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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文件:  

 

本次会议要求采取的行动——邀请方案协调委员会: 

 

a. 呼吁成员国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帮助下，确定国家司法系统中的重点区域，将以

人权为基础的项目整合入国家艾滋病战略，确保这些项目获得足够的资金和资源，有

效进行实施，并得到适当的监督与评估。  

 

这些项目包括：对民间组织赋权；降低艾滋病毒相关的污名与歧视；提供法律援助和

法律扫盲；法律改革；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进行培训，消除他们对艾滋病感染者和

易感人群的歧视；对易感人群开展外展工作；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对医护人员进行

关于无歧视、知情同意和保密方面的培训。  

 

由于这些项目已经在统一的预算、成果和问责制框架（UBRAF）下进行了部署，我们

要求利用UBRAF第一年的审查来监督项目进程，并在有需要时，增强以人权为基础的

项目在国家艾滋病战略中的地位。  

 

b. 呼吁各成员国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协助下，废除专门针对艾滋病的法律，即那些

将不告知艾滋病病情、艾滋病暴露和传播刑事化的法律。应当根据已有的刑法来处理

故意传播艾滋病的案件。 

 

c. 请各个成员国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支持及毒品使用者的参与下，去除个人使用和

持有毒品的行政和刑事处罚；采纳政策促进洁净针具和类鸦片替代治疗项目，包括在

监狱环境中提供这些服务。  

 

d. 请各成员国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支持下，逐步对性工作进行去罪化，废除阻碍性

工作者享有安全生活和工作、限制性工作者获取医疗、法律服务和享有工作权利的相

关政策和法律（包括各级法律法规条例制度）。 

 

e. 请各成员国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帮助下，采取必要步骤，废除那些对成人间自愿

的同性性行为、性别选择和非主流的性别表达刑事化或惩罚的法律，使每一个人，无

论其性取向、性别身份、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都能认识到他们的基本健康和人权，

包括在不面对嘲笑、勒索、骚扰、逮捕或暴力的情况下获得艾滋病相关和其他健康服

务。  

 

f. 请各成员国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共同赞助者，采取行动来保障艾滋病毒感染者，

尤其是女性感染者的性与生殖健康权利，并对法律进行审查，以确保法律能够促进艾

滋病毒感染者获得有关服务与用品。同时努力提高人们了解和应用法律的能力，帮助

他们实现其性与生殖健康的权利。这包括消除对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性与生殖健康

权利的侵害，如强制绝育，不提供避孕措施或无法进行安全流产。 

 

g. 呼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与捐助者和成员国合作以加强法律扫盲项目，尤其是增加对

法律服务NGO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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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呼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成员国审查国家政策，开发和设计有关的指引和工具，

解决高危人群，包括妇女和女童、性工作者、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双性

人、移民和青年人的需求和脆弱性，考量惩罚性法律对人群的影响，以及人群获得艾

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的障碍。这项工作应当与易感人群进行协商，考察当前

的最佳实践，通过交流分享，进行适当的本地化，对成功经验进行推广，并且在

UBRAF的第一次年度评审时进行突出强调。 

 

决策关联成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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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介绍 

 

1. 今年的民间组织（NGO）方案协调委员会(PCB)报告以 2009 年和 2010 年 PCB 报告为基

础，聚焦于法律问题和抗击艾滋病的工作。本报告是基于一系列与民间组织代表的焦点小

组讨论写成，以使 NGO 代表能够表达其民间组织同行和工作对象群体的经验与需求。焦

点小组讨论内容包括参与者的个人经验，普遍的趋势和遇到的困难，以及能够提高艾滋病

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服务可及性的解决方法。 

 

2. 在 2009 年，NGO 代表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以了解实现普遍可及面临的主要障碍。绝大

部分的回答表明严重的污名与歧视： 

 

 加剧了疾病流行； 

 限制了服务与关怀的可及； 

 进一步使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易感人群与社会隔绝。 

 

3. 2010 年，NGO 代表团特别关注污名与歧视，并向民间组织征询意见，讨论污名与歧视如

何影响艾滋病毒预防和关怀服务的可及性。在调查中，回答主要集中于： 

 

 保密问题，尤其是在医疗机构中； 

 很多医护工作者的负面态度； 

 艾滋病相关污名与已经被污名化的群体相联系时，情况更恶劣。 

 

另外，在 2010 年的咨询中，上千名回答者里有很多人指出，惩罚性法律给抗击艾滋病的

工作带来了挑战。 

 

II 方法 

 

4. 有了 2010 年研究的大量反馈，再加上今年艾滋病与法律全球委员会的工作，NGO 代表团

决定将年度报告聚焦在法律环境对各国抗击艾滋病工作的重要性上。为了补充去年报告中

的信息，以及委员会在区域性对话中所收集获得有价值的证词，NGO 代表团进行了 27 个

焦点小组讨论，参与者超过 240 人，来自世界各个地区。1  

 

5. 焦点小组包括 NGO 代表或民间组织机构成员、艾滋病毒感染者、高危人群、难以获得艾

滋病毒相关服务的边缘群体。参与者将就十个问题进行讨论，主要为：对法律环境的了解

与经验；在法律应用和法律执行上的个人经验，以及在有需求时获得法律援助的能力；在

污名化环境中的应对机制以及关于解决方法的建议。2 回答全部来自于参与者的知识与感

受，有的所知甚少（且经常有误），有的对艾滋病与法律有大量专业认知。大部分参与者

都很熟悉全球委员会，但没有参与过区域性对话（只有来自非洲南部的焦点小组参与过对

话）。多数参与者都是从个人视角进行的发言，大约四分之一的参与者的工作是提供服

务。区域焦点小组成员必须来自特定的几个国家；当成员就自己国家的法律与特殊经历进

行发言时，会特别标注国家名称。并非每个国家都会举行焦点小组讨论，也并非每个国家

都有发言。 

 

                                                        
1
 表一提供参与者特定概述，更多细节请参考网站 NGO Delegation website. 

2
 焦点小组使用的十个重点问题可见于 NGO Delegation website 

http://unaidspcbngo.org/
http://unaidspcbng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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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GO 代表团向所有参与者、主持人、记录者以及协助撰写本报告的顾问表示感谢，同时

对他们勇于讨论棘手问题的精神表示敬意。3 

 

                                                        
3
 代表团还要感谢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人权谘商小组的专家顾问对研究方法、问卷和报告的宝贵意见。关于致谢名单，请参看

网站 NGO Delegation website。 
4
 一个个体可能属于多于一个的群体。 

5
 人们对自己的定义在所提供的选择之外，例如双性恋，祖父母或老人 

性别 

非洲 亚太 欧洲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 北美洲 中东和北非 总数 

男 21 25 5 22 25 18 116 

女 10 10 9 15 58 5 107 

跨性别者 男     1  1 

跨性别者 女 1 2  6 11  20 

不详     4  4 

总数 32 37 14 43 99 23 248 

公开身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男 5 9 5 9 20 6 54 

女 5  6 10 42 4 67 

跨性别者 女 1 1   7  9 

总数 11 10 11 19 69 10 130 

自我定义4
        

男同性恋/有男男性行

为的男性 
15 6  10 19 13 63 

女同性恋/有女女性行

为的女性 
3 1  2 3 1 10 

性工作者 3 7 1 5 3 4 23 

毒品使用者  22 7 5 14  48 

残障人士  1 2  22  25 

青年人 2 4   1 7 14 

移民/难民  3 3  4 1 11 

流离失所者     2  2 

有监禁记录者 1 1 3  5 3 13 

其他
5
 3   1 7 2 13 

http://unaidspcbng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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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收集到的反馈与去年报告中的重要问题和建议高度相关。保密问题、医护人员的负面和冷

漠态度、任意的执法行为，这些在每个地区都迫切需要关注。每个焦点小组都提到了需要

关注艾滋病毒的教育和提升相关意识。他们指出，污名与歧视不是因为法律而产生的。即

使是法律和执法行为，也是会受到整个社会弥漫的批判态度的影响。因此，在很多案件

中，法律会进一步巩固污名。所以，不能仅仅对执法者和法律工作者进行培训，应当要对

整个社会开展教育和提高意识的项目，以改变人们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易感人群的观念。

这个反馈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工作有着特别的关系。因为这个重要调查结果强调了这

样一个事实，即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当前的战略目标不可能在缺少法律环境支持的情况下

实现。有了支持性的法律环境，才能使各相关方都能够获得信息与公正。 

 

III 重要调查结果与建议 

 

重要调查结果 

 

8. 虽然所处的环境多种多样，但各焦点小组的成员有很多相同的经历。人们达成了共识，即

缺乏对艾滋病毒的正确认识会恶化污名与歧视。而这会妨碍那些有保护作用的法律的执

行。所涉及案例包括以“外表颓废”为名逮捕男同性恋和跨性别男性，以及对女同性恋者

进行“矫正性强奸”，参与者明确指出，在一个不尊重人权的环境中，保护性法律无法保

障人们的安全。在尊重人权的环境中，人们知道自己的权利，家庭社区和法律制度也会支

持人们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另外，所有区域的参与者都强调说明，惩罚性法律和政策会损

害艾滋病毒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的可及性，包括艾滋病毒相关的刑法，对某些行为或

身份进行刑事化的法律或检控。 

 

 

重点调查结果 1: 艾滋病毒相关的污名，以及缺乏对非主流的行为和身份的理解，会加剧社会

和司法系统中的歧视，以致产生惩罚性而非保护性的法律环境。 

 

  

9. 艾滋病毒相关的污名常以社会敌意、偏见和歧视的形式表现，这会导致某人仅因为其感染

状态（真实或疑似）而受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进而使得那些艾滋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

因为污名而不愿意去进行检测。 

 

10. 除去个人观念和宗教信仰外，对艾滋病毒传播途径与风险知识的缺乏也是造成艾滋病毒相

关污名的根源。这种污名不仅会恶化公众的负面反应，也会影响医护工作人员对艾滋病毒

感染者和高危人群的看法。当然也会对那些司法系统中的重要人士，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

产生影响。 

 

11. 去年的 NGO 报告强调，被认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所带来的污名与歧视对那些本身已经

被边缘化的群体造成的伤害更大。56-61%的被访者在去年的调查报告中表示，他们在获

取生殖健康和性健康服务或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服务时，经历过污名与歧视。35-

41%的参与者报告他们不敢去要求这些服务或曾经被拒绝提供服务。  

 

12. 在今年关于艾滋病毒和法律环境的咨询讨论中，参与者们表示强烈感受到被司法系统漠

视，以及遭受过执法人员的骚扰、勒索和肢体暴力。但是，这种隔离、嘲讽甚至骚扰也可

能来自家庭和社区成员，以及专业医护人员。这说明一系列艾滋病相关和针对边缘群体的

社会污名可以从法律制度中得以反应，并通过司法系统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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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众对艾滋病毒的错误认知强化了这样的污名，尤其是在那些极度反对非异性恋的性取向

的社会文化，以及宗教影响力巨大的地区。 

 

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艾滋病毒或成瘾。这是真正的问题。警察应当接受培训，学习如何
处理毒品使用者相关案件。当局应当了解什么是成瘾什么是艾滋病毒，这需要得到重
视，去采取相应措施。 艾滋病毒不仅仅与注射毒品使用者有关，这是整个社会的问
题。——亚洲与会者  

 

14. 去年报告中的重要调查结果之一在今年又得到印证。医疗机构不恰当或不专业的处理会使

人们不愿意寻求关怀。与会者特别指出保密问题和对医疗专业人员缺乏信任，这都是来自

于他们寻求关怀和治疗服务时的经历。 

 

15. 拉丁美洲的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报告了对他们性与生殖健康权利侵害，包括强制绝育、没

有或缺乏避孕措施、现有的保护性法律执行不力导致的无法安全堕胎。他们表示，在一些

地方尽管有法律保障性与生殖健康权，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妇女的这些权利没有得到保障。

需要进行法律改革以维护人们的权利。 

 

16. 跨性别者、性工作者、男同性恋和男男性行为者，以及毒品使用者都表示曾经在获取医疗

健康服务时有过不愉快经历。他们提到在医疗机构中，严重的污名使得医疗工作人员对他

们有歧视。有些人表示，宁愿不治也不去接受那种治疗。 

 

无国界医生很清楚艾滋病毒阳性者 X 的案例，他腹股沟刺伤，当外展小组赶到时，他
已经大量失血。小组人员将他带到最近的医院，但他被医院拒绝收治，因为他看起来
像个毒品使用者。 当他最终被允许进入手术室时，已经濒临死亡。当医疗小组得知他
是阳性患者时，立刻扔下手里的器械，逃出房间。我记得管子还插在他嘴里。我们试
着带他去另一家私人医院，但几分钟后他就死在车里了。——亚洲参与者 

 

17. 虽然加拿大有保护性法律，如安大略人权法和加拿大人权法案。来自加拿大拉丁裔男同性

恋社群的与会者仍是报告了在医疗机构中因为种族和移民身份受到的歧视。 

 

18. 来自中东的与会者表示他们不信任医护人员有能力对他们的艾滋病病情保密; 北美与会者

提到，他们担心姓名被公开。美国制度中有保密条款的指导准则，但所有州现在都实施实

名报告。其中一些记录被要求或已经用于艾滋病毒传播的刑事案件中。6 东欧和新西兰的

被访者也表示，一旦个人信息被记录在案，就很难除去这个带有污名的标签（例如，如果

有过毒品使用的记录，很难除去毒品使用者的身份）。刑法与医疗人员在检控中可能的证

人角色使得本已不稳定的医患关系变得更加难以信任。 

 

19. 很多国家的法律制度似乎对艾滋病毒缺乏认识。很多地方的与会者都谈到了司法体制的局

限。尤其是亚洲与会者，他们提到了适当程序和正确法庭审判的缺失。然而，关于艾滋病

毒的司法认知缺失并非仅出现在特定环境。 

 

                                                        
6
 Sean Strub, GNP+ North America, email discussion (2011). 更多关于实名报告的讨论请参考《与艾滋病的多线作战》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38 (1998), 198;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The Role of Name-Based Notification in Public Health and 

艾滋病 Surveillance《实名通知在公共卫生与艾滋病监测中的角色》, (July 2000); and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艾滋病 

Infection Reporting《艾滋病感染报告》, (Aug 2010). 

http://www.who.int/hiv/strategic/surveillance/en/unaids_00_28e.pdf
http://www.who.int/hiv/strategic/surveillance/en/unaids_00_28e.pdf
http://www.cdc.gov/hiv/topics/surveillance/reporting.htm
http://www.cdc.gov/hiv/topics/surveillance/report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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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安大略有一个艾滋病毒传播刑事化的案件。在审判中，有一个证人是艾滋病
毒感染者，法官要求该证人站在远离他的地方，还要带上口罩，待证人离开后还对法
庭房间进行了清洁。而这仅仅是对证人，想想看那个被告。—— 北美与会者7 

 

20. 艾滋病毒相关的污名经常被媒体夸张，媒体对艾滋病毒大肆渲染，夸张其风险或危害，罔

顾科学事实。在北美和西欧，经常有针对当事人隐瞒艾滋病情况和传播艾滋病的检控。艾

滋病毒感染者表示，媒体对艾滋病人夸张惊悚的描写，公开被告的身份，侵犯隐私，用负

面的媒体描绘来抹杀公平，滋生恐惧。  

 

 

重要调查结果 2: 惩罚性法律和政策8 （包括对艾滋病病情不告知、暴露和传播的刑事化；对

男男性行为、性工作和吸毒的刑事化；针对妇女和女童、跨性别者和双性人、移民的压迫性

法律和政策 ）导致人们获取艾滋病相关服务的意愿降低，从而损害抗击艾滋病的工作。  

 

 

21. 根据去年的 NGO 报告，焦点小组的参与者特别指出，很多艾滋病毒感染者或高危人群并

没有寻求或使用艾滋病相关服务，尤其是那些有违法行为的人。他们害怕歧视、不公正待

遇和起诉。  

 

22. 对艾滋病病情不告知、暴露和传播的刑事化导致人们不愿进行检测。很多与会者都提到，

一些人认为“最好”还是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因为这在法庭上可能会被当作对你不利的证

据。一些焦点小组的成员，尤其是男同性恋者和有男男性行为的人，对因为暴露或传播艾

滋病而入狱表示了强烈恐惧。来自英国非裔社群的与会者表示，在他们的社群中一些人宁

愿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因为一旦被起诉，他们可以用不知道自己是艾滋病阳性作为辩护理

由。 

 

23. 一个来自坦桑尼亚的与会者报告了 2008 年关于艾滋病毒与艾滋病预防控制的第 28 号法案

生效后带来的负面影响。该法案第 47 条表明，“任何故意将艾滋病毒传播给其他人的行

为构成犯罪。一旦该罪名成立，将处以五年到十二年的有期徒刑”。她的组织注意到，如

果人们怀疑自己可能出现了艾滋病相关的症状，就开始回避医疗服务。因为人们担心，一

旦知道了自己的感染情况，可能会被自己的伴侣当作“故意”传播疾病。 另外，她还提出

在有的地方接受预防母婴传播服务的妇女非常担心自己会被强迫向伴侣告知艾滋病毒感染

情况，或在没有准备好时被医护人员将自己的病情泄露给自己的伴侣。该法案第 16 条表

明，如果一个人的艾滋病检测结果为阳性或被以故意传播艾滋病毒的罪名起诉，则容许向

其配偶或性伴侣告知其艾滋病检测结果。应答者指出，很多时候，当女性得到阳性的艾滋

病检测结果时，她们会想要隐瞒自己的感染情况，然后换一家尽可能远的医院或健康中心

去分娩，或找传统接生婆来帮忙。 

 

24. 女性对在怀孕时被起诉或被区别对待的担心并不只局限在与艾滋病毒有关的刑事案件范围

内。美国缅因州最近有一个案例。一名来自喀麦隆的女犯因使用伪造的社会保险卡而被起

诉。法官以保证其怀孕期间内能够获得抗病毒药物治疗为理由，判处其监禁刑期远超过一

般情况的刑期。9  

 

                                                        
7
 参见 Tracey Tyler, “Judge’s Ignorance of AIDS Draws Fire《法官对艾滋病的无知引发争议》,” The Toronto Star, 30 January 

2008. 
8
 包括增加的刑事指控或对受到指控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加重判刑。 

9
 此案已经上诉并推翻原判，但焦点小组参与者仍将之当做法律引用。参见 Judy Harrison, Bangor Daily News, “Judge Jails 

Woman Until Baby is Born,” (9 June 2009) and “Jail Time Cut for Pregnant Illegal Alien,” (15 June 2009) [Accessed via Criminal 

艾滋病 Transmission] 

http://www.thestar.com/News/Ontario/article/298672
http://bangordailynews.com/2009/06/02/news/bangor/judge-jails-woman-until-baby-is-born/
http://bangordailynews.com/2009/06/02/news/bangor/judge-jails-woman-until-baby-is-born/
http://bangordailynews.com/2009/06/15/news/bangor/jail-time-cut-for-pregnant-illegal-alien/
http://criminalhivtransmission.blogspot.com/
http://criminalhivtransmissio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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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对司法系统进行教育和推翻判决的工作中，民间组织的倡导可作为一种手段。在上面的

案例中，积极的教育和支持可以获得正确的司法结果。在这个案件中，这名妇女得以上诉

并推翻了原判。 

 

26. 对同性恋的刑事化也是使人们不愿意进行艾滋病检测和其获取他性健康服务的原因。还有

76 个国家仍旧将同性性行为刑事化，各个区域都有报告提到惩罚同性性行为的压迫性法

律。在北美、中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都有由男同性恋和其他有男男性行为的人组

成的焦点小组。有男男性行为的人可能会被以鸡奸罪起诉，而这在 7 个国家中仍可以判处

死刑。10 在赞比亚、肯尼亚、马拉维和博茨瓦纳的刑法的不同部分中，都将同性恋刑事

化，使得预防工作难以开展。在咨询中，参与者都提到了恐惧、骚扰、勒索和公开羞辱。 

 

法律创造了一个反对男同性恋者的环境，这就很难让人承认自己的性取向，保障自身
健康，也很难有一个能获得充分支持的文化。——北美参与者 

 

27. 加勒比地区参与者明确表示，如果反对同性恋的法律被废除，就能增进他们的安全感，

“我们可能就不会害怕进行常规检查”。实际上，对数据的回顾显示，在加勒比海地区，

同性恋合法的国家艾滋病感染率较低。如果人们能够公开的表达自我，并主张自己的权

利，他们就能更好的照顾自己。 

 

28. 下图对加勒比海地区同性性行为合法和同性恋被刑事化的国家其艾滋病流行率进行了比

较。从中可以看出，在将同性性行为刑事化的国家中，有男男性行为的人群中艾滋病感染

率明显更高。惩罚性的法律环境将迫使男男性行为转入地下，并阻止人们获得健康信息和

服务，从而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并且导致了更高的艾滋病感染率。   

 

 
 

来源: MSMGF, 《针对男男性行为的社会歧视：对艾滋病政策与项目的影响》(May 2010) [adapted from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Report on the global AIDS epidemic 2008 and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Progress Report towards Universal Access to 艾滋病 

Prevention, Treatment, Care and Support in the Caribbean]. 

                                                        
10到 2010 年 5 月为止，同性恋仍在七个国家被处以死刑：伊朗、毛里塔尼亚、沙特阿拉伯、苏丹和也门、及尼日利亚和索马里部

分地区。See The International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and Intersex Association (ILGA), State-sponsored Homophobia: 

A World Survey of Laws Criminalizing Same-Sex Sexual Acts Between Consenting Adults《国家恐同：全球成人自愿同性性行
为刑事化法律调查》, (May 2011). 

http://old.ilga.org/Statehomophobia/ILGA_State_Sponsored_Homophobia_2011.pdf
http://old.ilga.org/Statehomophobia/ILGA_State_Sponsored_Homophobia_2011.pdf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PCB(29)/11.18 

Page 10/29 
 

 
 

29. 跨性别者提出，对他们所选择的性别缺乏法律承认和缺乏打击歧视的保护性法律，阻碍了

他们获得艾滋病和健康相关的服务。NGO 代表团今年和去年的调查都显示，艾滋病和健

康相关的服务没能适应这些跨性别者的特殊需要，很多地方的医护提供者没有意识到这些

特殊需求，也没有相应的措施。而且，很多公共系统没有能承认这种非常规的性别角色与

表达或者自由选择的性别身份，而是将性别区分二元化（男与女），并且认定个人性别必

须与出生时一致。这使得跨性别者承受更多风险，在各种场合都可能被歧视，被侵害被骚

扰，包括戒毒项目、拘留所、监狱等。在这些场合中，按法律将人们以性别区分关押。 

 

30. 一个加勒比海地区的跨性别者解释道： 

 

他们有许多法律来对付我们。首先，他们说我们是同性恋，用这个做理由逮捕我们。
第二，他们可以说我们假扮他人身份，使用的名字与出生证上的不同，所以是欺诈。  

 

31. 即使先抛开艾滋病刑事化不谈，包括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双性人在

内的边缘群体已经面临法律指控和凶残的对待，在某些案例中，因为被认为使同性恋或跨

性别者，他们被残忍地杀害。11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基本没有法律资源保护人们不受这种

人权侵害。 

 

32. 性工作刑事化, 或者性工作合法但性工作的场所或工作形式不合法，这使得性工作者易受

到暴力侵害。拒绝为性工作者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使得性工作者缺乏保护。性工作的刑

事化使得性工作者无法获得健康服务。  

 

33. 性犯罪的法律和将男男性行为、吸毒及性工作刑事化的法律影响着高危人群。特别是有刑

事化法律包括客人与业主、孩子和亲属。非洲、美国和亚洲的参与者指出，即使在性工作

合法的地方，也会用旨在打击游荡、“地痞与流浪汉”、拉客与有伤风化等的法律来逮捕

性工作者。 

 

34. 在加拿大，街头性工作者经常也同时是毒品使用者、原住民或跨性别者。司法系统仍在考

虑，从刑法角度将“引领或容留他人进入‘下流’场所，以其他人卖淫所得为生，并公开

拉客”的行为刑事化，是否侵犯了宪法中自由表达和人身安全的权利。12  

 

35. 在大多数与会者的国家中，性工作都被刑事化。与会者普遍认为这阻碍了人们获得支持和

艾滋病相关的健康服务。在一些案例中，法律使人们不愿意进行检测。比如在美国，拉客

只是行为不端，但如果一个性工作者被检测出艾滋病毒阳性或在被逮捕后被迫接受检测且

结果为阳性，则会被加重判刑。在一些州，如科罗拉多州，已知自身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

作者可能被处以重罪。13 

 

                                                        
11

 参见 The Daily Kos, “Homophobia Unchained《释放恐同》,” (18 March 2011); International 艾滋病/AIDS Alliance, “Special 

Report: Transphobia and Hate Crimes in Guatemala《特别报告：危地马拉的对跨性别的恐惧与仇恨罪行》,” (6 April 2010; 

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IGLHRC), “Three Murders in Two Weeks: Protest the Killings of 

LGBTI People in Honduras《两周三起谋杀：发生在洪都拉斯的对 LGBTI 人群的杀害》,” (10 January 2011); Sentidog, “Report: 

260 Homosexuals Were Murdered in Brazil in 2010《报告：2010 年巴西有 260 同性恋被谋杀》,” (5 April 2011); and Trans-

Respect versus Trans-Phobia Worldwide, “Transgender Europe’s Trans Murder Monitoring Project Reveals More Than 500 

Reported Murders of Trans People in the Last 3 Years《欧洲跨性别监控项目披露过去三年超过 500 起已知的对跨性别者的谋

杀》,” (May 2011). 
12加拿大艾滋病法律工作网，Submission to 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艾滋病 and the Law, August 2011. 
13

 AVERT, “Criminal Transmission of 艾滋病《艾滋病传播刑事化》”. 

http://www.dailykos.com/story/2011/03/18/957863/-Homophobia-unchained
file:///C:/Users/SUN/Documents/),%20http:/www.aidsalliance.org/NewsDetails.aspx%3fId=543
file:///C:/Users/SUN/Documents/),%20http:/www.aidsalliance.org/NewsDetails.aspx%3fId=543
http://salsa.democracyinaction.org/o/1870/t/0/blastContent.jsp?email_blast_KEY=1202989
http://salsa.democracyinaction.org/o/1870/t/0/blastContent.jsp?email_blast_KEY=1202989
http://www.sentidog.com/lat/2011/04/denuncian-que-260-homosexuales-fueron-asesinados-en-brasil-en-2010/
http://www.sentidog.com/lat/2011/04/denuncian-que-260-homosexuales-fueron-asesinados-en-brasil-en-2010/
http://www.transrespect-transphobia.org/en_US/tvt-project/tmm-results/tmm-march-2011.htm
http://www.transrespect-transphobia.org/en_US/tvt-project/tmm-results/tmm-march-2011.htm
http://www.avert.org/criminal-transmiss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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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对毒品使用的刑事化也对毒品使用者获取艾滋病预防服务的能力有很大影响。 虽然减低伤

害措施诸如洁净针具交换和类鸦片替代治疗都被证明可降低艾滋病在毒品使用者群体中的

传播。来自东欧、亚洲、北美和非洲的焦点小组参与者都明确表示，他们很难获得减低伤

害服务。  

 

37. 同样，东欧和北非的参会者也指出，针对毒品使用者的法律执行非常严厉，而且惩罚过

重。在摩洛哥北部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超过 300 名毒品使用者在谈论他们的经历时提

到：82%的人曾被监禁；87%的人遭受过警方暴力；50%的人遭到过来自医务工作人员的

人权侵害。14 当问及关于警方侵害的细节时，83%的人报告经历过反复骚扰，65%的人报

告经历过非法的执法行为，6%的人在拘留时遭受非人道待遇。 

 

我们曾经有工作。我们大多数因为吸毒和污名失去了工作。如果政府能提供更多美沙
酮，我们就能回归家庭，挣钱养家。我过去是个木工，因为吸毒被监禁而丢了工作。
我见到美沙酮如何帮助人回归正常生活。我过去多次试图戒毒。我家里为了治疗我，
花了很多钱。我知道，美沙酮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亚洲参与者 

 

38. 针对妇女和女童的压迫性法律和政策也会削弱她们获得艾滋病服务的能力。女性被艾滋病

毒感染的可能性在增加，这不仅有生理方面的原因，也有性别不平等的因素。与男性相

比，女性总处于一个附属的地位。女性也通常无法去要求使用避孕套或拒绝性行为，即使

是面对亲密伴侣。这有部分原因是受到暴力威胁或遭到暴力和强迫。女性面对的污名与歧

视通常意味着艾滋病检测的阳性结果会增加她们遭受暴力的风险。由于女方先得知自己感

染艾滋病，则她们会被指责为传播疾病的人。15 这里面存着着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女性通

常更可能通过产前检测得知她们的病情。因此，妇女和女童很可能害怕那些检控暴露和传

播艾滋病的法律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已经在遭受家庭暴力的人。16 因向伴侣或孩子传播艾

滋病而被起诉的可能性使女性没有能力和勇气去进行测试。非洲与会者强调，必须将一些

增加女性感染艾滋病可能性的特别因素提出来，包括过时的继承法和婚姻法。旅居他乡的

非裔与会者强调，一些社会文化规范会导致女性在要求使用安全套时处于劣势。  

 

39. 针对移民的压迫性法律和政策造成人们获取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服务时面临障

碍。 无论是否有合法身份，非洲和黑人移民群体都提到他们害怕可能导致他们被遣返的刑

法和移民法。 

 

40. 移民和未登记工人表示不敢寻求艾滋病相关的健康服务，因为他们不清楚艾滋病相关的刑

法对移民法的影响。例如，来自非洲的移民与难民及非裔侨民社群的被访者表示，在加拿

大，不告知艾滋病感染情况罪和被遣送出境的可能性之间的联系，使他们格外担忧。担心

被起诉隐瞒病情和害怕被遣返，这阻碍了他们获取医疗护理服务。 

 

41. 在亚洲，有法律政策规定不向未登记移民和少数族裔提供某些公共服务。包括性工作者在

内的流动工人提到，他们经常被要求进行强制检测，无论国际准则对此如何反对。而且，

一旦他们被测出阳性，既不会得到治疗，还会被遣送回家。一些人提到由于缺乏治疗，后

果会和严重。在该地区一些国家中，感染艾滋病毒的外国人不准入境、停留或居住。  

 

                                                        
14

 Association de lutte contre le sida (ALCS) &开放社会, “For a New Approach Toward Drug Users, Based on Health and 

Human Rights,”《基于健康与人权的应对毒品使用者的新策略》 National Conference, Morocco (26 October 2011). 
15

 Mabel Bianco and Florencia Aranda, Vinculos Silenciados: Violencia y VIH en las Mujeres: Una Mirada a la Situación Actual 

en Ámerica Latina y el Caribe, [Silenced Links: Violence and 艾滋病 in Women: A Look 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9). 
16

 ATHENA Network, 10 Reasons Why Criminalization of 艾滋病 Exposure or Transmission Harms Women《艾滋病暴露或传播
刑事化会伤害女性的十个理由》, (2009). 

http://www.feim.org.ar/pdf/violencia/WWW_2009.pdf
http://www.feim.org.ar/pdf/violencia/WWW_2009.pdf
http://www.athenanetwork.org/assets/files/10%20Reasons%20Why%20Criminalisation%20Harms%20Wom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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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东欧和亚洲的与会者提出，医疗服务的覆盖与个人的居住地有关。这意味着，如毒品使用

者、移民和流动工人等没有稳定居所的人，获得护理服务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在一些地

方，人们无法自由迁徙。比如在韩国，艾滋病毒感染者每搬到一个新地方都需要进行登

记，以方便政府掌握他们的行踪。如果没有登记，就会失去政府提供的治疗服务。 

 

 

重要调查结果 3: 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高危人群的法律保护是缺失或执行不力的。这些法律的

实施给这些人带来了非常糟糕的经历。 

 

 

43. 有的地方虽然有反歧视法律，但艾滋病相关的污名与歧视削弱了其作用。很多与会者分享

了歧视阻碍他们获得医疗、工作和参与社区生活的经历。 虽然一些立法是为了反对艾滋病

相关歧视，但这些法律很有限，有的还自相矛盾。比如，非洲焦点小组的与会者就指出，

有的国家保护艾滋病毒感染者不受歧视的法律和对艾滋病不披露、暴露和传播刑事化的法

律同时存在，如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和肯尼亚。  

 

44. 与会者讲述了对工作歧视的担忧与实际案例。2010 年 NGO 报告中强调了各种形式的歧

视，比如因艾滋病阳性而被骚扰和强制解雇，在这次咨询中又再次被讨论。  

 

45. 虽然表面上就业没有要求艾滋病检测结果为阴性，但中东、非洲、北美和亚洲地区的与会

者都提到了为了就业必须接受强制检测，只有证明艾滋病阴性才能去工作。  

 

46. 非洲和北美的参与者知道那些反对工作中歧视的法律，但他们很清楚的表示，工作中的歧

视依然存在，人们因为担心被解雇或被污名影响工作，而不愿意去进行检测或披露自己的

病情。17职业保护应包括：取消招聘中的强制检测；在工作场所提供支持和意识提升的培

训；禁止雇主因为艾滋病阳性而解雇员工。而这样的职业保护在各地都没有得到有力执

行。在类似美国这样普遍是雇主提供保险的地方，与会者表示人们担心失去医疗和生活保

险。  

 

47. 与会者经常提到法律政策的不平衡，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在美国

的一些州中，同性恋者受到反歧视法律的保护，但在南方一些州就没有这样的法律，使那

里的同性恋者无法可依。美国与会者也提到缺乏针对跨性别者的保护性法律，从而滋生了

歧视、减少了跨性别者的就业机会，导致缺乏文化敏感的服务。 

 

48. 毒品使用者，尤其是亚洲毒品使用者，提到减低伤害政策和因持有与使用毒品被逮捕之间

的冲突。有的地方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无法衔接，比如越南就是个明显例子。西贡与丹昂

实行的“零容忍”政策就明显不符合国家减低伤害的政策与标准。  

 

49. 已经被证明有效的艾滋病预防措施，如清洁针具交换和类鸦片替代治疗，在世界很多地区

都无法获得。东欧与会者特别提出，对于这些项目缺乏足够的支持，整个环境也缺乏对减

低伤害策略的重视。 

 

                                                        
17参见 2010 NGO Report and Laurel Sprague, Sara Simon and Courtenay Sprague,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nd 艾滋病 

Stigma: Survey Results from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People Living with 艾滋病 in Africa,”《就业歧视与艾滋病污名：对

非洲民间组织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调查结果》 African Journal of AIDS Research 10:3 (2011) (supplement) for more discussion. 

http://unaidspcbngo.org/?p=1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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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在一些案例中，人们用法维护毒品使用者的权利。在加拿大，虽然减低伤害政策已经不再

是国家政策，最高法院最近仍然判定，从公共健康出发，根据权利与自由宪章，一个有监

督的注射点可以继续运营。18  

 

51. 国家艾滋病战略也可能是产生相互冲突的国家政策的源头。一名来自喀麦隆的与会者表

示，在国家艾滋病战略中包含了男男性行为者，但与此同时，同性性行为是非法的。: 

 

男男性行为者被纳入了战略计划，但我们仍然被逮捕。这种矛盾使人们质疑这个战略
计划，使我们认为这个计划只不过是种宣传。我根本不相信这个战略计划。——非洲
与会者 

 

52. 各个区域的参会者在法律执行上的经历基本都是负面的，最糟的情况可以是彻底的虐待与

暴力。 警察很少是保护者。对感染者和高危群体来说，他们更多的是种威胁。性工作者反

复提到警察向他们提出下流要求，以逮捕为要挟，逼迫他们提供金钱或性服务。柬埔寨的

性工作者曾经遇到警察向他们提出，可以交钱免除强制检测。男男性行为者、性工作者、

毒品使用者表示，他们遭到执法人员的严重骚扰和虐待，包括勒索和肢体暴力。东欧的毒

品使用者提到了执法人员的诬告栽赃和虚假指控。 

 

53. 一名亚洲参会者的评论显示出必须尽快加强对一些执法机构的培训与责任监督。泰国焦点

小组的参与者将重点放在需要获得资金来加强法律执行上的理解与公平。  

 

提升意识——只能让执法人员在强奸我们的时候带上安全套„„他们更需要提升法律
意识。 ——亚洲参会者  

 

54. 与会者的经历突出说明，他们成为逮捕和敲诈的目标，是与种族、民族、性别、贫穷和性

取向相关的污名化有紧密联系的，这也与之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

艾滋病刑事化的政策简报中的调查结果相符：  

 

包括性工作者、男男性行为者和毒品使用者在内的边缘群体，遭到的起诉和定罪比例
远高于主流人群。人们经常“指责”这些群体传播艾滋病毒。但实际上，边缘人群很
难获得艾滋病预防知识、服务和预防用品，他们也缺少能力去要求性伴侣进行安全性
行为。19 

                                                        
18

 “Vancouver's Insite Drug Injection Clinic Will Stay Open《温哥华毒品注射诊所将继续开放》,” CBC News (30 September 

2011). 
19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Policy Brief: Criminalization of 艾滋病  Transmission,《政策简报：艾滋病传播刑事

化》” (August 2008): 3, which references Human Rights Watch: Policy Paralysis: A Call for Action on 艾滋病/AIDS-Related 

Human Rights Abuses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in Africa (2003); Rhetoric and Risk: Human Rights Abuses Impeding Ukraine’s 

Fight Against 艾滋病/AIDS (2006); Not Enough Graves: The War on Drugs, 艾滋病/AIDS, and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in 

Thailand (2004); Injecting Reason: Human Rights and 艾滋病 Prevention for Injection Drug Users; California: A Case Study 

(2003). 

http://www.cbc.ca/news/canada/british-columbia/story/2011/09/29/bc-insite-supreme-court-ruling-advanc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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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套 

 

北美、亚太地区的参与者提到，警察以人们使用安全套作为拉客卖淫的证据，进而实施骚扰和

逮捕。这导致了性工作者不愿意随身携带预防用品，以避免骚扰和逮捕。 

 

当人们被逮捕入狱后，是无法再获得安全套的。有的人很可能遭受监狱中的性暴力，比如男子

监狱中的女跨性别者，这将他们置于传播或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之中。  

 

在莱索托，同性性行为被视为犯罪。政府官员找到一种方式，在男子监狱中提供安全套。反同

性恋法律通常被当作不能在监狱中提供安全套的理由。然而，由于意识到监狱中日益上升的艾

滋病毒感染人数，莱索托政府发现了一个法律上的漏洞，而找到在监狱中提供安全套的方法。

莱索托惩教署健康专员高级助理 Phoka Scout 说： “同性性行为在莱索托是违法的，但我们

注意到，无论个人性取向为何，持有安全套并不违法。”从此，莱索托监狱将安全套从“禁止

携带物品”中去除了。结果如何？监狱中的感染率降低。20 

 

缺少安全套只是一个例子，监狱中的不利条件显示出对艾滋病认知的缺失；焦点小组参与者也

提到了治疗中断甚至不连贯，以及不卫生的监狱环境。  

 
 

55. 监禁可能会导致很多艾滋病毒感染者遭到治疗中断或不人道待遇。与会者讨论了监狱中的

糟糕条件，包括拒绝提供抗病毒药物治疗。与会者多次提到因为男男性行为违反当地法律

而不在监狱提供安全套，以及不卫生的环境条件。在一些地方，艾滋病毒感染者被隔离关

押。 

 

56. 在南非，很多个案例中都提到了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因为被逮捕而难以继续进行抗病

毒治疗。政策要求警方为被逮捕的感染艾滋病毒的在押人员提供抗病毒治疗。若在押犯遭

到强奸，警方亦有义务提供暴露后预防（PEP）。但是，被逮捕的人很少获得治疗与

PEP。例如，一个南非性工作者就表示，她在怀孕时被逮捕，将她关押了一天且没有提供

抗病毒药物，这可能使她接受的母婴阻断失效。也有人表示警方会没收性工作者的抗病毒

药物，声称那些药物是毒品。一个来自喀麦隆的参会者提到一个囚犯在被释放几天后死

亡，因为他在监狱中没有能继续抗病毒药物治疗。在其他地方，监狱完全不提供抗病毒治

疗。 

 

几个月以前，我们的一个朋友 X，他是正在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的艾滋病毒感染者。
他因为在街头吸毒而入狱。因为监狱中没有抗病毒药物，他的治疗中断了。他现在还
在监狱中，我担心他会死于艾滋病。——亚洲毒品使用者 

 

57. 北美地区的被访者也提到了难以获得抗病毒治疗的案例。这种因被捕导致的治疗不连贯会

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健康产生严重后果（如产生耐药性导致治疗失败）。这样损害艾滋病

毒感染者的健康，不及时提供治疗，是对他们人权的侵害。  

 

58. 另外，北美、亚洲和非洲的被访者也多次提到了对男性女性跨性别性工作者的逮捕。这些

跨性别者会被与男子囚犯关押在同一间牢房，从而遭到同室囚犯的骚扰与虐待。然而，为

承认跨性别囚犯的权利，南非政府最近修改了法律，允许跨性别者在没有变性的情况下修

改身份证上的性别。这将对被监禁的跨性别者受到的待遇有显著影响。  

                                                        
20

 Justice Kavahematui, “Inside Prisons’ Dirty Secrets《监狱中的肮脏秘密》,” Botswana Guardian (11 February 2011). 

http://www.botswanaguardian.co.bw/newsdetails.php?nid=1322&cat=BG%20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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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参与者多次提到由于体制原因，故缺乏对侵害事件的问责。艾滋病毒感染者、女性和高危

人群需要安全的渠道去报告被政府或司法机构侵害的经历。21多数与会者都表达了强烈的

意愿，希望能够通过法律制度来获得救济，但很少人知道这方面的格个案。  

 

智利与纳米比亚的强制绝育: 利用法律制度获得救济 

 

除去对身体和情绪的影响，强制绝育是对女性基本人权的侵犯。现在正有两个强制绝育的案例

分别在国际和国内司法系统中等待审判。两个案例都涉及到知情同意问题。  

 

一名智利妇女正将她的案件提交给美洲国家人权法庭。另一个案例涉及到三起纳米比亚的家庭

暴力案件，由国际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共同体和纳米比亚妇女健康工作网进行调查记录，由法

律援助中心在纳米比亚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第一个纳米比亚案件于 2011 年 1 月审理，现在还

在等待判决。在两起案例中，民间组织都参与了对侵害的调查记录和对原告的支持。 

 

被绝育后，我感到自己已经不是完整的女人，因为对我而言，生殖健康是做女人的重要部分。
——智利案件原告 

 
 

 

重要调查结果 4: 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更不用说相关的惩罚性法律和保护性法律 

 

 

60. 在与司法系统打交道时，大多数焦点小组的参与者都既不了解法律，也不知道其意义。他

们不清楚自己的权利或能够提供救济的机制。因此，参与者认为法律扫盲和法律援助服务

非常重要且有帮助。但很多人表示这些项目很少，且也不够全面。只在个别地方有这样的

服务，乡村地区基本没有。边缘人群很难获得这样的服务或项目。  

 

61. 与会者同意，政府支持的法律援助服务已负荷过重陷于困境，难以满足需求。尤其是那些

最需要这些服务的弱势人群和边缘群体，很难获得法律援助。 

 

62. 非洲焦点小组的参与者提出，这方面的资金和人力资源都很有限。而且律师们也不愿意在

公立机构服务，当事人能支付的费用很少。另外，司法系统的运作速度缓慢，要花费很长

时间才能使案件进行审理。与此同时，人们被拘留或在押候审，会导致在关押机构内被感

染疾病，诸如结核病之类。  

 

63. 北美参与者提出，与艾滋病服务组织相比，法律援助带来的污名较少。因此一些人，尤其

是难民和寻求庇护的人更愿意先去寻求法律援助，然后再寻找针对艾滋病的健康服务。  

 

64. 来自美国的参与者了解保护性法律，比如美国残障人士法案（ADA），健康保险可调动性

与可说明性法案（HIPAA），隐私条款和艾滋病人住房机会等等。但他们觉得这些法律并

非总能得到执行。一些加拿大参与者知道披露艾滋病毒感染情况的法律责任，但没什么人

能够区别或解释何为存在“显著风险”，因为法律制度中没有对其进行明确解释22，而这

是不披露罪行中的重要因素。 

                                                        
21

 更多信息参见埃及反污名论坛的总结：Combating 艾滋病/AIDS Related Stigma in Egyp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Advocacy 

Recommendations《与埃及艾滋病/AIDS 相关污名斗争：形势分析与倡导建议》, (July 2010).  
22

 参见加拿大艾滋病法律工作网陈词 submission to the Global Commission ，第二页：“然而，何为‘显著风险’并没有得到法

庭的详细解释。法律的不确定性导致不一致的决定，并引起了对刑法的过度引用。” 

http://eipr.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pdf/stigma_report_en.pdf
http://eipr.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pdf/stigma_report_en.pdf
http://www.aidslaw.ca/publications/interfaces/downloadFile.php?ref=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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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参与者将他们的宪法，或权利法案，看做保护的有力基础。尤其是在类

似厄瓜多尔、巴西、印度、乌干达、南非和尼日利亚等健康权受到承认的国家。23 这权利

包括性与生殖健康健康的权利，但法律对这种权利的保证并没有体现在实践中，从而导致

了对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侵犯。实现这个权利需要提升相应的意识，需要民间组织的倡

导，以及将保护性法律付诸实践的资源。 

 
 

IV 建议 

 

66. NGO 代表团之前向理事会提交的建议得到了传达与讨论，与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除

外。 请记住，理事会在以下几点上达成共识： 

  

 停止强制性的或义务的检测；  

 停止基于艾滋病毒感染情况的入境、停留和居住限制；  

 培训和提高医护人员意识；  

 支持实证研究，以了解疾病传播； 

 对测量和减少污名与歧视的方式给予更多支持。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已经采纳了反对制定专门针对艾滋病法律的政策。  

 

67. 根据今年的重要调查结果所提出的其他建议包括： 

 

 

建议 1: 支持面向大众、医护人员、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议员和其他有关人群的反对污名和

艾滋病毒教育的活动，以促进保护性法律的产生和实施。  

 

 

68. 降低污名与歧视非常重要。如前文所述，当前急迫需要提高公众关于艾滋病毒意识，以及

对艾滋病毒相关的需求与艾滋病感染者和重点人群的人权的意识，尤其是男男性行为者、

跨性别者、妇女和女童、性工作者、毒品使用者、青年人和移民等群体的权利。  

 

69. 议员有能力废除刑事化艾滋病毒传播的法律并提出保护性法律，他们常是倡导活动的对

象，比如南部非洲案例中的南部非洲发展社会模范法律。24  

 

70. 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 

 

 保障和拓展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以使艾滋病感染者、女性和重点人群有尊严的参

与其中。在提升司法和执法人员及医护工作者等公众意识的过程中，将各个利益相关

方带到一起，并与民间组织建立合作关系至关重要。 

 充分利用媒体，就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和重点人群以及污名的危害，传递更多积

极的教育性信息，使艾滋病不再神秘，减少艾滋病毒引发的恐惧。 

 提升法律系统的意识，促进司法人员以实际证据和当前关于艾滋病毒的医学知识为基

础进行决策，摒弃针对特殊群体的恐惧与偏见。  

 

                                                        
23

 各国对健康的宪法处理的详细分析可参见： Eleanor D. Kinney and Brian Alexander Clark, “Provisions for Health and Health 

Care in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世界各国宪法中关于健康与医疗的部分》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7 (2004): 285-355. 
24

 这些努力使得模范法没有将艾滋病传播刑事化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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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 反对和废除对不告知艾滋病病情、艾滋病暴露或传播刑事化的法律，以及刑事化同性

恋、变性、性工作和吸毒的法律。  

 

 

71. 正如咨询中指出的那样，针对艾滋病毒特殊刑法的存在只会对类似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政

策指导等保护性法律起反作用，加重污名与歧视。在很多案例中，这些特殊刑法都是对艾

滋病毒的误解或恐惧的产物。因此需要:  

 

 废除专门针对艾滋病的刑法，将艾滋病毒相关的起诉严格限制在现有法律下，必须要

证明是故意在对危害可预见的情况下，没有获得同意且实际造成了传播。 

 废除约束个人性取向和对同性性行为刑事化的法律。 

 根据跨性别者选择的性别而不是出生时的性别对其进行认可。 

 资助并扩大有效的减低伤害项目以降低艾滋病毒在毒品使用者群体中的传播，包括将

类鸦片替代治疗项目作为艾滋病毒预防项目。 

 公开讨论和争论是否应对吸毒和个人自用毒品的持有去罪化，评估这是否能为艾滋病

毒预防创造积极的环境。 

 承认性工作是一种职业，需要和其他职业一样的劳动保护。 

 

 

建议 3: 促进保护性法律，在司法系统中促进保护性法律和人权的相关知识。  

 

 

72. 这些法律应当以所有人的人权为基础，保护艾滋病感染者和边缘群体。因此，成员国可

以： 

 

 建立和实施工作场所的保护，以保障生计不致中断。 

 通过和实施法律以打击家庭暴力、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保护对象是所有人，包

括女性、同性性行为者、性工作者、艾滋病感染者、跨性别者、毒品使用者、移民和

青年。 

 废除过时的损害妇女权利的父权宗法，包括继承权和土地所有权。  

 保护所有女性的生殖健康权利，包括停止强制绝育、拒绝收养和将孩子带离母亲。停

止劝阻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怀孕的项目，采纳保护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权利的项目，

使她们能够自由决定是否生育。 

 提高政治家、政府官员和医院的意识，使其了解自由贸易协定和知识产权限制对艾滋

病毒治疗的供应与可及性的潜在伤害。亚洲参与者特别担心这种协定对治疗可及性的

影响，认为所有参加类似协定商讨的人都需要了解其潜在后果。 

 

 

建议 4: 支持和推广普及权利知识和法律运用的培训项目  

 

 

73. 这些项目包括法律援助和法律扫盲（学习权利与法律知识）及艾滋病毒相关法律解释，以

及为提供法律和艾滋病相关服务的组织开发关于艾滋病和刑法的指导手册。这些项目应当

解释当地法律及其对个人权利的影响，如隐私与保密、移民身份、医疗等。以及对抗击艾

滋病毒工作的影响。 

 

74. 日益增加的法律援助与艾滋病服务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对法律扫盲及提供关于权利和法律的

清晰准确信息非常重要。提供法律援助的组织是艾滋病与人权的诉讼中的重要角色，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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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的强制绝育案例，25 以及南非的强制检测案件。26法律援助组织可以向法官提交

陈词，使法官了解艾滋病感染者和高危人群的需求。27在苏格兰，一个组织与警察合作，

使一项对来自感染高发国家的人进行强制检测的提案没有被通过。来自加拿大的参与者认

为法律援助项目直接或间接地挽救生命。在加拿大，法律援助是宪法规定的义务，28这对

来自各个区域的焦点小组成员而言，都是最佳的国家水平的实践。  

 

75. 开展法律援助和法律扫盲项目的民间组织资源有限，急需经济和技术支持。为适当扩大类

似项目，需要了解所需资金和最需要该服务的地区，再针对性地向法律援助组织和艾滋病

服务组织提供资助，以确保他们能够有效运作，保证外展材料的语言与内容符合具体社群

的需求。 

 

76. 如果司法制度和参与法律程序的个人对法律不负起应有的责任，则所有的工作都没有意

义。我们敦促成员国重新审视和改善他们的司法制度，以确保法律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运

作。我们必须： 

 

 改善监狱条件，使其符合人道且有利于健康，包括改善艾滋病毒预防措施（提供安全

套和治疗）； 

 为个人数据保密，包括艾滋病毒检测记录，艾滋病毒检测结果，吸毒史等。这些信息

不应该被用于限制个人享有权利，也不应用于证明有罪的证据；  

 世界各地司法系统中都存在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通常会导致黑人和少数族

裔人群的刑事司法案件数量比例远超其在人口中的比例。这点应当得到承认，并采取

措施应对； 

 保障移民、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能够获得法律服务和艾滋病毒项目与服务，无论其国籍

或身份； 

 对侵犯或剥夺他人权利的人予以起诉，包括在法律系统中出现的人权侵害的情况。  

 
 

V 结论 

 

77. 这些调查结果和建议旨在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理事会反馈参与者的经历与意见。理事会

可以做出一些具体决策来支持成员国、共同赞助者和民间组织来实施这些建议。这份与民

间组织的咨询报告可以支持其他调查的结果和艾滋病毒与法律区域对话的反馈：联合国艾

滋病规划署战略中的三个战略方向，实现其中任一个都需要有法律环境支持。为了实现零

新发感染，零艾滋病相关死亡和零歧视，我们需要：  

 

 基于人权且有利于抗击艾滋病的法律框架； 

 不会歧视或恶意针对边缘人群，不恶化对边缘人群的暴力的法律执行；  

 对艾滋病毒和公共健康有正确认知和意识的司法系统； 

 能够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行为问责的司法系统；  

 艾滋病感染者了解他们的权利以及会影响他们生活的法律  

                                                        
25

 Legal Assistance Centre, “Women Living with 艾滋病 Allegedly Sterilised Without Their Informed Consent《感染艾滋病毒的

妇女表示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绝育》.” 
26

 参见 SECTION27 官网: http://www.alp.org.za/. 
27

 例如新西兰艾滋病基金会在一个案件中提交了一份书面陈词，以对法官进行教育，使得以后的判例法不要求在使用安全套的情

况下告知艾滋病感染情况。 
28

 如 John Norquay 所述, 艾滋病 and AIDS Legal Clinic Ontario (HALCO) lawyer: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规定，决定法律援助的覆盖

范围。1999 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案件中讨论了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涉及在儿童被省儿童福利局逮捕的情况下的国家资助法

律援助。在该案件中，法庭根据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 7 条（保障人的生命、自由和安全）在特定情况下，涉及到个人的‘人

身安全’，应有权获得国家资助的法律咨询。参见 New Brunswick (Minister of Health and Community Services) v. G. (J.), [1999] 

3 SCR 46.  

http://www.lac.org.na/projects/alu/sterilisation.html
http://www.alp.org.za/
http://www.canlii.org/en/ca/scc/doc/1999/1999canlii653/1999canlii653.html
http://www.canlii.org/en/ca/scc/doc/1999/1999canlii653/1999canlii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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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需要的人能够利用司法制度获得公平正义 

 

78.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战略致力于处理今年 NGO 报告中提出的诸多调查结果与建议：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呼吁制定和实施保护性法律和措施以保障所有人都能从艾滋病项
目获益并获得公平正义，无论其健康状况、性别、性取向、是否吸毒或从事性工作。
需要对项目进行重大拓展，以使民间组织能够了解和主张人们的权利。这些项目内容
包括降低艾滋病相关污名和歧视，提供法律援助和进行法律扫盲，法律改革，对警察
进行无歧视培训，对易感群体的外展，应对针对女性的暴力，对医护人员进行无歧
视、知情同意和保密的培训。 

 

VI 理事会行动 

 

79. 为支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战略和促进本报告中的建议，我们邀请理事会采取下述决

策： 

 
a. 呼吁成员国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帮助下，确定国家司法系统中的重点区域，将以

人权为基础的项目整合入国家艾滋病战略，确保这些项目获得足够的资金和资源，有

效进行实施，并得到适当的监督与评估。  

 

这些项目包括：对民间组织赋权；降低艾滋病毒相关的污名与歧视；提供法律援助和

法律扫盲；法律改革；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进行培训，消除他们对艾滋病感染者和

易感人群的歧视；对易感人群开展外展工作；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对医护人员进行

关于无歧视、知情同意和保密方面的培训。  

 

由于这些项目已经在统一的预算、成果和问责制框架（UBRAF）下进行了部署，我们

要求利用UBRAF第一年的审查来监督项目进程，并在有需要时，增强以人权为基础的

项目在国家艾滋病战略中的地位。  

 

b. 呼吁各成员国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协助下，废除专门针对艾滋病的法律，即那些

将不告知艾滋病病情、艾滋病暴露和传播刑事化的法律。应当根据已有的刑法来处理

故意传播艾滋病的案件。 

 

c. 请各个成员国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支持及毒品使用者的参与下，去除个人使用和

持有毒品的行政和刑事处罚；采纳政策促进洁净针具和类鸦片替代治疗项目，包括在

监狱环境中提供这些服务。  

 
d. 请各成员国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支持下，逐步对性工作进行去罪化，废除阻碍性

工作者享有安全生活和工作、限制性工作者获取医疗、法律服务和享有工作权利的相

关政策和法律（包括各级法律法规条例制度）。 

 
e. 请各成员国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帮助下，采取必要步骤，废除那些对成人间自愿

的同性性行为、性别选择和非主流的性别表达刑事化或惩罚的法律，使每一个人，无

论其性取向、性别身份、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都能认识到他们的基本健康和人权，

包括在不面对嘲笑、勒索、骚扰、逮捕或暴力的情况下获得艾滋病相关和其他健康服

务。  

 
f. 请各成员国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共同赞助者，采取行动来保障艾滋病毒感染者，

尤其是女性感染者的性与生殖健康权利，并对法律进行审查，以确保法律能够促进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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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病毒感染者获得有关服务与用品。同时努力提高人们了解和应用法律的能力，帮助

他们实现其性与生殖健康的权利。这包括消除对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性与生殖健康

权利的侵害，如强制绝育，不提供避孕措施或无法进行安全流产。 

 
g. 呼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与捐助者和成员国合作以加强法律扫盲项目，尤其是增加对

法律服务NGO的资助。  

 
 

h. 呼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成员国审查国家政策，开发和设计有关的指引和工具，

解决高危人群，包括妇女和女童、性工作者、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双性

人、移民和青年人的需求和脆弱性，考量惩罚性法律对人群的影响，以及人群获得艾

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的障碍。这项工作应当与易感人群进行协商，考察当前

的最佳实践，通过交流分享，进行适当的本地化，对成功经验进行推广，并且在

UBRAF的第一次年度评审时进行突出强调。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PCB(29)/11.18 

Page 21/29 
 

关于法律知识与执行对艾滋病的影响的区域焦点小组详细反馈 

 

1. 关于区域焦点小组中参与者对身边法律的了解与经历，本节提供更多详细信息。这是更偏

向质性研究，而非量化研究。去年的报告发现 77%被访者都了解保护人们不受污名与歧视

的法律，59%表示法律并没有很好的被人了解；78%的被访者表示法律没有得到执行或没

有被遵守。同时，在 1115 名被访者中，44%的人认为法律使获得预防、治疗、关怀和支

持服务变得更难。多数评论提到禁止同性性行为和鸡奸的法律；禁止针具交换项目的法

律；对艾滋病病情隐瞒、暴露和传播进行刑事化的法律。其中的多数在此得到确认。 

 

非洲 

 

背景  

 

2. 非洲是备受争议的关于艾滋病的“示范法”的老家，于 2004 年起随着恩贾梅纳非洲示范

法的制定，开始在西非发展扩散29。该示范法旨在满足“在该地区订立人权法以保护被艾

滋病毒感染和易感人群”30的需求。这个模范法在整个西非得以复制（贝宁；几内亚；几

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和塞拉利昂），甚至传播到了非洲南部（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

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该法律要求在诊断结果出来后尽快向“配偶或性伙伴”告知艾滋病

阳性的检测结果，最迟不能超过六周。另外，该法律允许对怀孕妇女进行强制检测，以及

在“解决婚姻纠纷中需要的时候”进行强制检测。  

 

3. 而且，许多国家有很严厉的对吸毒，性工作和同性恋刑事化的法律。例如在尼日利亚北

部，同性恋男子可能会遭到石刑；在肯尼亚，可能会长达 14 年的有期徒刑；在乌干达，

同性性行为可判终生监禁。31  

 

参与者 

 

4. 非洲有两个焦点小组，参与者来自喀麦隆（人数过半，因有一个焦点小组在该国举办）、

肯尼亚、津巴布韦、南非、斯威士兰、马拉维、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纳米比亚、乌干

达、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他们的年龄从 23 岁到 60 岁，代表了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和女

性、艾滋病毒感染者、性工作者、青年人、跨性别者和前囚犯。  

 

评论 

 

5. 非洲焦点小组参与者对其国家的法律了解较多。可能是因为这些参与者都参加了在约翰内

斯堡举办的非洲艾滋病毒与法律全球委员会区域对话，所以比其他地区的焦点小组了解更

多，其中有许多是律师和某些议题的专家。  

 

6. 在厄瓜多尔和摩洛哥也有人指出，参与者引用他们国家的宪法，将其作为有助于抗击艾滋

病毒的法律框架的一部分。南非宪法被当作一个反歧视和保护同性恋者的一个有力实例。

一些国家，如津巴布韦和肯尼亚，人们指出它们的宪法中包含有力的人权法案，但将一些

                                                        
29

 美国国际发展局 (USAID) 的 Action for West Africa Region 艾滋病-AIDS program 西非艾滋病行动项目 (AWARE) 为乍得的立

法开展工作，本意为消除污名与歧视，但实际上导致了对艾滋病的“模范”刑法出台。一些西非国家根据 AWARE 在 2004 年制

定的“模范法”出台了艾滋病法律。第 36 条制定了故意传播艾滋病的罪名，“某人通过任何方式在完全清楚其艾滋病/AIDS 状况

的情况下传播个另一个人”。这个定义非常宽泛，而且没有考虑是否告知或采取了合理预防措施。 虽然之前没有国家将传播刑事

化，现在却有 27 个国家有生效的传播刑事化的法律。See Center for 艾滋病 Law and Policy, “In Kato’s Africa, USAID Money 

Spurred Spread of 艾滋病 Criminalization Laws,” (9 March 2011). 
30

 加拿大艾滋病法律工作网， “Legislation Contagion: The Spread of Problematic New 艾滋病 Laws in Western Africa《法律传

染病：有问题的艾滋病新法在西非蔓延》,” 艾滋病/AIDS Policy & Law Review 13 (2008): 2/3. 
31

 ILGA, Op. cit. 11. 

http://www.fhi.org/en/CountryProfiles/WestAfrica/index.htm
http://www.fhi.org/en/CountryProfiles/WestAfrica/index.htm
http://hivlawandpolicy.org/posts/view/90
http://hivlawandpolicy.org/posts/view/90
http://www.aidslaw.ca/publications/interfaces/downloadFile.php?ref=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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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排除在外，或将性工作刑事化，或者在刑法中有针对“违反自然的行为”的条款。在

乌干达、南非和尼日利亚的宪法中有明确的对健康权的保证，这被当作对抗击艾滋病毒工

作的支持。特别指出了毛里求斯和坦桑尼亚的艾滋病专门法律中有反歧视的保护性法律。 

 

7. 尽管艾滋病专门立法可以保护艾滋病毒感染者免受歧视，从而支持抗击艾滋病的工作，也

有人认为它阻碍了艾滋病工作的开展，比如在坦桑尼亚，法律对艾滋病传播刑事化。参与

者提到关于艾滋病感染情况的告知问题，认为在一些案例中，强制检测阻碍了抗击艾滋病

工作。 

 

8. 非洲区域咨询的参与者指出性侵害立法和其他将同性性行为刑事化的法律对他们特别有影

响。关于性工作，一些国家对嫖客和业主定罪，这会对他们的孩子和家庭产生影响。 即使

在一些性工作没有被定罪的地方，也会用诸如打击游荡、“地痞与流浪”、拉客和有伤风

化的法律，经常被用来逮捕性工作者。 

 

9. 非洲参与者提到，殖民时代留下的过时法律有针对性的将诸如男男性行为者这样的重点人

群刑事化。他们呼吁对这些殖民法律进行废除或改革。很多国家有对吸毒的压迫性政策，

同时缺乏减低伤害政策，这会对艾滋病预防和治疗服务造成负面影响。最后，一些参与者

谈到新教原教旨主义者群体的压迫性角色。在一些非洲国家，这些人资助对法律尤其是宪

法进行审查。参与者解释了那些人提出的保守且镇压性的改革建议，指出这会对抗击艾滋

病的工作造成负面影响。 

 

10. 喀麦隆参与者指出，虽然国家艾滋病规划中将男男性行为者作为目标群体纳入，但与此同

时，该国法律仍视男男性行为非法。参与者认为这表现缺乏对个人人权的承认，使得少数

群体要面对更多困难。  

 

我们不认为囚犯有资格享有体面的生活。如果人权要喀麦隆得到足够尊重，我们应当
在同性恋问题上有更多进展。 

 

亚太地区 

 

背景  

 

11. 亚太地区是一个充满矛盾悖论的地区。一方面，新西兰是一个积极改革的模范。新西兰从

1986 年的同性法律改革法令开始，除去了对男男自愿同性性行为的刑事惩罚，从而促进

了艾滋病预防项目。 

 

12. 1987 年，新西兰是最早开展针具交换项目的国家之一。322003 年的卖淫改革法令 将性工

作合法化。这建立了一个框架，以保护性工作者人权，促进性工作者福利和职业健康，保

障性工作者安全，并禁止 18岁以下的人卖淫。  

 

13. 亚太地区的某些其他国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中国、马来西亚和越南，毒品罪犯可能仍

会被处以死刑，毒品依赖者仍被视为罪犯。在柬埔寨、中国、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

亚、缅甸、泰国和越南，毒品使用者将被逮捕并送到强制戒毒所。戒毒所有看守人员监

督，且极少有经培训的员工或外界医疗机构介入。33 

 

                                                        
32

 See Health (Needle and syringes) Regulations 1987, New Zealand and Needle Exchange Programme. 
33

 WHO, 西太平洋地区：《柬埔寨、中国、马来西亚和越南毒品使用者的强制治疗的评估：人权原则的选择性应用》(2009). 

http://www.needle.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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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几乎亚太地区所有国家都将性产业刑事化，包括公开拉客或经营妓院。一些国家直接将性

工作本身刑事化。在中国、柬埔寨和越南，性工作者会被关押在拘留所中，接受“康复”

或“劳动再教育”。34 

 

参与者 

 

15. 亚太地区有三个焦点小组，参与者来自：阿富汗（一个焦点小组在该国进行，参与者多数

为无家可归的毒品使用者）；澳大利亚、印度、缅甸、尼泊尔、泰国、新西兰（该国也有

焦点小组）。参与者年龄从 23 岁到 61 岁，主要为毒品使用者。参与者也有性工作者、跨

性别者、青年人、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和女性、残障人士、移民和前囚犯。 

 

评论 

 

16. 亚洲参与者掌握那些阻碍艾滋病工作的法律，尤其是与他们自己所处的社群相关的法律。

参与者强调，对性工作和毒品持有的刑事化是重点问题。与对隐瞒艾滋病病情、艾滋病暴

露或传播相关的法律没有得到清楚明确的理解，而且也没有得到正确的执行。其他问题包

括极少向移民提供保护和限制感染艾滋病的外国人入境、停留和居住并将其遣返的法律。  

  

17. 当讨论到对吸毒的刑事化问题时，参与者强调了压迫性的法律政策环境，减低伤害服务非

常有限甚至完全不提供，对吸毒和毒品持有的“零容忍”态度对个体的伤害。这让人十分

忧虑，因为在亚洲艾滋病传播有较大部分是来自于不安全的注射行为。  

  

18. 来自性工作者社群的参与者提到反人口贩卖的法律和法规对艾滋病工作的阻碍。参与者认

为，法律草拟得很草率，也没有被充分地理解，导致性工作与人口贩卖混为一谈。与世界

其他地区类似，持有安全套通常被视作拉客的证据，从而使性工作者遭到逮捕和拘留，甚

至肢体伤害和性暴力。 

  

19. 很多法律都对治疗可及性造成了影响。参与者特别表示了对近日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担忧。

该协定有可能影响抗病毒药物的生产，从而降低人们获得那些买得起的药物的能力。  

  

20. 亚洲参与者指出法律的执行是个问题。尤其是在那些官员和制度都很腐败的国家中，法律

的执行经常是专横独断的。这使得艾滋病毒感染者，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者这样的边缘人

群经常会遭到勒索。正如北非参与者所提到的那样，在亚洲也存在法律和政策不一致的情

况。例如，可能有减低伤害政策但当权者并不了解，导致仍然对毒品使用者提出检控。 

 

欧洲 

 

背景  

 

21. GNP+的报告《欧洲艾滋病传播刑事化》总结了欧洲地区不告知艾滋病病情、暴露和传播

相关的法律。该报告显示，欧洲司法系统中使用了一系列法律，包括艾滋病专门法律、普

通刑法和公共卫生法。一些法律要求有犯罪的故意，一些则不用。一些法律只在艾滋病传

播实际发生时进行定罪，另一些法律对传播的风险定罪。更有甚者，除了“故意”行为之

外，一些法律对“鲁莽”和“疏忽”行为也定罪。该报告认为这些法律的实行中，对移民

和边缘群体中的男性的定罪远超这些人在人口中的比例。  

                                                        
34

 UNDP Asia-Pacific Regional Centre, Report of the Asia Pacific Regional Dialogue of 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艾滋病 and 

the Law《艾滋病与法律全球委员会亚太地区区域对话报告》, (Bangkok: 17 Februar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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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 

 

22. 欧洲有两个焦点小组，分别在英国和俄罗斯。英国焦点小组主要是非裔移民，他们几乎都

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一些参与者是残障人士，还有一名难民。东欧参与者来自白俄罗斯、

立陶宛、俄罗斯、鞑靼斯坦 、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主要为毒品使用者，也有艾滋病感

染者，前囚犯和性工作者。年龄从 28 岁到 56 岁。 

 

评论 

 

23. 东欧： 

 

a. 东欧焦点小组参与者指出，宪法保障了健康权和免于基于疾病的歧视，这是艾滋病工

作中的进步。参与者提到了其他应当享有却没有实现的权利：公平审判权；免使自己

和家人入罪的权利；免于酷刑和非人道待遇的权利。  

 

b. 法律对艾滋病关怀的负面影响，参与者谈到了艾滋病服务只向在当地有身份的人提

供，缺乏身份文件或固定住所就意味着无法得到医疗服务。参与者也提到关于不告知

艾滋病病情、艾滋病暴露和传播的刑事化以及对性工作的刑事化，都阻碍了人们获得

艾滋病支持服务。 

 

c. 参与者强调虽然有证据显示对毒品使用者的减低伤害和替代治疗有利于促进注射吸毒

人群中的艾滋病预防工作，这些项目目前仍是无法广泛开展。注射吸毒人群中的新增

病例偏高。参与者担忧地指出，艾滋病预防和治疗项目几乎没有资金支持，易感人群

很难获得服务。同时，这也使预防和治疗工作很难造成影响。参与者也提到严苛的毒

品法和对少量毒品持有定罪的任意标准都是对艾滋病预防工作的重要阻碍。同时，禁

止针具交换将会加剧共用针具的行为，从而使艾滋病和肝炎得以传播。 

 

d. 在讨论毒品相关罪行的不合理刑期时，参与者提到了监狱的简陋条件，比如过度拥挤

和缺少医药，这导致了疾病的传播以及囚犯身体与精神状况的恶化。 

 

24. 西欧： 

 

a. 焦点小组参与者分享了他们知道的信息，包括免受歧视的权利（尤其是在工作场

所）。这得益于残疾人歧视法令（DDA）。35但是，很多参与者并不清楚如何获得法

律赋予的权利，并质疑法律的可操作性以及谁最终对法律实施负责。他们知道民间组

织开展倡导运动，促使法律的落实和雇主遵守法律。但由于有大量未就业的非裔移民

存在，且移民身份未定无业非裔移民感染艾滋病毒的数量在增加，都使得参与者不知

道该法律如何能帮助他们。他们还担心在工作场所泄露他们的艾滋病感染情况可能会

导致污名化。  

 

b. 参与者担忧他们获得抗病毒治疗的权利。他们对法律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彼此和媒体。

他们指出报纸的错误标题和其他媒体关于“英国治疗游”的言论都是与艾滋病有关

的。移民提到这些言论是不真实的，但已经对公众造成了影响。，导致政府政策的负

面影响，尤其是提供治疗与关怀服务相关的政策。36  艾滋病毒感染者也认为这些改变

                                                        
35

 2005 年，根据 DDA，根据诊断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是非法的。这意味着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求职、就业条款、晋升、调岗、

培训或其它待遇中不会被骚扰或歧视；不会遭到不公平的解雇或比其它员工差得待遇。  
36

 National AIDS Trust, The myth of health Tourism《医疗旅游谬论,》 (2008). 

http://www.nat.org.uk/Media%20library/Files/PDF%20documents/Myth-of-HIV-Health-Tourism-Oct-2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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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导致他们无法获得治疗与关怀，从而威胁他们的生命。37 虽然在该地区有相当数

量的政策倡导工作，但大多数参与者并不了解或不理解这如何能使他们获得所需要的

服务，他们害怕被自己的社区拒绝，害怕被社会服务拒绝。  

 

c. 大多数参与者了解一些公开的案件，涉及非裔男子被起诉“鲁莽”传播艾滋病。38 虽

然这些案件的数量在下降，参与者仍担心，如果他们和其他人发生性行为，就会遭到

逮捕或监禁。一名参与者讲述了他因为造成“严重身体伤害”而被逮捕和调查的经

历，39他被指控将艾滋病传播给他的伴侣。他感觉受到了警方的骚扰，而且因为这场调

查失去了工作和一些朋友，导致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危机。 这次的焦点小组是他第一次

能够讲述他的经历。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 

 

背景 

 

25. 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之间应对艾滋病的方式和法律不同。在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都

存在着关于艾滋病的专门法律。  

 

26. 巴西虽然不是焦点小组的举办地，但要必须指出，巴西是一个社会团结协作的正面例子，

政府和民间组织合作进行抗击艾滋病的工作。特别是巴西在处理毒品使用者问题的政策上

是通过公共卫生体制而非刑事司法系统，而宪法对健康权的保障是这种策略的基础。40 在

阿根廷和乌拉圭也是相似的态度。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大多数国家，健康权作为一项公

民的基本权利和政府责任得到承认，这使得政府有义务实现这些权利。 

 

27. 从 1997 年起，在该地区人们开始采取法律行动和诉讼以获得治疗。现在该地区几乎全部

国家都提供治疗服务。参与者指出，那些没有参与倡导活动组织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不知道

法律援助项目。因为，总的来说，政府基本没有提供关于这些项目的信息。  

 

参与者 

 

2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举办了九个焦点小组讨论。三个小组在厄瓜多尔，主要是男男性

行为者；跨性别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一个焦点小组的成员来自阿根廷和智利，包括女性

艾滋病毒感染者。五个小组在牙买加，主要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毒品使用者；性工作者；

跨性别者和男女同性恋及双性恋。年龄从 22 岁到 60 岁。 

 

评论 

 

29. 来自阿根廷和智利的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讨论，主要聚焦与她们的性与生殖健康的权

利。参与者不了解对不告知艾滋病病情、艾滋病暴露和传播刑事化的法律，但了解与性和

                                                        
37

 Panos London/African 艾滋病 Policy Network, Start the Press: How African Communities in the UK Can Work with the Media 

to Confront 艾滋病 Stigma《起于报纸：英国非裔社群如何与媒体合作对抗艾滋病污名》, (October 2007). 
38

 在英国最早三个起诉案例是非裔黑人移民男性。See National AIDS Trust, “Table of cases of people charged with Grievous 

Bodily Harm under Section 20 of the 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 1861, for reckless sexual transmission of serious 

infections (艾滋病 and viral hepatitis) in England and Wales《英格兰和威尔士因鲁莽的性传播严重感染病（艾滋病与肝炎病毒）

而根据 1861 人身伤害法令第 20 条的严重身体伤害罪名被起诉的案件列表,” (August 2011). 
39

 For a discussion on its use see Dodds, et al. “Grievous Harm? Use of the 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 1861 for sexual 

transmission of 艾滋病《严重伤害？将 1861 人身伤害法令应用于性传播艾滋病》,” Briefing Paper, (October 2005).  
40

 参见 Berkman, et a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Brazilian response to 艾滋病/AIDS: lessons learned for controlling and 

mitigating the epidemic in developing countries,”《巴西抗击艾滋病/AIDS 工作的批判分析：控制与减缓发展中国家的传染病的经

验教训》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5/7 (2005): 1162-72. 

http://www.mediosysida.org/download/Start_the_Press_Research_Report.pdf
http://www.mediosysida.org/download/Start_the_Press_Research_Report.pdf
http://www.nat.org.uk/media/Files/Policy/2011/Criminal%20prosecution%20case%20table%20-%20Aug11-1.pdf
http://www.nat.org.uk/media/Files/Policy/2011/Criminal%20prosecution%20case%20table%20-%20Aug11-1.pdf
http://www.nat.org.uk/media/Files/Policy/2011/Criminal%20prosecution%20case%20table%20-%20Aug11-1.pdf
http://www.sigmaresearch.org.uk/files/report2005b.pdf
http://www.sigmaresearch.org.uk/files/report2005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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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健康权利有关的法律。这些女性强调了对她们生殖健康权利和组建家庭权利的侵害，

指出在一些地方，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没有进行性活动和生殖健康的权利，遭到强制流

产。这个小组强调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无法获得性与生殖健康服务，也缺少如何投诉进行

维权的信息。  

 

我们缺失的是对女性整体的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关注。医疗服务提供的贫乏信息已经
过时，歧视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拉丁美洲参与者 

 

30. 厄瓜多尔的三个小组中的成员指出宪法可以保障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权利。法律框架看起来

很美，但对改变个人行为没什么效果。一项关于艾滋病的专门法律在 2000 年提出，在

2006 到 2008 年间得到了重修，但尚未实施。该法律有较大篇幅关于保护人们不受污名与

歧视，并提供全面长期的关怀护理。参与者认为政府没有将抗击艾滋病和艾滋病的工作放

在优先考虑，也没有开发实施法律的操作指导，使得法律至今仍停留在纸面上。  

 

31. 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加勒比海地区，并非直接的艾滋病法规阻碍了重点人群获得艾滋病相

关服务，而是那些被刑事化的行为。来自跨性别者，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群体中

的参与者一致认为鸡奸法律应当被废除。一些人称之为反男同法律，而另一些人称之为反

同性恋法律。这显示出对实际法律本身缺乏了解，但对法律及其误解造成的影响非常熟

悉。跨性别者和男同性恋的小组成员用他们自己的话描述了这种挫败： 

 

警察对我们说，像我们这样的同性恋不应当存在，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因此没人愿意
理会我们或帮助我们。 

 

32. 所有小组都强烈认为废除鸡奸法可以增加他们的安全感，促使他们去诊所或寻求服务。 

 

我们不应当为接受常规检查而担心。 

 

北美地区 

 

背景  

 

33. 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加拿大和美国使用刑法来起诉不告知艾滋病病情、艾滋病暴露和传播。

根据加拿大艾滋病毒/艾滋病法律工作网的信息，到 2011 年八月为止，加拿大已经有 130

件已知起诉使用了一般侵害和性侵害法律。根据 GNP+的全球回顾，“加拿大是第一个起

诉母婴传播的国家（2005），也是第一个试图将隐瞒感染情况的艾滋病性传播定为谋杀的

国家（2008）”41。美国至少有 39 个州，使用关于艾滋病的专门法律或普通刑法或两者

皆有，对不告知艾滋病病情、艾滋病暴露和传播进行定罪，至少有 350 起。42 隐瞒的行为

（没有造成传播和有暴露风险）或喷溅或啃咬，都会遭到严厉判处，可能是 10 到 30 年徒

刑。43 

 

34. 在美国和加拿大，被定罪的人还会终生被登记为性罪犯，即使传播并没有发生或并非故意

传播。 

 

                                                        
41

 The Global Network of People living with 艾滋病/AIDS (GNP+), “Canada,” Global Criminalisation Scan, (April 2010),. 
42

 See US Congress, REPEAL 艾滋病 Discrimination Act H.R. 3053. 
43

 See Edwin Bernard, Criminal 艾滋病 Transmission blog（博客：艾滋病传播刑事化） and the Positive Justice Project（积极

司法项目）.  

http://www.gnpplus.net/criminalisatio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78&Itemid=45
http://criminalhivtransmission.blogspot.com/
http://www.hivlawandpolicy.org/public/initiatives/positivejustice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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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 

 

35. 北美有九个焦点小组，三个在加拿大，四个在美国，还有两个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参与者通

过电话进行。美国的三个小组由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举行，主要是非裔美国女性；一个小

组有来自社群组织和政府组织的服务提供者；一个是男同性恋和有男男性行为的男性（多

数感染了艾滋病）；一个是跨性别者，两个小组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包括毒品使用者，残

障人士，老人和一名。年龄由 23 岁到 75 岁。  

 

评论 

 

36. 北美地区焦点小组参与者对法律了解的程度各不相同。国家之间不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

区之间也有不同。例如，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参与者对国家和地区的关于艾滋病测试的法律

知之甚多，而加拿大一些地方的参与者就对所有关于艾滋病的移民法律和刑法都不太了

解，也不知道哪里可以获得帮助。一些加拿大参与者了解告知艾滋病感染情况的法律义

务，但不知道何为存在“显著风险”的法律定义，而这正是此类起诉中的关键因素。关于

艾滋病感染情况对其他法律问题的影响，比如就业待遇、移民身份、残障援助、医疗保险

和社会支持项目可及性，参与者都缺乏了解。  

 

37. 美国参与者知道保护性法律，如美国残障人士法律，医疗保险可调整性和可问责性法令

(HIPAA) 隐私条例和艾滋病人住房机会，但不知道这些法律如何实施。  

 

38. 加拿大参与者显示出他们在法律如何执行与法律和政策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上存在着信息

鸿沟。加拿大非裔和黑人移民社区不了解何种刑法条款和罪名可应用于不告知艾滋病病情

的情况，也不知道艾滋病感染情况如何影响入境移民政策。移民和难民保护法律的新变

化，尤其是难民甄别程序也被认为是存在知识鸿沟。该法令的改革涉及到艾滋病感染情况

可能对要求基于人道与同情而留在加拿大的主张有潜在的支持。这对移民和寻求避难的人

产生的影响尚未可知，但有可能影响巨大。44 

 

39. 北美参与者担忧对隐瞒病情的错误指控和前伴侣将如何利用关于艾滋病隐瞒的法律报复。

因为参与者认为法庭会偏向那个没有感染艾滋病的一方。隐私权利和对于个人感染情况和

信息的保密是参与者的主要担忧，并对医疗体制表示了不信任与沉默。由服务提供者组成

的焦点小组也反映了这种担忧，他们指出，考虑到保密和隐私以及向潜在性伴侣告知，他

们很难为个人行为选择提供清楚准确的法律建议。尤其是美国很多州都要求进行实名报

告，这导致了对信息保密的担忧，使得人们自愿检测的意愿减少。  

 

40. 一些州会向执法机关提供艾滋病检测结果阳性者的记录，地方医疗部门会向消防部门提交

报告，列出艾滋病阳性者可能的居住地址。45美国参与者多次指出，艾滋病检测为阳性会

使他们无法获得医疗和人寿保险。在医疗保险主要由雇主提供的国家，人们非常担心披露

病情会导致工作场所的歧视和被取消健康福利的风险，尤其医疗费用很高时。美国参与者

依赖于艾滋病药物救助项目(ADAP)，该项目为没有保险和保险额不足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提

供艾滋病/AIDS 相关处方药，但排队等待治疗药物的人数极多。 

 

41. 北美参与者提到刑事法律对性工作者有特别影响，尤其是跨性别性工作者，他们会经历更

多污名。对毒品使用者和妇女（母亲）的影响也很大。再加上现有的针对性工作者的法

                                                        
44

 参见加拿大艾滋病法律工作网，Canada’s Immigration Policy as it Affects People Living with 艾滋病《加拿大移民政策对艾滋
病毒感染者的影响》,  (April 2011. 
45

 Sean Strub, GNP+ North America, email correspondence (2011). 

http://www.aidslaw.ca/publications/interfaces/downloadFile.php?ref=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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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这对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更是打击。在国家和一些州立监狱中实行强制艾滋病检

测，被检测出艾滋病阳性的性工作者被监禁的刑期格外长。 

 

中东和北非 (MENA) 

 

背景 

 

42. 中东北非的国家的特点是针对性少数人群的高压法律。只有一个国家没有对同性性行为刑

事化的法律。世界上有七个国家对同性恋惩罚以死刑，其中多在中东地区。  

 

参与者 

 

43. 中东北非地区有两个焦点小组。在摩洛哥的小组主要是男男性行为者和跨性别青年，在也

门的焦点小组主要是服务提供者，他们大多数本身就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年龄从 19 岁到

46 岁，基本为男性。虽然不是焦点小组，但最近一个民间组织对上百名摩洛哥毒品使用者

的研究也纳入了讨论，因为该研究重点是执法中的互动与相关信息。 

 

评论 

 

44. 中东北非地区的参与者对国际法的知识了解有限，但对各自国家的个别法律有所了解 ，一

般是其负面影响。在摩洛哥，被访者了解针对同性恋的专门法律。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

有 18 个国家通过刑法对同性性行为进行定罪。在没有直接定罪的国家，常用公共道德或

伊斯兰教法来起诉同性性行为。  

 

45. 很多参与者提到执法官员引发的问题，以及在医疗体系和司法系统中缺乏支持。关于毒品

使用者，参与者指出压迫性的法律环境引发了社会服务和医疗服务中的不信任。相应的，

在吸毒人群中的艾滋病感染率在上升。  

 

46. 也门参与者对近期通过的反针对艾滋病毒感染者歧视的法律有积极回应，46但不确定如何

能保证该法律的执行。他们对也门的无需艾滋病测试即可工作的政策给予高度评价，但同

时也有人提到有公司仍将艾滋病检测作为就业的条件。小组对出国工作需要进行检测表示

担忧。如在沙特阿拉伯，强制检测会在就业前和工作中进行。 

 

47. 该地区的参与者指出政策与法律之间的矛盾，他们指出国际公约支持的人权经常与国内法

规有矛盾，一些国内法律使特定群体无法实现应有的权利。  

 

48. 对同性恋的道德判断是该地区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参与者感到社会规范对多元性取向的

压制比法律还难以改变。他们指出这是双重惩罚，一是法律惩罚，另一个是周围人对你的

恐惧疏离。 

 

49. 被访者提到一些歧视案例，仅仅因为女性化的外表，就遭到逮捕或被医院拒绝收治。  

 
 

                                                        
46

 2009 年通过的第 30 号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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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50. 虽然经历不同，但各个区域的参与者都明确表示，由于法律的阐释不够明确，使得执法行

为受到执法人员（警员，检控官，监狱官员或法官）知识、偏见、动机、信仰和诚信的影

响很大。正如在这次咨询中反复提到的那样，法律环境对改善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

支持工作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