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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國人常說「婦女能頂半邊天」，作為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

及立法會議員，同時也是一名女性，我對這句話確實感同身受。在現代

社會中，女性扮演著多重的角色，她們是女兒、妻子、母親以及不同行

業的工作者，她們在追求事業的同時，也要肩負起照顧家庭的責任，因

此如果沒有足夠的政策和措施給予女性支持，婦女將會感到身心疲憊。

加上，由於華人文化中的「男尊女卑」思想，社會對於女性的地位缺乏

足夠的尊重，由此衍生出來的職場歧視、家暴、性騷擾等問題依然困擾

著婦女，由此可見，在維護婦女權益的道路上我們依然任重道遠。  

 

我們深知要推動婦女政策，首先必須聆聽廣大婦女的聲音，因此我

們一直與不同婦女團體保持溝通，了解她們的訴求。就關注婦女對於職

場歧視及性騷擾的反映，我們曾約見平機會要求他們加強在僱主中宣

傳防止性騷擾的政策，積極幫助受害人解決問題；又如有婦女反映現在

香港偷拍問題嚴重，特別是一些建築設計未有從性別觀點角度規劃，容

易令女士走光，因此我們多年來進行走光黑點的調查工作，並要求這些

場地的管理公司或負責部門進行改善等。在未來的工作中，我們將加強

與不同類型和階層的婦女團體溝通，進一步將她們的聲音傳達給政府，

解決她們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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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我們將會加快推動政府各方面的婦女政策研究和落實工作，例

如支援婦女就業，加強幼兒託管服務；關注婦女健康，要求擴大免費注

射子宮頸疫苗的年齡範圍、免費乳癌篩查及骨質疏鬆檢查，給予婦女基

本的健康保障。至於促進性別平等方面，我們期望政府在未來的政策中，

能加入更多的婦女政策，保障婦女在職場、收入等各方面得到平等的待

遇。最後，我們將繼續不遺餘力保護婦女免受傷害，並建議政府盡快完

善反家暴政策、性罪行立法等，從制度上構建婦女的保護網，從而讓婦

女更健康、安心地工作和生活。  

 

為此，我們製作了《民建聯香港婦女政策建議書》，在此謹代表民

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對今次所有參與的人士和機構表示衷心的謝意，

未來我們會致力向政府及各界推動我們的建議，為婦女爭取更大的福

祉和權益。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  葛珮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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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簡介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婦委會」 )成立於 2005 年，旨

為爭取婦女權益、積極推動婦女事務、致力發掘婦女議題，以及促進婦

女和兒童福祉。  

 

 在過去十數年間，婦委會舉辦過不少請願行動、調查研究，圓桌會

議、會見官員、講座、乳健檢查等，透過這些活動，希望把婦女的訴求

和聲音能夠帶進政府決策之中。我們亦關注各種婦女議題，包括婦女健

康、就業支援、偷拍問題、職場性騷擾、反家暴等。近年我們成功爭取

多項成果：  

 

勞工及健康方面  

1. 延長產假至 14 周(待立法會通過) 

2. 男士 5 天侍產假  

3. 推行「先聘用、後培訓」計劃  

4. 爲小五及小六女童免費接種子宮頸癌疫苗  

5. 免費及資助低收入婦女子宮頸癌篩查  

6. 檢視預防乳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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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照顧及家庭支援  

1. 增加幼兒照顧名額  

2. 加強幼兒中心和社區保姆的照顧服務  

3. 加強支援離異家庭，增設共享親職支援中心  

4. 放寬「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劃」入息上限及增加豁免全費名額  

5. 規定新建築物設育嬰間和哺集乳室  

 

性別平等  

1. 加強監察女性委員在法定組織及諮詢委員會的比例  

2. 呼籲上市公司多委任女性出任董事局成員  

 

 

 未來婦委會將進一步完善婦女工作，特別是提高婦女社會地位、保

障婦女健康、促進性別平等及性別主流化、推動家庭友善政策等方面做

更多的工作，因為我們相信，只有社會提高對婦女的重視，婦女政策才

能走得更遠，更完善。同時，我們也希望與更多的團體溝通和合作，聆

聽更多女性心聲，並積極向政府反映，進一步爭取婦女及兒童的福祉和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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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獻綜述  

    

我們常說「婦女能頂半邊天」，由此可見，婦女在社會生活中擔當非常重要的

角色，所以全面的婦女政策對於婦女的發展將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民建聯婦女

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婦委會」）一直致力推動香港婦女政策的發展，包括提高

婦女在社會各領域的地位、平等機會等政策。若想全面完善婦女政策，最重要的就

是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融入性別的理念，全面考慮不同政策對於女性發展的影響。 

 

   婦女政策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消除對於女性的歧視，讓更多的女性能參與

公共事務等，1995 年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中所簽訂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中更是再次强調了性別平等的概念，被聯合國各成員國、歐盟等組織

所接受和推廣，「性別主流化」一詞便應運而生，並且成為了很多國家和地區婦女

政策所想達到的目標。在我們研究香港婦女的政策之前，應該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

相關政策有所了解，以便掌握其國際化趨勢，從中汲取經驗，豐富香港的婦女政策。 

 

1.1 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婦女政策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在推行婦女政策之前應該多參考其他國家

和地區的經驗，以下我們選取了新加坡、比利時以及內地三個地方的婦女政策進行

歸納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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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我們選擇新加坡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具有種族及文化多元化的社會特點，因此

在推動婦女政策的時候，亦要考慮到不同文化和種族的需要，這和香港的情况很類

似，兩者都是以華人爲主體的地區，並且都受到中西方文化影響，同時也有少數族

裔人士在港居住，因此新加坡的政策對於香港而言，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新加坡在 1995 年簽訂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並在 2008 年的

時候第四次向聯合國提交了婦女政策的改善政策報告。我們將其歸納爲以下表格： 

 

表 1 新加坡的婦女政策改善內容 

修改條例 修改內容 

《刑法典修正案》 在特定的情况下取消婚姻豁免權 

經修正的《刑法典》規定，在特定的情况下，即能表明婚姻

破裂、而且不願意發生夫妻關係、丈夫强行與妻子發生性關

係後不得享有豁免權，他的這一行爲屬犯罪。 

讓更多婦女從政 根據各國議會聯盟（議會聯盟）提供的數據，截至 2008 年

5 月 31 日，就下院或單一衆議院中女性比例而言，新加坡

在 188 個國家中位居第 36 名。目前，新加坡國會中女性佔

24.5%，超過了各國議會聯盟 18.2%（兩院總數）的世界平

均水平。  

同工同酬 2006 年 5 月，公平就業做法三方聯盟(TAFEP)成立，以鼓

勵僱主採用公平、負責的就業做法。2007 年 1 月，出台了

公平就業三方指導方針。而爲提高僱主和公衆對公平就業做

法的認識，2007 年 11 月成立了公平就業三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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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收入差距有所縮小。2006 年，全職女僱員月工資中位

數佔全職男僱員月工資中位數的 86%，而 10 年前這一比例

爲 83%。然而，在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輔助專業人員等

職業中，25 至 29 歲年齡組別的女僱員收入要比男僱員高。 

養育子女的一籃子

擴大資助措施 

 

2008 年 8 月，新加坡出台了養育子女的一籃子擴大資助措

施。這些措施包括：延長産假、延長父母雙方的託兒和育兒

假、增加育兒和託兒津貼、爲有孩子的家庭提供財政補貼。

這些措施有助父母更好地兼顧工作與家庭生活，在育兒方面

做出更多選擇，並能减輕家庭的經濟負擔。 

修改最低結婚年齡 2008 年，對《穆斯林法實施法》有關內容作了修改，將穆

斯林女性的法定最低結婚年齡從 16 歲提高到 18 歲。與非

穆斯林居民一樣，不足 18 歲想結婚的穆斯林女性必須申請

特別結婚證。 

資料來源：修改自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2008）。審議締約國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第 18 條提交的報告：新加坡。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網站。取自

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 

 

在 2011 年至 2017 年期間，新加坡爲了履行婦女保護政策執行了以下的政策

（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網頁，2017）： 

（1）使 21 歲以下已婚和離婚婦女和男子能够爲他們自己和子女就家庭暴力

尋求保護的 2016 年《婦女憲章(修正)法》； 

（2）2014 年加强工作場所內外免受騷擾保護的《防止騷擾法》； 

（3）將爲性剝削、强迫勞動或器官貿易目的販運人口、特別是販運婦女和女

童行爲定爲犯罪的 2014 年《防止人口販運法》； 

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kcAJS%2FU4wb%2BdIVicvG05RyRJN3qTMKP6DWU5nlnS%2BKvC2typQmklFPM00S0zbU1Ov7VlC4xiRJCu3oBRFZ4vy7VA8gOszuIG5WSdL3WBKeK
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kcAJS%2FU4wb%2BdIVicvG05RyRJN3qTMKP6DWU5nlnS%2BKvC2typQmklFPM00S0zbU1Ov7VlC4xiRJCu3oBRFZ4vy7VA8gOszuIG5WSdL3WBK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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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將對産婦的保護延長至整個懷孕期間的 2013 年《就業、産假和其他措

施法》； 

（5）規定不遵守撫養法令可作爲藐視法庭行爲加以懲罰的 2016 年《司法(保

護)法》。 

 

可見，新加坡在促進女性發展的政策方面走在亞洲的前列，特別是促進婦女從

政以及擴大子女養育措施方面的政策，包括提供育兒假、託兒津貼等，這些都是從

根本上釋放女性勞動力，促使女性有條件投入社會，促進男女平等的政策，香港可

以研究借鑒。 

 

比利時  

歐洲一直是婦女平權運動的重要基地，始終走在世界前列。雖然歐洲和香港的

文化背景不一樣，但當中強調性別概念融入各項政策，才能從根本上改善婦女政策

的核心思想非常值得香港借鑒。 

 

綜觀世界各國的婦女政策之所以無法完善，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制定者並非女

性，或者團隊中缺少女性的聲音。比利時看到了這一點，因此首先提高婦女的參政

比例，讓政策的制定可以真正從女性角度出發，從而提高政策的效率和正確性。首

先，從 1994 年開始， 在比利時的地方選舉中，規定必須按照遵循「提名的三分

之一性別比例原則」，即各政黨提名候選人至少需有三分之一爲女性。2002 年後，

進一步制定『性別比例法案』 （Quota-laws），各政黨提名的候選人中，任一性

別最多只能有「一半多一席」，也就是幾乎男女各半。此外，提名名單上的前兩名

候選人，必須男女各一。在這樣的影響下，比利時女性國會議員的席次比例明顯上

升。提高女性的參政比率，可以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加入更多女性視角，從而推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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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平等的發展。其次，比利時在 2002 年通過修憲明文承認性別平等，從原則上規

定了性別平等的基調。最後，比利時成立了受平等機會部部長直接管轄的「兩性平

等中心」。自此，婦女團體開始推動性別平等工具在各個政策中的發展，如在規劃

政策時列入性別預算（gender budget）以及性別檢查列表（gender checklist）

（彭渰雯、李秉叡，2007）。 

 

同時，比利時評估性別平等的工具也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即「絨三角」（velvet 

triangle）政策，這是一種由政策制定者、學者、婦運三方所組成的夥伴關係，「由

學者專家提供政策制定者技術性意見，婦運團體則提出較爲批判性的觀點與社會

實際需求」（彭渰雯、李秉睿，2007, P.125）。這非常有助於解决以往高層决策

者無法瞭解社會需求的弊病，真正滿足社會婦女的需求。 

 

內地  

1995 年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奠定了性別主流化在各國政策的基礎，在

中國，政府不斷推進性別主流化政策的實施，並且已經把實現「男女平等」作爲基

本國策，在不同層面循序漸進推行性別主流化的婦女政策。現在，我們將不同層次

的性別主流化政策整理成表格呈現（劉伯紅，2010），如下表 

 

表 2 內地婦女政策改善的內容 

層面 政策 

 

 

國家層面 

 建立了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 

 制定了婦女兒童發展綱要 

 在一些機構中進行了社會性別培訓 

 國家統計局初步進行社會性別統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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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領域層面 

 2002-2006 年執行了國際勞工組織「在 3+1 機

制中提高社會性別主流化能力」項目，在三方機

制和社會夥伴中建立了可持續的促進社會性別

主流化的網絡和平台 

 在 2006年後延續的多種社會性別主流化和促進

體面工作的項目中，一直使用和發展著這種機制

與網絡 

 

 

促進立法層面 

 2005 年將「男女平等」寫入法律，更成為基本

國策 

 2007 年，推進在《就業促進法》中增加了促進

就業公平的專門章節 

 將性別平等納入多項法律的修改之中 

 

 

 

政策建設 

 提高社會性別研究、分析和倡導的能力，培養了

一支專門人才隊伍  

 對 111 號《反對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的研究和

倡導  

 對 100 號《同工同酬公約》的研究和研討  

 對 156 號《有家庭責任的工人就會平等待遇均等

公約》的 研究和研討  

 對 183 號《生育保護》的研究和討論  

 對「男女退休年齡」的研究和倡導  

 對「女職工勞動保護」的研究和政策推進  

 對「家政工職業規範和權益保障」的研究與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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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反對工作場所性騷擾」的研究和倡導  

 對性別統計的研究和探討 

資料來源：修改自劉伯紅（2010）。性別主流化在中國：進展與挑戰。取自：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wcms_142892.pdf 

 

     由此看見，內地性別主流化政策的特點是「由上至下」推動，所以在效率方

面有一定的優勢。但是，我們也不可否認，內地的婦女政策也時刻面對挑戰。如社

會對於性別平等的認識程度不深，甚至有誤解，又如，推動性別平等的機制不完善，

比如性別平等的問責制度不完善等，這些都是在今後中國推動婦女政策需要改進

的地方。 

 

 

香港  

在論述了以上國家和地區的婦女政策後，我們也需要審視香港自身的婦女政策。

在香港負責性別主流化工作的機構是婦女事務委員會（婦委會），香港婦委會於

2001 年成立，多年來在推動香港性別平等、反婦女歧視、保護婦女免受暴力等方

面都做了一定的工作，未來更是將性別主流化作為政策的目標，這也是我們一向支

持的目標。但是，前路依然任重而道遠，在 2017 年香港平機會做的評估報告，是

香港第一份對性別主流化進行反思和檢視的報告，從體制、評估工具以及未來的發

展目標都提出了詳細的規劃（陳效能、簡敏棋，2017），下面我們將對這份報告

的內容進行總結和闡述。 

 

首先，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國家那樣，性別主流化推行順利是一個很大的前

提，需要有國家的力量去推行，所以很多國家和地區成立專門的部門進行推廣工作，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wcms_14289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wcms_14289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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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很多直接由政府領導。但是，雖然政府一直將香港婦委會定位爲高層次的中央

機制，但在實際工作中，婦委會的角色只是向政府「提意見」，以協助政府相關部

門制定政策，這就意味著婦委會沒有權力要求、協調以及監察其他部門執行婦女或

性別相關的工作, 所以它無法去影響政策。最重要的是，婦委會沒有獨立的資源，

其財政來源是勞福局，因此更加無法很好的開展工作。所以，政府應研究檢討婦委

會的定位。 

 

其次，性別主流化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所以如果要想推行，就必須將其具體化，

這就形成了「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清單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政府釐清主要

政策脉絡，但這必須需要其他工具配合，其中「性別課程聯絡人」的角色就顯得尤

爲重要。但是現時，政府給予性別課程聯絡人的培訓和資源非常有限，無法發揮聯

絡、推廣以及支援的作用，因此政府亦需要對此進行檢討。  

 

而爲解决現時性別主流化政策的問題，平機會在報告中提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

面改善：首先，設立性別平等的中央機制，並給予獨立的資源編制；其次，性別主

流化從培訓做起，並且選定優先部門實行先導計劃；最後，由下而上配合推動性別

主流化。 

 

  1.2 性別主流化的內容以及發展  

 在總結其他國家地區的婦女政策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强調都有一個核心點，

就是推行「性別主流化」的概念，並將其融入各項政策中。性別主流化從廣義上而

言，就是尋求在社會的主流政策中加入性別平等的概念，而由於這個理論最早是由

女性主義者提出的，因此性別主流化更多的是强調兩性平等的觀念，包括如何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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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展中不斷推廣兩性平等，並且制定兩性平等政策的長期和短期目標（Moser，

1993；Jahan，1995；Kabeer，2003）。 

 

性別主流化大致而言有三種提倡性別平等的模式：一種是强調男女在某一個

領域沒有差距，所以應該讓女性參與以往由男性主導的領域，而在社會政策中的表

現則是對現有政策進行修改，添加體現男女平等的內容，鼓勵女性參與這些領域；

第二種是强調男女性別有差異，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時候需要考慮和照顧女性的特

殊性，如爲女性制定生育假期等；第三種則是重新爲男性和女性制定新的評估標準，

而這個標準將會打破對男性陽剛和女性柔弱的刻板印象，而自成一套。這種模式雖

然聽起來非常抽象，却是不少學術界人士認爲是唯一有潜力真正實現性別主流化

以及性別平等的方式（Rees，1998）。而在我們的研究報告中，最主要關注如何

在現有的社會政策中作出調整，使其更能維護女性的權益及促進男女平等，所以更

接近第一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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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建聯婦委會過往婦女政策倡議  

 

  民建聯婦委會一直關注並促請政府完善相關法律保護女性，特別是防止女性遭

受性暴力、家庭暴力等的傷害，在本章中，我們就以往民建聯婦委會所提出的政策

進行回顧。 

 

2.1 保護女性不受性騷擾、性暴力的傷害  

  在保護婦女的政策中，民建聯婦委會特別關注有關職場性騷擾、性罪行的條文檢

討以及家庭暴力三大方面，並且在這三個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2.1.1 職場性騷擾  

   隨著今年全球 ME TOO運動的興起，職場性騷擾問題再次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據統計，2015 年至 2018 年，平機會共接到超過 200 宗涉及職場性騷擾的投訴，

整體呈現上升的趨勢。爲此，民建聯婦委會分別在 2016 年、2018 年以及 2019

年針對性探討有關問題，特別在 2019 年的 5 月 29 日，民建聯婦委會約見平機會

主席朱敏健，商討擴大性騷擾適用範圍的可行性，並建議局方給予更大權力及增加

資源，讓平機會有效協助性騷擾受害人，减少更多性騷擾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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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聯婦委會認爲，現時的機制不足够處理性騷擾的個案，因此提出以下建議： 

 

1. 加強宣傳力度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需確保員工免受任何形式的歧視或性騷擾，可惜大部

分公司欠缺處理性騷擾或禁止偷拍的指引和守則，部分受害人也不知道可向平

機會投訴，因此我們建議加强對消除職場性騷擾的資訊的宣傳，並且，平機會

應該有責任協助這類機構或團體制訂防止性騷擾政策及處理投訴機制，向僱主

大力推廣制訂清晰指引，讓受害人投訴有門。 

 

2. 檢討現時法律適用性騷擾範圍過窄的問題 

民建聯婦委會認為現時適用於性騷擾的範圍過於狹窄，對公眾的保障不足，故

要求擴大範圍至一些公眾或私人場所，例如圖書館、健身室、公園等。現時條

例限定的活動範圍，包括教育、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等，並需在特定相關

關係內發生才屬違法，例如服務提供者及服務使用者的關係。然而，一旦性騷

擾發生的雙方都是服務使用者，或若非同一所學校的同學之間發生的性騷擾，

現時條例並不涵蓋，因此，我們要求擴大性騷擾的適用範圍，令條例能夠保障

所有受害人。 

 

3. 檢討現時處理投訴程序及提供法律援助 

過去有婦女團體批評平機會要經過嚴格的程序才能提供法律援助，過程漫長，

最後甚至沒有下文，嚴重打撃苦主的自信心。因此我們要求平機會正視漏洞，

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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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強調僱主反職場性騷擾的責任 

所有公司都有責任爲僱員提供一個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環境，採取合理切實可

行的措施，防止僱員在受僱期間遭受性別歧視或性騷擾行爲。僱主應定期檢視

企業的反性騷擾政策，並提供相關培訓過程，建立完善的投訴機制處理性騷擾

投訴，保障僱員的權利。 

 

2.1.2 性罪行條例的檢討  

  性罪行是一種犯罪行為，遭受性罪行侵害的女性身心都會受到傷害，而《雜項

性罪行》則是保護女性避免遭受侵害的防線，所以《雜項性罪行》條例的修訂一直

是民建聯關注的重點之一。 

 

民建聯婦委會一直關注性罪行問題，並曾協助不少因性罪行而飽受騷擾及心

理壓力的受害人，因此，我們更明白現行相關法例的不足。現行涉及性罪行的法

例於多年前訂立，只能以行爲不檢、游蕩等較輕懲罰性的罪名，檢控相關行爲，

根本不具足够阻嚇力，亦無助保障受害人。此外，我們亦認為相關法例的適用範

圍，已不足以涵蓋社會轉變下的新型性罪行，故此，民建聯婦委會對於現行條例

的修訂提出以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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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針對侵犯私隱的偷拍罪行 

在這裏，我們特別關注有關窺淫罪以及意圖干犯性罪行方面的條例。在窺淫罪

中，法例的原意是打擊侵犯私隱的偷窺行爲，而裏面所指的‘私人行爲’包括在提

供私隱的地方只穿著內衣遮蓋的行爲，例如在更衣室的情况。然而，根據民建聯婦

委會過去九年的調查，不少大型購物商場、機場、觀光景點、娛樂及展覽商厦、港

鐵站等公衆場所，都存在走光陷阱，並成爲偷窺或偷拍的場所。因此，我們認爲，

新法例應針對任何侵犯他人私隱的偷拍行爲，不論是私人地方或公衆場所的偷拍，

都應當受到新法例的規管，藉此爲受害人提供足够保障，並對犯罪者作出具阻嚇力

的懲罰。 

 

早前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3 名教師以智能手機洩露小一入學試題，各被控

一項「不誠實取用電腦罪」，最後獲判無罪。其後律政司上訴至終審法院，惟早前

被終審法院裁定敗訴，指「不誠實取用電腦」罪不涵蓋犯案者使用自己的電腦及手

機犯案。民建聯婦委會曾到律政司請願，就本港未有針對性的法規打擊偷拍，導致

在私人地方偷拍罪行「無王管」的情况，要求立即堵塞法例漏洞，並對犯罪者作出

更具阻嚇力的懲罰，防止偷拍成風。 

 

 

2.1.3 對《强姦及其他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修改定義提出建議  

同樣的，強姦更是一種嚴重的犯罪行為，因此，我們根據女性實際需要對法律

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法改會」）建議修訂的《强姦及其他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

罪行》提供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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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同意」訂立法律定義 

政府以「性自主權」的概念進行法律改革，並透過尊重性自主權的理據去修改

現行性罪行，例如爲「同意」作出法定定義，使之完整地反映合法的性行爲，必須

經雙方的「自由和自願地同意」。有關定義適用於任何性別，從而體現法律的保護

不會因不同性傾向或性別，而出現區別待遇。 

 

我們認同有關概念，同時促請法改會進一步就何謂受害人「真誠的同意」，提

出更清晰的法定定義。因爲不少關注婦女權益的團體都提到法改會對「同意」定義

的建議，並不全面，例如受害人可能處於被威嚇或受到環境壓力下，如在擠迫的地

鐵內被非禮，或被丈夫要求「履行妻子責任」而進行性行爲等情况，難於、不敢於，

或感到尷尬，從而作出所謂「同意」性行爲的决定。因此，何謂「自願地同意」，

有必要進一步釐清。 

 

2. 以插入的方式進行性侵犯 

爲符合現今社會發展及保護受害人的需要，政府建議修訂「插入式侵犯」的概

念。據現行法例，非以陽具作出的插入式侵犯，不被視爲强奸，只能控以較輕的猥

褻侵犯罪。故此，諮詢文件建議訂立新罪行，並引入「性」的定義，藉此將非以陽

具的插入行爲，視爲「插入式侵犯」處理，並予以嚴懲。 

 

我們認同法改會的建議，並認爲無論以陽具或非陽具方式的插入，只要是沒有

得到受害人的同意，對受害人造成生理及心理影響，都視為如同强姦行爲般嚴重，

應予以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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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政府將纏擾行為定為刑事行為 

雖然纏擾行為的受害者不分男女，但是現實中女性更容易在纏擾行為中受到

精神上的傷害，我們認爲，騷擾行爲與其他侵害性行爲的不同之處，是前者主要看

重一些雖屬連串瑣碎的行爲，但却對受害人的精神及心靈，造成無法忍受的滋擾，

並需要法例作出保障，因此，我們一直支持針對纏擾行為立法。 

 

2.1.4 盡快訂立窺淫罪  

法改會曾公布《窺淫及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報告書，建議新訂一項特定的窺

淫罪，針對在未經同意下爲了性的目的而對另一人進行觀察或視像記錄（例如以照

片、錄影帶或數碼影像形式）的行爲，以及新訂一項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的罪行。

我們促請當局應盡快立法，刻不容緩。 

 

就法改會提出的「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罪」建議，我們留意到未有處理偷拍裙

底以外的身體部位，例如女性的胸部等，以至偷拍喂哺母乳等行爲仍缺乏監管。由

於本港社會對偷拍行爲已有廣泛討論，以及盡快立法的民意基礎，故政府制訂偷拍

法例時，除考慮法改會的規管建議外，更應擴大適用範圍至包括偷拍裙底及裙底以

外身體部位的行爲。 

 

另一方面，法改會現有的建議並不涵蓋散播私密視像記錄等的「影像性暴力」

行爲，這方面的法律漏洞，必須堵塞，才能對女性作出足够的保障。但我們亦留意

到，由於「窺淫罪」及「未經同意拍攝裙底罪」的立法基礎，已有法改會的足够討

論及研究，其報告書亦涵蓋海外相關法例的參考，故相信可加快本地立法時間；至

於散播私密視像記錄方面，不論是法改會或政府當局，均未有足够的立法討論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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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故倘若要一併同時處理，或會拖延對「窺淫罪」等的立法工作，反倒令法律漏

洞的情况延長。 

 

我們認爲，政府應盡快制訂「窺淫罪」及「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罪」（即包括

偷拍裙底或裙底以外的身體部位），填補法律漏洞，並同時著手研究如何立法處理

散播偷拍及私密視像記錄的行爲，以便向婦女提供更大的法律保障。 

 

2.1.5 公立醫院設立性暴力危機支援中心  

我們要求在公立醫院中設立性暴力受害人危機支援中心。據瞭解，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香港共發生 367 宗強姦案件，而非禮案件，則有 5,742 宗，性暴力

和非禮事件發生並不是小數目，而婦女往往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新聞公報，

2018） 

 

   現時香港處理性暴力案件的機制需要多個部門配合，這也意味著受害者在報警

和求醫後需要和包括醫生、警員在內的不同部門以及法醫等不斷重複自己的受害

過程，若是在詢問的過程中，部門人員沒有經過專業的培訓，其問話的語氣和態度

很容易讓受害者經歷「二次傷害」。在西方，早在 1991 年的時候，Madigan 以

及 Gamble（1991）就已經提出，性暴力受害者與社區系統的互動過程中所經歷

的負面經驗，往往被稱爲「二度侵犯」。而在現時，「二度侵犯」往往來自於處理

機制以及專業團體未能第一時間提供適當的協助（Campbell et al, 2001）。 

 

  因此，前線醫療系統對於受害者就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然而，香港現時對於醫

療系統處理性暴力手法以及專業程度的研究和調查都比較有限，僅在 2004 年的時

候做過一份有關急症室醫生的問卷調查，研究已經指明大部分急症室醫生認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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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缺乏處理性暴力個案知識的能力（Wong et al，2004），可見，爲了更好的協

助性暴力受害人度過難關，避免二次傷害，有必要在公立醫院設立性暴力受害人危

機支援中心。 

 

   因此，民建聯贊同提倡分別在新界區、港島區及九龍區公營醫院內各增設一間

危機支援中心，設立 24 小時的一站式服務中心，並且要求服務中心必須環境合適

及高度私隱，讓受害人可在同一地方接受治療和跟進服務及進行所需程序，包括醫

療、法醫檢驗、向警方舉報、錄取供詞（提供設施讓警方以錄影會面方式爲受害人

錄取口供）、接受社工支援和輔導等。 

 

2.1.6 反家暴倡議  

近年來香港的家暴事件時有發生，受害者多爲婦女及兒童，因此民建聯提出

政府應該增撥資源，加强宣傳和教育，提高公衆對保護兒童及未成年者的意識，

增加他/她們受到侵犯時自我保護的能力。同時，加强宣傳反暴力的教育工作，提

升婦女及公衆對暴力的認知，並向受害人提供法律支援服務，保障她們的個人權

益。此外，政府應該加强爲施虐者提供輔導，以及家庭治療等配套和跟進服務，

改變施虐者的行爲模式，終止家庭暴力循環發生。 

 

 

2.2 女性歧視  

民建聯婦委會非常重視如何通過政策來消除社會對於女性的歧視，達至兩性

平衡發展。在這章中，我們主要闡述民建聯婦委會在反對女性歧視方面的主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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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懷孕、已婚婦女職場歧視問題  

隨著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女性投入職場，但是女性角色特殊，亦要承擔起

組織家庭以及延續下一代的責任，因此，在職場中往往存在著擔心女性需要照顧家

庭而無法全心投入工作的偏見，從而導致了女性在結婚以及生完孩子後遭受歧視，

不僅在晋升方面會遭到排擠，甚至有些女性在生完孩子回到職場後，被無理解僱，

利益無法得到保障。 

 

現時的《僱傭條例》僅保證了婦女在懷孕期間，公司不能以任何理由解僱婦女，

却沒有保障婦女放完産假後回到職場能否回到之前或者是同等的崗位，而在世界

上其他國家，部份已經就婦女重返職場的利益提出了保護建議。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於二○一四年發表的研究報告，部分經濟體系就女性僱員産假後返回工作崗位的

規定的資料如下 （勞工及福利局，2017）： 

 

表 3 部分經濟體系就女性僱員産假後返回工作崗位的規定的資料 

  産假後返回工作崗位的規定 

澳洲 同樣或同等工作崗位（註） 

韓國 同樣或同等工作崗位 

英國 同樣工作崗位（註） 

美國 同樣或同等工作崗位 

資料來源：勞工及福利局（2017）。保障在職婦女的生育權。取自：

https://www.lwb.gov.hk/chi/legco/12042017.htm 

 

https://www.lwb.gov.hk/chi/legco/120420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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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建議在今後的政策條例中應該在平衡各方利益下，訂立條例保障生

育後的婦女回到職場的權利，確保她們不會因爲生育而在職場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2.2.2 香港婦女的經濟不平等問題  

 

在職婦女收入的不平等問題日趨嚴重 

現時香港許多婦女已經踏入職場，但是在職場中她們仍然面對著與男性收入

不平等的情况。從香港統計處的數據中可以看出（表 4），從 2016 年到 2018

年，香港的男女薪酬中位數依然有較大差距。現時男女收入不平等出現兩大特

點：一種是越是低收入的職位，男女收入差距越大；第二種則是即使在一些女性

主導的行業中，男女收入的差距也開始拉大。 

表 4 香港男女薪酬中位数 

 

資料來源：智經網（2019），自己人工自己訂。取自：

http://www.bauhinia.org/index.php/zhHK/analyses/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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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婦女就業率始終不高 

香港婦女需要兼顧照顧家庭的責任，因此其就業率始終不算高。據統計，截止

到 2017 年，香港婦女的就業參與率為 55.1%，（詳情見下表），僅僅過半，這也

意味著香港婦女的勞動力未能得到充分釋放。 

 

表 5 香港男女的就業率 

年份 男 女 

 人數 ('000) 勞動人口參與率 

(%) 

人數 ('000) 勞動人口參與率 

(%) 

2010  1,931.3 68.5 1,700.0  51.9 

2011 1,942.7  68.4  1,760.4 53.0  

2012  1,970.9 68.7 1,811.3  53.5  

2013 

  

1,993.4 69.2 1,861.8  54.5  

2014  1,989.7  68.8 1,881.4 54.5  

2015  1,997.2  68.8 1,906.0 54.7 

2016 

  

1,995.8 68.6 1,924.3  54.8 

2017  1,994.4  68.3  1,952.2 55.1 

資 料 來 源 ： 香 港 政 府 統 計 處 （ 2019 ） 。 勞 動 人 口 ， 香 港 統 計 處 網 站 ， 網 址 ：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o200_tc.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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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2015 年的時候，民建聯婦委會曾在 2015 針對婦女就業困難問題對 485

個受訪者進行調查，發現 69.8%的婦女明確表示想就業，但是有 34.2%的婦女認

爲阻礙她們進入勞動力市場最大的因素是家庭和照顧子女，同時，她們也希望得到

來自社會和政府支持和幫助，其中，33.1%的受訪者希望得到來自社會福利機構的

培訓，20.2%的婦女希望增加託管服務，使得婦女不再被家庭所累，可以進入勞動

力市場。 

 

綜觀世界其他國家，香港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低於日本和韓國，日本和韓國的婦

女勞動參與率幾乎達到 63%（陳婉嫻，2018），其根本原因是香港的社會政策以

及配套設施不利於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而在改善政策環境方面，民建聯一直促請

政府加强託兒服務以及優化現時的職業培訓，如强調增加託兒中心的數量，减輕由

於託兒中心位置不便而造成許多婦女無法使用有關服務的問題，使得託兒中心的

效用大大减低，也不能有效幫助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同時，現時政府的再培訓課

程多爲全日制，這對家庭婦女來說很難騰出時間來參加培訓，所以我們强調培訓局

應該提供多元化的課程並且制定彈性的上課時間，使婦女有更充裕的時間進行培

訓，爲進入勞動力市場打下基礎。除了這兩大方面，增加長者中心及照顧長者的人

手，也是釋放婦女勞動力的重要因素。 

    

香港婦女貧窮問題 

香港婦女貧窮問題也非常突出，截止到 2017 年，香港有 54.6 萬婦女處於貧

窮線以下，佔人口的 15.3%，而造成婦女貧窮原因當然也和在職收入不平等、婦女

無法進入勞動力市場有著很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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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在 2016 年的《香港婦女貧窮狀况報告》中指出，香港婦女貧窮問題主

要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在基層人口中，男女收入差距比例進一步拉大，2015

年貧窮住戶當中，女性的月收入中位數僅為男士的 60.9%，差距有近四成；其次，

貧窮住戶中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低於全港的 55%，這就意味著雖然都是在職貧

窮人士，但是女性的收入又會更低，這使得婦女即使就業也無法擺脫貧困。再次，

爲了兼顧家庭和工作，貧窮婦女經常選擇無保障的零散工種，這也是讓他們一直停

留在貧窮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後，八成半的貧窮婦女是離異婦女。截至 2017 年，

離異女性的貧困比例佔 777 女性貧困人數的 85.2%，這也反映出現時對於離異婦

女的支持政策不足够。 

 

而在報告中，樂施會也針對香港婦女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值得借鑒。首

先，正如上文提到，香港婦女由於需要照顧家庭的關係而無法勝任全職工作，或

不能外出工作，所以政府應該創造一些靈活的崗位讓家庭婦女可以勝任。如墟市

政策，政府可以做好社區的環境衛生，及防止擾民的配套措施下，適當放鬆對墟

市的規範，鼓勵墟市的發展，有助於貧窮婦女增加收入；其次，需提高對零散工

的勞工保障。有研究顯示，長期打零散工是婦女持續停留在低收入狀態的原因之

一，因爲零散工在收入以及勞動保障上遠遠不及「4.18」合約員工，所以在無法

增加收入的情况下，許多婦女無法掙脫貧困的命運。而在亞洲地區，新加坡和中

國台灣的零散工的政策都可以允許工人按工時比例計算，獲得有薪年假、法定假

期、遣散費等，所以，我們也希望香港政府能檢討現時的散工政策，使得基層婦

女經濟有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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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針對婦女就業難的問題，民建聯婦委會過往也提出過以下的解決建議：  

 

1. 加强幼兒託管服務以釋放婦女勞動力 

（1）. 增設更多幼兒託管中心及延長託管中心的時間及名額，擴大現時的託

管服務津貼計劃，以釋放更多婦女勞動力，以提高勞動參與率； 

（2） 政府應將課餘託管收費减免計劃申領津貼的門檻降低，讓更多非申請綜

援，但有經濟困難的家庭受惠； 

（3）. 支援及推動學校提供更多課餘託管服務，協助雙職家長解决託管子女

的問題； 

（4）. 增加資源改善幼兒託管服務，包括視乎各區情况，相應增加託管中心

數目及名額，提供彈性託管時間服務，並提高護理人員質素； 

（5）針對市民對託兒服務的需求，考慮利用全港各公屋低層的空置單位，以

低廉租金租給社會企業開辦夜間託兒服務； 

 

2. 增加婦女培訓 

開辦更多適合婦女就業的社企計劃及培訓課程，並爲婦女在地區上作就業配

對，避免婦女因跨區工作而打擊就業意欲。另外，舉辦更多針對婦女的招聘會、培

訓展覽及職業轉介服務，爲婦女提供就業訓練機會及就業轉介平台。 

 

3. 推動家庭友善政策  

積極向僱主推廣五天工作制，及彈性上、下班時間，讓僱員，特別是女性僱員

享有更多家庭生活時間。同時，逐步落實 17 日有薪勞工假，讓工作與生活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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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盡快落實 14 周産假  

盡快落實 14 周産假政策，並且逐步將産假薪酬增加至全薪，讓在職女性有更

長時間作産前準備、産後休養及照顧初生嬰兒。另外，孕婦懷孕達 24 周或以上，

但不幸小產或流產，亦應可以獲有薪產假。 

 

2.3 婦女與健康  

 

  現代女性身兼數職，她們是職業女性，同時又是妻子、女兒或者母親，所以，

女性承受著來自社會不同層面的壓力，因此對健康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對於女性

的保護除了來自法律機制層面，更來自於衛生和保健政策。民建聯婦委會一直都致

力讓政府不斷改革女性健康政策，確保婦女的健康，在本章節中，我們會具體闡述。 

 

    

2.3.1 香港女性健康水平和威脅的疾病  

    

  平均預期壽命是衡量一個地區市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標，因此我們首先從這

個指標來看香港女性的健康水平。從香港統計處的平均壽命指數我們可以看到，

從 2006 年到 2016 年，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水平在不斷上升，由 2006 年到

2016 年，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增長 1.8 歲，並且一直保持高於男性，這證明了

香港在保護女性健康的政策上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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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香港女性平均壽命 

   

 

資料來源：婦女事務委員會（2017），香港女性統計數字，44。婦女事務委員會：香港。 

 

但是，雖然現在醫學發達，女性仍然面對多種疾病的威脅，而這些疾病都需

要我們從預防、治療以及康復等方面設立有效的機制，才能從源頭上遏止對女性

的威脅。民建聯婦委會以往在性健康、子宮頸癌預防以及乳癌預防都提出了政策

建議。 

 

性健康與生殖健康 

性健康對於女性來說尤爲重要，而對於性健康的正確認識，則來自於性教育體

系。香港的性教育課程指引也是 21 年前制定的，已經應付不了今天複雜的社會。

根據衞生署的資料，受愛滋病病毒感染的呈報個案數目，由 1997 年的 181 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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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 2016 年的 692 宗。在這 692 宗個案中，約 28%確診為愛滋病病毒的帶菌者

年齡為 20 至 29 歲。同樣地，香港大學在 2014 年至 2016 年進行的研究顯示，

報稱在過去 12 個月內曾有性經驗且年齡介乎 18 至 26 歲的女性當中，沙眼衣原

體 (Chlamydia trachomatis)感染率高達 6%。在年齡介乎 18 至 26 歲的男性當

中，沙眼衣原體感染率亦高達 5%。這些數字都在提醒我們現時的性教育指引已經

起不到預防的作用，所以，對性教育課程指引的修改刻不容緩（立法會秘書處資料

研究組，2017）。 

 

民建聯一直提倡修改現時性教育課程的指引，如我們提出要修改現時的性教

育指引，並且可以運用生動的方式將其變成影片，運用網絡傳播速度快的優勢傳播

正確、符合時宜的性教育課程指引。同時，我們應該注意的是，隨著今年來「ME 

TOO」運動的興起，性教育課程的內容除了性健康之外，更要包括教導女性如何

面對性暴力、性騷擾，讓她們學會保護自己。民建聯在今後會大力推動政府修改性

教育課程的指引，除了進一步加强對於性健康的教育外，必須加入教導女性如何辨

別什麽是性暴力、性騷擾，並且教育女性在面對性暴力、性騷擾時及之後應採取怎

樣的措施保護自己的身心健康，這樣才能進一步提高女性對性健康的意識。 

 

子宮頸癌 

子宮頸癌是香港女性十大常見的癌症疾病之一，截止 2017 年排行第九位，佔

本港女性癌症新症 3.2%。根據醫管局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的數字顯示，2017 年

子宮頸癌確診數字為 516 宗，較 2016 年微升 1.2%，其中包括介乎 20-29 的年齡

組別，情况值得關注。雖然衞生署於 2004 年推出全港性的「子宮頸普查計劃」，

但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扣除登記死亡人數後，共有 539 300 名年齡介乎 25 

至 64 歲的婦女登記參與該計劃，佔相對年齡組別的香港女性人口 20.8%，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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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人數不高。此顯示本港女性對預防和及早發現子宮頸癌的重要性意識不足，亦

忽略了定期檢查的習慣。 

 

民建聯婦委會自 2010 年至今，一直關注預防子宮頸癌，及積極爭取推行免費

子宮頸癌疫苗注射，並於 2016 年爲低收入家庭青少年女性成功爭取關愛基金資助

免費接種疫苗，關愛基金亦於去年底推出爲期三年的子宮頸癌篩查計劃，爲合資格

低收入婦女提供免費或資助。政府終於在 2018 年的《施政報告》中公佈：將每年

花費三千萬爲小五小六女童提供免費子宮頸癌疫苗（HPV）接種。而民建聯婦委會

將會繼續爭取免費注射 HPV 的計劃擴展到更高年齡層及適齡男童，降低香港婦女

患子宮頸癌的機率，讓女性的健康得到更大的保障。 

 

乳癌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見的癌症。 在 2017 年，乳腺癌在本港十大常見癌症新

症數目中排行第一位，佔女性癌症 27 %。根據醫管局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的數

字顯示，最近五年乳腺癌的確診數字均按年增加，以 2017 年為例共有 4373 宗，

較 2016 年上升 6.5%。根據 2019 年《香港癌症策略》摘要報告中，政府再次指

出香港癌症人數呈現上升趨勢，2018 年五大常見癌症依次為大腸癌、肺癌、乳癌、

前列腺癌及肝癌，由此可見乳癌對於女性的威脅巨大。 

 

所有的癌症都是預防勝於治療，目前歐洲美加等全球 34 個國家及地區，早

已先後推行乳癌篩查，而及早治療乳癌，治愈率高達 9 成。因此對於乳癌的篩查

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民建聯一直在倡導和督促政府開展公私營醫院協作、關愛基

金等，分階段為 40 歲或以上婦女推行全民乳癌篩查計劃，及早偵測乳癌，減低乳

癌死亡率和晚期個案。同時，促請政府增撥資源，加快公營醫院或其他診所治療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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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患者輪候時間，讓患者盡早接受治療。最後，政府應增加撥款及資源，加强社會

服務以支援乳癌患者及其照顧者。 

 

2.3.2 保護婦女健康機制不足  

在以上的內容中，我們了解到雖然現時香港女性平均壽命增加，但是仍然受著

許多嚴重疾病的困擾，因此，建立有效的婦女健康計劃是促進婦女健康的一個重要

方法。現時，香港衛生署已針對婦女的健康設立三間婦女健康中心，分別位於藍田、

柴灣和屯門，以及與部分母嬰院合作爲 64 歲以下的婦女推出婦女健康服務，其範

圍主要包括兩項內容，首先是健康評估。這其中包括病歷查詢、健康風險評估及身

體檢查，而身體檢查的內容包括基本的量度體重、高度和血壓，以及乳房和婦科檢

查。同時，還會提供子宮頸檢查以及 X 光照乳房的檢查。其次，是健康教育及輔

導。如推薦健康生活模式，戒烟或者預防骨質疏鬆等。 

 

但是，從這些檢查我們可以發現，現時對於婦女健康的保護，還是以治療爲主，

而在預防方面却較爲忽視，同時，政府也未能適時將如輔助生育、冷凍卵子等項目

納入婦女健康政策中，在以下的內容中，我們就預防以及更新政策內容等兩個方面

來看香港婦女政策需要完善的地方。 

 

健康預防政策：不可忽視基層婦女的醫療預防工作 

香港的醫療體系一直以來都忽略對疾病的預防以及教育工作，特別是對於廣

大基層婦女而言，由於長期的經濟壓力而帶來的身心健康問題則常常容易被忽視。

她們由於屬於低收入人士，所以很難負擔私營機構的身體檢查，但使用公營醫療機

構進行身體檢查的比率也很低。 

 



香港婦女政策建議書 2019.12   

29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16）年針對香港基層婦女健康與基層醫療的關係進行

了調查，發現了在受訪的 101 位基層婦女中，有 67%的婦女從來沒有做過身體檢

查，而其中有 69.6%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定期檢查的原因是價錢昂貴。香港現時雖

然有婦女健康中心和 10 間母嬰健康院提供相關的身體檢查服務，但是除了産前和

産後服務是免費之外，其他諸如婦女健康服務（不包括乳房 X 光造影檢查）需收

取 310 元的年費以及乳房 X 光造影檢查則是 225 元一次, 更不用提價格昂貴的私

營診所。可見，現時香港婦女健康的政策並未使得基層婦女受惠。與此相對應的，

是本次調查中也發現政府在婦女健康服務的推廣不足，受訪者中有高達 83.7%是

不知道香港婦女健康中心的數量，同時也有 70.1%的受訪者表示從未運用過婦女

健康中心的服務，可見，政府在對婦女健康服務的宣傳上有很大的不足，基層婦女

難以尋找服務。 

 

民建聯一直以來致力推廣基層醫療，除了成功爭取爲適齡青少年女性注射子

宮頸癌疫苗外，我們將繼續爭取在公立醫院推廣爲全港婦女提供每三年定期免費

子宮頸抹片檢查，同時由於乳癌是婦女最大的殺手之一，因此我們也向政府爭取向

全港的婦女提供免費的乳癌篩查，今後我們會向政府爭取更多的預防計劃，讓更多

的基層婦女受惠。 

 

    婦女健康政策應該適時調整內容 

    婦女健康除要預防最有威脅的疾病外，還應該著眼滿足婦女在不同時期的需

求。如民建聯婦委會一向提倡向香港婦女提供輔助生育措施，因爲根據政府統計處

最新《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顯示，2018 從未結婚的 15 歲及以上

女性比率達 28%。而在 2003 年至 2017 年間，年齡組別 30 至 34 歲及 35 至 

39 歲女性的生育率分別上升 47% 及 104%，而年齡組別 40 至 44 歲的生育率則

上升 120%，反映本港女性遲婚的趨勢及較遲生育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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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們知道，女性卵子數量會隨年齡遞减，卵子品質也與年齡有關，因此隨著

年齡增加，卵子染色體的異常率也愈來愈高，這也降低了大齡女性的生育意願，這

對於香港長期的人口結構而言也會産生一定的負面影響，令社會加速邁向老齡化。 

 

    現時，雖然政府醫管局轄下瑪麗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和廣華醫院均有提供輔

助生育診療服務，但是仍遠遠無法滿足需求。因此，民建聯在 2019-2020 財政預

算案期望中已經向政府提出「透過公私營協作安排，資助無小孩，並符合臨床要求

的夫婦，使用私營生育科技解决生育問題；加强針對不育夫婦、高齡産婦及其家人

的心理輔導服務，確保他們的精神健康；並且加強生育支援服務的宣傳及推廣，讓

市民更易獲取相關服務的資訊。」在未來的工作中，我們將會督促政府接受我們的

建議，並加快落實的腳步，使得高齡婦女仍然有生育的權利，長遠而言，也有助於

舒緩香港社會人口老齡化的趨勢。 

 

   

2.4 婦女與决策管理  

 

   婦女能頂「半邊天」，因此婦女參與社會各個領域對於推動社會政策的發展有

著積極的意義，並且從女性視角出發，更可以彌補一些政策的不足之處，如在婦女、

兒童、家庭政策上的盲點。但是，在香港，甚至在全世界的政策領域，女性的能力

往往被低估，同時，在世界上婦女參與政治事務依然面臨著來自社會結構、不公平

的法律等機制的約束，並且婦女缺乏教育及參政能力，也使得她們在和男性競爭的

時候處於下風。在 2011 年第 66 届聯合國大會中，有關「婦女與政治參與」的宣

言中再一次「重申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條件下積極參與各級決策，對實現平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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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發展、和平和民主至關重要」。在實際中，聯合國在世界許多國家都對致力於

參政的女性進行能力的培訓，並且聯合國提倡各國婦女組織針對婦女參與投票、公

民教育等開展宣傳活動，提供婦女參與公共决策的能力。 

 

   在香港，越來越多的婦女積極參與到公共事務中，根據一項研究指出，現時香

港女性參與政治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幾種（高寶齡，2008）： 

  (1) 立法會和區議會選舉。 

(2) 參與政府各諮詢及法定組織。 

(3) 參與首長級/首長級(律政人員)公務員。 

(4) 登記為選民。 

(5) 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和社區活動。  

 

  雖然，在政治層面現時有很多女性擔任政黨的領導層，整體而言女性參與社會

政治的數量在逐漸增多，但在議會中男性議員和女性議員的數量相比仍然比較懸

殊。根據選舉事務處提供的數據顯示，從 2008 年到 2016 年三屆立法會中，女性

議員人數比例只徘徊在 17%-18%的水平（如下表） 

 

  表 7 女性民選立法會議員比例人數 

 民選議員 女性民選議員  

佔總議員數目的百分

比 議席總數 男 女 

2008 年立法會選舉  60 49 11 18.33% 

2012 年立法會選舉  70 59 11 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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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立法會換屆 

選舉  
70 58 12 17.14% 

資料來源：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書面回覆電子郵件，2018 年 9 月 28 日 

 

  民建聯婦委會一直致力於推動消除女性參政的障礙。現時，婦女仍然受到來自

社會傳統觀念以及政策的障礙，未能全心投入社會事務。如香港社會依然認爲女性

應該照顧家庭，因此女性一旦從政，就難以兼顧家庭，會嚴重影響和家庭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女性仍然要擔當母親的角色。現時香港在幼兒託管、社區保姆以及母

乳支援措施仍然不完善，因此女性難以兼顧事業和家庭，降低了她們從政的欲望。

在社會方面，有女從政者仍然感到社會上有部分人士對女性存有偏見，並缺乏對女

性能力的肯定和尊重。女性往往被看成缺乏主見，在職場上被認為是輔助性的角色，

而且認為女性欠缺掌握公共事務的能力和魄力等，這些都是阻礙女性參與公共政

策的因素。 

 

     因此，我們認爲要打破這些障礙，擴大女性參政的空間，必須建立兩性平等

及互相尊重的文化，進一步提升香港婦女的地位。政府應繼續推廣性別觀點主流化，

透過推行公眾教育，鼓勵和推動更多女性參與公共服務，物色和培育更多女性參與

諮詢及法定組織的工作，以增強婦女能力。同時，我們會繼續積極培養黨內女性參

政人才，在社區鼓勵婦女參政議政，把女性聲音帶入議會。建議政府完善福利政策

及家庭友善措施，如增加託兒服務中心、提供託兒津貼、加强推動母乳友善職場等，

在立法會大樓增設及區議會設立泵奶和喂哺設施等，以减輕女性從政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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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婦女政策的反思  

 

在之前的內容中，我們就婦女有關的法律、經濟收入、職場歧視、女性健康以

及公共事務參與等部分進行闡述，而在這部分中，我們通過訪談的方式走訪了香港

一些長期服務婦女的團體，聽取了他們在婦女政策等各方面的經驗、體會以及建議，

從而引起了我們對於現時婦女政策的反思，而這些反思將會幫助我們對未來提出

更多有建設性的婦女政策建議，成爲未來我們致力於爭取以及努力的方向。 

 

3.1 託兒政策的重要性  

託兒政策看似是一個非常微觀的政策，但是在我們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女性在

各方面受到不公的待遇，最主要是無法放下家庭的負擔，而家庭負擔中最重要的就

是對幼兒的照顧，因此可以說，託兒政策是很多婦女政策的基礎。 

 

   增加託兒服務雖然是香港福利政策老生常談的問題，但是經過多年的發展，託

兒服務依然不能滿足大多數家庭的需求。據統計，截止到 2018 年，全港只有 12

間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提供共 738個日託嬰兒園名額，若按照去年全港共有約 5.66

萬新生嬰兒計算，即約 77 名嬰兒才有一個名額，還未計算其他適齡幼兒。每當我

們提到託兒服務，我們經常會列舉歐洲、北美的託兒政策，但是由於歐洲的福利政

策的主導價值觀是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因此認爲託兒應該是社會

的責任，所以無論是社區，還是一些私人機構，都會預留出場地給有需要的家庭和

員工進行託兒服務。而香港奉行的是自由主義，並且始終貫徹「大市場，小政府」

的理念，因此社會和政府始終認爲託兒是家庭的事情，政府只是處理低收入家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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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臨時有緊急託兒需要的家庭問題，並沒有將託兒看成是全社會的責任，這是導致

了託兒服務遲遲未能取得顯著發展的最主要原因。 

 

    但是，託兒服務的重要性遠大於託兒本身，可以說，一個完善的託兒政策會

對一系列的其他政策，特別是婦女政策帶來深遠的影響。下面我們就從婦女貧窮與

就業、婦女職場平衡政策等方面論述託兒政策對於婦女政策的重要性。 

  

   婦女貧窮與就業 

   在之前的內容我們也提到，香港婦女的就業率較低，根據香港婦女事務委員會

2018 的香港女性統計數字，婦女就業率 55.1%，較男性的 68.3%爲低，而要解决

婦女貧窮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讓婦女得到充分就業，但是由於社會對於女性的期望

多爲照顧家庭，特別是對育兒的期望，令很多婦女因爲無法投入勞動力市場。同時，

正是因爲需要照顧家庭和子女，即使已經投入勞動力市場的婦女，也只能從事一些

零散工種，長期而言，始終無法走出貧窮。而在我們的訪問中，一位學者就提到「香

港婦女無論處於哪一個階層，都希望自己能投入勞動力市場，相比延長産假，很多

婦女更願意政府提供託兒服務」。可見，託兒服務是直接可以緩解婦女的家庭負擔

令她們投入勞動力市場的辦法。 

 

   同樣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加拿大以及美國都有非常成功的託兒服務，並且

託兒服務的成功促進了婦女的就業。在加拿大 2016 年的一項調查中發現，在同樣

家中有三歲以下幼兒的婦女族群中，魁北克（Quebec）婦女的就業率達到 80%，

而作為對比的安大略（Ontario）卻只有 70%，而究其原因，則是從 1997 年開始

魁北克開始推行的一項面向全社會的低價託兒服務，同時，魁北克政府還爲有託兒

需要的家長增加免稅額。正是這一系列的政策，使得婦女的就業率有著顯著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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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早在 1960 年代就開始推行「開端計劃」（Head start）是美國歷史上推

行的最大一項早期兒童發展項目，在剛推出的時候主要針對 3-4 歲貧困家庭的兒

童的教育、健康問題，而在 1995 年的時候，這項計劃已經延伸至 3 歲以下，這項

計劃不僅僅是託兒這單一的內容，而是以託兒中心和服務爲依歸，展開兒童發展教

育、家庭關係協調、社區發展網絡等工作，也就是說這個項目的目的，除了緩解父

母的託兒壓力外，更促進了兒童的早期發展。雖然現時這個計劃已經私有化，但是

依然受到美國家庭，特別是中産階級婦女的歡迎。由此可見，無論在怎樣的社會環

境中，託兒服務都是舒緩婦女家庭壓力，促進婦女走向職場的政策，因此香港政府

應該更加重視託兒服務，以及轉變對託兒服務的觀念（Serebrin& Gazaette，

2018）。 

    

   婦女職場生涯的平衡 

   男女在職場的不平等問題，如升遷機會、薪酬等不如男性等，都是涉及職場平

等的問題，雖然我們不否認背後涉及到社會對於女性的歧視，但更重要的問題是我

們現時沒有合理的託兒政策，讓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間無法取得平衡。 

 

   平機會和香港中文大學於 2018 年合作出版的一份針對香港僱主對職場平等

看法的報告中指出，職場女性一旦擁有「媽媽」的身份，她們就會在崗位升遷、工

作機會等方面受到限制，而僱主給予的理由並不是基於性別，而是基於工作的精力。

在我們的訪談中，有學者也提到「其實僱主不在乎性別，而在乎工作效率，當成爲

媽媽後，僱主很自然就認爲你需要照顧孩子，所以你在工作上的精力和時間就不如

男性」。其實，生育和照顧孩子是婦女的權利，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都不應該將

其看成是一種負擔，所以，很多職場的女性都表示，如果社會或者企業有提供相關

的託兒服務，她們將會有更多的精力和時間放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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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研究也走訪了婦女相關的 NGO，她們接觸的個案都希望一些大型機

構能提供託兒服務，她們提到「對於在職婦女來說，企業提供的友善家庭計劃顯得

尤爲重要，如果僱主允許有需要的女性僱員帶小朋友上班，或者提供託兒的服務，

這對於改善婦女的就業有著非常大的作用。希望政府每年將 CSR（企業社會責任）

中的有關「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中託兒服務的評分提高，有助企業提高這方面

的意識」。因此，在未來的政策發展中，我們都希望推動提高託兒服務在家庭友善

計劃中的比例，甚至可以考慮通過稅務補貼來提高企業推動託兒服務的積極性。 

 

 多元化的託兒服務 

  在我們的訪問中，廣大婦女團體除了提出要求增加託兒中心和託兒服務外，更

要求增加社區保姆的人數以及提高質素，相比於託兒政策實現所需時間比較長遠，

社區保姆是緩解託兒服務不足的有效方法之一。社區保姆計劃又稱鄰里支援幼兒

照顧計劃，是政府於 2011 年在全港 18 個地區所推行的項目，爲需要長時間工作、

工作時間不穩定、非常規、有突發需要、以及其他各種需要的家庭提供照顧服務，

以免它們因缺乏支援網絡和經濟困難而未能爲六歲以下的幼兒安排照顧。 

 

但目前擔任社區保姆的人員大部分屬於「義工」性質，因此他們的收費遠低於

最低工資，只有每小時 18-22 港幣，對於鼓勵婦女成為社區保姆的吸引力不足，

從數字中我們可以知道現時社區保姆的人數完全不足以面對家長對託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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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7-2018「社區保姆」服務數字 

 

資料來源：香港 01(2019)。【託兒難】社區保姆僧多粥少，屯門最缺 

人，半億改善撥款監管成疑。香港 01 網，取自：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303483/

%E8%A8%97%E5%85%92%E9%9B%A3%E7%A4%BE%E5%8D%80%E4%BF%9D%E5%

A7%86%E5%83%A7%E5%A4%9A%E7%B2%A5%E5%B0%91-

%E5%B1%AF%E9%96%80%E6%9C%80%E7%BC%BA%E4%BA%BA-

%E5%8D%8A%E5%84%84%E6%94%B9%E5%96%84%E6%92%A5%E6%AC%BE%E7%9

B%A3%E7%AE%A1%E6%88%90%E7%96%91 

 

在 201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增加 5200 萬預算開支用於提升社區保姆

的質量，我們希望政府能盡快落實此項目，幫助婦女緩解託兒難的問題。 

 

而在針對提高社區保姆的素質問題上，有團體提出「註册保姆制度」及「社區

保姆專業化」的問題，但是這樣的提議也引起了社會不同團體的爭議。一些婦女團

體認爲，社區保姆的優勢在於時間靈活，及其義工性質有助於促進社區和鄰里關係，

有助社區保姆積累社會資本，這也是社區保姆計劃的初衷，所以不應該將其專業化，

因爲專業化之後其費用會大幅增長，使得許多基層家庭望而卻步，反而破壞了社區

保姆的原有之意，不利於社區保姆的發展，也使得託兒問題更加嚴重。另外一些團

體則認為，社區保姆的素質現時良莠不齊，令想使用託兒服務的家長未必放心，因

為存在安全隱憂。所以應該將其專業化，或者形成社區保姆註册制度，使社區保姆

制度得以規範化，從而保證幼兒的安全。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303483/%E8%A8%97%E5%85%92%E9%9B%A3%E7%A4%BE%E5%8D%80%E4%BF%9D%E5%A7%86%E5%83%A7%E5%A4%9A%E7%B2%A5%E5%B0%91-%E5%B1%AF%E9%96%80%E6%9C%80%E7%BC%BA%E4%BA%BA-%E5%8D%8A%E5%84%84%E6%94%B9%E5%96%84%E6%92%A5%E6%AC%BE%E7%9B%A3%E7%AE%A1%E6%88%90%E7%96%91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303483/%E8%A8%97%E5%85%92%E9%9B%A3%E7%A4%BE%E5%8D%80%E4%BF%9D%E5%A7%86%E5%83%A7%E5%A4%9A%E7%B2%A5%E5%B0%91-%E5%B1%AF%E9%96%80%E6%9C%80%E7%BC%BA%E4%BA%BA-%E5%8D%8A%E5%84%84%E6%94%B9%E5%96%84%E6%92%A5%E6%AC%BE%E7%9B%A3%E7%AE%A1%E6%88%90%E7%96%91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303483/%E8%A8%97%E5%85%92%E9%9B%A3%E7%A4%BE%E5%8D%80%E4%BF%9D%E5%A7%86%E5%83%A7%E5%A4%9A%E7%B2%A5%E5%B0%91-%E5%B1%AF%E9%96%80%E6%9C%80%E7%BC%BA%E4%BA%BA-%E5%8D%8A%E5%84%84%E6%94%B9%E5%96%84%E6%92%A5%E6%AC%BE%E7%9B%A3%E7%AE%A1%E6%88%90%E7%96%91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303483/%E8%A8%97%E5%85%92%E9%9B%A3%E7%A4%BE%E5%8D%80%E4%BF%9D%E5%A7%86%E5%83%A7%E5%A4%9A%E7%B2%A5%E5%B0%91-%E5%B1%AF%E9%96%80%E6%9C%80%E7%BC%BA%E4%BA%BA-%E5%8D%8A%E5%84%84%E6%94%B9%E5%96%84%E6%92%A5%E6%AC%BE%E7%9B%A3%E7%AE%A1%E6%88%90%E7%96%91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303483/%E8%A8%97%E5%85%92%E9%9B%A3%E7%A4%BE%E5%8D%80%E4%BF%9D%E5%A7%86%E5%83%A7%E5%A4%9A%E7%B2%A5%E5%B0%91-%E5%B1%AF%E9%96%80%E6%9C%80%E7%BC%BA%E4%BA%BA-%E5%8D%8A%E5%84%84%E6%94%B9%E5%96%84%E6%92%A5%E6%AC%BE%E7%9B%A3%E7%AE%A1%E6%88%90%E7%96%91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303483/%E8%A8%97%E5%85%92%E9%9B%A3%E7%A4%BE%E5%8D%80%E4%BF%9D%E5%A7%86%E5%83%A7%E5%A4%9A%E7%B2%A5%E5%B0%91-%E5%B1%AF%E9%96%80%E6%9C%80%E7%BC%BA%E4%BA%BA-%E5%8D%8A%E5%84%84%E6%94%B9%E5%96%84%E6%92%A5%E6%AC%BE%E7%9B%A3%E7%AE%A1%E6%88%90%E7%9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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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研究認爲，社區保姆制度可以存在多元化的可能性，即義工性質和註册保

姆同時存在的制度，方便不同家庭的需求，以緩解現時託兒服務不足的問題。針對

現時社區保姆仍然不足的局面，一些婦女團體提出應該增加社區保姆的時薪，現時

只有 18-22 港幣每小時，而即使最低工資現時也有 37.5 港幣，可以說社區保姆的

時薪偏低，但是責任卻很大，因此不利於吸引更多的婦女投入這個行業，所以政府

應該考慮增加社區保姆的時薪，提高吸引力。 

 

對於有託兒需要的家庭，有婦女團體提出政府應該推出託兒券的政策。政府早

在 2018 年的時候已經提出會研究託兒服務券，用來紓緩基層家長照顧壓力，但直

到現在仍未有具體的政策出台，所以我們希望有關託兒券的政策方案盡快出台，讓

照顧家庭的婦女能够更好的投入勞動力市場。 

 

3.2 性別教育的普及化和重要性  

在之前的章節中，我們一再強調在社會中要建立性別平等的觀念，而觀念的建

立需來自於基礎教育，因此調整現時性別教育的內容是非常有必要的，並且其核心

應該在性教育的基礎上，加入性別尊重的內容。性與性別是有差異的，我們經常提

及的性教育中的「性」通常指的是男女在生物上的差異，而「性別」則指的是兩性

在文化、社會環境影響下所產生的差異，比如社會常常偏見地認爲女性到了一定年

紀就應該回歸家庭，又或者認爲女性天生不適合學習理科的知識等等。 

 

所以學校推行正確的性別教育，需強調尊重性別差異、尊重性別等理念。因為

無論是現在的性騷擾問題，還是家暴問題，又或者是職場上對於女性的一些歧視問

題都源於性別缺乏尊重和理解，正如一些研究家暴的學者提到，正是由於「男尊女



香港婦女政策建議書 2019.12   

39 

卑」以及「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仍然在社會中根深蒂固，因此男性認為「打女人」

是無所謂的，令家暴問題一直無法消除。 

 

香港的現時學校中的性教育課程指引由香港衞生署負責，而其內容多數偏向於

生理健康、正確的兩性關係以及性健康等課程。但是對於性別平等、消除性別歧視

等內容卻甚少著墨，並且自從 1997 年教育局修訂了新的《學校性教育指引》後，

直到現在 20 多年的時間裏再無新的修訂內容，可見其指引是不符合社會發展，需

要盡快更新，將性別教育的概念加入教材中。台灣地區的性別教育教材，嚴格指出

需要按照地區法律要求的「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

嚴，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原則進行教學。雖然其中有關「同性戀」

以及「性小眾」等議題在香港社會依然有爭議性，但是其核心思想中教導學生要用

認清性別之間的差異、不同性別所擁有的權利，以及性別之間的尊重是應該在香港

的性別教育中推廣的，應該加入香港性別教育的課程之中。 

 

同時，除了教材的更新之外，教師的培訓更重要。現時香港突出的問題，是教

性教育的老師本身對性別教育的認識都不足够。在我們的訪問中，一位受訪者向我

們分享了自己的親身經歷： 

 

「我幫兒子報名小學的時候，老師問我丈夫做什麽職業的，我回答是老師，

這時候這位老師脫口而出「那你爲什麽還要工作，你應該多照顧家庭，我們有很

多課外活動需要家長參加，你應該不工作專心照顧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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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位老師的言行在一些國家或者地區中已經構成了一種歧視，但是老師

卻不自知，可見香港老師在性別教育方面的培訓十分缺乏。因此，我們建議必須加

强教師性別教育的訓練，這樣才能向學生傳達正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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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策反思  

  

本章節我們將針對我們在訪談和研究過程中突出的婦女政策問題進行反思，

這將會對我們對婦女政策進行調整時打下基礎。在這裡，我們主要對家暴政策、

性別歧視以及婦女精神健康三部分進行論述。 

 

4.1 進一步完善防止家庭暴力政策  

社會福利署的最新數字顯示（表 9），2018 年香港家庭暴力的新呈報數字有

所下降，但是我們不能簡單認爲香港的家庭暴力情况有所下降，因爲家庭暴力有

「隱藏性」，許多婦女即使遭受家暴也不願意求助。因此，推動消除家庭暴力的工

作一刻都不能鬆懈。 

 

 表 9 2017-2018 家庭暴力類型 

 

資料來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2019）。財務委員會審核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的答覆（檔案編號：LWB(WW)-2-c1.docx）。香港立法會，香港。 

 

  現時，在家庭暴力的處理手法中最主要由社署及警方負責，社署主要爲婦女

提供庇護中心、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並且在保護受虐者的同時也保護兒童的身心



香港婦女政策建議書 2019.12   

42 

健康。若家庭暴力升級，則需要警務人員介入，他們需要有處理家庭暴力問題的清

晰指引，例如要確保受害人及其子女即時的安全，令他們短期內不會再面對暴力的

危機等。兩者相結合可在一定程度上令受害人及其子女遠離家暴的傷害。 

 

但是，社署和警方合作的模式也有缺點。首先，在訪問中長期關注家暴的學者

認爲，社工的培訓中非常缺乏如何處理家暴婦女的內容。很多時候因爲他們來自

「家庭服務中心」，其核心思想是維護家庭的和諧，最終往往是家庭中的孩子出了

問題，社工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願意幫助婦女離開家暴家庭。因此，在未來

的發展中應該重點培訓社工處理家庭暴力的手法，最重要是保護受害人遠離暴力，

而不是單單的要求「保持家庭完整」，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保護受害人。其次，在警

務人員中也存在對家暴辨識度不足的問題，很多時候由於警務人員對於家暴的敏

感度不足，無法第一時間介入，僅將其列爲「家庭糾紛」事件處理，直到家庭暴力

傷害了兒童，才會引起社會以及警務人員的重視。如果我們建立起預防機制，就可

以防患未然，避免出現嚴重的殺害事件。 

 

4.1.1 家暴政策完善需要新思維  

 

走出暴力循環：增強婦女對暴力的認識 

現時家暴的一大特點就是受害者，特別是婦女無法走出暴力的循環。所謂的家

庭暴力循環指的是「家庭暴力的發生有其周而復始的循環現象。一開始往往是施虐

者在生活中不斷累積壓力，稱爲壓力期，當壓力累積到一定的程度，施虐者無法控

制情緒與行爲時，就産生了所謂的暴力發生期。施暴後，加害人會得到部份壓力的

紓解，然後對被害人有所歉意，所以會有短暫的蜜月期出現。但是生活壓力並未得

到真正的解决，因此仍會繼續累積壓力，使得暴力過程不斷循環。」（中國台灣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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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部保護司，2006）。對於受虐者而言，在這樣的暴力循環中無法認識到家

庭暴力本質，因此也很少向外界求助，只有當暴力升級到受虐者無法承受的時候，

受虐者才會出來求助，但很多時候已經釀成悲劇。 

 

所以，有團體認爲讓婦女走出暴力循環需要加强三個層面的政策：首先，是公

衆參與的層面，必須特別加强女性受虐者對家庭暴力的認識。讓她們明白無論肢體

暴力還是冷暴力，都屬於家庭暴力。只要受到持續而蓄意的暴力或控制行爲，婦女

應該第一時間尋求外界支援或者介入，及時調解，以免暴力升級，甚至危及自己以

及兒童的生命安全。其次，以往在家庭暴力的政策中，我們往往忽略對於施虐者的

介入。以往在面對家庭暴力的時候，第一時間介入的往往是社工，但是正如我們之

前提到，現時社工往往會以「家庭治療」的觀念對家庭關係進行調和，却忽略了「家

庭暴力」是一種非正常的家庭關係，最重要的是要求施虐者承擔責任，並接受小組

輔導，逐漸改變施虐者的行為和思想。但是現在這樣的課程少之又少，並且很多是

自願參與，成效不彰。這就要求我們從政策機制上進行優化。現時面對家暴問題，

受虐者可以向法庭申請「禁制令」，而禁制令中就有要求施虐者參與「反暴力計劃」

作為條件。但是，這樣的申請個案卻少之又少。 

 

至於申請個案較少的原因，主要是手續非常複雜。如果想申請禁制令，一定需

要聘請律師，首要需要經費。其次，需要填寫很多表格和資料，如果沒有律師的幫

忙，僅僅是社工或者自己填寫，根本無法完成，所以很多婦女最終都放棄。最後，

要證明受到滋擾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在這些繁瑣的程序之下，很少人願意申請，

所以在未來的政府中，應該要不斷的優化申請程序。 

 

 



香港婦女政策建議書 2019.12   

44 

不能忽略少數族裔家暴問題 

隨著香港社會越來越多元化，少數族裔人數在香港人口總的比例不斷上升，家

暴問題也日漸出現，成爲了現時香港家庭暴力的又一特點。根據 2015 年的立法會

文件，現時在少數族裔中有 4.7%的婦女曾經遭受家暴，這只比香港婦女受到家暴

的比例 6.8%只少了 2.1%，但是我們相信這個比例會比真實的數字低，因爲求助

的人少之又少。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元化的，首先是文化問題。很多少數族裔的傳統或者

是宗教的影響，讓她們在遭受家暴的時候反而要反思自己的問題，甚至認爲家暴的

原因在於自己，所以她們一般都不會第一時間出來求助。其次，現時社區缺乏對少

數族裔的支持。非常多的少數族裔中文並不流利，有時候甚至用英文也無法溝通，

這也减低了她們的求助意欲。最後，針對少數族裔的家暴庇護中心服務不足。現在

提供給家暴婦女的臨時住宿等配套措施的對象都是以香港婦女爲主，所以不能滿

足少數族裔在生活、語言以及習俗上的要求（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2015）。 

 

因此，我們希望在優化防止家暴政策的時候不能忽視少數族裔的需求，前綫社

會、警務人員需要接受一定時間的培訓來了解如何與少數族裔溝通的技巧，如要尊

重對方的文化等。同時，應改善現時臨時住宿的配套措施，撥出一定比例的宿舍給

少數族裔的家暴婦女，並且按照少數族裔的習俗設計生活配套措施。 

 

新來港基層婦女家暴問題仍然非常突出 

新來港婦女的家暴問題由來已久，這和一定的社會背景有關係。有學者指出，

97 年之前，由於香港和內地有著巨大的經濟差異，當時作爲新來港人士來到香港，

香港市民仍然是抱著同情的心情來對待她們。但是 97 年之後，隨著內地經濟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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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與香港的差距進一步縮小，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開始對新來港人士的包容度降低，

加上文化的差異，使很多新來港婦女，特別是嫁到香港的新來港婦女受到歧視。在

中港家庭的結合中，很多時候丈夫會認爲「我帶你來香港，你就應該感恩，這種心

態也變成一種歧視，慢慢演變成家庭暴力，並且香港男性普遍認爲自己的經濟條件

好於女性，這是一種不平等的婚姻模式。 

 

據一些研究家暴的學者說，現時在庇護中心中相對較多的是新來港婦女，究其

原因，就是新來港婦女來到香港後已經「沒有娘家」，更重要的是她們面臨著進退

兩難的問題。首先是戶籍問題，她們到了香港之後就已經取消內地戶口，而他們的

孩子大多數在香港出生，因此，如果回去，沒有戶口就沒有福利，所以她們不會選

擇回去。其次是面子問題，因爲內地的親友都認爲她們到了香港應該過得很好，甚

至內地的親友知道她們被老公虐打，都要求她們不要回鄉，特別是一些農村的。所

以新來港婦女面對家庭暴力很難處理，要走出來更難。 

 

新來港婦女本身走出家庭暴力已經很困難，但是在求助的時候遇到的歧視更

值得我們關注。一些長期服務家暴婦女的團體指出：「在社會福利的角度，當新來

港婦女想逃離家暴的時候必須要有錢和住的地方，但是無論是申請綜援還是申請

公屋，都會被認爲是不是真的受到家暴，並且會被人詬病「香港人都在排隊申請公

屋，你說一句被老公打就有房子」，所以尋求服務的時候就容易受到別人白眼，特

別是申請安置的時候就特別困難。我們必須明白，相比於之前雖然被打但是有固定

居所，他們出走後住板間房、或者劏房，居無定所更讓她們害怕，很多時候這些婦

女都選擇回到家暴家庭，所以現在我們的反家暴政策無法真正給予家暴婦女所需

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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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婦女庇護中心的規矩複雜，並且最長限度只能住三個月，這並不是抱著

一種關懷和同理心去幫遭遇家暴的婦女。政府應該優化政策，給遭受家暴婦女多一

點空間和時間去恢復。政府需要改變現時政策中 「沒前沒後」的情況，即沒有發

生嚴重傷害行為的時候不介入，完結處理家暴事件後沒有後續政策追蹤和支持，如

很多家暴婦女離開丈夫後需要經濟來源，所以要找工作，但是由於很多婦女之前一

直在做家庭主婦，技能和市場脫節，非常難找到工作，這個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援。

又如一些婦女需要看精神科醫生，而這些在現在都是沒有政策的支持的，所以現行

政策必須改善。 

 

 

4.2 拒絕一切形式的歧視  

 

4.2.1 性騷擾：每個人都可能成為 ME TOO 的主角  

隨著 ME TOO 運動在全球範圍內的興起，性騷擾話題再次引起社會的關注。

據瞭解，現時香港對於有僱傭關係的職場性騷擾行為，受到性騷擾者可以用《性別

歧視條例》進行控告。但是此條例最大的漏洞則是若不是僱傭關係，只是共用場地

之間的性騷擾就無法處理。平機會相關人士指出:「這種情况其實非常普遍，比如

一些商場會將攤位進行出租，租戶和商場之間沒有直接的僱傭關係，如果是商場的

員工對攤位的員工進行性騷擾，現時就沒有辦法用《性別歧視條例》進行控訴，也

是現在比較棘手的問題之一」。爲了改善這樣的情况，政府要求擴闊《性別歧視條

例》、《殘疾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的保障範圍，使其包括在共同工作場

所工作的人（例如寄售專櫃員工）之間的性騷擾、殘疾騷擾及種族騷擾，這將極大

限度的防止不同場合的性騷擾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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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職場之外，校園也是性騷擾事件發生的重灾區。根據之前平機會做的一個

調查顯示：「約每 4 個大學生，就有一人曾在調查前 12 個月內受到性騷擾，但當

中只有 2.5%表示已向所屬大學投訴。在校園內被性騷擾的學生中，更有近 100 人

稱性騷擾者為導師、講師或教授」（平機會，2018）。 在平機會的報告中我們不

僅要關注校園性騷擾行爲發生的比例，更要探究爲何投訴率如此之低。因爲大學生

的教育程度較高，一般而言，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對於性騷擾的容忍度低，投訴率

較高，但是校園的情况却並非如此。因此，我們走訪了相關的人士，得出以下的一

些觀點： 

 

首先，對於性騷擾行為的認識不足。性騷擾在法律上有著明確的定義，在性別

歧視條例中指明：「a)如(i)對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

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ii)就一名女性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况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况後，應會預期該女性會感到受冒犯、

侮辱或威嚇；或 b)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造成對該名

女性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該人即屬對該女性作出性騷擾」。但是在實際情

況中，由於存在著朋友或者師長之間的關係，非常多的學生雖然覺得對方的行為令

自己不舒服，但是會將其歸類為朋友之間的玩笑或者老師對自己的「關心」，因此

並沒有意識到自己面對的就是性騷擾行爲，所以降低了警惕性，同時也因爲不想破

壞朋友或者師生之間的關係而選擇不去投訴； 

 

其次，投訴率低也反映學校對於防止性騷擾的政策宣傳力度，及方式都未能達

到目的。根據平機會（2018）在之前針對校園性騷擾的報告指出「研究發現過半

學生(58.6%)不知道他們所屬大學有反性騷擾政策。而在知道大學有該政策的回應

者中，大多數的學生(62.1%)承認從來沒有閱讀過有關政策」。這充分說明，學校

關於防止性騷擾宣傳做得非常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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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樣的情况，平機會提出一些改善的建議，我們認爲非常值得參考：首先，

學校的防止性騷擾的宣傳能更加靈活。由於現時很多宣傳方式還是通過傳統的授

課來進行，對學生的吸引力並不大，這也直接造成了學生不瞭解學校政策的原因，

因此我們建議藉助現時流行的社交媒體平台，向學生推廣防止性騷擾的資訊，推廣

面更廣，學生接受程度更高；其次，如何將政策落實將會是一個重點以及難點，因

此建議在大學設立一位高層官員，專門負責監督防性騷擾政策、性別平等議題等政

策的落實。最後，完善校園性騷擾的投訴機制。除了正式的投訴渠道外，還可以開

通網上投訴渠道，其作用不僅可以拓寬投訴渠道，更加可以讓學校隨時監測性騷擾

數據，提醒學校檢視自己的政策以及及時對個案進行介入（平機會，2018）。 

 

4.2.2 婦女生育及哺乳是女性的權利  

生育是女性生命中重要的階段，現時《僱傭條例》中已經明確規定僱員懷孕期

間僱主不可解僱，並且政府已經將產假由之前的 10 周提升到 14 周，可以說在政

策中已經爲職場懷孕婦女提供了保障。雖然，一些違反僱傭條例的個案時常發生，

但是婦女可以用《僱傭條例》進行檢控，從而保障自己的利益。但是，現時較爲難

處理的，則是當女性生育完後回到職場，僱主會找各種理由將其解僱，由於這種情

況並不受到《僱傭條例》的保護，所以許多女性投訴無門。 

 

同樣的，女性生育完後哺乳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但是，有很多職場女性的經

歷都會反映她們進行哺乳或者泵奶都會遇到歧視或者不便的情况：首先，香港有很

多工作場地是沒有哺乳室或者哺乳室不够，這導致很多媽媽只能在洗手間泵奶，非

常不衛生；其次，由於泵奶需要一定的時間，僱主往往會指責她們離開時間過長，

甚至最後會以各種理由將其解僱。因此很多職場婦女因此放弃了母乳喂養；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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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場合中的哺乳行爲時常會引起市民的阻擾甚至辱駡，使得不少媽媽不敢在

公衆場合哺乳。這些都和政府提倡母乳喂養相違背，並且這也是對婦女的一種歧視。 

 

而針對以上兩種情况，不同的團體都有提出自己的解决建議。首先，可以考慮

在《僱傭條例》中寫明「產後工作保障期至產假後 6 個月」，也就意味著僱主在僱

員産假完成後復工的六個月內不可以解僱員工，最大限度保障僱員的生育權利；其

次，在《性別歧視條例》中明文禁止基於餵哺母乳的直接和間接歧視，以及將集乳

納入餵哺母乳的定義，保障婦女母乳餵養的權利。最後，亦希望政府在社會大力推

廣母乳餵養，在不同的設施中增加母乳餵養設施，方便哺乳期婦女使用。 

 

 

4.3  婦女精神健康不能被忽視  

女性健康政策一直是社會重點關注之一，今天婦女面對社會和家庭的雙重壓力，

她們不僅是職場女性，更可能是家庭的照顧者，在重重壓力下她們的精神狀態很容

易出現問題。 

 

一些長期關注女性健康的團體表示：「女性由於有家庭和社會等的多重壓力，

精神很容易出現問題。特別是在一些離異家庭、低收入、照顧者家庭者尤爲明顯。

所以現在這些團體和港大醫院進行合作，以社區爲單位，當有婦女因爲精神困擾而

求助時，社工會用量表對婦女的精神問題進行評估。如果情况較爲嚴重，則會送去

醫院的精神科進行進一步確診，在確診之後便會求助精神科醫生。這樣的模式既能

覆蓋基層，又能成爲一種長期合作模式，建議可以推廣」。我們希望政府能研究在

社區中如何向女性提供精神健康的協助，使女性的精神健康得到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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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醫管局（2018）的數據可以看到，在選定的 7 家公立醫院中，精神科的

專科輪候時間高達 95 星期，這對於急需精神服務的婦女來說是一種非常痛苦的等

待，會使得婦女精神問題不斷積壓。因此我們希望政府能重視精神健康問題，向公

立醫院增配資源緩解精神專科的輪候時間。同時，也可積極考慮採取和社區組織合

作的模式，最大限度服務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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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婦女政策建議  

 

在之前的章節中，我們分別就民建聯的婦女政策倡議進行了總結，並且通過訪

談對現時一些婦女的重點政策進行了反思，在這些基礎上，我們就未來婦女政策的

發展提出下列建議。 

 

5.1 紓缓婦女家庭壓力  

 

1. 優化託兒服務政策 

改變託兒政策只是「救急措施」的概念，建立更多公營和私營的託兒中心，讓

家長可以自行選擇，因爲現時有很多市民認爲即使願意付費，都難以找到合適

的託兒中心，所以政府在未來應該要研究在社區中建立不同種類的託兒中心，

例如一些提供託兒緊急服務的機構、又如一些是提供 0-3 歲幼兒的託管服務

等，以減輕婦女的照顧負擔。 

 

2. 資助僱主提供託兒服務 

鼓勵更多的僱主為女性僱員提供託兒服務，並且提高託兒服務在社會責任評

分中的比例，從一些大型企業以及上市公司做起，逐漸推廣。由於香港以中小

企為主，單純依靠企業的力量是不足夠的，所以政府必須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援。

雖然「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獲得政府的推廣，但因政府並沒有政策優惠，

所以僱主的參與力度不大，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應該給予僱主財政資助或減稅

等支持，這樣才最能舒緩僱主及女性僱員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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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多元化社區保姆機制 

在託兒中心數量不足的情况下，社區保姆是很多家庭的選擇，因此，政府應該

通過政策支持更多的人投入社區保姆的行業，比如適當提高社區保姆的時薪，

或者提供交通津貼等。同時，可以研究是否可以實行社區保姆註冊制度以及相

應的配套措施，使得社區保姆更加專業化的同時，亦不會過分推高價格，從而

滿足不同家庭的需求。 

 

4. 給予哺乳婦女彈性工作時間 

現時，政府已經將產假延長至 14 周，但是女性生産完後哺乳期也是一個非常

關鍵的時期。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哺乳期婦女可以比其他僱員晚到一小時辦公

室又或者提前離開，配合她們哺乳的需要。因此，政府可以研究先從公務員帶

頭開始，之後循序漸進地向社會推廣。 

 

5. 支援婦女精神健康問題 

除了向公立醫院增加資源縮短精神科的輪候時間外，可以增撥資源於全港各

區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在社區中給予婦女精神健康的治療及評估，建立

社區關懷，減低婦女精神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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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優化防止家暴政策  

 

1. 宣傳防止家暴信息 

在社區提供更多如何識別家暴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要加入防止「暴力循環」的

內容，讓市民，特別是女性加強保護自我意識，以免跌入「暴力循環」。 

 

2. 優化「施虐者輔導計劃」 

要求增撥資源，加强爲施虐者提供針對性的輔導服務，增加輔導節數，及家庭

治療等配套和跟進服務，以改變施虐者的行爲模式，終止家庭暴力循環發生，

消除家庭暴力所帶來的禍害。 

 

3. 加强支援危機家庭服務 

要求加强支援危機家庭服務，有關部門應評估現時香港家庭暴力的嚴重程度、

加强有關的社會福利服務、檢討處理和支援危機家庭的專業服務模式，及跨部

門支援服務的相應成效，並加强外展服務，向危機家庭提供高效率、及時和到

位的服務。 

 

4. 加強前線警員培訓 

提供專業家暴個案處理技巧予前線警務人員，並加强培訓處理家庭危機的技

巧，以識別家暴個案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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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注少數族裔家暴問題 

由於少數族裔的文化和華人不同，使得她們更難走出求助的第一步。因此，政

府在宣傳家暴求助政策的時候，應該關注少數族裔群體，並提供不同語言的服

務資訊及詳情，移除言語上的障礙，讓她們獲得適切的服務。 

 

6. 强化社工對家暴的專業培訓 

現時前線社工對於處理家暴的方式多以家庭的角度出發，而忽略了受害人本

身，所以建議在社工培訓中加入處理家暴的專業課程，而社工介入手法應該以

保護受害人爲首要目的，而非單以家庭和諧爲出發點進行協調。 

 

7. 延長庇護中心住宿期限 

現時庇護中心最多居住的時間是三個月，這對於遭受嚴重家暴的婦女而言是

遠遠不够的，因爲要在三個月內走出身心創傷非常困難，並且對於遭受家暴婦

女來說，有一個安身的居所特別重要，很多婦女因爲無法找到安身的居所，而

最終無奈地回到施暴者身邊。所以我們希望能延長庇護所的居住時間。同時，

政府應該投入更多資源增加庇護所的數量，並且優化內部設施，特別照顧一些

少數族裔婦女的需要，提供符合她們文化的設施和服務。 

 

8. 加強支援離異婦女 

家暴問題也衍生出離異家庭問題，無論離異原因為何，婦女身心都受到創傷。

因此，我們要求加快落實增加五間中心，提供一站式共享親職支援服務，同時

加強前線社工的專業輔導培訓。長遠亦可研究設立支援追討贍養費機構，協助

那些遭拖欠贍養費而陷入經濟困難的離異家庭渡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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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防止歧視政策  

 

1. 擴大《性別歧視條例》使用範圍 

平機會於 2018 年已向立法會提交，將《性別歧視條例》擴大至在共同工作場

所工作的人（例如寄售專櫃員工）之間的性騷擾。除此之外，我們認為現時適

用於性騷擾的範圍過於狹窄，對公眾的保障不足，故要求進一步擴大有關範圍

至一些公眾或私人場所，例如圖書館、健身室、公園等。現時條例限定的活動

範圍，包括教育、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等，並需在特定相關關係內發生才

屬違法，例如服務提供者及服務使用者的關係。然而，一旦性騷擾發生的雙方

都是服務使用者，或若非同一所學校的同學之間發生的性騷擾，現時條例並不

涵蓋，因此，我們要求擴大性騷擾的適用範圍，令條例能夠保障所有受害人。 

 

2. 優化防止性騷擾政策 

最重要的是優化宣傳方式，改變傳統的以授課爲主的方法，充分利用科技的優

勢以及平台，用生動的方式向學生宣傳學校的政策。並且在學校任命一名管理

高層人員，負責監督學校性騷擾政策的執行。同時，教育是改變的根本，學校

應該對教師進行正確的性別教育的培訓，才能從根本上杜絕性騷擾事件的發

生。 

 

3. 禁止歧視餵哺母乳 

哺乳是女性的權利，但很多時候婦女在公共場所進行哺乳時，會受到不同程度

的歧視，甚至辱駡，致使她們不敢進行哺乳活動，這都與政府提倡母乳餵哺的

精神相違背。所以我們促請政府加強餵哺母乳友善措施，並長遠訂立推廣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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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哺政策，例如規定新建築物設哺乳室及育嬰室，舊建築物則規定大翻新時加

設等配套措施。 

 

4. 加強對女性僱員產後保障 

現時《僱傭條例》中，女性生育的保障只局限於懷孕期間，但若女性僱員産假

後回到工作崗位而被僱主無理解僱，難以得到法律保障，因此我們建議優化條

例，將對女性僱員的生育保護延長至産後復工的一段時間，至於時間的長短，

可由政府、勞資雙方共同進行協商。 

 

 

5.4 優化女性健康政策  

 

1. 免費提供乳癌篩查及骨質疏鬆檢查 

乳癌和骨質疏鬆都威脅女士的健康，但是這兩種疾病都可以通過定期檢查來

進行預防和治療。但是許多婦女，特別是基層婦女因為經濟問題都沒有定期檢

查的習慣，增加了患病的危險，因此我們建議政府能增撥資源，讓女性定期進

行乳癌篩查及骨質疏鬆檢查，保障女性健康。 

 

2. 關注婦女精神健康 

女性在社會上擔當著多種角色，也意味著要承受多種壓力，因此這對婦女的精

神會造成很大的壓力。希望政府可以探索在社區內，建立以 NGO、公立醫院

一起合作的模式，在第一時間對於有精神健康求助需要的婦女進行評估和介

入，保護婦女的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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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擴展免費接種 HPV 疫苗範圍 

在小五小六女生免費接種 HPV 疫苗計劃的基礎上，加入追加群組計劃，以及

為所有適齡中學女生及 26 歲或以下的女性免費接種子宮頸癌疫苗。同時，建

議政府下一步研究為適齡男生免費接種 HPV 疫苗，令兩性都可以受惠。 

 

4. 增加資助輔助生育服務 

政府應該放寬為香港婦女提供卵子銀行服務的門檻，不僅讓有需要生育的人

士使用服務，同時也讓遲婚女性可以把卵子冷凍保存作日後使用，提高女性的

生育機會。 

 

5. 落實 T21 無風險產檢  

增撥資源，在公立醫院引入 T21 檢驗技術，盡快落實為所有孕婦提供 T21 無

風險産檢，透過驗血，安全而準確地爲孕婦確定胎兒有否患上唐氏綜合症，以

全面保障孕婦及胎兒安全健康。 

 

 

5.5 加强婦女就業培訓  

 

1. 資助非本地婦女進行學歷評估 

現在無論是新來港婦女或者是少數族裔婦女，學歷不斷提高是一個趨勢，但是

由於香港和內地以及少數族裔地區缺乏學歷的互認，所以很多婦女的學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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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被承認，她們只能做基層工作，或者無法找到適合的工作，因此，我們

希望政府能加快資歷架構的國際化，提高非本地婦女的就業率。 

 

2. 建立更多婦女網上就業平台 

在訊息發達的時代，傳統的招聘渠道已經不足以滿足需求，因此我們希望政府

能建立多個針對婦女網上就業的平台，使得婦女能第一時間獲取就業、培訓的

資訊。 

 

3. 鼓勵高學歷女性重投就業市場 

現時許多高學歷婦女因為生育或者其他原因暫時離別職場，但是當她們決定

重新投入職場的時候，卻無法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能做好

宣傳工作，鼓勵企業預留一定比例職位給這些婦女，幫助女性重新投入就業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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