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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目標

•教授有關性騷擾和性暴力的定義和相關條例

•提高學生對性騷擾和性暴力的認知和意識

•為學生提供相關資料，以應對性騷擾或性暴力



平等機會委員會

•於1996年成立的法定機構

•由政府資助、獨立運作

處理就反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

-調查和調解

檢討條例和制定平等機會政策

推廣、教育及宣傳

探討會對平等機會構成影響的公共政策問題



測驗
(１)

香港現時有多少個反歧
視條例？

A. 1

B. 2

C. 3

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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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反歧視法例

性別歧視
條例

(1996年)

殘疾歧視
條例

(1996年)

家庭崗位
歧視條例

(1997年)

種族歧視
條例

(2009年)



測驗
(２)

雖然每一次都被拒絕，但
對方仍然不斷嘗試約你，
這樣是「性騷擾」嗎?

A. 是

B.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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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如何定義「性騷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ZoHlaKBYP8


性騷擾的定義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性騷擾有兩大類別：
•對個別人士的性騷擾
 做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

•在性方面具敵意/威嚇性的環境
 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

 而該行徑造成對該人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適用範疇：僱傭、教育、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會社及體育活動等



Harassment is unlawful in the following cases對個別人士 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有關性的笑話 用帶有性含意的漫畫做一項與性無關的課
題的小組報告

使人反感的涉及性的通信資料
(短訊、電郵、電話等)

一群學生在小息及/或午膳期間在操場聚集，
並對在場正在玩耍、聊天或逗留的女同學
評頭品足

評論別人身材或身體部位 展示猥褻性或淫穢性的照片或文章

猥褻姿勢或不恰當的觸摸

觸摸或撥弄別人的衣服，例如掀起裙子或
襯衫或把手放進其口袋



以下情況的「性騷擾」屬於違法行為

-僱主 應聘者

-員工 僱主

-共同工作場所內的場所使用者，對亦屬場所使用者的人作出性騷擾

-學生 教師或其他學生

-租客 業主

-服務提供者 服務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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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
(３)

如一位補習社職員性騷擾
你，你可以向平機會投訴
嗎？

A.可以

B.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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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
(４)

如有人說了一個色情笑
話，但你無因而感到冒
犯，這樣算性騷擾嗎？

A. 算

B. 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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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
(４)

如有人說了一個色情笑
話，但你無因而感到冒
犯，這樣算性騷擾嗎？

A. 算

B. 不算



男性會被性騷擾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N-VRPc81I


適用情況－不分性別

性騷擾行為適用情況

不分性別



測驗
(５)

沒有人看見性騷擾事件
的發生，我可以投訴嗎？

A.可以

B.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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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以下情況：

• 沒有人看見性騷擾事件的發生

• 你有時候會非自願的接觸或參與有些涉及性的行為

• 性騷擾事件只發生過一次

《性別歧視條例》也保障你。



測驗
(６)

如有人捉摸你的私人部位
，你可以報警處理嗎？

A.可以

B.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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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 vs.刑事罪行

•猥褻侵犯 （非禮）

•在公眾地方的猥褻露體

•強姦

•寄出猥褻性電郵

•展示猥褻性文章



兒童性虐待的定義

任何人以討好、哄騙、利誘、恐嚇或暴力手段性
侵犯兒童

刑事罪行



Harassment is unlawful in the following cases直接性虐待 間接性虐待

強吻 在孩子面前觀看色情影片

不必要的觸摸或摩擦其身體 與孩子電話通話期間有涉及性的言論

觸摸胸部或其他私人部位 觀看孩子脫衣服或上廁所

誘惑、威脅、獎勵或纏擾以觸摸其私人
部位

故意在孩子的面前進行的任何與性有關
的行為

故意把成人的生殖器展露給孩子看

迫使孩子脫光衣服和拍照



誰是施暴者？

1. 施暴者可以是任何人: 親戚、
家庭成員、鄰居、照顧者、
學校工作人員、陌生人等。

2. 根據研究，多半兒童性虐待
事件都是熟人作案。



常見的兒童性虐待發生的場所

•校園

•家中

•親人或照顧者家中

•偏僻的地方



如果你被性騷擾／性虐待，你可以做些甚麼？

•說 「不」!

•離開現場，到安全或多人的地方

•告訴你信任的人，尋求情緒支援和處理事件的建議

•記錄事件的日期、時間、地點、證人及性質（所說的
話和做過的行為）及你的反應。如你被觸摸，記錄被
觸摸的位置。

•向學校、平機會投訴

•聯絡警方及／或提出法律訴訟





被性騷擾或性虐待後的常見表徵

生理方面

• 身體經常無故感到不適

• 害怕與人有身體接觸

• 失眠和發惡夢

• 暴食或厭食

心理方面

• 對自己和別人失去信任

• 自卑

• 內疚、憤怒和羞愧

行為方面

• 行為異常、情緒不穩定

• 日後可能有侵犯兒童傾向



如你的朋友被性騷擾或性虐待，該如何處理？

1. 耐心聆聽、了解其需要及尊重其意願

2. 保持冷靜

3. 安撫受害人，指不是他／她的錯

4. 鼓勵或協助受害人採取行動，尋求信任的長輩
／專業人士／機構的協助或報警求助

5. 為受害人作證





平等機會委員會提供的幫助

• 接到書面投訴後，委員會將對有關投訴進行調查和調停，
以達致和解

• 如 調 停 失 敗 ， 投 訴 人 可 要 求 平 機 會 提 供 協 助 ：
﹣給予諮詢

﹣安排律師或大律師為代表

﹣平等機會委員會認為適當的其他方式

• 所有資料絕對保密



注意事項

•如受害人或被指稱的騷擾者是學生，可由家長或
親友陪同會面

•在事發起的12個月內向平等機會委員會作出投訴

•在事發起的24個月內向區域法院提出民事訴訟

•如涉及刑事罪行，報案由警方調查，無時間限制，
同時可以向平機會作出投訴



輔導或支援熱線

• 香港小童群益會 2520 6800

• 香港青年協會 2777 8899

• 協青社 9088 1023

• 啟勵扶青會 2521 6890

• 突破機構 2377 8511

•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2782 7777

•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2711 6622

•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2574 7057

• 學友社 2503 3399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輔導服務)         2731 6251

• 護苗基金 2889 9933

• 東華三院芷若園 18281 (24 Hours)



性騷擾和性暴力等違法行為

平機會其他資源

•《防止校園性騷擾網上培訓課程》
http://www.eoc.org.hk:8080/shoncampus

• 平機會YouTube 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user/HKEOC

http://www.eoc.org.hk:8080/shoncampus
https://www.youtube.com/user/HKEOC


保護自己免受傷害

向性騷擾和性暴力說

「不」



熱線: 2511 8211 傳真: 2511 8142
電郵: eoc@eoc.org.hk 網頁:     www.eoc.org.hk
地址:   香港黃竹坑香葉道41號16樓

聲明

 此簡報所用的一切教材僅供參加者參考，並不代表法律意見。如有任何查詢或需進一步資料，
歡迎與平等機會委員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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