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鳥就國際終止對性工作者暴力日之聲明
背景：
背景：
國際終止對性工作者暴力日(International Day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Sex Workers)由美國的性工作
者組織在 2003 年發起，每年於 12 月 17 日在全球超過 30 個城市舉行紀念活動，以紀念在美國被同一
連環殺手所殺害的數十名性工作者，並藉此呼籲全球社會關注性工作者所承受的暴力，要求終止有關
惡行。

香港情況：
香港情況：
在香港，2003 年底至 2004 年初期間，亦有 3 名性工作者被同一殺手所劫殺及重傷；此外，性工作者
被假扮嫖客或警員之男子行劫、行騙或強迫進行性行為的新聞亦是無日無之。
（部份新聞報導見附表）
除了肢體暴力及性暴力
肢體暴力及性暴力外，性工作者在工作中還面對多種暴力行為，包括：顧客以暴力強迫不使用安
肢體暴力及性暴力
全套，強迫進行性工作者不同意的行為，以及顧客在性行為後拒絕付費或拒付原來議定之金額等等。
另外，性工作者還需面對非肢體暴力
非肢體暴力如公眾歧視
非肢體暴力 公眾歧視及警方及
公眾歧視 警方及入境處職員濫權
警方及入境處職員濫權等。
入境處職員濫權

青鳥立場：
青鳥立場：
我們認為，所有社會都不應容忍任何形式的歧視及暴力存在。即使部份性工作者因害怕工作身份曝光
而招人歧視，以至跨境性工作者因不了解香港情況，或害怕被捕／被遣返，而啞忍不公平對待，亦不
能成為歧視者／施暴者／濫權者的藉口。
在今年的國際終止對性工作者暴力日，在世界貿易組織於香港舉行部長級會議期間，青鳥謹作出以下
聲明及呼籲：
1. 香港市民關注世界貿易組織及全球一體化對婦女（包括婦女勞工、農民、跨境工作者、失業婦女及
性工作者等）生計之影響，支持她們爭取應有權益及生活保障。
2. 香港市民從人權及人道主義立場看待性工作者，了解絕大部份性工作者只為生存而努力工作，消除
不必要的誤會或歧視，以達致社會共融與和諧。
3. 警方及入境處即時停止濫權行為，包括藉詞掃黃而要求性工作者提供免費性服務、無理拘控、剝奪
性工作者作為被捕人士之權利及未經法庭審訊而將懷疑性工作者遣返原居地等。
4. 政府參考海外經驗，研究修改有關法例，容許性工作者合法聘用支援人士，性服務業依法按例經營，
以保障性服務業從業員之人身安全。

青鳥
2005.12.16

2004 及 2005 年多宗有關性工作者被暴力對待
（包括被行劫、
包括被行劫、被強姦、
被強姦、以至被殺害）
以至被殺害）及被警員濫權對待之案件
資料來源：本港各大報章
資料整理：青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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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5

東方日報

51 歲鳳姐被嫖客姦殺

觀塘區一名性工作者遇上「妓女殺手」，下身赤
裸倒斃床上，疑遭謀財害命。

2004.1.18

蘋果日報

亮刀劫鳳姐 掠財 200 元 一名身懷利刀匪徒喬裝嫖客闖入荃灣區一間「一
賊留電話號碼稱會還錢
樓一鳳」，亮刀指嚇一名性工作者，掠去其現款
及手提電話。匪徒留下電話號碼，指日後會還錢。

2004.2.4

東方日報

夫失業賣肉養家 匪徒水 觀塘區一名性工作者因丈夫失業，家庭經濟陷入
喉通重創 空姐淪為鳳姐 困境，因而從事「一樓一鳳」以支持家計。當事

2004.2.13

東方日報

兩番被劫

人於工作單位被劫，腦部受重擊，一隻手指被擊
碎，情況嚴重。

深水埗兩年四北姑遇害

2001 年 11 月至 2004 年 2 月期間，深水埗區共
發生了四宗從內地來港性工作者被劫及殺害事
件，其中三人死亡，一人幸及時被發現送院，救
回一命。

2004.2.17

東方日報

三妓遇殺手 兩死一命危 2003 年 12 月至 2004 年 2 月期間，深水埗區分
別發生三宗從內地來港性工作者遭兇殺及企圖
謀殺的案件，導致兩人死亡，一人危殆。

2004.2.17

東方日報

不甘被劫 800 元 反抗遭 大埔區一名「一樓一鳳」性工作者，遭匪徒亮刀
割雙手
淫賊

2004.2.22

蘋果日報

2004.2.23

東方日報

鳳姐赤腳窮追擒 劫去 800 元，反抗時被割傷，該名性工作者負傷
追捕劫匪，最後在途人協助下擒獲劫匪。

退職公安 疑連環殺兩人 警方懷疑被捕姓曾疑兇涉及 2004 年 1 月及 2 月
深水埗北姑殺手落網
發生的兩宗內地性工作者遇害案，以及 2003 年
北嫂殺手涉多宗殘殺妓女 11 月及 12 月兩宗內地性工作者被劫案有關。
行兇手法相同

警押現場

蒐證
2004.3.15

太陽報

放蛇掃淫窟 奉旨享手淫 2003 年底，當時的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就性工
警吃霸王雞投訴升四倍
作者對警員放蛇時享用免費性服務的指控，回應
指手淫屬可容許的「有限度身體接觸」，關注團
體紫藤指由 2004 年初至 3 月中以來，團體收到
154 宗「一樓一鳳」性工作者投訴警員濫權個案，

包括 38 宗涉及警員放蛇時要求免費性服務，及
其他上門騷擾、侮辱及逼遷等投訴。
2004.3.30

東方日報

鳳姐劫殺案
詐

2004.4.23

東方日報

2004.5. 27 太陽報

拗肉金
死

疑兇稱遭敲 2003 年 5 月，尖沙咀兩名持雙程證性工作者遭

人行兇，一人身中三十多刀身亡，一人被插多刀
雙證鳳姐遭割頸 重傷昏迷。被告被控誤殺罪名成立，另偷竊死者
財物和蓄意傷害他人同告入罪，被判入獄二十
年。

淫賊冒警姦劫北姑

一名男子假冒警員，藉辭「一樓一鳳」性工作者
違反香港法例要入屋搜查，進門後以武力姦劫
「鳳姐」
，涉及案件達三十宗。
一名男子假冒警員，向深水埗區從內地持雙程證
來港性工作者騙取性服務，被捕後承認與三宗同
類案件有關。

2004.6.22

蘋果日報

冒警姦雙程妓色魔落網

2004.7.23

太陽報

割喉劫殺鳳姐
逃亡墮樓死

2004.8.10

東方日報

「記者」涉糾黨勒索鳳姐 匪徒假扮記者，向兩名尖沙咀區「一樓一鳳」性
工作者拍照後勒索 1200 元及 1500 元。

2004.10.1
3

蘋果日報

青年姦劫鳳姐囚 78 月

淫賊赤裸 銅鑼灣區一名「一樓一鳳」性工作者遇上殺手，
遭利刀割喉放血身亡，慘叫聲警動鄰居報警，疑
兇逃跑時失足墮樓，傷重死亡。

被告於 2003 年 10 月 25 及 31 日，不使用安全
套姦劫兩名在荃灣區工作的「一樓一鳳」性工作
者，並在屋內大肆搜掠，劫走財物，最後被判監
禁六年半。

2004.11.1
7

東方日報

惡嫖客食霸王餐劫鳳姐

賊人假扮嫖客，在享用性服務後圖打劫於觀塘區
一名「一樓一鳳」性工作者，事主不肯就範，被
賊人糾同兩名少年毒打，兇徒事後逃去無蹤。

蘋果日報

扮嫖客登門劫鳳姐

上水區一名「一樓一鳳」性工作者被假扮嫖客男
子入屋行劫，事主指剛開門營業未有收入，事主
被綁，賊人劫去事主手機後奪門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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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6

東方日報

拒付肉金 肥賊劫鳳姐

灣仔區一名「一樓一鳳」性工作者在與客人交易

2004.12.1
2

2005 年

後，客人拒付服務費用，並搶去當事人的 1000
元現金逃去。
2005.2.23

蘋果日報

青年涉禁錮妓女姦 13 次

一名男子召來一名性工作者後，自稱是黑社會會
員，將性工作者禁錮在單位內，三日內與她性交
13 次，被控禁錮為使他人性交罪名。

2005.2.29

東方日報

香艷鳳姐鬧市窮追賊嫖客 荃灣區一名「一樓一鳳」性工作者與「賊嫖客」
交易後被行劫，當事人不甘損失，在街坊協助下
將疑匪擒獲。

2005.3.8

東方日報

惡嫖客鐵棒扑爆北姑頭

元朗一名男子假扮嫖客，與一名從內地來港性工
作者交易後，突拔出鐵棒狂扑其頭部，掠去 8000
元現金。

2005.3.9

星島日報

無良肥淫賊毆劫髮花

一及男子光顧油麻地一女子理髮廳後，藉詞不滿
服務發難，揮拳打暈一名負責人，掠去千多元財
物逃去。

2005.3.28

蘋果日報

放蛇警涉違規與妓女性交 有警長在「放蛇」時與性工作者發生性行為，違
反規則。紫藤指於 2004 年首十月共接獲 120 宗
性工作者的投訴，主要指警員以掃黃為名，要求
性工作者免費提供性交或手淫服務，投訴數字較
2003 年同期增加四成。

2005.3.30

東方日報

荃灣兩鳳姐早晚被劫

荃灣區兩間「一樓一鳳」在 12 小時內先後被賊
嫖客持刀行劫。

2005.4.16

東方日報

鳳樓劫案拘十六歲少年

一名少年涉假扮嫖客，行劫上水區內一名「一樓
一鳳」性工作者而被捕。

2005.6.11

東方日報

男子涉冒警姦劫鳳姐 女 一名男子涉嫌冒警，藉詞查證進入「一樓一鳳」
事主恐染愛滋 要求送院 單位內，享受服務後更掠奪財物。該男子被控強
檢驗
姦及搶劫兩項罪名，案件在高等法院開審。

2005.6.17

東方日報

數 十 北 姑 困 籠 13 小 時 警方將數十名被捕之懷疑性工作者（從內地來港
李明逵對安排感抱歉
女性）扣押在尖沙咀警署一鐵籠內長達 13 小
時，警方為此感到抱歉。

2005.7.19

蘋果日報

替工鳳姐遇賊被劫財色

2005.7.24

蘋果日報

性工作者揭警七宗罪 言 青鳥公佈關於香港警員對待性工作者態度之調

一名荃灣區的性工作者被假扮嫖客的賊人劫財
劫色，並被賊人綑綁。

語侮辱兼動粗 不交代法 查結果，發現六成二被訪者曾受不合理對待，曾
律權利
被帶返警署之人士未有被告知應有權利。
2005.8.15

東方日報

18 歲預科生劫 17 歲高鐘 一名男子假扮嫖客在旺角租住時鐘酒店，持刀將
一名年輕應召女郎綑綁洗劫，掠去四千多元財物
後逃去，卻遺下內有學生證及身份證的銀包，折

妹

返現場後被警員拘捕。
2005.9.14

東方日報

巴漢劫鳳姐食霸王餐

一名巴基斯坦籍男子光顧北角區一名「一樓一
鳳」性工作者後，搶去性工作者的銀包後逃去，
該名男子最後被警員拘捕。

2005.10.1

蘋果日報

鳳姐被殺案疑涉謀財害命 一名性工作者被發現陳屍住所，頸有瘀痕及血
迹，警方不排除事件因涉及謀財害命而起。

2005.10.1
0

東方日報

扮嫖客入屋

2005.10.1
2

蘋果日報

亮 槍 指 嚇 持槍賊假扮嫖客，進入北角一個「一樓一鳳」單

鳳姐冒死爬窗呼救退賊

位，該名性工作者爬窗呼救，嚇退劫匪。

掃 黃 被 捕 涉 偷 竊 襲 警 罪 一名性工作者因不滿警方在一次掃黃行動中以
不正當手段將她拘捕及「砌生豬肉」，留下六封
妓跳樓死控警砌生豬肉
遺書後在黃大仙自殺喪生。

2005.11.1
2

蘋果日報

專掠鳳姐菜刀淫魔落網

一名懷疑與深水埗超過十宗「一樓一鳳」性工作
者被劫案之男子被捕。被捕人涉嫌行劫、綑綁性
工作者及強行與之發生性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