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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的法律定義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以下兩種情況均屬性騷擾：

有特定對象
向某人作出任何與性相關的行為，

而此行為：

不受該人歡迎；

一個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

該人會感到被冒犯、侮辱或威嚇；

可包括（但不限於）向該人提出性方面的

要求，或要求獲取性方面的好處。

平等機會委員會 甚麼是性騷擾 ?

	

	

	

	 	

	

	

	

	

沒有特定對象
作出任何與性相關的行為，

而此行為：

不一定針對某一人；

可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及

對他人造成一個有敵意

或威嚇性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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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在甚麽情況下屬於違法？

《性別歧視條例》訂明法例適用的公共範
疇，包括僱傭；共同工作場所；教育；
貨品、服務及設施的提供；會社；以及
處所的處置及管理等。如性騷擾於這些

範疇內發生，而相關人士又屬於法例所

指定的關係，該行為即屬違法。

僱傭

假設你是香港某機構的僱員或求職者，如僱
主或該機構的僱員對你作出性騷擾，即屬違
法。如你是僱主，僱員或求職者對你作出性
騷擾亦屬違法。 

甚麼是性騷擾 ? 5 



甚麼是性騷擾 ?

注意：

	 假設你是僱員並需在某人居住的地方工作，不論你的

僱主是否居住在這個地方，如該人（例如僱主的家屬

或朋友）對你作出性騷擾，亦屬違法。

以下例子有可能違法：

	 Y是某單位的戶主，與弟弟同住。Y 聘用了外籍家庭傭
工，其弟要求傭工和他一起看色情影片。即使Y的弟

弟與外傭不存在僱傭關係，其行為亦可能構成違法的

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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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假設你是一位合約工作者╱佣金經紀，如你的主事人或與你

共事的合約工作者╱佣金經紀對你作出性騷擾，亦屬違法。

	 假設你是公司的合夥人，或正謀求成為公司的合夥人，如一

位現任合夥人對你作出性騷擾，亦屬違法。

以下例子均有可能違法：

	 部門主管在下屬面前講黃色笑話。

	 某測量師行的合夥人多次要求與一位有意成為合

夥人的僱員發生性關係，即使對方已堅決拒絕。

	 X 僱用了一位家庭傭工打理家務，並在未經對方

同意下，多次輕拍其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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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性騷擾 ?

注意：

	「場所使用者」包括僱主、僱員、實習人員、義

工、商號合夥人、合約工作者及其主事人，以及

佣金經紀人及其主事人。

	 只要是上述「場所使用者」因工作關係而置身的空

間，便屬於工作場所，這可包括實體空間（如辦公

室、共享工作室、超市專櫃等）和網上空間（如網

上工作會議）。

	 即使騷擾者與受害人屬於不同公司或機構，法例

依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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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工作場所

假設你與某人同屬一個工作場所的「場所使用
者」，如他╱她於此場所內對你作出性騷擾，即
屬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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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以下例子均有可能違法：

	 公司僱員在茶水間碰到一名實習生，

先打量她全身，然後說：「你身材真好，

令我想入非非。」

	 車展模特兒出席宣傳活動期間，一名場地工作

人員向模特兒吹口哨並喊道：「將衣領拉低點，我

看不到你的『事業線』！」

	 在百貨公司的工作人員休息室內，化妝品牌 X 的專櫃推
銷員強吻品牌 Y 的推銷員。

	 義工 X 和 Y 協助某機構擺街站籌款，期間 X 多次向 Y 展
示手機裡的不雅照片，即使 Y 已別開臉，表示厭惡。

假設你是某所教育機構的學生、職員或負責
人，如另一人同屬此機構的學生、職員或負責
人，並對你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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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例子均有可能違法：

	 大學宿舍舉辦迎新活動，高年級生要求新生坐在其大腿上，

壓破綁在大腿上的氣球。

老師在課堂上說色情笑話。

兩名中學生將一位舉止較為 
女性化的男同學拉進廁格， 
襲擊其下體，且嘲笑他說：

「別裝哭了，你就是喜歡給我

們摸！」

學生在手機應用程式的聊天群

組向同學發放色情訊息、圖片

或短片。

注意：

	 假如你正申請學位（即使你並未成為學生），而有關

機構的負責人、職員或學生對你作出性騷擾，亦屬

違法。

	「教育機構」包括大學、專上院校、官立學校、根據

《教育條例》註冊或臨時註冊的中小學、幼稚園及補

習社，以及工業專門學院、工業學院、工業訓練中

心及技能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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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服務及設施提供

如某人在向你提供貨品、服務或設施的過程中
對你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反之，假設你正為某人提供貨品、服務或設
施，如該人對你作出性騷擾，亦屬違法。

甚麼是性騷擾 ? 15 

注意：

	 貨品、服務或設施是否收費，並非考慮因素。

	 如相關行為在香港註冊或由政府管有的船隻或飛

機上發生，即使事發時該船隻或飛機位處香港境

外，仍屬違法。 



平等機會委員會 甚麼是性騷擾 ?

以下例子均有可能違法：

	 餐廳客人向啤酒推銷員說：「過來給我

摸摸，我會再叫半打啤酒。」

	 宗教機構的人員為信徒提供情緒輔導時，撫摸其

身體敏感部位，即使對方多次用手推開。

	 一架香港註冊的客機正位處國際空域，一名乘客故意

用手輕掃機艙服務員的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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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社

假設你是某會社的成員，或已申請成為該會社
的成員，如其管理人員對你作出性騷擾，即屬
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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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所的處置及管理

假設你正在或打算租用某地方，如管理該地方
或有權處置該地方的人對你作出性騷擾，即屬
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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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會社是指任何不少於30人的組織（不論屬於法團與否），因
社會、文學、文化、政治、體育、運動或其他合法目的而組

成，並賴以本身的款項提供和維持組織的全部或部分設施。

以下例子均有可能違法：

	 某體育會的司庫不斷要求與一位會員發生性關係， 
以抵償續會費用，即使對方已表示不願意。 

	 X 是一個攝影會社的主席，Y  欲成為會社成員，並已
提交申請。X 與 Y 見面時，將手放在 Y 的腰間，上下
浮游走動。 



常見誤解  

上述範疇為《性別歧視條例》  就性騷擾所訂明的主要保障範疇。
欲了解其他適用情況，請詳閱《性別歧視條例》 ：  

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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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例子便有可能違法：

	 一名劏房業主在走廊碰到租客，隨即觸摸其胸部。



性騷擾是刑事罪行？

如違反《性別歧視條例》下有關性騷擾的條

文，便須負上民事責任。部分性騷擾行為

（如未經同意下觸摸他人私處）或同時構成

《刑事罪行條例》下的「猥褻侵犯罪」，俗稱

「非禮」。

一次半次，不算性騷擾？

根據法例，行為發生的次數或頻密度與性

騷擾的定義無關。即使只發生一次，亦可

構成違法行為。 

常見誤解

性騷擾難以證明？

如受害人決定興訟索償，他╱她作為申索人

固然有舉證責任，提出理由和證據來支持申

索，但與此同時，由於性騷擾申索屬民事性

質，法庭採用的並非較嚴格的刑事舉證標準

──「毫無合理疑點」，而是「相對可能性的

衡量」；在此準則下，法庭會考慮申索人和

答辯人各自提出的證據，判定哪一方的說法

較為可信，以及是否接受申索人提出的爭論

點和申索。因此，性騷擾的舉證門檻較刑事

檢控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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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誤解
不少人對性騷擾存有各種迷思，你又能否逐一拆解？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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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不會受到性騷擾？

法例保障所有人，不論受害人的性別。

同性之間不會發生性騷擾？

性騷擾在男女、男男或女女之間均有可能

發生。行為是否構成性騷擾，與涉事者的

性別完全無關。

有些人喜歡欲拒還迎、 
口不對心？

面露不悅、用手擋開、開聲說不等反應均是

明確的訊息，表示了騷擾者的行為不受歡

迎。如不肯定相關行為是「一廂情願」還是

「你情我願」，就須事先溝通，得到對方同意

才進行，否則該行為有可能構成性騷擾。

不是故意便不算性騷擾？

根據法例，行為是否蓄意或含有騷擾的意

圖與性騷擾的定義無關。例如開色情玩笑

的人或許視之為「無心之失」 甚或某些工作
間的「常態」，但如對方根本不歡迎這些玩

笑，或這些玩笑對他人造成一個有敵意或

威嚇性的環境，即可構成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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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無需為性騷擾負責？

如僱員、代理人、實習人員或義工在僱

傭、實習或進行義務工作的過程中作出違

法的性騷擾行為，僱主、主事人或任用實

習人員及義工的人將同樣負有法律責任，

不論他╱她是否知悉或批准該行為。

法例列明抗辯理由，但只適用於僱主或任

用實習人員及義工的人：他╱她必須證明

已採取「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 去預防相
關的僱員、實習人員或義工作出性騷擾行

為（注意：法例並沒賦予主事人同樣的抗辯

理由）。

這些步驟可包括制定全面的防止性騷擾政

策、透過不同途徑確保工作場所的所有使

用者知悉相關政策、定期提供培訓和檢討

政策，以及設立處理投訴機制和安排指定

職員專責跟進投訴等。如有民事索償，法

庭將因應個案的特定情況，考慮步驟是否

足夠。

遇到性騷擾

 可怎樣做？  



投訴
向僱主、校方或有關機構

（如服務提供者）投訴，要

求得到公平公正的處理，

同時可向平機會、社工、

所屬工會、志願機構、朋

友或家人求助。

記錄事件
儘快記下事件詳情，包括

日期、時間、地點、事

發經過（例如騷擾者的言

行、你的反應等），以及

有沒有其他人在場。這些

資料將有助你提出投訴、

尋找證人協助，或採取法

律行動。

向平機會求助
在事發後12個月內聯絡
平機會，透過書信、傳真

或平機會的網上表格提出

投訴。

遇到性騷擾可怎樣做 ? 2928 平等機會委員會

遇到性騷擾可怎樣做？

清楚說「不」
透過喝止或推開對方、發

短訊等途徑，向騷擾者表

明其行為不受歡迎，必須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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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區域法院提出
民事訴訟
在事發後24個月內入稟
區域法院，作民事索償。

如你曾向平機會投訴而最

終未能透過調停解決糾

紛，當中的時間（即投訴

提交日至調停不成功之日

的相隔時間）將不計算在

上述的24個月內。 報警
部分性騷擾行為或構成 
刑事罪行，你可考慮報警

求助，同時亦可向平機會

投訴。

平等機會委員會 遇到性騷擾可怎樣做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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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冷眼旁觀

如你目睹有人被性騷擾，你可以：

 在安全情況下介入，制止騷擾者，指出其行為不 
恰當，可構成性騷擾。

如受害人向你傾訴，你可以：

 耐心聆聽受害人的心聲，在適當時候可向受害人
提供投訴方法。

 支持及陪同受害人作出投訴（如目擊事發經過，可為
受害人作證）。

平機會

可如何幫助我？  



平機會可如何幫助我？

處理投訴及調停

根據法例規定，平機會接獲書面投訴後，會在
適當情況下以調停方式鼓勵有關人士解決糾
紛，達成和解。

平機會可如何幫助我 ? 35 

 和解條件透過磋商達成，可包括：

金錢賠償；

書面道歉；

要求有關機構制定或改善政策等。

 調停完全屬自願性質，過程中取得的資料絕對保密。
除非獲得有關人士同意，否則資料不得在法庭訴訟中

獲接納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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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認為投訴屬瑣屑無聊、無理取

鬧、基於錯誤理解或缺乏實質；或

投訴由受屈人的代表提出，而平機會根

據有關規則，決定投訴不應以代表方式

提出。

需注意的是，法例亦列明平機會可在以下情況決定不對投訴

進行調查或終止調查：

根據有關條例，平機會信納投訴所指稱的行為不屬違法；

平機會認為受屈人不願意進行或繼續調查；

有關行為在12個月前作出； 

36 37 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可如何幫助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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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協助

法例訂明，向平機會提出投訴但未能達成和解
的人士，可向平機會申請其他形式的協助，例
如法律協助。是否給予法律協助，乃由平機會
的法律及投訴專責小組決定。

平機會可如何幫助我 ? 39 

 專責小組會考慮多項因素，例如個案是否帶出原則性的問
題、其複雜程度會否令申請人在沒有協助下難以應付、證據

的強弱和勝訴機會、訴訟能否令申請人得到有效的補救，以

及案件能否確立重要的法律先例或提高公眾對平等機會的意

識等。

 平機會將為申請成功者提供免費的法律協助，形式包括給予
法律意見、嘗試與對方達成和解、在有需要時協助受助人提

出法律訴訟等。

歡迎瀏覽平機會網頁，了解過往由平機會成功調停的個案， 
或閱讀重要案例的摘要： 

www.eoc.org.hk 



 

 

聯絡平機會
反性騷擾熱線：(852) 2106 2222

短訊：6972566616538
（供聽障或有語言障礙人士查詢使用）

傳真：(852) 2106 2324

地址：香港黃竹坑香葉道41號16樓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8時45分至下午5時45分

本書內容只供參考，並不代表法律意見。 

© 平等機會委員會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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