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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虽然联合国早於一九五五年已发表关於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SMR），但狱中

妇女的需要 － 通常不会超过监狱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 仍然不被特别照顾。联合国终

於在二零一零年通过曼谷规则（亦即半世纪后），首次为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的

非监禁措施立下清晰及具体的联合国标准。这些规则旨在保护还押中的、受指控的、

保护性拘留的、正完成非监禁措施的妇女囚犯及一些陪伴服刑父母的子女。曼谷规则

包含七十条原则，以保护和保障这些妇女囚犯的不同需要及脆弱程度，从进入监狱到

注册、安置、个人卫生、医疗检查及针对不同性别的健康护理服务、安保措施、与外

界联络及为狱员提供制度化训练；亦应向在囚者提供一些额外的项目如性别敏感的分

类、平衡的程序设计及正面社区关系和关怀的宣传亦应向在囚者提供。当局亦应考虑

还押中的女性的家庭关系和情况，及其他非监禁的措施。其他狱中妇女的需要 － 怀孕

妇女、母亲、外国国民、少数族群和原住民 － 亦有被勾划出，并考虑到他们离乡别井

的感受及制订了与他们文化相关的项目及服务。 
 
联合国 193 个会员国投票支持曼谷规则，令这个规则成为对世界各国在这议题上的进

程的一个重要提醒。这是一个理想的机会去反思香港自 1999 年以来，当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的香港主要及影子报告出版后的转变。在以下的讨论中，

我们会简要地回顾 CEDAW 影子报告的主要事项。接着，我们会描述香港妇女囚犯人

口的性质及背景，以及香港如何在将近十年间的全球妇女囚犯人口比例统计上位名列

前矛。甚麼导致这个上升及它给予香港惩教署（惩教署）甚麼启示？然后，我们会探

索香港惩教当局如何调较适应妇女囚犯人口的性质及背景的转变，包括采用解决香港

狱中妇女的具体需求的政策及方案。 
 
背景 － CEDAW 影子报告 
1999 年，香港人权监察代表一些本地的非政府组织，发表了一份影子报告回应香港特

别行政区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所作的初步报告。狱中妇女问题被认为是与

法律和其执行的相关问题中的重要一环。 
 
报告提出三项主要问题。第一，惩教当局知道妇女被送入监狱的数字显着上升，现时

的女性囚犯佔总囚犯人口已达百分之十二，比国际比例百分之二至九为高。女性监狱

人口的上升导致前所未见的拥挤，其中一所可容纳 278 人的监狱更接收了 414 人。 
 



第二，惩教署应该根据其更生服务目标和香港经济快速转变的性质检讨工作、教育及

培训的性质及目的。香港已由工业型经济转变成知识型经济，因此工业式的培训如纺

织、洗衣和生产文具不能帮助狱中妇女出狱前获取有用技能，即便有些年轻的狱中妇

女可接受美容培训。根据该报告，还押囚犯可选择工作，但她们通常不会知道有这个

选择，除非她们阅读还押人士手册，所以她们经常遊手好閒；另外，增加工作岗位需

要额外的财政资源。这些妇女的教育课程相对地有限，它们可以透过强制性的语文课

和一个有系统的课程得以加强，尤其对那些未满二十一岁的年轻妇女（她们通常因为

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而被关进成人所）和那些囚禁在低度设防监狱的年轻非法入境者

（主要来自中国大陆）。 
 
第三，虽然针对不同性别囚犯的狱员措施做法基本上符合制度规则和国际标准，这种

做法应该要进一步确保女性囚犯得到女性惩教人员的监督、女性教师的教导（男性教

师不应与女性囚犯单独相处）及在惩教所接受适当的工作培训。 
 
香港妇女惩教人口的性质及背景 
女性囚犯人口上升的首个标志发生在 1980 年代末。1982 年，被送到监狱或惩教所的

妇女只佔监狱人口相对低的比例（百分之四）。十年后，女性入狱数目上升两倍至

1287 人，佔总入狱人数的百分之九。二十年后，即 2001 年，女性进入惩教设施的人

口达至 7955 人，佔惩教设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八。第二份 CEDAW 报告（2004 年发

表）向过去五年提出了近似的关注，特别留意到至 1990 年代后期女性监狱人口的

「高速增长」。在发表报告的那段时间，女性入狱人数达到顶峰，有 13775 名女性在

2004 年间被送进惩教所。女性入狱人数连续三年佔总进入惩教所的百分之四十六。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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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地，女性还押人数亦以一个相对很慢的速度上升，由 1991 年的 1067 上升至

2004 年 3475 的顶峰（图二）。总的而言，这个快速上升在国际上非常显着。根据国

香港惩教署的囚犯性别， 1991-2012 
来源：香港统计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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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监狱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世界在囚人口调查，香港在囚妇女佔总囚犯人数的百分比为

全球最高（ICPS 2006）。 
 
图二 
 

 
 
从 2000 年代开始，日均人口轻微上升及相对维持平稳（图三）（我们应注意到在

1990 年代的高日均人口是因为这个数字包括了在囚的越南难民）。为回应妇女入狱人

数的上升，惩教署发展了几个策略以应付监狱的拥挤情况，包括改变男子监狱的一部

分设施用途供妇女囚犯使用，及计划兴建新女子监狱（CEDAW 2004）。 
 
图三 
 

 
 
 

还押人的性别， 1991-2012 
来源：香港统计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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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惩教署日均人口的性别分布， 1991-2012 
来源：香港统计年刊 



我们如何解释这个上升？从图四可见，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更多妇女被送入狱，而

送进戒毒中心的妇女却相对地少及平稳。送进训练中心和更生中心（於 2002 年开始

运作）的二十一岁以下妇女的数目亦与戒毒中心的数目近似。 
 
 
图四 

  
 
妇女囚犯囚禁长度的检视让我们对这个上升的性质有更多观察；在这个上升期间入狱

的大部分妇女只被囚禁三个月或更少。 
 
图五显示大部分年轻妇女囚犯只被囚禁三个月或更少。1999 年，当年有百分之二十一

的年轻妇女囚犯被囚禁三个月或更少。直至 2002 年，这个百分比上升至百分次七十

五；两年后，达到了百分之八十的高峰。 
 
图五 

年 

女囚的惩教项目， 1991-2012 
来源：香港统计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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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趋势在成年妇女囚犯上亦明显，她们大部分都被判囚禁三个月或更少（图六）。

1991 年，百分之二十六的成年妇女囚犯只需服刑三个月或更少。到 2004 年，这个比

例上升至百分之七十。虽然这个比例现时已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相对地高，过去七

年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成年妇女囚犯被判囚禁三个月或更少。 
 
图六 
 

 
 
图七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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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岁以下被收押人的刑期， 1991-2012 
来源：香港统计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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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岁或以上被收押人的刑期， 1991-2012 
来源：香港统计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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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乙 

  
 
图七甲至乙显示，从 1990 年代末至 2000 年代中期的妇女囚犯人口上升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对中国大陆妇女的监禁。虽然先前的上升是来自合法和非法入境者，但惩教署的

资料显示自 2004 年开始，因为入境政策的改变，非法入境者的数量有所下跌，而合

法入境者的监禁数字却持续上升。 
 
图八显示，合法入境者所犯主要的罪行而导致入狱的，都与违反本地法律有关，特别

是违反逗留条例、诱人作不道德行为、及严重性较低的持伪造证件罪。在众多非法入

境者当中（如图九所示），违反本地法律（特别是非法逗留香港）、违反刑法（持伪

造证件）、及违反合法权力行使者（主要是作伪证）为被判入狱的主要罪行 
 
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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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即使妇女因从事卖淫及拉客相关行业而违反逗留条例的案件已经减少，但其他少数内

地母亲却因为逾期逗留在港生孩而被判入狱。根据入境处资料，约有 420 名内地母亲

逾期逗留在港生孩而遭起诉（华尔街日报，2012）。那些被拘捕及起诉的（通常在生

育后几天内），被判入狱两个月。婴孩可以跟母亲住在监狱内，而职员会在母亲的监

仓内放置婴儿床。 
 
妇女囚犯人口转变的含义 
 
惩教署发展了一些策略以应对妇女囚犯特质及种类的显着转变、广阔的经济改变及更

生服务的承诺。惩教署设立新女子监狱以针对解决监狱拥挤这个逼切问题，罗湖（於

2010 年 7 月开幕）正是迎合妇女囚犯的需要，包括一所健康诊所和为母亲及婴孩

（他们可以逗留至 3 岁）而设的住宿。现时总共有 7 所女子监狱。外地女性囚犯的上

升仍然是一个问题，她们大部分都只是违反逗留条例而被判入狱一段短时间，因此更

生计划、工作及训练可能并不符合她们的情况。 
• 「针对性别的待遇的方法」及「全面的方法」以推广融入社会计划 
• 位於罗湖的个人成长和妇女情绪治疗中心（PSY GYM） 
• 认识针对性别的危机、情绪或心理问题、亲职压力、自我伤害的行为 
• 课程 － 危机管理、情绪问题或创伤后遗症的认知行为疗法、有结构的治疗组 
• 母亲及婴儿单位 
• 戒毒及服康中心 
 
总结 
在 CEDAW 报告、曼谷规则和过去 20 年香港社会转变的基础上反思女性监禁情况，我

们希望强调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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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我们的回顾所见，惩教署对大部分挑战都会适时回应，发展一套基础以达到

它们更生服务的目标，同时适应妇女囚犯人口的转变。它能够以短期措施如改造男性

性囚室以适合女性，及建造现代化和最新的措施，以解决女性囚室过份拥挤的问题。

它亦在变幻的环境中发展了相关的课程。在这个发展中的基础上，针对性别的监察显

得非常重要。 
 
第二，我们相信要令曼谷规则在当地环境变得重要的其中一项主要因素是设立政策。

自 2004 年，妇女入狱人数持续并显着减少，特别是来自内地因违反入境条例及卖淫

的妇女囚犯。这个趋势的原因并不清晰因为政策其实并没有大改变，这可能是因为过

境卖淫的人数减少，转而留在中国大陆寻找机会；另一原因可能是卖淫场所开始适应

政策策略而变得更难发现和隐闭。这亦可能因为「一楼一凤」 － 唯一合法提供性服务

的场所 － 成为了一种住宿策略。2013 年 5 月，警方拘捕了一对自 2005 年起把六间

套房分拆成二十至三十间小房间经营色情场所的夫妇，这些小房间以「一楼一凤」方

式经营。这个色情场所的生意额估计港币一百七十万（南华早报，2013）。「一楼一

凤」非常隐闭，因此妇女受到潜在暴力的威胁。2008 年，五名「一楼一凤」性工作者

在她们的工作场所被杀（南华早报，2008）。 
 
同时，惩教署亦面对大量短期刑期的妇女囚犯带来的挑战。监禁措施在应该短期刑期

的妇女囚犯身上扮演甚麼角色？有甚麼可能性？有甚麼可以达成？香港的监狱制度和

更生策略如何与这个监狱人口特质配合？ 
 
曼谷规则的其中一个中心目标是保障人权，因此我们应审视现存有关性工作的政策及

法律。CEDAW 在 1999 年发表的总结性观察指出：「干事会建议设立及执行足够的规

例以保障女性性工作者。我们亦建议政府监察移民妇女与卖淫和贩卖妇女的监管制度

之间的关系。」 
 
最后，香港的经验可以给予曼谷规则的应用上的限制一些参考。香港，像世界很多其

他地区，见证了妇女监禁人口的上升。愈来愈多受监禁的妇女并不是该地区的居民或

市民；她们是在移居潮中被捕。当曼谷规则鼓励在外国囚犯的同意下，转移他们到他

们的原居国，实行上有甚麼困难？另外，有甚麼短期、中期和长期监禁的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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