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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改革委員會轄下的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於 5月發表諮詢文件，就改革涉及雜項

性罪行的相關法律提出初步建議，並諮詢公眾。 

 

本社認為委員會的努力有目共睹，諮詢文件羅列的資料詳盡且實用，為討論定下良好

基礎。惟本社認為委員會其中兩項建議有可改善之處，故向委員會提供本社的觀點，

以豐富討論。我們的意見如下： 

 

ＩＩＩＩ    窺淫罪窺淫罪窺淫罪窺淫罪 
 

多年來社會就偷拍裙底及其他私密部位應以相關的性罪行，而不是以「不誠實取用電

腦」或「遊蕩」等罪名來提控已有共識。近期法庭有關其他偷拍行為之判決，已對日

後能否繼續使用相關罪名起訴偷拍裙底等罪行響起警號，修訂法例已是刻不容緩。本

社認為作出這種行為的人應被納入性罪行範圍，並將有關罪行納入《性罪行名冊》之

中，以確保兒童及青少年的安全。 

 

然而，委員會就規管偷拍行為研究多年，在 2012年提出的諮詢文件亦明確表明偷拍裙

底等應被規管，但是次建議訂立的性罪行卻無法規管在公眾場所偷拍裙底一類的罪

行，令人失望，期望委員會能正視社會大眾的期望，重新劃定窺淫罪的適用範圍： 

 

應包括在公眾場所的應包括在公眾場所的應包括在公眾場所的應包括在公眾場所的偷拍行為偷拍行為偷拍行為偷拍行為 
 

在街上偷拍裙底或其他私密部位是最常見的偷拍形式。在網路上甚至有人以販賣這些

偷拍片段獲利，這類行為不但會傷害當事人，更是社會所不能接受的。 

 

然而，委員會建議參考《英格蘭法令》第 67及 68條，規定受害者要在「當時暴露其

生殖器官、臀部或胸部，或只穿著內衣遮蓋上述部位」，並要求該私人行為需要「身處

在當時的情況下可被人合理地期望能提供私隱的地方」，令在公眾地方偷拍裙底或其他

私密部位的行為未能納入窺淫罪之內。 

 

本社認為有關修訂未能符合公眾的期望。建議委員會刪去《英格蘭法令》第 68條有關

「只穿著內衣」的規定，參考新南威爾士《1900年刑事罪行法令》的寫法，只要「在

當時的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會合理地期望能獲得私隱」以及「拍攝任何人的私處的

影片」均被規管。 

 

本社明白委員會擔憂過度立法，以致令狗仔隊的一般採訪都墮入法網。然而，本社認

為在現行建議中，罪行限定必須是為了得到性滿足一點，已排除了很多誤告的情況。 

 

本社重申，委員會應將偷拍裙底或其他私密部位等行為納入窺淫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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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ＩＩＩＩＩＩ    亂倫罪亂倫罪亂倫罪亂倫罪 
 
就結果而言，本社大致同意委員會對亂倫罪的建議；然而，我們認為諮詢文件的建議

有所不足： 

 

1. 法理基礎法理基礎法理基礎法理基礎應加入應加入應加入應加入「「「「破壞人倫關係破壞人倫關係破壞人倫關係破壞人倫關係」」」」 

 

委員會主要就亂倫罪提出兩項理據，即 a. 維護家庭基本結構及 b. 保護兒童及易受傷

害者（P.18-19）。就上述兩項理據而言，我們同意委員會指出了亂倫行為所有的問題。

然而，單以上述兩項理據，則顯然不足以將亂倫普遍地刑事化。建議應加入「破壞人

倫關係」為主要理據。 

 

在我們的社會中，有序的人倫關係獲大眾和不同傳統如儒家、基督教、華人文化等普

遍接納為有其內在價值的。這內在價值並非因達成其他目的而有價值，而是其本身就

被視為有價值。社會對這方面的倫理感知相當強烈。因為亂倫牽連極廣，且傷及無辜。

舉例說，一對父女亂倫，那「父」的媽媽、「女」的婆婆立即會陷入一種關係混亂的狀

態；對婆婆而言，「孩子」變成了（疑似的）孫女婿、「孫女」變成了（疑似的）新抱。

而亂倫產子則更是當中最為突出的例子。由此可見，亂倫絕非「兩個人的事」，而是傷

害整個家族成員的行為。 

 

另一方面，「親子關係」是所有人際關係中最原初且特殊的關係。破壞親子關係所帶來

的傷害比破壞其他人倫關係嚴重得多。 

 

上述對亂倫的詮釋符合社會大眾的道德直覺。我們不難發現，該等亂倫行為所破壞的

人際關係愈多和愈深，社會就愈感知到其「錯誤」和「噁心」。這詮釋亦顯明了為何亂

倫應被刑事化，而其他「破壞人倫關係」的行為不需刑事化的原因：亂倫傷及無辜且

程度極為嚴重，和其他行為截然不同，應以有力的法例懲罰、阻嚇和預防該等行為。 

 

上述詮釋亦為香港法庭所肯定。在 HKSAR v Li Kin Ho 案中，上訴庭清楚指出「該些

罪行（亂倫）打擊家庭的根本結構而刑罰需具懲罰和阻嚇性」；在律政司司長 訴 黎

XX 中，上訴庭再次指出「亂倫罪是極為嚴重及令人厭惡的罪行。該等罪行不但對受

害女童造成終身陰影，更會摧毀家庭的完整性」。我們認為，這裡所指的「家庭的根本根本根本根本

結構」，遠超諮詢文件所寫的家庭間的「信任」、「團結」與「敵對關係」，而是更為根

本的，內在於家庭結構中的人倫關係。我們認為，第 181條《婚姻條例》之所以要規

限諸種形式的人士不得締結婚盟，同樣是基於上述原因（見《婚姻條例》附表 5）。 

 

「破壞人倫關係」為亂倫罪的核心。另外，亂倫亦如諮詢文件中所言，涉及權力不平

等、基因多樣性不足等問題。我們認為，這些理據的總和為亂倫罪提供了極強的法理

基礎。 

 

2. 應繼續使用應繼續使用應繼續使用應繼續使用「「「「亂倫亂倫亂倫亂倫」」」」一詞一詞一詞一詞 

 

我們同意委員會的建議：應繼續使用「亂倫」一詞。原因不單因為該詞已經深入民心，

更因「亂倫」一詞顯示了這罪行的核心——破壞人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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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亂倫罪的範圍亂倫罪的範圍亂倫罪的範圍亂倫罪的範圍應包括繼父母應包括繼父母應包括繼父母應包括繼父母 

 

基於上述保護人倫關係及保護兒童的原則，我們同意委員會有關範圍應擴大至涵蓋領

養父母的建議。然而，我們認為新罪行亦應該包括繼父母，原因如下： 

 

A. 181條《婚姻條例》附表五清楚列明，「家庭子女」的定義為「就某人而言，指曾

與該人在同一住戶內生活並被該人視為他家庭的子女的兒童」，而任何人在任何情

況下均不得與自己的子女結婚。顯然，繼子女和繼父母可落入上述定義之中。 

 

《婚姻條例》附表五第二部列出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結婚的諸種親姻關係。我們認為，《婚姻條例》明白地顯示了哪些近親性關係是社會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接受。

該段列出的親姻關係與是次委員會就亂倫罪建議的適用範圍完全一致，獨獨排除了

繼親關係。我們認為委員會應跟隨《婚姻條例》對「子女」的定義。因此，反對諮

詢文件在 P.33中以《婚姻條例》附表五第四段的例外情況為由，將繼父母剔除在

亂倫罪之外。 

 

第四段所列明可例外的是「前妻的女兒」、「前夫的兒子」、「父親的前妻」、「母親的

前夫」，即「前妻與另一人生下的女兒」等；而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繼父」（母親

的新丈夫）、「繼子」（妻子與其前夫生的兒子）等。 

 

B. 一刀切地將繼親剔除在亂倫罪之外的後果非常危險。因為繼父母和繼子女之間多同

住一室，關係密切，若繼父母濫用自身作為「父親」或「母親」的權力和威信，誘

使 16 歲以上的繼子女與其發生性行為便會不受亂倫或其他罪行約束。但社會對這

種行為明顯不能接受。我們只要跟隨婚姻條例對「子女」的定義，即可避免上述情

況。 

 

C. 繼親關係與領養關係同樣可以在兒童極年幼時形成，而繼父母在家庭內的權威和權

力在很多情況下與血親和領養父母並無分別。事實上，處於繼親關係中的兒童相對

前兩種家庭更需保護。雖然社會視血緣上的親子關係為特殊和重要，但社會同樣重

視因繼親和領養而有的親子關係。這些關係的失序本身同樣會對他人造成極大傷

害。 

 

綜上所述，委員會不應將繼親剔除在亂倫罪的範圍之外。我們建議委員會參考《婚姻

條例》對子女的定義訂立亂倫罪。這建議可行、適切且能維持整體法律對亂倫的一致

看法，希望委員會能認真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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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八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