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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沉默，當你目睹暴力侵害婦女和女童，不要坐視不理。 

序 

 

  早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呼籲大眾要「打破沉默，當你目睹暴力侵害婦女和女

童，不要坐視不理。」潘基文亦領導及發起全球婦女及青年網絡，在每月 25 日設下

「Orange Day」，這一天呼籲全球展開「制止使用暴力侵害婦女和女童」的運動，各國

聯合起來為婦女和女童爭取安全及友善的公共空間。為響應十一月二十五日「國際消

除對婦女暴力行為日」，亦支持 Orange Day 的運動，風雨蘭聯同香港女律師協會合辦

的「司法系統對性暴力受害人的保障」研討會，期望集合各專業人士的力量，一同表

達對性暴力受害人的支持。研討會共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分會先探討性暴力事件對

受害人的影響，以及她們所需要的支援。研討會的第二部份會了解在司法系統中，如

何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保障。兩個部份均設有公開討論的環節，給出席者表達意見。

而此份報告是輯錄了研討會中講者及與會者的意見。我們要鳴謝謝偉俊議員贊助研討

會場地租用費。並且多謝以下支持團體的代表及人仕出席研討會。 

劉靳麗娟女士，JP（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 

陳慧蕊律師（香港女律師協會會長） 

陸志聰醫生（港島西醫院聯網總監） 

劉健儀女士，GBS，JP 

馬宣立醫生（香港大學病理學系副教授） 

張達明律師（香港大學法律學系首席講師及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

會成員） 

蔡海偉先生（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政策研究及倡議業務總監） 

謝偉俊議員，JP 

黃碧雲議員 

李周美枝女士（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理事） 

邱何恩德博士（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聯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楊淑君女士（新界崇德社會長） 

杜珠聯女士（九龍崇德社執行委員） 

梁逸姝女士（香港崇德二社副主席） 

吳文華女士，SBS（立法會秘書處前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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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秀貞女士（社會福利署 總社會工作主任（家庭暴力） 

梁慧敏大律師 

高寶翠女士（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助理刑事檢控專員） 

黃幸怡律師（香港女律師協會前會長及婦女權益委員會主席） 

鄧淑珍總督察（香港警務處刑事部支援科保護兒童政策組） 

 

  由於時間倉卒，有部份文章未能及時經講者細閱。因此，有些內容由本會以報導形

式處理，請見諒！期望這份報告能使大眾更多了解性暴力受害人的現況和需要，希望

大家繼續支持支援性暴力受害人的服務。 

 

王秀容女士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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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沉默，當你目睹暴力侵害婦女和女童，不要坐視不理。 

主辦機構簡介 

 

風雨蘭  

 

風雨蘭成立超過 10 年，是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為維護性暴力受害人的尊嚴而成立的服

務單位，目標是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一站式支援服務。包括（1）提供支援服務給性暴

力受害婦女，協助她們重建自尊自信。（2）提供輔導給其家人及支援者，讓受害婦女

儘早康復。（3）為相關的專業人士提供諮詢及培訓，以建立對受害婦女具支援性的環

境。 

 

香港女律師協會  

 

香港女律師協會成立超過 30 年，是國際女律師協會成員之一，一直與本地及國際組織

緊密合作和聯繫，改善家庭及兒童問題，其中包括聯合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

女事務委員會，香港單親協會，沙田區議會，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和其他本地及國際

婦女團體。香港女律師協會針對成員及現今社會需要而設立多個特別委員會，包括社

區、中國、教育、國際、替代性爭議解決方式、專業家長、興趣小組等。除了關注法

律界議題外，香港女律師協會亦會組織各種社區服務，致力改善香港及其它地區的婦

女及兒童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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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資料 

 

王秀容女士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 

 

王秀容女士現任職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她在 1988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

作學士。她亦是香港大學輔導碩士（2004）及英國肯特大學婦女研究碩士（2001）。王

女士於 1997 創辦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於 2001 年擔任該會屬下危機處理中心風雨蘭

的資深輔導員，主責處理有關強姦受害人的危機介入工作，為風雨蘭的輔導員提供臨

床督導，並為專業人士主辦有關處理性暴力的講座及工作坊。王女士現出任關注婦女

性暴力協會的總幹事，主責推動協會方向及對外聯絡。王女士在香港婦女中工作有二

十年，她在推動婦女工作及性暴力危機處理的臨床督導上累積了豐富的經驗。 

 

馬秀貞女士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家庭暴力） 

 

馬秀貞女士現任職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家庭暴力），負責推展為虐待兒童、虐

待配偶/同居情侶及性暴力受害人及其家人提供的服務。馬女士曾任職家庭服務中心

（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和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社工，對處理虐待兒童、虐待配偶/

同居情侶及性暴力個案有一定的經驗，一直抱著「以人為本」的精神協助被虐人士/受

害人及其家人渡過困境。事實上，經歷被虐或性暴力的受害人心靈受創，需要專業人

士協助他們面對即時危機/困難，陪伴他們完成各項所需的調查、醫療檢查、司法程序

等，作為社工，耐心聆聽及提供適切的輔導和情緒支援服務對受害人的康復也是重要

的一環。由於有關課題十分複雜，我們需繼續以「一站式」及多專業的介入模式提供

服務，與各持份者共同努力，致力防止虐待兒童、虐待配偶 / 同居情侶及性暴力事件

的發生，並為有需要的人士及其家人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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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敏大律師  

私人執業大律師 

 

梁慧敏女士為香港執業大律師，認可調解員，亦是澳洲維多利亞省的大律師及事務律

師。在香港處理多宗涉及憲法、人權、歧視及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的案件，亦處理一

般刑事及經濟犯罪的案件。梁大律師亦曾受平等機會委員會委任為調查員及調解員，

協助處理歧視的糾紛。梁大律師一向關注婦女權益，並從她的法律工作經驗第一身了

解到司法制度給予女性的保障，多次義務為風雨蘭舉辦的講座擔任主講及給予意見。 

 

高寶翠女士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助理刑事檢控專員 

 

高寶翠女士現任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助理刑事檢控專員。高女士於英國利物浦大學法律

系畢業，於 1993 年及 1994 年分別在英國及香港獲取事務律師資格。曾於律師事務所

執業及擔任國際銀行法律顧問。於 1996 年 12 月加入律政司（當時稱為律政署）為檢

察官。在刑事檢控科任職期間，高女士曾擔當不同的工作崗位，包括上訴組、訟辯組，

並向不同的執法機關提供法律意見。高女士於 2012 年下半年獲委任為處理有關剝削他

人案件的協調人員（Coordinator of Human Exploitation Cases），並一直協助刑事檢控專

員推展有關這方面工作的措施。高女士亦為刑事檢控科「易受傷害證人組」（Vulnerable 

Witness Team）的成員。 

 

鄧淑珍總督察  

香港警務處刑事部支援科保護兒童政策組 

 

鄧淑珍女士服務警隊二十四年，現任職總督察，她大部份時間在刑事調查崗位工作。

她於警察總部的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和毒品調查科工作近十年。亦於旺角警區

掌管刑事調查隊、重案組、反黑組及情報組。現駐守保護兒童政策組專責為警隊制定

有關虐兒、家庭暴力、虐老、青少年罪行及性罪行方面的政策。鄧女士於香港大學獲

取了國際關係學碩士，並於北京大學進修中國政治外交與文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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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禮致辭 

 

劉靳麗娟女士（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 

 

Linda （王秀容總幹事）、Sandy（黃幸怡律師）、各位嘉賓講者、各位朋友： 

 

  大家好，我很高興能出席「司法系統與性暴力受害人的保障研討會」。今日大會邀

請到多位來自不同界別，對保障性暴力受害人有豐富經驗的專家，跟大家分享他們的

見解。稍後的討論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大家繼續深化對這課題的認識。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數字，在二零一二年 238 宗新呈報的性暴力個案中，99.6%的受

害人是女性，所以性暴力對女性是一個特別嚴重的威脅。如何預防性暴力和加強對性

暴力受害人的保障，對婦女的安全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婦女事務委員會（婦委會）一直很重視婦

女安全的工作。婦委會於 2005 年成立了一個

專責婦女安全的工作小組，並舉行了一連串的

分享會，與政府部門、婦女組織、社會服務機

構和學術界等 50 多個團體，就處理婦女面對

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等問題進行討論及交流。婦

委會其後就消除家庭暴力發表了報告，建議以

多範疇的策略消除家庭暴力，並倡導性別意

識、兩性平等和互相尊重。婦委會亦提出了針

對政策、服務和法律的改革建議。建議得到政

府、婦女團體、相關持份者及公眾的支持和認

同。 

雖然該報告主要針對家庭暴力，但相關討論成功引起了政府和社會各界對整體婦

女安全（尤其是性暴力）的重視。婦委會很高興見到政府其後在二零零七年就為性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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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受害人提供的服務推行了新服務模式，開設 24 小時的外展支援服務，以及安排專責

社工為受害人協調所需服務等，令受害人可以即時獲得適切的援助。 

   

其後，婦委會繼續不時與有關部門接觸，跟進落實建議策略的進展，亦曾邀請警

方代表出席婦委會會議，向委員介紹警方處理性暴力案件的最新情況。 

 

除了為受害人提供支援，透過公眾教育提升女性對性暴力的認識，以及教導大眾

尊重女性，對保障女性安全亦是相當重要。性暴力往往由一些較輕微的不尊重女性的

行為開始。因此，婦委會近年以防止性騷擾作為起步點，向大專及中學進行一系列宣

傳教育工作，希望長遠而言可以減少性暴力行為。婦委會與平等機會委員會於去年 8

月合辦了「防止性騷擾大學論壇」，邀請本港大學的管理層、教職員、學生、婦女團體

及非政府機構的代表，討論如何在大學校園內提升大學教職員和學生的性別意識及對

性騷擾的敏感度，並就落實防止性騷擾政策，探討各項切實可行的措施。另外，婦委

會在二零一三與一四年度，與四間非政府機構合作，為中學生舉辦防止性騷擾講座，

向他們講解什麼是性騷擾、常見的性騷擾例子，以及學生遭受性騷擾時應如何處理等。

我在此特別多謝 Linda 和風雨蘭支持婦委會，參與這項教育活動。 

   

不少專家和學者都認為，發生性暴力行為的深層原因是因為缺乏對異性（通常是

女性）尊重及兩性平等的意識。因此，婦委會一直致力透過不同渠道宣揚性別意識，

從而讓公眾了解性暴力是對某一性別的侵害，藉兩性平等的觀念防範性暴力的發生，

並加強大眾對性暴力受害人的關注。例如，婦委會過去就性別議題舉辦大型論壇及研

討會，亦透過電視、電台、巴士廣告和報章等不同媒介，喚起大眾對性別議題的反思，

以逐步消除性別定型。 

   

婦委會將繼續與各有關界別及婦女團體加強合作，透過公眾教育和宣傳推廣等工

作，加強社會對性暴力受害人及性別議題的關注。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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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性暴力受害人的需要、二度創傷及處理 

主持人：吳文華女士， SBS （立法會秘書處前秘書長）  

  各位朋友，我代表大會再次歡迎大

家，大家都關注這個課題。當王秀容女士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向我表示

將要舉辦這次「司法系統對性暴力受害人

的保障」研討會時，我覺得很有意義。回

憶起來，立法會於 2000 年 4 月 12 日曾

有一項動議辯論「性暴力」議案，並且全

體議員一致通過，該議案內容是：「鑒於本港的性暴力問題一直被忽視，無論在實況掌

握、服務提供、法律保障及支援人員的培訓上，都缺乏整全的措施，以致未能有效地

為受害人提供適當的援助。就此，本會促請當局必須盡快設立跨部門工作小組，讓有

關政府部門及非政府組織共同合作，以落實：（一）提供全面及即時的“一站式”緊急支

援服務，並加強有關專業人士的訓練；（二）就此問題進行研究及資料數據搜集；（三）

檢討及修訂有關法例和程序；及（四）加強社區宣傳、學校教育，以及對淫褻及不雅

物品的管制，以提高市民的警覺性，並預防性暴力的發生。」1。這個課題經過 13 年

的工作後，不知現時情況如何呢？今天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機會檢討一下，我們對於性

暴力受害人的照顧和了解有多少？社會又為她們做了多少？我們常說很明白性暴力受

害人所受的苦處，但不知原來她們受強暴後，在過程中所面對的委屈和困難，以及別

人對她們的眼光或是家人和社會對她們的看法，都可能對她們造成比強暴更大的創

傷，這就是二度創傷。接下來的環節將會分享性暴力受害人的二度創傷，以及現時處

理性暴力個案的情況。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兩位在這方面的專家，與我們分享她們的經

驗。兩位專家分別是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王秀容女士及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

主任（家庭暴力）馬秀貞女士（Annisa），她們會分別從受害人及社工角度分享有關見

解。先請王秀容（Linda）總幹事分享，她是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的創辦人，對協助性

暴力受害人有相當豐富的經驗。 

                                                 
1
 立法會文件 A 99/00-25（1），2000 年 4 月 12 日，第 42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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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王秀容女士（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 

 

  多謝 Pauline（吳文華女士）的介紹，在此亦特別多謝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靳麗

娟女士為我們致開幕辭，也多謝各位出席是次研討會的有心人。正如 Stella（婦女事務

委員會主席劉靳麗娟女士，JP）所言，女性的身心靈健康是同樣重要，擁有健康的身

心靈才能貢獻社會。反之，可能會成為社會沉重的負擔。性暴力受害人的身心靈往往

受到很大創傷，這是不容忽視的。若社會不及早處理性暴力受害人的身心靈需要，協

助她們復原，只會引發受害人更多身心靈的疾病，最後付上代價的就是我們的醫療體

系。所以，我們期望這次研討會能集合各專業人士的力量，一同表達對性暴力受害人

的關注和支持。 

   

正如 Pauline 所言，13 年前在立法會曾經動議辯論「性暴力」議案，最後全體議

員一致通過落實有關措施，其中包括「提供全面及即時的“一站式”緊急支援服務，並

加強有關專業人士的訓練」。風雨蘭一站式危機中心就是當年在各界的支持下成立。風

雨蘭在 2000 年得以成立，醫護界的全力支持是功不可抹，當年有幾位非常重要的醫

生，包括今天出席研討會的陸志聰醫生（現任港島西醫院聯網總監）和馬宣立醫生（現

任香港大學病理學系副教授），當時在他們的全力支持下，在廣華醫院成立香港首間專

門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危機支

援的一站式服務中心－風雨蘭。 

   

在協助性暴力受害人處理

創傷事件的過程中，往往涉及跨

專業間之合作，例如司法系統

（包括向警方報案及接受法醫

檢查）、醫療系統及輔導服務。

受害人在遇事後尋求協助，便需

要奔走於不同的部門（警方、法醫、醫療及輔導），並將被侵犯的事件不斷向不同部門

的專業人士重覆述說，以讓各系統的人員掌握她的資料及狀況。這個求助過程，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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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除了要承受性暴力事件所帶來的創傷外，亦同時需面對著因重覆敘述性侵事件而

造成的二度傷害。因此，風雨蘭在醫院成立，正顧及到受害人的身心靈需要。一站式

服務模式之理念，就是性暴力受害人可以在風雨蘭內進行相關的報警程序，並且能夠

同時得到最即時的醫療服務及情緒支援。風雨蘭危機中心為性暴力受害女性提供 24 小

時一站式服務，中心設備也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規格而設計，中心設有輔導室、錄

口供的場地和設施、設備完善的法醫檢驗室及浴室、以及能夠提供醫療服務，使性暴

力受害人能在環境舒適及隱私度高的服務單位下進行相關的報警及醫療程序。本會希

望能延續此行之有效的服務模式，繼續以醫院為服務據點，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整全

的支援服務。 

 

  性暴力受害人希望透過法律制裁侵犯者，除了令她們能夠取回公道，使她們由創

傷中復原外，受害人亦盡上公民的義務，指證侵犯者，使其他的女性不會再受害。然

而，根據風雨蘭過去三年（2011 年 4 月至 2013 年 3 月）的熱線服務數字統計，我們

發現 87%的性暴力幸存者沒有報案，即是只有 13%的幸存者選擇報案。因此，報案率

偏低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關注和探究。我們發現 22%幸存者因為「害怕事情變得更加糟

糕」而沒有報案。由於她們不熟悉司法程序，對庭審的質詢感到恐懼，難以面對家人、

同事及朋友，甚至其他人的目光，害怕在庭上作供時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她們以不

報案來逃避以上的二次傷害。而 17.8%的幸存者因為害怕他人的指責選擇不報案。幸

存者的家人、同事及僱主或會指責她們沒有保護好自己而遭受性暴力。另外，16.7%幸

存者因為難以啓齒，無法承受庭審時性暴力的羞恥感而沒有報案。 

 

  在協助性暴力受害人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承認及考慮有關性暴力現況的四個事

實︰（1）性暴力是高案發率的刑事案件，但是報案率偏低；（2）大部份被侵犯的受害

人是婦女、兒童和其他弱勢群體如智障人士；（3）施暴者大多是受害人認識的；（4）

性侵犯經常在沒有特別標示的環境下發生。風雨蘭的服務數字已經印證了以上各點。

從從風雨蘭過去三年（2010-2012 年）的輔導服務數字顯示，612 位服務使用者中，只

有近 2 成（19%）的受害人是不認識施暴者，但有近 8 成的施暴者是受害人認識的，

包括朋友（32%）、上司/同事（15%）、親密伴侶（15%）、親屬及其朋友（10%）。此外，

有三成（183 位，29.9%）服務使用者為弱勢人士，包括 148 名未成年人士（18 歲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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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32 位智障人士及 3 位老人家（65 歲或以上）。另外，近三成（165 位，27%）受

助人曾經歷多於一次的侵犯事件，她們當中近一成（16 位）更曾經歷過 10 次或以上

的侵犯。過去三年，與警方接報的強姦數字（324 宗）相比，風雨蘭比警方接獲多近

三成同類求助（413 人），現象反映出社會仍未能培養出支持的土壤予受害人（如性暴

力的禁忌及對受害人的誤解依然存在），令她們在尋找公義的路上卻步。 

   

性暴力令受害人的自尊感嚴重受損，受害人不一定是滿身傷痕去尋求協助或報

案，但內心的創傷確實是很大和很久才能復原。性暴力受害人有別於其他案件受害人，

因為「性」在華人社會中是一種忌諱，而性侵犯受害人更被污名化。在傳統文化觀念

及社會規範下，她們往往要面對社會大眾對性暴力事件的迷思及誤解，例如認為受害

人需要為性暴力事件負上責任，她們會被歸咎沒有好好保護自己，又認為遭受性暴力

對待的女性會失去價值等等。根據平等機會婦女聯席在 2013 年進行的一項「香港婦女

遭受暴力經驗調查」，我們比較了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報案率，分別為 8%（性暴力報

案率）和 17.6%（家庭暴力報案率）。問及報案率偏低是否存在羞恥感及難於啟齒等原

因時，70%的性暴力幸存者表示不報案是因為羞恥感及難於啟齒，而有 27.4%家暴受害

人是因為羞恥及難於啟齒而不報案。由此可見，性暴力受害人承受的心理負擔與其他

類別的暴力受害人很不同。受害人不僅要面對因侵犯事件而導致恐慌、懼怕、受辱、

憤怒等不同的負面情緒，同時亦要面對被侵犯後的身體狀況，如擔心自己會否感染性

病或懷孕等。此外，若受害人選擇報警，她們亦要面對繁複的司法程序，如錄取口供、

接受法醫取證、認人、在法庭上作供等。在惶恐的情況下，她們面對情緒困擾及各種

相關程序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加上社會對性暴力事件的種種迷思，更為受害人製造

無形的枷鎖，使她們難以向外求助。而這些對性暴力的迷思，不僅影響著社會大眾，

還影響了不同的專業人士，如警方、法官、社工及醫生等對性暴力受害人的介入及支

援。 

   

為了打擊性暴力，我們鼓勵被侵犯的女性鼓起勇氣報警求助，同時亦希望律政司

和法官積極配合受害人作供時的需要，以此增加她們對於司法制度的信心。遺憾的是

強姦案件之入罪率很低，根據警方統計顯示，於 2010 年至 2013 年 6 月期間，警方接

獲強姦及非禮的案件數目分別為 383 及 5117 宗，而於同期被裁定干犯強姦及非禮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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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數分別為 75 及 1476 人。上述兩類罪行入罪率分別約為 19.6%及 28.8%，即是強姦

案入罪率比非禮案低於五成。強姦案的入罪率竟如此之低，這實在使人沮喪。我們希

望警方、律政司和法官積極配合受害人作供時的需要，以此增加她們對於司法制度的

信心，這是為何我們近年致力替受害人爭取上庭有更多的保障的原因。 

   

作為一個庭上的證人，法律應該賦予受害人更多的保障，使她們在庭上作供時減

少心靈上的創傷。第一，她們在庭審時需要重覆地憶述事發經過（事情大多發生在一

年或更久以前），這些惡夢般的記憶使得她們無法專注庭審；第二，她們在庭審時會遇

到施暴者，即使沒有實質的危險，但是施暴者報復性和憤怒的姿態使她們受到心理威

脅；第三，她們被逼面對辯方律師、施暴者的支持者和公眾，充滿責備的庭審環境不

利於她們作供，增加她們的心理壓力。然而，大多數受害人在司法系統體驗到的傷害，

卻是比原本之性暴力事件傷害更深的二度創傷。她們在沒有屏風的遮蔽下，要面對侵

犯者、傳媒及公眾的目光，在法庭內等候及作供期間，內心的恐懼不但令她們情緒難

以平伏，更阻礙了她們作供的質素，結果只會影響審訊的公平、公正。 

   

過去三年內，我們向幸存者權益關注小組（33 宗個案）捜集資訊，並且做了一項

調查硏究，她們認為最難面對是庭審作供時出現的心理壓力和恐懼，並且希望得到

CCTV 或屏風保障，以減少她們作供時所承受的二次傷害，但是成功申請的比例很低，

只有 38%。幸存者反映，她們若不符合以下三個要求，便不能申請屏風作供：第一，

庭審時為兒童（不滿十八周歲）；第二為精神上無能力人士；第三為感到惶恐的證人

（witness in fear）。不少幸存者更於庭審當天才獲悉無法得到保護，於是她們需要向法

官解釋申請屏風的原因，即是她們恐懼在庭上見到侵犯者及公眾人仕。我們嘗試向法

庭申請專門的證人休息室或特別通道以保護幸存者，但是遇到很多阻力，有時候幸存

者被迫要在法庭外的公眾區域等候庭審。 

 

以下播放一段錄影，關於風雨蘭受助人在申請屏風的過程中所面對的困難。（見下

一部分） 

本會一直主張採用屏風為一項有效保護受害人的措施。屏風能避免受害人在法庭

程序中受到二度傷害，有助提高受害人的證詞質素以協助檢控，並提升證詞的事實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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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度。本會認為香港法例在認同證人權益的層面上一直比其他司法區域落後。不少普

通法司法區域已就性暴力受害人在庭上採用屏風的安排給予法定地位，但在香港，是

否准許採用屏風的問題仍在法官的酌情權之內，並沒有任何明文法或具權威性的案件

判決闡述屏風應在何時准予採用。結果，不同法官有不同的準則，受害人在申請屏風

過程中亦承受極大的心理壓力。從本會的個案顯示，受害人向警方提出需要屏風作供，

但往往要等待到上庭當天才獲知是否成功申請（屏風）。其申請若是不被批准，受害人

也不清楚究竟是警方、檢控官或法官那邊出現問題，令受害人感到困惑及無奈。本會

建議香港法律應賦予所有性暴力受害人採用屏風的特殊措施，此舉能避免法官在行使

酌情權時受到個人偏見所影響。 

   

今天是「國際消除對婦女暴力行

為日」的前夕，舉辦這個「司法系統

對性暴力受害人的保障」研討會更具

特別意義。其實，性暴力危機中心命

名為風雨蘭，背後是有一個深長的意

義，風雨蘭表面柔弱普通，但她卻能

夠經歷風雨，在暴風雨過後的仍能展

笑迎風，風雨蘭正反映女性堅韌的生

命力，遭受性暴力的女性仍然充滿力量和希望，強暴也無損女性的自我價值。協助曾

遭受性暴力侵害的女性從創傷中復原，需要大家同心協力，建立一個理想的復康環境，

包括顧及受害人身心靈需要的醫療制度及對受害人有全面法律保障的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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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蘭個案面談錄影－文字記錄 

 

J：Jenny（化名） 

C：Counselor（輔導員） 

 

C：Jenny 呀，我知道幾年前你經歷過一次強姦事件，你之後都好勇敢報警和出庭作供

指證侵犯者，你可以告訴我當時的心情和上庭的情況嗎？ 

 

J：因為當時上法庭時就要面對許多人，旁聽席上有許多人，全部都會見到我，當時我

好驚，好混亂，好驚影響作供時的質素，因為要好仔細講述事件，彷彿在眾目睽睽之

下再次被侵犯。 

 

C：這樣都會影響你作供的質素呢，對嗎？ 

 

J：是呀，真的有影響。我更加不明白為何旁聽席上的人要看著我作供。 

 

C：這個經歷似乎很難受，亦為你帶來很大傷害。 

 

J：是的，對我而這，這是一個極大的傷害。而且我在離開法庭時，其實沒有特別通道，

當時旁聽席的人可以任意看著我，更加離譜的是我見到被告，當時我只是垂下頭，很

害怕。這對我也造成最大的傷害。 

 

C：整個過程都很不容易。 

 

J：真的很不容易。 

 

C：我知道侵犯者最終被判罪行成立，但之後又有提出上訴，警察又通知你個案將會重

審，你可以告訴我情況怎樣嗎？ 

 

J：警察致電我通知我被告上訴得直，案件將會重審。警方告訴我，被告已承認一項（判

刑）較輕的非禮罪，我可以不用上庭。但如果我再次上庭，而又不能控告被告入罪，

他就會無罪釋放。警方表示他（被告）已經承認非禮罪，已經有一項非禮罪名，警方

又跟我說，我可以不用出庭指證對方。但我覺得被告真是強姦我，所以我不能夠接受

對方只承認非禮罪。這對我來說是不公道的。所以我堅持想出庭作證。 

 

C：所以你有第二次出庭的機會，在第二之出庭時，我知道你有申請屏風，結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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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我申請屏風時，因為我之前經歷過上庭，知道上庭時會面對的困難，所以我堅持要

申請屏風。警方跟我說：「你已經年滿 18 歲，是成年人，未必可以申請到（屏風）。」

但我都堅持寫信申請屏風。警方卻一直未有通知我在甚麼時候會有，甚至跟我說要到

開庭當天，待法官批准，才知道會否有屏風作供，但事件已差不多經歷了八個月的時

間，我當時的心情是極度難受和煎熬，所以我就決定不上庭。 

 

C：聽你分享，也就是說，欠缺法庭保護是一個很大原因令你放棄再出庭指證侵犯你的

人。 

 

J：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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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馬秀貞女士（社會福利署 總社會工作主任（家庭暴力） 

 

  馬女士開首便表示性暴力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因為同事需要非常細心及敏感地

處理服務對象的需要。馬女士於研討會中的分享主要分為兩部分：一、社會福利署（社

署）從統計數據中發現的現象；二、目前社署所提供的福利服務如何協助性侵犯受害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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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討論（I） 

 

1. 吳文華女士，SBS（主持人）認為馬女士在分享中提及的跨部門、跨專業的合作

在實際中並不常見。她認為政府仍須努力，將受害人在求助過程中所受到的痛苦

減到最低。例如為相關部門提供更多專業培訓，講解不同專業可以為受害人及其

家人提供的幫助、教授如何舒緩受害人的壓力以協助復原等。因應受害人的需要，

尤其是面對司法程序時所受到的二度傷害，她遂詢問與會者有否經歷過類似事件

或接觸這類個案，並邀請與會者分享或提出能夠幫助受害人的意見。 

2. 劉慧卿議員首先分享其辦事署接觸到一些受虐婦女的個案。她質疑政府未有為這

些婦女提供一個安全居所，以致

她們在求助後又要回到暴力環境

之中。她詢問政府會否為暴力受

害人提供這類短期或長期居所。

吳文華女士跟進劉議員的提問，

她欲了解社署現時是否已有這類

住宿設施，只是婦女選擇不使

用，還是根本是設施不足。 

3. Mr. Boris Smith 曾任職警務人員 33 年，他分享現時性暴力個案的檢控比例偏低，

他希望了解律政司不作出檢控的原因。他認為政府的工作有限制，有些資料不便

公開，但在非政府機構的層面能夠為受害人發聲，讓公眾清楚性暴力問題的真實

情況。因此，他亦希望知道非政府機構有否從事相關研究，探討律政司的檢控情

況及背後因由。他相信增加檢控比例能同時提高受害人報案的比例，所以希望政

府在可行的情況下，能夠幫助性暴力受害人，提升她們求助的信心。 

4. 「幸存者權益關注小組」2成員認為與會者多提及有關司法、醫療及住宿方面的問

                                                 

2
 「幸存者」權益關注小組成立於 2009 年，小組選用「幸存者」而非「倖存者」，是希望藉此告知社會

大眾，她們不是「僥倖生還」的一群，而是能充滿生命力、「幸福地生存」的「幸存者」。小組希望透

過各種途徑引起社會對性暴力事件的關注及認識，以消除對性暴力受害人的污名，保護她們免遭二度

傷害及與她們一同爭取幸存者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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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小組表示這些方面的需要對受害人是重要的，但仍然不能忽略了受害人的心

理需要。例如剛才講者提及受害人因受到侵犯而感到驚慌和無助，也會自責和混

亂，尤其當她們失去信心時，這些情緒更甚。她相信風雨蘭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

的一站式服務能有效支援受害人，讓她們不用四處奔走或重複事件。事實上，受

害人求助時的心情是很沉重和疲累，而風雨蘭能夠減少不同程序對她們造成的二

度傷害。加上風雨蘭的輔導員對性暴力受害人的狀況都比較細心和敏感，也懂得

尊重受害人的感受和決定，從而令她們在復原路上得到更適切的支援，讓受害人

可以慢慢重拾控制感和安全感，有助受害人復原。因此，小組成員鼓勵大家在多

關注受害人的心情及需要。 

5. 南華早報記者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她欲了解香港有沒有一個「性暴力個案中

央資料系統」，將所有性暴力個案集中一起，並羅列出非政府機構、社署等單位每

年接獲的性暴力個案數字。第二，她希望知道性暴力個案有沒有上升趨勢，以及

接觸這些個案後的處理方法和程序。吳文華女士亦希望了解現時社署或其他政府

部門有沒有一個統籌性暴力個案的資料庫。她指出政府在決定是否投放資源到一

些服務時，往往都會參考相關數據。因此，若現時社會欠缺一個基本及統一的性

暴力資料數據庫，對於爭取社會資源或改善性暴力問題會很艱難。因此，她建議

社署或其轄下的工作小組可以深入討論性暴力議題，並安排指定部門負責統籌和

歸納有關數據。 

6. 吳文華女士，總結第一部分的討論。她指出社會應該將希望帶給性暴力受害人，

讓她們更快康復。除了社工、家人和專業人士之外，整個司法過程亦應該加以改

善以幫助受害人。根據講者提供的資料顯示，若性暴力受害人在司法程序中得到

公義，對她們的康復會有很大幫助。但這個過程相當漫長，以致受害人要承受一

些比性侵犯事件更大的二度傷害。有關單位應集中探討如何提升入罪率、檢控率

和報案率，並希望更多人對性暴力受害人產生一份認同感，明白各種保障對她們

的重要性。最後她感謝兩位講者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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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司法系統對受害人的保障 

 

講者：梁慧敏大律師 

  在第一部分，無論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家庭暴力）馬秀貞女士或關注婦

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王秀容女士都有提到一些關於法律程序上對性暴力受害人的保

障，而同時亦有關於刑事訴訟程序條例裡面第 79B 條的程序，我都會再深入地講解關

於這條條例及有關個案。跟住第二部分，我會再講關於性暴力罪行對於

cross-examination 即係盤問上面的一些規範等等。最後的部分，我會對比其他普通法國

家，譬如澳洲或英國，有關 sexual offence（性暴力罪行）的條例與香港有關法律條文

之間的分別。當中我們會否有些值得反思的地方或進步的空間？我將會於這幾方面分

享一下。我相信在座更多人比我更有經驗，我在這個部分是一個分享，希望大家可以

反思究竟我們可以為受害人多做一些什麼。 

   

首先我想講解關於剛才提到的以 CCTV（電視直播聯繫）作供的保障。其實現時

根據第 221 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79B 條，有幾類人可以於作供時使用 CCTV，

包括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而最後一

類就是 witness in fear（在恐懼中的證人），很多

時候 sexual offence（性暴力罪行）的受害人就

會被歸類到這個類別。即是如果受害人並非兒

童或他並非殘障，即一個健全的成年人，若然

希望得到這條例的保障，通常就要被歸入在恐

懼中的證人這個類別。然而，這條條例本身的

內容是什麼？其實第 79B 條說明凡一名在恐

懼中的證人將在就任何罪行進行的法律程序中

提供證據，法庭可應申請或主動准許該人藉電

視直播聯繫方式提供證據。即是不論是任何的

罪行的法律程序中，證人若要在法律程序進行

中提供證據，是可以申請使用 CCTV 方式作供，而法庭也可以主動提出准許該證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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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 方式提供證據。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裡面第 79B 條有提及在恐懼中的證人（witness in fear）的定義

是什麼。它的意思是「指任何證人，而聆訊該證人的證據的法庭基於合理理由信納該

證人如提供證據他即會對其本身或其家庭成員的安全感到憂慮。」這是條文上面的定

義，但其實如果再深入了解這條條例的時候，這個保障於香港上訴法院於 2011 年的案

例有更加詳盡的解釋。那個上訴法院案例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史華倫」（HKSAR v See 

Wah Lun [2011] 2 HKLRD 957 ）。在這 2011 年的案例中，上訴庭提及一些原則，當法

庭考慮是否給予證人以 CCTV 作供作為一個保障的時候，法庭需要考慮以下的因素：

當然法庭第一件事就開宗明義提到這個做法是比較罕見，或者在特殊情況之下才可提

供 CCTV 予證人作供，亦提到法庭是必需考慮被告人的利益。但上訴庭亦同時很清楚

解釋到法庭需要平衡兩方面的利益，第一方面是被告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要平衡一

個好緊要的公眾利益，那公眾利益是什麼？這公眾利益是證人作供的時候，會否令到

證人自己或者公眾面對危險。即使若證人使用 CCTV 的形式作供，會令到被告人在鑒

證方面，或可能於 cross-examination（盤問）時會有一些 disadvantage（不利的地方），

但這個因素不等於要拒絕這個命令。上訴庭進一步清楚說明成年人的證人也可以是一

個 witness in fear（恐懼中的證人）。而決定證人是否一個 witness in fear（恐懼中的證

人），就要視乎幾個範疇。第一是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該案件的情況），第二是考

慮證人本身的性質及情況（nature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witness）。法庭再進一步解

釋，證人是無需要面對一些實質上的危險（actual danger），即是不需要面對任何生命

危險，亦不需要實質上遇到危險，可能該證人只不過是純粹好驚面對侵犯者。這些恐

懼能套用於性暴力受害人，例如可能性暴力受害人的恐懼只不過是純粹好驚面對侵犯

他的人。上訴庭亦提到衡量恐懼中的證人的 crucial issue（最關鍵因素）是什麼？其實

並非用一些好 objective（客觀性）的因素，而是應該按證人本身的想法，或者他的心

態如何，即英文的 state of mind of the witness。上訴庭講得好清楚，證人的恐懼並不需

要有一些好客觀合理的理由（即不需要英文所講的 objectively justified），亦不需要係

直接歸因於被告人的一些行為。簡單來說，雖然第 79B 條並非 expressly（明確地）指

出應用於性暴力罪行受害人，但如果根據上訴庭這個案例，性暴力受害人，例如風雨

蘭所幫助的受害人有的恐懼，例如受害人恐懼面對侵犯他的人，或者恐懼再面對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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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暴力事件，好恐懼再於法庭講一次，覺得情況就像再次被侵犯等等，如果真正清楚

這個條例，清楚上訴庭這個案例，其實可能心存這些恐懼的性暴力受害人都可以包括

在第 79B 條的保護之內，可以將這條文保護性暴力受害人。這是現有的法律，但我都

想說這條例本身並不是很明確的，這條例並沒有明確、直接地提到性暴力受害人。 

   

另外，就是針對關於 sexual offences（性暴力罪行）的審訊，於刑事罪行條例裡面

第 154 條提到，若於原訟法庭進行的審訊，有關於強姦罪或猥褻侵犯罪審訊期間，除

非獲得法官的許可，否則在該審訊中被告或被告人的代表律師不得提出有關申訴人與

該被告人以外的其他人的性經驗的證據，或在盤問中提出有關此事的問題。如果被告

人或被告人律師覺得對被告不公平，他們只可以於陪審團退席的時候才可以向法官申

請。而法官只可以考慮一個理由，就是如果法庭是信納拒絕容許被告人，或者他的代

表提出這些證據或問題會對被告人不公平。這是法官唯一可以考慮的因素。這條文看

來是在香港唯一針對性罪行審訊中保護證人的條例，而其他保護證人的條例，則也適

用於其他罪行的審訊。 

   

有關保障性暴力受害人的刑事訴訟程序，可以對比香港同其他普通法國家或管轄

區的分別是怎樣。如果我們看澳洲、英國的法例，它是很明確、直接地指出條例針對

性暴力受害人的，譬如澳洲維多利亞省在 Criminal Procedure Act 2009（刑事訴訟程序

條例 2009）的第 363 及 364 條，好清楚說明如果證人為性罪行申訴人，除非申訴人拒

絕，否則法庭必須指導申訴人以 CCTV（電視直播聯繫）方式作供，或於申訴人作供

時為其安排屏風。總之所有性暴力案件的證人提供證據的話，法庭自動就會讓受害人

有這個保障。 

   

至於英國其實都有於 Youth Just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99（青少年審判及

刑事證據條例 1999），整個 Section（部分），由第 17 到第 32 條就提及關於給予性暴力

受害人的保障，例如屏風、以電視直播聯繫方式作供、或者可以以錄影作主問、盤問

等等，其實你會看見當我們去比較香港的法例，我指的是法律條例條文，以及英國、

澳洲的有關法律條例條文，你會看見一個很大的對比，可能值得去反思為何香港沒有

一些專責的法例條文去幫助或者保障性暴力罪行證人呢？由於沒有特訂保障性暴力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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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的刑事訴訟程序，很多時候要找一些譬如刑事訴訟程序條例裡面第 79B 條，而不

是專責給予性暴力罪行受害人保障的條例。例如對 witness in fear（恐懼中的證人）的

保障，好似要借來幫這類型的性暴力受害人，為何要這樣做呢？我想提出這個問題讓

大家去想一想，究竟將來我們可以於法律層面做些什麼去幫助性暴力受害人？希望大

家可以考慮一下。 

 

總結 

  因為我聽了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助理刑事檢控專員高寶翠女士及香港警務處刑事部

支援科保護兒童政策組鄧淑珍總督察的演辭，我也明白律政處及警務處會用不同的內

部指引去協助性罪行受害人。律政處於今年九月出了新的內部指引說明在區域法院及

高等法院審理的性暴力案件，控方要詢問受害人是否需要在作供時使用屏障。其實這

新的內部指引我也是今天從高寶翠女士的講辭中第一次聽到。我覺得一定有幫助。但

很重要的是會否有一些正式和公開的 practice directions 或者 guidelines，甚至一些

legislation，讓公眾人士也可以參閱而得知當局要跟著什麼指引去做，受害人最少也知

道他們有這些保障，讓他們也知道自己有這些權利，有這些指引去保護受害人，我覺

得這也很重要。我不質疑警方可能也有培訓，但受害人也需要知道他們有這些保障存

在。 

   

另一個問題是，香港法律到現時為止，對性暴力受害人的保障都是和其他罪行受

害人的保障一樣，就算最近編制的 2013 年《檢控守則》（Prosecution Code），也沒有特

別指出如何保護性暴力受害人。但是對於有一些其他罪行的受害人，例如販賣人口，《檢

控守則》便有談及針對販賣人口受害人的保障。其實性暴力受害人是有其獨特之處，

這點希望大家也認同，但 vulnerable witnesses（易受傷害證人）是一個大包圍。無論是

practice directions 有提及用 CCTV 作供的保障、《檢控守則》所提及的 vulnerable 

witnesses，都是大包圍地保護易受傷害證人，但沒有像澳洲或者英國，明確地保障性

暴力受害人的刑事訴訟程序。為什麼不可以讓大眾，甚至整個司法機構，由警察到檢

控到法庭或法官都可以跟隨一套保障性暴力受害人的刑事訴訟程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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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有關性暴力案件審訊程序條例一覽表 （詳情請參看法例原文）： 

 

司法權 保障性暴力受害人的刑事訴訟程序 

香港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221 章）第 79 B 條︰成年證人透過 CCTV 作供是

法例唯一提供的特殊刑事檢控程序，該證人必須為「恐懼中的證人」。 

實務指示 9.5︰藉電視直播聯繫方式提取的證據或錄影的證供 

2013 年的《檢控守則》（取代 2009 年的《檢控政策及常規》）︰14. 罪

行受害者及易受傷害證人 

14.1   檢控人員應參考 2007 年《罪行受害者約章》和刑事檢控科發表

的《對待受害者及證人的指引》。 

14.4   受害者有權獲詳細解釋他們在法律程序中擔當什麼角色，並有權

在進行法律程序期間就所採取的行動及該等行動對其權利的影響獲得

諮詢。對於他們在會面和在法庭上要憶及和講述個人慘痛經歷，亦應

嘗試盡力減輕他們所承受的傷痛。 

14.7   易受傷害證人不論是否罪行受害者，其權利、期望及個人情況應

同樣受到尊重。他們包括兒童、精神上無能力人士，以及感到惶恐的

證人。對易受傷害證人或罪行受害者，適宜藉以下方法向他們提供保

障：以電視直播聯繫方式提供證據；播放電子預先錄影證據；設置屏

障；非公開聆訊；加快聆訊；連續聆訊；安排支援者；法庭審訊不拘

形式；特別保安措施。 

澳洲新

南威爾

斯州 

 

性罪行的庭審必須以電視直播聯繫方式提取申訴人的證據或錄影申訴

人的證供。申訴人可要求其他替代的庭審安排。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1986（209 章）（Criminal Procedure Act 1986 No. 

209）︰  

第 291 條︰性罪行的庭審必須以電視直播聯繫方式提取申訴人的證據

或錄影申訴人的證供。 

第 291A 條︰性罪行的庭審的其他部分可以電視直播聯繫方式進行。 

第 291B 條︰亂倫罪必須全程以電視直播聯繫方式進行。 

第 291C 條︰申訴人在他處作供時，傳媒可以留在法庭內。 

第 294B（3）（a）條︰申訴人可申請以 CCTV 作供。 

第 294B（3）（b）條︰申訴人可申請以屏風遮擋下作供。 

第 294C 條︰申訴人可申請他人陪伴作供。 

第 306A-306G 條︰關於性罪行重審的特別安排。 

第 306H-306L 條︰關於性罪行續審的特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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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維

多利亞

州 

 

如果證人為性罪行申訴人，除非申訴人拒絕，否則法庭必須指導申訴

人以電視直播聯繫（CCTV）方式作供，或於申訴人作供時為其安排

屏風。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2009 （Criminal Procedure Act 2009）︰  

第 212 條︰性罪行庭審的時間規定。 

第 338 條︰審理性罪行的指導性原則。 

第 359 條︰性罪行庭審以其他方式作供的申請。 

第 360 條︰法庭可指導以其他方式作供。 

第 s.360（d）條︰法庭可批准指定人仕參與庭審。 

第 361 條︰對陪審團的勸告。 

第 362 條︰以 CCTV 作供。 

第 363 條︰特定情況下法庭必須指導以 CCTV 作供。 

第 364 條︰特定情況下法庭必須指導以屏風遮擋下作供。 

第 365 條︰特定情況下法庭必須指導以他人陪伴下作供。 

第 378-387 條︰性罪行庭審時接納申訴人的錄影證供。 

英國 如果證人為性罪行的申訴人，法庭可酌情批准他/她作供時得到特別的

協助。 

青少年審判及刑事證據條例 1999 （Youth Just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99）︰ 

第 17（4）條︰證人為性罪行的申訴人合乎條件申請特別的協助。 

第 18 條︰第 17 條所指的證人可享有第 23-28 條所列明的特別的協助。 

第 19 條︰法庭決定是否批准特別協助的申請。 

第 20（5）條︰法庭必須於公開的庭審說明批准、更改、撤銷、拒絕

有關的申請或有關的更改申請或有關的撤消申請。 

第 23 條︰以屏風阻隔證人和被告。 

第 24 條︰以電視直播聯繫方式作供。 

第 25 條︰以保密方式作供。 

第 26 條︰脫下假髮和大律師袍。 

第 27 條︰控方的錄影證供。 

第 28 條︰盤問或覆問的錄影證供。 

第 31 條︰以特別的方式作出的證人陳述納入其證供。 

第 32 條︰對陪審團的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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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高寶翠女士（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助理刑事檢控專員） 

  高女士分享法律程序如何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保障，並分享律政司過去曾提出指

引，高女士表示受害人遇到性暴力事件後由報案到上庭，到個案終結，是一個頗漫長

的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審訊前（Pre-trial） 

  審訊前是指受害人遇事後決定報警，他們會經歷的程序包括：錄取口供、案件調

查、驗身（法醫採證）、搜證等。最後由律政司決定是否起訴。如律政司最終決定起訴，

這個審訊前需時最長。 

 

二、審訊（Trial） 

  審訊是指審訊過程中，在法庭裡可為受害人提供的保障。 

 

三、審訊後（Post-trial） 

  如被告在法庭上證實犯罪，司法部法官根據什麼去判刑，又如何協助受害人。 

   

就著第一階段審訊前，高女士提及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79B 及 C 條，她提

醒大家留意簡報中最後的「Statement on 

the treatment of victims and the 

witnesses」（對待受害者及證人的陳述

書）。這是律政司於 2009 年發出的指

引，可以在律政司網頁內參閱，當中詳

述了許多有關律政司對受害人的關注，在每個過程中該如何尊重和協助受害人。 

 

首先，高女士介紹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79C 條有關錄影證據的記錄。錄影會面只

適用於兒童（即 17 歲或以下）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簡稱 MIP，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如報案人是 17 歲或以下，或是 MIP，則行使用錄影方式錄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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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這方法對受害人的好處包括：她們可以在一個以家居環境佈置的地方錄取口供。

獲法官批准後，該錄影帶亦可於日後在庭上播放，這相等於證人的口供，而毋須受害

人在庭上重述事件。此方法當然也有其限制，因錄影帶只是主問，因此受害人亦需接

受辯方律師盤問。 

 

  高女士坦言性暴力受害人面對很多事情，律政司希望盡量減低她們的尷尬。因此

律政司也有為受害人提供不同保護措施，其一就是「Gag order」。「Gag order」是指證

人身份的保密，即傳媒不可公開受害人姓名。「Gag order」的意思及用途更廣，不單性

暴力受害人，如案件涉及勒索等，為保障受害人的身份，也可以向法庭申請「Gag 

order」，即受害人的身份會予以保密，其名字及能識別該受害人的資料也不可刊載。高

女士補充律政司在處理性罪行的受害人時，其姓名必須保密。法庭的 charge sheet 及高

等法院訴訟書亦會以英文字母替代受害人的姓名。即使受害人在法庭上宣誓時，其資

料也會得到保障，受害人只需在紙上寫上自己姓名，由法官核實和批准，在宣誓時便

毋須提及自己的名字，避免公眾人士知道她的真實身份。另一方面，因為許多受害人

都是第一次上庭，不熟悉環境，警方會向受害人講解有關法庭程序，並帶受害人參觀

法庭。 

 

  此外，律政司會盡力加快處理案件，雖然律政司不能控制搜證和調查進度，例如

DNA（基因）檢證需時，但一經接理案件後，律政司也會盡快處理。高女士亦表示律

政司在提供法律意見時，會參考內部指引，例如要在十四日內給予法律意見。到排期

聆訊，律政司又會向法庭盡早排期，讓受害人毋須等候太久。 

   

高女士亦有提及 Plea bargain（認罪求情協議），在與辯方律師討論案件後，被告或

會有好幾項控罪，假如被告人願意承認某些罪行，其他控罪將不提證供起訴。律政司

在決定時會考慮各方因素，同時也會考慮受害人的意願，並會透過警方去了解受害人

的意願，而不會貿然決定。 

   

至於司法系統在審訊期間如何保障受害人，高女士指出 CCTV（以電視直播聯繫

方式作供）是一項很好的措施，受害人可以避免在莊嚴的法庭內作供。若受害人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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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CTV 作供，她們將獲派一位支援者（support person）在法庭內外給予支持。有些

法官為了不讓受害人被法庭氣氛而影響作供，法官會要求律師脫下律師袍及假髮，法

官本人亦會脫下，避免受害人感到有壓力。這些安排都很重要，尤其對兒童而言，這

些安排皆有助減低她們對法庭的恐懼。 

 

  對於有關採用屏風作供的安排，高女士表示律政司最近發出了指引，指引內指出

不論地區法院或高等法院，當審理的案件牽涉性暴力事件時，有關人士須關注受害人

在庭上作供的保障。警方需主動向證人了解是否需要使用屏風，並在有需要時為受害

人向法庭提出申請。如屏風申請獲批准，這會是一次性的申請包括證人（受害人）在

出庭當日也毋須使用公眾通道出入法庭，律政司會就案件需要向法庭申請保密令。 

   

高女士接著指出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23 條有關非公開式進行審訊，可是此條例

極少被採用。如前所述，辯方律師可持不同理由申請將案件押後審理，律政署也會拒

絕此類申請。高女士表示剛才梁慧敏大律師提及到刑事罪行條例第 154 章規範了辯方

律師在盤問時提出的問題。司法部對此也有一些實務指引，指出相關人士需跟從指引

處理一些使用 CCTV 的案件，例如盡量不可拖延案件，以及盡量遷就受害人的時間等。 

    

至於審訊後，高女士反映現時法例中有提及「Victim Impact Statement」（受害人影

響陳述），有許多國家已立例推行。事實上，Statement（陳述）的作用是在被告判刑前，

警察會安排受害人錄取一份口供，內容包括事件對受害人的心理影響，讓法官知道事

件對受害人的影響而在判刑時作出調整。由於被告有可能提出上訴，案件不一定於定

罪後立即完結，但受害人之後不是必須要出席上訴聆訊，律政司會透過警方通知受害

人有關上訴審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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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女士表示檢控官在履行職務時會與警方合作，希望把受害人的痛苦減至最低。

律政司於 2013 年 9 月出版了新的《檢控守則》（Prosecution Code）3，該守則第十四項

便提出有關罪行受害者及易受傷害證人的權利。高女士表示律政司致力在各方面照顧

受害人的感受，也盡量協調司法程序以協助受害人 

                                                 
3律政司（2013）。檢控守則。參考網頁：http://www.doj.gov.hk/chi/public/pubsoppaptoc.html  

http://www.doj.gov.hk/chi/public/pubsoppapto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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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鄧淑珍總督察（香港警務處刑事部支援科保護兒童政策組） 

 

    鄧女士指出警方在司法

系統中的角色主要是搜證，將搜集

到的證據呈上法庭，將罪犯繩之於

法。警方明白性暴力受害人的身心

可能受到長遠打擊，所以在處理性

暴力案件的程序上，對於保障受害

人方面是有特別指引。她簡單講解

了一般對性暴力的理解、香港性暴

力罪行的現況、警方處理這類案件的政策和程序，最後提出警方在未來打擊性暴力工

作上所面對的挑戰。 

   

首先，鄧女士指出一般對性暴力的理解如下：（一）未經雙方同意 : 不同意的性

行為不論明示或暗示，法例上受害人是不可予以同意的性行為。有受害人不作聲或不

反抗亦不等於自願，例如事件發在荒山野嶺時，受害人可能考慮到出聲或反抗亦無用。

而對於小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即使當事人同意亦屬違法；（二）武力：並非一

定要使用武器的，亦包括一些隱含的武力。（三）給予性尊嚴：這一點會以合理人作測

試，而性暴力的範圍很廣，也包括非禮，因此並非只有觸碰性器官才是性暴力，舉例，

在對方不情願的情況下，就算觸碰對方的腿也可能觸犯非禮罪。(四)違反法例 : 法例

有列明的性罪行。 

   

鄧女士指出，性罪行包括強姦、猥褻侵犯（或稱非禮）等等。根據警方接獲的強

姦案件數字顯示，由 2008 至 2012 年的強姦案件中，有 91%是由相識的人犯案，陌生

人只佔 9%，相識的人包括夫婦或情侶關係（不論過往或現在）（14%），有 7%為親戚

關係，其他大部份則為朋友關係或其他認識的人。而 2010 至 2012 年有 6 宗強姦案為

婚內強姦。個案發生地點方面，有 63%的強姦案發生在住宅、樓宇內，14%在酒店公

寓，其他則為不同地點，如街上、辦公室、車輛或娛樂場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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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女士接著指出於 2010 至 2012 年猥褻侵犯的數字，分別有侵犯女性與侵犯男性

的數字，而侵犯女性的個案佔整體猥褻侵犯案件的 95%。與犯罪者關係方面，大約 68%

為陌生人。發生地點方面，超過 60%發生在公眾地方，如交通工具。而侵犯男性的個

案則佔整體猥褻侵犯案件的 4.4%。 

   

另外，鄧女士表示警方在處理性暴力案件時，是為着達到有雙重目的：（一）防止

受害人再次受傷害，包括身、心再受傷害；（二）將犯罪者繩之於法。警方的政策和程

序亦以這兩個目標而制定的。警方特別設立一個組別，為『保護兒童政策組』，制訂處

理性暴力案件的政策和程序。鄧女士表示這個組別大約在 20 年前成立，最初以保護兒

童而設立，工作範圍逐漸擴展至現時包括虐待性罪行 : 性罪行、家庭暴力、虐兒、虐

老及部份處理青少年罪行的政策事誼。警方處理這些罪行時採取跨部門及多專業合作

的方式處理案件，包括社會服務工作者，例如風雨蘭，都是警方密切的合作伙伴。另

外，政府成立的關注暴力工作小組，由社會福利署署長主持，其中一個目的是為有關

政策局、政府部門及非政府組織提供一個合作的平台。 

   

在處理性暴力案件的程序方面，警方本着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以跨部門、多專業

的合作模式，確保受害人迅速獲一切適當服務，並協調各單位及程序，從而減低受害

人承受的壓力。鄧女士表示警方知道調查過程可能會為受害人帶來痛苦，因為受害人

在過程中需要回想及複述事件。鄧女士提到錄取口供的目的，警方是希望口供能幫助

受害人回憶，達致將事實經過原原本本告訴法庭，目的是要將犯罪者繩之於法，由法

官判决。 

   

鄧女士先簡述有關醫療方面的安排。警方在受害人報案後會通知法醫，若案件於

72 小時內發生，警方會盡快安排採集証據。例如，如可行的話，安排受害人於同一所

醫院內進行醫療檢查及法醫採證，以便利受害人。社會福利服務方面，警員可使用 24

小時直接熱線聯絡專責社工陪同受害人，以一站式的概念進行調查。全港 16 間政府醫

院設立一些提供服務的地方，讓警察錄取口供，以及聯絡社工陪同進行有關程序。 

 

  調查工作方面，在切實可行情況下，他們會安排已受訓的相同性別警務人員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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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錄取口供，於合適、方便及能保障私隱的地方會見受害人。此外，警方亦會讓受

害人自己選擇是否需要由親屬/朋友陪同或由社工陪同，希望令受害人倍感安心。亦會

安排由相同性別之警務人員陪伴進行調查。另外，有關注團體關注受害人需要重複錄

取口供的問題，警方知悉要盡量減低受害人重複口供，因此會盡量避免，例如警方會

以第三者身份向法醫複述受害人經歷，但法醫可能在一些有助專業取証方面，在關鍵

事實上，需要受害人細述而無可避免重複某些事件經過，又或者當警方繼續調查而得

到新証供，如有拘捕了疑犯或其他証供，而有需要受害人協助再次作出口供澄清，而

可能重複某些經過。總括，警方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一些無可置疑的證供，提高被告在

庭上定罪的機會。至於保密私隱方面，鄧女士表示警方明白受害人會有很多顧慮，所

以警方會保障受害人的私隱，在調查過程中，減低無必要地透露受害人身份的機會。

由於每宗案情不同，若案發地點是受害人經常去的地方，警方需要到場搜證也是無可

避免。此外，鄧女士指出警方亦可能會聯絡一些知道案情的相關人士進行調查，但基

本上警方是以保障受害人私隱原則處理，不會隨便透露受害人身份的。而在會面地點

方面，警方亦會盡量配合受害人的方便，安排合適地點進行會面。 

   

此外，鄧女士亦介紹一些其他的處理程序。包括：（一）法例上已有保障兒童、精

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或在恐懼中的証人的條文。以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為

例，警方會安排以錄影方式錄取口供，而錄取口供的人員均接受最少兩星期的全日制

專門訓練，學習如何為這類受害人錄取口供，而所錄影的影片，將會呈上法庭播放作

為主問，而這類証人可以申請以視像方式接受盤問；（二）至於家庭暴力方面，婚內強

姦或暴力問題，警方會聯同社會福利署保護家庭及兒童課，作出適當安排，受害人作

出舉報後，會擔心與疑人(施虐者)回家後共處一室，所以在這方面便需要靠社會界或福

利署提供協助。 

   

另外，鄧女士指出警方亦會為現役警員作出內部培訓，讓他們明白有關指引，並

且以專業的態度處理有關個案，他們分別在「入職基本訓練課程」、「偵緝訓練課程」

及「進修及發展課程」都會加入相關訓練項目，包括處理性暴力案件、受害人心理及

衝突處理技巧、處理同性/異性親密伴侶關係的技巧、同理心聆聽等等。在教材方面，

我們邀請了不同的專業人士，如大學教授、臨床心理學家為我們提供專業意見及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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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除此之外，警方亦會不時舉辦一些專題訓練以提升專業敏感度。 

   

鄧女士最後分享關於警方面對的挑戰，第一項是「未有尋求協助」，即受害人沒有

報案。她表示若受害人沒有行出第一步，他們亦難以協助。第二項是「處理受害人的

軟技巧」，由於每位受害人背景不同，所受創傷不同，所以警方需要一些軟技巧，配合

程序來調查，他們在實踐時如何透過他們的口、他們的心、他們的語氣態度去令過程

更順暢，軟技巧是一個高深的學問警員要學習的。第三項的共同挑戰是法律改革可能

帶來的改變，而這些改變警方希望市民可以理解及支持，得到他們的協助，從而能夠

更順利搜集証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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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討論（II）  

 

主持人及與會者回應/提問 

1. 黃幸怡律師（主持人）認為現時性暴力受害人實際面對的情況與相關部門的工作指

引之間似乎有落差。黃律師指出在實際執行上往往會出現「指引歸指引，現實歸現

實」的狀況，指引上雖說明了受害人應有的各種保障，但實際上受害人仍然缺乏保

障。鑑於現時社會大眾和性暴力受害人不了解警察及司法過程，減低了受害人報警

的意願。因此，她認為警察應提升處理性暴力案件程序的透明度，當社會大眾和受

害人都了解警察在處理性暴力個案時的工作模式，便能鼓勵受害人報案。另外，黃

律師相信與會者能夠從高寶翠女士的分享中對司法程序有更多了解，她相信當受害

人了解司法程序後會更願意報案。她亦表示梁慧敏大律師在分享中提及自己若是辯

護律師，並不會向受害人提出尷尬的問題，黃律師認為這樣能夠提升受害人報案的

信心和動機。 

 

2. 馬宣立醫生（香港大學病理學系副教授）提出有關取證方面的問題。他首先表示今

天的研討會讓與會者了解受害人在事發後的心理狀況，一般而言，受害人在經歷性

暴力事件後會心情紊亂，不知將來會發生甚麼事，受害人鼓起很大勇氣才踏出求助

的一步。在求助階段，受害人還未決定是否報警，也需要時間作出心理準備，一旦

報警後便要經歷持續十多個月或以上的司法程序。因此，受害人在求助階段都希望

可以第一時間進行取證。若錯過第一時間取證的機會，受害人經醫生治療後，留在

身上的重要證物便沒有了。而馬醫生提出現時有關部門在程序上不允許先為受害人

安排取證，讓受害人可以在看診後兩個星期才決定是否報警。若有此安排，在受害

人決定報警時，全部證物都已在最早階段時保留下來，這樣便有助調查案件。馬醫

生表示自己曾提出「先為受害人取證」的建議，但警察皆以「不可行」、「Chain of 

evidence」、「律政司不批准」等為由拒絕安排。他明白警方不作出這樣安排的理由

是擔心受害人會因此不報警，但如果受害人真的不報警，警方也沒辦法逼她。換過

來，這類取證安排其實可以受害人提供多一個機會，讓她們有更多時間作出選擇。

由求助的第一步，到受害人決定「我要報警」，過程中她們可以有更多準備，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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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能夠了解所有程序，她們就會更願意去報警。 

 

3. 馬醫生又表示有些受害人會直接向急症室醫生求助，而目前的法例並無規定一定要

由法醫進行這類檢查，所以任何受過訓練的醫生都可以做到。他指目前香港有一些

私家醫生願意為受害人提供這類檢查。因此，馬醫生認為在程序上受害人到法醫處

取證是沒有問題，但受害人毋須先報警才由法醫取證。他建議受害人可否先讓法醫

檢驗，然後由律政司常有接觸的伙伴及專業人士取證，這與現時做法的唯一分別是

未有即時將證物交給警方，但「Security of evidence」仍然存在，分別在於傳統上

是由警方保留證物，現在是由另一單位保留。雖然這樣的安排並不慣用於強姦案

件，但其實在醫院進行解剖時，很多時候也不是即時將樣本交給警方，有時候是由

醫院的同事保留樣本，其後再

交回警方，有需要時也會請醫

院同事出庭。 

 

 

 

 

 

4. 張達明教授回應馬醫生的提問，他認為問題不在於法例上不容許「先取證」。事實

上，如果個案不是由警方轉介，私家醫生、急症室醫生和法醫都不會處理這類情況

的檢驗工作。張教授認為這是制度上的問題，除非醫院訂立特別程序，讓公立醫院

可以在不經由警方轉介的情況下為性暴力受害人進行檢驗，否則情況將不會改善。

由於做化驗要開檔案，開檔案是很麻煩，張教授認為這是設立相關程序的障礙，多

於受法律因素影響而未能制定特別程序。 

 

5. 張達明教授之後提出有關法庭保護措施的問題。首先，對於律政司發出了一個新指

引，列明相關同事須主動要求警方為受害人申請屏風，張教授對此感到高興，欲詢

問這項指引何時開始實行。另外，根據風雨蘭提供的數據顯示，現時只有四成個案

的屏風申請獲批。而風雨蘭前線服務的經驗亦反映不同法官在審批性暴力受害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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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屏風申請時的做法都不一致。儘管律政司協助申請屏風，但個別法官則有不同的

處理方法。有些法官批准；有些法官不批准；有些法官會向受害人作出許多提問才

批准；有些法官甚至多番提問後也不予批准。再者，透過風雨蘭提供的個案面談錄

影，可見受害人在申請屏風

時也面對時間上的問題，有

些受害人在上庭前才知道申

請是否獲批，以致很多受害

人在將要出庭時會因為擔心

沒有屏風保護而放棄出庭。

張教授希望了解律政司在處

理申請屏風的案件時，怎樣

處理上述情況。至於以電視錄影作供（CCTV）的安排，張教授表示保安局回應了

謝偉俊議員在 2013 年 11 月 20 日4立法會上作出的提問，並提供了一些數字。數字

所見，2013 年沒有為成年受害人安排以 CCTV 作供的案件，而獲准以 CCTV 作供

的個案受害人都是兒童和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由此可以，律政司和警方似乎都不

會為成年的性暴力受害人申請以電視錄影作供。張教授希望了解梁慧敏大律師提及

的案例5，其內容會否擴闊到性暴力受害人也有機會成功申請 CCTV。 

 

6. 張達明教授詢問高寶翠女士有關律政司會否出實務指引（Practice Direction）。張教

授認為性罪行本身的性質已經是一個主要因素，讓法庭有充分的理由為性罪行的受

害人提供屏風保障。實務指引能夠讓法官在審批屏風申請時有一致的標準作決定，

這樣也能避免受害人在申請屏風的過程中，因不同法官對性罪行的理解有所不同或

單看個別例子而決定是否批准申請，以致造成申請困難。 

 

7. 張達明教授又向鄧淑珍總督察作出提問。鄧總督察在分享中提及警隊有內部訓練，

但張教授認為訓練內容與實際情況有落差。他指出監警會曾於 2013 年 10 月接見關

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十數位代表，團體反映警察在實際處理性暴力案件時的工作態度

                                                 
4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11/20/P201311200473.htm 
5上訴法院之案例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史華倫」（HKSAR v See Wah Lun [2011] 2 HKLRD 957）。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11/20/P2013112004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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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與鄧總督察提及的訓練內容有落差。他希望了解警方有否檢討訓練成效。

又有沒有進行問卷調查，以了解性暴力受害人真正的需要，並評估現時的訓練內部

能否幫助受害人？張教授亦表示曾接獲團體反映，指出個別警局的警務人員藉詞推

搪受害人的報案，又在未完全了解受害人的供詞後便向受害人表示難以控告侵犯

者，間接勸喻銷案等。 

 

8. 另外，張教授希望了解警方除了報案數字之外，有否保留檢控數字。根據謝偉俊議

員 2013 年 11 月 20 日在立法會上作出的提問6，保安局只有回答個案數字，例如警

方去年接獲一百五十一宗強姦案件，但是沒有終止調查或者是檢控方面的個案數

字，張教授希望了解警方有沒有這方面的數字。如果沒有的話，警方將來在統計層

面上會否多做一點工作，讓公眾或是其他人士能夠更全面地了解實況。 

 

9. 謝偉俊議員提出兩個問題：首先，他提出關於屏風的問題。就高寶翠女士在會上介

紹律政司的新指引，當控方提出申請屏風的要求，除非辯方直接反對，否則為何法

官會有一個阻礙的作用？他認為法官的處理方式很簡單，當檢控官按檢控守則提出

申請，若辯方不是對著幹的話，即是檢控提出申請後辯方作出反對，他希望了解有

甚麼原因令法官側重考慮

某一方？第二，就梁慧敏

大律師提及的一宗上訴庭

個案7，該個案清楚提到如

果受害人主觀地覺得恐懼

的話，理論上應該可以獲

提供屏風。謝議員希望高

女士的同事可以協助留意

這宗個案，將來可以引用，這樣就可以在不必修改法例的情況下加以改善申請屏風

的障礙。他補充指最理想的方法是參考維多利亞省及新南威爾斯省的法例，再修改

現時香港法例。即使現時未達到（修例）的層次，律政司亦可關注這宗個案的重要

                                                 
6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11/20/P201311200473.htm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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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且希望將來的每一次申請都可以引用這案例。 

 

10. 謝議員提及英國泰晤士報於星期三的頭版報導有關英國一宗醜聞，指出英國的警察

定期將罪案率減兩、三成，導致一些強姦案改為非禮案，有些爆竊案又改為刑事毀

壞等，大大減低這些罪案的嚴重性，純粹為了美化警方的個案數字，也使警方較容

易破案。就風雨蘭提供的數字顯示，有些警察曾勸喻受害人不要報案，又或者以「被

鬼壓」、「當這些是一夜情」等理由回應受害人的舉報。謝議員相信這些都有實際個

案的根據。他遂詢問鄧淑珍總督察是否知道警方在這方面有沒有收到相關投訴？警

方又有甚麼的措施或策略，例如在訓練方和監察方面等，以避免女性受害人不致被

警方藉詞以「被鬼壓」、「當這些是一夜情」等理由推搪受害人的報案。 

 

11. 幸存者權益關注小組成員針對律政司的《檢控守則》作出提問。守則內提到一些對

罪行受害人的保障，包括有電視錄影作供、有屏風等，看似主動地為受害人提供保

護措施。小組成員希望了解《檢控守則》在這方面的功能是僅作參考，還是有實際

上的法例作為依據，以致能更有效保障受害人的權益。小組成員表示，按其理解，

守則應該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既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那麼有關部門是否可以實際

地執行內容？另外，按高女士提及律政司發出的指引，日後當受害人申請屏風時，

是否可以一籃子地獲提供安排使用秘密通道？小組成員又問若性暴力受害人並不

屬「恐懼中的證人」的類別，她們在司法系統上又有甚麼權利和保障。 

 

12. 劉慧卿議員表示非常關注屏風問題，亦曾在立法會及司法界別中討論此議題。司法

界人士表示，尤其是強姦案件，被告很多時候會要求目睹證人。對有些法官而言，

這是一個合理原因拒絕為受害人提供屏風，因為法官會考慮受害人一方面以屏風遮

掩，另一方面又指控被告，對被告並不公平。司法界人士更指出，許多時候當被告

在受害人使用屏風作供後，若果被判有罪後，被告都會以此為由提出上訴。劉議員

詢問有關這些情況可否在數據中顯示出來。 

 

13. 南華早報記者欲了解除了屏風之外，還有甚麼其他措施回應及保障受害人的需要？

2012 年有 33 宗強姦個案被檢控，當中有接近一半宣判無罪的，這個數字是否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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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經過繁多司法程序後仍無法令侵犯者入罪？若是，受害人固然不會願意舉

報。因此，她希望了解警方及律政司在受害人保障方面會否加強工作。 

 

14.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學生指出由 2010 至 2013 年的前半年期間，性罪行的入罪率和

檢控率都非常低。而在警察方面，亦有與會者提及到有些警員會勸喻受害人撤銷控

罪。又強姦和非禮罪的數字雖然沒有明顯升幅，但其實很多年都維持不變。她詢問

講者對於上述數字有何意見。 

 

15. 王秀容女士認為數據非常重要，有需要再搜集這方面的數據。對於機構而言，只能

夠從受助人的經歷反映現況。王女士表示申請屏風的主要目的是遮蔽公眾席，而並

非一定要遮擋侵犯者（被告）。她明白辯方反對以屏風遮擋被告的理據。然而，根

據前線工作員的經驗，一些法官會有一種想法，認為受害人在法庭作供期間不會受

到他人攻擊便是安全，並認為心理上的安全感不是考慮因素，所以不會批准受害人

提出的屏風申請。 

 

講者回應 

 

高寶翠女士（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助理刑事檢控專員） 

 

16. 高寶翠女士回應馬宣立醫生提出有關 chain of evidence 的問題，即使證物可以由跟

進個案的機構工作員負責保存和鎖好，但到出庭時，辯護律師仍會用盡一切方法去

攻擊證據的連鎖性（chain of evidence）。如果證物出現了任何程序上的問題，辯護

律師也可以就每一項程序細節作出攻擊。就馬醫生提及有關受害人到私家醫生處進

行檢查的提問，高女士表示很多私家醫生都不會受理，私家醫生只會建議受害人到

政府醫院進行檢查。當受害人到政府醫院急症室的時候，由於急症室經常處於忙碌

狀態，故急症室醫護人員不會有時間處理這類個案。因此，最好的處理方法還是交

由法醫處理性暴力個案的檢查工作。 

 

17. 高女士又回應有關律政司指引的提問。她相信以往警察在接觸性暴力個案時，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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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受害人是否申請屏風，或許有時警察沒有詢問，受害人也會表達有此需要。鑑

於律政司不清楚警方的運作機制，因此，律政司於 2013 年 9 月初出版了一份內部

指引，內容指出當同事給予法律意見的時候，如果案件將會在區域法院、高等法院

進行審訊，同事可透過警察詢問受害人是否需要申請屏風。如果受害人需要屏風，

律政司方面會盡量在司法程序的早期階段向法庭提出申請。例如在第一次上區域法

院的時候（俗稱「plea day」）就提出申請。如果申請不獲批准，而受害人又沒有進

行俗稱「pre-trial review」的程序，律政司方面會盡量鼓勵同事在正式審訊之前，替

受害人去信法庭，並通知法庭有關律政司提出的屏風申請。由於高等法院的案件在

審訊之前一定有「pre-trial review」，因此，當受害人表示想申請屏風作供，同事就

會協助受害人於高等法院的「pre-trial review」階段向相關法官提出申請。高女士補

充，當律政司方面申請屏風保障時，都會一併向法官申請讓受害人不使用公眾通道

進出法庭。因為律政司考慮到受害人在進入法庭後雖有屏風遮擋，但她們需經過法

庭的門口進出，其他人還是會清楚見到受害人，所以律政司方面會相應地要求法庭

批准受害人從法官的通道進出。此項指引自 2013 年 9 月初向同事發佈。 

 

18. 有關申請屏風的成功率的提問，高女士表示申請責任是在檢控官一方，而最後申請

獲批與否則是取決於法官。檢控官在申請程序上會竭盡所能將所有的資料轉達法

官，例如受害人為何要申請屏風保障、對受害人有何影響、為何這宗案件特別需要

提供屏風設施等等，檢控官都會在申請時向法官表達。現時律政司方面並沒有成功

申請屏風的相關數字，但據高女士了解，如果案件是在高等法院進行審訊，受害人

申請屏風的成功率應該頗高。高女士同意為受害人提供屏風設施是很重要的安排，

因此檢控官會盡量在早期階段協助受害人提出申請，讓受害人不會太遲才知道自己

可以有這些法庭保障，但最終決定權仍在法官。 

 

19. 有關與會者提及「恐懼中的證人（witness in fear）」的定義，高女士指出由於現時

已有刑事程序條例第 79B 條保障兒童，亦有屏風這項法庭保護措施，因此，在實際

運作中，「恐懼中的證人」一般是套用在一些與勒索或恐嚇相關的罪行，反而沒有

太多在性罪行方面的含意。「恐懼中的證人」的定義提及到牽涉自身或者家人安全，

在這個階段，除非有其他案件參照，否則性暴力受害人未必可以透過證明自己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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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中的證人」這個類別而申請使用電視錄影作供。高女士補充指個別案件或有

例外，例如當一宗性暴力案件同時牽涉到其他罪行，就可能有不同的安排。否則，

在普遍的情況下，受害人未必能夠基於性罪行的性質證明自己屬「恐懼中的證人」

而又獲批以電視錄影作供。 

 

20. 高女士又指出在庭上使用屏風作供的實際情況。屏風並不是只遮擋著證人，令任何

人（包括被告）都看不見證人。在庭上，證人的位置就在公眾席前面，而屏風就會

擺放在證人側面的位置。因此，只有公眾席上的人士看不到證人，而被告同樣是可

以看見證人的。如果被告在證人被盤問或轉問時看不到證人的反應，對被告而言是

不公平的，香港的司法制度同樣會保障被告人的權益。所以，即使證人可以在庭上

使用屏風作供，被告人也可以看見證人。因此，如果法官反對屏風申請的時候，這

個未必是考慮因素。 

 

鄧淑珍總督察（香港警務處刑事部支援科保護兒童政策組） 

 

21. 鄧總督察回認，警方對前線警員處理性暴力案件是有監察制度的。例如強姦案件是

屬於嚴重罪行，警隊內部按級審閱罪案報告，督察甚至警司級亦會審閱、管理及監

察前線警員有否依從指引及調查成效，例如警員有沒有逮捕侵犯者、有沒有適當將

個案轉介到社署等。受害人亦有正式渠道反映，因為警方亦受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

訴委員會（監警會）監察。如果受害人不是想投訴，他們亦可向關注團體如風雨蘭

反映，警方亦可以透過這些渠道收集意見。 

 

22. 鄧總督察表示，警方會透過不同渠道接觸部份受害人，而取得意見加以改進我們的

服務，所以我們亦有加強訓練，如加入專業敏感度、軟技巧等訓練，並運用短片和

故事扮演等方式，放在訓練當中。她表示這些軟技巧警員需要學習的。 

 

23. 鄧總督察又指出，警方是未有備存檢控數字，這些數字可透過保安局及司法機構的

相關系統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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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鄧總督察表示，警方會以認真態度處理每宗案件，而不會容許人員勸喻受害人不要

報案的。 

 

25. 鄧總督察表示，香港警隊設有嚴謹的系統處理統計數字，是不會將案情和數字減低

的。 

 

梁慧敏大律師 

 

26. 梁慧敏大律師表示明白律政司及警方會運用不同的軟件或內部指引來促進及改善

處理性罪行案件的程序。對於律政司於 2013 年 9 月份新出的指引，她認為這份指

引對受害人的保障會有一定的幫助。然而，這些重要的軟件及指引有否明文紀錄下

來，讓公眾人士也能夠閱讀相關的實務指引（practice direction），讓大眾或受害人

都可以參閱而得知當局是按著甚麼指引去進行程序，並得知他／她們可以有這些保

障，讓他／她們充分知道自己的權利，從而有效去保護受害人。她認為這些方面的

工作也非常重要。她並不質疑警隊內部會為警務人員提供相關訓練，但同時受害人

也需要充分知道自己可以獲得這些保障。另外，到現時為止，香港法律很多時候就

其他罪行是用一些很普遍的保護，例如最近 2013 年修訂的《檢控守則》沒有特別

指出如何保護性侵犯受害者。反而有明確談及為涉及性的人口販賣提供的保障措

施。她希望大家也能認同性侵受害者有其獨特之處，但「恐懼中的證人」是廣泛的

定義。無論是實務指引（practice direction）提及「在恐懼中的證人」可以電視錄影

作供，或者《檢控守則》所指的「在恐懼中的證人」，都沒有很明確地表示性侵受

害人可屬此類別。反之，澳洲新南威爾斯省、維多利亞省和英國則明確地去指出性

罪行的證人可獲法庭保護措施。因此，她建議香港也能讓大眾，甚至整個司法機構， 

由警察到檢控到法庭的法官都可以一律跟隨一套專門明確的系統來運作，為性暴力

受害人提供充足的保障。 

 



 

 
  

48 

        打破沉默，當你目睹暴力侵害婦女和女童，不要坐視不理。 

研討會總結 
 

黃幸怡律師（香港女律師協會前會長及婦女權益委員會主席） 

   

  黃幸怡律師總結了今天的討論重點。 

 

  第一，現時有關性暴力個案的數據零散，沒有統一資料庫。社會福利署、警務處、

律政司等不同政府部門有各自的數據檔案，民間團體和非政府組織也有不同的統計數

字。我認為需要有一個中央系統，統一所有與性暴力相關的數字，這樣才能讓大家知

道真實情況。 

 

  第二，如梁慧敏大律師所言，我們需要司法系統的程序透明化。對於整個司法過

程，可能高寶翠女士很熟悉、可能警方很熟悉，但對於一個受害人而言，卻是一點也

不熟悉，加上受害人面對性暴力事件後，都會感到驚惶、驚慌的，在這樣的狀況下，

究竟她們可以問誰呢？她們不會真的去問父母；如果真的問了朋友，也不會每個朋友

也懂得去問。那麼，我們可否參考英國的反強姦危機處理中心，將所有程序都在反強

姦危機處理中心處理，包括有法律和醫療程序，有甚麼設施可以提供給受害人，我建

議這樣的反強姦危機處理中心可以設立在警方/醫院那裡。 

   

第三，大家剛才提到一站式

服務，機構可以為受害人提

供有一站式服務，包括取

證、錄取口供等。但卻不是

一個有一站式索取資料的

渠道。甚麼意思呢？譬如受

害人在錄取口供前後，也未

必知道整個程序已到達甚

麼階段。她需要向警方查詢，警方又可能要再問律政司。因此，我們需要制定以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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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本位的程序。其實雖然我們沒有去調查，但當我們說要將被告繩之於法時，到最

後其實是要對受害人有所交代，讓受害人清楚知道每一個程序究竟發生甚麼事。如果

證據不足的話，無論警方還是律政司，其實都應該給予受害人一個完滿答案，告訴她

究竟在證據上有甚麼不足的情況。這其實和英國的情況也相近，在英國，若你遺失錢

包後去報案，警官會給你一封信，交代警方找不到錢包和被告，警方也會向報案人發

出一封文辭友善的信件交代證據不足，不可以起訴。 

 

  剛才我們亦講到要成立專門小組（task force），由警方、律政司、社署等等組合這

個專門小組，在這個專門小組正式成立之前，大家可以先有定期會議，檢視現況，就

如警方所言，警方會常常審視自己工作的成效。現時究竟有沒有這樣一系列的研究，

由警方開始去取證，到上法庭，甚至到事後跟進，都是一籃子地做得差不多，還是有

一些差距？我們需要努力去減少差距。另外，有一個很實際的情況，就是律政司發出

的指引。我參閱過檢控守則，我覺得守則的內容是很好的，因為律政司真的寫出為甚

麼要做好對受害人的保障。然而，問題在於指引就只是指引，實際做法往往需要一段

時間才可以實行出來。我希望各單位可以具體實踐和落實指引內容。而指引以明文方

式寫出來正可以讓在不同層面參與的人士知道受害人的權利。 

 

  就被告方面，其實英國也有一個申請人的出入口，也提出在司法程序當中，或者

是被告作出提問時，都需要尊重受害人，不是隨便甚麼問題都可以發問。在這方面，

香港女律師協會將會繼續推展這個方案，希望司法界一同合作，當我們真的去代表被

告出庭時，都懂得尊重受害人。 

 

  警察方面，其實我們常常鼓勵受害人到警局報案，長遠而言，警方可以考慮在港

島、新界及九龍，設立三個中心點，成立特別隊伍處理性暴力案件。而這三個地方的

隊伍都是由一些已經受訓的警員組成，就像鄧淑珍總督察一樣有同理心和軟技巧，增

加受害人對警察的信心，同時又能夠在報案過程中受到尊重，不至於被拒絕。在這方

面，雖然我不是專家，因為我不是跟進刑事法案件，而是處理商業法案件的律師。但

如果參考現行法例，其實法例沒有禁止受害人屏風，我們沒有需要引用《刑事訴訟程

序條例》第 79B 條或者第 79C 條，屏風純粹是司法部門可以為受害人提供的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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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檢控守則》就可以提出相關申請。高寶翠女士是否可以跟司法部門方面再作商

量，了解可以怎樣幫助性暴力受害人自動地獲得屏風保障。 

 

  長遠而言，如梁慧敏大律師所言，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很先進，法律體系亦

很健全，我們有獨立的法治。然而，事實上是否真的先進呢？我們看見澳洲、英國等

地的法律系統，大家都與時並進，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作為香港市民、

居民，我們真的需要反問現時香港法律為受害人提供了怎樣的保障？於受害人求助的

第一時間便為她們取證，是否可行呢？日後是否可以透過法例修改改善對性暴力受害

人的保障呢？例如在法例及檢控守則裡列出來讓性罪行受害人可以自動獲得法庭保護

措施。 以上我提出數據方面的建議，或者我們可以思考怎樣為受害人提供多些資料，

甚至是當受害人要去警察那邊取證時，程序可否簡化呢？ 

 

  以上提出很多不同的建議，這些建議我們遲一些完了研討會，也會向大家公告，

也可能有更多意見。大家都在這件事上這麼有心，如果有甚麼問題或建議，我建議大

家可以隨時與風雨蘭和香港女律師協會聯絡。大家盡量希望可以給予受害人更多保

障，我們應該維護受害人的尊嚴。謝謝大家耐心參與和聆聽，亦感謝今天所有講者，

雖然有些問題未必有即時回應或者解答，不過我肯定大家都關心這方面的議題，希望

各位講者將今天的討論帶到所屬部門。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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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報導 

《新報》2013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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