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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近期，在公共交通工具遇到性騷擾及非禮個案有持續上升的趨勢，根據警方

在 2013 年首 7 個月公佈的數字顯示，單是港鐵內發生的非禮及偷拍個案，已有

176 宗（非禮 116 宗、偷拍裙底 60 宗），可見非禮及偷拍情況非常嚴重。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下稱協會）認為，報案數字只是冰山一角。因此，我

們深信除了要讓公眾提高警覺，把侵犯者繩之於法，亦可加強乘客面對性侵犯的

應變能力，建立反擊的意識。此外，我們也鼓勵受害人遇到侵犯時要即時求助，

呼籲目睹事件的乘客即時「行動」，向受害人伸出援手，以阻止性侵犯事件發生。

至於港鐵在防止及撲滅性暴力罪案方面，不應只靠警方之力，亦應積極改善港鐵

相關措施，預防性暴力的發生。 

過去五年，協會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有多次溝通及會面，並提出改善建議，

而我們也高興見到他們有所改善。 

本會轄下之「婦女友善環境小組」一直監察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受性暴力對

待的情況，期望透過對有關公共交通工具之研究、調查和發佈，與大眾討論如何

有效反擊車廂中的性騷擾及非禮事件。協會期望小組協助的研究報告能再次喚起

公眾對性暴力的關注，以提出改善車廂的措施，有效減少性騷擾及非禮個案。 

 

王秀容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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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摘要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一直對性別平等的議題十分關注，其中關注到社會環境

的因素對於構成性暴力問題的影響。而本會轄下的「婦女友善環境小組」就此方

面進行多年的研究，目的旨在：（一）探討公共交通工具發生的性暴力現況及市

民對此問題的看法，讓公眾對問題加以關注；（二）透過實地考察及收集民意向

相關部門提出實際改善建議。 

 研究主要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女性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遭受非禮事件 

調查」分別於 2009 年 2 月及 2010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間以問卷形式於網上進行。

第二部份：「港鐵設施考察」及「改善港鐵萬人 like」投票活動，前者承接第一

部份，我們根據港鐵環境設計制訂環境檢示表，以便利抽樣法實地考察港鐵的車

廂、月台及大堂等設計及相關監察設施；後者以 Facebook、網上投票、街頭訪

問、投票等不同的形式收集改善港鐵設施的意見及建議。 

 

1. 調查發現 

1.1 2009 年有超過兩成（61 人，23.3%）的受訪女性表示在交通工具上有被非禮

的經驗。而在 2010 年則有超過四成（115 人，41%）的被訪女性曾在公共交

通工具遭受非禮及/或性騷擾。 

1.2 最多受訪者表示曾「被人用色迷迷的眼光注視，令她們感到不安」（2009 年

有 57.4%及 2010 年有 64.3%），其次為「被人借故挨近或坐近」（2009 年有

49.2%及 2010 年有 59.5%）。而當中受訪者「被人偷拍」的經驗更有上升的

趨勢，反映隨著拍攝工具普及，偷拍的情況愈趨嚴重。根據兩次的調查，受

訪者在車廂中遭受的性暴力行為往往多於一項，反映現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性暴力的情況值得令人關注。 

1.3 調查顯示有超過八成的受訪者在地鐵 （2009 年有 80.3%及 2010 年有 80.9%）

遭遇到以上非禮事件，情況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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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受訪女性表示在星期一至五 （2009 年有 54.1%及 2010 年有 71.1 %）遭遇非

禮 / 性騷擾事件，較發生在週末及公眾假期為高。 

1.5 當遭遇非禮 / 性騷擾時，大部份受訪者選擇「怒目而視」，其次為「自我保

護」；亦有不少的受訪者會以鴕鳥政策處理，如「離開車廂/座位」、「假裝

若無其事」及「不知如何反應」。只有極少部份受訪者採取較為主動的方法

處理非禮事件。沒有受訪者選擇以積極的「報警求助」方法處理非禮事件。 

1.6 接近六成的目擊者表示曾目睹事主「被人借故挨近」；五成的受訪者曾看到

事主「被人色迷迷地注視，令事主不安」；約三成五的目擊者曾看見事主「被

不必要或重複地觸摸身體」；約一成目擊者看到事主「被人偷拍」，或侵犯

者「在事主面前作猥褻行為」。接近七成受訪者在地鐵目睹以上情況。 

1.7 同樣地，當目睹非禮 / 性騷擾事件的發生時，較多人選擇「怒目而視」或拍

攝/記錄等較被動的方法處理事件，但有更多目擊者沒有提供任何協助給予受

害者。 

1.8 「港鐵設施考察」於車廂、月台及樓梯等地方的監察措施嚴重不足，電梯及

升降機的建造物料容易令偷拍/偷窺者有機可乘，求助設施、光線及警告告示

亦有不足。 

1.9 「改善港鐵萬人 like」調查結果顯示，市民認為港鐵最有需要「改善環境空

間設計」（708 人，32.7%），其次「增加監察措施」（701 人，32.3%），

而「負上企業責任」（380 人，17.5%）、「加強宣傳反性暴力」（379 人，

17.5%）亦各佔多於一成半。 

 

2. 建議 

2.1 交通工具營運商，以可靠、卓越顧客服務見稱；同時也應肩負企業責任去建

立一個友善、安全、舒適的環境，去正視、預防及終止女性在交通工具受性

暴力的情況，採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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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於當眼處張貼警告字句阻嚇侵犯者 

2.1.2 積極宣傳鼓勵乘客伸出援手 

2.1.3 為前線職員提供培訓及指引，改善處理性暴力事件的程序 

2.1.4 增加監察設施及加強人力監控，以阻嚇有侵犯意圖的人士 

2.1.5 積極改善交通工具內及其有關範圍的空間設計 

2.1.6 主動向傳媒及公眾發放罪案資訊，讓公眾提高警覺，並提出有效的改善

的措施 

2.2 保安局、運輸及房屋局作為監管機構，應監察交通工具營運者，把預防及終

止性暴力列為企業責任，確保他們為乘客提供安全的環境，採取措施，防止

性暴力發生。 

 

3. 呼籲 

3.1 受害人遇到侵犯時： 

3.1.1 要立即求助，通知其他乘客/司機/車站職員，甚至報警。 

3.1.2 對侵犯事件有一定的敏感度，相信自己的感覺，為不公平的事件要堅決

出聲。 

3.1.3 若不肯定對方的舉動是刻意侵犯或是由於擠迫而引致，你可禮貌地請對

方注意自己的舉動，如：「先生，你隻手掂到我，唔該你讓開少少呀。」、

「先生，隔離有啲空位，你可以企過少少，唔駛迫埋嚟架。」 

3.2 目擊者： 

3.2.1 切勿猶疑、袖手旁觀或只是拍攝。 

3.2.2 應立即向受害人表示願意提供幫助，並採取行動：如立即喝止侵犯者、

在安全情況下阻止侵犯者離去、通知職員或報警。 

3.2.3 宜體恤及支持受害人，切勿責備及埋怨她們。或許事件可能妨礙了你的

時間，但你卻幫助了一名受害人，讓她不致遭到二度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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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主動向警方提供資料，將犯人繩之於法。 

3.3 學校、社區、政府的社會責任： 

3.3.1 積極推動反性暴力的教育工作，宣傳性暴力乃是不可容忍的罪行，當市

民遇到性暴力事件，不再只是無助，相反，亦能更主動反擊。 

3.3.2 呼籲有侵犯傾向的人士接受適當的治療或輔導。 

3.3.3 強化女性面對性侵犯的應變能力，令女性建立反擊的意識及掌握應對性

暴力事件的方法。 

3.3.4 消除對性暴力事件的偏見及對性暴力受害人的污名，消除她們在求助時

的障礙及鼓勵受害人打破沉默，勇於求助。 

3.3.5 推動性別平等，消除女性弱者的標籤、定型及性暴力對女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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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研究背景 

  一個城市的空間及環境設計對不同性別、年齡或種族均十分重要。根據不少

外國研究，外在環境設計與社會的罪案率息息相關，例如視覺空間的障礙、逃走

路徑或監察措施等都可能影響著犯罪者是否作出犯罪行為（ Rosenbaum et al ，

1998， pp. 125 – 126 ）。隨著香港社會的進步，女性就業或參與公共事務的機

會越來越頻繁，但是社會並沒有為此轉變而考慮女性的需要，設計一個安全的環

境空間，以致在公眾地方的性騷擾甚至性侵犯屢見不鮮。根據警方的統計數字，

非禮的舉報個案有明顯上升的趨勢，由 2005 年的 1136 個上升至 2012 年的 1495

個，升幅接近三成，當中大部份都在公眾地方發生。近年，隨著拍攝科技愈來愈

普遍，在公眾地方發生的偷拍案件亦漸趨嚴重。 

年份 非禮舉報個案數目 

2005 1136 

2006 1195 

2007 1390 

2008 1381 

2009 1318 

2010 1448 

2011 1415 

2012 1495 

由於香港人口稠密，樓宇建築密集，公共空間狹小，擠迫的環境令犯罪者可

以借助視線障礙增加犯案的成功率，加上社會大眾對阻止罪案的意識不高，往往

為犯罪者提供有利條件下手。不過，社會大眾對此情況似乎不太關注，亦會將責

任歸咎於當事人身上，忽略了社會氣氛與環境設計對性暴力情況的影響，而本港

過往從來沒有研究調查有關環境空間的設計與性暴力事件的關係，有見及此，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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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善環境小組在過去幾年間多次進行「女性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遭受非禮事件調

查」、「港鐵非禮及偷拍事件調查」，以了解及跟進受訪者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遭

受非禮及偷拍事件的情況及意見，繼而進一步舉辦「改善港鐵萬人 like」及「港

鐵設施考察」，以評估地鐵的公共設施及空間對女性所造成的環境威脅；是次調

查報告集結多次的考察報告及經驗調查，加以對比及分析，令調查結果可以更全

面及多方向地展現出來。 

我們希望透過是次機會，讓大眾認識我們的工作，以推動政府及有關機構積

極改善預防及處理性暴力事件的措施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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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研究目的 

  此報告中所指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指本港交通工具及其所屬範圍，如總站、

月台、候車處、大堂、電梯、車廂等地方。而「非禮 / 性騷擾」行為是指事主

在不情願或不知情的情況下，被他人作出含性意味的接觸或對待，而事主為此行

為感到不安、恐懼或受威脅。 

  研究目的如下﹕ 

  （1） 瞭解在公共交通工具發生的非禮及性騷擾情況﹔ 

  （2） 探討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被非禮及性騷擾的經驗及處理方法﹔ 

  （3） 瞭解公眾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遇到非禮及性騷擾事件時的反應﹔ 

  （4） 檢視交通工具的環境設計及現有設施與性暴力事件的關係﹔  

  （5） 瞭解市民大眾對交通工具環境設計及設施的意見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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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部分研究以便利抽樣法，以問卷形式於網上進行調查。問卷網址透過本

協會網頁、Facebook 及電郵等網上媒介發放。 

  受訪者於問卷網址上以自願性質填寫問卷，受訪者可隨時退出是次調查。而

且以不記名方式進行，受訪者個人資料均保密。問卷結果會於受訪者完成調查後

隨即更新及顯示。 

  第二部分研究以初步試驗（先導計劃）方式進行「港鐵考察」行動，利用環

境檢視表，針對性暴力最嚴重的公共交通工具進行環境考察，檢察車廂及其所屬

範圍的設計及設施與發生性暴力事件的關係。 

  其後，以便利抽樣法在 Facebook、網上投票、街頭訪問及投票等不同的形

式收集不同階層、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市民對公共交通工具環境設計及設施的

意見及現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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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1－問卷調查 

1. 受訪者資料 

1.1. 性別及年齡特徵 

  2009 年的受訪者全為女性 （262 人，100%）﹔2010 年的受訪者有近七成

為女性 （280 人，69.4%），另外三成為男性 （123 人，30.5%）。 

  在 2009 年的受訪者的年齡組別中，最多受訪者為 19-24 歲 （122 人，46.6%），

其次為 25-30 歲 （61 人，23.3%），最少為 56-60 歲，僅得 1 人（0.4%）。 

  在 2010 年的受訪者的年齡組別中，最多受訪者為 20-29 歲（202 人，50.6%），

其次為 30-39 歲 （108 人，27.1%），最少為 60 歲或以上，僅得 3 人（0.75%）。 

  總括來說，兩次的女性受訪者人數相約並佔多數，大多數受訪者年齡層為

20-30 歲。 

 

1.2. 每天主要乘搭的交通工具 

 人次 （%）* 

 2009 2010 

地鐵 170 （64.9%） 221 （54.8%） 

東鐵     72 （27.5%） 63 （15.7%） 

西鐵       港鐵 18 （6.9%） 28 （9.4%） 

馬鐵 15 （5.7%） 23 （5.7%） 

輕鐵 11 （4.2%） 13 （3.2%） 

巴士 146 （55.7%） 154 （38.2%） 

小巴 75 （28.6%） 60 （14.9%） 

的士 7 （2.7%） 14 （3.5%） 

                                                
1
 由於受訪者可就此項目選擇多於一個選項，因此總百分比大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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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次 （%）* 

 2009 2010 

電車 6 （2.3%） 13 （3.2%） 

渡輪 2 （0.8%） 3 （0.07%） 

其他 3 （1.1%） 6 （1.4%） 

  受訪者每天主要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為地鐵，兩年均超過五成﹔其次為巴

士，2009 年達五成五 （146 人次），2010 年則有近四成 （154 人次）﹔最少的

為渡輪，兩年均未達一個百分比。 

 

2. 女性所受的性侵犯經驗 

2.1. 女性受訪者遭受非禮 / 性騷擾比率 

 人數 （%） 

 2009 2010 

有遭受非禮 / 性騷擾 61 （23.3%） 115 （41%） 

沒有遭受非禮 / 性騷擾 201 （76.7%） 165 （59%） 

  於 2009 年成功收回的 262 份問卷之中，有超過兩成（61 人，23.3%）的受

訪女性表示在交通工具上有被非禮的經驗。而在 2010 年成功收回的 403 份問卷

之中，有超過四成（115 人，41%）的被訪女性曾在公共交通工具遭受非禮及/

或性騷擾。 

 

2.2. 女性在交通工具上遭遇過的性侵犯： 

 人次 （%）* 

 2009 2010 

被人色迷迷地注視，令妳/ 你不安 35 （57.4%） 27 （64.3%） 

被人借故挨近 / 坐近 30 （49.2%） 25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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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次 （%）* 

 2009 2010 

被不必要或重複地觸摸身體 18 （29.5%） 19 （45.2%） 

被人偷拍 1 （1.6%） 5 （11.9%） 

在妳/ 你面前作猥褻行為 7 （11.5%） 4 （9.5%） 

被言語上的性騷擾 -  4 （9.5%） 

其他 2 （3.3%） -  

  在兩次的調查中，最多受訪者表示曾「被人用色迷迷的眼光注視，令她們感

到不安」（2009 年有 57.4%及 2010 年有 64.3%），其次為「被人借故挨近或坐

近」（2009 年有 49.2%及 2010 年有 59.5%），分別接近五成及六成。而當中受

訪者「被人偷拍」的經驗更有上升的趨勢，反映隨著拍攝工具普及，偷拍的情況

愈趨嚴重。 

  根據兩次的調查，受訪者在車廂中遭受的性暴力行為往往多於一項，反映現

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性暴力的情況值得令人關注。 

 

2.3. 事發地點 

 人次 （%）* 

 2009 2010 

地鐵 49 （80.3%） 34 （80.9%） 

東鐵   12 （19.7%） 7 （16.7%） 

馬鐵 0 （0%）      港

鐵 

0 （0%）      港

鐵 

輕鐵 1 （1.6%） 3 （7.1%） 

西鐵 1 （1.6%） 1 （2.3%） 

巴士 27 （44.3%） 13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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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次 （%）* 

 2009 2010 

小巴 5 （8.2%） 2 （4.8%） 

電車 2 （3.3%） 0 （0%） 

渡輪   1 （1.6%） 0 （0%） 

  調查顯示有超過八成的受訪者在地鐵 （2009 年有 80.3%及 2010 年有 80.9%）

遭遇到以上非禮事件，情況令人擔憂。緊隨常見的事發地點為巴士 （2009 年有

44.3%及 2010 年有 30.9%）。而當中的東鐵、輕鐵和西鐵均屬於香港鐵路公司，

反映港鐵在提供友善環境給市民方面的力度不足，以致整體有超過八成的受訪者

在港鐵的交通工具上遭遇到性暴力事件。 

 

2.4. 事發日子 

 人次 （%）* 

 2009 2010 

星期一至五 33 （54.1%） 32 （71.1 %） 

星期六、日或公眾假期 11 （18.0%） 4 （8.9%） 

不記得 25 （41.0%） 9 （20%） 

  受訪女性表示在星期一至五 （2009 年有 54.1%及 2010 年有 71.1 %）遭遇

非禮 / 性騷擾事件，較發生在週末及公眾假期 （2009 年有 18.0%及 2010 年有

8.9%）為高。 

 

2.5. 事發時間 

 人次 （%）* 

 2009 2010 

早上    12 （19.7%） 19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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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次 （%）* 

 2009 2010 

中午 5 （8.2%） -  

下午 16 （26.2%） 11 （20.8%） 

晚間 13 （21.3%） 13 （24.5%） 

深夜 1 （1.6%） 1 （1.8%） 

繁忙時段 （上班/下班） 31 （50.8%） -  

不記得 3 （4.9%） 6 （11.3%） 

  在 2009 年的調查中，近一半的受訪者表示在繁忙時段（50.8%）遭遇上述的

非禮 / 性騷擾事件﹔在 2010 年的調查中，超過三成的受訪女性表示在早上

（35.8%）遭遇非禮 / 性騷擾事件﹔另外，晚間（24.5%）也是非禮 / 性騷擾事

件頻密發生的時段，反映侵犯者多以擠迫的上、下班時段進行侵犯。 

 

2.6. 女性遇到性侵犯後的處理方法 

 人次 （%）* 

 2009 2010 

積極舉報     

報警 0 （0%） 0 （0%） 

通知車站職員 2 （3.3%） 0 （0%） 

較主動的處理方法     

即時向身邊同伴 / 乘客求助 2 （3.3%） 4 （5.6%） 

大聲呼叫 2  （3.3%） 0 （0%） 

較被動的處理方法     

怒目而視 28 （45.9%） 23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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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次 （%）* 

 2009 2010 

自我保護 / 防衛 25 （41.0%） 13 （18%） 

以駝鳥政策處理方法     

離開車廂/座位 18 （29.5%） 13 （18%） 

假裝若無其事 15 （24.6%） 6 （8.3%） 

不知如何反應 13 （21.3%） 13 （18%） 

其他 8 （13.1%） 0 （0%） 

  遭遇非禮 / 性騷擾時，大部份受訪者都表示會用多於一項的處理方法。不

過，兩次的調查中，大部份選用的方法都是較為被動，選擇「怒目而視」 （2009

年有 45.9%及 2010 年有 31.9%），其次為「自我保護」（2009 年有 41.0%及 2010

年有 18%）；亦有不少的受訪者會以駝鳥政策處理方法處理非禮事件，如「離開

車廂/座位」（2009 年有 29.5%及 2010 年有 18%）、「假裝若無其事」（2009

年有 24.6%及 2010 年有 8.3%）及「不知如何反應」（2009 年有 21.3%及 2010

年有 18%）。 

  只有極少部份受訪者採取較為主動的方法處理非禮事件，在 2009 年，仍有

3.3%的受訪者會選擇積極舉報的方式處理事件，可惜在 2010 年，選擇積極舉報

的受訪者則一個也沒有。 

  雖然採取較為被動的方法的受訪者數字減少，但主動求助的數字未有上升的

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兩次的報告均沒有受訪者選擇以積極的「報警求助」方法

處理非禮事件，反映市民普遍求助意識偏低，面對非禮 / 性騷擾行為大多束手

無策。 

 

3. 目擊者經驗 

3.1. 公眾目睹交通工具內其他女乘客遭遇性侵犯事件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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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 （%） 

 2009 2010 

有 52 （19.8%） 98 （24.4 %） 

沒有 206 （78.6%） 303 （75.6%） 

沒有作答 4 （1.5%） --  

  根據兩次的問卷調查，分別有接近兩成 （19.8%） 及兩成半 （24.4%） 受

訪者表示曾目睹交通工具內其他女乘客遭遇非禮 / 性騷擾事件。 

 

 人次 （%）* 

 2009 2010 

被人借故挨近 / 坐近 30 （57.7%） 54 （55.1%） 

被人色迷迷地注視，令妳/ 你不安 26 （50.0%） 53 （54.1%） 

被不必要或重複地觸摸身體 18 （34.6%） 34 （34.7%） 

被人偷拍 5 （9.6%） 10 （10.2%） 

在妳/ 你面前作猥褻行為 4 （7.7%） 9 （9.2%） 

被言語上的性騷擾 0 （0%） 7 （7.1%） 

其他 1 （1.9%）   

  接近六成的目擊者表示曾目睹事主「被人借故挨近」（2009 年有 57.7%及

2010 年有 55.1%），亦有一半的受訪者曾看到事主「被人色迷迷地注視，令事主

不安」 （2009 年有 50.0%及 2010 年有 54.1%）。約三成五的目擊者曾看見事主

「被不必要或重複地觸摸身體」（2009 年有 34.6%及 2010 年有 34.7%），也有

少數人看到事主「被人偷拍」（2009 年有 9.6%及 2010 年有 10.2%），或侵犯者

「在事主面前作猥褻行為」 （2009 年有 7.7%及 2010 年有 9.2%）。根據第三者

的經驗，兩年之間並沒有太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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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事發地點 

 人次 （%）* 

 2009 2010 

地鐵 34 （65.4%） 71 （72.4%） 

東鐵   7 （13.5%） 12 （12.2%） 

馬鐵     2 （3.8%）     1 （1%）       

輕鐵 1 （1.9%） 1 （1%） 

西鐵 1 （1.9%） 4 （4.1%） 

巴士 28 （53.8%） 39 （39.8%） 

電車 5 （9.6%） 5 （5.1%） 

小巴 3 （5.8%） 5 （5.1%） 

渡輪   1 （1.9%） 1 （1%） 

其他 1 （1.9%） 2 （2%） 

  調查顯示最多受訪者在地鐵 （2009 年有 65.4%及 2010 年有 72.4%）目睹以

上情況，其次常見發生地點是巴士（2009 年有 53.8%及 2010 年有 39.8%）。 

 

3.3. 事發日子 

 人次 （%）* 

 2009 2010 

星期一至五 22 （42.3%） 49 （50 %） 

星期六、日或公眾假期 7 （13.5%） 10 （10.2%） 

不記得 27 （51.9%） 40 （40.8%） 

  較多目擊者表示在星期一至五 （2009 年有 42.3%及 2010 年有 50%）目睹

非禮/ 性騷擾事件，比星期六、日或公眾假期 （2009 年有 13.5%及 2010 年有

10.2%）多出接近三成至四成。 

港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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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事發時間 

 人次 （%）* 

 2009 2010 

早上    11 （21.2%） 26 （26.5%） 

下午 18 （34.6%） 28 （28.6%） 

晚間 6 （11.5%） 18 （18.4%） 

深夜 1 （1.9%） 4 （4.1%） 

中午 7 （13.5%） -  

繁忙時段 （上班/下班） 20 （38.5%） -  

不記得 9 （17.3%） 26 （26.5%） 

  根據調查顯示，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記得目睹非禮 / 性騷擾事件發生的時間

為下午 （2009 年有 34.6%及 2010 年有 28.6%）及早上（2009 年有 21.2%及 2010

年有 26.5%）等上下班的繁忙時段，估計擠迫的繁忙時段為侵犯者提供一個機會。 

 

3.5. 公眾目睹擊性侵犯事件時的處理方法：  

 人次 （%）* 

 2009 2010 

積極舉報     

報警 2 （3.8%） 2 （2%） 

通知車站職員 1 （1.9%） 1 （1.2%） 

較主動的處理方法     

即時向身邊同伴 / 乘客求助 8 （15.4%） 9 （10.7%） 

大聲呼叫 2 （3.8%） 5 （6%） 

告訴事主 2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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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次 （%）* 

 2009 2010 

較被動的處理方法     

怒目而視 22 （42.3%） 24 （28.6%） 

拍攝/記錄 25 （41.0%） 13 （18%） 

沒有提供任何協助     

不知如何反應 16 （30.8%） 17 （20.2%） 

假裝若無其事 6 （11.5%） 12 （14.3%） 

自我保護 / 防衛 7 （13.5%） 4 （4.8%） 

離開車廂/座位 1 （1.9%） -  

其他 3 （5.8%） 8 （9.5%） 

  當目睹非禮 / 性騷擾事件的發生時，較多人選擇「怒目而視」或拍攝/記錄

等較被動的方法處理非禮事件，但有更多目擊者沒有提供任何協助給予受害者，

他們主要表示「不知如何反應」（2009 年有 30.8%及 2010 年有 20.2%）或「假

裝若無其事」（2009 年有 11.5%及 2010 年有 14.3%）。而有部份的目擊者會擔

心危及自己的安全，甚至選擇採取「離開車廂/座位」（2009 年有 1.9%） 等駝

鳥方法或「自我保護或防衛」 （2009 年有 13.5%及 2010 年有 4. 8%）的措施以

保障自己。 

  只有絕少部份目擊者採取積極舉報的方法處理車廂非禮 / 性騷擾事件，會

選擇「報警」及「通知車站職員」方式協助處理事件。根據以上資料顯示，目擊

者雖然對侵犯事件有一定的敏感度，但當面對非禮 / 性騷擾行為時，未有意識

即時施以援手和加以處理，反映市民普遍對打擊性暴力的意識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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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公眾對現時於交通工具內發生非禮 / 性騷擾事件之意見 

 人數 （%） 

 2009 2010 

非常嚴重 8 （3.1%） 21 （5.3%） 

嚴重 75 （28.6%） 108 （27.1%） 

普通 138 （52.7%） 181 （45.4%） 

不嚴重 35 （13.4%） 60 （15%） 

非常不嚴重 2 （0.8%） 2 （0.05%） 

沒意見 4 （1.5%） 27 （6.8%） 

  兩次的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三成的受訪者認為交通工具內的非禮 / 性騷

擾事件的情況嚴重嚴重（2009 年合共有 31.7%及 2010 年合共有 32.4%），可見

車廂非禮 / 性騷擾問題的嚴重情況引人關注。 

 

3.7. 公眾對現時的公共交通工具措施或指引以保障遭受非禮 / 性騷擾的乘客之

意見 

 人數 （%） 

 2009 2010 

非常足夠 1 （0.4%） 2 （0.5%） 

足夠 4 （1.5%） 12 （3%） 

普通 25 （9.5%） 62 （15.4%） 

缺乏 141 （53.8%） 211 （52.5%） 

非常缺乏 81 （30.9%） 90 （22.4%） 

沒意見 10 （3.8%） 25 （6.2%） 

  超過七成半的受訪者認為公共交通工具缺乏和非常缺乏足夠的措施和指引

以保障遭受非禮 / 性騷擾的乘客（2009年合共有84.7%及2010年合共有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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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足半成的受訪者認為有足夠措施或指引以保障遭受非禮 / 性騷擾的乘客

（2009 年有 1.9%及 2010 年有 3.5%）。 

 

3.8. 公眾對改善女性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遭遇非禮事件的建議 

 人次 （%）* 

 2009 2010 

在繁忙時間增設女性專用車廂 164 （62.6%） -  

為司機及職員提供處理指引及培訓 138 （52.7%） 156 （38.7%） 

在車廂或月台加設閉路電視 126 （48.1%） 182 （45.2%） 

加強警察巡邏 120 （45.8%） 151 （37.5%） 

在車廂內張貼警告標語 115 （43.9%） 149 （36.9%） 

增設月台女性候車區 106 （40.5%） -  

加強公民教育 -  243 （60.3%） 

加密班次，減低車廂密度，增加個人空

間 

-  187 （46.4%） 

其他 12 （4.6%） 40 （9.9%） 

  在 2010 的調查中，最多受訪者表示應該要加強公民教育（60.3%），反映市

民認為大眾對反擊性暴力的意識不高，缺乏互助及撲滅罪行的社會氛圍；其次，

46.4%的受訪者認同加密班次以減低車廂密度，亦有效防止侵犯者有機可乘；而

受訪者亦認同增加錄影設備在車廂或月台（45.2%）、加強職員培訓（38.7%）、

加強警察巡邏（37.5%）、增加張貼有警告字句的海報和標語（36.9%）等，均

有效地改善女性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遭遇非禮 / 性騷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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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公眾對遭受非禮 / 性騷擾乘客的協助  

 人次 （%）* 

 2010 

立即喝止 274 （68%） 

幫事主舉報 198 （49%） 

協助落口供 165 （40.9%） 

找職員幫忙 205 （50.9%） 

問事主是否需要協助 201 （49.9%） 

阻止侵犯者離開 201 （49.9%） 

其他 15 （3.7%） 

  接近七成的受訪者認為乘客應立即喝止侵犯者以幫助遭受非禮 / 性騷擾的

乘客；超過一半乘客認為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去協助受害人，包括找職員幫忙、

向事主詢問是否需要協助、阻止侵犯者離開等。 

 

3.10. 公眾對報案程序的瞭解 

 人數 （%） 

 2010 

非常清楚 6 （1.5%） 

清楚 38 （9.5%） 

普通 82 （20.6%） 

不清楚 219 （54.9%） 

非常不清楚 53 （13.5%） 

  有接近七成的受訪者表示自己不清楚及非常不清楚（68.4%）報案的過程和

所需時間，事主/目擊者因此可能擔心因要花很多時間或程序繁複而不願主動作

出舉報，因而令侵犯者逃之夭夭。 



23 

 

 

4. 總結 

  綜合 2009 及 2010 年的問卷調查結果報告及作出比較，我們發現兩次的調查

結果數字相約，反映有關公共交通機構在預防及支援非禮 / 性騷擾事件方面未

有太多關注，以致未能有效打擊性暴力事件。 

  我們總結這兩次的問卷結果，均顯示鐵路運輸工具是較容易發生性暴力事

件；因此，我們以本港載客量最高的交通工具－香港鐵路為重點，繼續進行第二

部分的環境考察研究，進一步探討環境設計與性暴力事件的相關性，藉此作出能

改善環境及優化設施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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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究結果－「港鐵設施考察」及「改善港鐵萬人 like」 

1. 港鐵設施考察 

  總結第一部份問卷結果，我們隨即展開第二部份的港鐵設施考察研究，是次

重點集中在載客量最高的交通工具－香港鐵路。由小組成員擬定「港鐵站設計檢

視表」，於 2011 年 11 月，在港鐵車站及車廂進行港鐵設計檢視的試驗考察，抽

樣檢查了中環、九龍塘、調景嶺、紅磡的月台、大堂、扶手電梯、升降機、樓梯

等通道；和港鐵東鐵線、港島線、荃灣線、觀塘線、東涌線及西鐵線的車廂設計

及設施。考察範圍包括：設施物料應用、監察設施、求助設施、空間、光線、坐

位空間、扶手、防止罪案警告標示等。 

  調查結果發現，港鐵的車站及車廂的設計、措施等存在很多性暴力陷阱，不

但未能有效防止性暴力事件的發生，反而增加了婦女被非禮及偷拍的風險。 

 

1.1. 物料應用 

  大部份調查的車站的扶手電梯或樓梯都以金屬或磚牆為主，唯升降機則  

 多用透明玻璃，透光度及角度都容易成為偷拍的黑點。當中不論是九龍塘、   

調景嶺、紅磡，或是較後期落成的奧運、尖東、柯士甸站等，均用上全透明 

的玻璃作為物料。 

1.2. 監察設施 

  就月台及車廂的監察設施而言，只有九龍塘、奧運及調景嶺站的月台有

2 部閉路電視（CCTV）。荃灣線、港島線及將軍澳線的車廂內均沒有設立

閉路電視；只有西鐵線在每卡車廂有兩部閉路電視。此外，不單是月台及車

廂內，樓梯通道等都欠缺監察設施。九龍塘、奧運、紅磡及調景嶺站的樓梯

通道亦都沒有任何的閉路電視監察設施，當中只有調景嶺站在其中一條樓梯

的轉彎位有凸鏡。 

1.3. 求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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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結果發現，大部份車站大堂的求助設施只有車站控制室及客戶服務

中心，而月台的求助設施則設有召喚機、求助電話及緊急停車按鈕，但並無

清晰的位置指示圖，而車廂雖設有與車長聯絡的對講機，但一般乘客卻無從

得悉如何運用。 

1.4. 防止罪案警告標示 

  考察結果發現港鐵範圍內只有一般的「請勿飲食」、「請讓座」等警告

標示，對於「遇非禮即求助」這類鼓勵舉報或「非禮及偷拍乃刑事罪行」等

阻嚇性警告標示則完全沒有顯示，反映港鐵對打擊性暴力的關注不足，沒有

足夠前瞻性的預防措施。 

 

我們綜合了兩次的調查報告結果，發現港鐵是非禮/性擾事件的溫床，大部

份的非禮/性騷擾事件都是在港鐵內發生，而小組在港鐵車站及車廂進行港鐵設

計檢視的試驗考察，抽樣檢視的結果亦顯示港鐵忽略市民大眾的權益，在預防性

暴力的議題上有明顯的不足及未能提供一個友善的環境給予乘客。本小組為了收

集公眾對改善港鐵的意見，特意舉行了一個名為「改善港鐵萬人 like」的投票活

動。 

 

2. 「改善港鐵萬人 like」 

  「改善港鐵萬人 like」邀請市民大眾選出心目中認為在港鐵最有效打擊及預      

防性暴力的措施。於 2011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間在三個不同的階段以 Facebook

投票、網上投票、街頭投票等不同的形式方法收集不同階層、不同年齡、不同

背景的市民意見，當中成功收集了 2168 人投票。投票人士均認同港鐵對打擊及

預防性暴力的工作有所欠缺，認為有更多的改善空間，可以營造一個真正無性

暴力的安全環境給予乘客。 

  是次投票結果反映市民大眾對港鐵在預防性暴力及保障乘客安全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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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投票項目主要分為四大類： 

1.  要求改善環境空間設計 

708 

（32.7%） 

 

在電梯及玻璃升降機以磨沙物料取代透明物料遮蓋以防走光 250 

增加列車班次，減少車廂擠迫 167 

加裝召援專線，以便有需要時求助 121 

加闊座位，改善座位排列 87 

增加扶手數目，改善扶手設計 83 

2.  增加監察措施  

701 

（32.3%） 

 

於車廂增加監察措施 （如：閉路電視） 329 

增加職員或便衣探員在站內巡邏 246 

於扶手電梯附近安裝監察措施 （如：閉路電視） 126 

3.  負上企業責任 

380 

（17.5%） 

 

把防止性暴力及保障女性安全，列明為港鐵企業責任的一部份 252 

定立處理性暴力事件的守則，向港鐵職員提供培訓，改善對性暴力

案件之處理。 

128 

4.  加強宣傳反性暴力 

379 

（17.5%） 

 

加強呼籲第三者伸出援手     167 

張貼警告字句，以阻嚇侵犯者，防止性暴力罪案的發生（如非禮及

偷拍屬刑事罪） 

119 

推行反性暴力宣傳運動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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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顯示市民認為港鐵有需要改善車站及車廂的環境空間以及認為港鐵內

的監察措施不足，反映市民對於改善環境以減低性暴力威脅的期望。另外，亦有

接近兩成的市民認為港鐵需要「負上企業責任」，把防止性暴力及保障乘客安全，

清楚列明為其企業責任的一部份，以及加強職員培訓，以致更有效地預防性暴力

事件發生及為受害人提供更適切的援助。 

  經過試驗考察及綜合市民對改善港鐵的意見，有鑑於性暴力事件與空間及

設施的設計有很直接的關係，而作為一個民間監察的角色，婦女友善環境小組於

2012 年 7 月至 10 月進行第二次覆檢，再仔細檢示全港 78 個港鐵車站內的扶手

電梯、升降機及樓梯所採用的物料及有否設置有效的監察設備，港鐵因應本會建

議開始於電梯及升降機的透明玻璃表面加上不透明的磨沙貼紙，以預防侵犯者的

偷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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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總結 

1. 整體預防措施及管理 

1.1 未有發放罪行訊息  

  近期不少非禮及性騷擾事件引起大眾關注，而社會亦強烈要求警方即時

公佈罪案消息，此舉除了能讓公眾提高警覺，把侵犯者繩之於法，亦可以提

出改善社區的措施，預防性暴力的發生。而港鐵每年平均約有 200 宗性侵犯

或偷拍案件發生，情況非常嚴重。可是，港鐵並沒有即時發佈相關資料，亦

沒有採取足夠措施預防非禮及偷拍，以致同類事件每天繼續在擠迫的港鐵內

出現，嚴重影響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及對她們造成的心理威脅。 

1.2 反性暴力宣傳不足，未有阻嚇侵犯者  

  雖然港鐵在過去兩年已在部份車站入口擺放「不啞忍」及「挺身舉報性

罪行」之海報及顯示屏訊息，可是由於海報及顯示屏較細，未能引起公眾注

視。此外，宣傳訊息主要為針對受害人及旁觀者，未有向侵犯者作出警示，

例如：「非禮偷拍屬刑事」等，反映港鐵在警告侵犯者的宣傳方面嚴重不足。 

1.3 車廂過度擠迫 

  根據本小組於 2010 年的「女性乘搭港鐵遭受非禮事件經驗調查」顯示，

大部份案件都是在繁忙時間、車廂擠迫的情況下發生。由於扶手設施不足，

車廂擠迫，大大增加了乘客間身體接觸的機會，以致不少侵犯者亦利用人多、

擠迫的機會犯案。 

1.4 缺乏處理性暴力事件的培訓及指引 

  港鐵未有公佈針對處理性暴力事件的指引，對職員提供的培訓亦不足夠，

以至未能讓職員有足夠的知識及敏感度處理性暴力受害人的需要。 

1.5 未有把預防及終止性暴力列為乘客安全的指標 

  雖然港鐵強調安全、可靠及舒適為最重要的顧客服務目標和企業責任，

可是港鐵並沒有把預防及終止性侵犯事件列為保障乘客安全的其中一項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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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每年約有 200 宗在港鐵發生的已報警的性侵犯個案，以及大量未有作

出投訴的事件，反映港鐵未能為乘客提供安全可靠的環境。  

 

2. 個別車站及月台 

2.1 監察設施不足 

  本小組相信監察設施對有侵犯意圖的人士能發揮阻嚇作用，減少非禮及

偷拍事件的發生。此外，監察設施亦能記錄案件發生過程，有助收集犯案証

據及減少乘客間的誤會。 

  雖然現時西鐵線、馬鞍山線及廸士尼線已於車廂安裝監察設施，但一些

特別擠迫的車廂，如荃灣線、觀塘線及港島線都未有設置監察設施。而現時

在月台及大堂範圍所設置的閉路電視，位置上亦未能有效監察偷拍或非禮行

為。 

2.2 電梯及升降機成為偷拍及偷窺黑點 

  現時港鐵站內有不少以透明玻璃為物料的電梯及升降機，成為偷拍及偷

窺黑點。而是次調查結果所得，大部份的扶手電梯已經採用合格物料，但西

鐵線及馬鐵線（78%及 63%）仍有超過半數車站的扶手電梯物料存在危險，

例如採用全透明的玻璃；而全線超過 95%均沒有合格的監察措施，例如閉路

電視設於扶手電梯頂部及太遠。 

  另外，升降機方面，大部份線路的車站升降機均超過一半採用合格物料，

例如採用金屬物料或不透明玻璃，不過調查亦發現部份升降機的情況未有改

善。以紅磡站為例，即使港鐵已在部份位置加貼磨沙貼紙，可是由於透光度

太高及位置不當，並不能改善有關情況。而將軍澳線則所有車站的升降機均

採用不合格物料。 

  至於月台樓梯方面，大部份路線的樓梯均採用磚牆物料，但不少車站的

樓梯位置較為偏僻，而樓梯中間並無凸鏡或閉路電視等防止或阻嚇罪案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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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增加性暴力事件的潛藏危機。而大部份新建的車站，例如西鐵綫及馬鐵

線等，為了方便採光而選用大量的透明玻璃物料，這大大增加被人偷拍及偷

窺的機會。 

2.3 求助措施不足 

  一些較大的車站，如調景嶺站，求助措施不足，乘客需要步行較長時間，

到車站的另一邊求助。當發生性暴力事件或其他意外時，受害人未必能第一

時間求助。 

  港鐵每天載客量近 400 萬人次，作為全港唯一的鐵路交通樞紐，絕對需

要正視女性乘客在其範圍內被偷拍及非禮的情況。但根據本小組多次的調查

結果顯示，港鐵雖然在預防性暴力方面已作出改善，可是，港鐵對非禮及偷

拍案件的關注仍不足，未有採取足夠措施預防非禮及偷拍事件的發生，以致

同類事件每天繼續在擠迫的港鐵內重複上演，嚴重影響女性乘客對乘搭公共

交通工具的自身安全及對她們所造成的心理威脅。故此，港鐵作為全港最大

的交通工具營運機構，必須履行企業責任去提供安全的環境給市民，以預防

及終止性暴力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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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建議 

1. 交通工具營運商，以可靠、卓越顧客服務見稱；同時也應肩負企業責任去建      

立一個友善、安全、舒適的環境，去正視、預防及終止女性在交通工具受性暴   

力的情況，採取有效措施： 

1.1 於當眼處張貼警告字句，如「非禮及偷拍均屬刑事罪行」以阻嚇侵犯者； 

1.2 積極宣傳鼓勵乘客伸出援手，如於車廂內張貼「不啞忍」、「舉報侵犯者」、

「第三者應伸出援手」之海報； 

1.3 為前線職員提供培訓及指引，改善處理性暴力事件的程序； 

1.4 增加監察設施及加強人力監控，以阻嚇有侵犯意圖的人士； 

1.5 積極改善交通工具內及其有關範圍的空間設計； 

1.6 主動向傳媒及公眾發放罪案資訊，以讓公眾提高警覺，並提出有效的改善的

措施  

2. 保安局、運輸及房屋局作為監管機構，應監察交通工具營運者，把預防及終    

止性暴力列為企業責任，確保他們為乘客提供安全的環境，採取措施，防止

性暴力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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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呼籲 

受害人遇到侵犯時： 

1. 要立即求助，通知其他乘客/司機/車站職員，甚至報警。 

2. 對侵犯事件有一定的敏感度，相信自己的感覺，為不公平的事件要堅決出聲。 

3. 若不肯定對方的舉動是刻意侵犯或是由於擠迫而引致，你可禮貌地請對方注

意自己的舉動，如：「先生，你隻手掂到我，唔該你讓開少少呀。」、「先

生，隔離有啲空位，你可以企過少少，唔駛迫埋嚟架。」 

目擊者： 

1. 切勿猶疑、袖手旁觀或只是拍攝。 

2. 應立即向受害人表示願意提供幫助，並採取行動：如立即喝止侵犯者、在安

全情況下阻止侵犯者離去、通知職員或報警。 

3. 宜體恤及支持受害人，切勿責備及埋怨她們。或許事件可能妨礙了你的時間，

但你卻幫助了一名受害人，讓她不致遭到二度傷害。 

4. 主動向警方提供資料，將犯人繩之於法。 

學校、社區、政府的社會責任： 

1. 積極推動反性暴力的教育工作，宣傳性暴力乃是不可容忍的罪行，當市民遇

到性暴力事件，不再只是無助，相反，亦能更主動反擊。 

2. 呼籲有侵犯傾向的人士接受適當的治療或輔導。 

3. 強化女性面對性侵犯的應變能力，令女性建立反擊的意識及掌握應對性暴力

事件的方法。 

4. 消除對性暴力事件的偏見及對性暴力受害人的污名，消除她們在求助時的障

礙及鼓勵受害人打破沉默，勇於求助。 

5. 推動性別平等，消除女性弱者的標籤、定型及性暴力對女性的威脅。 

如遇到任何性暴力事件，你可致電風雨蘭求助熱線：2375-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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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暴力的定義 

  性暴力是一種暴力行為，任何人故意或有計劃地在行為、言語和態度上對別

人的身體作出有性意味的冒犯，令對方產生恐懼、受威脅或者羞辱的感覺，都是 

性暴力的行為。性暴力的行為可以發生在任何關係和地方。 

  「性暴力」行為並非單純性慾行為，而是以性作為暴力攻擊的工具去控制別

人的行為。性暴力不單是包括強姦和非禮，非身體接觸的性侵犯同樣對受害人造

成恐懼，羞辱和傷害。 

  與性暴力相關的香港法例包括： 

1. 強姦 

  男方在女方不同意或者罔顧女方是否同意下與女方進行非法性交，即屬強

姦。在法律上，「性交」一詞是指男性陰莖插入女性陰道的行為。 

  女方若神智不清或精神狀況欠佳如醉酒、熟睡或服食藥物，也是屬於未得女

方同意，在婚姻關係中，丈夫強迫太太性交亦屬強姦。 

2. 猥褻侵犯 

  猥褻侵犯是指非禮，意即在未得對方同意下做出侵犯，而這些行為是猥褻，

是一般人覺得是色情的。例如撫摸別人的下體或胸部，強迫他人口交等。 

3. 性騷擾 

  《性別歧視條例》規定在工作及服務提供的場所、教育機構發生的性騷擾均

屬違法。若有人對你作出厭惡、有性意味的注視、言語、觸碰或向你提出性

要求及營做敵意的工作環境等，都屬於性騷擾。 

 

4. 偷拍 

凡未經事主同意而拍攝的相片或錄影都是偷拍行為，不論是用相機或手機拍

攝。本港現時雖然未有偷拍的法例，但在公眾地方偷拍或偷窺等行為，如在

地鐵偷拍別人的裙底，均可被控以遊蕩或擾亂公眾秩序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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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友善環境小組簡介 

  「婦女友善環境小組」成立於 2010 年，為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下稱協會〉

轄下的關注小組。小組前身為「車廂非禮關注小組」，期間易名為「安全環境小

組」及「無性暴力空間倡議小組」，從小組名稱的轉變可見小組不斷擴闊對性暴

力及性別空間的關注。多年來，我們一直關注交通工具、社區內的性暴力事件、

性別空間等議題，並作出回應。我們除了透過公眾教育喚起社會人士對性暴力的

關注外，亦透過調查研究、發佈會、遊說等工作，推動政府及有關機構改善預防

及處理性暴力的措施及政策。 

  我們認為以男性思想主導的社會忽略了對女性具性威脅的不利環境，使她們

感不安，甚至步步為營，一方面限制她們日常生活中的自由自主，另一方面亦無

形中製造了兩性間的敵我關係，故此我們透過不同的手法進行性別空間的探索及

認識女性如何受性別限制及規範，藉此推動性別觀點主流化，消除性別偏見與歧

視，令女性的權益得到真正的尊重。 

近年，在交通工具上遭非禮及性騷擾個案不斷上升。我們一直肩負關注及監

察的角色，於是進行了多項有關「公共交通工具非禮及性騷擾現況調查」，了解

市民在交通工具上目擊或遭受性侵犯的情況。此外，我們認為空間及設施的設計

與性暴力事件的發生息息相關，為改善港鐵的空間設計及反性暴力措施，我們亦

舉行了三項調查，並向港鐵提出建議，以作改善。 

  過去，我們曾約見港鐵及香港警務處鐵路警區，反映最新的性暴力情況，提

出建議，有關方面亦作出回應，如張貼海報、加強巡邏黑點等。同時，我們亦聯

同風雨蘭定期為前線警員提供培訓，加強彼此合作及提高警員對處理性暴力案件

的技巧。同時，小組亦不時透過發佈會及街頭活動等，向公眾宣傳求助反擊的訊

息及呼籲目擊者「I ACT 」─以行動阻止性暴力事件，向受害人伸出援手。另一

方面，我們亦於去年就法律改革委員會提出的性罪行修訂建議提交意見書，並出

席不同的研討會及立法會會議，表達對性罪行改革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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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行動 

年份 大事回顧 

2007 年 「關注車廂非禮小組」成立 

 「女性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遭受非禮事件」調查 

2008 年 「女性於車廂遭到非禮經驗」調查 

2009 年 「關注車廂非禮小組」改名為「婦女安全環境小組」 

 「反擊車廂非禮」街展 

 與鐵路警區合作，於港鐵站內派發「性暴力，零容忍」年曆卡 

 「港鐵非禮，偷拍零容忍」問卷調查及發佈會 

 成功邀請鐵路警區出席社區調查發佈會 

 為爭取「設立港鐵職員處理非禮事件指引及張貼車廂警告標語」收集公眾簽名及進行問

卷調查 

 「婦女安全環境小組」改名為「無性暴力空間倡議小組」 

 探索油尖旺的性暴力黑點及實際情況： 

 查察 480 黑點大使培訓班 

 油尖旺 480 黑點查察暨「We love 0480」推廣教育活動 

 大角咀 480 黑點社區查察報告 

 於港鐵站示威，成功爭取香港鐵路公司張貼「不啞忍」海報於港鐵站內 

2010 年 「無性暴力空間倡議小組」改名為「婦女友善環境關注小組」 

 「I ACT：終止性暴力」女性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遭受非禮及性騷擾現況調查發佈會 

 為香港浸會大學師生提供培訓 

 為鐵路警區警員提供「處理性暴力案件」培訓工作坊 

2011 年 與鐵路警區會議 

 與港鐵公司傳訊部會議 



37 

 

年份 大事回顧 

2011 年 「改善港鐵萬人 Like」投票活動及發佈會 

「港鐵站設計檢示」調查及發佈會 

2012 年 「二次元空間」活動 

 為鐵路警區警員合作提供「處理性暴力案件」培訓工作坊 

 出席「3.8 婦女齊發聲」活動，演出預防性暴力街頭劇 

 港鐵性暴力黑點查察 

 出席婦女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防止性騷擾工作坊」 

2013 年 出席立法會會議，發表對「強姦及其他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諮詢的意見 

 帶領中學生參與「旺角朗豪坊商場性暴力黑點查察」活動 

 向法律改革委員提交對「強姦及其他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諮詢的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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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感想 

  我一直在風雨蘭當熱線義工，後來加入了婦女友善環境小組。這兩年，我參與了很多有關倡議和爭

取權益的工作，獲益良多。家人和朋友們也較從前關注婦女性暴力的問題和我的義務工作。他們的支持

成為了我最大的動力，因此希望藉此機會感謝他們的支持和鼓勵。最後， 要感謝協會給予我們機會去

了解、學習和實踐，願你們往後的工作更順利和成功！ 

Gloria Ho 

  社會上充滿許多有關性暴力的迷思，影響著很多人對性暴力的觀念，例如：性暴力是個人問題，只

會是特定對象的女人才會受到性暴力對待。因此，女人不會尊重女人，男人更不會尊重女人。我為此感

到困惑，這個應該絕對不是文明開放的社會所持有的觀念。 

  我加入這個小組只有短短一年時間，當中十分幸運地能參與多項活動，而每一個活動都令我大開眼

界，打破以往一貫社會對性別和空間的定型及迷思。各類型的小組座談會及行動經驗，為我提供一個全

新的視野，令我對女性自主及兩性平等有了新的角度和看法。 

  因為「性」從來都是禁忌，而女性更是「性弱勢」的一群，她們一直被塑造成應該要對陌生、公共

空間領域有恐懼，使她們不敢外出。若要外出，亦要時刻步步為營，提心吊膽，感到不安時更要趕快回

家。過去的空間設計一直忽略對女性所造成的環境威脅，希望透過更多的宣傳教育，還給女性一個真正

平等、安全的環境空間，讓她們的自主得到保障及受到同等的尊重。 

                                 開 

  一直以來，我被社會教育要做個「乖乖女」，知道交通工具上容易發生非禮事件。因此，我會很注

意自己的安全，我會穿著端莊，不穿性感衣服，以避免任何非禮事件發生在我身上。 

  當我參與小組後，讓我認識到空間設計與性暴力有莫大的關係時，隨即產生一個疑問，為何是「人

遷就環境」而不是「環境遷就人」呢？當我們為了自己的「安全」而去遷就環境因素，將自己「包到實」，

甚至不外出以避免性暴力的發生。其實這只是斬腳趾避沙蟲的做法，更是限制了我們的自主性，剝削了

我們舒服地享用公共空間的權利和自由。 

  自從參與小組後，我發現公共交通工具上有很多潛在危機，造成性暴力的發生。所以希望透過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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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動喚起社會人士關注性暴力等性別議題，改善現時的情況，使我們可以在友善、安全環境中生活。 

Katie 

  我在「非禮勿言，非禮勿視」的家庭教育下成長，我會刻意與女性保持一點距離，因此總會感到跟

女性相處沒有跟男性那麼爽，尤其穿著得較性感的女性。此外，我一直覺得擠滿人的車廂是對某些正直

的男士的一種壓迫，因為女性總多一個原因去控告男性的不是，即使是一場誤會。 

  隨著接觸更多女性主義或性別平等的知識後，我的想法轉變了，女性其實在多方面也是受到男性的

欺壓，只不過是從以前非常明顯的不平等轉為精細且難以捉摸的不平等而已。所以身為一個新世代的男

性，以前兩性對立的思想要改變了，要做到真正的性別平等，打造一個友善的環境就是一個很好的出發

點。 

謝家浩 （Kingston） 

  我和幾位組員參與「婦女友善環境小組」已有一段日子，對小組探討的議題有一定程度的認識。除

了一些「元老」外，新力軍也不時加入，新舊成員思想的交流和衝擊，也影響着小組的發展方向。兩者

的磨合，改變了我對兩性平等的看法。 

  小組不斷成長，透過參考不同國家的經驗，我們致力推動香港成為「婦女友善環境」。我們一起策

劃活動、整理、討論參加者回饋等，這都是寶貴的回憶和難能可貴的經驗。會議上，大家討論很熱烈，

主席會特意提出另類見解來刺激我們的思考，我特別珍惜這些學習經歷且印象非常深刻，回家後總喜歡

繼續反思。回想起來，這些學習經驗比大學導修課更要珍貴。 

  雖然我在小組內只是一位義工，但每位成員付出的心血絕不可輕看。單看我們的歷年行動，相信大

家很難理解為何小組義工可以如此奉獻時間及青春。除了認同小組的工作有意義外，我對自己居住的社

區也有一份期盼，我嚮往活在友善環境的社區。 

  社會上存在很多問題，我們可以忍受、視而不見、申訴或遊行示威表達不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

法，但我會選擇積極討論，推動各方改善。最後，在此特別感謝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的職員，她們工作

熱誠，凝聚義工上花了不少功夫，她們的真誠令大家打破隔膜，並漸漸建立友誼。在此祝福小組各人，

願大家繼續為我們的環境努力！ 

                                                             Nata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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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婦女友善環境小組不足一年，不敢說自己對這小組有很多的認識。多次翻閱小組過往活動、調

查報告等，讓我深深體會到小組為婦女友善空間不遺餘力，致力投入婦女的事務。  

  香港人很少關注和表達「婦女友善空間」的議題，日常生活也甚少為婦女安全空間去花心思，因此

小組提供了一個平台，大大提升了我對這方面的認識， 例如：帶領中學生在社區內進行實地考察的時

候，讓我認識到社區空間設計和保護女性免受性暴力的關係；亦了解香港的社區環境設計缺乏性別的角

度。此外，小組在應否設立女性車廂的議題上，小組成員的取向和見解獨具慧眼，有別於其他的政黨及

團體。透過討論和交流，小組成就了一個新的思考方向，而且有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小組中，我既有學習也有體會，可以與大家合作令我得著更多，新的見解和看法時常衝擊我，是

一次非常寶貴的經驗。 

Phoebe 

  成為「婦女友善環境小組」的成員後，我才知道走倡議和爭取權益的路真不容易，但當中我可與其

他成員一起「作戰」，得到很多寶貴的經驗，實在難得！ 

  這段時間我了解到性暴力和空間的關係，也明白到我們身處的環境中有很多性暴力的黑點。希望小

組所做的除了改善環境打擊性暴力，更能打破人們對性暴力的迷思。願有更多有心人和我們一起關注性

暴力的議題，一同正視問題和打破性暴力迷思。 

POKI CHAN 

  加入婦女友善環境小組後，我改變了。小組令我用心思考很多我之前沒有想過或做過的事情。我的

改變也影響我身邊的人，他們也改變了。例如我的媽媽、丈夫、義工朋友和鐘點女傭，以往他們對性暴

力漠不關心，覺得事不關己。在我的影響下，他們都落力幫忙邀請朋友或同事填寫「改善港鐵萬人 like」

問卷，他們願意為反性暴力出一分棉力。同時，我有勇氣在港鐵車廂內阻止一宗非禮案的發生。我也積

極投入參與在尖沙咀街頭舉行的「改善港鐵萬人 like」問卷。我發現自己很關心社會價值觀，也感受到

香港女士比男士對性暴力議題更冷漠，這真的值得探討和教育，所以再次證實小組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我也有跟鐵路警區的警員開會、到高等法院聽審、參與為女士設計最安全服飾遊戲、受害人

的分享等，都讓我明白到香港這個現代化社會仍需在文明、公平和公義付出更大的努力，因為實在有很

多的不足。但願（1）鐵路公司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會更積極為反性暴力而改善設計和增加設施；（2）



41 

 

法庭可以提供「不透明」證人室和為所有性暴力受害人增設屏障而無須事先申請；（3）律政署的人員

和警方可以更專業；（4）社會各界減少對性暴力受害人的二度傷害；（5）市民大眾不再把反性暴力的

責任推卸給女性。五項同樣重要，不分先後！ 

           Vivian 

  參與這小組已有一段日子，由當初對性別平等、性暴力、婦女友善空間等的詞彙感到頗陌生，到現

在跟其他義工夥伴落區設街站、「嗌咪」、性暴力黑點查察、問卷調查、新聞發佈會等，這對我來說確

是難能可貴的實戰經驗。 

  回想當初成為本會的義工其實頗不情願，因為我對性別議題充滿疑問，而且當時的我有感這議題不

能「搞大」。我一直想以較激進的形式，如遊行和示威抗議去表達不滿以令公眾人士關注。可是，在我

同學多番催促下，為免得失好友，只好乖乖填寫申請表格及遞交。 

  所謂「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想不到現在有機會參與此書的出版，更有幸留下多年

來點滴心聲。很高興成為協會的一份子，希望大家努力，向知己良朋及大眾播下關注及尊重不同性別的

種子，破解他們對性別課題的迷思。現在請把握你擁有的資源、新思維和無限熱情，幫助他們對性暴力

和性別平等的議題有更多的關注和打破舊有的思考方式。 

阿寶 

  我在「婦女友善環境小組」的主要工作是「大搜查」，但凡公共交通工具，由巴士到港鐵，我們都

會進行大搜查，過程挺辛苦但也很有意思！我們的付出不是枉然，我們的行動成功引起關注。 

  我們已成功找出不少環境黑點，包括透明大玻璃、僻靜長樓梯、長長的月台等。只要穿著裙子的女

士靠近大玻璃，無論從那個角度看，裙底風光一覽無遺。又港鐵站內僻靜長樓梯，沒有安裝閉路電視，

也沒有後視鏡，真令人驚怕。長長的月台，只有一個求助設施，遇上緊急事故，恐怕沒有氣力跑到月台

另一端按動求助系統，設施形同虛設。我對這些環境設施感無奈，同時亦慨嘆香港這個大都會竟有如此

「不友善」的環境設施呢！ 

  參加小組後，我改變很大，我會經常與別人分享友善環境的重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會留意有

沒有色狼出沒，隨時伸出援手……。我也告訴朋友和家人我在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當義工，雖然不是每

個人認識這機構，也有不明白我的人，但我卻認為這是最好的機會去教育他們。「性暴力」問題極需要

http://hk.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2oKmL9KfStRGk8AEiWzygt.?ei=UTF-8&meta=rst%3Dhk&fr=FP-tab-web-t&p=%E7%84%A1%E5%BF%83%E6%8F%92%E6%9F%B3%E6%9F%B3%E6%88%90%E8%94%AD&rs=0&fr2=r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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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更要多講，不要因大眾的迷思和忌諱而避而不談，反之我們要盡力宣之於口，締造友善環境和公

義的社會。 

婆 

  參加這個小組已經幾年了，從認識，到參與各項活動，當中得著很多。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問卷

調查」，許多不可能的事情，在大家同心合力下，完成任務，令人覺得很鼓舞，更重要的是該調查結果

亦獲得多方的認同。來年，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堅持到底，為友善環境作出更大的貢獻。 

                                                             Yv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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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車廂的意見 

（節錄自本會通訊《反擊》第 37 期） 

  鑑於近年港鐵非禮及偷拍的情況日趨嚴重，公眾開始討論應否增設「女性車

廂」，以保障女性的安全及解決車廂非禮的問題。設立「女性車廂」的建議，無

疑可為女性帶來心理上的安全感，但這種以保護主義出發的措施，真的能有效解

決問題？  

  就如傳統社會告誡女性不應夜歸，以女性車廂分隔男、女性來「防止」女性

被性侵害的保護主義式做法，不但限制了女性的自主，亦鞏固了女性脆弱、被保

護的刻板角色。除此以外，女性車廂強化「女性要為性暴力負責」的主流觀念，

把預防性暴力的責任放在受害者身上。當女性沒有乘搭女性車廂，她們便不受「保

護」，受侵犯後甚至會被責怪是咎由自取的。 

  性暴力事件的受害人不只是女性，其他性別人士（如男性、跨性別人士）亦

有可能受侵犯，女性車廂未能為這群人提供保障，忽略了他們的權益。所有車廂

都應當是安全車廂，生活在「無性暴力環境」不應是女性的專屬權利，它是所有

人都應該享有的權益。過去曾有多個國家，如：台灣、英國曾試行及實施女性車

廂，後因有關措施與性別平等的法例有所牴觸而被取消。 

  無疑，女性車廂或可有效解決車廂內的偷拍情況，但女性車廂外的車廂偷拍

問題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港鐵發生性暴力(包括非禮及偷拍)的地點並不局限

在車廂內，女性車廂未能處理在月台、電梯及樓梯等地點發生的罪行。 

  有見及此，小組認為女性車廂不但不能有效保障女性的安全，反而限制女性

的自主及令女性處於被保護及較弱的位置。因此，我們要求所有政策與制度都需

加入性別角度為考量，重新檢視現有機制。我們相信，建立安全、無性暴力的環

境，才是有效終止性暴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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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篇 

  自 2009 年起，我們努力向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爭取預防港鐵性暴力的呼籲措

施及改善性暴力黑點的設施，並高興看到以下改善： 

2010 年 – 「不啞忍」海報及宣傳品 

 

 

 

 

 

 

 

 

 

2011 年 – 電子屏幕警告：「非法拍攝」及「猥褻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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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 港鐵沿綫的玻璃升降機或扶手電梯陸續加貼磨沙貼紙 

 

 

2013 年 – 由型態較被動的舊版海報改為主動作出反應的新版海報「遇罪案、即

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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