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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法律和实践中的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组员及波兰华沙大学刑事法律研究所比较研究支

部主席 

 

简介 

 

首先，欢迎及多谢你们邀请我出席是次研讨会，让我有机会向各位介绍联合国法律和实践中

的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工作组）。我们非常重视本研讨会并希望藉此提出关於歧视狱中妇

女的问题。同时，我们相信曼谷规则是消除女性犯人经常遇到的性别歧视的一个极有用指引

及实践工具。 

以下简报会包含三部分： 

• 首先，我会提供一些我所代表的工作组的基本资讯及活动（包括关於狱中妇女的资讯

及活动） 

• 第二部分会约略地刻划出各联合国条约机构的活动及其他特别程序如何反映狱中妇女

的问题 

• 最后，我会介绍一个应用曼谷规则的良好做法；这个例子主要发生在东欧波兰。 

 

I 工作组的资讯及活动 

 

成立及组成 

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於二零一零年十月成立的法律和实践中的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是追求男

女平等上的重要一步，这是人权理事会继一九九四年暴力侵害妇女、其原因及后果问题特别

报告员（特别报告员）后，第二次在妇女问题上作出的委任决定。 

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工作组成员开始工作。二零一三年，工作组的委任期延长三年。 

工作组由五位从五个联合国地区来的独立专家组成，并以合议方式工作。工作组组员以自己

个人能力工作，并不是联合国的职员。工作组提名 Kamala Chandrakirana 小姐（印度尼西亚）

为第一任主席，而 Frances Raday 小姐（以色列／英国）则为现任主席。工作组的其他成员包

括突尼西亚的 Emna Aouij 小姐及本人。现时我们欠缺一名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国家的专家成

员，但本年三月将会有专家填补这空缺。 

工作组每年会面三次，每次会面一星期（两次在日内瓦举行，一次在纽约），我们现阶段已

会面九次并已互相适应大家的研究及分析方法。 

 

委任 

工作组的委任要求非常阔。根据要求，工作组须要： 

• 根据实施或影响程度，识别出消除歧视女性或对女性有歧视成份的法律的最佳做法，

及准备一份关於这些做法的概要； 

• 从事研究关於工作组与国家合作消除在法律及实践中歧视妇女的方法； 

• 为推广性别平等及女性充权的法律的实施及改善方法提供建议；及 

• 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一份关於法律和实践中的歧视妇女问题，及消除这些歧视的良好做

法的年报。 

值得特别留意的是，这个委任是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第一次强调女性充权而非女性作为受害

者的充权。 

 



专题报告 

为完成委任的责任，工作组决定进行专题工作，就是准备一份年度专题报告。工作组识别了

四个专题研究范畴，以概括在生活各层面上法律和实践中的歧视妇女问题，分别是：政治与

公共生活（政治过渡为重点）；经济与社会生活（经济危机为重点）；家庭与文化生活；及

健康与安全。 

二零一三年六月，工作组向人权理事会汇报首份政治与公共生活专题报告，并主要讨论政治

过渡问题（报告可在工作组网页下载 
1
）。目前，我们正为第二份专题项目做最后工作；专题

将是经济与社会生活，并重点讨论经济危机。我们将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向人权理事会汇报此

专题报告，它将会为各国提供政策指引。工作组已向各成员国发出问卷及在网页上向它们发

出提交通知，为报告收集相关资料。 

我们最近开始着手进行二零一四／一五年度第三份专题项目报告的工作，以家庭与文化生活

中的法律和实践中的歧视妇女问题作重点，而健康与安全的报告将聚焦包括拘留设施中的妇

女歧视，但不幸地，此报告将会在二零一六年六月才向人权理事会汇报。然而，这个问题在

工作组的其他活动上有所提及，尤其在探访和联系不同国家的行动中。 

 

探访国家 

作为人权理事会的特别报告组，本工作组每年会进行二至三次国家探访。这些探访为我们提

供独特机会去收集关於法律、歧视妇女的错误做法及消除歧视法律的良好做法的第一手资讯，

亦使工作组得以加深与各成员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沟通。 

在工作组成立短短数年间，我们出访了摩洛哥、摩尔多瓦、突尼西亚、冰岛及中国。在这些

出访中，我们有一半的行程都会会见非政府人员，因此这些出访是非政府组织表达他们的关

注的绝佳时机，而出访后的考察报告亦成为非政府组织呼籲改变的倡议工具。 

让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出访摩尔多瓦期间，有非政府组织向工作组示意那些杀害或尝试杀害

施暴者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所受的严厉惩罚，及聂斯特河沿岸缺乏分隔少年犯人及成年女性犯

人的监狱的问题。这些问题皆在摩尔多瓦考察报告上反映
2
。  

由於关於中国的考察报告将於二零一四年六月才向人权理事会汇报，因此我现在只可以披露

一些工作组在是次考察的初步调查结果
3
。 然而我希望强调，因为工作组到访中国的主要目

的是考察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歧视，所以工作组并没有到访任何监狱，而考察中亦没有提及

妇女的拘留环境状况。因此，工作组报告并不会涵概这个问题，亦不会涵概一个更普遍的问

题：妇女在家庭暴力的情况下杀害虐待她们的丈夫或情人而被判长期囚禁。但是，我可以向

你们保证，工作组留意到中国妇女囚犯人口增长在世界名列前茅，而且中国必须面对这个现

象带来的各种物流及组织性问题，例如是否提供足够女性职员，尤其女性狱警及医护人员；

未来我们会观察中国处理这些问题的力度。同时，工作组会跟进媒体关於送妓女进劳教营的

具争议性行政决定的报道，及中国政府接连处死妇女（包括母亲）的事件。 

 

通讯 

工作组与政府及其他持份者一直推动在委任要求的问题上对话，并以此作约定的一部分。国

家、国家部门、跨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或其他组织或人士皆可以向工作组提供相关资料，

工作组将会详细检阅通讯资料并作出相应行动。这个程序目的是要鼓励政府阐明指控、仔细

1
   http://www.ohchr.org/EN/Issues/Women/WGWomen/Pages/WGWomenIndex.aspx 

2
   Report of 13 March 2013 A/ HCR/23/50/add 1, para 33, http://daccess-dds-

ny.un.org/doc/UNDOC/GEN/G13/120/12/PDF/G1312012.pdf?OpenElement  
3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4129&LangID=E 

 

                                                        



调查相关情况及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尽快纠正所有歧视事件，和防止将来再发生法律和实践

中的歧视妇女的问题。 

工作组迄今处理的大部份案件与个人或一些小群体有关，我们与其他受委任者如暴力侵害妇

女、其原因及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及酷刑问题、贩卖人口问题、健康问题等的特别报告员亦

有频密合作。工作组接收过与个人相关的案件，例如妇女因为在国家政权过渡期间示威而受

暴力对待、妇女因奸淫被处以石刑及妇女或女童被强迫信奉伊斯兰教及强婚。 

工作组亦就有关歧视女性的法律草议及现存法律和歧视女性的政策或做法发出通讯，它们未

必与个别案件有关。例如：关於法律草议，工作组就埃及和突尼西亚的宪法草议发出通讯，

亦就黎巴嫩的国籍法草议及智利的反歧视议案发出通讯。 

不论国家是否承认国际人权公约，我们都会接受对於那些国家的投诉。与其他条约机关的上

访机制例如消除所有形式的妇女歧视约章干事会不同的是，工作组并不要求投诉人上访前已

尝试一切国内方法不果，亦不要求申诉案件在没有其他国际调查或和解程序的审查下才能投

案。 

为了方便相关人士提交资料，工作组开发了一套备忘录提供提交到工作组关於歧视妇女指控

的一些指引
4
，我希望各位可以参阅这些指引，并向我们提交一切你们认为相关的资料。  

工作组交予政府的通讯内容最初会保密，直至这些内容在一年三次提交到人权理事会的联合

特别程序来文报告上发表。 

 

透过媒体发佈提升关注的活动 

工作组有时会发佈新闻稿，履行它提升社会关注的作用。我们曾经这样做以警示突尼西亚及

埃及的舆论关於它们宪法草议中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规条。 

在国际妇女日，工作组与特别报告员发出名为“危机中的妇女”的联合声明，指出妇女在国

家政权过渡期间人权受侵害的危机，及再次呼籲各国在政权交替期间保护妇女免受暴力对待

的责任。 

工作组亦在第一个联合国国际女童日上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关於世上不少地区仍然强迫女童

像奴隶一般下嫁成年男人。 

工作组亦发佈过有关奸淫非刑事化的新闻稿，并引用了一些相关的良好做法。 

 

会议、地区谘询及工作坊 

工作组会参与专题会议和地区谘询，这些活动对我们在此分享我们的工作特别重要。 

 

II 其他联合国机关有关狱中妇女的活动问题 

很多国际机关现时较多关注妇女的社经地位及相关的公民权利
5
，和以家庭暴力及性侵犯受害

者进入刑法制度的权利，而女性犯人在刑法制度中面对的问题却较少人理会。  

其他特别程序和条约机关的报告中有提及这个问题，报告中包含的资料证实曼谷规则所订明

的标准受到关注，即便尚未达到足够的程度，所以你们可以不同意它们的实施方法。 

 

其他特别程序 

一些特别程序委员会在出方不同国家时亦会到访它们的拘留地点，包括妇女拘留地点。 

4 http://www.ohchr.org/EN/Issues/Women/WGWomen/Pages/SubmissionInformation.aspx. 

有关处理妇女问题的其他投诉机制的更多信息，请查看下列网址：

http://www.ohchr.org/EN/Issues/Women/WGWomen/Pages/Differentproceduresdealingwithwomen.aspx  
5
比较：国际刑罚改革协会向联合国工作组提交的报告，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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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其国家访问期间有系统性的做了上述探访，就此撰写了一份

非常详细的“妇女监禁的途径、状况及后果”专题报告，并在二零一三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十

八节中宣读。特别报告员除了参照自己在出访中得到的资料外，亦参考了其他联合国委任组

织的工作。在这份报告内
6
，她特意包括了她自己在这段时间中，环绕狱中妇女的报告。 为

了自己的研究，她亦同时检阅了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
7
 及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8
的报告。 

关於“妇女监禁的途径、状况及后果”专题报告，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很多国家的妇女拘禁数

目正显着及不相称地上升。她的报告指出妇女受暴力对待跟妇女拘禁有很大关连，不论是拘

禁前、拘禁期间或拘禁后。这份报告说明世界各国的狱中妇女正面对相似的人权侵害并与她

们监禁的原因相关（例如非法坠胎、道德罪行、“逃走”的指控）。妇女还会面对相似的、

带歧视成份的监禁状况（特别在那些远离家园、过度挤拥、卫生及营养情况恶劣、健康设施

及服务不足、欠缺特殊护理、和受暴力对待及私隐侵犯的监狱）。另外，她们要承受相似的

监禁后果，因为社区欠缺有效的复原和重投社会计划帮助她们，而且不能有效地保护这些家

庭单位。 

特别报告员在这份文件上显明地确认曼谷规则，强调它意识到国际法中的非歧视原则须由国

家政府指出妇女在刑法及感化制度中面对的特别挑战，同时要为拘禁中、复原中及重新融入

住会中的妇女待遇，提供详尽标准。同时，值得提及的是，上述的特别报告处理了接收政治

庇护和其他移民拘留者的拘留中心，他们都不受曼谷规则保障。然而，规则仍然与那些情况

高度相关。 

二零零五年，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他到中国考察期间到访北京市女子劳动教养设施，他观

察到设施内的基本状况好像令人满意，可是他极度关注拘禁者长时间的独立监禁，亦即所谓

强化培训部分。这所设施大部分的拘禁人士是没有背弃自己信仰的法轮功信徒，特别报告员

同时指出，部分拘禁人士拒绝跟他说话，其他则要求绝对保密
9
。  

 

条约机关 

监察机关可以在防止狱中妇女受歧视及鼓励政府消除这些现象
10
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消

除所有形式的妇女歧视约章干事会（干事会）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 

6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撰写的国家访问报告当中提到以下国家的狱中妇女的情况：  

萨尔瓦多(3/2010) A/HRC/17/26/Add.2, 吉尔吉斯斯坦, (11/2009)A/HRC/14/22/Add.2, 塔吉克斯坦 (5/ 2008) 

A/HRC/11/6/Add.2, 沙特阿拉伯(2/ 2008) A/HRC/11/6/Add.3, 刚果(7/ 2007) A/HRC/7/6/Add.4, 阿富汗(7/2005) 

E/CN.4/2006/61/Add.5, 俄罗斯 (12/2004) E/CN.4/2006/61/Add.2, 伊朗 (2/ 2005) E/CN.4/2006/61/Add.3, 巴勒斯坦 (6/2004) 

E/CN.4/2005/72/Add.4, 萨尔瓦多(2/ 2004) E/CN.4/2005/72/Add.2, 塞拉利昂 (8/ 2001) E/CN.4/2002/83/Add.2 
7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撰写有关狱中妇女遭酷刑的报告当中提到下

列国家： 

哈萨克斯坦 (5/ 2009) A/HRC/13/39/Add.3,  乌拉圭 (3/ 2009) A/HRC/13/39/Add.2, 赤道几内亚 (11/ 2008) 

A/HRC/10/39/Add.4, 摩尔多瓦 (7/ 2008) A/HRC/10/44/Add.3, 丹麦 (5/ 2008) A/HRC/10/44/Add.2, 印尼 (November 2007) 

A/HRC/7/3/Add.7, 斯里兰卡 (10/ 2007)A/HRC/7/3/Add.6, 多哥 , (4/2007) A/HRC/7/3/Add.5, 尼日利亚 (3/ 

2007)A/HRC/7/3/Add.4, 巴拉圭 (11/ 2006) A/HRC/7/3/Add.3 , 巴西 (8-9/ 2000) E/CN.4/2001/66/Add.2, 中华人民共和国

(11-12/ 2005) E/CN.4/2006/6/Add.6, 格鲁吉亚(2/05) E/CN.4/2006/6/Add.3, 阿塞拜疆 

(5/2000) E/CN.4/2001/66/Add.1 
8
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对有关狱中妇女的任务报告包括下列国家：挪威 (4-5/2007) A/HRC/7/4/Add.2, 洪都拉

斯 (5/2006) A/HRC/4/40/Add.4, 厄瓜多尔 (2/2006) A/HRC/4/40/Add.2, 白俄罗斯 (8/2004) E/CN.4/2005/6/Add.3. 
9中华人民共和国 (11-12/ 2005) E/CN.4/2006/6/Add.6 
10
他们可以通过评估狱中妇女所遭遇的风险因素及现行保障措施并对政府提出建议，以遵照《曼谷规则》防止对

妇女的虐待和酷刑。在研究妇女面临的风险，监管机构不只要更深入地调查在拘留所，并可以尝试找出问题的

根源。 更多与题目相关信息请看: “Women in detention: Penal Reform International” and “Women in detention: a 

guide to gender-sensitive monitoring”, 2012.  

                                                        



 

干事会曾以不同形式指出狱中妇女的问题：第一，与判例法的关系；第二，与国家週期报告

的考虑的关系，特别是处理暴力对待妇女的问题；第三，在其总体建议中。 

• 关於判例法，现在好像只有一个判例有关（通讯项目 23/2009），处理白俄罗斯共和

国
11
Abramova 女士的拘禁状况。 原告是一名在街头示威中被捕的记者，她声称被公安

拘捕并拘禁在一细小、寒冷、黑暗和污濊的囚室达五天，还会被男狱警侮辱。当她的

健康问题开始出现，却不能获得医疗支援。这名记者声称她用尽所有国内的纠正方法

都没有效果。干事会指出她在上述的状况下拘留，对她构成不人道及没有尊严的对待，

是性别歧视；白俄罗斯已在干事会公约及一般建议第十九条
12
（暴力对待妇女）下，

触犯它在数条公约下的责任。 我们同时希望指出，干事会在作出决定前已参考了数种

国际工具。它特别提醒如果拘留所没有照顾拘禁中的妇女的特殊需要，根据公约第一

条，有机会构成歧视。干事会亦注意到，女性囚犯面对的问题要以针对不同性别需要

的途径处理，而联合国大会接纳曼谷规则时已经赋予了这个需要。 

• 干事会只在关於某些国家的评论上参考了曼谷规则，包括二零一三年的希腊和贝宁，

及二零一二的智利（四十四及四十五段
13
）：在注意到代表团关於监狱制度的改革时，

干事会在后者的报告中表达他们对狱中妇女面对的困难处境的严重关切，特别是关於

她们能否得到足够的健康护理。干事会在其建议中引用曼谷规则，呼籲国家政府确保

监狱制度改革要包括性别观点，及提供足够健康设施和服务予所有国家内失去自由的

妇女
14
。 

• 在关於他们一般建议的工作上，干事会正进行有关妇女诉诸法律的一般建议。在二零

一三年三月的讨论中，非政府组织国际刑法改革组织
15
推动拘禁中的妇女问题应被纳

入一般建议中。 

反对酷刑干事会在其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提出的一般评论第二条（识辨明显相互关连和

重要的原则以稳固公约对酷刑的绝对禁止）强调：“国家报告内缺乏特定和足够的资讯促进

公约中有关妇女权利的实施”，同时继续强调“性别是”防止一酷刑的“关键因素”。作为

女性，与其他识辨特征或人的状态相交，例如种族、国籍、宗教、性倾向、年龄、居留状态

等，这个身份帮助决定妇女和女童正受哪种方式的歧视，或面对酷刑或虐待的危机，及这些

行为带来的后果。处於危机中的妇女有以下背景，被剥夺自由、被送往医疗治理（尤其生育

决定）及被社区或家庭中的个人施加的暴力。男性和女性（男童及女童）可能会因为实际上

或认知上不服从社会既定的性别角色，而触犯公约。干事会要国家有关单位在报告中识辨这

些问题，同时要报告惩罚和防止这些情况的措施（廿二段）。干事会亦要求国家以年龄、性

别及其他关键因素分辨这些资料，让干事会充分地评核公约的实践幅度
16
。 

http://www.penalreform.org/publications/bangkok-rules-guidance-document-and-index-compliance). 
11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2011 年采纳此观点： 

http://opcedaw.wordpress.com/2012/03/15/treatment-of-woman-in-detention-violated-cedaw-inga-abramova-v-belarus/ 
12
即第二条 (a), (b), (d), (e) and (f), 第三条 及第五条 (a), 请同时阅读 公约第一条及西蒙•库萨克对《消除对妇女一

切形式歧视公约》 的评论文章。http://opcedaw.wordpress.com/2012/03/15/treatment-of-woman-in-detention-violated-

cedaw-inga-abramova-v-belarus/ 以及国际刑罚改革协会 http://opcedaw.wordpress.com/2013/08/19/protecting-the-rights-of-

women-offenders/ 
13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被拘留妇女的问题不经常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结论性观察被另外

提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被提及或不存在。 
14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cedaw/docs/co/CEDAW%20C%20CHL%20CO%205-6.pdf 

15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CEDAW/AccesstoJustice/PenalReformIternational.pdf 

16
 CAST/C/GC. 24 January 2008. para 22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fC%2fGC%2f2&Lang=en 

                                                                                                                                                                                          



由反对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议定书）成立的防止酷刑小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亦有组织

国家考察，并同时到访拘留所。在出访国家期间，小组委员会用到由国际刑法改革组织
17
预

备、以曼谷规则为基调的指引。关於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可在这个网页找到
18
。虽然大部分国

家考察报告都是保密
19
，但小组委员会关注拘留中的妇女是不言而喻的。 

公开的报告中已多次提及狱中妇女和女性狱员不足的问题，例如，在瑞典的考察报告中，小

组委员会建议当权者确保当女性被公安拘留时，会有一名女性狱员在场。在贝宁的报告中，

至少有九顶建议与妇女及女青年犯人有关。小组委员会在建议中，促请政府及其他相关组织

向妇女囚室分配足够空间、食物及食水，同时向她们提供活动、工作坊及教育。 

 

III 应用曼谷规则的良好做法：波兰 

根据二零一四一月三十一日的资料，波兰总共有二千六百五十五名妇女拘留在教养所（其中

三百四十名属临时拘留），佔总体囚犯人口百分三，这个数目把波兰置於世界妇女囚禁指数

相对低的位置
20
。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在家中服刑（在电子监控下）的百分比明显地高，佔

总体囚犯人口百分之六点七
21
。 

监管教养事务的惩罚执行法典
22
要遵守区域及国际标准，它提供对应曼谷规则字词的几条规

则，一些规则适用於所有拘留人士，包括妇女，例如：拘留人士应被安置在离住所最近的拘

留所、脱衣搜身和入侵性搜身应在与拘留人士同性的狱员在场下才执行、或狱方可以准许亲

友在一个隔离的房间进行探访，作为对狱中人士的奖励（相等於规则廿七条）。 

监管教养事务的惩罚执行法典同时要提供以剥夺妇女自由为惩罚的特别规则（八十六至八十

八条）；它们根据曼谷规则所编成。它们要求拘留所把男性和女性分开拘留，及在半开放式

的设施内拘留妇女
23
，除非有非道德或保安原因要求狱方把这些妇女拘留在不同前述的监狱。

怀孕和饲乳的妇女有权得到特别护理（与曼谷规则第十条相呼应）。在家事法庭的同意下，

女性囚犯可与自己的小孩在某些故养所的母婴单位内，同住直至三週岁（除非有特别原因要

求延长或缩短这时段）；然而如果有健康护理或教育上的原因，这个准许可以被收回。某些

纪律处分不适用於上述情况（例如：被剥夺接收从家庭寄来有营养补充品的包裹的权利、在

监狱杂志上购物、独立囚禁）。 

惩罚执行法典没有提供关於妇女因为先前经历的性别罪行而犯罪，并导致入狱的程序的特别

规则。但是，其中一所妇女教养所（位於卢布利涅茨），与活跃於妇女暴力范畴的非政府组

织合作下（CPK），成功尝试创意地应用不同的教育方案，对一群妇女执行剥夺自由的惩罚。 

这所妇女教养所特别采用了以下方案
24
： 

17
 UNODC Handbook for Prison Managers and Policymakers on Women and Imprisonment, Atabay, T., New York, 2008, New 

edition  :Women in detention: a guide to gender-sensitive monitoring. Women in detention: a guide to gender-sensitive 

monitoring, 2012.  http://www.penalreform.org/publications/bangkok-rules-guidance-document-and-index-compliance). 
18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CountryVisits.aspx. 

19
国家有权自行决定是否公开报告内容。自 2007 年 2 月起，小组委员会进行了 18 次国家访问，却只有 6 份报告

是公开的（非保密）。 
20
从监狱机构的中央管理获得的信息。 

21
 Data for 2003 cited after  http://www.nationmaster.com/graph/cri_pri_fem-crime-prisoners-female 

22
 Act of 6 June 1997 , in force from 1 September 1998  ( Dz. U. 1997 Nr. 90 , pos. 557 with further amendments). 

23
半开放式监狱设施白天开放（夜间未必开放），允许囚犯在监狱外工作就业、上学，并在监狱内自由走动和穿

便服。他们享有更大的会见权（这相对符合《曼谷规则》中第 41 及 43 条）。 
24
欲知更多信息，请查看以下出版物：Kobieta w więzieniu. – polski system penitencjarny  w latach 1998 – 2008 

( Women in prison – Polish penitentiary system in years 1998-2008),  ed.  I Dybalska , Instytut Rozwoju Służb Społecznych,  

Warszawa ,  2009  and  Oddziaływania penitencjarne i terapeutyczne w zakładach karnych i aresztach śledczych w 2010 r. 

( Penitentiary and therapeutical  programms in prisons and  preventive arrest facilities  in 2010),  Centralny Zarząd Zakładów 

Karnych .  Warszawa 2011  p. 93-99  as well : Trudności przystosowaniu do życia po zwolnieniu z zakładu karnego- między 

                                                        



• 在国会内组织妇女暴力特别法庭，目的是提升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国会议员及

刑法机构的代表，令他们知道当权者怎样忽视妇女令她们犯下罪行，及有何方法可防

止这些事情再次发生。这个特别法庭将有狱中妇女作证，监狱职员亦会参与其中； 

• “女性罪行受害者的工作和有尊严的生活”的方案实施，是要透过戏剧工作坊，向拘留

中的妇女提供法律援助、专业活动及－最重要一环－治疗。这个计划用上剧场的淨化

功能（抒发情感），包括以个人传记的展示及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等提取过往问题。最

后，在这个戏剧活动完结前，参与者准备了两套戏剧表演，并在国内及国外多次演出。 

• 义工服务计划“Bona”是社区再适应的一种方法，拘留中的妇女会到救济院工作，在社

区关怀设施帮助残废、老人及病人。本计划目的是发展一种对他人需要的敏感态度，

和让受暴力对待的妇女受害者有机会从无助的感觉中释放自己，从而提高她们的自信

及让她们有机会补偿社会。二零零九年，欧洲联盟委员会及欧洲议会向这个计划颁发

正义水晶尺度奖
25
。 

• 这个计划目的是加强狱中妇女与她们孩子的关系，并希望可以帮助那些与自己孩子关

系紧张或破裂的妇女。这个计划向狱中妇女的子女提供交通到监狱外的地点，与他们

的母亲进行会面。另外，拘留中的妇女在她们的假期期间会与她们的子女参加夏令营，

营中并会有其他曾受性别暴力的妇女参与。 

这些良好做法都值得推广和－如果有任何人有兴趣－我愿意帮助他们联络负责这些计划的相

关人士。 

 

总结： 

虽然能力有限，但某些条约机关及特别程序委员会仍然会监察曼谷规则得执行程度。条约机

关的限制来自：它们可能只适用於相应的惯例和在特定框架下赋予的权利，和在达到受理条

件下的个别严格规定案件上。特别程序委员会的限制来自授权范围，在暴力侵害妇女、其原

因及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特别报告员的例子中，他们只可以查找性吃暴力的根源及后果；而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权力亦限制在酷刑的待遇上。 

工作组非常适合全面地监察狱中妇女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助长妇女入狱的法律、政策及做法。

我们整全地监察司法制度，及诊断它如何处理有家庭暴力背景的妇女犯的罪行，或它如何处

理奸淫罪（虽然它在一开始便不是罪）。当工作组开始撰写我们关於奸淫的立场文件，我们

会在专题及国家工作上处理某些上述问题，我们同时会在妇女健康与安全的专题报告中涵概

这个问题。另外，工作组亦会使用其通讯程序令国家政府注意狱中妇女的状况。 

因此我希望重申在本简报会开始时的重点，就是工作组欢迎所有关於歧视狱中妇女的个案，

和关於司法制度歧视女性的法律规定，即使它们是在草议中或已经落实的法案。我亦同时鼓

励大家向我们提供在法律上及实践上，消除歧视狱中妇女的良好做法，这样可以帮助工作组

在其健康与安全的专题报告及良好做法概要中，收录这个问题和推广曼谷规则。 

 

diagnozą a działaniem , koordynacja na rzecz aktywności społeczne ( Difficulties with social adptation after released from 

detension- between diagnosis and action, coordination for social acitvities) , Koordynacja na rzecz aktywnej Integracji, 

Warszawa 2013 p. 115-127. 以上提及的出版物，只供波兰语版本。 
25
此为欧洲在司法界实践创新最重要的奖项：https://e-justice.europa.eu/content_justice_forum_activities-25--maximize-

en.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