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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延續 2017 年首次出現的性別人權觀察報告，2018 年持續以《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檢視中國的性別人權狀況。觀察發
現在大部分的指標上，包括婦女團體的結社自由、婦女參政、就業歧視、
婦女人身安全、農村婦女土地權、多元性別人權都出現許多違反公約的情
事。2018 年出現兩個重大人權議題，一在國際，一在國內。國際上，2018
年中國政府代表團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UPR）的會議上，
首次正面回應了 LGBT+ 權利問題，其中提到政府將保障多元性別群體的
健康權以及社會權，然而 2018 年在地方以及社群媒體上仍觀察到侵害多
元性別主題人權之情事。國內的重大性別議題則為性騷擾議題，延燒一整
年，從高校開始，舉報性騷擾情事擴及到公益界，多名全國知名的公益界
大老被具名舉辦，同時佛教界高僧以及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朱軍都被具名檢
舉，然而，直到 2018 年年底，政府並未提出具體防範性騷擾之做法。此
外，雖然反家暴法在婦女團體二十多年來努力推動之下出台，但歷經二年
多的實施，至 2018 年年底，各地方皆無法真正落實防治家暴的基礎工程
建設。至於就業歧視，仍處於中央宣誓，地方政府卻帶頭違法進行招募時
性別歧視的狀態。最後，全國婦聯在 2018 年不管在組織或者待遇上均有
提升，同時積極介入民間婦女組織，究竟會如何改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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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待後續觀察。

關鍵詞：性別人權、婦女團體、農村婦女

壹、概論
首先回顧中國性別平等在國際指標的表現。以 GDI 與 GII 兩個指標來
看，GDI 一般稱為性別發展指數，是聯合國計畫開發署在 1995 年開始被
包含在「人類發展指標」中所使用與性別相關的指標，中國在 2017 年排
名 89 位。1GII 是性別不平等指數，是聯合國計劃開發署於 2010 所新創的
性別指標，準備取代 GDI 以及 GEM（性別賦權指數）。GII 涵蓋 3 領域之
5 項指標，用以衡量兩性在「生殖健康」（reproductive health）、「賦權」
（empowerment）與「勞動市場」（labour market）三個面向因性別不平等
所造成的人類發展損失，2 中國在 2017 年排名 35 位。3 相較中國作為全球
經濟大國，更是主要國際政治領袖國，明顯顯示中國政府在性別平等相關
工作上的漠視與不作為，違反 CEDAW 公約的相關規範。
本觀察報告以「國家對性別平等的作為」為主要分析依據，因此在資
料搜集上，以觀察中國國內媒體以及中國官方回應為主。從媒體報導觀
1 排名計算參考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網站，詳見http://hdr.undp.org/en/indicators/137906。
2 「生殖健康」領域選用的統計指標有二，第一項為「孕產婦死亡率」，透過該指標可了
解孕婦在分娩期間是否可獲得充分的孕產服務保障，以降低生產的死亡風險；第二項
指標則為「未成年生育率」，未成年係指15-19 歲，主要考量過早生育將阻礙其繼續就
學，限制未來的發展機會。「賦權」領域亦有兩項代表指標，其一為「國會議員兩性比
率」，女性在政權上通常處於劣勢，此指標可反映女性在政治領導階層的地位及進步情
況；其二則為「中等以上教育程度者占25 歲以上人口比率」，當女性教育程度越高，越
有助於提升女性經濟自主能力，更可能享有令人滿意的生活，因此透過該指標即可掌握
受過中、高等教育之女性培力成果。「勞動市場」領域則以15-64 歲「勞動力參與率」
作為代表指標，當女性勞動力參與率越高，代表女性經濟獨立自主程度越高。
3 排名計算參考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網站，詳見http://hdr.undp.org/en/indicators/68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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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2018 年影響範圍最大的就是反性騷擾運動，從 2018 年 1 月 1 日開始，
高校掀起一波波舉報校園性騷擾的事件，之後進一步蔓延到公益界、佛學
界，以及中央電視台主持人。中央政府面對性騷擾的態度，也採取兩手策
略，一方面在社群媒體封鎖「性騷擾」這三個字的出現，持續打壓性別倡
議團體；另一方面，要求高校必須負起反性騷擾的工作。
2018 年在婦女政策上的重要會議是婦女十二大的舉行，習近平在婦
女十二大宣示，要求全國婦聯「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
信』」。全國婦聯在 2018 年持續在加深對於民間婦女組織的掌控，觀察到
兩個趨勢，第一，婦聯積極介入民間婦女組織的運作，包括自行孵化新的
婦女組織，也在各個婦女組織成立婦聯小組。第二，婦聯積極建立網路網
絡，甚至建立自己的「網軍」
，4 觀察親朋好友的朋友圈，並且積極介入發言。
在婦女人身安全的議題上，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已
於 2016 年 3 月 1 日開始實施，但在落實層面，公安部門仍未開始採取積
極行動。家暴案件、性騷擾案件、性侵案等社會事件仍被媒體大規模報
導，這使中國婦女們處在不安的環境中。此外，雖然全國婦聯在捍衛農村
婦女土地權的議題上，依然無公權力可以行使，但 2018 年底似乎觀察到
了司法系統的積極作為，要求地方政府應維護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
另外一個觀察的重點是，2018 年中國政府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普遍定
期審議（UPR）的會議上，首次正面回應了 LGBT+ 權利問題，其中提到
政府將保障多元性別群體的健康權以及社會權。過去，中國政府代表團僅
在 2015 年 CEDAW 的審查會議中，由官員表達「認識同性戀朋友，他們
都過得很好。」中國政府代表團在國際場合宣誓保障多元性別主體，的確
是一大突破。然而，2018 年也在社群媒體以及地方社區中，發生許多侵
害多元性別人權的情況，例如社群媒體清掃「同性戀」相關訊息，以及同
4 網軍是作者所下的形容詞，主要是從中國婦女報的報導觀察到婦聯幹部培訓民眾能夠介
入微信朋友圈的討論，積極為政策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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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戀群體在北京文創中心遭受保全人員毆打的社會事件。另外一個中央宣
示、地方侵害人權的案例是就業歧視議題，雖然習近平主席已經宣示消弭
就業歧視要從解決性別歧視著手，2018 年仍觀察到多起地方政府招募時的
就業歧視行為，例如在招募廣告上明確寫出「限男性」。
此次觀察報告將分為以下五大面向：第一，性別政治，包括性別團體
與國家的關係、婦女參政；第二，就業歧視；第三，人身安全議題，包括
家庭暴力防治、反性騷擾、性侵害議題；第四，農村婦女土地權；第五，
多元性別人權。此報告將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作為檢視的標準。之所以選擇以 CEDAW 作為檢視依據，一方面是因為
CEDAW 作為聯合國九大人權公約中代表婦女人權的普世價值 ; 另一方面
是因為中國政府早於 1980 年就簽署了 CEDAW 公約，理應遵守相關規定。
最後，如前述本報告觀察的角度以政府作為為主，因此官方媒體《中
國婦女報》是主要資料來源，佐以其他媒體報導也包括婦女團體所創辦的
網路媒體，例如女權之聲微博等，希望能夠從在地婦女團體的觀點檢驗政
府在性別人權上面的作為。

貳、性別政治
一、性別團體與國家關係：
CEDAW 第七條條文（政治與公民生活），以及 CEDAW 第 23 號一般
性意見（政治與公共生活）之情事。
本觀察報告在「性別團體與國家關係」面向觀察到三個重要的變化：
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限縮傳統婦女團體的生存空間；黨持續強
化介入民間婦女組織；婦聯積極建立為婦聯發聲的「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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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嚴重限縮
傳統婦女團體的生存空間。自 2017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以下簡稱《管理法》）嚴重限縮傳
統婦女團體的生存空間。2017 年的性別人權觀察報告，尚認為此法僅對
於未能取得註冊資格的性別團體造成影響，但 2018 年的觀察發現，《管理
法》亦對已經取得註冊資格，以提供社會服務為主的傳統婦女團體限縮其
生存空間。
主要原因在於，《管理法》規定，境外非政府組織之註冊必須尋求業
務主管機關的同意，然而，辦法中所羅列的業務範圍，不見「兩性平等」、
「性別平等」甚或「婦女權益」。因此，既然業務範圍不見兩性平等，對
於已經取得註冊資格，從事包括如家庭暴力救助、性別平等教育、心理咨
商等社會服務工作的婦女團體造成影響，此些婦女團體無法繼續取得境外
非政府組織的資助，然而，地方政府並未提供足夠資金進行家庭暴力防治
的工作。此些婦女團體並非政府所忌憚之性別倡議團體，並且長期為社會
中的弱勢婦女提供服務，《管理法》限縮其生存空間將對國家與社會關係
造成何種影響，仍待後續觀察。
第二，2018 年黨和政府加強了對性別團體的掌控力道。2018 年 10 月
底到 11 月初所舉辦的婦女十二大，是國家治理婦女群體與議題的重要會
議。習近平出席婦女十二大，他提到，「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 』，堅定
『四個自信』，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始終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引導婦女深入學習貫徹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開展理想信念教育，增進對黨的基本
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情感認同，堅定聽
黨話、跟黨走的信念信心。要把思想政治引領貫穿於婦聯開展的各種活
動，引導婦女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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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自信，自覺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而奮鬥」（中華婦女聯合會，
2018）。十二大結束後，各地婦聯組織都開始學習「四個意識 」和「四個
自信」。
中國共產黨持續在加深對於民間婦女組織的掌控。從 2017 年開始觀
察到，各地婦聯都在進行收編民間婦女組織的工作，2018 年則觀察到兩個
趨勢，第一，婦聯積極介入民間婦女組織的運作，包括自行孵化新的婦女
組織，也在各個婦女組織成立婦聯小組。第二，婦聯積極建立網路網絡，
甚至建立自己的網軍，觀察親朋好友的朋友圈，並且積極介入發言。
不同於以往，婦聯孵化新的婦女組織朝向多重交織性的組織模式發
展，也就是結合婦女與其他群體或議題的組織。2018 年 7 月及 8 月，此種
趨勢發展得更為徹底，開始出現許多全國第一例的報導。例如在四川省，
省婦女兒童社會組織聯盟正逐步構建起婦女兒童社會組織可持續發展的綜
合性支持體系，實現社會組織、企業公益、婦女群眾三個領域相結合的社
會動員機制（許真學、任然，2018）。
此外，婦聯也制定建立民間婦女組織的舉體工作方向，根據媒體報
導，可以發現兩個主要策略，其一，以衝「量」為主要工作方向，例如：
「山東各級共培育扶持女性社會組織 1026 個，為婦女兒童提供個性化、
專業化、差異化服務」（姚健、王丹青，2018）。其二，是介入新劃分的領
域。媒體報導提到，全國婦聯揭櫫四個工作目標「新領域、新業態、新階
層、新群體。」所謂「四新」領域，是因為體認傳統的行政區劃方式難以
充分覆蓋到婦女群眾，所以全國婦聯要求各級婦聯「以業緣、地緣、趣緣
等為依據在『四新』領域建婦女組織，可以充分覆蓋到婦女群眾不同角色
的不同需求，實現立體的全方位的婦女群眾覆蓋」（王妍，2018）。同時觀
察到，全國婦聯明確提出企業以及社會組織內建組婦聯。此外，國家也要
求婦聯必須將重點放在拉近與高知識群體和年輕世代的距離，利用例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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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社群媒體的方式增強與年輕族群的互動。
婦聯組織發展的第二個趨勢即是發展網路網絡。十八大之後，習近平
在全國網路安全與信息化工作會議上揭示網路強國戰略思想之後，全國婦
聯便積極開展相關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發展互聯網的工作
是治理中國的方案。全國婦聯黨委書記宋秀岩則在 2018 年 5 月全國婦聯
幹部會議致詞時提到：「面對信息化變革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婦聯組織和
廣大婦女要以更加積極昂揚的姿態，在奮力推進網絡強國建設的征程中作
出『半邊天』的重要貢獻」（中國婦女報，2018a）。
2018 年觀察到婦聯開始建立屬於自己的「網軍」。例如，根據媒體報
導，「百色市婦聯因勢利導，號召她們每人交 100 個基層婦女朋友，利用
微信等媒體建立工作朋友圈，通過朋友圈影響和帶動身邊的婦女姐妹，關
注和推動婦女自身發展，著力構建『婦情民意』一網通」（高峰，2018）。
又如湖南省婦聯正式成立全省婦聯系統「湘女 e 家」新媒體聯盟（鄧小波，
2018）。

二、婦女參政
CEDAW 第七條條文（政治與公民生活），CEDAW 第 23 號一般性意
見（政治與公共生活）。
本報告在「婦女參政」面向觀察到四個議題，分別為基層婦女參政的
提升、婦聯組織工作模式的改變、基層黨組織開始重視婦聯、基層婦聯幹
部的調薪。2018 年在婦女參政這個議題上，最重要的變化應該是婦聯組織
工作的大調整。首先要指出，2017 年與 2018 年的性別人權報告之所以將
婦女參政的人數作為重要的指標之一，主要希望呈現作為一個威權政體，
中國原本應該輕而易舉的呈現「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從政比例，然而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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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目前婦女的參政比例仍偏低。
2018 年的兩會選舉，本報告觀察到婦女參政的微幅成長，31 個省區
市共選出副省級以上女性領導幹部 106 名，五地選出五位正省級女領導幹
部，分別為：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布小林、貴州省省長諶貽琴、寧夏回族自
治區主席咸輝、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李玉妹、重慶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張
軒（中國婦女報，2018b）。具體而言，本報告考察了省 / 自治區 / 直轄市
共 31 個，其中省部級領導幹部共四類：省（自治區、直轄市）委書記、
省（自治區、直轄市）長、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主任和省（自治區、
直轄市）政協主席，共 124 人，其中女性幹部 11 人，佔比為 8.87%，5 比例
明顯偏低，突顯中央政府對於婦女參政的漠視。
而在基層婦女參政的提升方面，主要觀察到各省省委第一次關注到基
層婦女參政的比例問題，例如，福建省委組織部、福建省民政廳、福建省
婦女聯合會聯合發文《關於在 2018 年全省村級組織換屆選舉中進一步做
好農村女性進村「兩委」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提
出要實行專職專選，發動群眾參與。要積極探索在推選村民選舉委員會成
員、女性村民代表時，實行專職專選，確保女性村民代表比例達到三分之
一以上（吳軍華，2018a）。
第二，婦聯組織工作模式的改變，指的是婦聯開始結合其他群體進行
組織工作，例如，廈門市婦聯開始結合社會工作模式，將以女性為主體的
社會組織和以服務婦女兒童、家庭為主要業務的社會組織結合，同時廈門
市婦聯也從事孵化工作。中國婦女報報導，廈門市婦聯「全面推進『婦工
+ 社工 + 義工』互聯互動，形成了在全省推廣的婦聯系統購買服務的『廈
門經驗』」（吳軍華，2018b）。

5 省部級地方領導數量及性別比例以人民網地方領導資料庫計算而來，詳見http://ldzl.
people.com.cn/dfzlk/front/personProvince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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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基層黨組織開始重視婦聯，主要觀察到的是廣東省的變化，廣
東省委黨校首次開辦廣東省女性領導力專題研討班。這是廣東省委第一次
把處級女幹部培訓納入黨校主體班次，填補了省委主體班處級女幹部專題
培訓的空白。研討班為期兩週，來自人大、政協、法院、檢察、司法、
衛計、環保、住建、質監、工商、旅遊、林業、人防、婦聯等省直、市
直、縣（區）48 名女領導幹部參加本期研討班的學習（林志文、謝博淳，
2018）。
第四，基層幹部的調薪。事實上基層幹部的調薪是從 2017 年三月開
始陸續調整，2018 年度觀察到的是，甘肅省繼續往下層單位調整，並且是
由省委副書記要求省財政廳有所作為。根據媒體報導，甘肅省委督察室向
省財政廳、省婦聯下發了省委副書記孫偉在省婦聯關於全省村婦聯主席工
資落實情況調研報告上批示的轉辦通知，孫偉在提出批評意見的基礎上，
明確要求，省財政廳負責督促天水、平涼、定西、隴南、甘南、臨夏等六
市州和張家川等 19 個縣、崆峒區等 4 個縣區抓緊落實好村婦聯主席工質
問題（袁鵬，2018a）。
此外，基層婦聯幹部無經費使用的問題也陸續被解決，本報告觀察到
了雲南省昆明市的變化，昆明市目前每年安排各鄉鎮（街道）婦聯 5 萬
元——10 萬元不等的工作經費，市縣兩級婦女代表按每人每年 300 元標準
安排履職經費（周玉林，2018a）。

參、就業歧視
就業歧視此一議題呈現出一個弔詭的現象，中央政府從習近平主席開
始帶頭宣示，但同時地方政府招募時的性別歧視不斷發生。此現象更突顯
在中央政府大力宣示的「二孩政策」的議題上，雖然中央政府大力宣導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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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民眾生育二孩，但 2018 年持續觀察到公、私部門出現對於懷孕婦女的
就業歧視。
2017 年 12 月 18 日 到 20 日 由 剛 連 任 總 書 記 的 習 近 平 所 召 開 的 中 央
經濟工作會議上，關於就業此項議題所做出的結論是：「就業要解決性別
歧視、身份歧視的問題」（安蓓、郁瓊源，2017）。但 2018 年對許多公部
門帶頭歧視的報導依然屢見不鮮。例如，媒體報導，「過去這一年半，天
津累計糾正了 12 起涉嫌就業性別歧視行為，涉及部分下轄區的區委宣傳
部、區政府辦等 42 個部門 88 個職位，被監督約談的部門均及時糾正了錯
誤。而在天津市 2018 年春季公招中，限男性和適宜男性報考的比例由去
年的近 20% 下降到 8%，處於全國較低水平」（高麗，2018a）。從前述報
導可以發現，職位召募中性別歧視的問題仍未能根除，並且是一個全國性
存在於公部門的普遍問題。
同時，中央從 2016 年開始鼓勵家庭生養的「二孩政策」卻加劇了女
性在職場上所遭遇的就業歧視（Chang, 2017）。根據媒體的報導：「有一些
用人單位表示，招聘時一般不考慮已婚未育或有二孩生育意願的女性。而
在采訪女性求職者時，大部分女性求職者表示，在應聘時屢次被問及是否
結婚、生育等問題，其中 17.1% 的求職女性被問及是否生育二孩，甚至一
些地方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招錄的時候，也存在男性優先的現象」（賈瑩瑩，
2018）。以及，「隨著國家人口政策的變化，特別是『全面兩孩』政策的貫
徹落實，近期有關公務員招錄設置性別要求的問題比較突出」（宋利彩，
2018）。如何能從政府帶頭改變就業歧視的問題，是觀察政府是否真能保
障職場上性別平等的第一步。
此外，2017 年曾經出現跨性別就業歧視勝訴的案例。2018 年 9 月 27
日亦出現因爲性傾向遭受就業歧視的例子，青島幼兒園教師明鈺（化名）
在律師陪同下，對用人單位的非法解僱行為提起勞動仲裁，仲裁委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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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此案，並決定於 11 月 13 日開庭審理。明鈺因為今年 8 月在朋友圈轉
發一篇與同志公益活動有關的文章後，被前工作單位的學生家長曝光同性
戀身份，並被投訴至現任職幼兒園單位青島萌寶王國托育園的投資人，遭
到現單位辭退（每日人物，2018）。此影響性訴訟是第一例教育體系性傾
向歧視的案例。
就業歧視此一議題，目前仍以政府部門為主要觀察對象，公部門招募
時發生不少性別歧視的案例，嚴重違反 CEDAW 第十一條條文：1. 締約各
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就業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以保證她們在男
女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相同權利 。因為國家「二孩政策」而造成婦女遭受就
業歧視亦違反 CEDAW 第十一條條文：2. 締約各國為使婦女不致因結婚或
生育而受歧視，又為保障其有效的工作權利起見，應採取適當措施。

肆、女性的人身安全權利
人身安全議題，主要涉及 CEDAW 第 19 號一般性意見，此次性別人
權觀察報告延續 2017 年對家庭暴力防治、性騷擾以及性侵害議題的關注。
2018 年最為影響國家與性別團體關係的是性騷擾議題，而最為社會大眾所
關注的是性侵害議題，尤其是滴滴打車司機性侵害乘客並且殺人案件。由
於性別人權報告以觀察國家的作為與不作為為主，故性侵害議題之討論聚
焦於校園如何處理學生被師長性侵害之案件。

一、家庭暴力防治
CEDAW 第 19 號一般性意見
2018 年 3 月 1 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簡稱《反
家暴法》）實施兩周年，各個地方在五、六月份也都開展相關執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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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人身保護令或者公安核發告誡書，都出現地方上首例的報導，顯現出
家暴法實施兩週年之久仍有許多執法尚未執行的狀況。另一方面也觀察
到，家暴防治相關的網絡單位，例如公安部門、醫療衛生系統、教育學校
單位、民政庇護服務對於此法的消極態度。筆者在中國雲南省所進行的田
野調查也顯示，家庭暴力防治仍處於民間婦團較政府部門更為積極投入的
階段。
多數地方政府對於家庭暴力防治的消極態度，已經違反了 CEDAW 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的第 24 點：鑑於這些評論意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
建議，(a) 締約國應採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以掃除一切基於性別的暴力形
式，不論是出於公共或私人行為；(b) 締約國應確保關於家庭暴力與虐待、
性侵害、性攻擊及其他基於性別暴力的法律，均能充分保護所有婦女並且
尊重其人格完整和尊嚴。應向受害者提供適當保護和支援服務。向司法和
執法人員及其他公務員提供性別敏感度的培訓，對於有效執行《公約》是
根本必要的；
與此同時，少數幾個地方政府針對家庭暴力的首例執法值得關注。首
先，河北省婦聯與北京市婦聯首次合作針對流動婦女發出保護令，本案是
《反家暴法》實施後首例跨省發放、針對精神暴力的人身安全保護令，對
於異地居住、遭受精神暴力的家暴受害者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具有典型示
範意義（周韵曦，2018）。

二、反性騷擾
CEDAW 第 19 號一般性意見
反性騷擾運動在 2018 年一開始就如火如荼發展，從高校一路延燒到
公益界、佛教界、甚至中央電視台。同時，中央政府面對性騷擾議題的態
度也隨著時間以及被舉報對象的不同，而出現不同的作法。中央政府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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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內的性騷擾事件，放手讓高校自行規範，對於佛教界的性騷擾當事人
則讓他離開所位居的高位。然而，對於中央電視台涉嫌性騷擾的主持人，
目前尚未觀察到任何懲處性的作法。
性騷擾議題另一個重要的觀察面向是國家與性別團體的關係。由於性
騷擾運動一開始是從各地高校發聲，學生討論的聲量引起中央政府的干
預，到 2018 年年中，「性騷擾」三個字已經不能出現在中國網路中，取而
代之的是「米兔」（取其與 me too 的諧音）。此外，延續 2015 年女權五姊
妹事件，中央政府對於投入聲援的女權團體更是嚴加控管。
先整理性騷擾運動的發展過程。2018 年 1 月 1 日上午，北京航空航天
大學 2011 屆博士生羅茜茜實名舉報其在校期間副導師、北航教授、長江
學者陳小武性騷擾女學生。1 月 21 日，一份《全國高校教師反性騷擾宣
言》的聯署公開信在網路上發表，這個私下全國性的串聯行動截止至 1 月
16 日的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共有 71 所高校，超 8000 人參與了呼籲母校建
立預防性騷擾機制的聯署活動（新浪微博，2018）。到了 1 月 25 日看到海
外中國學生學者就性騷擾防治的公開聯名信（海外中國學生學者就性騷擾
防治的公開聯名信，2018 年 1 月 25 日）。2 月 1 日，又在報導中看到一群
律師所發表的反性騷擾宣言（常瑋平，2018）。
性騷擾運動的初期，似乎形成一股由學生為主體的社會運動。尤其是
北京大學的一個案例，由於北京大學校方對於處理性騷擾案件速度緩慢，
引發學生抗議。根據媒體報導，「一名學生活動人士表示，一名北大輔導
員在其母親的陪同下去她的宿舍，警告她不要再就 20 年前的一起強姦案
發聲，因為那起案件令北大處境尷尬。在網上廣泛流傳的一封信中，這個
名叫岳昕的活動人士說，學校令她的母親受到過度驚嚇，以至她以自殺相
威脅。
北大校方的行動在網路上引發熱議，線下學生的行動也立即展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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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異常大膽的舉動是，一群學生貼出大字報，指責北大背棄了自己的價值
觀，稱岳昕是在捍衛 1919 年五四運動的精神，這是學生領導的一場愛國
反抗運動。『你們究竟在怕什麽？』以『聲援勇士岳昕』為題的大字報寫
道。大字報很快被撤下，岳昕的公開信和名字在中國社交媒體上遭到屏
蔽」。隨後，共產黨的主要報紙《人民日報》在網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
表示「 『學校和學生不是對立關系』，並稱學校應更好地理解年輕人的思
想和行為」（赫海威 and Zhao，2018a）。
北大學生的行動引起中央政府的關注，國家開始打壓反性騷擾的抗議
行動，官方媒體中國婦女報就報導「中國的網絡審查似乎擔心這會造成社
會不穩定，已採取措施減少這種批評」（Chen and Ou, 2018）。
然而，性騷擾的運動並未因為中央政府的打壓而平息。7 月 8 日，中
山大學教授張鵬被舉報，多年來持續性騷擾多名女學生和女教師。隨後大
陸知名「法學家」、北師大刑法學院院長趙秉志被舉報性侵和強姦。7 月
22 日，乙肝公益組織「益友公益」創始人雷闖被舉報，這是第一個在校園
外並引起廣泛關注的案件。23 日曾舉辦環保組織「自然大學」的馮永鋒，
被舉報強姦。25 日，前《中國新聞週刊》編委、前《新世紀週刊》副主編
章文被控訴實施強姦。
其中，中國佛教界的高僧，學誠法師，也被兩位女學員具名指控性騷
擾。學誠法師在共產黨內也是一位有影響力的宗教事務發言人，他還是中
國最高政治諮詢機構的成員。此外，推廣民主溝通「羅伯特議事規則」的
袁天鵬、同志與愛滋病人權利活動家張錦雄、《新週刊》創始人孫冕、作
家張弛、前記者（公知）熊培雲、媒體人（知名公益人）鄧飛，都在七月
被控訴實施過性侵或性騷擾（赫海威，2018）。
最後，性騷擾的運動延燒到官方媒體中央電視台，央視當家主持人朱
軍也被指控性騷擾。央視的一名前實習生說，2014 年，該電視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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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軍在他的化妝間對她進行猥褻。她說，當她去報案時，當局建議她不要
這麽做，以免損害朱軍和中央電視台的「正面」形象（赫海威 and Zhao，
2018b）。
中國官方在面對風起雲湧的性騷擾運動，所採取的是兩手策略。一方
面打壓所有會傷害官方形象的性騷擾案件，例如，朱軍案、張鵬案。記者
黃雪琴就指出，她持續追蹤報導各種性騷擾案，從來不曾遭受壓力。但當
她披露中山大學教授，長江學者張鵬受到性騷擾指控時，在她首次出現報
導在微信頁面上消失。跟蹤中國審查制度的中國數字時報（China Digital
Times）表示，要求刪除該文的官方命令還警告說，不要重新引發高校性
騷擾問題的討論（儲百亮，2018）。
中國官方的另一個策略是將性騷擾的防制責任推給大學。7 月 18 日，
在北京舉辦「高校性騷擾防治機制」研討會，此一研討會由國家社科基金
「高校性騷擾防治機制課題組」與中華女子學院中國婦女人權研究中心聯
合主辦。來自中國政法大學、中國社科院、北京工商大學、北京化工大
學、揚州大學、中華女子學院等高校、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一起參與討
論。然後，全國婦聯權益部副部長蘭青女士在會中表示，學界應對性騷擾
的基本概念等問題做出回應，以更好地指導防治高校性騷擾實踐工作（黃
晶，2018）。
性騷擾議題從年初開始延燒，持續關注到 2018 年年底，同時觀察到
中國政府與社會面對性騷擾議題的前進與反挫。前進的案例有兩例，第一
例，阿拉善 SEE 生態協會、北京市企業家環保基金會建立了機構內設立了
反性騷擾機制（王永欽，2018）。這個行動回應了年初以來，幾波對於公
益界大老涉嫌性騷擾的指控，阿拉善作為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公益團體，此
舉有助於帶動社會對於性騷擾議題的關注。第二例是佛學界大老學誠，因
被指控涉嫌性騷擾而辭職下台。這是中國性騷擾運動中被擊倒的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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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機構領導者，由於學誠具有深厚的政治關係，如同媒體所指出，這是
「在中國因性行為不端的指控而倒台的罕見例子」（張彥，2018）。
然而，在 2018 年 10 月底發生一件廣州女律師控訴在派出所被警察性
騷擾的案例。廣東律師孫世華表示，她因為協助當事人進入派出所，與一
個男性警察就身份證明問題陷入爭執，隨後該警察掐她的脖子並毆打她，
然後強迫她接受脫衣搜查。孫律師明確表達受到警察的性騷擾，廣州當局
針對此事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赫海威 and Mou，2018a），並且表示全程
有錄影為證，但尚未能出示任何錄影佐證。
政府對於性騷擾防治未能提出具體有效作為，已經違反 CEDAW 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第 24 點：(t)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必要的法律及其他措施，有
效保護婦女不受基於性別的暴力，其他則包括：i. 有效的法律措施，包括
刑事處罰、民事補救和賠償措施，以保護婦女不受各種暴力，包括家庭暴
力和虐待、工作單位的性攻擊和性騷擾。

三、性侵害
CEDAW 第 19 號一般性意見
2018 年社會上也發生數起令人震驚的性侵害案件，其中尤以 app「 滴
滴打車」的司機性侵並殺害女乘客的案件最受到矚目。女性人身安全的議
題是 CEDAW 公約所重視的性別人權，由於此報告著重在政府的角色，因
此在性侵害議題上，以討論校園如何處理性侵害案件為主。至於「滴滴打
車」司機的性侵害案件，由於已進入司法系統處理，在此不做贅述。
2018 年一共有兩起校園性侵害案件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第一起是高
中女生李奕奕（化名）不堪遭受班主任老師猥褻，選擇在商場大樓跳樓自
殺。媒體報導發現從 2016 年到 2018 年間，李奕奕曾經在兩年前遭到學校
班主任老師的猥褻，數次自殺被救，直到 2018 年 6 月 20 日，這個 1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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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以跳樓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此一事件引起社會的憤怒，在 6 月 27 日，慶陽市新聞辦舉行「西峰
6 · 20 女孩跳樓」事件情況通報會，通報會上李奕奕所就讀的慶陽六中校
長朱永海在通報中稱，「 （猥褻事件發生後）9 月 6 日，下午我召集班子成
員開會研究，就該事件做出處理，撤銷吳某班主任，調離教學崗位，令其
停職反省，對吳某進行嚴肅批評教育，責令向李奕奕及其父親誠懇道歉」
（袁鵬，2018b）。朱校長這番掩飾過失的說法，因為其所提出的日期反被
媒體記者發現，在李奕奕已經告知校方遭受猥褻後，校方仍持續讓加害人
擔任班主任。朱校長逃避責任的說法，引發社會憤怒。
另一起性侵事件發生在大學校園，是 2017 年曝出的南昌大學國學研
究院副院長周斌性侵女大學生事件，在 2018 年有新的發展。在事件發生
半年多之後，受侵害女生小柔（化名）將周斌作為第一被告，南昌大學作
為第二被告，向南昌市東湖區人民法院紅角洲法庭提起民事訴訟。根據報
導，中國目前還沒有類似被侵害女生起訴學校的先例（劉旭，2018），可
能成為一例影響性訴訟。然而，小柔於 10 月 8 日發佈聲明稱：個人決定
撤銷民事訴訟。媒體並未提出女學生撤銷民事訴訟的原因，因此也未能多
做討論。但原本可能是性侵害議題一個重要的影響性訴訟，也就失去機會
進入司法系統檢驗國家的態度。
至於較不為媒體所關注的是兒童遭受性侵害的比例，根據中國少年兒
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的統計，2017 年一整年媒體共報導 378 起
兒童遭受性侵害的報導，平均一天 1.04 起（新華網，2018）。可想而知，
其中黑數非常龐大，但尚未觀察國家任何具體作為以遏止兒童遭受性侵害
的情勢持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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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農村婦女土地權
CEDAW 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條文
根據中國婦女報 2017 年 1 月 6 日的報導，中共中央、國務院日前出
台《關於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農業部副部長陳曉華在回答中國婦女報、中華女性網記者提問時表示，確
保婦女合法權益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實質性問題和關鍵環節。農業部
部長韓長賦 說「是成員，必有份」、「誰是成員，農民公認」。雖然媒體報
導認為「這兩句樸實直白的『順口溜』則對《意見》的相關規定作了深入
淺出的解讀。2017 年剛開局，農業部的這一表態可謂是給廣大農村婦女吃
了一顆『定心丸』」（莫蘭，2017）。然而，在 2018 年的兩會上，全國婦聯
向全國政協提交了一份，《關於在深化農村改革中維護婦女土地權益的提
案》。在這份文件中提到：「2016~2017 年全國婦聯本級收到婦女土地權益
相關投訴 8807 件次，比前兩年增長 182%……全國婦聯委托農業部農研中
心在固定觀察點所做的抽樣調查顯示，有 30.4% 的女性在土地承包經營權
證上沒有登記姓名，有 80.2% 的女性在宅基地使用權證上沒有登記姓名」
（卡拉馬佐夫兄妹，2018）。
從上述報導中可以發現，婦聯對於農村婦女土地權被剝奪的議題上沒
有公權力，無法真正維護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而農業部門並未真正面對
此一侵害人權的議題。農村婦女的土地權被剝奪，嚴重違反 CEDAW 第 2
條條文中的二項規定：(e) 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企
業對婦女的歧視；(f) 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修改或廢除
構成對婦女歧視的現行法律、規章、習俗和慣例。也違反 CEDAW 第 3 條
條文：締約各國應承擔在所有領域，特別是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領
域，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保證婦女得到充分發展和進步，
以確保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基礎上，行使和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同時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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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CEDAW 第 5 條條文：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a) 改變男女的
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
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
到了 2018 年 10 月 30 日，農村婦女的土地權似乎在司法系統中取得
進展，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佈會，發佈行政訴訟附帶審查規範性文件
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是鄭曉琴訴浙江省溫嶺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批准案。
法院通過裁判，既維護了社會廣泛關注的「外嫁女」及其子女的合法權
益，也促進了行政機關及時糾正錯誤。修改後的行政訴訟法賦予公民、法
人和其他組織在對行政行為提起訴訟，認為所依據的規範性文件不合法
時，可附帶請求法院審查該文件合法性的權利。根據報導，「本案中，溫
嶺市政府制定的兩個涉案規範性文件，將『應遷出未遷出的人口』及『已
經出嫁的婦女及其子女』排除在申請個人建房用地和安置人口之外，顯然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等上位法規定精神不符」（人民法
院報，2018）。
最高人民法院接著於 11 月 7 日發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為實施鄉村
振興戰略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最高人民法
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江必新介紹，《意見》專門就保護農民的農村集體
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作了規定，要求防止簡單以村民自治為由損害村民基本
的財產權利，依法依規保護農村外嫁女和入贅婿的合法權益。具體是否能
有效保障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仍待後續觀察。

陸、多元性別人權
本報告在多元性別人權面向主要觀察到如下五個議題：中國政府官員
於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定期審議人權紀錄的會議上，首次正面回應多元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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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的權力議題；性別平等教育政策的進展；「女權之聲」微博遭到政府
封鎖；同性戀人權議題包括在網路媒體遭到封殺以及人身安全受威脅的事
件等；耽美小說作者遭判刑的事件。整體觀察，本報告發現，由於反性騷
擾 #Me too 運動在高校以及年輕世代所引起的高度關注與參與，以至於中
央政府對於性別運動嚴加看管，限縮多元性別主體的發聲空間。
首先看到中國政府對於多元性別人權的首次表態。11 月 6 日，中國代
表團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UPR）的會議上，首次正面回應
了 LGBT+ 權利問題，根據媒體報導，代表團「闡述了我國基本立場：1、
我國一貫尊重 LGBT+ 群體的健康權，並給予其平等的社會保障；2、保護
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權利；3、在目前階段，我國不給予 LGBT+ 群體與同
性締結婚姻的權利並非因為歧視；4、這一政策是由我國的歷史文化價值
觀決定的」（同志權益促進會編輯團隊，2018）。
根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定義，UPR 是一個獨特的程序，對所有 193 個
聯合國成員國的人權記錄進行定期審議。這是中國首次於聯合國普遍定期
審議會議上回覆 LGBT+ 問題，並對同性婚姻、跨性別權益做出回應。其
中，中國政府提到健康權與社會保障，主要還是針對愛滋防治，以及跨性
別群體的手術權益問題，但對於如何改變多元性別的社會汙名則仍然採取
尊重歷史文化的態度，此回應已違反 CEDAW：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
措施：(a) 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
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政府態度是性別平等教育政策的試點計劃。自從習
近平在十九大的談話裡，提到性別平等教育之後，性平教育突然之間得到
地方的關注。本報告在七月觀察到貴州省的進展，貴州特別頒布，「教育
工作全面貫徹性別平等原則」、「性別平等原則和理念在各級各類教育課程
標準及教學過程中得到充分體現」等原則，並且強調早已在《中國婦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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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綱要（2011-2020 年）》，以及《貴州省婦女發展規劃（2016-2020 年）》
就已確定的重要目標任務（周玉林，2018b）。
貴州省的宣示停留在口頭說法，在八月則觀察到廣東省的具體推動計
畫。廣東省婦兒工委、省教育廳、省婦聯 8 月 17 日聯合下發《關於在我
省全面開展中小學性別平等教育的通知》，2018 年 9 月開始在全省全面開
展中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實施範圍為全省中小學校、中職學校（林志
文，2018）。廣東省此一發布，引起各地性別團體的關注，並且準備藉此
機會投入到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工作。接著，天津市婦兒工委、市教委、
市婦聯三部門也在 11 月聯合下發《關於在我市中小學開展性別平等教育
的通知》，於 2018 年 12 月開始，在全市中小學校實施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高麗，2018b）。
幾個試點城市推廣性別平等教育成果如何，仍值得後續觀察。性別平
等教育主要規範在 CEDAW 第十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
對婦女的歧視，以保證婦女在教育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特別是在
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保證：(c) 為消除在各級和各種方式的教育中對男女任務
的任何定型觀念，應 鼓勵實行男女同校和其他有助於實現這個目的的教育
形式，並特別 應修訂教科書和課程以及相應地修改教學方法。
雖然中國政府在政策宣示上，開始觸及多元性別的議題，但在社會實
踐上，仍觀察到多元性別人權遭到戕害的現象。首先，是「女權之聲」微
博被封鎖事件。2018 年 3 月 10 日根據台灣媒體新頭殼報導，中國女權獨
立媒體「女權之聲」微博 8 日遭到封鎖，繼而成立的「歸來的女神 221」
在 12 小 時 後 又 被 封； 微 信 公 眾 號「 女 權 之 聲 」 也 無 法 使 用（ 新 頭 殼，
2018）。3 月 13 號自由亞洲電台也報導，「女權組織『女權之聲』編輯部 3
月 12 日發布《女權之聲就封號敬告新浪微博、騰訊微信及廣大讀者書》，
指她們的微博賬號及微信公眾號相繼被封停，理由是『發布敏感違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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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一些公開聲援她們的賬號也被封停，
微博網友被禁止使用女權之聲頭像」（揚帆，2018）。
除了台灣與國外的媒體，中國國內的媒體並未報導女權之聲被封鎖
的新聞。女權之聲是 2012 年開始積極活動的女權行動派所成立的社群平
台，主要希望能夠傳遞性別平等的理念，面對政府的打壓，女權之聲在
後來成立的社群平台上表示，將會提起訴訟，「4 月 4 日，女權之聲已用
EMS 向新浪微博和騰訊微信所在地的法院發去起訴書，希望新浪微博和騰
訊微信能給女聲一個合理的答覆，並歸還女權之聲帳號！」（女神的秘密
日記微信公眾號，2018）
緊接著在 4 月 13 日，中國大陸社群平台微博發出公告，最新管理行
動將針對涉黃、暴力、同性戀題材的內容進行清查。大陸公益媒體「同志
之聲」於隔天發出公告，表示由於不可抗力原因，其微博編輯部將無限期
暫停工作（中央社，2018）。微博此舉一出引發強烈抗議，許多網民發文
表示「我是同性戀」以聲援。這樣的行動持續不到二天，新浪微博就在 4
月 16 日表示將縮小「清理」工作的範圍，把重點放在「色情、暴力和血
腥內容」上，而不是同性戀的題材上。新浪微博還對強烈的反彈有所表
示，它感謝了互聯網用戶的「討論和建議」（赫海威 and Mou，2018b）。
當時，官方報紙《人民日報》也對此事件發表評論網上，對微博公告清理
同性戀頗有微詞。人民日報的文章說，不管是同性戀還是雙性戀，都「不
是疾病」，但文章補充說同性戀者「在主張權利的同時，也需要承擔自己
的一份社會責任」（一諾，2018）。
5 月 13 日下午，於北京發生同性戀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事件，「北京
798 藝術區有幾百名民眾參與同性戀平權活動，期間受到保安人員攔阻並
發生肢體衝突，兩名女生被打傷。」這場活動是由同性戀親友會北京分會
所組織的母親節活動，大約有數百名民眾參加。活動是以非常平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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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現場發放象徵同性戀平權的彩虹勳章進行。但不知園區安保人員為
何驅趕民眾，同時不允許佩戴彩虹勳章或持彩虹旗的人進入園區。媒體指
出「在爭執過程中，約五、六名保安人員與兩名參與活動的女士發生衝
突，現場的錄影片段和圖片顯示兩名女生先後被打倒在地」（美國之音，
2018）。北京 798 藝術區事後並未做出任何解釋，此事件在網路上引發眾
怒，隔天亦有同志組織志願者配戴彩虹飾品前往北京 798 藝術區，但並未
繼續引發衝突。
最後是 11 月的事件，一則「耽美小說作者遭到判刑」的報導引發熱
議，中國耽美小說作者因製作販賣淫穢物品獲刑十年。「強姦的話刑期才
三年，」京衡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副主任鄧學平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那
你賣點小黃書和真的把一個女孩子給強姦了哪個危害性更大？」（赫海威
and Zhang，2018）

柒、結論
總體而言，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來檢視中
國 2018 年的性別人權，會發現在大部分的指標上，包括婦女團體的結社
自由、婦女參政、就業歧視、婦女人身安全、農村婦女土地權、多元性別
人權都出現許多違反的情事。
在 2018 年出現兩件重大的政策宣示，其一是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人
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UPR）的會議上，首次正面回應了 LGBT+ 權利
問題，政府代表團在會中陳述將保障多元性別，尤其特別指出跨性別群體
的健康權以及社會保障。但究竟中國政府代表團的宣示是否只停留在國際
會議，而無法落實改善多元性別群體在中國境內的弱勢處境，仍待後續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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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十二大的召開是另外一件婦女組織的重大宣示，習近平親自出席
婦女十二大的會議，並且宣示，「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
信』」，此舉將影響婦聯介入社會組織的方式與程度，值得後續觀察。
相較於 2017 年，2018 年由於反性騷擾 #Me too 運動風起雲湧，在高
校與年輕世代間引起高度關注與參與，但也因此引起中央政府的不安，對
於性別運動嚴加看管，此舉造成體制內全國婦聯越趨保守，而體制外相關
性別團體的生存空間則越趨緊縮。
同時，相較於 2017 年，在 2018 年觀察到更多政府帶頭違法的情事，
尤其以職場上的就業歧視最為嚴重。在中央政府大力推動「二孩政策」之
下，可能出現更多戕害婦女就業權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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