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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 1 
 
导言 
 
本急救箱的目的是什么？ 
 
在医学上，急救是指在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疗人员实施治疗之前，对伤员或病人

进行的一种紧急护理。急救人员采取初步措施，确定问题，稳定病情，并为病

人接受专家的进一步治疗做好准备。 

打击人口贩运活动的执法部门第一反应人履行的职能与此相似。他们采取初步

措施： 

 • 确定人口贩运活动 

 • 稳定和控制人口贩运案件 

 • 帮助受害人做好准备并将信息传递给调查人员 

医疗急救人员必须知道如何立即对伤口和疾病作临时处理。同样，提供紧急救

助的执法官员也必须知道如何立即对犯罪和事件作临时处理。 

执法官员对人口贩运的紧急处理与对其他犯罪的紧急处理相似，但他们必须了

解人口贩运活动所特有的一些重要方面。本急救箱提供必要信息，使执法官员

能够为保护受害人和抓捕有关罪犯采取关键的第一步骤。 
 
本急救箱的使用对象是谁？ 
 
本急救箱旨在供以下人员使用： 

 • 徒步或通过某些交通方式（例如车辆）进行巡逻的警官 

 • 经授权的辅助部门人员或者兼职或民兵执法机构人员 

 • 边防警卫和移民或海关官员 

 • 有关酒精和烟草许可以及其他健康和安全问题的条例执行人员 

 • 负有执法任务的军队人员 
 
如何使用本急救箱？ 
 
本急救箱将提供易于使用的资料来源，说明执法部门第一反应人如何处理人口

贩运案件。本急救箱的使用不应取代关于如何应对人口贩运活动和就人口贩运

案件开展全面调查的深入和专门培训。 

本急救箱未就如何履行与打击人口贩运的具体任务有关的常规执法责任提出建

议。编写本急救箱时假定使用者熟悉一般执法任务和职责方面的国家和地方法

律及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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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进一步了解人口贩运信息，包括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地方组织编写的培

训和提高认识材料及其他材料，请查阅 http://www.unodc.org/unodc/en/human-
trafficking/index.html 或 http://www.ungift.org。 

 

 

 

 

 

 

 

 

 

 

 

 

 

 

 

人口贩运是一个全球问题。无论你作为 
第一反应人的作用有多小，你都是全球打击 

人口贩运工作的一分子。 
 
 

请记住： 

你可能是受害人的唯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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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 2 
 

什么是人口贩运？ 
 
人口贩运往往被称为现代奴役。更准确地说，人口贩运是指为剥削目的，通过

威胁或使用暴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欺骗或其他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

藏或接收人员的行为。简言之，如果一人被迫或被骗落入受剥削境地，即是遭

到了贩运。1 
儿童贩运与人口贩运的不同之处在于，儿童贩运无需证明发生了暴力或欺骗行

为。这种不同是基于儿童无法作出知情决定的事实。 

人口贩运通常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招募受害人；第二阶段是运送受害

人；第三阶段是剥削受害人。 

在招募阶段，罪犯使用许多方法强迫或欺骗人们落入被贩运境地。在有些情况

下，人们会遭到诱拐和殴打。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会向人们描述一些好工作和

诱人的机会，这些工作和机会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迫使人们陷入剥削性的劳

动和生活状态。 

在运送阶段，可能会使用公共或私人运输工具，公开或秘密地通过陆上、海上

（或）航空运输方式成群或单独运送受害人。贩运人口时可能会穿越合法或非

法过境点，但在一国境内贩运人口的，则无需过境。 

在剥削阶段，受害人可能会被迫： 

 • 发生性行为或遭受性侵害 

 • 在工厂、餐馆、农场、矿场或家中（作为家政人员）工作，无权休息

或离开 

 • 切除某个器官 

 • 乞讨、出售毒品或作为儿童兵去打仗 

 • 结婚 

如果一个成人被迫或被骗落入受剥削境地，则其最初对从事某种工作或提供某

种服务所表示的同意就失去了意义。 

一种形式的剥削不一定排除另一种剥削：受害人可能是出于劳动剥削目的被贩

运，同时却又遭到性剥削。 

在知情情况下参与任何贩运阶段的人即为贩运者，并犯下了一种罪行。 
 
 
 

__________________ 

 1 关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

为的补充议定书》（大会第 55/25 号决议，附件二）给出的人口贩运定义，见宣传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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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控制受害人？ 
 
虽然贩运活动受害人始终受贩运者控制，但控制方法可能随时间而变化，并且

包括： 

 • 扣押证件。可能会拿走受害人的证件和金钱，假装是将其放在安全之

处或者用来获取签证。 

 • 使用暴力和限制行动。尽各种办法留住受害人，包括监禁和施以麻

药。 

 • 威胁受害人或其所爱的人。贩运者有时会威胁受害人，例如告诉受害

人的家人和（或）社区他们同意从事不光彩的劳动或者告诉当局受害

人没有证件。 

 • 实行债役。欺骗受害人，使他们以为到达目的地后将能支付旅费和工

作安排费用，并且此后再也不用付费。 
 
受害人是什么人？ 
 
无法说清典型的人口贩运受害人是什么人。 

受害人既有儿童，也有成年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既有文盲，也有受教育

者；既有健康人，也有残疾人。他们有不同的出身和族裔背景，有不同的脾

气。男人也许为性剥削目的被贩运，女人也许为劳动目的被贩运，儿童则可能

会像轻罪犯一样受到剥削。 

但大多数受害人都是心怀希望之人，无论是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还是希望为

家人挣钱。他们的希望最终都被粉碎。许多被贩运者可能具有某种易受害性，

无论是由于年龄、贫困、艰苦的生活条件、缺乏机会，还是由于家庭压力。 

问自己一些问题：例如“我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情况下会离开我的城镇、我的国

家或我所熟悉的环境？”或 “我在什么时候容易受害？” 
 
贩运者是什么人？ 
 
贩运者同受害人一样，无法归为任何一类人。 

贩运者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可能在犯罪集团内活动，也可能单独活

动；其背景（国籍、教育等）可能相差很大。有些贩运者甚至是受害人所信任

的人，例如亲戚和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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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人口贩运的立法 
 
世界各地打击人口贩运的立法有所不同。很多法域有人口贩运方面的法律，另

一些法域则没有。如果你的国家没有此类法律，你仍可利用其他法律采取行

动。例如，你可利用将以下行为定为犯罪的法律： 

• 强奸 

• 殴打 

• 欺骗 

• 诱拐 

• 强迫劳动 

• 非法监禁 

•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 酷刑 

• 债役 

• 非自愿劳役 

• 扣押证件 

• 移民犯罪 

要不断查看本国立法。 

 
与人口贩运有关的国家立法（根据刑法、外国人法、人口贩运特别法、劳动
法、儿童权利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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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 3 
 

是人口贩运还是偷运移民？ 
 
人口贩运和偷运移民看起来可能相同，但实际上是不同的。在人口贩运受害人

是外国人或没有证件的情况下，执法官员往往假定他们是非法移民，而不是犯

罪受害人，并假定有关罪犯是偷运移民者，而不是人口贩运者。这些假定可能

会导致不进行贩运调查，受害人得不到帮助和（或）罪犯受不到应有的起诉。 

人口贩运和偷运移民可能很难区分，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受害人都是被非法

运过边境。这对过境管理来说或者在很难（若非不可能的话）识别计划中或实

际进行的剥削情况下，尤其是一个问题。 

偷运移民是指为获取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安排一人非法进入一国。 

被逮捕的贩运者往往试图让人口贩运案件看起来像偷运移民、非法过境或非法

居留案件，以免受到全面调查。 

受害人可能认为自己是在被偷运，即使实际上他们是在被贩运。如果能够阻止

人口贩运图谋，被贩运者也许还未受到伤害，也未受到剥削。这为防止人口贩

运提供了机会，而且永远比试图消除其后果要好。 

偷运者也许会在途中决定是成为贩运者，还是将人口卖给贩运者。 

就一个案件是人口贩运还是偷运移民作出的决定，绝不应妨碍执法官员采取行

动。即使最初看来像是偷运移民案件，而一旦有新信息表明它实际上是人口贩

运案件，仍然可以改变方法。 

即使一个案件是偷运移民案件，也能使人口贩运调查人员感兴趣，因为人口贩

运者通常会使用偷运网络。被偷运者或许也能提供关于其在途中看到的贩运事

件的宝贵信息。 

在试图评估一个案件是人口贩运还是偷运移民时，做到以下几点很重要： 

 • 不假定某人是非法移民 

 • 始终寻找人口贩运迹象，即使你怀疑某人是非法移民 

 • 将你的怀疑告诉调查人员 

 • 将你的怀疑告诉移民当局，因为在调查开始之前，重要证人可能会被

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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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运移民方面的国家立法 
 
如果你的国家在偷运移民方面的立法与上文所述不同，这是因为本宣传单反映

的是国际标准。不过，基本原则可能与上述原则非常类似。 

在采取行动前查看本国法律。 

 
与偷运移民有关的国家立法（根据刑法、外国人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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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 3，卡片 1 
 

人口贩运和偷运移民的定义 
（根据国际法） 

 
 
 
 
 
 
 
 
 
 
 
 
 
 
 
 
 

 
 
 
 
 

 
 
 
 
 

人口贩运

行为：招募、运输、转移、窝
藏或接受人员 

手段：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
力、胁迫、诱拐、欺诈、欺
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
况，或通过对控制受害人的人
授受酬金或利益等手段 

目的：为了剥削目的，包括利
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性剥
削、强迫劳动、奴役或类似奴
役的做法以及切除器官 

 
 

偷运移民

行为：安排非法进入一国 手段：穿越边境进入另一国 目的：为了获取金钱或其他
物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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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 3，卡片 2 
 

人口贩运与偷运移民之间的区别 
（根据国际法） 

 
剥削 

 
偷运移民 

 
 

 
不剥削 

 

偷运移民涉及的是为人员非法进入一国提供便利的
偷运者。偷运者因提供服务而获得报酬（通常预先
支付），这意味着他们和移民之间的关系在偷运者
提供了商定的服务后即告结束。 

人口贩运 
 
 

 
剥削 

 

人口贩运涉及的是从剥削受害人中获利的贩运者。
受害人可能在最终目的地的剥削开始之前的某个时
刻被卖掉，但贩运要素依然存在，因为受害人是为
剥削目的而被买来的。 

 

同意 

被偷运移民 
 
 

 
同意 

 

被偷运移民同意偷运。这并不意味着在偷运过程
中不对他们实施其他犯罪，这些犯罪与偷运者采
取的威胁行为有关。 

人口贩运受害人 
 
 

 
不同意 

 

人口贩运受害人要么从未表示同意（在诱拐或使
用暴力情况下），要么最初表示过同意（在这种
情况下，由于贩运者的欺骗或虐待行为，他们的
同意已经失去意义）。 

 
跨国性 

偷运移民 
 
 

 
始终具有跨国性 

 

偷运移民始终具有跨国性：即非法过境。 

人口贩运 
 
 

 
也可在一国内进行 

 

人口贩运不一定具有跨国性：它可以是将受害人
从一国带到另一国，也可以是带到同一国家的另
一地点。在涉及跨国人口贩运的案件中，也可能
是合法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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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 4 
 

人口贩运的犯罪现场 
 
在很多方面，人口贩运有关犯罪的处理方式通常与任何其他类型的犯罪相同，

但必须谨记一些重要事情。 
 
在人口贩运的犯罪现场可能会发现什么？ 
 
一般来说，犯罪现场是指可能发现犯罪物理痕迹的任何地点。在人口贩运的犯

罪现场，可能会发现以下方面的信息： 

 • 人员：受害人和贩运者及其衣物； 

 • 交通工具：运输受害人的小汽车、卡车、公共汽车、船只、飞机或其

他工具 

 • 建筑：受害人正在或曾经遭受剥削或者正在或曾经生活过的工厂、妓

院、厨房、公寓、别墅、仓库或其他建筑；以及贩运者使用的宾馆、

酒吧、旅行社、机场和其他建筑 

 • 户外地点：受害人正在或曾经遭受剥削的田地、采石场、港口、农场

和其他地点 

由于与人口贩运有关的犯罪是分几个阶段进行的，因此可能会有很多犯罪现

场。 

在犯罪现场可能发现的物理痕迹包括生物样品（如血、尿和唾液）、指纹、其

他身体部位留下的痕迹、纤维和其他微小痕迹、证件以及信息技术和其他电子

设备。 
 
通过勘察人口贩运的犯罪现场应有哪些收获？ 
 
通过勘察人口贩运的犯罪现场，应努力找到涉及殴打或强奸的每一事件的证

据，查出控制者是谁，以及人们是怎样被控制和剥削的。 

通过勘察人口贩运的犯罪现场，有可能： 

 • 确定所涉犯罪是人口贩运 

 • 确定嫌疑人 

 • 确定受害人 

 • 确定受害人的年龄 

 • 证明受害人的叙述属实 

 • 确定嫌疑人、受害人、地点、交通工具、证件等之间的关系 

 • 确定剥削类型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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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地点和物品也可能会提供法医证据： 

 • 办公室可能会有就业记录或表明谁是企业控制人的证据。 

 • 财务记录可能会表明人口贩运的发生地点，并有助于确定可以没收的

非法获得的金钱。 

 • 睡觉地点会提供与这些地点有关的受害人状况信息和性犯罪证据，以

及受害人案中保留的证据。 

 • 工作地点会提供地点与人员之间关系的信息，并可有助于证明剥削行

为。 

 • 通信系统可证明贩运者的存在，证明有人一直在经营“生意”，并提

供招募受害人的证据。 

 • 交通工具可提供信息表明被运输者为何人，或者表明它们曾被用来对

人进行剥削。 
 
你在勘察人口贩运的犯罪现场时应当做什么？ 
 
在所有犯罪现场，你必须： 

 • 保护和保存现场 

 • 对现场进行出入控制 

 • 保护证据 

 • 叫来受过训练的犯罪现场勘察人员和专门调查人员 
 
尽量不要损害假定受害人可能对你的信任，并始终考虑你和他人的安全！ 

具体而言，你必须： 

 • 让人们呆在原地别动。 

 • 注意各人的位置。 

 • 一次只向一人提问。 

 • 询问人们的工作、睡觉和吃饭地点。 

 • 询问人们的个人财物在哪里。 

 • 保护你所确定的任何犯罪现场。在有些情况下，这可能仅仅意味着关

上门；在另一些情况下，你可能必须遮盖某个区域。你可能需要乘车

到一个干燥、安全的地点（不要忘了可能的压痕）。记录每一次移动

和每一个可能与证据有关的人。如果可能的话，不要赤手触摸任何东

西。 

 •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搜身。没收可能提供证据的任何东西（没收财物

方面的指导见下文）。 



 
 

执法部门第一反应人处理人口贩运活动急救箱 
 

  
 
12

 • 请假定受害人不要换衣服。尽管这可能很难，但受害人的衣服可能会

提供很多证据。如果受害人衣不蔽体，或者你怀疑他们遭受了性暴

力，应当给他们衣服遮身。 

 • 不要关掉电话和电脑等电子设备，也不要让任何人关掉电子设备。 

 • 告诉犯罪现场勘察人员你所知道的情况，包括在哪里发现这些人的详

细情况。 
 
没收财物 
 
理论上讲，你应等到现场犯罪勘察人员到达之后再没收财物。但由于各种原

因，这也许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必须没收财物，一定要： 

 • 在拿走物品前记录其原在何处。理论上讲，应当给物品拍照，但也可

画图和做笔记。 

 • 尽可能少搬动物品。 

 • 记录搬动物品的是谁。 

 • 以适当方式储存物品。带有生物样品的任何物品都应放在“透气”的

容器内，例如纸袋或纸箱。 

 • 给样品贴上清晰的标签，标示收集者的姓名以及样品的独特编号。 

 • 情况允许时，询问专家如何处理电子设备。否则，关掉其总电源。不

要使用设备上的开关。 

 • 应当没收并保存带指纹的任何样品。之后专家可以确定其是否相关。 
 
衣服 
 
一般来说，只有在专门的犯罪现场勘察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脱换衣服。可

能的话，在经过训练的人员到达之前，假定受害人应当穿着原来的衣服，并且

应向他们解释为何这很重要。 

不过，如果没有专家，或者专家很长时间内无法到达，则可能有必要脱下受害

人的衣服。强迫一个人继续穿脏衣服可能会使其拒绝合作，并且可能会侵犯人

权。 

如果必须脱下衣服，则应做到： 

 • 只在受害人同意后才脱掉其衣服。 

 • 只在受害人的同性面前脱掉受害人的衣服。 

 • 在脱衣之前对衣服拍照，或者对衣服及其状况进行记录。 

 • 应分别脱去衣服的不同部分。 

 • 在脱下衣服的每个部分时，应让受害人站在一张很大的干净纸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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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衣服的每个部分应用纸单独包好。 

 • 所包好的衣服的每个部分应贴上独特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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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 5 
 

确定人口贩运：查找线索 
 
贩运者总是企图掩盖罪行，使他们所做的事情看起来尽可能正常和清白。执法

官员相对于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无论贩运者怎么掩盖罪行，无论他

们如何努力，也无论他们有多聪明，他们总会留下线索。 

查找线索并不容易。应当知道查找哪些线索，以及这些线索在检查地点是什么

表现形式。 

在不同贩运阶段，线索会有所不同。在有些情况下，线索可能是明显的；在另

一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展开一些调查。 

第一阶段：查找线索（没必要在掌握了确凿证据之后再深入调查；仅有怀疑就

足够了） 

第二阶段：确认线索 

第三阶段：达成初步“筛选决定” 

 
主要线索 
 
谁是贩运者？谁是受害人？ 

为了更好地了解谁是贩运者，谁是受害人，应当谨记以下问题： 

 • 讲话者是谁？谁是群体中的发言人？贩运者最不愿意受害人与你谈

话。在很多情况下，贩运者会试图代受害人说话。 

 • 谁拥有证件？贩运者经常拿走受害人的旅行证件和其他证件，以便对

他们实行控制。 

 • 谁有钱？人口贩运受害人几乎没钱，因为钱会给带来某种自由和控制

权。贩运者通常有钱。设法查明有钱的人是谁。 

 • 谁是谁的朋友？一群人相互了解什么？在正常的关系中，人们会知道

彼此的姓名和其他个人信息。贩运者通常只用绰号或提供假名。若既

有儿童，又有成人，他们之间未必有什么关系。 

 • 有没有人受伤？受害人可能会有伤（例如贩运者殴打（为了控制他

们）或受到剥削所致） 

 • 生活怎么样？不能正常做事如交朋友、做礼拜、打电话或者发送信件

或电子邮件的人可能是由于被贩运而受到控制。应当认真查明被询问

者是否有工作所需之外的衣服，是否有居住地的钥匙和（或）能否自

由出入居住地，以及必须工作多少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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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如何到达那里？贩运者使用特殊路线来运送受害人。在路线上通

常会有一些特别之处。路线可能很长或有些绕远，或者在有关某些路

线的说法中有漏洞。 

 • 他们到达那里的原因何在？设法从假定受害人身上发现他们最初的期

望是什么，他们得到过什么许诺。 
 
是人口贩运现场吗？ 

为了更好地了解某一地点是否正在或一直在进行人口贩运活动，应当谨记以下

问题： 

 • 是否限制人们出入？如果有些保安措施似乎是为了将人们限制在某个

特定空间内，这可能会是正在发生人口贩运活动的有力线索。 

 • 人们住在哪里？受害人的居住条件可能很差，无论是在运输途中还是

在被剥削情况下。栖身在受剥削地通常是存在人口贩运活动的有力线

索。 

 • 在哪里发现的这些人？有些类型的企业经常剥削贩运活动受害人。某

些过境点常被贩运者使用。 

哪些是正常现象？ 

在下列情况下，地方执法官员可以充分了解工作地点的哪些现象是“正常”现

象，并且完全能够确定人口贩运案件： 

 • 他们了解当地族群情况，尤其是是否有来自不同民族背景的族群迁

入。决不能对习俗和生活方式不懂装懂。 

 • 他们了解人们在附近活动的方式、时间和原因。如果有些事情看来异

常，他们就会自问为什么，以及是否有任何线索表明正在进行人口贩

运活动。 

 • 他们知道看来像是虐待和剥削的行为，也许果真就是虐待和剥削。他

们在深入询问为何儿童不上学而是工作或乞讨，为何一个衣不蔽体的

妇女身上有伤，以及为何一个男人在上锁的工厂工作等等之前，决不

会认为这些事情是“常事”。 

 • 他们自问为何对某种情况感觉不舒服。 

 • 他们知道怀疑贩运无需确凿证据，并会采取相应行动。 

 任何一条上述线索本身并不一定是非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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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 6 
 

初步行动 
 
你在履行日常职责、巡逻、按计划突袭以及检查人身、证件、车辆和场地时，

可能会遇到贩运案件。在上述行动中，你一定还要： 

 • 观察整个地点/情况，注意任何人口贩运迹象或线索（见宣传单 5）。 

 • 观察个人或群体，注意任何人口贩运迹象或线索。一定要随身携带可

以书写的东西（例如笔记本），以便记录观察情况、谈话、活动等。 
 
与群体打交道 
 
在与群体打交道时，努力做到以下各点： 

 • 考虑问个问题，看回答的是谁。这可能会表明谁是群体中的控制者。 

 • 对整个群体提问的问题只要足以确定谁是“发言人”就行了。一旦你

确定了这个人，就要有所控制，一次只向一人提问（关于假定受害

人，见下面的问题）。 

 • 如果任何人试图回答向别人提出的问题，要有礼貌但是坚定地告诉他

们这个问题问的不是他们。 

 • 在与群体谈话时，记下群体中各人的反应。 

 • 在可能的控制者看不见也听不到的地方与人谈话。 

 • 尽快把群体分开。设法使各群体完全分开，而不是每次将一个人叫到

一边，以防贩运者确定谁在向你告密。即使贩运者不在场，也会有人

告诉贩运者。让人呆在群体中可能会发生恐吓行为。 

 • 在与假定受害人谈话时，他们可能会需要支持。但是，除非经过非常

认真的考虑，否则不要通过貌似受害人朋友的人提供这种支持。 

 • 警惕自愿担任口译的人：他们可能是贩运者。你不妨将他们简单筛选

一下。 

 • 贩运者可能以微妙的方式控制受害人。群体中可能有人初看好似受害

人，实际上却是贩运者的同伙。 

 • 如果你在与一个群体打交道，对每个人的答复进行比较是证明他们所

言是否属实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 如果你决定拘留或逮捕一群人，应尽一切可能把他们分开。如果做不

到的话，至少观察这群人中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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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计划的行动 
 
在有计划的行动过程中，应谨记以下各点： 

 • 如果你计划进行访问或采取行动，要带上翻译，但不要将他们作为支

助人员。完成这一任务需要的是不同技能。 

 • 如果行动是有计划的行动，带上足够的工作人员，以便控制局面，并

且可能的话，计划如何将人分离以便与他们进行谈话。 

 • 如果有计划的行动是要揭露涉及对妇女性剥削的案件，应让女执法人

员参与行动。 

 • 在对妓院进行突击检查时，不应只收集性虐待证据，还要查明其经营

方式。 
 
与假定受害人打交道 
 
如果你观察到的线索表明你打交道的对象可能是被贩运人口，或者是犯罪受害

人，你应努力建立信任，并获得进一步的线索。 

你可用平静友好的口气，先谈一些很基本的问题，以此来赢得信任，即使你感

到对方不会讲你的语文。你让人放心的语气将有助于表明你的意图。让受害人

相信你是来帮助他们的，但永远不要作出你不知道能否兑现的承诺。问你的谈

话对象是否需要帮助，是否受了伤、是否饥饿或口渴，是否感到冷或热等。 

为了获得进一步的线索，请记住以下各点： 

 • 不要问一些直接问题，例如“你是被贩运的吗？”对方可能不懂你的

问题，或者贩运者已告诉他们要回答“不”。 

 • 以中立的方式，问一些可自由发挥的问题（即不仅要求回答“是”或

“否”的问题），以确定是否有正在进行人口贩运活动的进一步线

索。 

 • 可按照自身意愿行动或工作的人一般对旅行证件和身份证件拥有控制

权，能够挑选旅伴和朋友，并能自由行动，有自由的时间。 

 • 设法问一些有助于了解人们是否行动自由的问题（记住使用平静友好

的口气）。 

 • 一个人的回答表明其选择权、自由和控制权越少，其被贩运的可能性

越大。 

 • 通过收集谁有旅行证件、谁（如果有人的话）受了伤等方面的物证，

确定群体中的各人所言是否属实。 
 
准备并精心处理受害人移交事务 

根据宣传单 10 中关于移交案件和受害人的建议，你可建立重要联络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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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与专门实体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受害人服务提供者联系。对受害人进

行适当照料极其重要，因为这有助于避免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同时增加受害人

与你和接受者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考虑你自己的安全：只有你自己安全了，你才能营救、保护和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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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 7 
 

预测并处理人口贩运受害人可能对执法官员作出的反应 
 
面对人口贩运受害人，你应当谨记一些事情，其中包括： 

 • 人口贩运受害人很可能受到了心理上和（或）身体上的伤害。 

 • 人口贩运受害人可能遭受过暴力和威胁。 

 • 人口贩运受害人可能是在你的国家非法居留，或者是外国人。 

 • 贩运者可能曾威胁向警察局告发他们。 

 • 人口贩运受害人可能会由于贩运者、由于你的在场或者由于这两方面

的原因而极度害怕。 

 • 人口贩运受害人可能已被贩运者“洗脑”。 

人口贩运可能会给受害人造成许多影响，其中包括： 

 • 精神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 

 • 记忆丧失或不全（受害人应对精神创伤的一种方法） 

 • 忧虑 

 • 由于生存本能而对实施虐待的贩运者产生的忠诚感 

 • 精神分裂 

因此，人口贩运受害人可能会对你作出以下反应： 

 • 敌视 

 • 愤怒 

 • 恐惧 

 • 不信任 

 • 不愿合作 

 • 撒谎 

理论上讲，你应当采取以下做法（另见宣传单 6 和 9）： 

 • 安慰，不要针锋相对。 

 • 尝试通过问一些无害和非冒犯性的问题来赢得信任，例如：你怎么

样？你需要帮助吗？你渴不渴，饿不饿？ 

 • 不要指责和责备受害人。 

 • 认真对待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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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尝试把自己放在受害人的立场：你会公开提供信息吗？你会谈论隐私

吗？你会毫不惧怕吗？你会相信他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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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 8 
 

人口贩运的儿童受害人：一些基本考虑 
 
任何影响儿童的决定和（或）行动都必须考虑到儿童的最佳利益。因此，执法

官员必须做到以下各点： 

 • 首先把儿童带到安全舒适的环境中。 

 • 假定儿童的需要和能力不同于成人，并假定儿童不可能作出知情的决

定。如果儿童同意某些行动和决定，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不知所措。 

 • 向儿童问一些以“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开头的问题。如果你的机

构或上级机关能够找到一些专门与儿童打交道的人来与儿童进行交

谈，请求提供这种帮助或者将儿童交给这些人。 

 • 如果你有与青少年福利官员、社会工作者或女警官联系的法律义务，

请立即这样做。 

 • 有时很难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未成年人。要始终想到，尽管儿童看起来

可能比实际年龄大，但他们仍然是儿童。应当由专家确定他们的实际

年龄。如果你对一个人是成人还是儿童怀有疑问，就假定他或她是儿

童，并采取相应的行为方式。 

 • 陪伴儿童的成人可能不是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而是贩运者。设法取

得尽可能多的线索，以便在可能的人口贩运场景中确定成人和儿童之

间的关系。 

 • 让一个无人陪伴的儿童回到父母那里也许并不符合儿童的最佳利益

（父母可能是参与贩运的同谋）。如果本国法律允许，应在开展专家

调查和进行风险评估后，将查找父母和决定是否让儿童与家人团圆的

任务交给专家完成。 

 • 即使本国立法有其他规定，你也应假定所有 18 岁以下的人都是儿童，

尤其是在所涉儿童并非本国儿童情况下，因为这是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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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 9 
 

应做和不应做的事情 
 
一般原则 
 
 • 认识到你作为第一反应人的重要性：你可能是受害人的唯一机会！ 

 • 透过表面看本质：一起看似非法移民的案件可能会是人口贩运案件。 

 • 在查找正在发生人口贩运活动的线索和侦查可疑情况时利用常识。 

 • 假定有风险。 

 • 根据本国法律和行政政策，忠实履行你的职责和职能。人口贩运是一

种严重犯罪，并对受害人产生了严重影响。不要再增加他们的痛苦。 

 • 不要寻求对你来说最容易的解决办法；慢慢来。你可能会拯救一条生

命！ 
 
确定人口贩运：与假定受害人打交道 
  
应做的事情 

 • 采取行动，并且决不忽略正在发生人口贩运活动的线索。 

 • 查看有没有人受伤、联系医疗事宜并安排治疗。必须将此作为优先事

项。 

 • 利用人口贩运线索帮助自己观察情况，并向人们提问。 

 • 在一个群体的其他成员看不见也听不到的地方与每个人谈话。贩运者

或其同伙可能会恐吓受害人。 

 • 利用线索设计问题。利用通过本急救箱查明的线索设计问题，应有助

于发现是否在进行人口贩运活动。 

 • 问一些以“什么”、“在哪里”、“何时”和“怎样”开头的问题。

这些可自由发挥的问题会鼓励作出答复，并帮助你获得有益信息。 

 • 让人讲下去。如果假定受害人开始跟你讲话，打断他/她可能会阻止提

供宝贵的信息。 

 • 注意这些人的所在地点，因为这类信息可有助于表明谁有控制权，无

论是在运送还是剥削受害人期间。 

 • 将你的观察形诸文字，例如记在笔记本上。 

 • 记录对你所说的话。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应作尽量准确的书面记录，

以帮助确立一个案件，并区分有关人员的职责。 

 • 查看所有线索。对线索进行相互比较有助于确定你正在处理的是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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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贩运案件。 

 • 深入看待问题。一起偷运移民案件可能是人口贩运案件。 

 • 可能的话，一定让女警官与假定的女受害人交谈。问受害人愿与女警

官还是男警官交谈。 
 
不应做的事情 

 • 不要问受害人他们是否是被贩运的。被贩运者可能听不懂这个问题。

如果听懂的话，可能会受到惊吓。 

 • 不要问以“为什么”开头的问题。这种问题含有指责的意味，可能会

让人无法自由交谈。使用其他问题，尤其是不仅要求回答“是”或

“否”的问题。 

 • 不要表现出受害人的经历让你感到难过。你可能会听到一些令人不安

的事情。表现出你很难过可能会阻止人们说下去。 

 • 不要对受害人的讲述表示怀疑。这样可能会使受害人停止讲述。进一

步的调查可能会表明其所言属实。 

 • 不要假定移民是被偷运的。假定某人是非法移民或者被偷运会妨碍你

查找人口贩运线索。 

 • 不要使用志愿口译人员。志愿担任口译的可能是贩运者。如果你别无

选择，仅在极其需要的情况下使用这些人。尽快与一个独立的人对口

译进行核实。 

 • 不要对人有成见。如果你认为“他们都那样”或者“她或他作出了一

种选择”或者“她或他多么愚蠢”，这正是贩运者想要的。 

 • 不要只寻找外国人。人们可能是自己的国家内被贩运的。 

 • 不要假定从事性工作的人都是自愿的，也不要假定同意从事性工作的

人没有受到剥削。 

 • 不要假定看似拿报酬的人不受剥削。 
 

稳定和控制人口贩运案件的事态：与假定受害人打交道 
 
应做的事情 

 • 保护现场，记录谁没收了哪些物品，并给物品适当贴上标签和进行适

当包装（见宣传单 4）。 

 • 确保你收集证据的方式会使法院采纳证据，并且没有违反证据规则。 

 • 给予假定受害人一定的控制权。对一些小事如食物的选择等拥有控制

权，会帮助受害人恢复并增加他们的合作机会。 

 • 将受害人带到安全地点，但不要带他们到警察局。如果你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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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让他们远离贩运者和其他罪犯。不过，保护受害人有时可能意味着

对他们实行拘留。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法律范围内行事。 

 • 让假定受害人了解所发生的事情。让人们知情会给他们一种控制感，

并增加他们的合作机会。 

 • 查明可以利用哪些支助并加以利用，包括社会服务机构、卫生部门或

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 可能的话，让有经验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参与进来。很多这样的

组织都知道如何帮助人口贩运受害人。 

 • 将受害人交给专门的服务提供者。 

 • 向受害人保证他们所说的话会得到认真对待。 

 • 在运送时将人们分开，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是贩运者还是受害人。 

 • 腐败被认为是人口贩运的驱动因素之一，它妨碍调查并导致被贩运人

继续受害。要始终遵循本部门的行为守则。 

 • 考虑向受害人提供服务人员的安全。 

精神创伤（见宣传单 7） 

贩运活动受害人可能因其经历而受到精神创伤。他们可能感到疲惫不堪、难以

集中精力或记起事情，甚至对你和他人怀有敌意。 

在与你怀疑是受害人的人打交道时要记住这一点。如果他们怀有敌意，要保持

镇定。根据这里的建议行事是帮助受害人恢复的起点，并增加他们与你合作的

机会。 

 
不应做的事情 

 • 不要向假定受害人作出你可能无法兑现的承诺。如果承诺了却没有兑

现，受害人可能会不信任执法官员，并停止与调查人员合作。 

 • 不要告诉人们有受害人和你在一起。你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在对风险

进行评估后，可以告诉需要知道的人。 

 • 不要逮捕假定受害人，除非你从法律上必须这样做。在有些情况下，

你可能别无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逮捕受害人。如果逮捕了受害

人，要说明原因。 

 • 不要将假定受害人与囚犯关在一起。 

 • 不要与受害人建立不适当的关系。 

 • 不要只看事情的表面，也不要过早怀疑你所听到的话。记住你在进行

某种急救。 

 • 不要因为受害人的叙述在你听来不真实就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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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信息 
 
应做的事情 

 • 告诉调查人员你为何怀疑正在发生人口贩运活动。在移交案件时，提

供你所能提供的一切信息，包括你的笔记。如果你怀疑正在发生人口

贩运活动，要直接说明，并解释为何你有这种怀疑。 

 • 告诉调查人员谁都说了什么。 

 • 向调查人员提供你所发现的任何证据，并确定是从谁那儿以及在何处

发现的证据。 

 • 了解层级结构，以及每个人负责的事项。 

 • 要确保向后续调查人员提供你所得到的信息和所观察到的线索时，你

采用的方式能够适当反映这些信息和线索的重要性，以免人口贩运案

件会被误认为是一种低级案件。要确保你提供的是高质量和可采纳的

证据，这些证据可用于确立一个案件和支持起诉。 
 
不应做的事情 

 • 不要与任何无需了解案件的人讨论案件。这可能会使受害人面临风

险，即便是与你的同事讨论。 

 • 不要让媒体采访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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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 10 
 

移交案件和受害人：重要的地方联络点 
（请填写你认为必要的信息） 

国家或地方人口贩运/受害人热线电话数目： 
 

(如有的话) 
 

 
 

专门执法单位/负责执法单位： 

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信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信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害人服务提供者： 

组织或机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织或机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信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信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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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或实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织或实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信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信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青少年福利服务提供者：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信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口译： 

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信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信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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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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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 11 
 

可能的场景举例 
 
例 1： 

非洲一个炎热的晚上。兼职警官在一条乡间小路上的过境点值班。远处重型发

动机的哒哒响声打破了寂静。一辆卡车开着车灯呼啸而来。警官拦下卡车，对

司机进行询问。车里还有三个年轻女孩。司机态度友好，但女孩们吓坏了。 
 

  例 2： 

下午 1 点钟，欧洲某个城市。上百家咖啡馆荡漾着音乐的旋律。突然，小巷中

传来尖叫声。警官作出反应。一个男人正在殴打一个女人。他说女人是他的女

朋友，但事情有点奇怪。她胳膊上的伤看来已经很久了。 
 

  例 3: 
 

上午，美洲大陆。正在对另一个矿场进行检查。调查人员打开矿场的门，发现

情况怪异。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是正常的，但这种保安看起来似乎是为了防人

出来，而不是防人进来。  
 

  例 4： 
 

在一个繁荣的亚洲小镇上，工厂工人日夜制造地毯、服装和玩具。对服装厂进

行了突击检查。听取经理汇报的女警察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工人们非常非常年

轻。这当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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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 12 
 
人口贩运和偷运移民：国际法律文书中的定义 
 
人口贩运： 
 
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

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第 3 条(a)款，“人口贩运”系指为剥削目的而

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诱拐、欺诈、欺骗、

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

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剥削”至少应包括利

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

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 
 
人口贩运要件 
 

根据《贩运人口议定书》中的定义，人口贩运罪有三个构成要件。 

 • 行为（做了什么）：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 

 • 手段（怎么做的）：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诱

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授受酬金或利益以取

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 

 • 目的（为什么这样做）：为了剥削目的，包括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

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劳

役或切除器官 

要确定某一特定情形是否构成人口贩运，考虑《贩运人口议定书》中的定义，

以及有关国内立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 
 
偷运移民 
 

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

定书》第 3 条(a)款，“偷运移民”系指为直接或间接获取金钱或其他物质利

益，安排非某一缔约国国民或永久居民的人非法进入该缔约国。 

要确定某一特定情形是否构成偷运移民，考虑《移民议定书》中的定义，以及

有关国内立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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