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序正义与性别平等：香港高等教育
机构中的反性骚扰机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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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 拥有较为健全的防止性骚扰的法律和机

制。 在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性骚扰投诉方面，香港高等教育机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法律定义

厘清行为的边界；通过严格程序确保投诉人与被投诉人的平等权利；在双方实际权力不对等的情况

下，为弱势一方提供必要的援助。 围绕程序正义和性别平等，介绍香港高等教育机构防止性骚扰的

政策和相关案例，从而为内地建立类似机制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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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也相继爆出多起高校性骚扰事

件。这种现象既体现了中国的性别平等程度在不断

提高，又揭示出现行法律制度上的缺位，很多受害

者不得不采用媒体曝光的方式引起社会的关注。本

文试图从分析法律和犯罪社会学的角度，梳理建立

健全反性骚扰制度过程中程序正义之必要，并以香

港高等教育机构为例，分享反性骚扰机制建设过程

中的经验。

一、 中国性骚扰和反性骚扰议题的现状

特点

（一）性别平等程度的提高以及对性教育逐渐

重视

联合国已经制定了一个综合性的两性不平等

指数（GII），包含人类发展的三个重要方面：健康（孕

产妇死亡率和未成年女性产子率）、赋权（男女政治

领导人的比例和男女教育成就的比例）和经济状况

（15 岁及以上男女人口的劳动力参与比例）。这一

GII 指数报告比较了 160 个国家和地区妇女的社会

地位，确定了需要性别政策干预的关键领域，以克

服全球女性所面临的系统性劣势。2017 年，中国的

性别不平等指数为 0．152，居世界第 36 位（前五名

皆为北欧国家），说明我国性别平等至少在健康、赋
权和经济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中上游水平，甚至超

越了美国的排名。[1]

但是，GII 指数并没有涵盖性暴力或者性侵害

方面的测量，我们无从得知中国是否已经在这些方

面取得了进展。必须承认，政府部门、学校和越来越

多的民间团体几十年来都在为下一代推广和普及

性教育做出努力，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性教育的

重要性。2016 年，广州性别教育中心（GSEC）成立了

预防性骚扰性侵害网络 （Network of Anti Sexual Ha-

rassment and Assault），目标是在中国推动公众对性

骚扰和性侵害议题的重视和观点改变，推动对于性

骚扰和性暴力议题的公共政策改变，同时赋权和支

持受害者，反对基于此的暴力和骚扰。你我伙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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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持平台为 6—24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了

专业、系统且免费的性教育视频课程和课件。[2] 2018

年 8 月 17 日，广东省妇儿工委、广东省教育厅等机

构联合印发了《关于在我省全面开展中小学性别平

等教育的通知》，于 2018 年 9 月开始在全省中小

学、中职学校全面开展性别平等教育工作，其中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性教育。[3]至少在中国各大城市，

获取反性骚扰和反性暴力的知识渠道已经拓宽，学

校、社区甚至教育市场都在推广相关培训。随着家

长教育水平的提高，很多家长也会在家庭中不断教

育孩子学会保护自己、学会和不舒服的身体接触说

“不”。与前面几代人相比，中国的年轻一代特别是

城市居民，已经具备较强的性别意识和性安全意

识。这种个体的觉醒会导致更多的人站出来揭露

性骚扰，却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结构及社会制度的

改变。
（二）性骚扰双方往往存在明显的权力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性骚扰往往是权力不平等下的

一种行为，是骚扰者出于权力关系对受害人强加讨

厌的性要求。[4] 所以在判断性骚扰的构成要件时，除

了要考虑行为人刻意重复的言行且制止无效、明确

的恶意以及当事人的感受外，仍须考量其中是否存

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待性骚扰

双方的关系和解释双方的相关行为特征，意味着骚

扰者做出何种行为与被骚扰者做出什么回应，均取

决于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和骚扰者运用权力满足

自己期待的相关资源。[5] 在公众已知的中国高校性

骚扰案件中，骚扰者可以利用的权力资源往往来自

两个方面：一是学校这一组织赋予的身份地位（如

行政领导掌握的行政裁决权，老师指导、评价学生

的权力和借此接触学生的机会，导师对推荐、评审

论文的决定性权力）；二是基于个人影响力的权力

（如个人学识、社会阅历、讲台赋予的光环等）。除此

之外，骚扰者可能会策略地使用权力来让对方“同

意”骚扰。在权力结构下的个人是很难反抗骚扰行

为或是举报骚扰者的，当“反抗”这个选择涉及未来

甚至是一生的时候，很多受害者会选择忍气吞声，

很难直截了当地说“不”。
事实上，权力关系无处不在。除了高校中的师

生关系、职场里的上司下属关系这些固定场合中显

而易见的权力不对等，公共场合中两个陌生人之间

也存在微妙的权力动态关系。比如，当受害者是一

名穿着高雅的大学女生，地铁上的骚扰者是一个穿

西装打领带的年轻上班族，还是一个衣着朴素的乡

下老伯，都会关系到被害者做出何种反应，也会影

响同车厢其他乘客做出的判断和行为。中国虽然在

意识形态上强调社会主义的平等性，但事实上仍然

保留着权力分层明显的社会结构。打破现存的权力

结构，非一朝一夕之功。
（三）视性骚扰和以被骚扰为耻的社会文化

如果说推广性别平等教育是从个体的层面提

高人们防范性骚扰的意识和智慧，防止成为“潜在

施害人”，理解权力关系是为了了解影响性骚扰双

方互动模式的因素，那么反思社会文化如何造成性

骚扰、造成无视另一方意愿和情欲表达，则使人们

需要思考如何从结构的层面去除性别歧视和性污

名观念给受害人带来的痛苦。在性骚扰事件发生之

后，当事人常常陷于多重痛苦中，尤其是女性当事

人。崇尚贞洁的社会文化不仅压迫受骚扰者，使其

自我否定、自觉不洁，也让舆论责怪被害人“行为不

检点”“没有保护好自己”。比如，在听到某著名大学

性侵受害的女生自杀之后，该大学的男性校友们纷

纷在微信群中评论道：“因为这种事自杀，这个女生

这么没用！”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很多受骚扰女生

不愿意投诉，后悔自己为什么当时不拒绝，为什么

没有保护好自己。
因此，去除性污名不仅有助于所有人的身心健

康发展，对于性暴力事件的受害人来说，也是非常

必要的。去除性污名必须同时顾及两个层次：一方

面，在社会文化上必须指出贞操观和性的崇高与特

殊性的荒谬；另一方面，需要鼓励当事人自我价值

的认同 / 自我赋权 （empowerment）———这不是否定

伤害和感受的存在，而是意味着自身的价值、人格

与自我认同与性无关，“不论我的身体、情感或性遭

遇过什么，我仍然是一个完整的人，不必觉得不洁

或有所缺憾。我不需要去否定伤害，但我不必被创

伤所定义和限制。”[6] 在反抗这种社会文化方面，中

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性骚扰防治制度的缺失

高校、公司甚至各政府事业单位性骚扰的发生

是基于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它的持续既是因为缺乏

性别平等的文化氛围支持，也是由于性骚扰防治规

范的缺失。目前，中国现有的性骚扰法律过于原则

性概括，缺乏程序上的保障和实施机制，可能会阻

碍受害者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7] 现行的多部法律

中（如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特别保护规定）都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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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性骚扰委员会”由副校长直接领导，一方面加

强了这个机构的合法性，同时也传递了校方对性骚

扰零容忍的严肃态度。日常工作由两名受过平等机

会委员会训练的专职人员处理，也增强了这个机构

的专业性。很多学生和教职员会拨打委员会的咨询

电话来决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专职人员的专业回

答会减少很多次生伤害，也给有需求的学生或教职

员指引了正确的方向。
3． 大部分投诉都可以通过调停程序解决（如说

明情况并道歉）。很多性骚扰的情况是轻微的，或者

并非有意为之，调停程序节省了大量资源和时间精

力。如果被投诉方愿意诚恳道歉，投诉方接受道歉，

这种处理方式应该达到了效果：被投诉方受到了教

育，投诉方得到了所求的“正义”。比如，一位男生拍

了另一位男生的肩膀，被拍打的男同学对此感觉不

舒服。经过调停程序，被投诉人诚恳表示他并不知

道对方会介意这样的身体接触，他表示道歉，并承

诺以后不再有类似行为；投诉人也表示明白性别文

化差异，不再追究。
4． 少数无法通过调停程序解决的投诉会进入

正式调查程序。委员会主席会邀请不少于两名委员

会成员组成调查组，分别会见投诉人、被投诉人以

及双方提供的证人，在三个月内提交调查报告。如

果当事人对调查结论有异议，可以在规定时间内上

诉。调查组必须由与投诉人和被投诉人都无利益关

系的大学成员组成，避免偏向任何一方。调查时允

许双方有一名陪同人员，陪同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

密协定，且在调停过程中保持沉默。投诉者一般由

父母、心理咨询师、导师或好友陪伴和抚慰心情；而

被投诉者同样面临着很大的心理压力，调查组也允

许被投诉者有人陪伴。在多起性骚扰事件调查中，

被投诉者和投诉者都出现了身体发抖、无法入睡、
难以集中注意力等心理不适的症状，调查组成员必

须平等考量双方情况。
5． 如果调查结论判定行为构成“性骚扰”，校方

会对被投诉人进行惩戒。很多投诉人出于“利他”的
目的站出来投诉，他们不希望被投诉人继续对大学

其他成员实施性骚扰。大学的惩戒必须回应这样的

诉求，一方面尽力达成投诉人所追求的结果正义，

一方面要对被投诉人的未来行为起到阻吓作用。在

实践中，已经有多位被认定为存在性骚扰行为的大

学职员被要求离职。
（三）程序中需要特别注意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首先，当前的香港各个大学中，男性依旧占据

主导地位，大学校级或院级领导以及副教授以上级

别大多是男性教授。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高校

性骚扰投诉仍然以女性投诉男性居多（因为权力关

系不平衡）。在组成调查委员会的时候，为了减少性

别偏见，香港高校要求必须委任不同性别的教授，

比如一男一女，两男一女，或两女一男。
其次，考虑到很多性骚扰受害者对社会污名化

的犹豫，对于权力关系的敏感，我们要预留出一定

的时间给他们思考。比如，某高校明确规定了 6 个

月的投诉有效期。若性骚扰事件已发生超过 6 个

月，或调停工作完成后超过 30 个工作天，投诉人方

决定提出正式指控，“性骚扰调停 / 投诉小组”召集

人可决定不对事件进行调查；如要向平等机会委员

会提出投诉，应在事件发生后 12 个月内提出；如要

向区域法院提出法律诉讼，应在事件发生后两年内

提出。在一起助理教授投诉正教授的真实案件中，

性骚扰事件发生之后几个月，投诉人一直犹豫不

决；直到她拿到了大学的终身教职，权力关系对她

的束缚减少了，她才终于勇敢地递交了正式投诉。
此外，我们还要在程序中对权力下游的一方提

供适当救济。比如，香港某高校的性骚扰案例中，被

投诉的大学职员雇用了校外律师帮助其应对校内

调查委员会的询问，为了平等保护投诉人（一位无

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学生）的权利，校方也为投诉人

提供了法律援助。在另一起导师涉嫌性骚扰其研究

生的案例中，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诉人免受来自导师

的压力，校方和院系多次协调，帮助该学生及时更

换了导师。

三、结语

根据 Sumner 的定义[11]，社会规范包括三个层次：

民俗、道德和法律。在现代社会，动用法规制度和标

准化程序去惩罚某些不当作为是我们最后的防

线，更多的人类行为应由民俗和道德去约束。在建

立强调程序正义的反性骚扰调停及调查制度的同

时，各高校还应该努力通过教育去预防和减少性

骚扰。香港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反性骚扰委员会都

兼具一个重要的职能：在校园中广泛传播反性骚

扰的相关知识，提高全体大学成员在这个方面的

意识。各院系教授代表中，一部分进入调停和调查

组，另一部分则被委派进入教育组。教育组的委员

们每年协助校方多次进行校园宣传活动，并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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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al Justice and Gender Equality：Mechanisms and Practices Against
Sexual Hara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f Hong Kong

ZHONG Hua，WANG Minruo
Abstract: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south China has boasted established laws and

mechanisms to guard against sexual harassment． In addition，loc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ave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the prevention and deal of complaints against sexual harassment through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boundaries in legal definitions，granting equal rights between complainants and alleged harassers in strict

procedures，and providing the underprivileged with necessary assistance when they are in a disadvantaged posit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pposite side． Existing policies and relevant case studies in Hong Kong can offer some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similar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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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遴选反性骚扰宣传大使。近年来，全校本科生

及研究生入学典礼时也添加了反性骚扰教育讲

座，使所有学生在踏入大学校园时至少对此有基

本了解。为了让全校各级组织都对这个问题重视

起来，创造性别友好的大环境，香港某大学在

2018—2019 学年推行了强制性的网络培训，大学

校级领导、所有部门（如人事、财务和后勤部门）和

各院系负责人必须进行反性骚扰网络培训及通过

网络考试。下一步，该校计划将强制性的网络培训

推广到所有教职员和学生。
借鉴香港各高校经验，内地的各个大学也可以

双管齐下：一方面，尽快建立符合程序正义的反性

骚扰机制，让投诉人、被投诉人和校方都可以有规

可循；另一方面，在大学内对所有成员进行宣传教

育，至少在大学的环境内减少父权制、传统性别规

范以及权力不平等对弱势性别群体的压迫。不积跬

步，无以至千里，希望中国各大学的进步可以带来

全社会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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