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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職場 性騷擾
申小企僱主小館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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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和僱員都不想工作聞發生性騷擾事件。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希望藉著這本小冊子，幫助中小型企業制訂及完善

職場性騷撞的政策和措施。

平機會平均每年收到300多宗有關《性別歧視條例》的投訴，當

中約30%涉及工作間的性騷撞。因此，僱主有必要正視及預防
在工作聞出現的性輯揖情況。

《性別歧視條例》規定，僱員作出的性騷擅行為，即使僱主並
不知惰，仍有可能要負上轉承責任。根攘2014年12月修訂的
《性別歧視條例》，條文同時保障貨晶、設施或服務提供者免

遭顧客性騷撞。

平機會相信訂立合適的對策預防性腫摳，比事後補救更為有效。

除此小冊子外，僱主可參考平機會編制的
《公司性瞳擾政策大綱》

http://www.eoc.org .hk/eoc/upload/20131161739306056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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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冊子肉曹只作，看用途，不可視為法律撞見。如有個東垂間，可聯值平擂，或
另行宿間法律意見。



僱員性騷擅同事，為何僱主要負上法律責任？

漠視僱員性騷擾，僱主隨時上身

「B訴皇上皇集團有限公司」竇（編號： DCE09/2010)

前酒樓女收銀員B女士道點心師傳性騷擾。原告人B女士是酒樓收銀
員，遭點心師傳L君觸碰她的胸部，並取笑其身材。她多次向上司投
訴卻不獲處理。僱主及後更因B女士掌揖L君將她解僱。 B女士透過平
機會入軍區域法院，控告僱主「皇上皇集團」違反《性別歧視條例》。

法庭截定L君的作為構成性瞳摳，而「皇上皇集團」沒有採取合理可
行的措施，防止工作闡發生性眉撞，法庭裁定「皇上皇」敗訴，須向
原告人支付8萬元感情損害賠償及支付堂費，成為香港首宗僱主為僱

員性瞳揖負上「轉承責任」的成功入罪個案。

最新修訂：《性別歧視條例》

《性別歧視條例》自 1996 年起生效，對特定範園內的性騷擾行為作
出規智，包括：

﹒僱儷範闢﹔
．教育範闢﹔
﹒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

﹒處所管理人對處所佔用者作出的性騷擾。

經修訂的《性別歧視條例》，於2014年12 月12 日刊實生效，涵蓋範
圖延伸至保障貨品、設施或服務提供者免受顧客性瞳撞。因此，條例

不單保障顧客免被服務提供者性騷擅﹔若顧客向於尋求或接受其所提
供的貨晶、服務或設施的過程中作出性瞳擾，同團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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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性睡擅？

性瞳擾的例子

﹒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

﹒盯著或色迷迷的看書別人或

其身體部位

．在工作間謂色情笑話或討論

性生活

﹒屢示使人反感或色情的資料
，如展示裸露照片於電腦厲
幕

﹒使人反感的涉及性的通信資
料﹛信件、電部等）

針對個別人士
﹒任何人向別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
讀讀取性方面好處的要求，或向別人

作出其他不曼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一名合理的第三者在顧及所有客觀因

素後，圖會預期作出運行為會使對方
感到冒犯、侮辱或扇暉，這種行為便構

成性眉躍。

公司只是小本經營，也曼《性別歧視條例》規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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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規懂不論大小，一律曼《性別歧視儼例》規會。

﹒所有體主都必須探國「合理切實可行的措施」，防止工作間種生性眉摳，萬一性
眉撞事件發生，種主腫適當地處理及作出補救措施。

「合理切實可行的措施」可分兩類：

( 1 ）預防措施﹔及（ 2 ）補救措施。

﹒值主需謹記若提出兔賣抗槽，便有畢誼責任。矗終法庭會者，個別實件的相關情

況，輯定個別值主所攝取的措施是否足夠。

﹒以下提出的預防及補救措施只供學者﹔每個個實都要考盧其實際情況才可決定值
主探取的措施，是否足夠和合理可行。



僱主應採取的「合理切實可行的措施」

預防措施

性贖擅政策及立場
﹒為公司訂立清晰的性騷擾政

策，讓員工明白僱主的立場
是不會容忍任何工作間的性

騷撞，以及處理投訴的程庸

等。

設立申訴讓道

﹒讓員工知道遇到性搔揖事件
時，怎樣投訴及向誰投訴。

溝通及描訓

﹒定期給予提醒或訓練，讓員

工明白那些行為可能構成性

贖撞。

補救措施

適當地處理投訴

﹒收到投訴或知瑟發生性騷

擅時，立間跟進並作適切
處理，如展開調查。

．在取得投訴人的同意下，
按情況暫時更改工作安排，

以防止性騷撞事件持續發
生。

處分及改善
﹒若查明指控屬實，對瞌擅

者﹛唱團當普告及／或處分。

．按需要改善工作安排，避
免性眉擅再發生。

定期檢討

﹒定期檢討公司性騷擅政策

及相關預防和處理投訴安

排，並留意補救措施是否

有效防止性輯擅行為再次

令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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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間的性騷擾，僱主需要負法律責任？

﹒每位員工，不論職位，都要為自己在曼僱時所作出的性騷攝行為負上個

人責任。

﹒僱主無論是知悉或同意與否，部有機會需要為其值員在曼僱用中的性騷

擾行為，負上轉承責任。

﹒情況就類似員工纏授權為公司執行職務，若員工在曼僱時因失誤侵害了

他人的權利或導致顧客損失，僱主要為其員工的失誤負上責任。

﹒若僱主能讀明巴探取『合理切實可行的措施」防止工作間的性騷摳，有機
會遭法庭豁免責任。

我是一聞中小型服裝店的經理，在新修訂的

《性別歧視條例》下，若顧客性騷擾前線
售貨員，作為管理人員應如何處理？

公司臆該聽從業人員知道逼項法側的修訂，讀員工了解條例的保障及他們
的應有權利。

若前線員工遭到顧客性瞳攝時，應向有關顧客提出其行徑是不受歡迎及冒

犯，記錄有關詳情（例如：日期、時間、地點、體人及睡撞者的言行），並向

公司管理人員匯報。

當管理人員得知顧客在店內性瞳擅其員工，應馬上制止有關顧客，及讓他／

她知道其行徑是違法，以防止性騷撞事件繼續發生。如情況嚴重，如涉及濃
密或非禮，聞考慮尋>J<審方國助。

若公司收到員工受到顧客性騷撞的投訴，但沒有採取措救行動，繼續習研顧

客在店內性瞌睡其員工的話，這樣，公司那有可能違反《性別歧視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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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性騷握政策五件事

1.制訂一份書面的公司性騷擾政策。

2.向全體職員告宣布／重申公司的性攝擅政策，並向新入職職員發

布及解釋性騷擾政策，亦可考慮向員工口頭解釋政策肉容。

3.定期提醒員工，例如在員工會當或張貼通告，提醒不應作出性

騷擾行為。在資源許可下，應噩噩向員工提供防止性騷蟬的培訓。

5.定期檢討公司性騷層政策。

訂立性騷擾政策

中小企僱主應訂立簡單而清晰的性居擅政策。政策應包括：

﹒僱主不會容忍工作闇性騷撞的聲明﹔

﹒性騷厲的定義﹔

﹒讀員工知道可以直樹輝主騙自定的管理人員處理性騷擅投訴﹔

．處分﹔
﹒其他申訴讓道。

詳情可參考平機會編制的《公司性騷擾政策大綱》

http://www.eoc.org .hk/eoc/upload/20131161739306056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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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性騷擾投訴的原則

公平處理
以公正、不偏不倚的原則和程厚處理投訴，讓雙方有同樣的機

會申述。

保密原則

所有與投訴有闊的資料和記錄都會保密，只按需要向處理有關

投訴的負責人按露。

避免延誤
僱主或負責職員收到投訴後應立刻處理。

避免利益笛突
若負責處理投訴的職員，與投訴人或被投訴其中一方有密切關

係，應交由僱主或其他高層處理。

保護投訴人及證人
投訴人及疆人不應因投訴事件而受到較差待遇，例如遭報復﹛根

攝《性別歧視條例》第 9 條，’，使人受害的歧視H ，亦是違法的歧

視行為）。

謹慎處理
體恤投訴人的感受，例如避免投訴人重覆多次敘述痛苦經歷﹔
避免在處理投訴的過程中，讓有關人士不必要地承受更多的困

擾和蒙曼更大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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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實況（一）收到員工的內部投訴

問：
我是一間小型公司的東主，只有數名員工，沒有人力物力處理

投訴，感到很困撞。

但~.
E司﹒

收到員工的投訴，是公司於內部自行解決問題的契機，中小企

應運用現有資源妥善處理。

了解性騷擅、僱主轉承責任及兔責辯聾

﹒參考平機會制定的實務手則及其他小冊子﹔
﹒致電平機會熱線，向當值主任了解相關法例內容﹔

．信其他途徑索取法律意見。

立即處理員工的投訴

．詳細了解事發經過，並以公正及合理的方式處理事件﹔
．如指稱圈，，臆採取措施防止進一步的性騷擅情況﹔
﹒因應事件的情況而作出糾正措施﹔如有重犯者，應考慮是否

11探取更進一步措施，如停職。

檢討現有措施的有效性

﹒就以往所制定的措拖作出評估，審視性眉擾政策、為員工安

aa排的訓練及糾正措施等等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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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實況（二）收到員工經平機會作出的投訴

問：

公司收到平機會的信件，指員工對公司作出投訴，臆該怎麼辦？

~－ E司﹒

平機會是持平的第三方，以專業的方式就爭議作出調停。如達成
和解，可免卻法律訴訟的風險。

平機會的角色

﹒平機會不是法庭，並不會就爭議作出裁決﹔
﹒平機會不偏不倚，以獨立的角色作出謂停及圖查，並不會偏

11幫投訴人或答辯人。

參加提早調停

﹒平機會安排調停會聲，不等於僱主已經違法﹔
• 4參加提早調停會話乃圖自顧性質。雙方在平機會的調停下達
11成和解。如提早謂停失敗，委員會將進行詞查。

協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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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的目的是為了直清事實，協助雙方了解爭議事宜，及農
平機會根擾所釐清的事實，決定是否再安排詞停﹔
﹒調查中所得資料亦可能用作日後申請法律協助之用。

電



拆解性騷擾的誤解

誤解

誤解1 ： 新入職的男辦公室助
理覺得被女同事性騷擾，一
個女孩子怎可能會對男同事
作出性瞌擅呢？

誤解2 ： 我們在茶水間大聲請
黃色笑話時，女同事在場但

沒有固止。她應該知道這是

同事之間的請笑文化，怎麼

可能是我們性騷擾她呢？

誤解3 ： 我只是掃一掃女同事

的手臂，稱讀她很迷人，只
是一次不會構成性騷攝吧！

誤解4 ： 我只是在自己電腦真

面上放了一張裸女照，工作
到太累時用來提一提神，我
不是要給女同事看的。

~：章
，且，l

解答1 ： 在法例的定義下，性
騷擾行為並沒有性別之分。女
性亦可以對男性作出性騷擾。
女性對女性，或男性對男性都

可以作出性騷撞。

解答2 ： 如有關行徑對當事人

造成一個在性方面有敵意或具

威嚇性的工作環境，便會構成

性輯撞。

解答3 ： 帶有性意味的身體接

觸，即使不是接觸對方的私處，
都可能構成性輯撞。單一事件
羽稿可能構成性騷撞。

解答4 ： 如預期到其他同事經
過你的座位時，會看到你的電

腦真面上所放的裸照，這已經

可能構成工作間的性贖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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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同事之間的追求是性騷擾還是私人膠輯？

男同事指稱女同事對他性輯撞，不斷寫情信追求他，還時常向

他發一些涉及性含意的短訊。男同事多番拒絕該女同事，並向

老間投訴。老闇需要插手處理嗎？

答：在受僱期間員工之間作出的不受歡迎而涉及性的行徑，有
可能構成工作間的性騷握。男同事已多書拒絕女同事的追求，
表明女同事的行為使他感到冒犯，並且向僱主投訴。因此，僱

主有必要了解事件，並作出適切處理，防止進一步的性騷擾事
情再發生。

問：什麼不算是性騷擾呢？

答：在不影響他人的情況下，雙方同意及室有往來的涉及性的
行動、調情、吸引或友情便不算性騷撞。

問：僱主希望「大事化小」的處理方法有問題嗎？

陳小姐在一間建築公司任職行政助理，公司內以男性員工佔多

數。男同事們經常在辦公室內談論女性的身材及各自的性生活，

陳小姐對此感到尷尬，並向僱主反映。僱主向陳小姐解釋這是
男同事一向的工作文化，叫陳小姐避開他們，輕鬆對待。

答：同事們在公司內公開討論自己的性生活及有關性的議題時

，有可能對其他在場的員工造成滋揖及不安。雖然同事的討論

並非故意針對某位員工，但這行徑已有可能對其他在場的員工

構成在性方面具敵意或戚關性的環境。僱主有責任提醒員工，
例如透過制訂防止性瞌擅政策、畫畫放通告或提供培訓，以加強

公司上下對此問題的認識，幫助培養互相尊重的工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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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j聶薩巴按勞工法例賠償，仍可能對投訴人構成「使人受害

的歧視」？

王先生是一閩中小企的總經理。入職不久的女職員陳小姐向人
事部主管反映，主先生經常在辦公室是固有意無意地觸碰她的

臀部，使她感到不安和受冒犯。由投王先生是「皇親國戚」
人事部主管不敢開罪他，為了避免事件繼續出現，人事部主管
解僱了陳小姐，按勞工法例賠償薪金給她。

答： 根攘《性別歧視條例》，如公司基於員工作出性眉揖投訴

而將其解僱，無論僱主是知情與否，公司有可能要為員工的性

騷履行為負上轉承責任。
雖然公司在解僱該女職員時是按勞工法例賠償，但由於公司是
基於她作出性騷擾投訴後而將她解僱，這樣解僱可視作給予該

僱員較差的待遇，違反了《性別歧視條例》，構成使人受害的

歧視。
另外，王先生不當地觸碰陳小姐臀部的行為，亦可能構砌嚕，

周刑事罪行。

如被性騷擾可以怎樣做？

可向僱主 -I抄由僱主處理有關投訴。
作出投訴

由平機會進行調停及調查。 投訴時限：

可向平機會 一令如經調查後，調停不成功， 事發起計
作出投訴 受屈人可向平機會申請法律 12個月

可入軍區域
協助。 申累時限：

-I抄由區域法院作出裁決。 事發起計
法院作申索 24個月

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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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怎樣幫忙？

調查及調停

當事人可以在由事發起12個月內以書面方式向平機會提出申訴。平機
會接獲投訴後，宙就事件進行詛查，並在適當時致力進行調停。如個

實未能謂停解決，投訴人可向平機會申請法律國助。投訴人亦可考慮
向法律援助署申請法律援助或自行向區域法院提出訴訟。

政策支擾
為協助商業機構制訂及僵化防止性瞳擾政策，平攝會把相關政策的重

要元素，編輯成「公司性瞳擅政策太鋼』並上鸝到平機會網頁供僱主

參考。

中小企支援
「預防性騷摳資源庫』：為提高市民對性腫蟬的認識，國助中小企制
訂預防措施，平機會在個頁提供有關預防性腫蟬的資訊：

http://www.e。ιorg.hk/

怎樣聯絡平機會？

地址：香港太古城太古灣道14號太古城中心三座19樓
電話： 2511-8211

傳真： 2511-8142
電郵： eoc@eoc.org.hk
電話短訊查詢服務（供聽陣／有語言障礙人士使用）：
6972566616538 
網址： www.eoc.org.hk 
平融會智能手樹圖用程式

EOCSma『t Phone App 

免費下輯
FreeD。rwnload ··~~~.~二 間里數盟國盟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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