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哺乳女性
建立友善工作間



阿茜的故事
阿茜在一間小型公司任職文員，公司聘用不多於10名員

工。阿茜在生育和放畢產假後返回工作崗位，基於醫生

建議她以母乳餵哺嬰兒，阿茜遂向僱主提出要求，在午

膳時間使用公司的會議室作集乳。該會議室除偶爾用來

接待在辦公時間到訪的客人，其餘大部分時間空置。雖

然如此，僱主卻斷然拒絕阿茜的要求，指她於會議室內

集乳會把房間弄得凌亂，而會議室除了用作會議外，不

能作其它用途。然而，阿茜曾看見其他同事在會議室內

用膳。由於阿茜在工作間找不到地方集乳，她最終決定

放棄餵哺母乳。

問題

•	婦女在工作間集乳是否受到餵
哺母乳歧視和騷擾的保障？

•	阿茜的僱主拒絕她使用會議室
集乳，是否歧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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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21年6月19日起，《性別歧視條例》保障所有
本港婦女免受基於餵哺母乳的歧視和騷擾，保障涵蓋
不同範疇，包括僱傭及相關範疇。若僱主在法例指定
情況下基於女性員工餵哺母乳而給予她較差待遇，又
或對一名餵哺母乳的女性僱員作出騷擾，即屬違法。

餵哺母乳的定義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餵哺母乳的定義為：

•	 一名女性作出向兒童餵哺母乳的作為，不管該兒童是否其親生

孩子。

•	 一名女性作出集乳的作為。

•	 一名女性屬以本身母乳餵哺兒童，但在歧視行為發生時並非非在進

行餵哺母乳的作為。

誰人受到保障？

所有僱員，包括求職人士及在職僱員，以及外籍家庭傭工，一律受到

保障，免受餵哺母乳的歧視和騷擾。除此，法律亦保障：

•	 承判商及次承判商

•	 佣金經紀人

•	 合夥人 (當公司不少於六名合夥人 )

•	 大律師事務所的大律師、見習大律師和承租人

•	 使用職業介紹所服務的人士

•	 就有關餵哺母乳騷擾而言，在共同工作場所工作的指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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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餵哺母乳的歧視、
騷擾和使人受害的歧視？

工作間的餵哺母乳歧視、騷擾和使人受害的歧視是

不同形式的行為。

直接歧視：

即在相若情況下，給予一名餵哺

母乳僱員的待遇，較給予另一名

並非非餵哺母乳或男性僱員的待遇

為差，因該名僱員餵哺母乳。

例子： 

在上述例子中，阿茜的僱主

容許其他員工使用會議室作

其它用途，但卻拒絕阿茜使

用會議室集乳，明顯是在相

若情況下，給予阿茜較差待

遇，屬直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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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歧視：

即對所有僱員實施劃一要求或條件，不管他們是否餵哺母乳，但：

•	 能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的餵哺母乳員工的比例，遠較能符合該項

要求或條件的非非餵哺母乳員工的比例為小；

•	 該項要求或條件沒有理據支持；及

•	 由於餵哺母乳的員工不能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以致該要求或條

件對她 (她們 )造成不利。

例子：

阿詩在一間包裝公司工作，每星期工作五天，每

天工時為早上九時至下午六時，當中包括一個小

時午膳時間。阿詩在每個工作天分別會在早上和

下午各用20分鐘集乳，以餵哺她六個月大的嬰

孩。最近公司實施了一項措施，要求所有員工每

天的工作時間不能少於八個小時，否則不能領取

每年基於工作表現而發放的花紅。這意味阿詩不

能在工作期間集乳，又或她必須延長工作時數以

彌補集乳的時間，否則她便不能領取花紅。公司

的有關措施對阿詩和其他餵哺母乳的員工造成不

利，除非非該公司能證明有關措施是合理有據，否

則可能造成違法的間接母乳餵哺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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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哺母乳的騷擾：

對餵哺母乳女性的騷擾有兩種形式。任何人如

基於某女性餵哺母乳而作出以下行為，即屬對

該女性作出騷擾：

•	 不受歡迎的行為

任何人作出不受歡迎的行徑，而在有關情

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

應會預期該女性會因該行徑而感到受冒

犯、侮辱或威嚇。

•	 營造具敵意或威嚇性的環境

任何人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某行徑，而

有關行徑對該名女性造成屬有敵意或具威

嚇性的環境。

行徑包括對一名女性或在其在場時作出陳述，

不論該陳述是以口頭或書面作出的。

例子：

本港一家科技公司為了向員工提供更佳的家

庭友善設施，決定在辦公室設置一間母乳室，

供餵哺母乳的女性員工使用。公司在員工會

議時公布有關計劃，期間多名男性員工在會

議室後方說笑，指該房間應稱為「牛乳室」，

是為公司的所有「母牛」而設。一名餵哺母

乳的女性員工聽到有關說話，感到非非常震驚

且被威嚇。這有可能是透過營造具敵

意的環境，違法騷擾該名餵哺母

乳的女性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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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受害的歧視：

即是在相若情況下，給予一名員工 (或受害人 )的待遇，差

於給予其他員工的待遇，基於該名員工已作出或擬作出，又

或懷疑已作出或擬作出以下行為：

•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指稱僱主 (歧視者 )或任何其他

人作出基於餵哺母乳的歧視或騷擾；

•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對該歧視者或任何其他人提出關

於餵哺母乳歧視或騷擾的法律程序；

•	 就另一員工或任何人根據《性別歧視條例》對該歧視者

或任何其他人提出關於餵哺母乳歧視或騷擾的法律程序

而提供證據或資料；或

•	 就該歧視者或任何其他人而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有關

餵哺母乳歧視或騷擾的條文或藉援引該條例作出任何其

他事情。

例子：

阿娜受僱於香港某零售公司為會計師。她產

假結束後返回公司工作，要求僱主每日給她

兩節各20分鐘的休息時間，讓她為嬰兒集乳。

她的上司告訴她不可以集乳，因為「餵哺母

乳的女性只能辭職待在家，或與其他人一樣

工作相同時數」。阿娜認為上司的行為是基

於餵哺母乳的直接或間接歧視，於是向僱主

及平機會投訴上司。她作出投訴後不久，即

因為該投訴被解僱。此行為可能構成違法的

使人受害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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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性和騷擾的做法

僱傭範疇中常見涉及餵哺母乳的歧視或騷擾情況，包括以下求職者或

在職員工的遭遇：

•	 不獲聘用或被給予較差的聘用條件

•	 不獲晉升或培訓機會

•	 被降職或調到較差的工作崗位

•	 不獲使用合適設施以餵哺母乳或集乳

•	 在集乳或餵哺母乳時受到騷擾

•	 更改工作情況如彈性或兼職工作的要求不被接納

•	 獲得較其他員工較少的加薪或花紅，甚至被減薪

•	 即使現有職位有潛在健康風險，亦不獲安排其它短暫性崗位

•	 被解僱或遭到其它不利

僱主和主事人的法律責任：

僱主須為其僱員在受僱期間作出的歧視行為負上法律責任，不論僱主

是否知悉或批准僱員作出該事情。如僱主能證明已採取合理地切實可

行的步驟，以防止僱員作出該作為，則無須為僱員的歧視行為負上法

律責任。

此外，任何作為一名主事人的代理人並獲該主事人授權的人 ( 不管

是明示或暗示、事前或事後 ) 所作出的任何事情，須視為由該主事

人作出。

指示他人和施壓以使他人作出歧視：

任何人若指示他人或施壓以使他人作出基於餵哺母乳的歧視，亦屬

違法。

協助他人作出違法行為：

任何人明知而協助另一人作出《性別歧視條例》下與餵哺母乳有關的

違法作為，則就《性別歧視條例》而言，他 /她本人須被視為作出同

一違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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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可如何預防餵哺母乳的歧視和騷擾？

僱主應與餵哺母乳的僱員及其他僱員保持良好溝通，避免對餵哺母乳

僱員的工作熱忱、能力及效率作出假設，並了解機構及餵哺母乳僱員

的權利和責任，確保遵守《性別歧視條例》及《僱傭條例》的條文。

餵哺母乳並不會對員工的生產力造成障礙，反而能留住具技術及資歷
的僱員。根據世界勞工組織，研究顯示婦女若能在工作間餵哺母乳，
她們留在原有工作崗位的機會越高。僱主支援員工餵哺母乳牽涉有限
資源，包括員工的時間及工作間的設備。

僱主可預防歧視和騷擾的步驟

1.	 制定書面政策

透過徵詢員工意見，制定並實施有關母乳餵哺的書面政策。政策

應列明：

•	 僱主支持母乳餵哺的立場，及不會容忍任何歧視或騷擾餵哺

母乳僱員的行為；

•	 提出和處理餵哺母乳或集乳要求的程序；

•	 如何考慮更改工作情況的要求，以及會考慮和作出哪些調適

措施；

•	 更改工作情況會否或如何影響僱員的薪酬或相關福利；以及

•	 可供僱員用以餵哺母乳或集乳的設施。

2.	 向員工公布有關政策

向不同階級及崗位的員工發布有關政策，為負責執行政策的相關

員工提供培訓。

3.	 為餵哺母乳員工提供合適設施

考慮及安排適當設備，如有私隱的房間、有椅背的座椅、桌子和

電冰箱等，供餵哺母乳或集乳的員工使用。若未能提供有關設備，

應考慮替代安排，例如容許僱員前往及使用鄰近的社區母乳餵哺

設施。

4.	 彈性考慮更改工作情況的要求

彈性考慮僱員更改工作情況的要求，例如要求額外休息環節或延

長現有休息環節以便集乳；更改上班及下班時間；由全職轉為兼

職工作；或當員工及其嬰

孩的健康受到危害時，將

員工暫時調到其它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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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

問：	僱主每天應給予員工多少個授乳時段？

答：	《性別歧視條例》並沒有訂明員工每天應享有的授乳時段數目。

根據衛生署指引，建議僱主每天 (以每日工作八小時計算 )給

予兩節各30分鐘或合共一小時的授乳時段予餵哺母乳的員工。

問：	僱員的授乳時段應否被納入工時內並支付薪酬？

答：	根據衛生署指引，授乳時段或每天因授乳而減少的工時，應被

納入工時內，並支付薪酬。除此，員工不應被要求彌補因授乳

而用去的時間。建議僱主可與僱員商討並在同意下才實施有關

安排。

問：	僱員的授乳時段安排應維持多久？若僱員已餵哺母乳超過一年，

僱主可否要求她縮短授乳時間或不給予有關時段？

答：	《性別歧視條例》並沒有訂明，僱員免受餵哺母乳的歧視的保

障是有時限。雖然隨著嬰兒長大，其每日的母乳攝取量和母親

餵哺母乳的次數會減少，但給嬰孩餵哺母乳多久完全是個別母

親的選擇。僱主應視乎個別情況，彈性考慮員工有關餵哺母乳

或繼續餵哺母乳的要求。

問：	我經營一家細小公司，資源有限，辦公室沒有具私隱的空間供

員工集乳，這是否意味我違反法例，觸犯基於母乳餵哺的歧視？

答：	一些公司基於資源問題，未必可為員工提供合適的空間和設施

作餵哺母乳和集乳之用。在這情況下，僱主可考慮替代安排，

例如容許僱員使用鄰近的社區育嬰設施，又或若員工居住在辦

公室附近，容許員工回家餵哺母乳。僱主應注意，基於衛生理

由，洗手間及浴室絕不適宜用於餵哺母乳。最重要的是僱主與

僱員商討並同意有關安排。

問：	一名餵哺母乳的員工可拒絕執行某些崗位或職務嗎？

答：	若工作的固有性質對一名餵哺母乳的僱員或其子女構成潛在健

康風險，例如接觸電離輻射，僱主可能需要考慮暫時安排有關

僱員擔任其它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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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設立友善母乳餵哺工作間的資源

平機會《對餵哺母乳女性的平等待遇—有關
僱傭及相關範疇的指南》

平機會《對餵哺母乳女性的平等待遇—有關
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教育、處所的處
置或管理、會社及政府的範疇之指南》

衛生署《實施「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僱主
指引》	

衛生署《僱員指引：母乳餵哺與工作相容》	

若我在工作間受到 
餵哺母乳的歧視或騷擾可怎樣做？

任何人若認為自己在工作間受到基於餵哺母乳的歧視或騷擾，可向平
機會提出書面投訴，並透過以下途徑向平機會遞交投訴：

	 郵寄	 	 平機會網站內的表格

	 傳真	 	 親臨平機會辦事處遞交投訴

有關反歧視
條例的查詢

有關反歧視
條例的投訴

有關平機會服務
的查詢及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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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hs.gov.hk/tc_chi/breastfeeding/30031.html
https://www.fhs.gov.hk/tc_chi/breastfeeding/30031.html
https://www.fhs.gov.hk/tc_chi/breastfeeding/20038.html
https://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complaint.aspx


聯絡平機會

地址：香港黃竹坑香葉道 41號 16 樓

電話：(852)	2511	8211	( 只供一般查詢 )

傳真：(852)	2511	8142

電郵：eoc@eoc.org.hk	( 只供一般查詢 )

電話短訊：6972566616538	( 供聽障	/	有語言障礙人士作查詢之用 )
( 有關四條反歧視法例下的歧視投訴和查詢，請使用平機會網站內的相關表格。)

2021年6月
註：此單張之內容只供參考，不能取代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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