禁止
施暴人返回居所。ADVO 的作用是限制令您感到恐惧的人的行为，这个人也称为 
“被告”请访问 www.police.nsw.gov.au 网站，了解有关家庭暴力的详细信息。 
新南威尔士州警务署承诺保护所有家庭暴力受害者，并会逮捕实施家庭暴力的违
法人。
儿童受到家庭暴力影响，应该受到保护。 您的孩子可以被包含在家庭暴力限制
令之内或您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单独申请一份限制令。
可用情况说明书:
http://www.domesticviolence.nsw.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18/251343/1843_
Web_Chinese.pdf
我们有说中文的同伴教育工作者来帮助您
您也可以致电 SWOP (02)92062166 与我们的中国外展员和辅导员交谈
参考
http://www.police.nsw.gov.au/__data/assets/file/0008/135917/dfv_factsheet_
english.pdf



说中文的性工作者可以访问
Accessing services as a Chinese worker

免费电话口译服务 ( Free interpreting services ) 131 450
免费服务，帮助您与政府部门和一些机构，用英语沟通。
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
该服务可以安排现场翻译，或通过电话翻译，以帮助那些不会说英语与说英语的
人交流。

您一般需要先与机构联系预约。
如果您不是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
只有一些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免费翻译服务。例如您可以联系以下机构：
• SWOP
• 性健康诊所
• 家庭医生

要联系政府未确认资助的机构，有两种选择：
1. 请致电机构为您缴纳费用
2. 您自己付款

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
许多类型的机构能够提供免费口译服务131450。
口译服务的使用：
1. 拨打131450。
2. 告诉接线员您说的语言（必须英文说明）。
3. 接线员帮您接通一个口译员来了解您的语言。
4. 使用您要联系的口译员，并要求对方的电话号码。
5. 操作员给您打电话。
6. 三方通话：口译员为您和机构的工作人员翻译。 （三方都听到了谈话，您

的对话和口译）
http://www.cityofsydney.nsw.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4/71446/TISCard_
CHS.pdf

免费法律服务 Free Legal Service
免费咨询相关刑事事宜，警察或地方议会的问题，暴力/ AVOS 借项信贷，家庭
法，就业和其他普通法律领域。SWOP 与不同法律中心有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可以推荐您到适当的法律服务部门。您可以在这本小册子的最后一页找到每
个法律中心的更多信息。法律咨询是需要预约，可联络SWOP预约。提供免费电
话咨询（悉尼以外地区请拨打 1800622902 如果您说国语或广东话，我们有讲中
文的同伴教育工作者可以帮助您。



紧急联络
Emergency Contacts

Ambulance, Fire, Police in emergency  
000

Police Assistance Line (non-emergencies)  
13 14 44

Sexual assault and domestic violence line  
1800 737 732

NSW Rape Crisis Centre     
1800 424 017 

Victims Access Line (Sexual assault 
support and counselling)   
02 8688 5511 or 1800 633 063 

Mental Health Line 24 hour crisis support  
1800 011 511

健康 Health 

SWOP 性工作者外展计划新南威尔士州
地址: Level 4, 414 Elizabeth Street, 
Surry Hills NSW 2010
(02) 9206 2166 or 1800 622 902 (从悉尼
地区以外免费电话)
swopconnect@swop.org.au
www.swop.org.au

新南威尔士州性健康信息热线电话 
NSW Sexual Health info line
1800 451 624
http://www.shil.nsw.gov.au/

Family Planning NSW – factsheets in 
languages 
http://www.fpnsw.org.au/index_nes.html

多元文化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和丙型
肝炎服务Multicultural HIV/AIDS and 
Hepatitis C service
www.multiculturalhivhepc.net.au/

Hepatitis NSW
www.hep.org.au

NSW Health
www.health.nsw.gov.au

NSW Multicultural Health 
Communication Service (Multicultural 
Communication)
http://mhcs.health.nsw.gov.au

ACON
www.acon.org.au (02) 9206 2000

性健康中心 Sexual Health Centres

悉尼性健康中心 Sydney Sexual Health
Sydney Hospital 
Nightingale Wing, Macquarie Street, 
Sydney 2000 
(02) 9382 7440 
性健康中心开放时间：每周二下午一
点至五点 （提供中文翻译服务）

Kings Cross
Kirketon Road Centre 
Above the Darlinghurst Fire Station 
Victoria Street (entrance),
Kings Cross 2010 
(02) 9360 2766

Clinic 180 
180 Victoria Street, Potts Point 2011 
(02) 9357 1299



Camperdown
RPA Sexual Health Clinic
16 Marsden Street,
Camperdown NSW 2050
(02) 9515 1200
性健康中心电话问诊服务 （提供中文
电话翻译）

St Leonards
Clinic 16
Royal North Shore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Level 5, 2C Herbert Street,
St Leonards NSW 2065
Ph: (02) 9462 9500
性健康中心电话问诊服务 （提供中文
电话翻译）
Kogarah
Short Street Centre 
Sexual Health Clinic, St George Hospital 
Ground Floor Prichard Wing 
Short Street, Kogarah 2217 
(02) 9113 2742
性健康中心电话问诊服务（提供中文电
话翻译）

Parramatta
Western Sydney Sexual Health Service
Parramatta Health Service
162 Marsden Street, Parramatta 2150
(02) 9843 3124
性健康中心电话问诊服务 （提供中文
电话翻译）

Liverpool
Liverpool Sexual Health Clinic 
Bigge Park Centre 
Cnr Elizabeth & Bigge Streets, 
Liverpool 2170 
(02) 9827 8022
性健康中心电话问诊服务 （提供中文
电话翻译服务）

性侵犯/其他暴力 
Sexual Assault or Violence
NSW Rape Crisis Centre & National Sexual
Assault, 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 Line 
www.nswrapecrisis.com.au/ContactUs.
aspx

Domestic Violence Line
www.domesticviolence.nsw.gov.au/

酒精和其他药物 
Alcohol and other drugs
 
SMART
www.smartrecoveryaustralia.com.au

NUAA
www.nuaa.org.au

法律服务 Legal services  

NSW Community legal Centre
www.clcnsw.org.au

Inner City Legal Centre
www.iclc.org.au 

LawAccess NSW
www.lawaccess.nsw.gov.au

HALC
www.halc.org.au

Welfare Rights Centre
www.welfarerights.org.au/organisations/nsw



支持服务 Support Services 
 
The Gender Centre
www.gendercentre.org.au

NSW Anti-Discrimination Board
www.lawlink.nsw.gov.au/adb
Work Cover NSW
www.workcover.nsw.gov.au
http://www.swop.org.au/sites/default/
files/OH%26S_guidelinesForBrothels_
Chinese.pdf
SafeWork NSW 13 10 50. 

Government services including Medicare, 
Centrelink 
https://www.humanservices.gov.au/
customer/information-in-your-language/
chinese 

Information about City of Sydney 
http://www.cityofsydney.nsw.gov.au/
community-languages/chinese-simplified

性工作者组织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Sex Worker Organisations 

Scarlet Alliance
Australian Sex Workers Association
203/1 Erskineville Road,
Newtown NSW 2042
Phone: (02) 9517 2577 
www.scarletalliance.org.au

SWOP 性工作者外展计划新南威尔士州
地址: Level 4, 414 Elizabeth Street, 
Surry Hills NSW 2010
(02) 9206 2166 or 1800 622 902 
(从悉尼地区以外免费电话)
swopconnect@swop.org.au
www.swop.org.au

澳大利亚首都 (ACT )
性工作者外展计划澳大利亚首都 /艾
滋病行动委员会
SWOP ACT/AIDS Action Council
Havelock House (Gould St entrance)
85 Northbourne Avenue,
Turner, ACT 2612
(02) 6257 2855

昆士兰州 (Queensland)
Respect
28 Mein Street,
Spring Hill QLD 4000
(07) 3835 1111
www.respectqld.org.au

维多利亚州 (Victoria)
RhED
10 Inkerman Street,
St Kilda VIC 3182
1800 485 752
www.sexworker.org.au

南澳 (South Australia)
SIN
276 Henley Beach Road,
Underdale SA 5032
(08) 8351 7626
www.sin.org.au

西澳 (Western Australia)
Magenta
122 Aberdeen Street, 
Northbridge WA 6003
(08) 9328 1387 
www.magenta.org.au

北 领 地 (Northern Territory)
SWOPNT
46 Woods Street,
Darwin NT 0800
(08) 8944 7777



SWOP 安全工作项目由悉尼市政府提供资金和支持。
安全工作手册是对悉尼性工作者制作的，提供泰文，中文和韩文译本。
这本小册子涵盖

• 法律权利和责任
• 工作环境
• 工作健康和安全（WH&S）
• 健康,与客人专业界限,安全性行为，控制客人，熟客.
• 与妓院的经理讨论您的安全。
• 酒精和工作场所的其他药物 - 饮酒，吸烟，酒醉客人。
• 工作场所的暴力行为。
• 作为一个性工作者如何使用公共服务。
• 悉尼市的机构支持公众服务的转介。

SWOP NSW 性工作者外展计划新南威尔士州

地址: Level 4, 414 Elizabeth Street, Surry Hills NSW 2010

(02) 9206 2166 or 1800 622 902 (从悉尼地区以外免费电话)
swopconnect@swop.org.au
www.swop.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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