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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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下列範疇：

政府            
貨品、設施及
服務的提供

會社

教育 處所的
處置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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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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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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餵哺母乳的歧視、 
騷擾和使人受害的歧視？

餵哺母乳的歧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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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一名餵哺母乳女性的待遇，

較給予另一人 ( 不管是並非餵哺母乳的女性或一名

男性 ) 的待遇為差，因該名女性餵哺母乳。

例子：

阿美和朋友在一家餐廳午膳，她帶同初生

嬰兒跟朋友見面。當她開始給嬰孩餵哺母

乳時，其中一名侍應走過來向阿美說：「這

位女士，妳不能在餐廳內餵哺母乳，我恐

怕妳需要離開。」餐廳拒絕接待阿美，可

能是直接歧視餵哺母乳女性的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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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歧視：

即向所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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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比例，遠較能符

合該項要求或條件的非餵哺母乳人士的比例為小；

•	 該項要求或條件沒有理據支持；及

•	 由於餵哺母乳的女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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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間購物中心有一項政策，就是中心內所有洗

手間及育嬰間必須鎖上，以防止有人入內破壞

或作其他不恰當用途，儘管並沒有證據顯示曾

出現此情況。任何人士如想使用有關設施，必

須前往管理處索取鑰匙，並在用後交還鑰匙。

這對帶同嬰孩的婦女來說非常不便，因為管理

處距離洗手間及育嬰間甚遠。因此，雖然把洗

手間及育嬰間鎖上的要求適用於所有人，但對

於餵哺母乳的女性來說，卻造成不利，可能構

成基於餵哺母乳的違法間接歧視。



7

間接歧視：

即向所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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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比例，遠較能符

合該項要求或條件的非餵哺母乳人士的比例為小；

•	 該項要求或條件沒有理據支持；及

•	 由於餵哺母乳的女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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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間購物中心有一項政策，就是中心內所有洗

手間及育嬰間必須鎖上，以防止有人入內破壞

或作其他不恰當用途，儘管並沒有證據顯示曾

出現此情況。任何人士如想使用有關設施，必

須前往管理處索取鑰匙，並在用後交還鑰匙。

這對帶同嬰孩的婦女來說非常不便，因為管理

處距離洗手間及育嬰間甚遠。因此，雖然把洗

手間及育嬰間鎖上的要求適用於所有人，但對

於餵哺母乳的女性來說，卻造成不利，可能構

成基於餵哺母乳的違法間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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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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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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珍妮與丈夫帶同新生嬰兒前往餐

廳。當他們在餐桌前坐下來後，

珍妮隨即給嬰兒餵哺母乳。在她

餵哺期間，她聽到兩名侍應談論

她：「一些女性竟可在公眾地方

餵哺母乳，真令人厭惡！」一名

侍應並走上前向珍妮說：「妳在

我們的餐廳餵哺母乳十分不雅，

可能冒犯其他顧客。」這行為令

珍妮感到受冒犯和威嚇，有可能

對珍妮作為餐廳服務使用者造成

違法餵哺母乳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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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受害的歧視：

即一名人士 (歧視者 )	在相若情況下給予另一人 (受害人 )的待遇，

較給予其他人的待遇為差，因該受害人已作出或擬作出以下行為，或

懷疑該受害人士已作出或擬作出以下行為：

•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指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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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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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茱迪是香港某鄉村俱樂部的會員，最近與丈夫領

養了一名男嬰，並帶同嬰兒往鄉村俱樂部用膳。

當茱迪在俱樂部內開始以母乳餵哺嬰兒時，一名

職員告訴她不可以在俱樂部內餵哺母乳，因為其

他會員會提出投訴。茱迪就俱樂部拒絕讓她在內

餵哺母乳一事，向俱樂部提出基於餵哺母乳的歧

視投訴。幾個星期後俱樂部以書面回覆，不但沒

有處理該歧視事宜，反指由於茱迪提出不合理的

投訴而終止她的會籍。此行為可能構成基於餵哺

母乳的直接歧視及使人受害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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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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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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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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設施和服務的提供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任何從事向公眾人士或部分公

眾人士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 (不論是否為此而收取款

項 )的人，如基於一名女性正在餵哺母乳而藉以下做法

歧視該女性，即屬違法：

•	 拒絕向該女性提供或故意不向她提供任何該等貨

品、設施或服務 ;或

•	 該人在正常情況下，會按某方式及某些條款向男性

公眾人士，提供具有某種品質或質素的貨品、設施

或服務，然而該人拒絕按照或故意不按相同方式及

相同條款向該女性提供具有相同品質或質素的該等

貨品、設施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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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若基於一名女性餵哺母乳而騷擾該女性，亦屬違法：

•	 在向該名女性要約提供或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的過程中；或

•	 在謀求該名女性向該人提供

貨品、設施或服務的過程中

或在該名女性向該人提供貨

品、設施或服務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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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設施及服務的例子：

•	 進入及使用公眾人士或部分公眾人士獲准進

入的地方；

•	 酒店、旅館或其他同類場所提供的住宿設施；

•	 以銀行服務或保險服務形式提供的設施，或

撥款、貸款、信貸或金融設施；

•	 教育設施；

•	 娛樂設施、康樂設施或使人恢復精神的設施；

•	 交通運輸或旅遊設施；

•	 任何專業或行業所提供的服務；以及

•	 政府任何部門或政府承辦或屬下的任何業務

所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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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莎拉帶同她的女嬰前往公園。期間嬰兒變得躁動，莎拉懷疑

她肚餓，於是在一張長凳坐下，開始給嬰兒餵哺母乳。公園

的一名保安看到莎拉餵哺母乳，告訴莎拉公園內有育嬰間，

她應在那裡而非公園的公眾地方餵哺母乳。莎拉拒絕，指她

正在餵哺母乳。該名保安遂叫莎拉立即停止，否則離開公園。

這有可能是基於母乳餵哺的

直接歧視。雖然公園內有育

嬰間而不少婦女會較喜歡使

用有關設施，但一名餵哺母

乳的女性並非一定要使用育

嬰間，有權選擇在公眾地方

而非非在育嬰間餵哺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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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設施及服務提供者的良好常規

1.	 制定有關母乳餵哺的書面政策

制定一份「母乳餵哺友善場所」的書面政

策，當中訂明機構支持餵哺母乳的立場及

致力營造一個母乳餵哺友善環境。

2.	 提供適當母乳餵哺設施

在場所內挑選一些較有私隱的地方，給需

要在私人空間餵哺母乳的媽媽使用，並提

供適當設施。

3.	 為員工提供培訓

向每一位員工講解機構在成為母乳餵哺友

善場所的政策和處理手法，確定員工熟悉

政策、對場所內餵哺母乳的位置和設施有

認識，以及有信心處理一些常見的母乳餵

哺情況。

4.	 宣傳母乳餵哺政策及措施

透過機構的網頁或社交平台等媒介，宣

揚母乳餵哺友善措施和設施，讓餵哺母

乳的媽媽能在有需要時，找到並使用有

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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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育嬰及授乳設施

《性別歧視條例》並沒有訂明應為餵哺母乳的女性提供哪些設施。

然而，政府建議應在商業樓宇提供育嬰間及哺集乳室，供照顧嬰

兒人士和餵哺母乳的女性使用。

屋宇署擬備了有關在商業樓宇提供育嬰間及哺集乳室的指引1。根

據該指引，育嬰間的數目須視乎樓宇的規模，以及佔用人和訪客

的需要而定，而每幢樓宇應最少提供一個育嬰間。

該指引亦提供有關育嬰間及哺集乳室的位置、面積及布局、一般

設計規定、運作及保養的建議。貨品、設施及服務提供者宜參考

屋宇署的指引，才決定設置育嬰間及授乳設施。無論如何，基於

衞生理由，洗手間不適宜用於餵哺母乳及集乳。

1	屋宇署《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
土工程師作業備考》：在商業樓宇提供育嬰間
及哺集乳室，ADV-32，2018 年 11 月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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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它範疇的
母乳餵哺歧視和騷擾

教育

任何教育機構包括大學及職業訓練學校或院校，如在以下

方面或藉以下做法歧視餵哺母乳的女性，即屬違法：

•	 在該組織提出的收納她為該機構學生的條款上；或

•	 拒絕接受或故意不接受她入學成為該機構學生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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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該餵哺母乳的女性已是該機構的

學生，以下做法亦屬違法：

•	 在該組織讓她可獲得或享用任

何利益、設施或服務的方式上

歧視她，或藉拒絕讓她或故意

不讓她獲得或享用該等利益、

設施或服務；或

•	 開除她在該機構的學籍或使她

遭受任何其他不利。

任何教育機構如基於一名女性餵哺母乳而在以

下情況騷擾該名女性，亦屬違法：

•	 任何身為教育機構的負責組織騷擾謀求成

為該機構學生或已是該機構學生的女性；

•	 任何身為教育機構負責組織的職員騷擾謀求

成為該機構學生或已是該機構學生的女性；

•	 任何教育機構的學生騷擾謀求成為該機構

學生或已是該機構學生的女性；或

•	 任何謀求成為某教育機構學生或已是該機

構學生的人，騷擾一名身為該機構負責組

織 ( 或該組織成員 ) 的女性，或身為該機

構職員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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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所的處置或管理

任何人如就他 / 她有權處置 ( 包括有權售賣、出租及分租 )

的香港處所，在以下方面或藉以下做法歧視餵哺母乳的女性，

即屬違法：

•	 在他 /她向餵哺母乳的女性提供該處所而提出的條款上；

•	 拒絕餵哺母乳的女性為該處所而提出的申請；或

•	 對於需要該類處所的人的名單中的其他人而言，在他 /她

給予餵哺母乳的女性的待遇上。

凡將構成租賃的處所處置予任何人 (如轉讓或分租 )之前須

得到業主或另一人的特許或同意，則該業主或該另一人如就

處置該處所予餵哺母乳的女性一事，藉着不給予特許或不給

予同意而歧視該女性，亦屬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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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有關處所的行為亦屬違法：

•	 任何人如就他 /她有權處置的處所，在向一名女性要

約提供或提供該處所的過程中，對她作出基於餵哺母

乳的騷擾；

•	 任何人如就他 /她所管理的處所，向一名佔用該處所

的女性作出基於餵哺母乳的騷擾；或

•	 凡將構成租賃的處所處置而轉予任何人之前，須得到

業主或另一人的特許或同意，則如該業主或該另一人

對一名正在就該處所的處置而轉予她一事謀求獲得特

許或同意的女性作出基於餵哺母乳的騷擾，即屬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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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社

任何會社、任何會社的管理委員會或該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如在以下

方面或藉以下做法歧視將成為成員的餵哺母乳的女性，即屬違法：

•	 拒絕或沒有接受她為成為成員而提出的申請；或

•	 在該會社準備接納她為成員的條款或條件上。

就現有成員而言，任何會社、任何會社的管理委員會或該管理委員

會的成員如在以下方面或藉以下做法歧視身為該會社成員的餵哺母

乳的女性，即屬違法：

•	 在給予她成員資格的條款或條件上；

•	 拒絕或沒有接受她為得到某一等級或類別的成員資格而提出的申請；

•	 不讓或限制她獲得享用該會社提供的任何利益、服務或設施；

•	 剝奪她的成員資格或改變成員資格的條款；或

•	 使她遭受任何其他不利。

任何會社、會社的管理委員會或會社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基於餵哺母乳

而騷擾一名屬該會成員、或已申請成為該會社成員的女性，即屬違法。

政府

政府如在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時歧

視餵哺母乳的女性，即屬違法。如政府

在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或提供教育

時歧視餵哺母乳的女性，亦屬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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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母乳餵哺友善環境

該做的事：

	 尊重母親自由選擇餵哺母乳的時間和地點。

	 不會打擾正在餵哺母乳的母親，除非涉及安全，或阻塞出
口 /通道。

	 如有母親希望在較有私隱的地方餵哺母孔，在盡可能的情
況下，提供一個合適的位置。

	 向其他顧客或服務使用者解釋餵哺母乳媽媽和孩子的需要。

不該做的事：

	 要求正在餵哺母乳的母親停止、遮蔽身體或離開到其它
地方餵哺母乳。

	 堅持餵哺母乳的母親必須到
育嬰間餵哺母乳。

	 要求餵哺母乳的母親到洗手
間餵哺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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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設立友善母乳餵哺環境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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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衞生署《實施「母乳餵哺友善場所」

指引》

屋宇署《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

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在商業

樓宇提供育嬰間及哺集乳室，ADV-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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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受到餵哺母乳的歧視或騷擾可怎樣做？

任何人士若認為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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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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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