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x Work and Laws in Queensland  

昆士兰州性交易服务业与法律须知 
 
以下文件能教您了解如何在昆士兰省合法提供性服务而不触法，并解释相关的常见疑问。 
 
规范合法性交易服务的法律主要有三项，分别是： 
 

● The Prostitution* Act (Qld) 1999 (licensed brothels) 1999年 昆士兰性交易工作法*（执照妓院） 
● The Criminal Code 1899, Chapter 22a (individual sex workers) 1899年《刑法典》第22a章（独

立性工作者） 
● The Police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Act 2000 (undercover policing) 2000年《警察权力和责

任法》（卧底警务） 
 

 
*注：我们首选的术语是「性工作」，「性服
务」或「性交易」；「卖淫」一词仅在法规内文

直接引用的情况下使用。 
 

How is ‘prostitution’ defined in the law? 

法律对所谓“卖淫”的定义为何？ 
 
根据《刑法》第229E条，卖淫的定义是：「如果
某人以商业交易的方式从事或提供给另一人以下

活动： 
● 性交; 
● 手淫; 
● 口交; 
● 除性交，手淫或口交以外的其它方式，涉

及到由一个人藉由另一人透过肉体上的接

触而达到性欲的满足。 」 
 
因此，「卖淫」事实的成立，必须具备以下三个

条件： 
● 有商业性质（金钱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的

交易） 
● 得到性欲上的满足 
● 有身体上的接触 

 
性交被定义为包括「以下任一项或两项活动： 

 
● 某人使用身体任何部位在任何程度上插入

另一人的阴道，外阴或肛门。 
● 某人使用物品对另一人的阴道，外阴或肛

门进行任何程度的插入。 」 
  
What is legal in Queensland?  
在昆士兰州，什么样的服务是合法的？ 
 
在澳大利亚，各州都有些许不同的性交易服务法

规。所以，在某ㄧ州合法的性服务项目在另ㄧ州

可能是违法的。重要的是要知道什么是合法的，

什么是不合法的，因此，请务必了解各州的性交

易法律规范来调整您提供的性服务方式，内容与

地点，以避免被取缔的风险。 
 
在昆士兰州，性服务工作的法律规范大多数都来

自1999年《性交易服务法》和1899年《刑法》
（第22a章）。 
 

 
There are two forms of legal sex work in 
Queensland:  

昆士兰州有两种形式的合法性工作： 

1) Private work (sole traders) 私人工作（个体经
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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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为只能由单一人员提供性服务，地点可以是
在家中，公寓单位，汽车旅馆或是酒店。在性服
务工作者单一提供性服务的前提下，内场
(incalls)或外场(outcalls)的业务是合法的。但是
，如果您接的工作是来自应召仲介或机构（不论
仲介或机构的所在地），则外场(outcalls)业务是
不被允许的。 （举例：如果介绍给您性工作业
务的仲介公司位于其它州，您也不可在昆士兰州
提供外场服务。） 

性服务提供者可以聘用最多一人从事保镖和/或
司机的工作。保镳和司机可以是由同一个人担任
，但必需根据1993年《安保人员法》获得相关证
照，才能同时承担保镖和司机的工作。保镖必须
具有保镖执照，司机则必须具有群众管制执照。 

个体经营的性服务工作者不得雇用更多的工作人
员，例如接待人员或清洁工，但可以委托另一人
担任所谓的「讯息接收者」，随时确认该性工作
者的行踪，以确保人身安全。受委托的「讯息接
收者」不能是同样从事性服务业的同行，也不能
同时接受超过一位性工作者的委托。此外，受委
托的「讯息接收者」也不能身在该性工作者提供
性服务的工作处所范围内。 

2) Sex work conducted in a licensed brothel  

在有执照的妓院中提供性服务 

要在有执照的妓院中工作，性工作者需要持有由
卫生专业人员签发的最新性生理健康证明来证明
没有性传染病。在妓院中工作期间，性服务工作
者随时都要准备好最新的性生理健康证明副本。
性工作者必须每三个月做一次性病检查以履新性
生理健康证明。 

（请另请参阅Respect Inc.性生理健康资讯） 

 

 

Laws on use of prophylactics (condoms, 
dams):  

性病预防措施的法律规范（保险套，口交
布）： 

2003年12月，通过了对1999年《性交易服务法》
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要求所有性工作者和服务对
象在侵入性的（攻和受）过程中使用性病预防措
施（举例：使用手套/手指套进行指交或拳交，
并用保险套套在假阳具，振动器和穿戴式假阳

具）。这意味着使用保险套进行性交或口交，或
使用口交布(dams)进行口交和性交（肛交或阴道
性交）。 

这可能适用于： 

● 使用保险套进行性交。 
● 使用保险套进行口交，和使用口交布接受
口交（也可用于肛交和阴道性交）。 

● 使用手套/手指套作为拳交或指交。 
● 在假阳具，振动器和穿戴式假阳具上使用
保险套。 

这项法律在2006年时历经修正，将性工作者
「主动提供」或「被动要求」而提供无性病保护
措施的性服务为违法行为。另外，警察也可能冒
充顾客，在透过简讯、手机通话、或现场口头询
问，来诱使性工作者同意提供没有保护措施（保
险套或口交布）的性交易服务，因而触法。 

 

 

Laws on advertising sexual services: 

性交易服务广告的法律规范 

刊登性服务广告的内容都必须依照1999年《 性
交易服务法》的规定，以及性交易工作执照管理
处（PLA）制作的广告指南。这包括在昆士兰州
或其他地方刊登您的性服务广告，以及您使用的
任何网路广告平台。 

这些政策规定： 

● 您不能描述您提供的性服务内容。 
● 您不能宣传非合法的服务项目，譬如3P。 
● 您不能直接或间接提及按摩服务。 
● 您使用的性服务广告的网路平台都必须有
未成年18+警告，另外，您的广告中连结
出去的第三方网站内容都也必须合乎昆士
兰州的性交易服务法规范。 

● 您可以在广告中使用照片（但是选用的照
片内容是有限制的） 

 

如果您因对您的性服务广告内容是否符合法规而
产生疑问或疑虑，敬请详阅参考 Respect Inc. 昆
士兰性工作者协会网站上最新完整的相关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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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illegal in Queensland? 

在昆士兰州，什么是违法的？ 

无营业执照的妓院或按摩院 

性交易工作执照管理处 (Prostitution Licensing 
Authority) 的网站上可以找到合法执照的妓院名
单。如果您不确定某间妓院是否持有合法执照，
您可以在 www.pla.qld.gov.au 网站上查询。 

两个或多个性工作者一起工作或共享一个工作场
所 

两位或两位以上性工作者使用同一个地方提供性
服务是违法的。如果您们同在一处所或共用同一
处所进行性交易，即使您跟您的同事没有互相帮
对方接听客户来电或互相介绍客户，也是违法的
工作行为。根据相关法规的定义，进行性交易时
使用的处所包括了：任何类型的建筑物或构筑物
（完全使用，部分使用或使用一组建筑物）、建
筑物或构筑物所在的土地或水域、以及任何车
辆、旅行拖车/露营车、船只或飞机。 

在公共场所兜揽业务的性交易服务是违法行为 

在咖啡厅，赌场，街道，卡车休息站，俱乐部，
酒店和夜总会等任何公共场所游荡、搭讪或游说
客户来达到兜揽生意的目的都是违法的。 

应召仲介/应召站 介绍外场(outcalls)业务是违法
行为 

在1999年《性交易服务法》的规范下，只有单人
独立经营的性服务工作者能提供外场（outcalls
）服务。所以，来自应召仲介/应召站的外场
(outcalls)业务是属违法行为。 

按摩店 

按摩店提供任何形式的性服务是违法的。作为私
人经营者，如果您宣传或形容自己提供按摩服务
却私下提供性服务（例如，手淫/手交或口交）
，则形成违法行为。 

3p/双飞 

跟另一性工作者提供3p或双飞的性服务是非法的
行为。 

没有使用性行为保护措施（保险套、口交布） 

在昆士兰州未经适当的预防措施向客户提供任何
性服务是非法的。 

拉皮条是违法行为 

根据法律，「促使卖淫」或「拉皮条」意味着
「故意引诱或招募他人以达到性剥削的目的」。
在昆士兰或其它州引诱促使他人进行性交易服务
是触法的犯罪行为。 

在个人知情的情况下参与另一人提供的性交易服
务相关业务是违法的 

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性交易相关业务都是触法的行
为。这些包括了： 

● 在知情的情况下，帮性服务工作者处理相
关业务，像是接听或转发来电、处理手机
简讯、微信或其他形式的讯息、安排预约
或收款。 （合法的「信息接收者」本人
只能接收信息以确保性工作者的安全，并
且「信息接收者」本人不能是性工作者，
并且一次只能接受一位性工作者的委托） 

 

● 拥有或租用汽机车的驾驶司机在知情的情
况下接送性工作者或客户（司机必须持有
「群众管制证照」才能合法接送性工作者
去见客户，而且一次只能接送一位性工作
者） 。性服务工作者本人不能充当司机
接送另一位性工作者。 

 

● 帮另一人制作性服务广告内容是违法的 

 

● 介绍客户给性工作者来赚取介绍费、红包
或其它好处是违法行为。 

 

Entrapment 执法人员设局引诱性工作者触法 

昆士兰州的警察会冒充客户设局以获取性工作者
可能的犯罪证据。他们可能冒充客户亲自到访，
或通过电话、或手机简讯来引诱性工作者做出违
法情事。 2000年《警察权力法》给予了昆士兰
州的执法人员免责权来冒充客户时，对性工作者
提出非法性服务项目的请求，诱使性工作者犯
罪。请记住！在某些情况下就算只有口头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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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透过简讯同意提供非法的性服务项目（但没有
实际发生），也可能构成犯罪！ 

 

Disclaimer: 
All material in this information sheet is provided 
for your information only and may not be 
construed as legal advice or instruction. 
 

免责声明： 

本文提供的资讯仅供您个人参考，请勿解释为专
业法律建议或指示。 

 

 
Respect Inc 性工作者协会 
各地办公室联络方式： 
 
Brisbane Office 布里斯本 
28 Mein Street 
Spring Hill QLD 4000 
07 3835 1111 (phone) 
 
Gold Coast 黃金海岸 
Level 1, 3 Davenport Street 
Southport QLD 4215 
07 5564 0929 (phone) 
 
Cairns Office 凱恩斯 
7/24 Florence Street 
Cairns City QLD 4870 
07 4051 5009 (phone) 
 
Townsville Office 湯斯維爾 
118a Charters Towers Road 
Hermit Park Townsville QLD 4812 
07 4724 4853 (phone) 
 
www.respectqld.org.au 
info@respectqld.org.au  
 
This information sheet is correct on 17 Dec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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