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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国家助长的恐同》报告第十一版由 Aengus Carroll和 Lucas Ramón Mendos 研究、撰写

，国际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及间性人协会出版。只要在引用时注明作者及国际同性

恋、双性恋、跨性别及间性人协会（以下简称“ILGA”)，便不追究版权责任。 

 

建议引用：国际同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及间性人协会：Carroll, A., 和 

Mendos, L.R.,《国家助长的恐同 2016：全球性倾向法律调查: 罪化、保护与承认》（日

内瓦；ILGA, 2017 年 5月）。 

 

本报告可以 Word或 PDF格式下载。各地区分开的 PDF格式报告也供下载。 

 

世界同性恋、双性恋立法地图的电子版可供打印。 

 

《国家助长的恐同》报告及世界地图以英文和西班牙文同时发布，随后亦提供阿拉伯文

、中文、法文、俄文版本供下载 。 

 

请在 http.//.ilga.org 下载地图和报告，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rmation@ilga.org 索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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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GA 联合秘书长前言 
 

 

联合秘书长：RUTH BALDACCHINO、 HELEN KENNEDY   

 

 

在审阅第 12 版《国家助长的恐同》报告时，如今被每一个后人认可的阿拉伯谚语“知识就

是力量”回荡在我脑中。本报告提供了在为实现更加公正、包容的社会而抗争的过程中，

对人权捍卫者、公民社会组织、各国政府、联合国和区域性组织、媒体以及我们的社群

同盟有用且可靠的数据信息。本报告收集数据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提供准确细节和最新的

信息来源。 

 

就其本身而言，一个工具可以服务于不同用途：这些信息可以用来支持与性倾向相

关的其他议题的倡导并推动其社会发展；机构可以知悉全球 LGBQ 人群所面临的

人权侵害并更加努力终结这些暴行；媒体和同盟能够找到法条的准确出处并进行报

道，从而提高公众对这些信息所引向的社会问题的认知。 

 

从 2006 年我们发布第 1 版报告以来，《国家助长的恐同》报告的内容逐渐变得丰富和详

尽。这是一份独特的文件：它传递全球重要法条内容，追踪全球和地区人权局面的变化，

并就过去一年 LGBQ 人群生活和经历的社会状况提出洞见和大量线索。 

 

在本期报告中，“保护我们的社群”的主题贯穿着一系列文章与各国情况报告。因此，本报

告着重关注迫害的概念和罚款的必要性，以及性倾向议题非政府组织在创办、设立和/或

注册方面的困境，并增加了关于禁止“扭转治疗”的国家的相关内容。在一些过往以开放著

称的国家，公民社会受到威胁；在更为压抑的社会里，正在制定新的法律。这是一个急

需讨论的问题。当最基本的民主原则甚至尊重人权、团结以及法治的观念也受到威胁，

我们无时不刻都在发现，广泛人权运动所取得的成果绝非稳若磐石，我们必须持续地为

此抗争和守护。 

 

维护着我们表达不同性倾向权利的许多法律（去刑罪化）保护着我们免于暴力和仇恨，

而承认我们作为人类所需要缔结的合法关系的法律在近年来迅速发展。因此，关于我们

社群所面临的处境在全世界发生的变化，这方面严肃资讯的价值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国家助长的恐同》报告所提供的各国比较综述，为人权捍卫者提供了关于他国的宝贵

经验：权利是如何被否定和支持，嫁祸于人是什么样子，我们的议题是如何在政治领域

成为意识形态的战场。 

  

在过去的十二个月，ILGA 在许多领域做了进一步研究：一份跨性别法律地图式报告

（Trans Legal Mapping Report）、ILGA-RIWI 与 Logo 共同进行的关于处于伴侣关系的

LGBTI 人群的全球态度调查（the ILGA-RIWI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on LGBTI People in 

partnership with Logo）以及在联合国各个机制下就有关 SOGIESC 议题发表意见。这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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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国家助长的恐同》报告一起，在全球各地 LGBTIQ 人群的实际生活和经验方面成

为了个人活动家、非政府组织及同盟的重要且可靠的信息库。 

 

“知识就是力量”。这字里行间包含着智慧。这是对持续压迫我们的社群的理念和实践

进行挑战的力量。这是信息的力量，而运用这些信息的勇气将使这个世界成为对每个人

而言更好的地方。 

 

衷心感谢所有为本报告付出辛劳的所有人：  

合著者 Aengus Carroll 和 Lucas Ramón Mendos；  

无数为本版做出贡献的人；  

ILGA 的员工、译者、地图制作者和设计师  

以及，尤其感谢所有 ILGA 成员，他们的智识维持着这份报告的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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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作者一：AENGUS CARROLL，法律硕士（LLM），爱尔兰作家、SOGIESC

议题人权研究顾问。 
 

作者二：LUCAS RAMÓN MENDOS， 阿根廷人权律师、人权讲师以及同性恋
活动家。 
 

制作和发布 ILGA 一年一度的《国家助长的恐同》报告，根本目的是将全球与性倾向相关

的法律信息汇集在一起。除了约 1300 个涉及 SOGIESC 的 ILGA 会员组织之外，这份报告

主要为研究者、人权捍卫者、机构、组织、研究所和同盟提供一系列准确可靠的信息及

来源。 

 

在此前版本的基础上，今年的报告更全面地涵盖了适用性倾向法律的各个国家。通过采

用超链接而非脚注的方式，本报告的电子版本直接链接到大量相关原始文献和二级数据

来源。 

 

我们将大量数据分为三个大类：罪化、保护和承认。随着伯利兹和塞舌尔于 2016 年废止

了相关法律，可以确信的是，认为我们的性别实践或表达是犯罪的法律（罪化）正在缓

慢减少。另一方面，保护着我们免于歧视和暴力的法律（保护）在近年来得到极大发展，

而那些承认我们作为人类的合法伴侣和家庭关系的法律（承认）也在不断增加。 

 

除了关于全球性倾向法律环境的红／绿地图之外，我们还将罪化、保护、承认三个类别

的地图放在报告中，以便读者更快获取所需的信息。设计这些地图的初衷是让读者更深

入、准确读取全世界各国的法律环境。同样地，在“全球视野”部分，作为本报告结论

的五篇短文通过展示各地区比较的总览图，着重介绍了各大洲性少数群体的社会法律背

景。 

 

 

2016/2017 年的法律发展 

通过与个人、非政府组织和 LGBTI 组织的定期书面沟通，以及获取包括政府公报在内的

机构信息，我们得以在本报告的“立法概览”和“罪化”部分的 14 个条目中呈现法律的最新

发展。 

.  

同样地，我们对更有意义的关于性倾向的国家法律条目进行着持续调查。例如，我们发

现虽然作为全球对 LGBTI 人群最为敌意的国家之一，埃及没有规定同性性行为本身是犯

罪，而且这些行为的法定同意年龄也与异性性行为所适用的法定同意年龄相同。通过不

同读者和行动者，我们得以捕捉到风向转变，我们也真诚欢迎对我们当前所提供的信息

进行分享、指正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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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5 月，共计 124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 122 个联合国成员国、台湾、科索沃）

没有对成人间私下发生的同性性行为处以刑罚。在本版中，我们对这些国家分别提供了

注释，且多数注释能够链接到重要法条以及其它信息来源。今年我们列出了规定相同法

定同意年龄的 108 个国家（包括埃及），以及规定不同法定同意年龄的 16 个国家：这些

法定同意年龄的注释列在相应国家导言中。 

 

我们列出了 72 个实行罪化的国家，其中包括在实践中认为同性性行为严重违法的埃及。

我们注意到其中 45 个国家（非洲 24 个、亚洲 13 个、美洲 6 个、大洋洲 2 个）的相关法

律不仅适用于男性，也适用于女性。 

 

涉及死刑的情况尤为复杂。我们根据媒体及其它渠道的报告，发现 2016 年有 13 个国家适

用了死刑。2017 年，只有 4 个主权国家在 2017 年适用了死刑，另外两个国家的地区根据

伊斯兰教法适用了死刑，还有两个国家的非国家主体适用了死刑。因此，可以说有 8 个国

家允许死刑或有证据证明存在死刑。虽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阿联酋、卡塔尔和毛里

塔尼亚，伊斯兰教法庭可能适用死刑并具有震慑力，这些国家的刑法规定了较为宽松的

刑罚，而且没有数据显示这些国家就成人间私下的同性性行为适用了死刑。此外，文莱

达鲁萨兰国尚未实行其《刑事诉讼法》，从而拖慢了引入 2014 年伊斯兰刑法典法令第二、

三阶段的进程，也因此尚未得以实行死刑。 

 

今年，我们列出北美和中东（及坦桑尼亚）的 19 个国家，这些国家的“道德”法规或“宣传”

法明确限制同性恋和跨性别的公共传播和表达。随着这些地区电子设备使用的增加，这

些法律条款的设置变得更为危险。另外，在本版中我们增加了一个栏目，考察性倾向相

关非政府组织成立和注册的门槛，一共收录了 25 个国家的有关信息（11 个非洲国家、13

个亚洲国家和 1 个欧洲国家）。例如被广泛讨论的 2017 年中国非政府组织立法，这些法

律限制了人们参与公民社会、提出问题并引起公共关注以及将该等问题纳入政策和政治

层面的能力。 

 

在全面审查报告结构的过程中，我们所列的宪法只限于在重要法条中提及性倾向或类似

模糊词汇的 9 个国家，但我们也提供了一些被认为存在宪法保护的国家／地区的讨论资料。

针对职场歧视的法律对于被该法律所保护的人而言有着实质性的影响：人们不仅能够获

得独立的基本收入，也可以在工作中蓬勃发展。今年我们列出了 72 个提供这类法律保护

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和科索沃）。 

 

.  

今年作者有机会进一步考察广泛（“多种”）反歧视领域：我们列出了 63 个制定了综合或

专门反歧视法的国家（例如 2017 年日本的反霸凌法）。这个大分类中包括了几个子分类，

我们将在本报告未来的版本中详细阐述，例如禁止献血、同性伴侣暴力的法律保护以及

针对校园内基于 SOGI（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霸凌的保护。关于仇恨犯罪和煽动仇恨，

2017 年分别有 43 个和 39 个国家至少在法律层面存在该等保护。今年我们加入了一个关

于禁止所谓“扭转治疗”（这种有害行为通常与宗教行为相关）的清单，仅列出了 3 个国

家，但预计这个列表在未来几年会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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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芬兰的相关法律在 2017 年开始生效，目前全球有 22 个国家承认并允许同性婚姻。在

本版中我们将巴西和墨西哥列入允许同性婚姻的国家，因为在这两个国家通过某些合法

途径，同性婚姻似乎在这些国家的大部分辖区内是可能的。至于保护同性伴侣关系的法

律，我们列出了 28 个国家和地区（截至 2017 年 5 月）。我们将台湾纳入保护同性伴侣关

系的地区中，因为台湾超过 80%的人口生活在能够享受合法同性伴侣关系的地方。奥地

利、芬兰和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在 2016 和 2017 年引入了共同收养法，我们发现目前全球

26 个国家制定了这类法律。更有 27 个联合国成员国允许同性第二家长收养（same-sex 

second parent adoption），这还不包括在地区法庭层面有了重大突破的意大利。 

 

 

 

本版说明 

.  

在本版中，我们着重提供我们所列出的 14 个栏目中各个国家的重要法条。为此，我们给

出简短的评述，讨论或解释法律条文及其语境。这种方式能够让我们更为确实地知道哪

些国家的法律使大多数人获得了保护（或遭受痛苦），还有哪些国家正在制定这类法律。

我们也用符号标示出例外情况——例如一国的部分地区允许实行特殊规定。因此，我们

制作了全面的“立法概览”。 

 

与去年一样，我们对本报告的“罪化”部分所列出的 72 个国家均进行了符号标记。通过

符号，你可以看到某个规定同性性行为为犯罪的条文仅适用于男性还是对男女都适用。 

 

各国国家导言中分别标记了该国是否存在覆盖性倾向议题的国家人权机构（绿点代表有，

红点代表没有，等等）。国家人权机构有着多种形式（国家人权委员会、平权机构、监

察专员办公室、公设辩护人等），并且，作为正规传播者，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以及

影响力。但它们一般扮演着公民社会、本地政坛、潜在同盟机构和地区性、国际性人权

机制的桥梁，而且通常只介入法律变革进程的早期阶段。 

 

最后一个标识（手铐）标明，根据我们在过去三年的调研，是否有证据证明在所涉国家

实施过逮捕。如果实施了逮捕，表明该国主动运用法律手段威慑和压迫性少数人士，进

而证明这类“罪化”立法的存在本身就有着“寒蝉效应”。通常逮捕由警察做出，目的

是从无助的人手中榨取贿赂或强迫发生性关系，并不会真的起诉。令作者们担忧的是，

传闻这种情况不计其数，却从未得到记录，而我们的案头调研也无法触及这些信息。 

 

为了更简单的理解一项法律实际上如何处罚，我们在所列实行罪化的国家的重要法条旁

注明了道德条款的实际术语。在一些国家导言中，尽管有些条款是轻微罪（如“严重猥

亵”等），但实际上得到了执行，我们也把相应条文列举出来。我们制作了一张实行罪

化情况的地图，将这些数据全部纳入其中。 

 

 “罪化”这一章通篇都提到了联合国机制（包括条约机构和普遍定期审议）在近年就性

倾向问题如何督促各国履行义务，包括 LGBTI 议题及关联议题。这些文本也提供了大量

二级资料来源（非政府组织、机构或媒体报道）的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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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 

 

在编纂和研究本版内容时，作者心中的首要问题是“（法律）保护”的问题。近年来，

除了各国取得的显著成果，我们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看到了对人权原则的根本性挑战，对

人权捍卫者更大的威胁，以及公民社会正在受到的制约。 

 

在上述条件下， ILGA 的联合国项目组成员 André du Plessis、Diana Carolina Prado 

Mosquera 和 Kseniya Kirichenko 撰写了下列章节：联合国新任 SOGI 问题独立专家角色、

2016 年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发展、联合国 7 个条约机构（共 10 个）就性倾向议题所采取

的更积极的举动。 

 

 

今年我们的“全球视野”部分由全球各区域的团队共同撰写。Anthony Oluoch 和 Monica 

Tabengwa 探讨了非洲大陆 LGBT 人群可见度提高为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高了社群

自信心和组织性，但 SOGI 人权捍卫者及一些人也被迫保持沉默或损失钱财。 

 

对于美洲的 LGB 人群处境，Fanny Gómez-Lugo 和 Víctor Madrigal-Borloz 提供了美洲国家

组织（Organis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简称 OAS）与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 2016 年的进展，

以及与此同时在教育、伴侣关系及其它形式法律保护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然而，他们也

指出，针对 LGBT 人群的暴力行为不断增加，而将 LGB 人群排除在法律和政策保障之外

的势力正在集结。 

 

Douglas Sanders 教授撰写了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其中包括以下人士所提供的宝贵信息：
Anna Arafin, Jean Chong, Jack Lee, Mingke Liu, Daniele Paletta, Yuli Rustinawati, Minhee Ryu, 

Azusa Yamashita, 和 Bin Xu。她／他们说明了这些地区有体系的政治性“恐同”正在日益

增长， 但当地也在发生积极的对话，去寻求使人们免于歧视的法律保护。我们从南亚地

区的 Joyjayanti Chatterjee, Namrata Mukherjee, Nitika Khaitan, Nivedita Saksena, Shohini 

Sengupta 和 Shruti Ambast 处获得了即时资讯，她／他们指出，这些国家对于“罪化”法

律的态度正在倒退，但当地的倡导力量依然强大。由于可能引起危险，中东部分的作者

要求匿名，他们提供了中东地区的信息，描述了由于性倾向的原因，无数人正处于危险

之中。 

 

ILGA 欧洲团队从其年度报告和彩虹指数中提炼了 2016 年和 2017 年初欧洲发展综述。他

们着重呈现了 LGBTI 人群面临寻求庇护、民粹主义激化等各种问题交织的现实。他们指

出新的关于 LGB 人群的立法步伐已经放缓，以及为什么需要将重点转变到执行已有的立

法成果。 

 

关于大洋洲 LGB 人群的法律环境，Raymond Roca 和 Henry ‘Aho 提供了近年发生的变化，

尤其是针对歧视以及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的进展。虽然废止罪化同性性行为

的法律在短期内不会实现，但大洋洲的区域性倡导和国家倡导的凝聚力正在逐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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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向那些在制作本版时为我们提供帮助的众多人士表达 ILGA 最深切的感谢，其中，

作者希望特别感谢对本版做出贡献的以下各位： ILGA 的 Renato Sabbadini、Natalia 

Voltchkova、Daniele Paletta 和 André de Plessis，Maks Klamer （独立社会科学研究者，

Maria von Kaenel（NEFLA），Tashwill Esterhuizen 和 Anneke Meerkotter (SALC，Eric 

Gitari、Faith Gaitho、Ty Cobb（HRC，Danish Sheik 以及 George Robotham 和 Santiago 

Ramayo，以及其他许多人。我们希望感谢下面这些信息来源方：万花筒信托（ the 

Kaleidoscope Trust）的出版物 Speaking Out、ARC 国际（ARC-International ）在线资源、

the Erasing 76 Crimes 新闻资源（Colin Stewart）、普遍定期审议信息数据库、世界政策分

析中心（the World Policy Analysis Centre）、公民自由监督（the Civic Freedom Monitor）

和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以及许多其他资源。我们衷心感谢英国国王学院

Robert Wintemute 教授和莱顿格劳秀斯中心 Kees Waaldijk 教授多年来的帮助。 

 

特别感谢 Renné Ramos 对本版报告的设计和排版，以及 Eduardo Enoki 精细调整今年的地

图。我们也非常感谢 Eva-Richardson McCrea 为本报告翻译为俄语、中文、西班牙语、法

语和阿拉伯语所作的前期准备。 

 

我们衷心感谢本报告的下列译者：西班牙语（María Laura Speziali 和  Lucas Ramón 

Mendos）、法语（Emmanuel Lauray）、阿拉伯语（Ezzedin Fadel）、俄语（Inna Iryskina）

和中文（后萍、宫羽、刘佳佳、张婧）。同时，我们非常感谢 Kseniya Kirichenko, Ghaith 

Arar, Yiu Tung Suen, Christelle Vieux, Ruby Young Yuk Chau 和 Eliz Wong Miu Yin 的进一

步翻译工作。 

 

本报告第 12 版由 Aengus Carroll 和 Lucas Ramón Mendos 基于 2006 年到 2010 年报告

（Daniel Ottosson）、2011 年报告（Eddie Bruce-Jones 和 Lucas Paoli Itaborahy）、2012 年

报告（Lucas Paoli Itaborahy）、2013 和 2014 年报告（Lucas Paoli Itaborahy 和 Jingshu 

Zhu）、2015 年报告（Aengus Carroll 和 Lucas Paoli Itaborahy）以及 2016 年报告（Aengus 

Carroll）等版本调研并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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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层面增强 SOGIESC 的法律保护、交叉议题分析

2016 年 
 

ANDRÉ DU PLESSIS, DIANA CAROLINA PRADO MOSQUERA 和 KSENIYA KIRICHENKO 

 

2016 年，联合国各部门围绕 SOGIESC 人权保护以前所未有的广泛程度开展了各种活动。关于人

权应包括所有人而不论其地位如何的意识迅速提升，在联合国各成员国间同时激起了赞同和反对

两种反应。下面几篇由 ILGA 联合国项目组成员撰写的文章，介绍了联合国内部正在发生的一些

事件，显示了联合国新任 SOGI 问题独立专家、普遍定期审议机制、联合国条约机制对推动“性

倾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或生理性别特征”（合称“SOGIESC”）相关人权方面的性质和相关

性。 

 

 

联合国 SOGI（性倾向和性别认同）问题独立专家 
ANDRÉ DU PLESSIS  

ILGA 联合国项目与倡导主任 

 

毫无疑问，2016 年，联合国在 SOGIESC 方面最大的进展是创设了一项新的特别程序：联合国关

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问题独立专家。 在顶住联合国成员国的强烈反对、力挺设置这一职位的倡导

工作中，ILGA 起了核心作用，目前正在与这个职位的第一任专家 Vitit Muntarbhorn 教授紧密合作。 

 

 

独立专家职位委任的由来 

截至 2016 年初，尽管人权高专办（OHCHR）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已经努力多年，做了很多工作，

但保护 LGBT 和间性人群体的机制还远远不够。国际层面上，没有专门致力于系统、综合改善

LGBT 群体人权处境的人权机制。 

 

ILGA 全球委员会于 2017 年 3 月一致同意通过一项决定：ILGA 将在与各地区民间组织多年努力

联合倡导的基础上，呼吁设立一个新的委任职位。 

 

到 6 月，通过全球范围内的联络和发动，ILGA 的倡议得到了足够多的人权捍卫者的 加入和支持，

稳稳达到了在日内瓦的人权理事会创设该职位所需的赞成票数。来自全世界 151 个国家的 628 家

NGOs 呼吁联合国采取切实行动制止针对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暴力，并创设一个独立专家的席位。 

 

在 Muntarbhorn 教授于 11 月 1 日开始履职之后不久，一些国家妄图阻挠这一职位的设立，连续四

次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起投票，ILGA 与各人权捍卫者不得不再次力争，设法保住这一职位。

来自世界各地的倡导者们不知疲倦地协力运作，成功捍卫了这一职位。 

 

 

独立专家的工作职责 

民间组织需要这一职位的原因有很多。联合国各成员国在决议中列出了对 Muntarbhorn 教授的最

终“指示”，就是决定设立这个职位，并有效授权独立专家作为专门解决基于 SOGI 的暴力歧视问

题的国际专员来开展工作。决议要求独立专家每年须向位于日内瓦的人权理事会和位于纽约的联

合国大会提交一份报告，并授权她／他（经有关国家同意后）对有关国家进行访问，接收来自遭

遇人权侵犯问题的个人提交的申诉，并对收到的这些申诉采取行动。 

http://www.ohchr.org/EN/Issues/SexualOrientationGender/Pages/Index.aspx
http://www.ohchr.org/EN/Issues/SexualOrientationGender/Pages/VititMuntarbhorn.aspx
http://www.lan.ohchr.org/EN/Issues/Discrimination/Pages/LGBT.aspx
http://goo.gl/3z1fKk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0220
http://ilga.org/downloads/HRC32_Global_Call_SOGI_Independent_Expert.pdf
http://arc-international.net/research-and-publications/new-arc-reports/a-success-in-2016-the-first-un-independent-expert-on-sexual-orientation-and-gender-identity/
http://arc-international.net/research-and-publications/new-arc-reports/a-success-in-2016-the-first-un-independent-expert-on-sexual-orientation-and-gender-identity/
http://www.nbcnews.com/feature/nbc-out/united-nations-narrowly-votes-keep-lgbtq-envoy-n697996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6/154/15/PDF/G1615415.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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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GA 特别高兴看到决议中包含了以下这几部分。譬如，第 3（b）款要求独立专家提高基于 SOGI

的暴力歧视的认知度，识别并解决导致这些暴力歧视的深层原因。这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比如

说，如果仅仅考察肢体暴力的话，女同性恋者面临的暴力问题就没法真正解决。只有寻根究底地

挖掘相关深层次原因，诸如贫困、女同性恋者在社会上的能见度低、性别权力分布不均、缺乏对

自身的自主能力，以及利用甚至滥用性别成见压迫女性等。我们很高兴独立专家被要求深入挖掘

这些原因。 

 

3(d)款要求独立专家解决相关人群面临的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形式多样的、与其他议题相交

叉的以及严重的暴力和歧视。对 ILGA 来说，这项职能非常重要，因为它确认了 SOGI 议题与更

广泛的性别平等、贫穷、阶级、身体自主权、性健康与性权利等议题密不可分。 

  

这一方法允许独立专家深入检验并指出特定社会中存在的歧视和暴力的根源，由此得以聚焦那些

不在其固有职权范围内的问题。 

 

 

对话各国 

我们想特别解释下决议第 3 款：第 3(c)款要求独立专家与各国展开积极对话。建立这种对话机制

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迫切需要的，特别是那些觉得无法支持设立独立专家这一职位的国家，以及

那些对性/别多元特别敌视的国家。 

 

在 ILGA 呼吁设立这一职位时，我们曾经解释过，首先，独立专家可以通过揭示所有国家和地区

在解决基于 SOGI的暴力和歧视方面都面临很多挑战，来消除对 SOGI议题本身的极端态度。 

 

其次，我们认为，这项授权可以通过展示并支持各国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时指出侵犯权益的情形

来发挥作用。独立专家（与各地的 SOGI 倡导者们一道）将与那些可能认为谈论 SOGI 议题都很

困难或感到不舒服的人展开深入、有原则、互谅互让的理性对话。 

 

在这些对话中，他将不断与专家们，也就是那些生活工作在最敌意、困难的环境中的 SOGIESC

人权捍卫者们，取得联系。他们最清楚怎么开展这些对话。 

 

我们中的许多人，一辈子都献身在这场推动变化的运动当中。在这场运动中，我们的人类同胞的

心灵和理智在发生的缓慢而稳步向前的进步是我们采取的策略的核心。我们时常会伤感地认识到，

我们穷其一生也无法实现我们今日为之努力想达成的目标。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 

 

 

打好攻坚战.  

SOGI 独立专家的决议不仅包含各国对履行上述职责的操作指示，还包含奠定决议基调的序言段

落。 

 

紧接着一段对《世界人权宣言》 (UDHR )的引述，序言第二段引用了 1993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

纲领》中的一段：“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须

考虑，但是各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和基本

自由。” 

 

这是人权框架的核心。推动和保护一切人权是所有国家的义务，无论该国文化和其他方面的体系

如何。 

 

http://www.un.org/en/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
http://www.theadvocatesforhumanrights.org/human_rights_ba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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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激烈争执的投票程序，SOGI 独立专家职位最终设立了。但是，那些反对这一决议的国家却

也成功地在序言中夹塞了一些表达他们疑虑的段落。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愿不愿意，我们看到，这

些段落传达出的，是对讨论这些议题的恐惧。 

 

更加重要的是，这些硬塞进去的段落甚至都没有提到 SOGI。 他们要么死抠对话程序，要么一再

强调那些妨碍对话的地缘政治因素。 

 

他们着眼于以下这些问题： 

• 人权是所有人的人权，不是少部分人的权利 

• 应当给予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宽容以同等注意  

• 地方性的、传统的、宗教的价值体系非常重要 

• 应该在地方层面上展开讨论 

• 不应该对一国施加外部压力，特别是不能通过拒绝国际发展援助的方式施压 

• 有些概念或观念不应该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讨论  

•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这些表述的背后是恐惧和忧虑，远超于对一个人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顾虑。我们可能不同意其中

的一些，或一概不同意；我们也可能对其中一两条感到有些踌躇。但我们知道，这些问题会在我

们的工作中一次次浮现出来。对这些段落的忽视将我们置于险境，事实上，它们又可以被视做在

独立专家（以及我们所有人）不可避免要参与其中的这场无比艰难的对话中按图索骥的工具。 

 

 

 

CLOSING THOUGHTS  

最后的一点想法 

 

没有任何 LGBTI 人士会自愿卷入这些地缘政治的讨论中去。归根结底，我们是和其他人一样的，

生而自由、平等、享有尊严和权利的人。 

 

随着我们与这一职位担任者未来几年的工作逐步展开，我们希望独立专家能不时地回到

这个基本出发点。当他在这一过程中步履维艰时，我们希望他能专注在人本身，而不是

所谓的议题。总之，正如序言第一段引用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说的那样。所有人。

一切人。 

 

 

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UPR） 
 

DIANA CAROLINA PRADO MOSQUERA  

ILGA 联合国项目和倡导官员 

 

2006 年 3 月，联合国建立普遍定期审议（UPR）机制，并于 2008 年初开启工作日程。这

一机制过去是，并将持续是一项独特的、有价值的人权问责机制。正如 UPR 这个名字所

表示的，它是普遍的，因为它适用于联合国所有 193 个成员国，因此也是现有唯一一个在

地缘上普遍适用的人权机制。在适用范围上，它也是普遍的：它适用于所有人权问题的

解决，包括与人的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及生理性别特征（SOGIESC）相关的人

http://hrlibrary.umn.edu/iwraw/Inst-building-UN.pdf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UPR/Pages/UPRSession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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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议题。UPR 还是一项定期循环、每四到五年就要在各成员国间轮流一次的审议程序，

并且不允许拖延。它最独有的特征是 UPR 为各国提供了一次审议别国人权记录，同时接

受别国审议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UPR 实际上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开启了解决 SOGIESC

问题的新的对话机遇。 2017 年初，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开始，意味着到目前为止，各成

员国已经接受了两轮审议。 

 

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的“结论性意见”和“一般性意见”性质上要比 UPR 中的建议类型更具体、

更具技术性。作为国际法应用的向导，条约机构的建议由人权专家根据各自专业能力，而不是作

为政府代表来出具，这一点在他们措辞或方法的选择上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因素。不过，关键还是

UPR 已经表现出的对话性质：它可以作为开启不同政府间就 SOGIESC 进行对话的空间，这种对

话在其它地方可能是不受欢迎或不被容忍的。正如某国政府代表最近所言，有时，UPR 成了大家

不会各怀戒备地讨论 SOGIESC 议题的唯一空间。 

 

我们 2016 年底发布的联合研究报告显示，通过这些年的参与，民间组织已经很了解 UPR 的操作

了。UPR 报告日程和体系比较可靠，即使有些国家不太配合也能运行，这在 ILGA 的倡导策略中

至关重要（菲律宾考虑推迟其 2017 年的审议，以色列则缺席了 2013 年的审议）。而且，我们经

常看到，UPR 还是很多倡导者利用国际人权标准形成其国内倡导理由，以及进入联合国及地区其

他人权机制的起点。 

 

过去十多年，关于 SOGIESC 议题的 UPR 建议有 1100 多条，占所有建议总数的 2.5%（参见 联合

报告第 28 页）。其中，关于性倾向的建议占一半。其余建议中，绝大部分关于笼统的“LGBT”或 

“LGBTI”议题。只有少量的建议针对性别认同和表达，而 2016 年所有建议中只有一条关于间性人

议题（澳大利亚给冰岛的非歧视建议，第 115.44段）。 

 

UPR 机制有助于促使各国针对 SOGIESC 议题采取明确或不明显的措施。譬如 ，这一机制被

SOGIESC 人权捍卫者们认为是帮助他们促成以下变化的工具之一：塞舌尔和瑙鲁实现同性关系去

罪化（两国分别在 2011 年的审议中承诺去罪化，并在 2016 年第二轮审议中宣布去罪化）；苏里

南和希腊将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纳入保护性立法；洪都拉斯和荷兰就 SOGI 在刑法中增加仇恨犯罪

条款。另外，在 UPR 过程中提出的建立解决暴力和歧视问题的机构也实际建立起来，比如斐济的

人权与反歧视委员会。无论是具有很高的公众影响力，还是说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注意，我们认为

（第 86 页），UPR 机制是有用的，它催生了围绕 SOGIESC 议题的公众讨论和考量。 

 

UPR 机制的效力也有明显的限制。尽管它开启的对话讨论方兴未艾，甚至还是创造这种讨论空间

的一个机制，但目前为止还缺乏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些对话得到了民间社会、提出建议的国家、接

受审议国家的充分跟进。其次，非常难以评估已被接受建议的执行和后续发展，只有 64 个国家和

3 个非国家实体提交了审议中提出的执行措施的自愿中期报告。 

 

关于中期报告制度，很明显，要保证各国完全履行其承诺，在 UPR 对话的基础上行动，需要持续、

系统的执行监督措施。在 UPR 审议间隔期间以及执行情况报告程序中，民间组织在提供数据、建

设关系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 

 

举例来说，阿尔巴尼亚是 2017 年初提交中期报告为数不多的几国之一。该国汇报了对三项已接受

的 SOGI 议题建议（来自阿根廷、法国和葡萄牙）的积极执行情况：2015 年，议会批准一项保护

LGBT 人士权利与自由的决议；2016 年，阿尔巴尼亚通过一项关于 LGBT 人士权利的行动计划；

劳动法和刑法都在反歧视条款中增加了“性别认同”，或者将之规定为犯罪加重情节。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treaty/glossary.htm
http://arc-international.net/wp-content/uploads/2016/11/SOGI-report-October-2016-1.pdf
https://www.upr-info.org/en/news/philippines-request-for-deferral-of-upr-rejected
https://www.upr-info.org/en/news/israel-absent-its-own-upr
http://arc-international.net/wp-content/uploads/2016/11/SOGI-report-October-2016-1.pdf
http://arc-international.net/wp-content/uploads/2016/11/SOGI-report-October-2016-1.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iceland/session_26_-_november_2016/a_hrc_wg.6_26_l.4_iceland_0.pdf
http://arc-international.net/wp-content/uploads/2016/11/SOGI-report-October-2016-1.pdf
http://arc-international.net/wp-content/uploads/2016/11/SOGI-report-October-2016-1.pdf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UPR/Pages/UPRImplementation.aspx
https://www.upr-info.org/followup/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lbania/session_19_-_april_2014/albania-midterm-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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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PR 机制中推动各国围绕 SOGIESC 议题展开对话，挑战重重。比如，苏里南代表在 2016年时

就说：“作为一个多文化社会，[SOGIE] 这个话题需要建立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商讨基础上，这种

商讨应当是所有社会部门，包括民间组织广泛参与的。”要对话，但也要警惕对任何所谓的对话都

照单全收，因为有时候对话可能被理解为承认人权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民间组织应当借助这种对

话机会教育、告知、协助各国在其本国内实施国际人权法。 

 

UPR 程序有助于那些仍存在同性关系刑罪化规定的国家政府考虑其他的保护性规定。譬如，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达，以及斯威士兰就在 UPR 工作组会议中表示，“尽管”他们还有对同性性行为入罪

的立法，但是他们尊重 LGBTI 人群受宪法保护的民事权利，且不会将现行的对同性关系入罪的法

律运用在相互合意的成年人之间。从长远的 SOGIESC 倡导来说，这类表述在提高公众意识和进

行教育工作方面显然是往前迈进了一步。 

 

UPR 在推动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间性人权益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UPR

机制推动民间组织对话的深化，并随之促成实质性的实施行动。法律、政策方面的变化会集中展

现这一机制的有效性，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个机制给人权捍卫者们提供了与其本国政府和各机构

开展对话、搭建桥梁的机会。 

 

 

联合国条约机制 
KSENIYA KIRICHENKO  

ILGA’联合国项目官员 

 

这部分聚焦 2016 年联合国条约机构（Treaty Body, 简称 TB）监督机制如何应对恐同暴力和歧视问

题的情况，也进一步审视 2016 年条约机构在看待性倾向歧视和贫穷、种族、移民或其他身份交叉

问题上的态度。请注意，以下内容从更技术性的文本（点击此处）中截取而来，并列明了支持这

篇短文观点的各种源文件链接。 

 

正如 ILGA 在 2014 和 2015 报告中汇报 的那样，近年来，所有条约机构官方提及 SOGIESC 的次

数显著增加：从 2014 年的 41 次，增加到 2015 年的 66 次。2016 年，条约机构听证中提及

SOGIESC 的次数首次过半：我们清点了一下，在 10 个条约机构的其中 7 个机构（人权事务委员

会(Human Rights Committee，  简称 HRCtee)，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简称 CESCR)，反酷刑委员会（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简称 CAT)，儿童权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简称 CRC)，消除针对妇女的

歧视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简称 CEDAW)，消除

种族歧视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简称 CERD）和残疾人权

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简称 CRPD)）的听证中，在 155 个

国家的结论性意见中，总共有有 79 次提到 SOGIESC。 

 

 

暴力 

2016 年，条约机构审查了不同形式的恐同暴力和虐待，包括仇恨犯罪、家庭暴力，以及强迫治疗。 

 

仇恨犯罪：条约机构已经提到的各种形式的暴力如下：国家代表（包括执法部门官员、军队人员、

个人）实施的暴力；杀害、暴力袭击、性暴力和其他形式的不公对待；笼统的，以及涉及具体案

件的暴力。比如，对马其顿、蒙古和 科特迪瓦的警察在因仇恨而起的暴力事件的报告、调查过程

中可能导致受害人不愿意报警的一些不当执法行为，以及 纳米比亚和 阿塞拜疆的执法部门人员对

http://old.ilga.org/documents/25_UPR_WORKING_GROUP_SESSIONS_SOGIESC_RECOMMENDATIONS.pdf
http://old.ilga.org/documents/25_UPR_WORKING_GROUP_SESSIONS_SOGIESC_RECOMMENDATIONS.pdf
http://ilga.org/downloads/UN_Treaty_Bodies_2016_strengthening_protection_unpacking_intersectionality.pdf
http://ilga.org/downloads/2014_UN_Treaty_Bodies_SOGIEI_References_clean.pdf
http://ilga.org/downloads/2015_UN_Treaty_Bodies_SOGIEI_References.pdf
http://ilga.org/what-we-do/united-nations/treaty-bodies/ilgas-engagement-with-the-treaty-bodies/
http://www.institut-fuer-menschenrechte.de/en/topics/development/frequently-asked-questions/8-what-are-concluding-observations/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ISR%25252fQ%25252f5&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ISR%25252fQ%25252f5&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5252fC.12%25252fMKD%25252fCO%25252f2-4&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MNG%25252fCO%25252f2&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CIV%25252fQPR%25252f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MNG%25252fCO%25252f2&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NAM%25252fCO%25252f2&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AZE%25252fCO%25252f4&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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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性恋者滥用职权、敲诈勒索等行为，均提出了担忧。条约机构要求这些政府提供仇恨暴力的

投诉、调查、起诉、定罪、惩处的统计数据，以及对受害人的救济措施，和对仇恨犯罪相关问题

的回应。 

条约机构提出的对这些与仇恨犯罪相关问题的应对措施包括：确保及时、全面、公正的调查，将

加害人绳之以法（白俄罗斯，厄瓜多尔，土耳其和美国）；通过仇恨犯罪立法，明确规定因为恐

同施加暴力的，应作为加重情节考虑（波兰）；建立司法公正和投诉机制等救济措施（海地）；

培训执法部门和卫生服务部门工作人员有关家庭和性别暴力、性倾向暴力的内容（南非）。 

 

强制治疗: 反酷刑委员会和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对厄瓜多尔的审议中广泛分析了所谓的“扭转治疗”的

医疗行为，涉及对妇女被强制关进私营戒毒治疗中心、受虐、以及实施“性向扭转或去同性恋治疗”

的调查，事实上，这些行为的加害人并没有受到严惩，受害人也没有得到赔偿。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委员会和 儿童权利委员会 2016 年出具的一般性意见也谴责了这种行为。在对突尼斯的审

议中，反酷刑委员会建议突尼斯禁止为了收集[违反刑法的]同性性行为的证据而强制对相关人员

做肛门检查。 

 

家庭暴力: 条约机构还讨论了两种情形下的家庭暴力：同性关系中的伴侣暴力和不接受 LGBTI 关

系的家长、兄弟姐妹或其他家庭成员实施的暴力，包括强迫结婚和所谓“荣誉谋杀”。 

 

仇恨言论: 2016 年，条约机构还经常讨论到煽动恐同仇恨或仇恨言论问题，例如蒙古和波兰的政

客、国家工作人员、宗教人士和媒体的言论（比如布基纳法索），涉及豁免权（爱沙尼亚）、解

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措施（塞尔维亚）和对受害人的保护（加纳）。值得注意的是，条约机构还提

到了“数字”形式的恐同仇恨言论，包括社交媒体、互联网和在线论坛上的敌意行为（斯洛伐克, 斯

洛文尼亚，阿塞拜疆）。条约机构对此已多次回应（参见此处）。 

 

 

歧视 

2016 年，条约机构表达了他们对不同领域中存在的性倾向歧视的担忧，包括卫生健康（如肯尼亚、

纳米比亚、牙买加），性与生殖服务（如巴拉圭和 2016 年一般性意见 22 条），就业（多哥、泰

国等多个国家），服务提供（挪威），教育（泰国、牙买加等多个国家），以及住房保障（如多

哥和纳米比亚）。 

 

2016 年，在若干场合下，条约机构要求政府通过综合政策解决歧视问题（比如 哥斯达黎加和 多

米尼加）。条约机构一再申明，综合性的反歧视立法在保护公民免遭性倾向歧视方面起着关键作

用（有关信息参见此处）。此类立法应将性倾向明确纳入保护事由当中，界定直接、间接歧视以

及多重歧视，应当禁止公共场所和私人领域的歧视，应建立歧视案件中的救济机制，如有必要，

还应采取临时性的特别措施。除了通过反歧视立法，各国还应取消现存的所有歧视性立法规定。 

 

正如人权事务委员会 2016 年向丹麦和波兰阐述的那样，针对性倾向歧视的措施应包含一套可操作

的申诉机制，并确保当事人获得有效救济，包括向法院和国家人权机构求助。 

 

在上述措施和途径之外，还可以举办提高公众意识的活动，修改那些强化负面刻板印象的高校教

材，并为医护人员、社工和执法部门及其他公共部门官员等专业人士提供意识提升培训（条约机

构 2016 年建议列表在此）。 

 

 

交叉议题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25252fC%25252fBLR%25252fCO%25252f8&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ECU%25252fCO%25252f7&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TUR%25252fQ%25252f4&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USA%25252fQPR%25252f6&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POL%25252fCO%25252f7&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25252fC%25252fHTI%25252fCO%25252f8-9&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ZAF%25252fCO%25252f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ECU%25252fQ%25252f7&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ECU%25252fQPR%25252f6&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5252fC.12%25252fGC%25252f22&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5252fC.12%25252fGC%25252f22&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25252fC%25252fGC%25252f20&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TUN%25252fCO%25252f3&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5252fC.12%25252fSWE%25252fQ%25252f6&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AZE%25252fQ%25252f4&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MNG%25252fQ%25252f6&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MAR%25252fCO%25252f6&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POL%25252fCO%25252f7&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fC%2fBFA%2fCO%2f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EST%25252fQPR%25252f4&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SRB%25252fQ%25252f3&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fC%2fGHA%2fQ%2f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25252fC%25252fGC%25252f20&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SVN%25252fCO%25252f3&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SVN%25252fCO%25252f3&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AZE%25252fCO%25252f4&Lang=en
http://ilga.org/downloads/UN_Treaty_Bodies_2016_strengthening_protection_unpacking_intersectionality.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5252fC.12%25252fKEN%25252fCO%25252f2-5&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5252fC.12%25252fNAM%25252fQ%25252f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JAM%25252fQ%25252f4&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QPR%25252fPRY%25252f4&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5252fC.12%25252fGC%25252f22&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TGO%25252fQPR%25252f5&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THA%25252fQ%25252f2&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THA%25252fQ%25252f2&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NOR%25252fQPR%25252f7&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THA%25252fQ%25252f2&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JAM%25252fQ%25252f4&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TGO%25252fQPR%25252f5&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TGO%25252fQPR%25252f5&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5252fC.12%25252fNAM%25252fQ%25252f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5252fC.12%25252fCRI%25252fCO%25252f5&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5252fC.12%25252fDOM%25252fCO%25252f4&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5252fC.12%25252fDOM%25252fCO%25252f4&Lang=en
http://ilga.org/downloads/UN_Treaty_Bodies_2016_strengthening_protection_unpacking_intersectionality.pdf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6/180/52/PDF/G1618052.pdf?OpenElement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POL%25252fCO%25252f7&Lang=en
http://ilga.org/downloads/UN_Treaty_Bodies_2016_strengthening_protection_unpacking_intersectional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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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版的《国家助长的恐同》报告中，性权利项目组提到了 SOGIE 倡导中采取交叉研究方

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联合国条约机构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并且所有的条约机构都已经或多或少地发现，性倾向和其

他因素（诸如性别、种族、残障、HIV/AIDS、拘留/监禁状况、移民和难民身份、年龄、是否参

与人权活动等）交缠在一起，往往会导致多重歧视和/或交叉歧视。 

 

很显然，相关问题大多是由人权委员会提起的：比如，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提出性倾向与性别

的交叉议题，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出种族和性的交叉议题，儿童权利委员会提出年龄与性倾向

的交叉议题，等等。但是，条约机构也在主要工作领域之外，尝试从多个角度解决多重歧视问题。 

 

残障: 在向六个国家（这六个国家分别是：哥伦比亚，塞浦路斯，伊朗，意大利， 立陶宛，乌干

达）提出的《问题清单与结论性意见》中，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解决 SOGIESC 问题方面取得了

重大进展，这六个国家在 2016 年审议的总共 14 个国家中占到了 43%（2015 年，只有一个国家收

到了来自委员会包含 SOGIESC 内容的建议，2014 年则一个也没有提及）。参见此处有关残障和

SOGIESC 的详细清单。 

 

HIV/AIDS: 很令人意外的是，2016 年，条约机构没有审查 HIV/AIDS 和性倾向之间的交叉性。只

有人权事务委员会问了一个特别针对哥斯达黎加的问题，儿童权利委员会也在其关于青春期儿童

权利实现的一般性意见（第 62 段）中提到了这个问题。 

 

拘留／监禁: 2016 年，性倾向与拘留/监禁之间的交叉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引起了条约机构的注

意。他们呼吁采取行动，解决 LGBTI 人群的拘留、隔离、歧视、仇恨言论、暴力，以及其他犯人

对“同性恋犯人”的羞辱虐待等问题。基于对各国的审查，反酷刑委员会号召政府部门制止针对“同

性恋犯人”的歧视和暴力，取消羞辱性的和非自愿的隔离，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贬低、羞辱行为，

并对所有此类指控展开有效的调查，将加害人绳之以法。条约机构还指出那些对同性性行为课罪

的国家基于性倾向的任意逮捕与拘留问题。参见此处有关拘留/监禁和 SOGIESC 的详细参考清单。 

 

种族: CRPD 在审议乌拉圭的过程中审查了种族歧视和基于性倾向的歧视的交叉问题。委员会对非

裔乌拉圭人的处境表示担忧，并建议该国采取措施，解决 LGBTI 成员面临的多种形式的歧视问题，

包括将“民族-种族”视角正式纳入解决针对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的措施中去。 

 

移民身份: 2016 年，移工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Migrant Workers， 简称 CMW) ，这个在我们

此前的报告分析中一直没有提到的委员会，也开始解决性倾向相关的问题，表现在其 2016 年对洪

都拉斯和墨西哥的定期审议中。 

 

难民身份: 2016 年，人权事务委员会和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着手解决由于遭受针对其性倾向的

暴力和骚扰而逃离祖国的难民的问题。成员国被要求回答：如果某人因为性倾向被迫害，是否可

以在该国提出避难申请？为了确保在决定是否给予难民庇护的流程中充分注意到性别因素，成员

国采取了哪些步骤？比如有没有给第一时间接收避难申请的官员关于处理基于性别的迫害和基于

SOGI 的迫害情况的指导手册？此外，委员会还审查了（澳大利亚和 纳米比亚）基于性倾向的迫

害有关的不驱回原则（non-refoulement）。 

 

年龄: 很自然，年龄和性倾向的交叉问题主要是有儿童权利委员会（CRC）来解决的。在不少场

合下，CRC 都表达了对针对 LGBTI 儿童的歧视问题的担忧，并对此给出了一般性应用（而不是

具体的）后续建议。不过，2016 年，CRC 也给超过 17 个国家提出了以下这些歧视问题的广泛建

议：缺乏信息获取途径、结构性歧视（教育以及医疗卫生等其他基础服务），以及通过媒体传播

http://old.ilga.org/Statehomophobia/ILGA_State_Sponsored_Homophobia_2015.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PD%25252fC%25252fCOL%25252fCO%25252f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PD%25252fC%25252fCYP%25252fQ%25252f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PD%25252fC%25252fIRN%25252fQ%25252f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PD%2fC%2fITA%2fCO%2f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PD%25252fC%25252fLTU%25252fCO%25252f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PD%25252fC%25252fUGA%25252fCO%25252f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PD%25252fC%25252fUGA%25252fCO%25252f1&Lang=en
http://ilga.org/downloads/UN_Treaty_Bodies_2016_strengthening_protection_unpacking_intersectionality.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CRI%25252fQ%25252f6&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25252fC%25252fGC%25252f20&Lang=en
http://ilga.org/downloads/UN_Treaty_Bodies_2016_strengthening_protection_unpacking_intersectionality.pdf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RD.aspx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RD%25252fC%25252fURY%25252fCO%25252f21-23&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MW%25252fC%25252fHND%25252fCO%25252f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MW%25252fC%25252fHND%25252fCO%25252f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MW%25252fC%25252fMEX%25252fQPR%25252f3&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AZE%25252fQ%25252f4&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25252fC%25252fURY%25252fQ%25252f8-9&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AUS%25252fQPR%25252f6&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NAM%25252fCO%25252f2&Lang=en
http://www.unhcr.org/publications/legal/419c75ce4/refugee-protection-international-law-scope-content-principle-non-refoul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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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污名、霸凌、网络欺凌、仇恨言论、对同性家长的歧视等。CRC 还分析了马尔代夫和 伊朗

的同性性行为刑罪化对该国少年儿童的影响。CRC 还发布了包含给青少年的重要指南的 2016 年

一般性意见 20 条。这部分完整的列表和链接在此。 

人权捍卫者：2016 年，条约机构还特别关注了 LGBTI 活动家和人权捍卫者因为所从事的活动而

面临的处境和风险问题，比如遭到骚扰、恐吓、暴力，其中涉及以色列、土耳其、 加纳、南非、 

多哥、 海地、阿根廷，以及白俄罗斯。某些情况下，联合国专家曾要求成员国（包括黑山和土耳

其）提交某些具体案件的信息，比如对 LGBTI 游行和 LGBTI 活动中心的暴力袭击。一些问题和

建议与实现 LGBTI人群的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的权利相关（参见 阿塞拜疆、 洪都拉斯、 蒙古、 

波兰）。 

 

性别: 2016 年，反酷刑委员会和人权事务委员会都把针对妇女的恐同暴力问题提上了日程（比如

克罗地亚和 纳米比亚），而这个领域的主要工作则是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CEDAW）在做。

理论上来说，CEDAW 把 LBTI 妇女归入“弱势妇女群体”，通常包括在其“结论性意见”同名章节

下的相关段落中（资源链接在此） 

 

在主要由 CEDAW 处理的与性别和性倾向交叉的诸多问题中，比较突出的是仇恨犯罪和对此类行

为缺少适当的调查和起诉（六个国家，见此）。在 土耳其的案例中，CEDAW 深入分析了压迫

LBT 妇女的各种因素，特别是关于仇恨犯罪和刑法中可以用来减轻加害人刑罚的“不当刺激”概念

相关的问题。在审议亚美尼亚的过程中，CEDAW 还处理了针对 LBTI 妇女的仇恨言论问题，而

委员会在 2016 年并没有讨论这个话题。许多情况下，CEDAW 审查与 LBTI 妇女歧视相关的问题，

涉及很多具体领域，比如教育、就业、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或通过“反宣传”法这样的具体方式

导致的问题。最后，2016 年，CEDAW 还处理了刻板印象和司法公正的问题（所有信息参见 此

处）。 

 

尽管多次提到 SOGIESC，但不代表 CEDAW 真的完全欢迎这个议题，也不代表她们在很多情况

下真的理解 LBT 妇女的处境。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矫正式强奸”就可能被 CEDAW 提出的一些

立法改革建议排除在外，女同性恋者的生殖健康问题亦然。迄今为止，尽管委员会已经反复呼吁

披露这些信息，但是还没有国家或者民间组织表现出积极收集此类数据信息的能力。 

 

 

结束语 
 

毋庸置疑的是，保护相关人群免遭基于 SOGIESC 的暴力和歧视已经成为许多联合国条约机构的

关注点或工作内容。不过，ILGA 会持续评估倡导策略发展所面临的有趣而重要的机遇，而这些

机遇隐含在对性倾向与其他诸如性别、残障、种族等因素的交叉问题的更加深入的分析之中。 

 

条约机构的工作需要针对 SOGIESC 的可靠的定量、定性数据分析的支撑。强有力的倡导

策略旨在借助所有委员会或其他联合国机制的力量来开展工作。由于条约机构结论性意

见的性质，交叉性议题可以通过在与特别程序担当人，或条约机构的私下沟通中得到最

深入的分析。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25252fC%25252fMDV%25252fCO%25252f4-5&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25252fC%25252fIRN%25252fCO%25252f3-4&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25252fC%25252fIRN%25252fCO%25252f3-4&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25252fC%25252fGC%25252f20&Lang=en
http://ilga.org/downloads/UN_Treaty_Bodies_2016_strengthening_protection_unpacking_intersectionality.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ISR%25252fQ%25252f5&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TUR%25252fQ%25252f4&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GHA%25252fQ%25252f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ZAF%25252fCO%25252f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TGO%25252fQPR%25252f5&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25252fC%25252fHTI%25252fCO%25252f2-3&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25252fC%25252fARG%25252fCO%25252f7&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25252fC%25252fBLR%25252fCO%25252f8&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MNE%25252fQPR%25252f3&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TUR%25252fQ%25252f4&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TUR%25252fQ%25252f4&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AZE%25252fCO%25252f4&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HND%25252fQ%25252f2&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MNG%25252fQ%25252f6&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POL%25252fQPR%25252f7&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5252fC%25252fHRV%25252fQPR%25252f6&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NAM%25252fCO%25252f2&Lang=en
http://ilga.org/downloads/UN_Treaty_Bodies_2016_strengthening_protection_unpacking_intersectionality.pdf
http://ilga.org/downloads/UN_Treaty_Bodies_2016_strengthening_protection_unpacking_intersectionality.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25252fC%25252fTUR%25252fCO%25252f7&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25252fC%25252fARM%25252fCO%25252f5-6&Lang=en
http://ilga.org/downloads/UN_Treaty_Bodies_2016_strengthening_protection_unpacking_intersectionality.pdf
http://ilga.org/downloads/UN_Treaty_Bodies_2016_strengthening_protection_unpacking_intersectionality.pdf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SP/Pages/Introduction.aspx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SP/Pages/Introduc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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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概览 
 

 

同性性行为的合法性 
本概览列出了同性性行为没有被规定为犯罪的 124 个国家导言（含 122 个联合国成员国以及台湾

和科索沃）。其中有些国家从未在其刑法典中囊括罪化条款，而另外一些国家通过国会或法院命

令谨慎地废除了相关条文。每条导言提供了在线法律文本（多为官方和非官方翻译英文文本）以

及其他辅助材料。这个部分也确认了这些国家法定同意年龄的内容，并且标明对同性和异性性行

为的规定是不是平等一致。8 个非洲国家、6 个美洲国家、2 个亚洲国家和 1 个欧洲国家规定了不

平等的同意年龄，大洋洲没有国家规定不平等的同意年龄。 

 

 

同性性行为：合法（124）（含台湾和科索沃等非会员国） 

占联合国成员国的 63%  

 

非洲（22） 

 

国家 

法 定 同 意 年 龄

（Age of Consent，

简称 AoC） 

法律规定 

贝宁 

不平等 AoC：21 

1877 年：尽管存在许多对既存贝宁刑法典的修正案，但无一通过成为生效

法律。贝宁存在许多阻碍权利实现的状况，参见 2014 年的记录。异性性行

为的同意年龄是 14 岁，而同性为 21 岁（第 331 条）。 

布基纳法索 

平等 AoC： 13 

1960 年：早在 1960 年从法国独立前后，布基纳法索就没有在其刑法典中规

定男性和女性的同性性行为是违法的。  

佛得角 

平等 AoC：14 

 

2004 年：刑法典没有规定成人之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是犯罪。然而，在

这部法典生效之前，1886 年刑法典第 71 条规定对那些惯行“违反自然之恶

习”的人采取“保安措施”。 

中非共和国 

平等 AoC：18 

1961 年：从法国独立之日起，中非共和国刑法典 并未规定成人之间私下发

生的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违法。 

乍得 

不平等 AoC：21 

1967 年：虽然目前尚不明确成人之间的同性性行为的法律状况，我们在此

将其列为合法，因为在官方记录中重要法条自 1967 年起未发生过变化。根

据法国规定（1900-1960）同性性行为在乍得不是犯罪。虽然最初的 1967 年

刑法典第 272 条规定未满 21 岁的人间从事“违反自然之恶习”视为犯罪

（异性间的同意年龄为 14 岁），但没有对经同意的性行为的罪化规定。

2014 年法案规定一些犯罪（第 361 条及以下）高达 20 年监禁，众说纷纭，

但最终并未通过成为法律。2016 年 12 月罪化问题再出现在国会，现在的框

架下规定经同意的成人间的“违反自然之恶习”作为“轻罪”，只处以小额

罚款，但审议的结果目前尚不明朗且没有确定，因此我们将乍得归类为“合

法”。 

刚果 1940 年：在刚果共和国（布），1940 年刑法典，2006 年修订 条文仅禁止未

https://www.legal-tools.org/en/browse/record/028872/
http://blogs.cuit.columbia.edu/rightsviews/files/2015/03/The-Being-LGBT-in-West-Africa-Project-Final-Report.pdf
https://www.unodc.org/tldb/pdf/Burkina_Faso_Penal_Code_Fr.pdf
http://www.icla.up.ac.za/images/un/use-of-force/africa/Cabo%20Verde/Penal%20Code%20Cape%20Verde%202003.pdf
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195085
http://www.vertic.org/media/National%20Legislation/Chad/TD_Code_Penal.pdf
https://www.fidh.org/IMG/pdf/code_penal_tchad.pdf
http://tchadinfos.com/tchad/tchad-adoption-du-nouveau-code-penal/
http://www.leganet.cd/Legislation/DroitPenal/Loi.06.018.20.07.30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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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 AoC：21 

 

满 21 岁者的同性性行为，而异性性行为的同意年龄为 18 岁。 

科特迪瓦 

不平等 AoC：18 

 

1960 年：根据 1960 年从法国独立后的规定，科特迪瓦并未在其刑法典规定

成人之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是犯罪，但同意年龄是不同的（第 356 和 358

条）——异性间的同意年龄是 15 岁，而同性间的同意年龄是 18 岁。但是，

科特迪瓦在 2014 年拒绝了就其普遍定期审议第二轮关于 SOGI 的三项非歧

视建议 。此外，2016 年末，这个国家第一次用猥亵罪将同性恋者投入监

狱 。与此同时， 76 Crimes reports 显示，该国正在进行刑法典的正式检讨。 

刚果民主共和国 

平等 AoC： 

18 

1940 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刑法典没有明确规成人间的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

违法。 

吉布提 

平等 AoC：  

18 

1995 年：1995 年吉布提刑法典 没有禁止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 

埃及 

平等 AoC： 

18 

1937 年：埃及刑法典没有规定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违法。然而，这

里存在一个技术性的解释空间，相关的表述在淫逸、猥亵和其他法律规定项

下是违法的（参见本版“罪化”章节的埃及部分）。 

赤道几内亚 

平等 AoC：  

18 

1963 年：赤道几内亚的现行刑法典 是 1963 年西班牙刑法典的修正，可以追

溯到弗朗哥时代。该法典没有明确的关于成人间同性性行为的规定。但是， 

有证据表明 （p.27）性少数者仍遭受政府的威胁，且 2014 年赤道几内亚在

其第二次普遍定期审议 （para. 135.51） 拒绝通过提升意识的方式促进对

LGBT 人群的接受程度。  

加蓬 

不平等 AoC： 21 

 

 

1960 年：从法国独立前后，加蓬刑法典并未规定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

为是犯罪，但异性间性行为的同意年龄为 15 岁，而同性性行为是 21 岁。然

而，就如 2013 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到的（para.12），加蓬社

会对 LGBT 人群高度歧视，这也许是 LGBT 事件报告如此少的原因（p. 

19）。2016 年 8 月，联合国重申（para. 23）在非歧视立法中包含 SOGI 议

题的必要性。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平等 AoC：  

16 

1993 年：同性性行为仅在 1993 年刑法典关于性犯罪的第 133-138 条有所提

及。成人间经同意的私下发生的同性性行为本身不是犯罪。 

莱索托 

平等 AoC：  

16 

2010 年：2010 年刑法典 （2012 年生效）第 52 条，没有规定鸡奸罪，而且

本条删除了 1939 年刑事诉讼和证据法第 185（5）条关于（男性）鸡奸的惩

罚性规定。 

马达加斯加 

不平等 AoC： 

21 

1960 年：从法国独立前后，马达加斯加刑法典没有禁止成人间经同意的同

性性行为。但第 331 条规定异性间性行为的同意年龄是 14 岁，而同性是 21

岁。 

马里 

平等 AoC：  

18 

1961 年：2001 年刑法典（及其前任 1961 年刑法典）均未对成人间经同意的

同性性行为有所规定。 

莫桑比克 

平等 AoC：  

18 

2014 年：2014 年 7 月，国会一致批准 35/2014 法案，废除此前的罪化条

款。（1886 年刑法典第 70 和 71 条规定经常从事“违反自然之恶习”者将

被处以刑罚）。该修正刑法典于 2015 年 6 月生效。 

尼日尔 

不平等 AoC：21 

 

1961 年：刑法典（2003 年修订）并未明确规定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是犯

罪，而第 278 和 282 条明确规定了不同的同意年龄：同性性行为 21 岁，异

性间性行为 13 岁。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ae6b5860.html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cote_d039ivoire/session_19_-_april_2014/recommendations_and_pledges_cote_d_ivoire_2014.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cote_d039ivoire/session_19_-_april_2014/recommendations_and_pledges_cote_d_ivoire_2014.pdf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jan/26/ivory-coast-officials-refuse-explain-gay-men-jailed-same-sex-relationship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jan/26/ivory-coast-officials-refuse-explain-gay-men-jailed-same-sex-relationships
https://76crimes.com/2016/08/02/ivory-coast-legal-plan-would-aid-lgb-but-not-tq/
http://www.iracm.com/wp-content/uploads/2013/01/code-p%C3%A9nal-2004-1547.pdf
https://www.unodc.org/tldb/pdf/Djibouti_Penal_Code_Fr.pdf
https://www.unodc.org/cld/document/egy/1937/criminal_code_of_egypt_english.html?
http://www.migliorisiabogados.com/wp-content/uploads/2012/10/Codigo-Penal-1963-vigente-en-guinea-1.pdf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52889.pdf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UPR/Pages/GQSession19.aspx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UPR/Pages/GQSession19.aspx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fr/ga/ga026fr.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fC.12%2fGAB%2fCO%2f1&Lang=en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52895.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C/GAB/CO/2&Lang=En
http://www.rjcplp.org/sections/informacao/anexos/legislacao-guine-bissau4332/codigos-e-estatutos9979/codigo-penal-e/
http://www.lesotholii.org/ls/legislation/act/2012/6
http://landwise.resourceequity.org/record/1612
http://www.droit-afrique.com/upload/doc/mali/Mali-Code-2001-penal.pdf
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193676
http://www.wlsa.org.mz/wp-content/uploads/2014/11/Lei-35_2014Codigo_Penal.pdf
http://www.unhcr.org/refworld/docid/47fb8e6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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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 

不平等 AoC：18 

 

 

1980 年：卢旺达 1980 年刑法典并未包括同性性行为的罪化，但第 358 和

362 条规定了不平等的同意年龄：异性为 16 岁，同性性行为 18 岁。卢旺达

的 LGBT 人群法律和社会状况在东非性健康和权利倡导组织（East African 

Sexual Health and Rights Initiative）的 2016 年报告（Agaciro）中有所说明，

报告指出卢旺达存在严重的污名化情况。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多布拉 

平等 AoC： 

14 

 

2012 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多布拉刑法典（2012 年生效）并未规定成人间

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是犯罪。该 2012 年条文废除了援引此前早期殖民时代

刑法典规定的“违反自然的行为”的规定。 

塞舌尔 

平等 AoC：  

18 

2016 年：2016 年 7 月，塞舌尔修订 1995 年刑法典的 第 151（a 和 c）条 生

效，自此成人间经同意的“（a）任何违反自然的性交”不再是犯罪。  

南非 

平等 AoC： 

16 

1998 年：随着案件提交至南非宪法法院，国家废除了 1995 年刑法典的相关

规定（其中第 600.1 和 601 条规定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是犯罪），包

括普通法的鸡奸罪。 

 
 

美洲（25） 

 

阿根廷 

平等 AoC： 

18 

1887 年：第 1920 号法律实施了阿根廷第一部联邦刑法典，该法典于 1887 年生

效，其中并未对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做出规定。但是，直到最近省级、

市级和地方政府发布了针对“同性恋”和/或道德、恶习和其他地方法规。LGBT

人群由于这些规定受到了严重的迫害。 

巴哈马 

不平等 AoC： 

18 

1991 年：根据性犯罪法案（1989）的修正案，私下进行的同性性行为不再是犯

罪，虽然同性性行为的同意年龄（18）与异性性行为的同意年龄（16）不同

（参见性犯罪和家庭暴力法案（1991）第 16（1）（2）条）。巴哈马刑法典第

107（4）（j）条规定为制止“强制的违反自然的犯罪”可以对他人使用暴力，

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可以故意杀人，具体适用可参见相关案例法。 

伯利兹 

平等 AoC： 

16 

2016 年：伯利兹最高法院在 Caleb Orozco v. Attorney General of Belize 案中宣布

该国殖民时期的鸡奸法违宪。该法院修正了伯利兹刑法典第 53 条的表述，并命

令加入一个条款以排除对成年人间私下进行的经同意的性行为。 

根据西印度群岛大学权利倡导项目 （U-RAP），尽管政府并不同意，但第 53 条

被宣布违宪（参见文章和视频）。有趣的是，法院驳回了全国福音派教会

（NEAB）参与诉讼的请求，即便天主教廷持续反对该法规。更多关于判决的信

息请参见：UWI 校园诉讼当事人提供的媒体报道（文章和视频）；U-RAP 关于

本案的详细问答 Q&A；人类尊严信托（Human Dignity Trust）的文章“伯利兹

打破针对同性恋的法律”；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IACHR）对本判决的声

明。2014 年 3 月，Caleb Orozco 在 IACHR 的公开听证上共同提交了关于伯利兹

LGBTI人群的人权状况的说明。 

玻利维亚 

平等 AoC： 

14 

1832 年：玻利维亚第一部刑法典（1831）于 1832 年生效。该法律大部分沿用

1822 年西班牙刑法典，其中并未包括鸡奸的相关条款。现行玻利维亚刑法典

（2010）并未规定成人间私下发生的同性性行为是犯罪。 

巴西 

平等 AoC： 

1831 年：巴西第一部刑法典并未包含鸡奸的相关条款。但有证据表明刑法典的

某些条款被用来迫害从事同性性行为的人。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报告（fn. 

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221101
http://www.uhai-eashri.org/ENG/resources
http://www.rjcplp.org/sections/informacao/anexos/legislacao-sao-tome-e2539/codigos-e-estatutos-sao2859/codigo-penal-sao-tome-e/downloadFile/file/Codigo_Penal.pdf?nocache=1365762644.85
https://qweri.lexum.com/w/se/CAP158.pdf
http://www.seylii.org/sc/legislation/bill/2016/5
http://www.saflii.org/za/cases/ZACC/1998/15.pdf
http://hrlibrary.umn.edu/research/Penal%20Code%20(English).pdf
http://www.lgbt.org.ar/archivos/codigos_contravencionalesyfaltas.pdf
http://laws.bahamas.gov.bs/cms/images/LEGISLATION/PRINCIPAL/1991/1991-0009/SexualOffencesAct_1.pdf
http://laws.bahamas.gov.bs/cms/images/LEGISLATION/PRINCIPAL/1991/1991-0009/SexualOffencesAct_1.pdf
http://laws.bahamas.gov.bs/cms/images/LEGISLATION/PRINCIPAL/1873/1873-0015/PenalCode_1.pdf
http://www.courtofappeal.org.bs/judgments.php?action=view&judgment=975
http://www.belizejudiciary.org/web/wp-content/uploads/2016/01/Supreme-Court-Claim-No-668-of-2010-Caleb-Orozco-v-The-Attorney-General-of-Belize-et-al1.pdf
http://www.legal-tools.org/en/browse/record/983be3/
http://www.u-rap.org/web2/index.php/component/k2/item/59-orozco-v-ag-update-the-government-of-belize-ultimately-appeals-the-orozco-case-on-two-narrow-grounds
http://amandala.com.bz/news/genesis-section-53-challenge-part-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pznIelfRX8
http://7newsbelize.com/sstory.php?nid=37892
http://www.7newsbelize.com/sstory.php?nid=3728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tiEjQvQPx4&feature=youtu.be
http://www.u-rap.org/web2/index.php/2015-09-29-00-40-03/orozco-v-attorney-general-of-belize/item/2-caleb-orozco-v-attorney-general-of-belize-and-others
http://www.humandignitytrust.org/pages/NEWS/Press%20Releases?NewsArticleID=516
http://www.humandignitytrust.org/pages/NEWS/Press%20Releases?NewsArticleID=516
http://www.oas.org/en/iachr/media_center/PReleases/2016/119.asp
http://www.oas.org/en/iachr/media_center/PReleases/2016/119.as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KN7ClwGSLA
http://www.justicia.gob.bo/index.php/normas/doc_download/97-codigo-penal-y-codigo-de-procedimiento-penal-
http://www.justicia.gob.bo/index.php/normas/doc_download/97-codigo-penal-y-codigo-de-procedimiento-penal-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leis/lim/LIM-16-12-1830.htm
http://www.brazzil.com/blamar00.htm
http://www.oas.org/en/iachr/reports/pdfs/ViolenceLGBTIPers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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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29）称目前最高法院有一个要求判决 1969 年军事刑法典第 235 条违宪的未决案

件，因为“鸡奸”一词被用来禁止同性性行为。 

加拿大 

不平等 AoC： 

18 

1969 年：刑法修正案 （Bill C-150）的实施引入了一个例外情况，规定伴侣间或

21 岁以上成年人之间经同意的“鸡奸”行为不是犯罪。1988 年，刑法典第

159(2)(b)条彻底取代了鸡奸法，但仍然保留不同的同意年龄：“肛交”的同意年

龄为 18 岁，非肛交的性行为为 16 岁。该规定已被 5 个省法院判定违宪，结束了

这种不平等情况。2016 年，多伦多警察局长为 1981 年突袭同性恋浴池道歉。在

2017 年初，加拿大政府宣布将重审历史上同性恋被定罪的案件。  

智利 

不平等 AoC： 

18 

1999 年：第 19617号法律第 10 条修订了刑法典 第 365 条，规定成人间经同意的

同性性行为不是犯罪。然而，同一条款规定“同性肉体接触”的年龄限制为 18

岁，而其他性行为的年龄限制是 14 岁。地区组织公开谴责将“有违正派和道德

的行为”视为犯罪的第 373 条是对 LGBT 人群刑罪化的工具。在其第二轮普遍

定期审议中，智利政府承诺在将来修正刑法典时删除本条款（para. 105）。 

哥伦比亚 

平等 AoC： 

14 

1981 年：通过对 1980 年刑法典 （1981 年 1 月生效）第 323（2）条的废除，

“同性性行为”实现了非刑罪化。1999 年，宪法法院 C-507 of 1999 判决废除

（或者说重新解释）了行政命令 No. 85/1989 的特定条款，该等条款规定“成为

同性恋”或“从事同性恋行为”是对军人荣誉的公然冒犯。 

哥斯达黎加 

平等 AoC： 

15 

1971 年：1941 年刑法典第 233 条规定鸡奸为犯罪。随着 1971 年刑法典的生效，

私下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不再是犯罪。然而，“不道德的鸡奸”仍在第 378

（15）条项下被视为轻罪，直到 2002 年被第 8250 号法案第 2 条废止。2013

年，对“同性恋”实施保安措施的最后一个条款被宪法法院发布的 N°010404 号

决定废止。2008 年，反酷刑委员会注意到（para. 11）哥斯达黎加关于“公共道

德”的地方规定给了警察和法官根据性倾向进行歧视的自由裁量权。 

古巴 

平等 AoC： 

15 

1979 年：社会防卫法规定“同性恋行为”是一种“社会威胁”，并规定了相应

的防卫措施。这一规定在 1979 年由古巴新刑法典废止。该法典本身没有规定同

性恋是犯罪。但第 359（1）条规定任何“公开其同性恋状况”（被 1987年第 62

号法案第 303（1）条废止）或以“同性恋要求”干扰或引诱他人（1997 年第

175 号行政法令对其进行修订，仅提及“性”要求）视为犯罪。 

多米尼加共和

国 

平等 AoC： 

18 

1822 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典生效，于 1882 年海地入侵后实施。该法

典没有将成人间私下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规定为犯罪。新的 2007 年刑法典依然

如此。然而，1966 年警察司法法典（在此下载）第 210 条仍然规定警察组织成

员间的鸡奸（定义为“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违法。 

厄瓜多尔 

平等 AoC： 

14 

1997 年：刑法典第 516（1）条规定不符合强奸罪规定的“同性恋行为”应判处

4-8 年监禁。该条款被 1997 年宪法法院第 111-97-TC 号案件判决废止。2014

年，新的整合刑法典生效。2016 年，美洲人权法院在 Homero Flor Freire 案判决

（仅有西班牙语文本）中规定废止 1997 年军事纪律对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

为的规定。 

萨尔瓦多 

平等 AoC： 

18 

1822 年：萨尔瓦多第一部刑法典于 1826 年生效，沿用了 1822 年西班牙刑法

典，没有规定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是犯罪。2003 年，人权事务委员会注

意到（para. 16），地方规定（“ordenanzas contravencionales”）允许基于性取

向对他人进行歧视。 

危地马拉 

平等 AoC： 

18 

1871 年：根据危地马拉历史学家 Manuel Fernandez，同性性行为非刑罪化是

1871 年革命的结果，“基于宪法原因，国家并不关注成人间私下经同意的性行

为”。新刑法典（更新版本）在 1877 年生效。 

海地 

平等 AoC： 

1804 年：1804 年海地脱离法国独立，当时没有引入任何对同性性行为罪化的法

律，而且自此刑法典也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法国在 1791 年废除了鸡奸罪相关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decreto-lei/Del1001.htm
http://www.constancebackhouse.ca/fileadmin/website/1970.htm#22
http://laws-lois.justice.gc.ca/PDF/C-46.pdf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46/section-159.html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46/section-159.html
http://www.humandignitytrust.org/pages/COUNTRY%20INFO/Age%20of%20Consent
http://globalnews.ca/news/2780446/watch-live-toronto-police-chief-mark-saunders-to-apologize-for-bathhouse-raids/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politics/ottawa-to-consider-pardon-for-gay-men-convicted-under-pre-1969laws/article28927302/
http://bcn.cl/1vfk8
http://bcn.cl/1uvs0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chile/session_18_-_january_2014/a_hrc_wg.6_18_l.3_chile_e.pdf
http://www.icbf.gov.co/cargues/avance/docs/codigo_penal_1980.htm
http://www.corteconstitucional.gov.co/relatoria/1999/c-507-99.htm
http://legal.legis.com.co/document?obra=legcol&document=legcol_75992041e811f034e0430a010151f034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articulo.aspx?nValor1=1&nValor2=37382&nValor3=83854&nValor5=203008&nValor6=21/08/1941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aram1=NRTC&nValor1=1&nValor2=5027&nValor3=5321&strTipM=TC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articulo.aspx?param1=NRA&nValor1=1&nValor2=5027&nValor3=5321&nValor5=24584&strTipM=FA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articulo.aspx?param1=NRA&nValor1=1&nValor2=5027&nValor3=5321&nValor5=24584&strTipM=FA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articulo.aspx?param1=NRA&nValor1=1&nValor2=48416&nValor3=51578&nValor4=-1&nValor5=3&nValor6=02/05/2002&strTipM=FA
http://jurisprudencia.poder-judicial.go.cr/SCIJ_PJ/busqueda/jurisprudencia/jur_Documento.aspx?param1=Ficha_Sentencia&nValor1=1&nValor2=606395&strTipM=T&strDirSel=directo&__ncforminfo=x9bK1c6o-68NDXnG81We2lfInNYew2Z3Juseq_3_FoKk_MTS3aCmTKPpiIfcJ4xH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C/CRI/CO/2&Lang=En
http://www.parlamentocubano.cu/index.php/documento/codigo-penal/
http://www.parlamentocubano.cu/?documento=codigo-penal-2
http://www.parlamentocubano.cu/?documento=codigo-penal-2
https://www.gacetaoficial.gob.cu/pdf/GO_X_006_1997.rar
https://www.gacetaoficial.gob.cu/pdf/GO_X_006_1997.rar
https://www.legal-tools.org/uploads/tx_ltpdb/Dominican_Republic__Dominican_Republic_Criminal_Code__2007__S__03.pdf
http://www.consultoria.gov.do/consulta/
http://www.desarrolloamazonico.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4/05/CODIGO-PENAL-act.pdf
http://www.icj.org/sogicasebook/case-no-111-97-tc-constitutional-tribunal-of-ecuador-27-november-1997/
http://www.justicia.gob.ec/wp-content/uploads/2014/05/código_orgánico_integral_penal_-_coip_ed._sdn-mjdhc.pdf
http://www.corteidh.or.cr/docs/casos/articulos/seriec_315_esp.pdf
https://www.boe.es/publicaciones/anuarios_derecho/abrir_pdf.php?id=ANU-P-1977-20044100444_ANUARIO_DE_DERECHO_PENAL_Y_CIENCIAS_PENALES_El_sesquicentenario_del_primer_C%F3digo_penal_salvadore%F1o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FCO%2F78%2FSLV&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FCO%2F78%2FSLV&Lang=en
http://www.glbtqarchive.com/ssh/guatemala_S.pdf
http://mcd.gob.gt/wp-content/uploads/2013/07/codigo-penal.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fr/ht/ht010f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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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法律（参见下文国家导言）。 

洪都拉斯 

平等 AoC： 

15 

1899 年：自 1899 年洪都拉斯刑法典生效，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是合法

的。 

墨西哥 

平等 AoC： 

17 

1872 年：1871 年第一部墨西哥联邦刑法典通过，并于 1872 年生效。该法典没有

对成人间的同性性行为进行规定。 

尼加拉瓜 

平等 AoC： 

18 

2008 年：2007 年，新刑法典废除了 1974 年刑法典第 204 条将“鸡奸”视为犯罪

的规定。 

巴拿马 

平等 AoC： 

18 

2008 年：2008 年 7 月 31 日总统 第 332 号行政命令 废止了 1949 年 5 月 20 日第

149 号行政命令第 12 条。该条款规定“鸡奸”为犯罪。行政命令规定“鸡奸是

1973 年之前专门用于同性恋的词汇”。 

巴拉圭 

不平等 AoC： 

16 

1880 年：巴拉圭第一部刑法典改编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刑法典（1877 年生

效）。该法典没有对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做出规定。现行刑法典第 138 条

特别规定“同性性行为”的同意年龄是 16 岁，而异性性行为的同意年龄是 14

岁。 

秘鲁 

平等 AoC： 

14 

1924 年：1863 年刑法典第 272 条规定鸡奸为犯罪。自 1924 年刑法典开始，同性

性行为合法。但是，公民社会指出（第 31 页）刑法典第 183 条“淫秽展示和出

版物”的规定为国家对公开表达感情的歧视提供了法律基础。 

苏里南 

不平等 AoC： 

18 

1975 年：当苏里南于 1975 年彻底从荷兰独立时，没有针对鸡奸的立法，此后也

没有再次引入鸡奸法。荷兰在 1811 年废除了鸡奸罪。但是，刑法典第 302 条规

定同性性行为的同意年龄是 18 岁（限于“未成年”），而异性性行为的同意年

龄是 16 岁。 

美国 

AoC：各州情

况不同 （16 到 

18）；3 个州

不平等. 

1962-2003 年：根据美国联邦体系，50 个州各有自己的刑法典（列于此处）。

“鸡奸”在美国被视为犯罪，直到 1962 年伊利诺斯州第一个对成人间经同意的

同性性行为非罪化。2003 年仍有 14 个州规定鸡奸罪，最高法院在 Lawrence v. 

Texas 案（2003）认定这些规定无效。美国各州的同意年龄规定也不同 。只有三

个州的法律仍然规定不同的同意年龄：阿拉巴马、堪萨斯 和德克萨斯。2017 年

初，美国国务卿 John Kerry 向曾经因性倾向而遭受歧视的员工及其家人正式致函

道歉。 

乌拉圭 

平等 AoC： 

15 

1934 年：1934 年刑法典修正案废除了乌拉圭的“鸡奸”罪。该修正案提到该规

定在“强奸罪”项下：这与其他地方判例法一并显示 1934 年废止的“鸡奸”罪

是针对非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 

委内瑞拉 

平等 AoC： 

16 

1836 年：自 1836 年，当委内瑞拉制定其第一部刑法典时，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

就不是犯罪。如 IACHR 报告所示（参见第 239 号脚注），1997 年委内瑞拉最高

法院宣布，用于迫害和虐待 LGBT 人群的流氓和无赖法（Law on Vagrants and 

Crooks）违宪。 

 

 

亚洲（20）（含台湾） 

巴林 

不平等 AoC：21 

1976年：废除在波斯湾实施的殖民时期英国法典后，巴林现行刑法典 1976 年生

效。该刑法典对成人之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非罪化，但规定异性性行为的同

意年龄为 20 岁，而同性性行为的同意年龄为 21 岁。 

http://oig.cepal.org/sites/default/files/2007_nic_ley641.pdf
https://www.oas.org/juridico/mla/sp/nic/sp_nic-int-text-cp.html
https://www.gacetaoficial.gob.pa/pdfTemp/26095/12345.pdf
http://paraguay.justia.com/nacionales/leyes/ley-del-21-de-julio-de-1880-declarase-ley-de-la-republica-el-codigo-penal-de-la-provincia-argentina-de-buenos-aires/gdoc/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s/py/py012es.pdf
https://archive.org/details/cdigopenaldelpe00pergoog
http://promsex.org/index.php/documentacion/publicaciones/2974-informe-anual-sobre-ddhh-de-personas-tlgb-en-el-peru-2012015-2016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s/pe/pe037es.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nl/sr/sr010nl.pdf
https://www.glapn.org/sodomylaws/sensibilities/introduction.htm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539/558/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539/558/
https://globaljusticeinitiative.files.wordpress.com/2011/12/united-states-age-of-consent-table11.pdf
http://law.justia.com/codes/alabama/2013/title-13a/chapter-6/section-13a-6-64
http://rvpolicy.kdor.ks.gov/Pilots/Ntrntpil/IPILv1x0.NSF/865782e7272861a38625655b004e9336/ca6e06170a0c427f8625798a0069e5a0
http://www.statutes.legis.state.tx.us/docs/pe/htm/pe.21.htm
http://abcnews.go.com/Health/lavender-scare-us-fired-thousands-gays-infamous-chapter/story?id=15848947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kerry-apology-idUSKBN14T2HB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kerry-apology-idUSKBN14T2HB
https://parlamento.gub.uy/documentosyleyes/codigos?page=1
http://www.chasque.net/frontpage/relacion/0106/homosexualidad.htm#memoranda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s/ve/ve043es.pdf
http://www.oas.org/en/iachr/reports/pdfs/violencelgbtipersons.pdf
https://revistas-colaboracion.juridicas.unam.mx/index.php/boletin-derecho-comparado/article/download/9198/8293
https://revistas-colaboracion.juridicas.unam.mx/index.php/boletin-derecho-comparado/article/download/9198/8293
https://revistas-colaboracion.juridicas.unam.mx/index.php/boletin-derecho-comparado/article/download/9198/8293
https://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bhr/1976/bahrain_penal_code_html/Bahrain_Penal_Code_197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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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平等 AoC：  

15 

1953 年：根据皇家要求，1867 年柬埔寨成为法国属地，随后实行法国法律，该

法律 1791 年已对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非罪化。1946 年后，柬埔寨于

1953年独立，此后的刑法典并未增加同性性行为是犯罪的规定。 

中国 

平等 AoC：  

14 

1997年：中国现行 1997 年刑法并未明确禁止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中国清朝曾

明确禁止“鸡奸”，但于 1912 年（清朝末年）废除这项罪名。1979 年中国刑法

以“流氓罪”来惩罚男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这项罪名直到 1997 年刑法修订时

才废除。虽然中国在 2013 年普遍定期审议时接受了 SOGI 非歧视的建议，但据

报告，截至 2016 年中国并没有落实其中任何一项建议。中国特别行政区香港和

澳门分别于 1991 年和 1996 年对同性性行为非罪化。 

东帝汶 

平等 AoC：  

14 

1975 年：1975 年脱离葡萄牙统治后，新刑法典（2009 版） 并未禁止私下的成

人之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 

印度尼西亚 

不平等 AoC： 

18 

1976 年：大部分地区。1945 年从荷兰获得独立后，印度尼西亚刑法典并没有规

定同性性行为是犯罪。2002 年儿童保护法对同性（18 岁）和异性（16 岁）性行

为规定了不平等的同意年龄。虽然该国有许多性和性别表达的传统，但一些省

份盛行实行罪化的伊斯兰教法，参见下文“罪化”章节。 

以色列 

平等 AoC： 

16 

1988 年：虽然 1977 年刑法第 347 条包括了鸡奸罪，但 1988 年议会废除了该规

定。 

日本 

平等 AoC：  

13 

1882年：根据 2014 年学者的报告，现代日本从未将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视为犯

罪（除 1873-1881 年的短暂时期）。 

约旦 

平等 AoC： 

16 

1960 年：约旦是少数没有规定同性性行为是犯罪的中东国家之一，参见 1960 年

刑法典。但是，尽管当地相对安全，针对 LGBT 人群的污名和歧视却非常严

重。 

哈萨克斯坦 

平等 AoC： 

16 

1998 年： 从苏联获得自治权之后，哈萨克斯坦 1997 年刑法典（1998 年生效）

废除了此前对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处以刑罚的规定。 

吉尔吉斯斯坦 

平等 AoC： 

16 

1998 年：从苏联获得自治权之后，吉尔吉斯斯坦 1997 年刑法典（1998 年生

效）废除了此前对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处以刑罚的规定。 

老挝 

平等 AoC： 

15 

1954 年：老挝自 1954 年从法国独立后没有实行罪化，1989 年刑法典并未包含

对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罪化的规定。 

蒙古 

平等 AoC：  

16 

1961 年：1961 年，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蒙古对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非

罪化。该国 2002 年刑法典保留了这一点。2015 年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蒙古

活动家提交了一份出色的情况简报，蒙古 LGBT 中心提交的文件反映了当前

LGBT 的关注重点。2016 年 9 月，反酷刑委员会指出了 LGBTI 人群所处的严酷

环境（para. 29）。 

https://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khm/criminal_code_of_the_kingdom_of_cambodia_html/Cambodia_Criminal-Code-of-the-Kingdom-of-Cambodia-30-Nov-2009-Eng.pdf
https://www.oecd.org/site/adboecdanti-corruptioninitiative/46814270.pdf
http://www.opbw.org/nat_imp/leg_reg/China/CRIMINAL_LAW.pdf
http://www.opbw.org/nat_imp/leg_reg/China/CRIMINAL_LAW.pdf
http://www.asia-pacific.undp.org/content/dam/rbap/docs/Research%252520&%252520Publications/hiv_aids/rbap-hhd-2014-blia-china-country-report.pdf
https://www.upr-info.org/database/index.php?limit=0&f_SUR=36&f_SMR=All&order=&orderDir=ASC&orderP=true&f_Issue=All&searchReco=&resultMax=300&response=&action_type=&session=&SuRRgrp=&SuROrg=&SMRRgrp=&SMROrg=&pledges=RecoOnly
https://www.nchrd.org/wp-content/uploads/2016/11/NGO-UPR-Midterm-Assessment-Report_FINAL.pdf
https://www.nchrd.org/wp-content/uploads/2016/11/NGO-UPR-Midterm-Assessment-Report_FINAL.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tl/tl006en.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id/id039en.pdf
http://www.ilo.org/dyn/natlex/natlex4.detail?p_lang=en&p_isn=63103
http://www.asia-pacific.undp.org/content/dam/rbap/docs/Research%252520&%252520Publications/hiv_aids/rbap-hhd-2014-blia-indonesia-country-report-english.pdf
http://www.oecd.org/investment/anti-bribery/anti-briberyconvention/43289694.pdf
http://scholarship.law.cornel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63&context=lps_LLMGRP
http://www.ahtnc.org.jo/sites/default/files/penal_code.pdf
https://www.pri.org/stories/2016-08-30/much-middle-east-its-getting-more-dangerous-be-gay
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Qreakan/kazakstan.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kg/kg013en.pdf
http://www.ilp.gov.la/Lao_Law/Penal_Law.pdf
http://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mng/2001/criminal_code_of_mongolia_html/Mongolia_Criminal_Code_2002.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mongolia/session_22_-_may_2015/upr_advocacy_factsheets_mngof_en.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mongolia/session_22_-_mai_2015/lgbtcm_upr22_mng_e_main.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C/MNG/CO/2&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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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 

平等 AoC： 

16 

2008年： 在一份 2008 年判决中，尼泊尔最高法院认定 “LGBTI 人群”属于法

律项下的“自然人”。一份 2014 年报告对尼泊尔的 LGBT 人群状况进行了探

讨。根据 2015 年尼泊尔宪法第 18（3）条和第 41 条（平等权和社会公正），性

别和性少数一并作为受保护的身份。  

朝鲜 

平等 AoC： 

15 

1950 年：初步看来，1950 年刑法典没有规定成人之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是犯

罪，该刑法典于 2009年修订。 

菲律宾 

平等 AoC：  

12 

1932年：1932 年 刑法典修正案 （RPC）没有规定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是

犯罪。当菲律宾在 1822 年被西班牙占领，为与西班牙沿用的拿破仑法典保持一

致，首次废止了“鸡奸罪”。 

韩国 

平等 AoC：  

13 

1962 年：韩国 1962 年刑法（2009 年修订）没有包括规定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

性行为是犯罪的条款。第 305 条（1995 年修订）规定同意年龄为 13 岁（信息经

韩国法律执业者核实，因为英文版刑法称同意年龄为 15 岁）。该平等年龄保护

不适用于强奸罪，针对性少数歧视的彩虹行动在 2017 年 3 月提交给反酷刑委员

会的影子报告中强调了这一事实。 

台湾地区 

平等 AoC：  

16 

1954年：台湾地区 1954 年刑法典没有禁止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台湾

不是联合国成员国） 

塔吉克斯坦 

平等 AoC：  

16 

1998 年：塔吉克斯坦 1998 年刑法典（2010 年修订）没有禁止成人间经同意的

同性性关系。 

泰国 

平等 AoC： 

15 

1957 年：泰国 1956 年刑法典于 1957 年生效：其并未规定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

性行为是犯罪。 

越南 

平等 AoC：  

18 

1945 年： 1945 年从法国独立后（随后没有罪化），1999 年刑法典并未规定成

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是犯罪。 

约旦河西岸  

平等 AoC：  

16 

1960年：约旦河西岸位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实行约旦 1960 年刑法典，该法典

并未对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处以刑罚。但是据 2017 年初的报告，在约旦，关于

性多元的公开讨论受到严重限制。约旦河西岸不是联合国成员国。 

 

 

 

欧洲（49）（含科索沃） 

阿尔巴尼亚 

平等 AoC： 

14 

1995 年：旧刑法典第 137 条规定男性之间的“同性行为”最高可判处 10 年监

禁，新刑法典第 116 条废止了这项规定。 

安道尔 

平等 AoC： 

16 

1791 年：作为法国公国，安道尔采用与法国相同的刑法典，在 1791 年对“鸡

奸”非罪化。 

http://www.humandignitytrust.org/uploaded/Library/Case_Law/Sunil_Babu_Pant_and_others_v_Nepal_Government_and_others.pdf
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861/Being_LGBT_in_Asia_Nepal_Country_Report.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np/np029en.pdf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14680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ph/ph034en.pdf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f49e3ed4.html
http://lgbtact.org/cat_shadow_report_2017/?ckattempt=1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section/criminal-codes
https://www.samuiforsale.com/law-texts/thailand-penal-code.html
http://un-act.org/publication/view/viet-nam-penal-code-1999/
http://www.ahtnc.org.jo/sites/default/files/penal_code.pdf
http://www.lgbtqnation.com/2017/02/book-gay-character-confiscated-palestine-writer-might-arrested/
http://rai-see.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Criminal-Code-11-06-2015-EN.pdf
http://ledroitcriminel.fr/la_legislation_criminelle/anciens_textes/code_penal_25_09_17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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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 

平等 AoC： 

16 

2003年：亚美尼亚承继前苏联规定，对成年男性间经同意的性行为处以 5 年监禁

（第 116 条），但该规定于 2003 年修订刑法典时废止。  

奥地利 

平等 AoC：  

14 

1971 年：1852 年刑法典对男性和在欧洲很罕见的女性间的“鸡奸”处以刑罚（5

年监禁）。1971年刑法典废止了这些规定。 

阿塞拜疆 

平等 AoC： 

16 

2000年：1988 年以前，与前苏联的规定相一致，第 113 条规定“男性间的肛交”

是犯罪。该规定被 2000年生效的新刑法典废止。 

白俄罗斯 

平等 AoC： 

16 

1994 年：根据与前苏联刑法典一致的第 119（1）条，“同性恋行为”被判处最

高 5年监禁，但该规定被白俄罗斯刑法典废止。 

比利时 

平等 AoC：  

16 

1830 年：比利时曾实施 1810 年拿破仑法典，直至 1830 年独立，后于 1867 年制

定了比利时刑法典。两部法典均未处罚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  

平等 AoC：  

14 

1998/2001 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三个邦国都对“同性性行为”非罪化：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1998）、斯普斯卡共和国（2000）、布尔奇科区

（2001）。 

保加利亚 

平等 AoC： 

14 

1968年：1968 年刑法典废止 1896 年保加利亚第一部刑法典中包含的鸡奸条款。  

克罗地亚 

平等 AoC：  

15 

1977 年：1951 年南斯拉夫刑法典关于经同意的同性关系的规定被 1977 年克罗地

亚刑法典所废止，且同意年龄于 1998年得以平等。 

塞浦路斯 

平等 AoC：  

17 

1998年：根据 1959 年刑法典第 171 条，男/男性行为是“违反自然的行为”，可

被处以 5 年监禁。该条款在 1998 年 Modinas v Cyprus 案之后被废除。北塞浦路斯

于 2014 年实行非罪化，是欧洲最后一个实行非罪化的地方。 

捷克共和国 

平等 AoC： 

15 

1961 年：奥地利统治下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匈牙利统治下的斯洛伐克都有鸡

奸罪，1962年捷克刑法典生效后，这类条款才得以废止。 

丹麦 

平等 AoC：  

15 

1933 年： 1933 年刑法典废除了有关成人间经同意的性行为的规定，取代了含有

鸡奸罪的刑法典和一系列法律。 

爱沙尼亚 

平等 AoC：  

14 

1992 年： 1991 年前苏联解体后，爱沙尼亚制定了自己的刑法典，其中废除了对

同性亲密关系处以刑罚的规定。 

芬兰 

平等 AoC： 

16 

1971年：1889 年刑法典于 1971 年修订，删掉了第 20 章“非法性行为及其他淫秽

行为”。 

https://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armenia_criminal_code_html/Armenia_Criminal_Code_of_the_Republic_of_Armenia_2009.pdf
https://www.ris.bka.gv.at/GeltendeFassung.wxe?Abfrage=Bundesnormen&Gesetzesnummer=10002296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az/az017en.pdf
https://www.unodc.org/tldb/pdf/Belarus/BYE_Crim_Law_EN.pdf
http://www.ejtn.eu/PageFiles/6533/2014%252520seminars/Omsenie/WetboekvanStrafrecht_ENG_PV.pdf
http://www.iccnow.org/documents/criminal-code-of-bih.pdf
http://tuzilastvobih.gov.ba/files/docs/zakoni/RS_Criminal_Code_49_03,108_04_web.pdf
http://www.ohr.int/ohr-dept/legal/laws-of-bih/pdf/005%252520-%252520Criminal%252520Code,%252520Criminal%252520Procedure%252520Codes%252520and%252520Criminal%252520Sanctions/Criminal%252520Codes/BDBH/BD%252520Criminal%252520Code%25252010-03.pdf
http://www.vks.bg/english/vksen_p04_04.htm
http://digitalcommons.law.yal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5749&context=fss_papers
http://www.vsrh.hr/CustomPages/Static/HRV/Files/Legislation__Criminal-Code.pdf
https://www.unodc.org/tldb/pdf/Cyprus/CYP_Penal_Code_1959_CAP_154_EN.pdf
http://www.equalrightstrust.org/ertdocumentbank/Microsoft%252520Word%252520-%252520Modinos%252520v%252520Cyprus%252520_criminal%252520conviction_.pdf
http://www.lgbt-ep.eu/press-releases/northern-part-of-cyprus-decriminalises-homosexuality/
http://www.ejtn.eu/PageFiles/6533/Criminal%252520Code%252520of%252520the%252520Czech%252520Republic.pdf
https://www.unodc.org/tldb/pdf/Denmark_Criminal_Code_2005.pdf
https://www.riigiteataja.ee/en/eli/522012015002/consolide
http://www.finlex.fi/en/laki/kaannokset/1889/en1889003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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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平等 AoC：  

15 

1791 年：新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法国采用了一部刑法典，废除了鸡奸条款，因此成

为世界上第一个对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非罪化的国家。该法适用于法国的

海外省，包括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岛、圣巴泰勒米、法属圭亚那、马约特和留尼

旺以及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 

格鲁吉亚 

平等 AoC：  

16 

2000年：格鲁吉亚刑法典废除了从前苏联时代开始存在的鸡奸条款。 

德国 

平等 AoC：  

14 

1968/1969年：虽然东德和西德分别在 1968 年和 1969 年不再采用其刑法典（175

段“猥亵和淫荡行为”），该重要法条并未被废止，直至 1994 年。  

希腊 

不平等 AoC：  

17 

1951 年：在战后 1951 年刑法典之前，经同意的男性间同性性行为是违法的。第

339 条和第 347 条对同意年龄做出了规定：“违反自然的男性间同性性行为为 17

岁，异性性行为为 15 岁。”  

匈牙利 

平等 AoC：  

14 

1962年：匈牙利刑法典废除了 1878 年对于“违反自然的犯罪”的规定。 

冰岛 

平等 AoC：  

15 

1940年：1949 年一般刑法典废除了 1869 年刑法典第 178 条“对违反自然的性行

为处以监禁”的规定。 

爱尔兰 

平等 AoC：  

17 

1993年：1993 年刑法（性犯罪）法案第 2 条删除了继承自英国的“鸡奸”条款。 

意大利 

平等 AoC：  

14 

1890 年：1889 年意大利第一部刑法典并未禁止成人间私下发生的经同意的同性

性行为。 

科索沃 

平等 AoC：  

16 

1994 年：科索沃共和国刑法典废止了 1951 年南斯拉夫关于同性性行为的规定。

科索沃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拉脱维亚 

平等 AoC：  

16 

1992 年：随着苏联解体，拉脱维亚刑法典废除了第 124（1）段项下对成人间经

同意的同性性行为的处罚。 

列支敦士登 

平等 AoC：  

14 

1989 年：1989 年修订的刑法典删除了第 129 条和第 130 条“违反自然的淫荡行

为”的规定。 

立陶宛 

平等 AoC：  

16 

1993 年：从苏联独立后，立陶宛废除了其刑法典第 121 和 122（1）条，自此对

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非罪化。 

卢森堡 

平等 AoC：  

16 

1795 年：1795 年卢森堡为法国所统治时，其刑法典就废除了所有有关鸡奸的规

定。 

http://ledroitcriminel.fr/la_legislation_criminelle/anciens_textes/code_penal_25_09_1791.htm
http://www.globalgayz.com/gay-life-in-french-west-indies-gaudeloupe-martinique-st-barts-st-martin/
http://www.globalgayz.com/gay-life-in-french-west-indies-gaudeloupe-martinique-st-barts-st-martin/
http://www.globalgayz.com/gay-life-in-french-west-indies-gaudeloupe-martinique-st-barts-st-martin/
http://www.gutenberg.us/articles/lgbt_rights_in_french_guiana
http://self.gutenberg.org/articles/eng/LGBT_rights_in_Mayotte
https://matsne.gov.ge/en/document/download/16426/157/en/pdf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stgb/englisch_stgb.html
http://www.dw.com/en/germany-to-pay-convicted-gays-30-million-euros-media/a-35996592?
http://www.c00.org/p/greek-penal-code.html
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Qreakan/Hungary.pdf
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Qreakan/islandia.pdf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eli/1993/act/20/enacted/en/print
http://www.altalex.com/documents/codici-altalex/2014/10/30/codice-penale
http://www.assembly-kosova.org/common/docs/ligjet/Criminal%252520Code.pdf
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untc/unpan018405.pdf
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234958
https://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ltu/criminal_code_of_lithuania_html/Lithuania_Criminal_Code_2000_as_amd_2010.pdf
https://www.unodc.org/cld/document/lux/1879/criminal_code_of_luxembour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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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其 顿 

(FRYOM) 

平等 AoC：  

16 

1996年：1996 年刑法典废除了原第 101 条项下经同意的男性同性性行为可处 1 年

监禁的规定。 

马耳他 

平等 AoC：  

18 

1973 年：马耳他 1973 年废除了其刑法典第 201 条关于“违反自然的性行为”的

规定。 

摩尔多瓦 

平等 AoC：  

16 

1995年：摩尔多瓦刑法典废除了此前在苏联时期实行的鸡奸条款（第 106条）。 

摩纳哥 

平等 AoC：  

15 

1793 年： 摩纳哥为法国所统治时，其 1795 年刑法典废除了一切有关鸡奸的规

定。 

黑山 

平等 AoC：  

14 

1977 年：1977 年刑法典废除了 1951 年南斯拉夫关于同性性行为的规定。 

荷兰 

平等 AoC：  

16 

1811年：荷兰王国自 1811 年成为法国的附属，即实施 1810 年拿破仑刑法典，其

中未包括任何鸡奸的规定，且该准则延续至现行刑法典以及荷兰的三个属地（阿

鲁巴、库拉索岛和圣马丁）及其领土博内尔岛、萨巴和圣尤斯特修斯。 

挪威 

平等 AoC：  

15 

1972 年：挪威 1972 年刑法典废除了第 213 段的规定，实现了男性间“猥亵性

交”的非罪化。 

波兰 

平等 AoC：  

15 

1932 年：波兰 1918 年独立后，恢复到其 19 世纪初的拿破仑法典传统，随后的

1932 年刑法典并未规定成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是犯罪。 

葡萄牙 

平等 AoC：  

14 

1983 年：1886 年路易斯一世统治下，葡萄牙对男性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处以

刑罚，但该法律被 1983年刑法典废止。 

罗马尼亚 

平等 AoC：  

15 

1996 年：1996 年以前，刑法典第 200 条对“同性性行为”处以 1-5 年监禁。该规

定随后被废止，改为“公开或造成公共丑闻”条款，又于 2001 年废止。 

俄罗斯 

平等 AoC：  

16 

1993 年：1934 年苏联刑法典第 121（1）条（参见此处）规定“男性间的性行为

（鸡奸）”被处以最高 5 年监禁。该规定作为范本从前苏联移植到俄罗斯刑法

典。1993 年刑法典将该条款从俄罗斯法律中废除。但是，正如近十年来广泛报道

的，许多限制 SOGI 相关倡导的法律条款（包括言论、结社和资助）在俄罗斯实

施，且社会污名化很严重。俄罗斯 LGBT 网络报告称 2017 年 3 月在车臣的男同

性恋逮捕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截至撰稿时这一事件只有媒体报道，官方表示

可笑，予以否认。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id/16066
https://ec.europa.eu/anti-trafficking/sites/antitrafficking/files/criminal_code_chap_9_malta_en_1.pdf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section/criminal-codes/country/14
http://www.legimonaco.mc/305/legismclois.nsf/ViewCode/3DF7A57514A4AE45C125773F002D0B47!OpenDocument
http://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mne/2003/criminal_code_html/Montenegro_Criminal_Code.pdf
http://www.napoleon-series.org/research/government/france/penalcode/c_penalcode.html
https://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nld/1881/penal-code-of-the-netherlands_html/Netherlands_Penal_Code_1881_as_amd_2014.pdf
http://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NOR_penal_code.pdf
https://www.imolin.org/doc/amlid/Poland_Penal_Code1.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pt/pt/pt164pt.pdf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section/criminal-codes/country/8
https://thesanghakommune.org/2016/12/28/the-ussr-and-homosexuality-article-21/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ru/ru080en.pdf
http://cyberleninka.ru/article/n/attitudes-to-homosexuals-in-russia-content-structure-and-predictors
http://lgbtnet.org/en/content/statement-russian-lgbt-networks-board-regarding-information-kidnappings-and-murders-lgbt
http://www.rferl.org/a/russia-chechnya-gay-men-accounts-roundups-beatings-extortion/28423976.html
http://www.rferl.org/a/russia-chechnya-gay-men-accounts-roundups-beatings-extortion/28423976.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7/04/01/world/europe/chechen-authorities-arresting-and-killing-gay-men-russian-paper-says.html?smprod=nytcore-iphone&smid=nytcore-iphone-share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od-russia/tanya-lokshina/anti-lgbt-violence-in-chechnya-when-filing-official-complaints-isn-t-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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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力诺 

平等 AoC：  

14 

2004年：圣马力诺虽然在 1865 年对“鸡奸”非罪化，但 1975 年又重新引入刑法

典第 274 条，惩处那些“惯行”鸡奸行为的人（不需要已经实施的证据）。该规

定最终被 2004 年刑法典废止。 

塞尔维亚 

平等 AoC：  

14 

1994 年：1918 年，塞尔维亚作为南斯拉夫王国的一部分，禁止“违反自然的淫

秽行为”。1994 年刑法典废除了该规定。 

斯洛伐克 

平等 AoC：  

15 

1962 年：现行刑法典于 1962 年生效，并废除了此前匈牙利统治时期规定的鸡奸

条款（ “违反自然的犯罪”）。 

斯洛文尼亚 

平等 AoC：  

15 

1977 年：1976 年当斯洛文尼亚还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时，就开始着手从刑法典

废除对经同意的同性性关系处以刑罚的规定，并于 1977 年生效。 

西班牙 

平等 AoC：  

16 

1979 年：随着弗朗哥统治结束后宪政民主制的重建，男性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

从刑法典移除。（英文版下载参见此处）。 

瑞典 

平等 AoC：  

15 

1944 年：瑞典 1944 年刑法典取消“鸡奸”条款，并在后续修订中明文确认男性

和女性的自由。 

瑞士 

平等 AoC：  

16 

1942 年：虽然一些州在 1798 年后保留了拿破仑法典不处罚同性性行为的规定，

但 1942 年刑法典生效后，瑞典才在全国范围实现非罪化。 

土耳其 

平等 AoC：  

18 

1858 年：1858 年土耳其帝国刑法典（基于 1810 年法国刑法典制定）没有提及成

人间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现行刑法典也没有相关规定。 

乌克兰 

平等 AoC：  

16 

1991 年：与苏联 1934 年法典相一致，“同性性行为”被处以最高 5 年监禁，该

规定被乌克兰 1991 年刑法典废止。 

英国 

平等 AoC：  

16 

1967 年：1861 年，全英废止了对“鸡奸”的死刑，但该罪名仍保留在 1861 年人

身伤害法案第 61 条项下，并在 1885 年刑法补充法案第 11 条项下构成“严重猥亵

罪”，可处以最高 2 年监禁，并可处以劳役。这些规定广泛传播到其它普通法国

家。英格兰和威尔士在 1967 年、苏格兰在 1981年、北爱尔兰在 1982 年废除了该

等规定（欧洲人权法院 Dudgeon 案之后）。附属于英国的许多地区也同样废除了

该等规定：亚克罗提利与德凯利亚（2000 年）、安圭拉岛（2001 年）、根系行政

区（1983 年）、百慕大（1994 年）、英属维京群岛（2001 年）、开曼群岛

（2001 年）、福克兰群岛（1989 年）、直布罗陀（1993 年）、马恩岛（1992

年）、泽西（1990 年）、梦特色拉特岛（2001 年）、皮特凯恩、南乔治亚岛、圣

赫勒拿、 特克斯和凯科斯岛以及其他领土（2001）。 

 

 

 

大洋洲（8） 

http://www.wipo.int/wipolex/en/profile.jsp?code=SM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section/criminal-codes/country/5
http://europam.eu/data/mechanisms/PF/PF%252520Laws/Slovakia/Slovakia_Criminal%252520Code_2005_en.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si/si045en.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si/si045en.pdf
https://uvadoc.uva.es/bitstream/10324/4252/1/TFG-L234.pdf
http://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section/criminal-codes
http://www.government.se/contentassets/5315d27076c942019828d6c36521696e/swedish-penal-code.pdf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11909
https://archive.org/stream/TheImperialOttomanPenalCode/OttomanPenalCode_djvu.txt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tr/tr171en.pdf
https://www.unodc.org/tldb/pdf/Criminal%252520Code%252520of%252520Ukraine_31.05.2007_ENG_text.pdf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eli/1861/act/100/enacted/en/print.html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eli/1861/act/100/enacted/en/print.html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eli/1885/act/69/enacted/en/print
http://www.worldlii.org/eu/cases/ECHR/1981/5.html
http://www.bermudalaws.bm/Laws/Annual%252520Laws/1994/Acts/Criminal%252520Code%252520Amendment%252520Act%252520199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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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平等 AoC： 

16 

1975-1997年：1975-1997年间，澳大利亚的 8个省分别对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非罪

化。1975 年，南澳大利亚废止了下列罪名：鸡奸、严重猥亵、引诱不道德性行

为。22年之后，塔斯马尼亚最后一个于 1997年废止了该等规定。1994年联合国人

权事务委员会在 Toonen v. Australia案中，主要基于隐私权认定澳洲法律与公约存

在冲突，随后，联邦政府引入了 1994 年人权（性行为）法案第 4（1）条，在澳大

利亚法律中巩固了该原则。 

斐济 

平等 AoC： 

16 

2010 年：2005年，斐济高等法院在对 Dhirendra Nadan and Thomas McCosker v. The 

State 案的裁决中判定基于刑法典第 175（a）、175（c）和 177 条的有罪裁决无效

（这几项法律规定“违反自然的性行为”和猥亵行为为犯罪）。这些规定最终被

2010 年 2 月生效的 2009年刑法废止。 

马绍尔群岛 

平等 AoC： 

16 

2005 年：2005 年刑法典修正案修订了刑法典，对成人间私下进行的经同意的同性

性行为非罪化。 

密克罗尼西亚 

[联邦] 

平等 AoC： 

14 

1982 年：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1982 年法典（其中包括刑法）并未包括任何对成人间

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刑罪化的规定，此后也没有增加相关条款。据报告（第 5

段），当地文化排斥公开承认性倾向和性别身份，也不欢迎讨论相关事宜，很少人

公开承认自己的 LGBT身份。 

瑙鲁 

平等 AoC： 

17 

2016年：瑙鲁 2016 年刑法法案 废止了 1899 年刑法典（该刑法典借鉴了 1899 年昆

士兰刑法典）。瑙鲁政府称该法目前是该国最全面的新法，废除了将同性性行为视

为犯罪的规定。瑙鲁此前接受了 2011 年其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对同性性行为非

罪化的三项建议。 

新西兰 

平等 AoC： 

16 

  

1986 年：新西兰议会通过了 1986 年同性恋法改革法，其中对 16 岁以上男性之间的

性行为非罪化。女性之间的性行为依然是非法的。2017 年 2 月，新西兰政府宣布将

建立一个法律申诉机制，纠正历史上对男性间经同意的性行为的定罪。2007 年纽埃

（属地）和托克劳（依附领土）通过 2007 年纽埃修订法案，对经同意的同性性行

为非罪化。该法案于 2007 年 9 月 20 日生效。 

帕劳 

平等 AoC： 

16 

2014 年：2014 年 4 月总统签署非罪化的新刑法典，帕劳废止了其将男同性恋间经

同意的同性性行为视为犯罪的规定。帕劳此前已经接受了 2011 年第一轮普遍定期

审议中对同性性行为非罪化的三项建议。2014 年，仇恨犯罪法案（包括基于性倾向

的仇恨犯罪）没有获得批准。据报告，当地 LGBTI 社群面临着安全威胁，并呼吁

政府有所行动。 

瓦努阿图 

平等 AoC： 

15 

1981 年：1980 年立国之后，瓦努阿图实施了其第一部刑法典（1981 年生效），没

有规定 18 岁以上的同性性行为为犯罪（参见第 122 页）。2006 年合并刑法典第 99

条维持了相同的规定。同年，2006 年刑法典（修订）法案（2007 年 3 月生效）连

同第 99 条一并废除，自此同性性行为和异性性行为的同意年龄得以平等（15

岁）。 

 

 

 

 

 

http://www.alga.org.au/files/towardsequality2ed.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50%25252FD%25252F488%25252F1992&Lang=en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04A04852
http://www.paclii.org/fj/cases/FJHC/2005/500.html
http://www.paclii.org/fj/cases/FJHC/2005/500.html
http://www.paclii.org/fj/legis/consol_act/pc66/
http://www.fiji.gov.fj/getattachment/604e31fc-c7b1-41a0-9686-71377917b6eb/Decree-No-44---Crimes-Decree-2009-(pdf).aspx
https://www.legal-tools.org/en/browse/record/f0cd20/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micronesia_federated_states_of/session_23_-_november_2015/kahrf_upr23_fsm_e_main.pdf
http://ronlaw.gov.nr/nauru_lpms/index.php/act/view/1168
http://www.nauru-news.com/single-post/2016/05/27/Nauru-Government-updates-Criminal-Code-1
http://lib.ohchr.org/HRBodies/UPR/Documents/Session10/NR/A_HRC_17_3_Add.1_Nauru_E.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1986/0033/latest/whole.html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38915523
http://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07/0071/latest/whole.html#DLM968439
http://palausenatejga.files.wordpress.com/2014/05/rppl-9-21.pdf
http://www.humandignitytrust.org/pages/NEWS/News?NewsArticleID=300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palau/session_11_-_may_2011/a_hrc_wg.6_11_l.3_palau.pdf
http://www.palauoek.com/wp-content/uploads/2014/07/SB-9-125.pdf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jCw5a3mdnSAhVEkZAKHbjdAScQFggaMAA&url=https%25253A%25252F%25252Fuprdoc.ohchr.org%25252Fuprweb%25252Fdownloadfile.aspx%25253Ffilename%25253D2350%252526file%25253DEnglishTranslation&usg=AFQjCNGeo8htnebb-TSsshcTlYxCIYELDw&sig2=AzPALlC-LMC-SCBm9UBExg
http://www.austlii.edu.au/au/journals/QITLawJl/1986/12.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vu/vu034en.pdf
http://www.paclii.org/vu/legis/num_act/pca200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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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性行为：非法（71） 

占联合国成员国的 37% 

本节对所有对同性性行为罪化的国家进行了简短的介绍。在第一栏列出了国家名字，同

时标记出法律是否同时适用于男性和女性（MF），亦或是仅适用于男性（M）。第二栏

列出法律条文链接以及适用条款。本报告“罪化”部分会对本节所列出的各个国家进行

更为详细的介绍。 

 
 

非洲（32） 

阿尔及利亚 

MF 

1996 刑法典 第 333, 333bis, 338条。             

安哥拉 

MF 
1886 刑法典第 70, 71(4)条。              

博茨瓦纳 

MF 
1964 刑法典 第 164, 165, 167条。 

布隆迪 

MF 

2009 刑法典 第 567条。                                           

喀麦隆 

MF 
1965 刑法典 第 347-1条。  

科摩罗 

MF 
1981 刑法典 第 318条。                                         

厄立特里亚 

MF 

1957 刑法典 第 600条。                                                      

埃塞尔比亚 

MF 
1957 刑法典 第 629, 630条。                              

冈比亚 

MF 
1965 /2014 刑法典 第 144, 144A, 147(2)条。             

加纳 

M 
1960 刑法典 第 99, 104 条。                              

几内亚 

MF 
1988 刑法典 第 325条。                                       

肯尼亚 

M 

1948 刑法典 第 162 条。                                   

利比里亚 

MF 
1978  刑法 第 14.74 条。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7998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bw/bw012en.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fr/bi/bi009fr.pdf
http://fakoamerica.typepad.com/files/law-relating-to-the-penal-code.pdf
http://comoresdroit.comores-droit.com/wp-content/dossier/code/penal.pdfhttp:/comoresdroit.comores-droit.com/wp-content/dossier/code/penal.pdf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9216a0a2.html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70993/75092/F1429731028/ETH70993.pdf
http://www.refworld.org/docid/54759cd04.html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SERIAL/75289/107490/F973061365/GMB75289%252520pp%2525201284_1316.pdf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SERIAL/75299/78264/F1686462058/GMB75299.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gh/gh010en.pdf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4a3eb9a4.html
http://www.kenyalaw.org/Downloads/GreyBook/8.%252520The%252520Penal%252520Code.pdf
http://www.icla.up.ac.za/images/un/use-of-force/africa/Liberia/Penal%252520Code%252520Liberia%252520197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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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 

MF 
1976  1976 年第 70 号法律 （修订 1953年刑法典第 407和 408条）。 

马拉维 

MF 
1930 刑法典 第 153, 137A 条。  

毛里塔尼亚 

MF 
1983 刑法典 第 306, 308条。                                   

毛里求斯 

M 
1838 刑法典 第 250 条。                                  

摩洛哥 

MF 
1962 刑法典 第 489 条。                                           

纳米比亚 

M 
普通法罪行 

尼日利亚 

MF 
1990 刑法典法案 第 214, 2 15, 217条。                           

塞内加尔 

MF 
1965 刑法典 第 319(3)条。                                         

塞拉利昂      

M 
1861 侵害人身法案 第 61条。           

索马里 

MF 
1962 刑法典 第 409条。                                            

南苏丹   

MF 
2008 刑法典 第 148条。                                         

苏丹 

MF 
1991 刑法典 第 148, 151条。                                 

斯威士兰 

M 

普通法罪行  

坦桑尼亚 

M 

1945 刑法典 第 154条。                                           

多哥 

M 

1980 刑法典 第 88条。                                      

突尼斯 

MF 
1913 刑法典 第 230 条。                                            

乌干达 

MF 
1950 刑法典 第 145 条。                                            

赞比亚 

MF 
1930 刑法典 第 155, 156条。                                   

津巴布韦 

M 

1996 刑法 第 73条。                                    

 

 

美洲（10） 

安提瓜和巴布达  

MF 
1995 性犯罪法案 （第 9 号法案）第 12, 15条。  

巴巴多斯 

MF 
1992 性犯罪法案 第 154章，第 9, 12 条。  

多米尼加 

MF 
1998 性犯罪法案 第 14, 16条。    

https://archive.org/details/LibyanPenalCodeenglish
https://www.unodc.org/tldb/pdf/Malawi_Penal_Code.pdf
http://www.droit-afrique.com/upload/doc/mauritanie/Mauritanie-Code-1983-penal.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mu/mu008en.pdf
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190447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5591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6336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861/100/pdfs/ukpga_18610100_en.pdf
http://www.somalilandlaw.com/Penal_Code_English.pdf
http://www.gurtong.net/LinkClick.aspx?fileticket=eLPDLffO3HE%25253D&tabid=342
http://www.ecoi.net/file_upload/1329_1202725629_sb106-sud-criminalact1991.pdf
https://www.hsph.harvard.edu/population/trafficking/tanzania.sexoffenses.98.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fr/tg/tg003fr.pdf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61250/60936/F1198127290/TUN-61250.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ug/ug008en.pdf
https://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zmb/1931/the_penal_code_act_html/Zambia_Penal_Code_Act_1930_as_amended_2005.pdf
http://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zwe/2006/criminal_law_codification_and_reform_act_html/criminal_law_codification_and_reform_act.pdf
http://www.laws.gov.ag/acts/1995/a1995-9.pdf
http://www.dominica.gov.dm/laws/1998/act1-19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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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 

M 
1993 刑法典 第 431条。   

圭亚那 

M  
1893 刑法（犯罪）法案 第 352, 353, 354条。   

牙买加 

M 
1864 侵害人身法案 第 76, 77, 78, 79 条。   

圣基茨和尼维斯 

M 
1873 侵害人身法案 第 56, 57 条。   

圣卢西亚  

MF 
2005 刑法典 第 132, 133条。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MF 
1990 刑法典 第 146, 148条。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MF 
1986 1986 年性犯罪法案 经性犯罪（修订）法案 （2000 年第 31

号）修订，第 13, 16 条。 

  

 

 

 

亚洲（23） 

阿富汗 

MF 
1976 刑法典 第 427 条。                                    

孟加拉国 

M 
1860 刑法典 第 377条。                                    

不丹 

M 
1959 刑法典 第 213条。 

文莱达鲁萨兰国

M 

1951 刑法典 第 377 条。                                

加沙 (OPT) 

M 

1936 刑法典法令第 74 号 第 152 条。          

印度 

M 
1860 刑法典 第 377条。                                       

印度尼西亚 

MF 
印度尼西亚 [仅 2省]。                  

伊朗 

MF 
1991 伊斯兰刑法典 第 108-134 条。                         

伊拉克 

MF 
1969 刑法典 第 404条。                                            

科威特 

M 

1960 刑法典 第 193条。                                    

黎巴嫩 

M 

1943 刑法典 第 209, 532, 534条。                     

马来西亚 

MF 

1976 刑法典 第 377A 条。                                         

马尔代夫 

MF 
2014 刑法典 第 410, 411, 412条。                         

http://www.oas.org/juridico/spanish/mesicic2_grd_criminal_code.PDF
http://www.oas.org/juridico/MLA/en/guy/en_guy-int-text-cl_act.pdf
http://moj.gov.jm/laws/offences-against-person-act
http://www.easterncaribbeanlaw.com/offences-against-the-person-act-chapter-4-21/
http://www.rslpf.com/site/criminal%252520code%2525202004.pdf
http://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96147/113541/F779547297/TTO96147.pdf
http://www.ttparliament.org/legislations/a2000-31.pdf
http://aceproject.org/ero-en/regions/asia/AF/Penal%252520Code%252520Eng.pdf/view
http://bdlaws.minlaw.gov.bd/pdf_part.php?act_name=&vol=&id=11
https://www.oecd.org/site/adboecdanti-corruptioninitiative/46814108.pdf
https://www.unodc.org/tldb/pdf/Brunei_Penal_Code_1951_Full_text.pdf
http://www.nevo.co.il/law_html/law21/PG-e-0633.pdf
https://www.oecd.org/site/adboecdanti-corruptioninitiative/46814358.pdf
http://www.iranhrdc.org/english/human-rights-documents/iranian-codes/1000000455-english-translation-of-books-1-and-2-of-the-new-islamic-penal-code.html
https://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irq/1969/penal_code_html/Iraq_The_Penal_Code_1969ENG.pdf
http://gulfmigration.eu/database/legal_module/Kuwait/National%252520Legal%252520Framework/Rights%252520and%252520Obligations/2.1%252520Penal%252520Law_AR.pdf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6653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ae6b5cf0.html
https://www.law.upenn.edu/live/files/4203-maldives-penal-code-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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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 

M 

1860 刑法典 第 377条。                                             

阿曼 

MF 
1974 刑法典 第 33, 223 条。                                     

卡塔尔 

MF 
2004 刑法典 第 296, 298条。 

巴基斯坦 

M 

1860 刑法典 第 377条。                                         

沙特阿拉伯   

MF 
 Sura 7:80/81. 

新加坡 

M 

1872 刑法典 第 377A 条。                  

斯里兰卡  

MF 
1885 刑法典 第 365, 365A条。 

叙利亚 

MF 
1949 刑法典 第 520条。 

土库曼斯坦 

M 

1997 刑法典 第 135条。                                   

阿联酋 

MF 
1987 刑法典 第 356条。 

乌兹别克斯坦 

M 

1994 刑法典 第 120条。                     

也门 

MF 
1984 刑法典 第 264, 268条。                            

 

 

大洋洲（6） 

库克群岛  

[新西兰属地]  

M 

1969  1969 年刑法典 第 154, 155条。  

基里巴斯 

MF 
1977 刑法典 第 153, 154条。  

巴布亚新几内亚  

M 
1974 刑法典 第 210, 212条。  

萨摩亚 

M 
2013 刑法 第 67, 68, 71条。  

所罗门群岛 

MF 
1996 刑法典 第 160, 161, 162条。  

汤 加  

MF 
1988 刑事犯罪法案 第 136, 139, 140, 142 条。  

图 瓦 卢 

M 
1978 刑法典 第 153, 154, 155条。  

 

 

 

对同性性行为处以死刑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mm/mm004en.pdf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6075
http://portal.www.gov.qa/wps/wcm/connect/8abaea8046be1deaae97ef70b3652ad8/Penal+Code.pdf?MOD=AJPERES&useDefaultText=0&useDefaultDesc=0
http://www.punjabpolice.gov.pk/system/files/pakistan-penal-code-xlv-of-1860.pdf
https://quran.com/7/80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639_2010-01-31.html
http://hrlibrary.umn.edu/research/srilanka/statutes/Penal_Code.pdf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10918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14676
http://mublegal.com/wp-content/uploads/2014/07/Federal-law-penal-code.pdf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id/8931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83557/92354/F1549605860/YEM83557.pdf
http://www.paclii.org/ck/legis/num_act/ca196982/
http://www.paclii.org/ki/legis/consol_act/pc66/
http://www.paclii.org/pg/legis/consol_act/cca1974115/
http://www.paclii.org/ws/legis/consol_act/ca201382/
http://www.paclii.org/sb/legis/consol_act/pc66/
https://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ton/1926/criminal_offences_act_html/Criminal_Offences_Act.pdf
http://tuvalu-legislation.tv/cms/images/LEGISLATION/PRINCIPAL/1965/1965-0007/PenalCode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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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性性行为适用死刑的记载存在重大不一致。据我们了解，下表中的 8 个国家使用了死刑：4

个在全国范围，2 个在特定省份，另外 2 个国家的死刑由非国家主体实施。我们认为这是对当前

就“成人间私下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处以死刑情况的较为准确的描述方式。此外，还有 5 个国

家的伊斯兰教法释义或重要法条允许死刑，但就我们所知并未适用，而且这些政府已在联合国普

遍定期审议等平台上做出承诺。实际上，这些国家适用了处罚较轻的民法规范。 

. 

 亚洲 非洲 

伊斯兰教法项下规定死刑且 

在全国范围实施 

（4 个） 

伊朗  苏丹  

沙特阿拉伯  

也门  

伊斯兰教法项下规定死刑且 

在省级范围实施 

（2 个） 

 索马里（南部地区） 

尼日利亚 （12州） 

地方法院/私刑/非国家主体

实施 

（2 个） 

伊拉克    

达伊沙控制（ISIS / ISIL）伊拉

克北部和叙利亚北部领土； 

 

法律规定，但未特别针对同

性性行为实施  

（5 个） 

阿富汗 毛里塔尼亚 

巴基斯坦  

卡塔尔  

阿联酋  

地方法院/私刑/非国家主体

实施 

（2 个） 

伊拉克  

达伊沙控制（ISIS / ISIL）伊拉

克北部和叙利亚北部领土； 

 

 

 

 

 

 

限制性倾向相关言论自由的倡导／宣传和道德条款（19）  

占联合国成员国的 10% 

 
约束公共言论的道德条款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实施已久。然而，将针对儿童的蕴含某些价值的言论

定义为“宣传／鼓吹”，进而当作犯罪打击，这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趋势，用以暗度陈仓，限制性

倾向方面的言论自由。 

 

 

http://ir.lawnet.fordham.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322&context=ilj
https://www.outrightinternational.org/sites/default/files/ComingOutDeathSentence_Iraq_0.pdf
https://www.outrightinternational.org/dontturnaway/timeline
https://www.outrightinternational.org/sites/default/files/ComingOutDeathSentence_Iraq_0.pdf
https://www.outrightinternational.org/dontturnaway/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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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8） 

阿尔及利亚 2014 刑法典第 333 条重申，持有、传播或展示任何有违正派之物，应处以 2

个月到 2年监禁，并处罚金。 

埃及 1937 1937 年第 58 号刑法典 第 178 条规定，提供某些资讯是“违反公共道德”

的（参见国家导言埃及部分）。 

利比亚 1953 1953年刑法典第 421 条对“不雅文章”的传播进行规定。 

摩洛哥 1962 1962年刑法典第 483 条规定，以“自己的行为”进行公然猥亵，包括了

传播和宣传不雅行为。 

尼日利亚 2014 2013 年 12 月 17 日通过、2014 年 1 月生效的同性婚姻（禁止）法案第 5

条规定，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公开展示同性浪漫关系”，可处以最高 10 年监

禁。 

索马里 1964 1964 年刑法典第 406条禁止传播“煽动淫荡行为”的材料。 

坦桑尼亚 1981 刑法典第 175条规定禁止分享或出售意图“败坏风气”的材料。  

突尼斯 1913 2004 年修订的 1913年刑法典第 226 条对引人“放荡”的行为进行禁止。  

 

 

美洲（无） 

美国有一些州制定了地方法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约束关于同性性行为、性关系的言论，有人

称之为“No Promo Homo Laws（不得推广同性恋法）”。在某些州，课堂教材必须强调“同性恋

是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阿拉巴马州和德克萨斯州）、不得承认“同性性行为是安全的”

（亚利桑那州）、说明“同性性行为是传播艾滋病毒的元凶”（俄克拉荷马州）、只在进行性传

播疾病的教学时提到“同性恋关系”（南卡罗来纳州）等等。人权观察在其报告中记录了这些法

律对于霸凌 LGBT 学生的学校所产生的影响（参见第 11 页）。2017 年 3 月，犹他州长签署了 SB 

196，审查那些禁止在学校“宣传同性恋”的州法律。全国女同性恋权利中心 （NCLR）参与了旨

在废除这些法律的策略性诉讼（诉讼摘要参见此处）。 

 

 

亚洲（9） 

印度尼西亚  2016 对所有广播公司发出的关于阴柔男性的通告 禁止所有广播公司表现男性

的性或性别多元。打着保护儿童的旗号，国家还采用 2012 年广播节目标准限

制通过电视表现 LGBT。此外，该国对持续的线上 LGBT 内容的威胁不断增

加。 

伊拉克 1969 伊斯兰刑法典第 404条规定，“任何人自行或以设备公开演唱下流、猥亵

歌曲，或发表下流、猥亵宣言，可处以 1 年以下监禁或不超过 100 第纳尔罚

款。” 

伊朗 1986 新闻法禁止一系列可能“冒犯公众”的宣传。 

约旦 1962 刑法典第 320条规定“任何人在公共场合、公共集会或以其它能被别人看

到的方式，从事不正派的行为或做出不正派的表示，应处以不超过 6 个月监禁

或不超过 50第纳尔罚款。” 

科威特 1960 1960 年 6 月 2 日第 16 号法律刑法典第 198 条规定，“任何人在公共场所

或以可被他人看到或听到的方式，发出猥亵的信息或做出猥亵行为，或装扮成

异性，应处以不超过 1 年监禁并处不超过 1000 第纳尔的罚款，或单处监禁或罚

款。”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7998
https://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criminal_code_of_egypt_english_html/Egypt_Criminal_Code_English.pdf
https://archive.org/stream/LibyanPenalCodeenglish/LibyanPenalCode#page/n169/mode/2up/search/indecent+nature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7323
http://www.refworld.org/docid/52f4d9cc4.html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bc5906e2.html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59637/104199/F-1839757965/TZA59637.pdf
https://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61250/60936/F1198127290/TUN-61250.pdf
https://thinkprogress.org/9-states-with-anti-gay-laws-that-arent-that-different-from-russia-s-4a903d6dbff6#.dvgm8m5u6
https://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pdf/uslgbt1216web_2.pdf
https://le.utah.gov/~2017/bills/static/SB0196.html
https://le.utah.gov/~2017/bills/static/SB0196.html
http://www.nclrights.org/cases-and-policy/cases-and-advocacy/case-equality-utah-v-utah-state-board-of-education/
http://www.nclr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6/10/Equality-Utah-v.-Utah-State-Board-of-Education-Complaint.pdf
http://www.kpi.go.id/index.php/lihat-sanksi/33267-edaran-kepada-seluruh-lembaga-penyiaran-mengenai-pria-yang-kewanitaan
https://www.hrw.org/news/2016/02/16/dispatches-indonesia-censors-lgbt-radio-and-tv
https://denpasarkota.go.id/assets_subdomain/63/download/P3SPS%252520KPI_089566.pdf
https://www.buzzfeed.com/lesterfeder/hundreds-of-millions-of-people-may-soon-be-blocked-from-usin?utm_term=.rlpQwG9za#.fdpYxrG3O
https://www.buzzfeed.com/lesterfeder/hundreds-of-millions-of-people-may-soon-be-blocked-from-usin?utm_term=.rlpQwG9za#.fdpYxrG3O
http://www.iranhrdc.org/english/human-rights-documents/iranian-codes/1000000455-english-translation-of-books-1-and-2-of-the-new-islamic-penal-code.html
http://www.iranhrdc.org/english/english/human-rights-documents/iranian-codes/3201-the-press-law.html?p=1
http://www.ahtnc.org.jo/sites/default/files/penal_code.pdf
http://gulfmigration.eu/law-no-16-of-1960-promulgating-the-penal-cod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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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1943 刑法典第 523条规定，持有、制作、传播可被认为“违反正派的材料”应

处 1个月以上 1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 

卡塔尔 2004 2004 年刑法典第 296 条规定“对下列行为处 1 年以上 3 年以下监禁：

（3）引导、煽动或引诱男性进行鸡奸或不道德行为；（4）引导或引诱男性或

女性从事不法或不道德的行为。” 

沙特阿拉伯 2001 根据 2001 年部长会议决议：“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所有互联网用户不得发

布或获取含有下列内容的数据：（1）任何违反基本原则与法律、侵害伊斯兰及

仁慈的伊斯兰教法的神圣性或违反公共道德的内容。” 

叙利亚 1948 叙利亚刑法典第 208 条规定，以文章、图形、图像等方式作出的不道德的

公开言论是违法行为；第 517 条规定，以第 208 条第一款提及的方式违反公共

道德的行为，包括任何故意或偶然在公共场所从事的行为，也构成犯罪，应处

以 3个月到 3年监禁。这两个条款一起构成了过度限制 LGB个人权利的道德条

款。 

 

 

 

 

欧洲（2） 

2016 年，摩尔多瓦和吉尔吉斯斯坦国会通过新的法案，禁止“推广”“非传统性关系”。 

 立陶宛 2014 2014 年 1 月，立陶宛国会通过了行政处罚法修正案（第 214 条

及其他），对违反所谓的宪法建立的家庭价值的行为或出版课以刑

罚。修正案在 2010 年 3 月生效的针对公共信息危害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实施。 

 俄罗斯 2013 圣彼得堡 LGBR 青年工作组织儿童 404（Children 404）于 2015

年遭到起诉，依据就是第 135-FZ 号联邦法第 6.21 条（对未成年人宣

传非传统性关系）。该法对 LGBT 组织传递了一个强大而“令人胆寒

的信号”，并对儿童和社会有着恶劣影响。  

 

 

 

 

 

性倾向议题 NGO 在发起、成立和注册时面临阻碍（25） 

占联合国成员国的 13%  
通过取得 NGO（非政府组织）地位，公民社会中以使命为导向的倡导组织或服务组织可以正式参

与国家和国际论坛。但对于 SOGI 相关的团体和组织（包括 CSO-公民社会组织，CBO-社群基础

组织），这项权利或行使权利的能力因法律上的约束或限制性条款越来越多而受到威胁。然而，

尽管对同性性行为罪化，近年肯尼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和突尼斯等地的法院不再对言论自由

作事实上的审查，支持性倾向倡导者的基本权利。下表列出了各国关于性倾向的具体法律，包括

公民自由观察（Civic Freedom Monitor）提供的关于法律环境的综合、深入分析。值得注意的是，

许多国家尽管有限制 NGO 的立法，但这些国家并不存在 SOGI 议题的 NGO 或公民团体，即使有，

我们也不清楚它们在申请注册时遇到过什么问题。还有不计其数的其它团体，出于各种原因（曝

光、管理、干扰、成本等等），不愿注册 NGO，而是以比较灵活的合作方式在政策层面活动。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6653
http://portal.www.gov.qa/wps/wcm/connect/8abaea8046be1deaae97ef70b3652ad8/Penal+Code.pdf?MOD=AJPERES&useDefaultText=0&useDefaultDesc=0
http://www.al-bab.com/media/docs/saudi.htm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10918
http://www.lgbt-ep.eu/press-releases/moldovan-parliament-considering-anti-propaganda-bill/
http://www.eurasianet.org/node/78896
https://www.e-tar.lt/portal/lt/legalAct/9598f98048e511e6b5d09300a16a686c
https://www.e-tar.lt/portal/lt/legalAct/TAR.817CC58C1A54/TAIS_410367
https://www.e-tar.lt/portal/lt/legalAct/TAR.817CC58C1A54/TAIS_410367
http://www.humanrightsfirst.org/press-release/russian-court-fines-children-404-founder-violating-lgbt-propaganda-law
http://www.threefold.ru/russian-laws-amended-federal-law-no-135-fz-amending-certain-laws-russian-federation-view-protect-children
http://static.prisonplanet.com/p/images/february2014/white_paper.pdf
https://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wp-content/uploads/Bayev-v-Russia-IHM-Declaration-2014-05-13.pdf
http://esango.un.org/civilsociety/login.do
http://research.un.org/en/ngo
https://globalfreedomofexpression.columbia.edu/cases/gitari-v-non-governmental-organisations-co-ordination-board/
http://www.southernafricalitigationcentre.org/cases/completed-cases/botswana-high-court-challenge-to-refusal-to-register-lgbt-organisation/
http://www.hrforumzim.org/alerts/major-reprieve-for-civil-society-as-abel-chikomo-is-acquitted/
https://www.boell.de/en/2016/06/17/lgbt-rights-tunisia-fight-will-be-televised
http://www.icnl.org/research/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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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11） 

阿尔及利亚 1990 根据 ICNL（国际非营利法律中心）提供的消息，新结社法 （Law 

12-06 of 2012）取代了之前极为严格的旧结社法（Law 90-31 of 1990），

“但仍旧没有充分履行保护结社自由的国际法义务。新法授予政府拒绝注

册组织的广泛裁量权，允许设置严格的成立条件、限制 NGO 接受境外资

助、对非正式组织的领导者或成员施加高额罚款和刑事处罚，所有这些限

制都没有配备充分的申诉渠道。”该法与信息法（Law 12-05 of 2012）、

公共集会法（Law 19-91 of 1990）以及对同性性行为罪化的事实一起, 决

定了 SOGI 议题 NGO 不可能得到注册。 

埃及 1964 1964 年私人结社和基金法 （2016 年修订版）第 14(2)条是随后几年许

多中东和北非国家采用的基础法律：“实施导致国家实体、国家安全、公

共法律和秩序以及公共道德不稳定的行为。”埃及法律经 2016 年修订，

加入一些“新式”条款，例如接受外国资助、专业服务，或寻求外国组织

顾问意见、进行调查或公开发表报告，都需要政府许可，违法的罪责与罚

金也进一步提高。 

利比亚 1928 1928 年 4 月 21 日法律（2016 年修订）的许多条款对利比亚的组织和

非营利基金会做出了规定，使得 SOGI 相关 NGO 完全不可能注册。在

2011 年革命以前，利比亚对于结社有一系列极为严苛的法律（例如 1972

年的 71 号法律），且近年来对性和性别多元的敌视越来越严重，迫使人

们逃亡。 

马拉维 2000 政府通常欢迎公民社会参与公共事务，但 2000 年 NGO 法案第五条授

权国家拒绝或撤销即将结社的团体的资质，即所谓的“特殊例外”。近年

来，政坛频频提出 SOGI 议题，造成了重大倒退。据报告（p.122），政府

有关闭那些倡导 SOGI权利 NGO 的打算。 

毛里塔尼亚 1964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关于毛里塔尼亚的第七次定期报告称，关于结社

的 1964 年 6 月 9 日第 64-098 号法案第 3 条（未找到在线链接）限制合法

从事活动的自由，除非经内政部事先授权。该法第 4 条规定，不得“通过

其行为或对公众思想进行不当影响的方式组织公开示威、持械或其他危及

公共秩序或安全、从境外接受资助或参与反国家宣传、危害国家信誉”。

如果某组织“从事危害国家的宣传”或“危害国家信誉”，第 13 条授权

相关部委将其解散，而第 8 条规定，对未注册组织的工作人员可处以最高

3 年的监禁。该法修订版是否能够通过，目前尚不明朗。 

摩洛哥 1958 关于结社权的法令 1958 年第 1‐58‐376 号法令第 3 条禁止组织从事

“违反法律或公共道德、侵犯伊斯兰教”等行为。对 1958 年法律的修订

见于 2005 年第 2‐04‐969 号法令，其中包括初创组织所能从事的行为等禁

止性规定。 

莫桑比克 1991 莫桑比克结社法 第 8/91 号法律不容许注册仅关注 SOGI 议题的组织

（莫桑比克在 2014 年对同性性行为非罪化）。2016 年，人权观察特别报

告了 Lambda 已持续 8 年申请注册，却因缺乏“紧迫性和针对性”被拒

绝：这一事由从未在其它组织申请注册时出现。 

http://www.icnl.org/research/monitor/algeria.html
http://www.icnl.org/research/library/files/Algeria/F2012002.pdf
http://www.icnl.org/research/library/files/Algeria/F2012002.pdf
http://www.icnl.org/research/library/files/Algeria/90-31-En.pdf
https://anneemaghreb.revues.org/1506
http://www.icnl.org/research/library/files/Algeria/Algeria%252520Assembly%252520Law%2525201991.pdf
http://muftah.org/gay-and-lesbian-mobilization-in-algeria/#.WNaEjhS75SU
http://www.icnl.org/research/monitor/egypt.html
http://www.icnl.org/research/trends/trends1-4.pdf
http://www.icnl.org/research/monitor/egypt.html
http://www.mj.public.lu/legislation/asbl_fondations/2009_Loi_21_avril_1928.pdf
http://security-legislation.ly/sites/default/files/files/lois/339-Law%252520No.%252520(17)%252520of%2525201972_EN.pdf
http://security-legislation.ly/sites/default/files/files/lois/339-Law%252520No.%252520(17)%252520of%2525201972_EN.pdf
http://www.washingtonblade.com/2016/05/10/libyan-lgbt-activist-hopes-to-leave-benghazi/
http://www.icnl.org/research/monitor/malawi.html
http://www.icnl.org/research/library/files/Malawi/ngo.pdf
https://76crimes.com/2017/01/16/malawi-court-to-decide-is-it-hate-speech-to-say-kill-the-gays/
https://76crimes.com/2016/01/02/gay-malawian-appeals-for-justice-now-hes-in-hiding/
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866/2015_Africa_CSOSI.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RD%25252FC%25252F421%25252FAdd.1&Lang=en
http://www.icnl.org/2-Global%252520Trends%252520Vol%2525207%252520Iss%2525202.pdf?pdf=trends7-2
http://www.icnl.org/2-Global%252520Trends%252520Vol%2525207%252520Iss%2525202.pdf?pdf=trends7-2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6/06/mauritanie-une-nouvelle-loi-compromet-lexercice-du-droit-a-la-liberte-dassociation/
https://www.imolin.org/doc/amlid/Morocco/Morocco_Dahir_no_1-58-376_reglementant_le_droit_dassociation_1958.pdf
http://www.icnl.org/research/library/files/Morocco/reg-2005-en.pdf
https://www.caicc.org.mz/images/stories/documentos/Lei%252520das%252520Associacoes.pdf
https://www.hrw.org/news/2016/01/25/dispatches-mozambiques-double-speak-lgbt-rights
https://www.hrw.org/news/2016/01/25/dispatches-mozambiques-double-speak-lgbt-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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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 2013 尼日利亚同性婚姻（禁止）法案第 4(1)条，禁止“同性恋俱乐部、社

团和组织注册”，也禁止这类团体存续、运营和聚会。第 5(2) 和 (3)条规

定任何“注册、运营或参与同性恋俱乐部、社团组织”或“支持”这类活

动的人可处 10 年监禁，详见人权观察报告。人类尊严信托（Human 

Dignity Trust）分析 称“通过妨碍组织获得资金和其它形式支持的方式对

公民社会产生震慑效应”，严重阻滞了“解决 HIV/AIDS 及其它性少数面

临的公共健康问题”。 

苏丹 2006 苏丹对一些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施行死刑，鉴于此，很显然任何关于

SOGI 的组织想注册为 NGO 都是不可能的。2006 年志愿和人权工作（组

织）法第 8(1)条规定了严格的注册流程，其他条款对 NGO 在苏丹的工作

范围进行了限制（参见 ICNL），并授权政府干预 NGO 的运营。 

坦桑尼亚 2002 非政府组织法第 14(1)(a)条规定，“如果非政府组织不为公共利益服

务，或违反任何成文法”，则禁止注册。由于坦桑尼亚对男性和女性同性

性行为的刑罚都很严厉，SOGI 组织生存所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此外，

2016 年下半年，据报道坦桑尼亚卫生部副部长宣称要撤回那些支持“同性

恋”的团体的注册资格，表面上的理由是捍卫本土文化，实际上是参与压

制 SOGI言论。 

乌干达 2016 非政府组织法第 30(1)(a)条规定“如果某组织在章程中规定的目标与

乌干达法律相违背，依本法，该组织不能注册”。其它条款规定了 NGO

注册的详细要求。该法 2016年生效。SMUG 和 HRAPF 为此发起了法律的

挑战（HRA第三期分析），目前正在进行中。 

 

 

 

 

 

 

 

 

 

 

 

 

 

亚洲（13） 

虽然韩国没有正式禁止 SOGI 议题 NGO，但 Beyond the Rainbow Foundation 在申请注册时似乎由

于其工作内容涉 SOGI 议题，遇到了“技术性”的麻烦。负责注册的责任部门分散管理，把申请

者从一个部门踢到另一个部门。根据 2016 年联合国报告员报告，这个案子目前还在最高法院层面

打官司，争议焦点是究竟哪个部门负责 LGBT 团体的注册。 

 

巴林 1989 1989 年第 29 号法律第三条规定，任何“否定公共秩序或道德”或破坏

“社会秩序”的组织是非法的。该法规定了许多限制和条件，而解释这些限制

和条件的决定权则归于各政府部门，有关 SOGI 组织的申请很可能被立刻拒

绝。 

孟加拉 1961 在孟加拉注册 NGO 相当困难 ，LGBT 人权捍卫者所面临的威胁也在迅速

加剧，其中许多人已被迫逃离这个国家。1961 年社会福利志愿机构条例允许这

类团体“提供社会福利服务”，但不能作为 NGO 存在。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legaldocument/wcms_329335.pdf
https://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pdf/nigeria1016_web.pdf
http://www.ifrc.org/docs/idrl/858EN.pdf
http://www.ifrc.org/docs/idrl/858EN.pdf
http://www.icnl.org/research/monitor/sudan.html
https://www.fiu.go.tz/NGOact.pdf
http://www.refugeelegalaidinformation.org/tanzania-lgbti-resources
http://www.mambaonline.com/2017/02/27/killing-lgbt-community-says-tanzanian-activist/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aug/08/seeds-of-hate-sown-as-tanzania-starts-lgbt-crackdown
http://www.ulii.org/ug/legislation/act/2016/1/The%252520Non%252520Governmental%252520Organisations%252520ACT%2525202016-1(1).pdf
http://www.washingtonblade.com/2016/03/14/ugandan-president-signs-controversial-ngo-bill/
http://hrapf.org/mdocs-posts/third-issue-of-the-human-rights-advocate-2/
https://sexualminoritiesuganda.com/
http://djksandbox.com/BTRFwww/
https://www.hrw.org/news/2016/04/22/lgbt-group-deserves-answer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6998&LangID=E
http://www.icnl.org/research/library/files/Bahrain/21-89-En.pdf
http://www.icnl.org/research/monitor/bangladesh.html#analysi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bangladesh-islamists-lgbt-idUSKCN0Y82PU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81785/88956/F1282834913/PAK8178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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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016 中国对于 SOGI 的态度已从禁忌转变为容忍。虽然中国线上存在超过 190

个 LGBT 团体和组织，但没有一个获得正式 NGO 资格，申请注册的阻碍重重

（参见 解释）。有文章解释道，“任何机构都需要“业务主管机构” 的审查同

意（如政府机构），且必须取得政府部门的批准。这对还被视为违背“我国传

统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性少数组织来说是很难满足的。”因此，这些组织

依赖志愿者进行活动。中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于 2017 年 1 月生

效，该法严重阻碍了募资能力，而根据 2016 年慈善法，只有经政府许可的慈善

组织可以进行公开募捐，这也就意味着未经许可的个人或组织将因其募资行为

受到处罚。 

约旦 2008 人权观察指出，2008 年社会组织法第 6、7和 16条要求组织进行注册、提

供个人信息、接受年度检查，2016 年该法修订，对注册和募资提出了进一步要

求，更加压制了公民社会空间。审查委员会认为，2008 年的条文已经实质上禁

止了 SOGI 相关组织的注册，尤其是注册必须告知“社会组织登记处”，登记

处也可以派人参与所有组织的会员大会。 

哈萨克斯坦 1996 虽然俄罗斯模式的“反宣传”法案经国会通过，但其在 2015 年中旬并未在

宪法法院获得通过。1996 年公共集会法已经导致了 SOGI 议题组织和机构很难

获得 NGO 地位，但 2015 年中旬之后的发展表明，这个空间还在缩减。 

科威特 1962 1962 年关于俱乐部和公共福利组织的第 24 号法律第 6(4) 条规定，“任何

组织和俱乐部都不得采取非法或违反道德的行动”。NGO 必须注册（第 2、3

条），但 SOGI相关组织基本上是无法注册的。 

朝鲜 在朝鲜，建立 SOGI 相关 NGO、进行公民社会人权活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虽

然 2009 年更新的 1950 年刑法典并未提及“非法组织”。 

阿曼 2000 2000 年第 14 号法律助长了对性和性别少数而言已经非常压抑的环境。阿

拉伯 NGO 法律调查援引称：“阿曼的社会事务和劳动部有权拒绝一个组织的注

册，如果其认为该组织提供的服务不是必要的；或以任何理由拒绝申请，如果

该组织在没有得到事前批准的情况下举行公共集会或公开演讲；如果该组织被

认为违反公共道德，可解散之。” 

卡塔尔 2004 “关于私人组织和基金会的 2004 年第 12 号法律”第 1 条和第 35 条禁止组

织参与“政治议题”，人权倡导通常被认为是政治议题。同时，第 2 条规定达

到 20 人的团体必须进行注册。此外，如 2016 年的一桩新闻报道所示，组织被

不可以宣传“非法行为”。 

沙特阿拉伯 2016 2017 年 1 月生效的组织和基金会法 [链接是 2008 年草案的英文版本]明确

禁止有关 SOGI 的 NGO。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同性性行为可导致死刑，且历史

上不存在有关 SOGI 的团体或组织。事实上，道德法实施机构对 LGBT 人群非

常残酷。 

叙利亚 1958 第 19/1958 号法律（1969 年修订）的许多规定允许部委任命或免除 NGO

理事会成员，禁止参与政治、接受外国资助，并可随意撤销注册。此外，第 35

条规定，如果 NGO 理事会决议“意图违反法律、公共秩序或道德”，可中止执

行。在这些限制下，不管是否发生战争，任何 SOGI 相关的组织都不可能运

营。加上达伊沙和其它民兵组织，叙利亚堪称世界上对性／别少数群体最危险

的地方。 

阿联酋 2008 2008 年第 2 号联邦法律第 27 条授予政府广泛的监督权，包括派代表参与

会议。合规注册的要求很多，且需要一定程度的组织治理。重要的是，第 17 和

18 条规定 NGO 不能参与“境外的研讨会、论坛、集会或会议”，邀请外国人

必须得到社会事务部的事先批准。 

https://www.solidarity-us.org/node/4289#N5
http://rainbow6s.org/node/39.jspx
http://rainbow6s.org/node/39.jspx
http://www.icnl.org/research/monitor/china.html
https://www.chinalawtranslate.com/civil-society-an-interactive-infographic-menu/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openglobalrights/hou-ping/could-volunteer-based-csos-be-model-for-practicing-human-rights-in-china
http://www.lawinfochina.com/display.aspx?lib=law&id=14549&CGid
http://www.lawinfochina.com/display.aspx?lib=law&id=5613&CGid=
http://thediplomat.com/2014/03/gay-activist-sues-the-chinese-government-for-defamation/)
http://thediplomat.com/2014/03/gay-activist-sues-the-chinese-government-for-defamation/)
http://chinadevelopmentbrief.cn/articles/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s-law-on-the-management-of-the-activities-of-overseas-ngos-within-mainland-china/
http://www.chinalawtranslate.com/2016charitylaw/?lang=en
http://www.chinalawtranslate.com/2016charitylaw/
https://www.hrw.org/news/2016/08/07/human-rights-watch-statement-proposed-amendments-jordans-2008-law-associations
http://www.icnl.org/research/library/files/Jordan/51-2008-En.pdf
http://www.icnl.org/research/monitor/jordan.html
http://www.refugeelegalaidinformation.org/jordan-lgbti-resources
http://thediplomat.com/2015/05/kazakhstan-shuts-down-gay-propaganda-law/
http://www.icnl.org/research/library/files/Kazakhstan/Public_Assoc_1996.pdf
http://www.icnl.org/research/monitor/kazakhstan.html
http://www.icnl.org/research/library/files/Kuwait/24-62-en.pdf
http://116.67.50.138/WebBook_data4/kinu/83563.pdf
http://repo.kinu.or.kr/bitstream/2015.oak/915/1/0000720104.pdf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Wr72Ekub9lAJ:eng.nkhumanrights.or.kr/board/download.php%25253Ffileno%25253D1103%252526no%25253D4%252526board_table%25253Dbbs_literature+&cd=2&hl=en&ct=clnk&gl=ie&client=safari
http://www.icnl.org/research/library/files/Oman/oman1400-en.pdf
http://refugee-pride.org/index.php/en/component/k2/item/367-clark-aziz-speaker
http://www.icnl.org/research/trends/trends1-4.html
http://www.icnl.org/research/trends/trends1-4.html
http://www.icnl.org/research/library/files/Qatar/7_Qatar_PrivAssoc_2004.pdf
https://dohanews.co/what-its-like-to-be-gay-and-qatari/
http://www.icnl.org/research/library/files/United%252520Arab%252520Emirates/AssoclawUAE.pdf
http://www.icnl.org/2-Global%252520Trends%252520Vol%2525207%252520Iss%2525202.pdf
http://www.al-bab.com/media/docs/saudi.htm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gay-saudi-arabian-man-sentenced-to-three-years-and-450-lashes-for-meeting-men-via-twitter-9628204.html
http://www.icnl.org/research/library/files/Syria/93-1958-En.pdf
http://www.icnl.org/research/trends/trends1-4.html#_ftn39
http://www.smh.com.au/good-weekend/it-cant-get-any-worse-than-being-gay-in-syria-today-20151001-gjze4o.html
https://www.counterextremism.com/content/isis-persecution-gay-community
https://www.counterextremism.com/content/isis-persecution-gay-community
http://www.icnl.org/research/library/files/United%252520Arab%252520Emirates/AssoclawUAE.pdf
http://www.icnl.org/research/trends/trends1-4.html#_ftn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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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 2001 虽然宪法第 58 条维护公民的结社权，刑法对男性和女性“同性恋”处以死

刑，并对性和性别少数处以终生监禁的。这类规定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然而，

2001 年第 1 号法律 第 2 条要求 20 人以上的组织必须注册。讽刺的是，根据

ICNL，这是阿拉伯半岛上 SOGI议题 NGO 注册最容易的法律之一。 

 

 

欧洲（1） 

以下国家的议会准备制定阻碍 SOGI 团体／组织注册为 NGO 的法律：2015 年，白俄罗斯

（审议中）、哈萨克斯坦；2016 年，摩尔多瓦、吉尔吉斯斯坦；2017 年，匈牙利。 

 

俄罗斯  2012 2012 年外国代理人法 对外国资助活动规定了严格的限制，要求

对国家承担组织责任：摩尔曼斯克的 Maximum在 2015年根据该法被

处以罚款。欧洲理事会成员国通过了打击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歧
视的第 1948 (2013)号决议，明确指出国家针对 SOGI采用歧视性法律

和政策工具的危害，引用了近期俄罗斯的例子。 

 

 

宪法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9）[包括科索沃] 

占联合国会员国的 5% 

 

大多数宪法包括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平等和非歧视条款，但并没有明确性取向是被保护的一

个方面：参见全球政策分析中心（World Policy Analysis Centre）的 193 部宪法地图绘制项目。法

律审判通常将性倾向包含在这些普遍平等的规定中（如 Egan v Canada），因此使得该规定纳入国

家实践和法律。在某些情况，背景文件（traveaux preparatoire）揭示了一个术语意图的意义或范

围：例如，在泰国 2007 年宪法中它认为“性”的基础意味着性别、性别身份以及性别和性的多样

性。此外，虽然宪法是几乎所有国家的最高法源（除了英国和新西兰有“不成文宪法”保护性倾

向，以色列没有成文宪法，在沙特阿拉伯可兰经在第一条被赋予宪法地位），但宪法修订的手段

和传统却是非常不同的（如 O’Mahony 在最近的美国/爱尔兰婚姻法改革问题上所阐明的）。下表

仅列出了在宪法条文中做出明确规定的国家。 

 

非洲（1） 

南非 1994 1994 年 4 月生效的临时宪法第 8 条首次禁止性倾向歧视，随后写入

1996 年南非宪法第 9(3) 条中。 

 

 

 

美洲（3） 

阿根廷宪法没有包括对基于性倾向的歧视的明确禁止。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宪法规定了

该等禁止（1996 年第 11 条）。巴西宪法不包括基于性倾向歧视的明确禁止。但是，该国的许多

司法辖区对该禁止做出了规定。其中包括阿拉戈斯州宪法（2001 年第 2.1 条）、联邦区（1993 年

第 2.5 条）、马托格罗索（1989 年第 10.3 条）、帕拉（2007 年第 3.4 条）、圣卡塔琳娜州（2002

年第 4.4 条）和塞尔希培（1989 年第 3.2 条）。加拿大在 1995 年加拿大最高法院 Egan v. Canada

案的裁决中将保护基于性倾向的歧视规定引入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 15（1）段。参见评论。 
 

玻利维亚 2009 第 14 条玻利维亚宪法第 14 条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除其它歧视理

http://www.refworld.org/pdfid/3fc4c1e94.pdf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83557/92354/F1549605860/YEM83557.pdf
http://www.thetower.org/article/will-yemens-gay-community-survive-the-iran-backed-militias-trying-to-take-over/
http://www.icnl.org/research/library/files/Yemen/1-2001-En.pdf
http://www.icnl.org/research/monitor/yemen.html
http://www.icnl.org/research/monitor/yemen.html
http://www.humanrightsfirst.org/blog/homophobic-legislation-threatens-lgbt-community-belarus
http://www.humanrightsfirst.org/blog/homophobic-legislation-threatens-lgbt-community-belarus
https://www.hrw.org/report/2015/07/23/thats-when-i-realized-i-was-nobody/climate-fear-lgbt-people-kazakhstan#55f1d2
http://www.lgbt-ep.eu/press-releases/moldovan-parliament-considering-anti-propaganda-bill/
http://www.eurasianet.org/node/78896
http://www.helsinki.hu/en/governmental-attacks-against-hungarian-ngos-discussed-at-european-conference/
http://asozd2.duma.gov.ru/main.nsf/%252528SpravkaNew%252529?OpenAgent&RN=102766-6&02
http://www.lgl.lt/en/?p=8785
http://assembly.coe.int/nw/xml/XRef/Xref-XML2HTML-en.asp?fileid=20010&lang=en
http://www.worldpolicycenter.org/policies/does-the-constitution-guarantee-equality-and-protection-against-discrimination-for-sexual-minorities/does-the-constitution-take-at-least-one-approach-to-equality-across-sexual-orientation
https://www.worldpolicycenter.org/policies/does-the-constitution-guarantee-equality-and-protection-against-discrimination-for-sexual-minorities/does-the-constitution-take-at-least-one-approach-to-equality-across-sexual-orientation
https://scc-csc.lexum.com/scc-csc/scc-csc/en/item/1265/index.do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s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356950.pdf
https://www.bl.uk/magna-carta/articles/britains-unwritten-constitution
https://gg.govt.nz/role/constofnz.htm
http://knesset.gov.il/constitution/ConstIntro_eng.htm
http://www.mofa.gov.sa/sites/mofaen/ServicesAndInformation/aboutKingDom/SaudiGovernment/Pages/BasicSystemOfGovernance35297.aspx
https://illinoislaw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17/03/OMahony.pdf
http://www.constitutionalcourt.org.za/site/constitution/english-web/interim/ch3.html
http://www.constitutionalcourt.org.za/site/theconstitution/english-2013.pdf
http://www.legislatura.gov.ar/assets/documentos/constituciones/constitucion-ciudad.pdf?iframe=true&width=99%252525&height=100%252525
http://www.procuradoria.al.gov.br/legislacao/constituicao-do-estado-de-alagoas/Livro%252520da%252520Constituicao%252520do%252520Estado%252520de%252520Alagoas%252520sem%252520Capa.pdf
http://www.procuradoria.al.gov.br/legislacao/constituicao-do-estado-de-alagoas/Livro%252520da%252520Constituicao%252520do%252520Estado%252520de%252520Alagoas%252520sem%252520Capa.pdf
http://www.domtotal.com/direito/pagina/detalhe/22628/constituicao-do-distrito-federal
https://www2.senado.leg.br/bdsf/bitstream/handle/id/70444/CE_MatoGrosso.pdf?sequence=11
http://pa.gov.br/downloads/ConstituicaodoParaateaEC48.pdf
http://www.alesc.sc.gov.br/portal_alesc/legislacao
https://www2.senado.leg.br/bdsf/bitstream/handle/id/70454/SE-EC-41.pdf?sequence=1
https://scc-csc.lexum.com/scc-csc/scc-csc/en/item/1265/index.do
https://scc-csc.lexum.com/scc-csc/scc-csc/en/item/1265/index.do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const/page-15.html
https://ualawccsprod.srv.ualberta.ca/ccs/index.php/constitutional-issues/the-charter/democratic-rights-sections-3-5/669-egan-v-canada-1995-equality-rights-and-same-sexspousal-benefts
http://bolivia.infoleyes.com/shownorm.php?id=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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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 

厄瓜多尔 1998 厄瓜多尔宪法第 11(2)条 禁止基于包括性倾向在内的歧视。此外，该

宪法包括其它一些相关条款：第 66(9)条尊重人人拥有做出自由、充分被告

知、自愿和负责任的有关性、生命和性倾向的决定的权利。第 66(11) 条保

护每个人对其性生活信息进行保密的权利。第 83(14) 条将每一个厄瓜多尔

人对多元性倾向的尊重和认可规定为一种“义务”和“责任”。 

墨西哥 2011 墨西哥宪法（联邦宪法）第 1 条禁止基于“性别表达”的歧视。下列

州宪法也禁止该等歧视： 坎佩切 （第 7 条，2015）； 奇瓦瓦（第 4 条，

2013）；科阿韦拉 （第 7 条，2013）（第 4 条，2013）；科利马 （第 1

条；2012）；杜兰戈  （第 5 条，2013）；瓜纳华托 （第 1 条，2015）；

米却肯州 （第 1 条，2012）； 莫雷洛斯 （第 1bis 条，2016）；新莱昂 

（第 1 条，2016）；瓦哈卡 （第 4 条，2016）；普艾布拉 （第 11 条， 

2011）；克雷塔罗 （第 2 条，2016）；金坛那罗 （第 13 条，2010）；圣

路易斯波托西 （第 8 条，2014）；锡那罗亚 （第 4bis 条， 2013）；索诺

拉 （第 1 条，2013）；特拉斯卡拉 （第 14 条，2012）；韦拉克鲁斯 （第 

4 条，2016）；尤卡坦 （第 2 条，2014）和萨卡特卡斯 （第 21 条，

2012）。 

 

 

亚洲（1） 

 

尼泊尔 2015 尼泊尔宪法第 18(3)条特别解释国家不应进行包括“性倾向”在内的歧视。 

 

 

欧洲（4，含科索沃） 

 

科索沃 2008 科索沃宪法第 24(2)条规定“没有人应该遭到歧视”包括“针对其性倾

向的歧视”。科索沃不是联合国成员国。 

马耳他 2014 马耳他宪法第 32 条授予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论其性倾向或性别

身份”，及第 45(3) 条具体规定了不受歧视的保护。  

葡萄牙 2005 葡萄牙宪法第 13(2) 条考虑到平等的原则，规定“没有人应基于其性倾

向遭享有特权、受到青睐、遭受偏见、被剥夺任何权利或排除任何义务”。 

瑞典 2003 瑞典宪法第 2 条规定国家的所有机构行使和支持在医疗、雇佣、住房

和教育方面的平等和非歧视，并促进包括性倾向在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安

全。 

 

 

大洋洲（1） 
 

http://www.asambleanacional.gov.ec/documentos/Constitucion-2008.pdf
http://legalportal.am/download/constitutions/144_en.pdf
http://www.ieec.org.mx/ConstEst.pdf
http://www.congresochihuahua.gob.mx/biblioteca/constitucion/archivosConstitucion/actual.pdf
http://setracoahuila.gob.mx/descargar/ConstitucionCoah.pdf
http://congresocol.gob.mx/web/Sistema/uploads/LegislacionEstatal/Constitucion/constitucion_local_08sept2015.pdf
http://congresodurango.gob.mx/Archivos/legislacion/CONSTITUCION%252520POLITICA%252520DEL%252520ESTADO%252520%252528NUEVA%252529.pdf
http://www.congresogto.gob.mx/uploads/ley/pdf/1/CONSTITUCION_POLITICA_PARA_EL_ESTADO_DE_GUANAJUATO_PO_03feb17.pdf
http://leyes.michoacan.gob.mx/destino/O478fue.pdf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5&ved=0ahUKEwjW5vatyoTTAhXHxpAKHT4cC9IQFggwMAQ&url=http%25253A%25252F%25252Fcompilacion.ordenjuridico.gob.mx%25252Fobtenerdoc.php%25253Fpath%25253D%25252FDocumentos%25252FESTADO%25252FMORELOS%25252Fo2767.doc&usg=AFQjCNGSKMCcpKs0kWHxo68MLbQw5ENIOw&sig2=iMuWyNcUL2dK5BUYrut2yA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ved=0ahUKEwiHjNqIzITTAhXBx5AKHYzxAnsQFggsMAI&url=http%25253A%25252F%25252Fcompilacion.ordenjuridico.gob.mx%25252Fobtenerdoc.php%25253Fpath%25253D%25252FDocumentos%25252FESTADO%25252FNUEVO%25252520LEON%25252Fo26312.doc%252526nombreclave%25253Do26312.doc&usg=AFQjCNGtY9wFeA_u-vhNdM2Q6jQrA5z1lg&sig2=MMO1G--j0Kry85aAtVvnXg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ved=0ahUKEwjZp9yyzITTAhWEEpAKHQnpDecQFggcMAE&url=http%25253A%25252F%25252Fwww.ordenjuridico.gob.mx%25252FDocumentos%25252FEstatal%25252FOaxaca%25252Fwo24326.doc&usg=AFQjCNF6-sfbIerfpWjpA6OMCpr87ChLvg&sig2=sHSdUox0w8Ub3wU7CTqPFQ
http://www.congresopuebla.gob.mx/index.php?option=com_docman&task=doc_download&gid=3572&Itemid=485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iY8PiXzoTTAhWBjZAKHWRKBWgQFggaMAA&url=http%25253A%25252F%25252Fcompilacion.ordenjuridico.gob.mx%25252Fobtenerdoc.php%25253Fpath%25253D%25252FDocumentos%25252FESTADO%25252FQUERETARO%25252Fo28486.doc%252526nombreclave%25253Do28486.doc&usg=AFQjCNG0-nL6WWNdVMu6r8bnWQZEAaEOpA&sig2=UtjsRo3-DUTCEoCGvrg2YA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ved=0ahUKEwiS8sCD0YTTAhWEWpAKHQYoCI0QFggkMAI&url=http%25253A%25252F%25252Fwww.ordenjuridico.gob.mx%25252FDocumentos%25252FEstatal%25252FQuintana%25252520Roo%25252Fwo31514.doc&usg=AFQjCNFieTVipCb5A3vTdWZL26iD1Aljnw&sig2=djpTn2rn31L5SFo2r1t_tg
http://www.iadb.org/research/legislacionindigena/leyn/docs/Mex-Mex-San-Luis-Potosi-Constitucion-.pdf
http://www.iadb.org/research/legislacionindigena/leyn/docs/Mex-Mex-San-Luis-Potosi-Constitucion-.pdf
http://www.congresosinaloa.gob.mx/images/congreso/leyes/zip/constitucion_1-jun-2015.pdf
http://contraloria.sonora.gob.mx/ciudadanos/compendio-legislativo-basico/compendio-legislativo-basico-estatal/-2/191--146/file.html
http://contraloria.sonora.gob.mx/ciudadanos/compendio-legislativo-basico/compendio-legislativo-basico-estatal/-2/191--146/file.html
http://www.trife.gob.mx/legislacion-jurisprudencia/catalogo/constitucion-politica-del-estado-libre-y-soberano-15
http://www.villaaldama.gob.mx/uploads/transparencia/9eada23e27fbac4d239c2b4d3f165d67.pdf
http://www.sefoe.yucatan.gob.mx/files-content/general/bd384c81c4d0e986ba595df8bdc36900.pdf
http://www.congresozac.gob.mx/e/elemento&cual=172
https://www.constituteproject.org/constitution/Nepal_2015.pdf?lang=en
http://users.unimi.it/dirpubesteuropa/wp-content/uploads/Costituzione-della-Repubblica-del-Kosovo.pdf
http://justiceservices.gov.mt/DownloadDocument.aspx?app=lom&itemid=8566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pt/pt045en.pdf
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Swed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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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  1997/2013 1997 年斐济宪法第 38(2)条禁止基于个人“实际或被认为的个人特

征或环境”的歧视，包括基于性倾向的歧视。该宪法在 2009 年被废除 。但

在 2013 年，该等禁止仍规定在 2013 年斐济宪法第 26(3)(a)条项下。 

 

 

 

禁止雇佣关系中基于性倾向的歧视（72） 

占联合国会员国的 37% 

 
个人获得生活的能力，不因个人特征（性倾向）歧视，有在工作生活中发展的机会，已作为一项

基本权利，越来越受到全球各个国家的认可。我们注意到某些国家的重要地区采用省级命令提供

类似或部分保护，但在全国范围或联邦范围相关法律并未实施。 

 

 

非洲（6） 

虽然性倾向可能被认为包括在于平等劳动的一般规定中，但安哥拉 2015 年的就业法并没有明确规

定性倾向，而我们在 2016 年错误的将其列在其中。 

 

博茨瓦纳 2010 就业（修订）法案第 23(d)条增加了将性倾向作为禁止与劳动合同有关

的性歧视基础的规定。  

佛得角 2008 佛得角新劳动法第 45(2)条禁止雇主要求员工提供关于其“性生活”的

信息。第 406(3)条对基于员工性倾向而将其解雇的雇主进行处罚。 

毛里求斯 2008 范围广泛的 2008 年平等机会法第 5, 7 和 8条对基于个人“状况”的歧

视进行了一般规定。 第 2 条将包括“性倾向”包括在“状况”的定义之

中，并将其解释为“同性恋（包括女同性恋）、双性恋或异性恋”。 

莫桑比克 2007 第 23/2007号劳动法第 4(1) 和 108(3) 条（英文文本 [非官方翻译]） 禁

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第 5 条规定雇主对员工包括性生活在内的隐私予以尊

重的义务。  

塞舌尔 2006 1995年就业法第 2, 46A(1) 和 46B 条（经 2006 年 4 号法案修订）禁止

基于性倾向的歧视和骚扰。 

南非 1996 1995 年劳动关系法 第 187(f)条将因性倾向解雇作为“自动不平等”的

情况。1998年就业平等法案第 6(1)条保护直接或间接的基于性倾向的歧视。

2000 年促进平等和非公平歧视保护法案第 1 条将性倾向作为禁止的歧视基础

之一，并包括进骚扰的定义中。 

 

 

美洲（17） 

阿根廷在联邦层面没有禁止基于性倾向歧视的一般性法律。第 214/2006 号行政令第 34(o)条禁止

基于“性倾向或表达”的歧视（只适用于国家行政服务员工）。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2015）

和罗萨里奥市（1996）已经实施了范围广泛的反歧视法，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且适用于雇佣

关系。在美国，联邦层面没有禁止基于性倾向歧视的一般性法律。第 13,087 号行政令（1998 年 5

月 28 日）禁止联邦政府在雇佣关系的基于性倾向的歧视。2017 年 3 月，美国第七上诉巡回法院

成为第一个认定 1964 年人权法案 保护工人免于基于性倾向歧视的联邦法院。一些州在不同保护

程度上规定了禁止该等歧视的法律。（MAP 制作的完整列表参见此处）。 

 

https://www.ifes.org/sites/default/files/con00070.pdf
http://www.nytimes.com/2009/04/11/world/asia/11briefs-brfFIJI.html
http://www.fiji.gov.fj/Govt--Publications/Constitution.aspx
http://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05ac98ab-c50a-4f4f-9efe-73705ea11829
http://apiexangola.co.ao/wp-content/uploads/2016/01/LEI-N.%2525C2%2525BA-7-15-DE-15-DE-JUNHO-LEI-GERAL-DO-TRABALHO.pdf
http://www.ilo.ch/dyn/natlex/docs/ELECTRONIC/842/116857/F-1761414502/BWA842%2525202010.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legaldocument/wcms_126760.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legaldocument/wcms_126781.pdf
http://www.tipmoz.com/library/resources/tipmoz_media/labour_law_23-2007_1533E71.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legaldocument/wcms_127612.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za/za091en.pdf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WEBTEXT/51169/65139/E98ZAF01.htm
http://www.justice.gov.za/legislation/acts/2000-004.pdf
http://servicios.infoleg.gob.ar/infolegInternet/anexos/110000-114999/114315/texact.htm
http://www2.cedom.gov.ar/es/legislacion/normas/leyes/ley5261.html
https://www.rosario.gov.ar/normativa/verArchivo?tipo=pdf&id=39520
https://www.gpo.gov/fdsys/pkg/FR-1998-06-02/pdf/98-14689.pdf
https://www.gpo.gov/fdsys/pkg/FR-1998-06-02/pdf/98-14689.pdf
https://cdn3.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8283423/Hively-Opinion.0.pdf
https://www.archives.gov/education/lessons/civil-rights-act
http://www.lgbtmap.org/img/maps/citations-nondisc-employ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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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 2010 玻利维亚刑法典第 281 条对包括性倾向在内的所有歧视行为处以刑

罚。此外，2010 年第 45 号法律（针对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歧视的法

律）也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并提供了一系列具体的补偿措施（具体为

第 5、12、13 和 14 条）。 

巴西 2000-2015 巴西在联邦层面没有具体规定禁止雇佣关系中基于性倾向的歧

视的一般性法律。然而，约 70%的人口居住在当地法律不提供该等保护的

司法辖区。劳动部颁布的第 41/2007 号行政法令（Portaria）第 8 条禁止雇

主要求与员工的性有关的文件或信息。一些司法辖区已经实施了地方法

律，在不同保护程度上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下列地区明确禁止雇佣关

系的歧视：亚马逊 （第 4(8)条，2006）；联邦区 （第 2(7)条，2000）；圣

埃斯皮里图 （第 2(6)条，2014）；马拉尼昂 （第 2(6)条，2006）；南马托

格罗索州 （第 2(9)条，2005）；米纳斯吉拉斯 （第 2(6)条，2002）；帕拉 

（第 2(10)条，2011）；帕拉依巴 （第 2(10)条，2003）；皮奥伊 （第 2(6)

条，2004）；里约热内卢 （第 2(5)和 2(6)条，2015）；北里奥格兰德 （第

2(6)条，2007）；南里奥格兰德 （第 2(6)条，2002）；圣卡塔琳娜州 （第 

2(6)条，2003）；圣保罗 （第 2(6)条，2001）；以及一些城市，例如福塔

雷萨 （阿拉州）和累西腓 （伯南布哥）。 

加拿大 1996 加拿大人权法案第 7 条禁止基于法律禁止的理由的就业歧视。第 3(1)

条规定的理由中包括性倾向。  

智利 2017 第 20,940 号法律（现代化的劳动关系）第 1(1)条修订了劳动法典，第

2 条将“性倾向”作为法律禁止的歧视理由。 

哥伦比亚 2007 哥伦比亚宪法法院第 T-152/07 号裁决判定该就业歧视案中性倾向作为

一种被禁止的歧视基础。刑法典（2011 年 11 月 30 日由第 1,482 号法律 引

入）第 134A 条规定基于性倾向（和其他原因）的歧视行为是犯罪。 

哥 斯 达 黎

加 

1998 第 7,771 号法律（关于 HIV/艾滋病的一般性法律）第 10 条禁止就业

歧视，第 48 条将“性选择”作为被禁止的歧视事由。2015 年，第 38,999

号行政命令第 1 条禁止针对“性多元人群”的歧视（仅适用于行政部

门）。该法的其它条款提供了消除歧视的措施。 

古巴 2014 劳动法第 2(b)条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利根据经济需要及个人喜好选择工

作，且不受到基于性倾向（或其他原因）的歧视。  

厄瓜多尔 2005 劳动法第 79 条规定劳动报酬平等，且禁止基于性倾向（或其他原

因）的歧视。2015 年劳动平等和家务劳动认可基本法第 195(3)条规定，雇

主由于性倾向或其它原因的歧视而解雇员工的，应给予特别补偿。 

萨尔瓦多 2010 第 56 号行政法令第 1 条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仅适用于行政机关

的公务员）。  

洪都拉斯 2013 刑法（经第 23-2013 号法令修订）第 321 条对基于性倾向（或其他原

因）的歧视行为处以刑罚。该法规定的“歧视”含义宽泛，适用于雇佣关

系。 

墨西哥 2003 预防和禁止歧视联邦法第 9(4)条禁止雇佣关系的歧视。第 1(3)条将

“性偏好”作为歧视事由之一。联邦刑法典第 149(2)条将雇佣关系中基于

http://www.justicia.gob.bo/index.php/normas/doc_download/97-codigo-penal-y-codigo-de-procedimiento-penal-
http://www.noracismo.gob.bo/archivos-pdf/LEY_%252520045_CONTRA_EL_RACISMO_Y_TODA_FORMA_DE_DISCRIMINACION.pdf
http://www.sindifisc-pr.org.br/wp-content/uploads/2014/02/portaria41mte.pdf
http://dh.sdh.gov.br/download/conferencias/legisltacao-LGBT/AM.pdf
http://www.sinj.df.gov.br/SINJ/Arquivo.ashx?id_norma_consolidado=50573
http://www.direitohomoafetivo.com.br/anexos/normatizacao/139__0f92a93b8a277dcfe9809eb808541ba5.pdf
http://www.direitohomoafetivo.com.br/anexos/normatizacao/139__0f92a93b8a277dcfe9809eb808541ba5.pdf
http://www.stc.ma.gov.br/legisla-documento/?id=1341
http://aacpdappls.net.ms.gov.br/appls/legislacao/secoge/govato.nsf/448b683bce4ca84704256c0b00651e9d/19c54934ae898631042570e5006c6c3b?OpenDocument&Highlight=2,3.157
http://aacpdappls.net.ms.gov.br/appls/legislacao/secoge/govato.nsf/448b683bce4ca84704256c0b00651e9d/19c54934ae898631042570e5006c6c3b?OpenDocument&Highlight=2,3.157
http://www.almg.gov.br/consulte/legislacao/completa/completa.html?tipo=LEI&num=14170&ano=2002
http://www.pge.pa.gov.br/sites/default/files/lo7567.pdf
http://www.abglt.org.br/docs/Lei7309Paraiba.pdf
http://legislacao.pi.gov.br/legislacao/default/ato/13219
http://alerjln1.alerj.rj.gov.br/CONTLEI.NSF/b24a2da5a077847c032564f4005d4bf2/0e48c858ff67abf883257e89006b504b?OpenDocument
http://adcon.rn.gov.br/ACERVO/gac/DOC/DOC000000000055935.PDF
http://www.al.rs.gov.br/filerepository/repLegis/arquivos/11.872.pdf
http://www.leisestaduais.com.br/sc/lei-complementar-n-527-2010-santa-catarina-estabelece-penalidades-a-serem-aplicadas-a-pessoa-juridica-de-direito-privado-que-permitir-ou-tolerar-a-pratica-de-atos-atentatorios-e-discriminatorios-aos-direitos-individuais-
http://www.al.sp.gov.br/repositorio/legislacao/lei/2001/lei-10948-05.11.2001.html
http://216.59.16.201:8080/sapl/sapl_documentos/norma_juridica/2081_texto_integral
http://216.59.16.201:8080/sapl/sapl_documentos/norma_juridica/2081_texto_integral
https://cm-recife.jusbrasil.com.br/legislacao/263139/lei-16780-02
http://laws-lois.justice.gc.ca/PDF/H-6.pdf
https://www.leychile.cl/Navegar?idNorma=1094436&idVersion=2017-04-01
http://www.corteconstitucional.gov.co/relatoria/2007/t-152-07.htm
https://reexistencia.files.wordpress.com/2012/08/ley-1482-de-2011-contra-el-racismo.pdf
https://www.hsph.harvard.edu/population/aids/costarica.aids.98.pdf
https://www.imprentanacional.go.cr/pub/2015/05/15/COMP_15_05_2015.pdf
https://www.imprentanacional.go.cr/pub/2015/05/15/COMP_15_05_2015.pdf
http://www.cubadebate.cu/wp-content/uploads/2014/06/codigo-del-trabajo-de-la-republica-de-cuba.pdf
https://www.telecomunicaciones.gob.ec/wp-content/uploads/2016/04/CODIGO-DE-TRABAJO.pdf
http://www.eltelegrafo.com.ec/images/cms/EdicionImpresa/2016/Abril/15-04-16/Ley-Organica-para-la-Justicia-Laboral-y%252520Reconocimiento-del-Trabajo-en-el-Hogar.pdf
https://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86392/97471/F1174021459/SLV86392.pdf
http://www.poderjudicial.gob.hn/CEDIJ/Leyes/Documents/CodigoPenal-ReformaIncluida.pdf
http://www.tsc.gob.hn/leyes/Reformas_art_27-321_codigo_penal_2013.pdf
http://www.diputados.gob.mx/LeyesBiblio/pdf/262_011216.pdf
http://www.diputados.gob.mx/LeyesBiblio/pdf/9_2703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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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倾向的歧视视为犯罪，并对雇主处以刑罚。  

尼加拉瓜 2008 尼加拉瓜刑法典第 10 章（侵害劳动权利的犯罪）第 315 条，将雇佣

关系中基于“性选择”的歧视视为犯罪。 

秘鲁 2002 宪法程序法典第 37(1)条规定，在基于性倾向的歧视案件中，“保护

令”是充分的救济措施。2017 年生效的刑法典（经第 1323 号法令修订）

第 323 条将基于性倾向的歧视行为视为犯罪。该法以含义宽泛的用语禁止

歧视，因此适用于雇佣关系。如果主体是公务人员，或采用暴力进行，这

种歧视行为将被处以刑罚。 

圣卢西岛 2006 劳动法典第 131(1)(a)条禁止基于员工性倾向的不公平的解雇。  

苏里南 2015 刑法典（经 2015 年第 44 号参议院法案修订）第 500a 条将基于性倾

向（或其他原因）的歧视行为视为犯罪。该法以含义宽泛的用语禁止歧

视，因此适用于雇佣关系。 

乌拉圭 2004 第 17,817 号法律（对抗种族主义、仇外和歧视）第 2 条将“性倾向和

性别身份”作为被禁止的歧视基础。该法以含义宽泛的用语禁止歧视，因

此适用于雇佣关系。自 2013 年以来，第 19,133 号法律（青年就业法）第 

2(a)条也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 

委内瑞拉  2012 基本劳动法第 21 条禁止雇佣关系中基于性倾向（或其他原因）的歧

视。  

 

 

亚洲（4，含台湾） 

去年我们错误地将印度尼西亚列在这个类别中。参见 2017 年《印度尼西亚排斥 LGBT 对经济的影

响》报告。  

 

以色列 1992 就业（平等机会）法第 2(a)条规定“雇主不应根据员工或应聘者的性

倾向而对其进行歧视”。  

韩国 2001 国家人权委员会法案第 30(1)、(2)条明确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该

法案授权委员会调查宪法第 10-22 条禁止的“在雇佣关系中对某个人的任

何优待、排斥、差别待遇或不公平待遇行为（包括录取、任命、培训、分

配工作、晋升、薪酬和除薪酬之外的收入、提供资金、年龄限制、退休和

解雇等等）”。2016 年一份关于韩国 LGBTI 人权状况的报告提供了目前

正在适用的 SOGIESC 相关行政法律和政策的综述。 

台湾 2004 性别平等教育法案第 2、12、13、14、15 条禁止教育体系中的歧视。

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国。 

泰国 2007 关于泰国劳动标准、泰国商业社会责任的劳动部法规（B.E. 2547 

(2007)）（讨论参见此处）禁止对雇员进行歧视，事由包括“国籍、种

族、宗教信仰、语言、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性态度……”。 

 

 

欧洲（40，含科索沃） 

2000 年 11 月 27 日欧盟理事会第 2000/78/EC 号指令建立了雇佣和职业平等待遇的总体法律框架，

对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基于性倾向的歧视做出了规定：参见 FRA 2015 年报告。 

http://www.poderjudicial.gob.ni/pjupload/noticia_reciente/CP_641.pdf
http://hrlibrary.umn.edu/research/Peru-Codigo%252520Procesal%252520Constitucional.pdf
http://busquedas.elperuano.com.pe/normaslegales/decreto-legislativo-que-fortalece-la-lucha-contra-el-feminic-decreto-legislativo-n-1323-1471010-2/
http://www.govt.lc/media.govt.lc/www/resources/legislation/SaintLuciaLabourCode2006.pdf
http://www.dna.sr/media/138146/S.B._2015_no._44_wet_van_30_mrt_15_wijz._wetboek_van_strafrecht.pdf
http://www.impo.com.uy/bases/leyes/17817-2004
http://www.impo.com.uy/bases/leyes/19133-2013
http://www.minpptrass.gob.ve/mantenimiento/LOTT/LEY_ORGANICA_DEL_TRABAJO_LOS_TRABAJADORES_Y_LAS_TRABAJADORAS.pdf
https://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wp-content/uploads/LGBT-Exclusion-in-Indonesia-and-Its-Economic-Effects-March-2017.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legaldocument/wcms_127881.pdf
http://www.refworld.org/pdfid/3ddd1a634.pdf
http://english.ccourt.go.kr/cckhome/images/eng/main/Constitution_of_the_Republic_of_Korea.pdf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FJRoONdpmCEJ:cfile23.uf.tistory.com/attach/250C454E5799AC541A1D1B+&cd=1&hl=en&ct=clnk&gl=ie&client=safari
https://www.wcwonline.org/pdf/lawcompilation/TaiwanGenderEquityEducation%252520Act.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s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356950.pdf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32000L0078:en:HTML
http://fra.europa.eu/en/publication/2015/lgbti-comparative-legal-updat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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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 2010 2010 年修订的劳动法第 16 条禁止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歧视。

此外，2010 年反歧视保护法第 12-16 条规定了雇佣关系中的平等权利。 

安道尔 2003 第 8/2003 号法律主要涉及劳动合同，其中包括对性倾向平权的保

护。 

奥地利 2012 平等待遇法案是一项联邦范围的全面反歧视立法，其中包括性倾

向。第 2 章对雇佣关系做出规定。  

比利时 2003 联邦反歧视法适用于雇佣关系，具体由第 5条规定。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2009 禁止歧视法包括雇佣关系中基于性倾向的歧视（第 5、6 条）。此

外，性别平等法第 2 条特别规定“基于性或性倾向的歧视”。  

保加利亚 2004 歧视保护法（保护就业权，第 12-28 条）第 1 节保护性倾向平等。 

克罗斯亚 2003 劳动法修正法案第 2 条规定性倾向作为保护的基础，且 2008 年反

歧视法案第 8条关注雇佣关系。 

塞浦路斯 2004 2004 年反对种族和其他形式歧视（行政长官）法第 6(1)(a)条具体规

定雇佣关系中基于性倾向的非歧视（如第 3(1)(c)条规定）。2004 年就业

和职业平等待遇法案也就性倾向做了具体规定。 

捷克共和国 1999 1999 年劳动法第 316 条（2006 年更新）、2004 年就业法和 2009 年

反歧视法（第 1 条）都对性倾向作出具体规定。 

丹麦 1996 禁止劳动力市场歧视法案禁止直接或间接歧视，且将性倾向纳入其

保护范围中（不适用于法罗群岛和格林兰）。  

爱沙尼亚 2008 劳动合同法第 10 条和平等待遇法案（第 2 条）包括性倾向的规

定。 

芬兰 1995 刑法典第 11 章第 11 条（关于贸易、专业或服务的歧视）经修订后

将“性偏好”囊括其中。2004 年非歧视法案第 2 条规定了该法案适用的

雇佣关系的范围，第 6 条确认“没有人应基于性倾向遭受歧视”。 

法国 1985 性倾向在 1985 年第一次被纳入法典。2008 年，性别身份事由加入

法典，在 2008 劳动法典中明确作为非歧视保护的基础。 

格鲁吉亚 2014 2014年格鲁吉亚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法第 1条明确禁止一切形式的

歧视，包括基于“性倾向、性别身份和表达”的歧视，该规定适用于雇

佣关系。 

德国 2006 平等待遇一般法（第 2 部分，第 1-4 章）结合了之前的劳动法规，

将非歧视的规定统一起来，其中包括基于性倾向的歧视。 

希腊 2005 第 3304/2005 号法律（反歧视法案）第 1, 4 和 8 条规定其范围适用

于“就业和职业”方面直接或间接的歧视。 

匈牙利 2003 平等待遇和平等机会促进法案（2003 年第 125 号法案）第 8 条规定

该法案涵盖性倾向和性别身份，且第 21-23 条规定了雇佣关系的条件。 

冰岛 1996 虽然劳动法涵盖性倾向的内容，但在 1996 年的文件中没有明确列

举。我们仍将冰岛列在此类，因为国家和司法实践是支持反歧视的。 

爱尔兰 1999 就业平等法案确保工作场所基于性倾向的非歧视。 

意大利 2003 2003 年 7 月 9 日的第 216 号法令消除了之前意大利劳动法内部冲

突，并在雇佣关系中设置对性倾向的保护。 

科索沃 2004 反歧视法第 4 条规定了适用范围，基本反映了 2015 年第 05/L-021

号法案规定的雇佣关系中关于 SOGI的非歧视条件（第 2 条）。 

http://www.mpsv.cz/files/clanky/3221/Labour_Code_2012.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legaldocument/wcms_178702.pdf
http://www.consellgeneral.ad/fitxers/documents/lleis-2003/llei-8-2003.pdf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42823/102308/F1876358071/AUT42823.pdf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topics/country/41/topic/84
http://arsbih.gov.ba/wp-content/uploads/2014/02/002-Anti-Discrimination-Law-.pdf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SERIAL/64146/69205/F195754431/BIH64146.pdf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4ae58d62d5.html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SERIAL/41244/72720/F484034153/HRV41244.PDF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kT0YvWExVX4J:www.ombudsman.gov.cy/ombudsman/ombudsman.nsf/All/903840F6147A879BC2257E9A00462CF1/%252524file/The%252520Combating%252520of%252520Racism%252520and%252520Other%252520Discrimination%252520(Commissioner)%252520Law%2525202004.doc%25253FOpenElement+&cd=1&hl=en&ct=clnk&gl=ie&client=safari
http://www.ilo.org/dyn/natlex/natlex4.detail?p_lang=en&p_isn=84138&p_country=CYP&p_count=451
http://www.ilo.org/dyn/natlex/natlex4.detail?p_lang=en&p_isn=84138&p_country=CYP&p_count=451
http://www.mpsv.cz/files/clanky/3221/labour_code.pdf
http://www.ilo.org/dyn/natlex/natlex4.detail?p_lang=en&p_isn=68916&p_country=CZE&p_count=261
http://www.ochrance.cz/fileadmin/user_upload/DISKRIMINACE/Antidiscrimination_Act.pdf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WEBTEXT/16950/64821/E96DNK01.htm
https://www.riigiteataja.ee/en/eli/530102013061/consolide
https://www.riigiteataja.ee/en/eli/530102013066/consolide
http://www.finlex.fi/en/laki/kaannokset/1889/en18890039.pdf
http://www.finlex.fi/en/laki/kaannokset/2004/en20040021.pdf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Article.do%253Bjsessionid=04C0EC4243948D1801AF1115BD414327.tpdila15v_1?cidTexte=LEGITEXT000006072050&idArticle=LEGIARTI000006900787&dateTexte=20170313&categorieLien=cid#LEGIARTI000006900787
https://matsne.gov.ge/en/document/view/2339687
http://www.antidiskriminierungsstelle.de/SharedDocs/Downloads/EN/publikationen/agg_in_englischer_Sprache.pdf%253Bjsessionid=380D5BA92FF6C58764DC4021DFE3FE70.2_cid332?__blob=publicationFile&v=1
http://www.career.aueb.gr/docs/%25258C3304-2005.pdf
http://www.ilo.org/dyn/travail/docs/2400/Icelandic_labour_law_2010.pdf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eli/1998/act/21/section/6/enacted/en/html
http://www.camera.it/parlam/leggi/deleghe/03216dl.htm
http://www.assembly-kosova.org/common/docs/ligjet/2004_3_en.pdf
http://www.kuvendikosoves.org/common/docs/ligjet/05-L-021%252520a.pdf
http://www.kuvendikosoves.org/common/docs/ligjet/05-L-021%252520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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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 2006 为与欧盟第 2000/78/EC 号就业指令保持一致，劳动法（Darba 

Likums）第 7 条经过修订，纳入了性倾向事由。禁止对从事经济活动的

自然人的歧视法具体规定了经济活动中禁止性倾向歧视。 

立陶宛 2005 平等待遇法第 7 条列举了雇主的不歧视义务，包括性倾向歧视。刑

法典第 169条具体规定基于包括性倾向在内的歧视可处以 3 年监禁。 

卢森堡 1997 刑法典第 455(5-7) 和 456 条对关于雇佣关系和员工权利的性倾向歧

视违反进行规定，可处以罚金或最高 3 年监禁。 

马耳他 2004 就业平等待遇规定 （Malta/LN 461/2004）将性倾向作为明确的受到

保护的雇佣关系非歧视的事由。 

摩尔多瓦 2012 平等保护法（第 121号法律）第 7 条规定仅适用于雇佣关系中的性

倾向保护。摩尔多瓦拒绝了（“注意到”）第二次普遍定期审议中扩大

非歧视保护范围的建议。 

黑山共和国 2010 禁止歧视法第 16 条具体规定了雇佣关系中的歧视，并在第 2 条规

定将 SOGI纳入该法中。 

荷兰 1994 平等待遇综合条例第 5(1)条规定了多种多样的雇佣关系的平等待

遇，但第 5(2)条又作出了一系列减损。 

挪威 1998 2005 年工作环境法案对许多劳动法进行合并，第 13-1(7)和 13-4(3)

条禁止直接和间接的 SOGI歧视。 

波兰 1999 劳动法案第 11 条禁止基于性倾向的直接或间接歧视，并规定雇主

有责任反对该等歧视（第 94(2)(b)条），且第 18 条对平等待遇做出具体

规定。此外，2010 年平等待遇法案（Journal of Laws of 2010, No. 254, 

item 1700 ）列举了雇佣关系。 

葡萄牙 2009 劳动法第 24 条（平等就业工作权）、第 16 条（隐私权）都明确保

护性倾向和性别身份。 

罗马尼亚 2000 反歧视法第 5-8 条规定禁止雇佣关系中基于性倾向的歧视的各种情

况。 

塞尔维亚 2010 禁止歧视法是在雇佣关系领域适用于 SOGI 的综合反歧视法案（第

16 和 51 条）。 

斯洛伐克 2008 特定领域平等待遇和反歧视保护法案第 2.1 条规定性倾向在该法保

护范围内。第 7 和 13条规定了雇主的义务。 

斯洛文尼亚 1995 2016 年反歧视保护法 （非官方翻译）第 2(1)条规定了免于“雇佣

条件和工作条件，包括终止雇佣和薪酬”方面的歧视的保护。   

西班牙 1996 第 62/2003 号法律是涵盖雇佣关系许多方面的综合性反歧视措施

（包括 1996年规定）。刑法典第 314条（英文版在此下载）规定“公共

或私人雇佣关系的严重歧视”应处最高 2年监禁的刑罚。 

瑞士 1999 2008年许多劳动法案被整合进反歧视法案，其中第 2 章第 1-4 条直

接规定了雇佣关系。 

瑞典 2007 该国允许注册伴侣关系，对 1911 年义务法典的修订提供了基于性

倾向歧视保护的内容。该国宪法提供非歧视保护，宪法第 8 条“生活方

式”的规定被解释为包括 SOGI，还有其它许多法律也可理解为禁止性倾

向歧视。 

乌克兰 2015 1971 年劳动法典第 2(1)条经修订，并于 2015 年 11 月生效，包括了

性倾向和性别身份。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legaldocument/wcms_127927.pdf
https://www.unodc.org/cld/document/lux/1879/criminal_code_of_luxembourg.html?
http://www.justiceservices.gov.mt/DownloadDocument.aspx?app=lom&itemid=11229
http://www.lawyer-moldova.com/2012/10/law-on-equal.html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moldova_republic_of/session_26_-_november_2016/a_hrc_34_12_add.1_av_republic_moldova_e.pdf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topics/country/57/topic/84
https://www.wcwonline.org/pdf/lawcompilation/Netherlands%252520-equal%252520treatment.pdf
http://www.arbeidstilsynet.no/binfil/download2.php?tid=92156
https://www.rpo.gov.pl/en/content/act-3rd-december-2010-implementation-some-regulations-european-union-regarding-equal
https://www.rpo.gov.pl/en/content/act-3rd-december-2010-implementation-some-regulations-european-union-regarding-equal
http://www.unl.pt/data/pessoalnaodocente/Codigo_do_trabalho.pdf
http://www.bns.ro/images/sindicale/Ordonanta137.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legaldocument/wcms_128034.pdf
http://www.pisrs.si/Pis.web/pregledPredpisa?id=ZAKO7273
https://www.boe.es/boe/dias/2003/12/31/pdfs/A46874-46992.pdf
http://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section/criminal-codes
http://www.government.se/contentassets/6732121a2cb54ee3b21da9c628b6bdc7/oversattning-diskrimineringslagen_eng.pdf
https://www.admin.ch/opc/en/classified-compilation/19110009/201701010000/220.pdf
https://www.admin.ch/opc/en/classified-compilation/19995395/201601010000/101.pdf
http://zakon3.rada.gov.ua/laws/show/785-19/paran2#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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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2003 为与欧盟第 2000/78/EC号指令保持一致，英国制定了就业平等条例

（性倾向）（修正案），在雇佣关系领域禁止歧视（北爱尔兰也有类似

规定）。2010 年，该法被平等法案取代，新法案第 1 章是关于雇佣关系

的规定。直布罗陀在 2006年通过平等机会法案。 

 

大洋洲（5） 

瓦努阿图没有禁止性倾向就业歧视的一般性规定。不过，《2013 年教育法案》第 18（2）条规定

了瓦努阿图教育服务委员会不得因为“性偏好”（或其他事由）而在招聘、晋升、职业发展、调任

及其他管理方面进行歧视[本条规定适用范围非常有限]。 

 

 

澳大利亚 1996 年 在联邦层面，澳大利亚 1996 年《工作场所关系条例法案》第 3(m) 

条将“性偏好”(sexual preference) 纳入该法旨在预防和消除的歧视的事由之

中。另外，第 659(f) 条禁止基于员工的性倾向而解除雇佣关系。自 2009 年

开始，《2009 年公平工作法案》第 351 条禁止任何形式的基于员工性倾向

的歧视。一些行政区域内已经通过相关地方性法律： 首都直辖区 (1992), 

新南威尔士州  (1983), 北领地  (1993), 昆士兰  (1992/2016), 南澳大利亚 

(1984), 塔斯马尼亚州 (1999), 维多利亚 (1996/2010), 西澳大利亚 (2002)。 

斐济 2007 年 《劳动关系法》（2007 年第 36 号法令）第 6（2）条禁止在招聘、

培训、晋升、雇佣条款和条件、雇佣关系终止情形或因雇佣关系产生的其

他事项方面，以性倾向（或其他规定事由）为由的歧视。《2011 年公共服

务（修订）法令》第 10B(2)HE 第 10B(2)和 10C 条禁止在公共服务领域以

性倾向（或其他规定事由）为由的歧视。 

基里巴斯 2015 年，《2015 年就业与行业关系法》 第 107(2)(b)条规定，禁止在招

聘、培训、晋升、雇用条件和条款、雇佣关系终止情形或因雇佣关系产生

的其他事项方面歧视任何员工或求职者。 

新西兰 1993 年，《1993 年人权法案》第 21(1)(m)条将性倾向纳入禁止歧视的事由

之中。第 22 条禁止雇佣歧视。自 2000 年起，《2000 年雇佣关系法案》第

105(1)(m) 条也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在库克群岛（隶属于新西兰的一个

州），《2012 年雇佣关系法案》第 55(e)条禁止基于“性偏好”的雇佣歧视。 

萨摩亚 2013 年，《2013 年劳动和雇佣关系法》 第 20(2)条禁止在任何雇用政策、

流程或实操中基于性倾向（或其他事由）歧视雇员或求职者。 

 

 

明确规定性倾向情形的多种非歧视条款（63） 

占联合国成员国的 33% 

 
我们知道，还有很多提到性倾向的具体的部门立法（如青少年法、献血禁令、个人信息等等）并

没有列在这里。对那些此类规定本来就不太多的国家，我们就列出了那些具体的法律规定；而那

些已经有综合性非歧视法律的国家，我们只是指出了那些规定的广泛适用范围。 

 

非洲（1）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32000L0078:en:HTML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03/1661/pdfs/uksi_20031661_en.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03/1661/pdfs/uksi_20031661_en.pdf
http://www.opsi.gov.uk/sr/sr2003/20030497.htm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0/15/pdfs/ukpga_20100015_en.pdf
http://www.gibraltarlaws.gov.gi/articles/2006-37o.pdf
http://moet.gov.vu/docs/acts/Teaching%252520Service%252520Act_No.%25252038%252520of%2525202013.pdf
http://www.ajml.com.au/downloads/resource-centre/laws/Workplace%252520Relations%252520Act%2525201996/WorkplaceRelations1996Vol3_WD02.pdf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6C01108
http://www.legislation.act.gov.au/a/1991-81/current/pdf/1991-81.pdf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nsw/consol_act/aa1977204/
https://legislation.nt.gov.au/api/sitecore/Act/PDF?id=11606
https://www.legislation.qld.gov.au/Bills/55PDF/2016/B16_0001_Industrial_Relations_Bill_2016.pdf
https://www.legislation.sa.gov.au/LZ/C/A/EQUAL%252520OPPORTUNITY%252520ACT%2525201984/CURRENT/1984.95.UN.PDF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tas/consol_act/aa1998204/
http://www.legislation.vic.gov.au/domino/Web_Notes/LDMS/LTObject_Store/ltobjst8.nsf/DDE300B846EED9C7CA257616000A3571/8F8C26D69F046558CA257D0900094156/$FILE/10-16aa013%252520authorised.pdf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wa/consol_act/eoa1984250/
http://www.paclii.org/fj/promu/promu_dec/erp2007381/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jx8LeZoNXSAhVDUZAKHZFmAL0QFggfMAA&url=http%25253A%25252F%25252Fwww.paclii.org%25252Ffj%25252Fpromu%25252Fpromu_dec%25252Fpsd2011245.rtf&usg=AFQjCNGdF1BFCKJdfkYXl9hMTxl-mcrGgg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jx8LeZoNXSAhVDUZAKHZFmAL0QFggfMAA&url=http%25253A%25252F%25252Fwww.paclii.org%25252Ffj%25252Fpromu%25252Fpromu_dec%25252Fpsd2011245.rtf&usg=AFQjCNGdF1BFCKJdfkYXl9hMTxl-mcrGgg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5&ved=0ahUKEwjx8LeZoNXSAhVDUZAKHZFmAL0QFgg_MAQ&url=http%25253A%25252F%25252Fwww.paclii.org%25252Fki%25252Flegis%25252Fnum_act%25252Feairc2015388.rtf&usg=AFQjCNF7_yC2iYhuwuOyOrhm6QgVYrDjuw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1993/0082/latest/DLM304475.html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00/0024/latest/whole.html?search=ad_act_%252522sexual+orientation%252522_____25_ac%252540bn%252540rn%252540dn%252540apub%252540aloc%252540apri%252540apro%252540aimp%252540bgov%252540bloc%252540bpri%252540bmem%252540rpub%252540rimp_ac%252540ainf%252540aaif%252540bcur%252540rinf%252540rnif_h_aw_se&p=1#DLM60332
http://intaff.whupi.com/wp-content/uploads/2014/04/Employment-Relations-Act-2012.pdf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ved=0ahUKEwiwwpOX8tLSAhVE4yYKHSf7B8QQFgggMAE&url=https%25253A%25252F%25252Fwww.ilo.org%25252Fdyn%25252Fnatlex%25252Fdocs%25252FELECTRONIC%25252F93575%25252F109439%25252FF88586476%25252FWSM93575%25252520Eng.pdf&usg=AFQjCNH0tLR4i5iYAewVknzI37wvXH0zag&sig2=-DtFw3e_z_FAObk63UCy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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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 2008 年《平等机会法案》确认了性倾向（第 2 条）的法律地位（第 5、7、8

条）。第 3（2）条规定，该法适用于“就业、教育、专业资格、交易或职

业、贸易/服务/场所设施提供、财产处分、公司、合伙、社团、注册协会、

体育、公众可以进入或使用的俱乐部和场所。”在 2015 年《公务员道德守

则》“个人和职业行为”部分，有基于性倾向的非歧视规定。 

 

 

 

 

 

 

 

 

美洲（19） 

 

阿根廷 2009年 第 26,529 号法令 (《医疗专家及医疗机构关系中的病人权利法》)

第 2（a）条禁止医护人员在提供医护服务过程中基于性倾向的歧视。

2013 年《第 26,862 号法令》第 8 条(辅助生殖法)禁止在辅助生殖技术的

获得方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2015 年第 1,507/2015 号卫生部决议在全国

范围内取消了男同性恋献血的禁令。 

巴哈马 2003 年 《信息保护（个人信息隐私）法案》第 1 条将“性生活“纳入应予

保护的个人信息之列。 

玻利维亚 2001年 第 2,298 号法令 (《刑罚执行法》) 第 7条禁止在执行刑罚的过程

中基于性倾向的歧视。2006 年第 0668/06 号部委决议第 1 条禁止在医疗

服务的获得方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 

巴西 2001年 第 10,216 号法令第 1条禁止基于性倾向（及其他原因）歧视精神

障碍者。2006年第 11,340 号法令 第 2条(即当地熟知的“Maria da Penha”

法) 规定每一位妇女，无论其性倾向如何，都享有免于暴力侵害的权利。

2010 年第 7,272 号行政命令第 4（2）条规定，根据《国家营养与食品安

全计划》(当地称之为 “PNSAN”)设定的目标，采取尊重性别多元的行

动。2011 年第 12,414 号法令第 3(3)(1)条将“性倾向”作为不允许商业信用

记录数据库采集的敏感信息之一纳入保护。2013年第 12,852 号法令(《青

年法》) 第 17(2) 条保护青年人（根据该法第 1条规定，指的是 18至 29

岁的青年）免受基于性倾向（及其他原因）的歧视。2015 年第 13,146 号

法令 (《残疾人法》) 第 18(4)(6) 条规定，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公共卫生

服务部门必须确保合理尊重服务对象的性倾向。2016 年第 13,344 号法令

第 6(3)条规定应当保护被拐卖人员，基于性倾向（及其它原因）满足他

们的特殊需要。巴西的一些行政区（州和城市）已经通过了禁止基于性

倾向的法令（对此可参见以下信息来源：1, 2, 3).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legaldocument/wcms_126781.pdf
http://amb.intnet.mu/English/Downloads/Documents/Code%252520of%252520Ethics%252520for%252520Public%252520Officers.pdf
http://amb.intnet.mu/English/Downloads/Documents/Code%252520of%252520Ethics%252520for%252520Public%252520Officers.pdf
http://servicios.infoleg.gob.ar/infolegInternet/anexos/160000-164999/160432/texact.htm
http://servicios.infoleg.gob.ar/infolegInternet/anexos/215000-219999/216700/norma.htm
http://servicios.infoleg.gob.ar/infolegInternet/anexos/250000-254999/252134/norma.htm
http://laws.bahamas.gov.bs/cms/images/LEGISLATION/PRINCIPAL/2003/2003-0003/DataProtectionPrivacyofPersonalInformationAct_1.pdf
http://www.oas.org/juridico/spanish/gapeca_sp_docs_bol2.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legaldocument/wcms_132607.pdf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leis/leis_2001/l10216.htm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o2004-2006/2006/lei/l11340.htm
https://cejil.org/en/maria-da-penha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o2007-2010/2010/decreto/d7272.htm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o2011-2014/2011/Lei/L12414.htm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o2011-2014/2013/lei/l12852.htm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o2015-2018/2015/lei/l13146.htm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o2015-2018/2015/lei/l13146.htm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o2015-2018/2016/lei/L13344.htm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o2015-2018/2016/lei/L13344.htm
http://www.aids.gov.br/en/pagina/discrimination-grounds-sexual-orientation
http://www.direitohomoafetivo.com.br/normatizacoes.php#t
http://www.huffpostbrasil.com/2016/03/24/como-denunciar-homofobia-_n_95373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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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1996年 《加拿大人权法案》 (加拿大经 1985年修订条例之第 H6章) 第 2

条和第 3(1)条规定禁止基于“性倾向”歧视。该法案于 1996 年修订，明确

包含性倾向。1999 年《引渡法案》 (加拿大 1999 年条例之第 18 章)第

44(1)(b) 条规定，如司法部长有充足理由认为，相关引渡请求的原因是由

于某人的性倾向而要对其提起公诉，那么司法部长应拒绝递解该人。

2004年《辅助生殖法案》(加拿大 2004年条例之第二章) 第 2(e) 条禁止基

于性倾向歧视而拒绝寻求辅助生殖的当事人。2016年，截至 2016年 8月

15 日, 男男性行为者（MSM）被允许献血 ，条件是他们在过去至少一年

内没有和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 

哥斯达黎加 2001 年《刑法典》(经第 8,189 号法令修订)第 123bis 条规定，基于“性选

择”施加的酷刑是犯罪行为。2007 年第 33877-S 号行政命令推翻了第

19933-S 号行政命令，后者禁止男同性恋和男双性恋者献血。2015 年第

38,999 号行政命令第 5 条规定，行政机关相关部门必须对事实上的同性

伴侣予以管理协调，保证他们能请病假照顾伴侣或参加伴侣的葬礼。 

智利 2010 年第 20,418 号法令第 3 条规定，任何人有权对其“性选择”和“性行

为”保密。2012 年第 20,609 号法令 (《反歧视措施法》)第 2条在“任意歧

视”的定义中包含了“性倾向”。2013 年卫生部调整献血程序的第 146 号

《一般性技术原则》中规定，在筛选献血者的流程中，不得有任何基于

性倾向的歧视。2014年第 18,838 号法令 (经第 20,750 号法令修订 )第 1条

创设了国家电视理事会，将“多元主义”（ “pluralism”）定义为包含对多元

性倾向的尊重。2016 年《刑法典》第 150A 条规定，任何基于受害人性

倾向（及其它原因）的酷刑行为都是犯罪。2016 年第 20,845 号法令 

(《校园共融法》) 第 7(c) 条将性倾向列为第 20,609 号法令 (《反歧视措施

法》)规定的针对所有群体的校园歧视禁止事由之一。 

哥伦比亚 1993-2016 年，哥伦比亚在 LGB 权益方面取得的进步，很大一部分是通

过宪法法院的裁决实现的。波哥大市长办公室统计了大部分的法院裁

决，并列在这张图表里（更新至 2016 年）。波哥大已经实施公共政策措

施，进一步推动地方平等，其中包括 2009 年第 371 号公共协议。 

多米尼加共和

国 

2000 年第 49/2000 号法令 (《青年法通则》)第 2 条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

视。2007 年《刑事程序法》 第 11 条规定，法官和公诉人应考虑具体案

件中具体个人的情况，但不能仅凭个人性倾向（或其它法定事由）做出

决定。2011 年第 135/2011 号法令（《HIV/AIDS 法》）第 2 条规定，禁

止性倾向歧视。 

厄瓜多尔 2003年， 2013 年第 100 号法令 (《青少年法案》) 第 6条禁止基于性倾向

（及其他法定事由）的歧视。2006 年 of 2006 年第 67 号法令 (《卫生健康

有机法》) 第 27 条规定禁止性与生育健康信息传播方面的性倾向歧视。

2013年，2013 年第 0 号法令 (《信息通信有机法》) 第 61条将“歧视性内

容”定义为包括基于性倾向（及其他法定事由）的歧视。2014 年刑法典第

12(1)条禁止基于性倾向歧视或剥夺个人自由的任何形式的暴力。2014 年

刑法典第 151(3) 条规定，任何形式的以矫正个人性倾向为目的的（广义

的）酷刑行为都是犯罪（亦参见以下“关于矫正治疗的禁令”部分）。 

萨尔瓦多 2004年 第 40 号行政命令中，关于 HIV法的第 3(1)条和第 6条规定，禁

止在公共卫生问题中基于性倾向歧视。2009 年，卫生与社会保障部发布

的第 202 号公共协议中规定了在公共卫生服务中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倾向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h-6/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E-23.01/FullText.html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A-13.4/page-1.html#h-1
https://blood.ca/sites/default/files/Appendix_1_CBS_MSM_Policy_Change_Research_2014_Data_Summary.pdf
http://www.wipo.int/wipolex/es/text.jsp?file_id=222454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aram1=NRTC&nValor1=1&nValor2=60651&nValor3=68451&strTipM=TC
https://www.imprentanacional.go.cr/pub/2015/05/15/COMP_15_05_2015.pdf
https://www.imprentanacional.go.cr/pub/2015/05/15/COMP_15_05_2015.pdf
https://www.leychile.cl/Navegar?idNorma=1010482
https://www.leychile.cl/Navegar?idNorma=1042092&idParte=&idVersion=2012-07-24
http://www.hematologia.org/bases/arch1087.pdf
http://www.hematologia.org/bases/arch1087.pdf
https://www.leychile.cl/Navegar?idNorma=30214&idParte=8748092&idVersion=
http://www.leychile.cl/Navegar?idNorma=1060307
https://www.leychile.cl/Navegar?idNorma=1984
https://www.leychile.cl/Navegar?idNorma=1078172
https://www.leychile.cl/Navegar?idNorma=1042092&idParte=&idVersion=2012-07-24
http://www.sdp.gov.co/portal/page/portal/PortalSDP/SeguimientoPoliticas/politicasLGBTI/QueEs/Sentencias%252520Corte%252520Constitucional.pdf
http://www.alcaldiabogota.gov.co/sisjur/normas/Norma1.jsp?i=35794
http://www2.congreso.gob.pe/sicr/cendocbib/con4_uibd.nsf/916D9BCF576F14E005257DB2006E2D79/$FILE/200710130014_4_2_0.pdf
http://www.poderjudicial.gob.do/documentos/PDF/codigos/Codigo_Procesal_Penal.pdf
http://www.msp.gob.do/oai/Documentos/Leyes/LEY_135-11_MarcoJuridicoVIHSida_20141008.pdf
http://www.oei.es/historico/quipu/ecuador/Cod_ninez.pdf
http://www.paho.org/disasters/index.php?option=com_docman&task=doc_download&gid=1770&Itemid=
http://www.arcotel.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3/07/ley_organica_comunicacion.pdf
http://www.justicia.gob.ec/wp-content/uploads/2014/05/código_orgánico_integral_penal_-_coip_ed._sdn-mjdhc.pdf
http://asp.salud.gob.sv/regulacion/pdf/ley/Ley_y_Reglamento_del_SIDA.pdf
http://asp.salud.gob.sv/regulacion/pdf/acuerdos/Acuerdo_202_erradicar_discriminacion_orientacion_sexu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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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的措施。 

危地马拉 1996年《青少年法》第 10条禁止基于性倾向或父母的性倾向（及其它原

因）而歧视儿童。 

墨西哥 2003 年《联邦预防与消除歧视法》第 1(3)条规定，将“性偏好”作为禁止

歧视的事由之一。这一条使得该法所有条款均适用于性倾向歧视。2014

年，第 9（28）条修订为禁止任何基于穿着打扮、言谈举止施加的暴力，

或公开揣测他人的“性偏好”。2012 年 NOM-253-SSA1-2012, 墨西哥卫生

秘书处发布，取消男同性恋与男双性恋者的献血禁令。2013 年《受害人

法律通则》第 5 条规定，对因性倾向（及其它法定事由）而起的案件受

害人，应以受害人能够接受的个性化的、特别的方法予以救济。 

尼加拉瓜 2012 第 820 号法令《HIV/AIDS 法》第 3（1）条规定，禁止基于性倾向

（及其它规定事由）的歧视。2014 年第 671-2014 号部长决议第 1 条规

定，禁止医疗服务方面的性倾向歧视。 

巴拿马 

 

 

 

 

秘鲁 

2002 年，2002 年第 6 号法令《人身信息保护法》第 1（5）条规定，将

“性倾向”纳入该法第 13条规定的应予特殊保护的保密信息之列。2002 年

第 16 号法令 《公共场所准入法》第 3条规定，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 

 

2015年，第 027-2015-SA 号行政命令第 19条规定，禁止在卫生服务获取

与医疗方面基于性倾向歧视。2009-2016 年，不少行政区（市、省、地

区）已经通过了地方性的反歧视法规(“ordenanzas”)，禁止基于性倾向的

歧视。这些地方法规包括：Amazonas (第 5条，2010年); Ancón (第 2条, 

2013年); Apurímac (第 5条, 2008年); Ayacucho (附录， 2009年); Castilla 

(第 2条, 2012年); Chaclayo (第 2条, 2012年); Chanchamayo (第 2条, 2008

年); Cutervo (第 2条, 2015年); Huamanga (第 2条, 2008年); Huancavelica 

(第 5条, 2009年); Huancayo (第 2条, 2008年); Huánuco (第 1条, 2016年); 

Ica (前言, 2013年); Jesús María (第 2条, 2008年); Jesús Nazareno (第 2条, 

2008年); Junín (2009年); La Libertad (第 2条, 2014年); Lamas (第 2条, 

2011 年); Loreto (第 1 条 , 2010 年); Madre de Dios (附录 , 2009 年); 

Matahuasi (第 1条, 2008年); Miraflores (第 2条, 2008条); Moquegua (第 1

条, 2012年); Morropón (第 2条, 2014年); Nueva Requena (第 2条, 2015

年); Pachacámac (第 2条, 2013年); Picota (第 2条, 2014年); Piura (第 1条, 

2016年); Pueblo Libre (第 2条, 2012年); San Martín (第 2条, 2010年); San 

Miguel (第 3条, 2014年); Santa Anita (第 2条, 2015年); Santa María del 

Mar (第 2条, 2014年); Santiago de Surco (第 2条, 2014年); Ucayali (第 1

条, 2010年), 以及其它规定。 

苏里南 2015 年《刑法典》(经 2015年第 44号参议院议案修订)第 500a条规定基

于性倾向的歧视是犯罪行为。该法在广义上禁止歧视，因此也适用于雇

佣关系。 

http://medicina.usac.edu.gt/adolec/codigo-1996.pdf
http://www.diputados.gob.mx/LeyesBiblio/pdf/262_011216.pdf
http://www.ammtac.org/data/images/fckeditor/file/NOM-253-SSA1-2012_Para_la_disposicion_de_sangre_humana_y_sus_componentes_con_fines_terapeuticos.pdf
http://www.diputados.gob.mx/LeyesBiblio/pdf/LGV_030117.pdf
http://www.diputados.gob.mx/LeyesBiblio/pdf/LGV_030117.pdf
http://legislacion.asamblea.gob.ni/SILEG/Iniciativas.nsf/0/e254db0fc9127ecc062577dd0059242d/$FILE/Ley%252520No.%252520820%252520VIH%252520y%252520Sida%252520final.pdf
http://www.onusida.hn/index.php/recursos/centro-de-prensa/comunicados-y-noticias/221-el-ministerio-de-salud-ha-dado-a-conocer-la-firma-de-la-resolucion-ministerial-671-2014-rm-671-2014
http://www.up.ac.pa/ftp/2010/principal/transparencia/Ley-Transparencia.pdf
https://www.hsph.harvard.edu/population/womenrights/panama.women.02.pdf
https://www.hsph.harvard.edu/population/womenrights/panama.women.02.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DS27.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Gobierno-Regional-de-Amazonas.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Ancon-Lima.pdf
https://reflexionesperuanas.lamula.pe/2008/08/22/primera-ordenanza-regional-contra-la-discriminacion-1/reflexionesperuanas/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Gobierno-Regional-de-Ayacucho.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Ordenanza-011-2012-MuniCastilla-Piura.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Chaclacayo-Lima.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Chanchamayo-Junin.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Ordenanza-Cutervo.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Huamanga-Ayacucho.pdf
http://www.regionhuancavelica.gob.pe/descargas/index.php/doc/10073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Huancayo-Junin.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Jesus-Mar%2525C3%2525ADa-Lima.pdf
http://www.gacetajuridica.com.pe/servicios/normaspdf_2010/Enero/30-01-2010.pdf
http://www.regionlalibertad.gob.pe/transparencia/normatividad-regional/ordenanzas/ordenanzas-2014/4221-ordenanza-regional-nro-006-2014-gr-ll-cr/file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Ordenanza-Municipal-N-048-2011-Lamas.pdf
http://aplicaciones02.regionloreto.gob.pe/sisdoc/sites/default/files/normativa_regional/361.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Gobierno-Regional-de-Madre-de-Dios.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Miraflores-Lima.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Gobierno-Regional-de-Moquegua.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Nueva-Requena.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Pachacamac.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Ordenanza-Picota1.pdf
http://busquedas.elperuano.com.pe/download/url/declaran-de-interes-publico-y-de-prioridad-en-la-region-piur-ordenanza-no-351-2016grp-cr-1376019-1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Pueblo-Libre-Lima.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ordenanza-262-san-miguel.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ordenanza-262-san-miguel.pdf
http://alertacontraelracismo.p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Surco-Lima.pdf
http://www.regionucayali.gob.pe/institucional/normas/ordenanzas/2010/016.pdf
http://www.dna.sr/media/138146/S.B._2015_no._44_wet_van_30_mrt_15_wijz._wetboek_van_strafrech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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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2000 年第 13,160 号行政命令 (2000 年 6 月 23 日)禁止在联邦教育体系和

培训项目与活动中基于性倾向（及其它事由）的歧视。2012 年，住房与

城市开发部发布了一项《平等机会规定》，确保无论申请者性倾向如

何，都能平等参与该部提供的住房保障项目。一些州已经通过立法禁止

在住房保障中基于性倾向的歧视（参见公益组织 MAP 整理的完整列

表）。2016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布关于供货或服务终端用户非歧视

《第 752.7038 号守则》，要求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承包商在履行供货或服

务合同的过程中，不得基于性倾向歧视任何终端用户 (即供货或服务的受

益人) 。 

乌拉圭 2006 年第 18,026 号法令(《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合作》)第 条明确在种族灭

绝罪定义中将“性倾向”列为事由之一。2008 年第 18,335 号法令《病人与

卫生服务使用者法》第 2条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2009年第 18,437 号

法令《教育法通则》第 18 条确定，公共教育的指导原则之一就是推动改

变基于性倾向（及其它事由）的歧视性刻板印象。2015 年第 19,353 号法

令《国家福利系统法》第 5(d)条规定，保护依赖福利系统支持的人们免

受基于性倾向（及其它原因）的歧视。 

委内瑞拉 2010年《人民权力机关法》第 4条规定，“人民的权力旨在保障人民的生

命与福利”，以保障每个人都享有能够不受性倾向（及其它原因）歧视的

影响而自由发展人格的平等机会。2011 年《房屋租赁管控法》第 5 条规

定，禁止基于性倾向（及其它事由）的歧视。 

 

 

亚洲（6） 

截至本报告撰写时，据报道，尼泊尔已经开展一系列包含 SOGIE 的综合性非歧视立法的讨论。还

应注意到，亚洲目前有不少非歧视和 SOGIESC 方面的努力和政治对话正在进展中。 

 

东帝汶 2009 年：2009 年第 183 条修正了 1975 年 刑法典 ，不当披露“他人私生活

或性生活”的，应处一年监禁或罚金。 

日本 2017 年：《预防霸凌的基本国策》（截至撰稿时，尚无原文链接）提到了

性倾向，还纳入了一些有包容性规定的地方条款（参见人权观察）。 

蒙古 2012 年：《HIV/AIDS 防治法》试图定义国家机关和地方行政自治组织的

权力，医疗卫生组织、医生和护工的责任，以及公民和 HIV 携带者的权利

与义务。 

菲律宾 2012 年 5 月：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第 40 号令》 《教育部儿童保护政

策》，承诺保护学龄儿童免受暴力、虐待、剥削，无论其性倾向如何（见

第 2（J）条）。 

韩国 2001 年：《国家人权委员会法案》第 30 条规定了性倾向事由。该法授权

委员会就受《宪法》第 10-22 条保护的“2、在货物、服务、运输、商业设

施、土地及居住设施的供应或使用过程中；以及……3、使用教育设施和职

业培训机构中，对某人的任何优待、免责、区别对待或不利待遇”，调查一

切“违反平等权的歧视行为”。2016年《韩国 LGBTI人权处境》报告提供了

一份有关目前实施的 SOGIESC 相关行政法律与政策的综合性概况。点击

此处查阅包括性倾向的非歧视性法律清单。 

https://www.dol.gov/oasam/regs/statutes/eo13160.pdf
https://portal.hud.gov/hudportal/documents/huddoc?id=12lgbtfinalrule.pdf
http://www.lgbtmap.org/img/maps/citations-nondisc-housing.pdf
http://www.lgbtmap.org/img/maps/citations-nondisc-housing.pdf
https://www.gpo.gov/fdsys/pkg/FR-2016-10-25/pdf/2016-25881.pdf
https://www.impo.com.uy/bases/leyes-originales/18026-2006
https://www.impo.com.uy/bases/leyes/18335-2008
http://www.impo.com.uy/bases/leyes/18437-2008
http://www.impo.com.uy/bases/leyes/18437-2008
http://www.impo.com.uy/bases/leyes/19353-2015
http://www.impo.com.uy/bases/leyes/19353-2015
http://www.inapymi.gob.ve/documentos/Gaceta_6011.pdf
https://amerika21.de/files/a21/mietengesetz-venezuela.pdf
http://pahichan.com/major-provisions-of-proposed-bill-on-lgbti/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tl/tl006en.pdf
https://www.hrw.org/asia/japan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legaldocument/wcms_113252.pdf
http://www.pap.org.ph/includes/view/default/uploads/dep_ed.pdf
http://www.refworld.org/pdfid/3ddd1a634.pdf
http://english.ccourt.go.kr/cckhome/images/eng/main/Constitution_of_the_Republic_of_Korea.pdf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FJRoONdpmCEJ:cfile23.uf.tistory.com/attach/250C454E5799AC541A1D1B+&cd=1&hl=en&ct=clnk&gl=ie&client=safari
http://annual.sogilaw.org/review/law_list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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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2012 年，《2012 年国家社会福利促进委员会（NSWPC)条例》第 51-56 条

规定，“多元性/别者”作为 13 类被视为“面临困难”（即弱势或面临歧视风

险）的目标人群，需要获得社会服务方面的特别协助，参见国际劳工组织

报告。 

 

 

欧洲（33，含科索沃） 

《1948 年条例（2013）》第 9.1.3 条呼吁 48 个欧盟成员国通过综合性的反歧视法，处理基于性倾

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各国须“毫不拖延地引入民事立法，在各个领域保护人们免受基于性倾向和

性别认同的歧视，包括雇佣、教育、卫生健康、获得货物和服务、住房、获得社会保障和社会优

抚。” 

 

阿尔巴尼亚 2010 年：2010 年综合性《反歧视法》规定，在就业、教育、货物和服

务、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住房）方面对性倾向予以反歧视保护。  

奥地利 2012 年的 《平等待遇法案》 是一项综合性的联邦反歧视措施，覆盖性

倾向、教育和社会福利。 

比利时 2003 年，联邦 《反歧视法》 (2007 年修订) 适用于就业、社会保护（社

保和医保）、教育、获得货物与服务供应，包括第 5 条规定的住房。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纳 

2009 年，《禁止歧视法》 第 2 条规定将性倾向纳入在“雇佣、专业组织

会员资格、教育、培训、住房、卫生、社会保护、指定用于公众和公共

场所及开展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的货物和服务”中的反歧视规定。 

保加利亚 2004 年，《反歧视法案》（PADA) 将有关欧盟指令直接转化成立法，适

用于就业、社会保护（社保和医保）、教育；以及获得货物与服务供应

（包括住房）方面的性倾向歧视。 

克罗地亚 2008 年，《反歧视法案》 第 8 条为该法划定了宽泛的适用范围，广泛适

用于就业、社会保护（社保和医保）、教育；以及获得货物与服务供应

（包括住房）方面的性倾向歧视。 

塞浦路斯 2004 年， 《解决种族及其他形式歧视问题的法》 第 6 条明确了各个领

域性倾向歧视的问题。 

捷克共和国 2009 年， 《反歧视法案》 适用于就业权、社会保护（社保和医保）、

教育；以及获得货物与服务供应（包括住房）。 

丹麦 2009 年， 平等待遇委员会 审查了丹麦法律中存在的一系列歧视问题，

似乎只对就业和教育中村在性倾向诉求做出了回应。 

爱沙尼亚 2008 年， 《平等待遇法案》 (第 2 条) 包含了性倾向，但局限于就业和教

育。 

芬兰 2004 年， 《非歧视法案》 第 2 条规定了该法可能适用的保护范围：社

会福利、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福利、军事服务，以及住房。没有列举教

育。 

法国 1985 年，法国法中有不少部门法都包含对性倾向的平等待遇立法，并受

反 歧 视 促 平 等 高 级 管 理 局 （ Haute autorité de lutte contre les 

discriminations et pour l’égalité，或 HALDE）监管。 

格鲁吉亚 2014 年 《格鲁吉亚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法》 第 1 条明确禁止任何形式

的歧视，包括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歧视。 

德国 2006 年， 《平等待遇总则》 第 1 部分第 1、2 节规定了该法在就业、社

会保护（包括社保和医保）、教育、获得货物与服务（包括住房）方面

的目的和适用范围。 

http://law.m-society.go.th/law2016/law/view/673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s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356950.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s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356950.pdf
http://assembly.coe.int/nw/xml/XRef/Xref-XML2HTML-en.asp?fileid=20010&lang=en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legaldocument/wcms_178702.pdf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42823/102308/F1876358071/AUT42823.pdf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topics/country/41/topic/84
http://arsbih.gov.ba/wp-content/uploads/2014/02/002-Anti-Discrimination-Law-.pdf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4ae58d62d5.html
http://minoritycentre.org/sites/default/files/antidiscrimination_law_croatia.pdf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kT0YvWExVX4J:www.ombudsman.gov.cy/ombudsman/ombudsman.nsf/All/903840F6147A879BC2257E9A00462CF1/%252524file/The%252520Combating%252520of%252520Racism%252520and%252520Other%252520Discrimination%252520(Commissioner)%252520Law%2525202004.doc%25253FOpenElement+&cd=1&hl=en&ct=clnk&gl=ie&client=safari
http://www.ochrance.cz/fileadmin/user_upload/DISKRIMINACE/Antidiscrimination_Act.pdf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X32GGkIw4ikJ:uk.bm.dk/~/media/BEM/Files/English/Acts/Lov%252520om%252520li11.ashx+&cd=2&hl=en&ct=clnk&gl=ie&client=safari
https://www.riigiteataja.ee/en/eli/530102013066/consolide
http://www.finlex.fi/en/laki/kaannokset/2004/en20040021.pdf
http://www.defenseurdesdroits.fr/competences/missions-objectifs/lutte-contre-les-discriminations?page=article_en
https://matsne.gov.ge/en/document/view/2339687
http://www.antidiskriminierungsstelle.de/SharedDocs/Downloads/EN/publikationen/agg_in_englischer_Sprache.pdf%253Bjsessionid=380D5BA92FF6C58764DC4021DFE3FE70.2_cid332?__blob=publicationFil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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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 2015 年，政府公报 第 29 条为《刑法》添加了第 361 条 B 款，规定对基

于 SOGI等事由而拒绝提供货物和服务的违法行为处以罚金或最高 3 至 6

个月的拘禁。 

匈牙利 2003 年，《平等待遇与平等机会促进法案》 第 8 条规定性倾向与“性别

认同”属于该法规定的事由，且在第 24-30 条规定的就业范围内，及与社

会保护（包括社保和医保）、教育、获得货物和服务（包括住房）相关

的情形。 

冰岛 2004 年， 《刑法典》 第 180 条规定，在提供货物和服务过程中，基于

SOGI歧视的行为应处最高 6 个月的监禁。 

爱尔兰 2000 年，《2000 年平等地位法案》 涉及在住房、提供货物和服务，以

及教育（与优先宗教教育机构的规定并存）领域对性倾向的非歧视对

待。 

科索沃 2015 年，反歧视保护的 第 05/L-021 号法令 在保护范围上（第 2 条）涵

盖很广，可适用于 SOGI 的涉及 16 个领域。科索沃不是联合国成员国。 

立陶宛 2005 年，《平等待遇法》在就业、医疗、教育、获得货物和服务（包括

住房）等规定方面的规定适用于性倾向。另外，《刑法》 第 169 条规

定，基于性倾向及其他事由的歧视可处以 3 年监禁。 

卢森堡 1997 年， 《刑法》（及修正案）第 455(1-4) 条规定在货物和服务供应过

程中非歧视的范围，如有违反可处罚金。 

马耳他 2017 年，《平等法案》 第 6(1)条明确，在教育“指导”和获得货物与服务

（第 5 条）过程中基于 SOGIESC（第 2 条）的直接或间接歧视（“一般

歧视或交叉歧视”）违法。2015 年，马耳他通过了更为进步的 性别认

同、性别表达与生理性别特征法案》，这在欧洲是首创。 

蒙特内哥罗 2010 年，在基于 SOGI（与其他事由并列）的各种形式的歧视中，《禁

止歧视法》 第 11 条处理“服务提供”，第 12 条处理卫生健康，第 15 条处

理教育。 

荷兰 1994 年， 《平等待遇基本法案》 第 7(1)(c)条规定该法适用于“住房、社

会服务、医疗卫生、文化事务或教育”，第 5 条则规定了就业。 

挪威 1994 年， 《刑法》 第 349(a) 条规定，“因他人同性性取向、生活方式或

性倾向”而在提供货物和服务的过程中歧视对待的，可处以 6 个月徒刑。

2013 年法案（2013 年第 58 号) 规定禁止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

达的歧视，特别是就业和教育领域（第 14 条）。 

波兰 2010 年，《2010 年 12 月 3 日关于实施欧盟有关平等待遇规定的法案》

（2010 年法律年鉴第 254 号第 1700 项）规定性倾向属于该法第 1条规定

的保护就业、社保、医保、教育和高等教育、服务（包括住房服务），

反对歧视（第 4 条），以及第 2 条规定平等待遇的适用范围。2016 年，

据报道，政府拒绝对实施该法的理事会授权。 

罗马尼亚 2000 年，  《反歧视法》 第 10-16 条规定，禁止在住房、教育、获得服

务和医疗保障方面基于性倾向（及其它事由）歧视的各种情形。 

塞尔维亚 2010 年，《禁止歧视法》 是一部综合性的反歧视法，适用于就业、教

育、社会福利和其他一切“公共行政职能”（第 2 条）。 

斯洛伐克 2008 年， 《关于某些领域平等待遇与反歧视保护的法案》 第 2.1 条规

定，性倾向属于该法调整范围；第 5 条列举了住房、社保、教育和货物

与服务。 

https://nomoi.info/%2525CE%2525A6%2525CE%252595%2525CE%25259A-%2525CE%252591-181-2015-%2525CF%252583%2525CE%2525B5%2525CE%2525BB-5.html
http://www.nomothesia.net/wp-content/uploads/2016/02/%2525CE%2525A0%2525CE%2525BF%2525CE%2525B9%2525CE%2525BD%2525CE%2525B9%2525CE%2525BA%2525CF%25258C%2525CF%252582-%2525CE%25259A%2525CF%25258E%2525CE%2525B4%2525CE%2525B9%2525CE%2525BA%2525CE%2525B1%2525CF%252582.pdf
http://www.equalrightstrust.org/ertdocumentbank/SZMM094B.pdf
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Qreakan/islandia.pdf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eli/2000/act/8/enacted/en/print
http://www.kuvendikosoves.org/common/docs/ligjet/05-L-021%252520a.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legaldocument/wcms_127927.pdf
https://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ltu/criminal_code_of_lithuania_html/Lithuania_Criminal_Code_2000_as_amd_2010.pdf
https://www.unodc.org/cld/document/lux/1879/criminal_code_of_luxembourg.html?
https://socialdialogue.gov.mt/en/Public_Consultations/MSDC/Documents/2015%252520HREC%252520Final/Bill%252520-%252520Equality%252520Act.pdf
http://tgeu.org/gender-identity-gender-expression-sex-characteristics-act-malta-2015/
http://tgeu.org/gender-identity-gender-expression-sex-characteristics-act-malta-2015/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topics/country/57/topic/84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topics/country/57/topic/84
http://www.equalrightstrust.org/content/netherlands-equal-treatment-act-1994
http://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NOR_penal_code.pdf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topics/country/11/topic/84
https://www.rpo.gov.pl/en/content/act-3rd-december-2010-implementation-some-regulations-european-union-regarding-equal
http://www.thenews.pl/1/9/Artykul/251284,Polish-PM-abolishes-antidiscrimination-council
http://www.bns.ro/images/sindicale/Ordonanta137.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legaldocument/wcms_128034.pdf
http://www.zakonypreludi.sk/zz/200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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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 2016 年， 《反歧视保护法》 (非官方翻译) 完全纳入了 SOGIE 保护。该

法适用于住房、社会福利、社会保护、教育、就业、货物与服务，以及

参与组织的权利。另外，《刑法》 第 131 条（违反平等权）对一系列基

于性倾向的歧视情形做了规定（一旦违反最高应判 3 年监禁）。 

西班牙 2003 年， 2003 年第 62号法令 是一项综合性的反歧视法律措施，涵盖适

用于性倾向的多方面歧视：就业、社会保护、社保与医保、教育，以及

获得货物与服务（包括住房）。 

瑞典 2008 年， 多部法律合成了 2008 年的这部综合性的《反歧视法案》。该

法第 2 章第 5-19 节直接规定社会保护、社保和医保、教育；获得货物与

服务（包括住房）的问题。《刑法》第 16 章第 9 节规定，“商户”提供服

务时的歧视行为是犯罪，应处罚金或最高 1 年监禁。 

英国 2010 年，《平等法案》 由就业、教育、社会保护、住房等各方面的章节

共同构成，等于是把此前有关反歧视规定汇集成一部法律。 直布罗陀在

2006 年也曾通过类似的 《平等机会法案》 。 

 

 

大洋洲（4） 

 

澳大利亚 1996 年， 《1996 年工作场所关系法案》 第 151(3)(b) 条规定，就业权利倡导者应

当特别关注预防、消除基于性倾向（及其他事由）的歧视。2007 年，《2007 年私

营医疗保险法案》 第 55-5(2)(b) 条禁止私营医疗保险商基于性倾向歧视投保人或

准投保的人。2013 年，《2013 年性别歧视修正（性倾向、性别认同和间性人身

份）法案》 在 《1984年性歧视法案》中加入了新的事由。2014 年， 《移民与海

事权力机关立法修正案（解决避难遗留案件）2014 年法案》 第 5J(3)(c)(vi) 条规

定，对避难申请中有证据证明的恐惧的评估，不得将申请人必须遭遇改变或隐瞒

其性倾向以躲避迫害的要求的可能性考虑在内。 

斐济 2000 年，《基本权利与自由法令 2000》 第 19(2)(a) 条禁止基于性倾向（及其他事

由）的歧视。 2009 年， 《人权委员会令 2009》 第 19 条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

视，并规定了就业 [第 3(a), (b) 及 (f)条]、教育 [第 3(e) 及 (j)条]、 贸易与服务 [第

3(c), (d) 及 (g)条], 公共设施 [第 3(h)条], 以及住房 [第 3(i)条]过程各方面可能存在

的性倾向歧视的具体保护措施。2010 年， 《媒体行业发展令 2010》 (2010 年第

29 号令)中第 2 个清单第 6(a) 条和 6(b) 条规定，媒体组织应避免歧视性或诽谤性

地，或在一种偏见或贬义语境下提及某人的性倾向或性癖好（及其他特征）。

2011 年，《HIV/AIDS 令 2011》(2011 年第 5 号令)第 3(1)(a) 条禁止基于“性别倾

向或性倾向”的歧视。 

新西兰 1993 年， 《人权法案（1993 年）》 整体上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 2008 年，

《库克群岛残疾人法案 2008》 (第 10 号法案) 第 10(g)条禁止基于性倾向歧视残疾

人。 2015 年，《有害数字通信法案 2015》 第 6 条确立了数字通信不得因性倾向

（及其他原因）贬损他人的指导原则。 

汤加 2010 年，《司法行为准则 2010》 第 5 项原则禁止法官基于“无关事由”歧视任何

人。第 5（1）项原则将性倾向纳入此类事由范围内。 

 

 

http://www.pisrs.si/Pis.web/pregledPredpisa?id=ZAKO7273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si/si045en.pdf
https://www.boe.es/boe/dias/2003/12/31/pdfs/A46874-46992.pdf
http://www.government.se/contentassets/6732121a2cb54ee3b21da9c628b6bdc7/oversattning-diskrimineringslagen_eng.pdf
http://www.government.se/contentassets/5315d27076c942019828d6c36521696e/swedish-penal-code.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0/15/pdfs/ukpga_20100015_en.pdf
http://www.gibraltarlaws.gov.gi/articles/2006-37o.pdf
http://www.ajml.com.au/downloads/resource-centre/laws/Workplace%252520Relations%252520Act%2525201996/WorkplaceRelations1996Vol3_WD02.pdf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6C00911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6C00911
http://www.aph.gov.au/Parliamentary_Business/Bills_Legislation/Bills_Search_Results/Result?bId=r5026
http://www.aph.gov.au/Parliamentary_Business/Bills_Legislation/Bills_Search_Results/Result?bId=r5026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cth/consol_act/sda1984209/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5C00219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5C00219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0&cad=rja&uact=8&ved=0ahUKEwjx8LeZoNXSAhVDUZAKHZFmAL0QFghhMAk&url=http%25253A%25252F%25252Fwww.paclii.org%25252Ffj%25252Fpromu%25252Fpromu_dec%25252Ffrafd2000302.rtf&usg=AFQjCNHnAKS4pRzgLZodc2ejrOHOXcBznA
http://www.paclii.org/fj/promu/promu_dec/hrcd2009280.pdf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9&ved=0ahUKEwjx8LeZoNXSAhVDUZAKHZFmAL0QFghdMAg&url=http%25253A%25252F%25252Fwww.paclii.org%25252Ffj%25252Fpromu%25252Fpromu_dec%25252Fmidd2010303.rtf&usg=AFQjCNH5LA5-RyrFhAUzZS2DrixHepsGaA
http://www.health.gov.fj/pdfs/Decree%2525205%252520-%252520HIV-AIDS%252520Decree.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1993/0082/latest/DLM304475.html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juo5-vpNXSAhXCi5AKHUckDgMQFggfMAA&url=http%25253A%25252F%25252Fwww.paclii.org%25252Fck%25252Flegis%25252Fnum_act%25252Fda2008121.rtf&usg=AFQjCNFJywKcNE9LR1o1nolpqrw6mFf83w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15/0063/latest/whole.html?search=ad_act_%252522sexual+orientation%252522_____25_ac%252540bn%252540rn%252540dn%252540apub%252540aloc%252540apri%252540apro%252540aimp%252540bgov%252540bloc%252540bpri%252540bmem%252540rpub%252540rimp_ac%252540ainf%252540aaif%252540bcur%252540rinf%252540rnif_h_aw_se&p=1#DLM5711810
http://beta.paclii.org/to/Codeof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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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性倾向的仇恨犯罪作为加重处罚情节（43） 

占联合国成员国的 23%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已敦促各国将基于性倾向或性别认同的暴力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例如，

制定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仇恨犯罪法律。 

 

美洲（13） 

墨西哥没有将受害人性倾向引起的犯罪规定为加重刑罚处罚情节的联邦法律规定。有些行政区在

当地刑法中纳入了此类规定，譬如：科阿韦拉 (第 103(A)(5)条, 2005), 科利马 [仅限凶杀案] (第 123

条之二, 2015); 联邦特区 (第 138(8)条, 2009); 米却肯州 [仅限凶杀案] (第 121 条, 2014); 普埃布拉 

(第 330 条之二, 2012); 以及 克雷塔罗 (第 131(4)条, 2015)。 

 

阿根廷 2012 年，刑法  第 80(4)条规定，加重刑罚处罚仅针对因“对受害人性倾向的憎恨”

（及其他原因）而起的凶杀案。 

玻利维亚 2010 年， 刑法 第 40 条之二加重了第 281条之五、之六（后者包含性倾向）中规

定的因任何歧视性原因导致的犯罪行为的刑罚处罚。 

巴西 尽管在 78%的人口居住的行政区内，当地法律都已有将受害人性倾向引起的犯罪

规定为加重刑罚处罚情节的保护性规定，但巴西还没有此类联邦法律规定。有些

州已经通过地方法对歧视性倾向的暴力和/或行为加以刑罚处罚，例如罚金、吊销

执照等。这些州包括： 亚马逊 (2006); 巴伊亚 (1997), 联邦特区 (2000); 圣灵 

(2014); 马拉尼昂州  (2006); 南马托格罗索  (2005); 米纳斯吉拉斯 (2002); 帕拉 

(2011); 帕拉伊巴  (2003); 皮奥伊  (2004); 里约热内卢  (2015); 北里奥格兰德州 

(2007); 南里奥格兰德州 (2002); 圣卡塔琳娜 (2003); 圣保罗 (2001); 以及一些城

市： 福塔雷萨 （塞阿拉州）和 累西腓（伯南布哥）。 

加拿大 1996 年， 《加拿大刑法典》 第 718.2(a)(i) 条规定，如有证据证明，犯罪行为因对

性倾向（及其他原因）的歧视、偏见或仇恨引起，则应当提高刑期。  

智利 2012 年， 刑法 (经 第 20,609 号法令第 17 条修订） 第 12(21) 条将“性倾向”纳入应

当适用更重刑罚处罚的加重情节。 

哥伦比亚 2000 年， 刑法 第 58(3)条认定基于受害人性倾向的动机构成加重处罚情节。此

外，第 134A 条 （2011 年 11 月 30 日 第 1,482 号法令 引入) 规定种族主义和歧视

行为为犯罪，其中包括基于性倾向的歧视。 

厄瓜多尔 2009 年， 刑法 第 177 条规定基于性倾向的仇恨行为，无论是肢体上的还是心理

上的，均为犯罪。该规定还确定，对基于性倾向（及其他事由）的仇恨行为导致

的身体伤害和死亡应加重刑罚处罚。 

萨尔瓦多 2015 年， 刑法 (经 D.L.第 106/2015 号法令修订)第 129(11) 条规定，对基于受害人

性倾向实施的谋杀犯罪应加重处罚。 

洪都拉斯 2013 年，刑法 (经 第 23-2013 号令修订） 第 27(27) 条规定，基于受害人性倾向

（及其他事由）实施犯罪的动机属于加重处罚情节。 

尼加拉瓜 2008 年，尼加拉瓜 刑法 第 36(5) 条规定对基于受害人性倾向的犯罪应加重刑罚处

罚。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C/POL/CO/6&Lang=En
http://congresocoahuila.gob.mx/portal/wp-content/uploads/2014/11/coa08.pdf
http://cdhcolima.org.mx/wp-content/uploads/2016/01/Código-Penal-para-el-Estado-de-Colima.pdf
http://www.aldf.gob.mx/archivo-d261f65641c3fc71b354aaf862b9953a.pdf
http://www.poderjudicialmichoacan.gob.mx/ContenidosWeb/normatividad/2014/E/Juris/Código_Penal_Mich_Ori_2014_12_17.pdf
http://www.congresopuebla.gob.mx/index.php?option=com_docman&task=doc_download&gid=5928&Itemid=485
http://legislaturaqueretaro.gob.mx/app/uploads/2016/01/COD004-1.pdf
http://servicios.infoleg.gob.ar/infolegInternet/anexos/15000-19999/16546/texact.htm#15
http://www.justicia.gob.bo/index.php/normas/doc_download/97-codigo-penal-y-codigo-de-procedimiento-penal-
http://dh.sdh.gov.br/download/conferencias/legisltacao-LGBT/AM.pdf
https://cm-salvador.jusbrasil.com.br/legislacao/826023/lei-5275-97
http://www.sinj.df.gov.br/SINJ/Arquivo.ashx?id_norma_consolidado=50573
http://www.direitohomoafetivo.com.br/anexos/normatizacao/139__0f92a93b8a277dcfe9809eb808541ba5.pdf
http://www.stc.ma.gov.br/legisla-documento/?id=1341
http://aacpdappls.net.ms.gov.br/appls/legislacao/secoge/govato.nsf/448b683bce4ca84704256c0b00651e9d/19c54934ae898631042570e5006c6c3b?OpenDocument&Highlight=2,3.157
http://www.almg.gov.br/consulte/legislacao/completa/completa.html?tipo=LEI&num=14170&ano=2002
http://www.pge.pa.gov.br/sites/default/files/lo7567.pdf
http://www.abglt.org.br/docs/Lei7309Paraiba.pdf
http://legislacao.pi.gov.br/legislacao/default/ato/13219
http://alerjln1.alerj.rj.gov.br/CONTLEI.NSF/b24a2da5a077847c032564f4005d4bf2/0e48c858ff67abf883257e89006b504b?OpenDocument
http://adcon.rn.gov.br/ACERVO/gac/DOC/DOC000000000055935.PDF
http://www.al.rs.gov.br/filerepository/repLegis/arquivos/11.872.pdf
http://www.leisestaduais.com.br/sc/lei-complementar-n-527-2010-santa-catarina-estabelece-penalidades-a-serem-aplicadas-a-pessoa-juridica-de-direito-privado-que-permitir-ou-tolerar-a-pratica-de-atos-atentatorios-e-discriminatorios-aos-direitos-individuais-
http://www.al.sp.gov.br/repositorio/legislacao/lei/2001/lei-10948-05.11.2001.html
http://216.59.16.201:8080/sapl/sapl_documentos/norma_juridica/2081_texto_integral
https://cm-recife.jusbrasil.com.br/legislacao/263139/lei-16780-02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46/FullText.html
https://www.leychile.cl/Navegar?idNorma=1984
https://www.leychile.cl/Navegar?idNorma=1042092&idParte=&idVersion=2012-07-24
http://www.alcaldiabogota.gov.co/sisjur/normas/Norma1.jsp?i=6388
https://reexistencia.files.wordpress.com/2012/08/ley-1482-de-2011-contra-el-racismo.pdf
http://www.justicia.gob.ec/wp-content/uploads/2014/05/c%2525C3%2525B3digo_org%2525C3%2525A1nico_integral_penal_-_coip_ed._sdn-mjdhc.pdf
http://www.asamblea.gob.sv/eparlamento/indice-legislativo/buscador-de-documentos-legislativos/codigo%252520penal
http://www.poderjudicial.gob.hn/CEDIJ/Leyes/Documents/CodigoPenal-ReformaIncluida.pdf
http://www.tsc.gob.hn/leyes/Reformas_art_27-321_codigo_penal_2013.pdf
http://www.poderjudicial.gob.ni/pjupload/noticia_reciente/CP_64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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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 2017 年， 刑法(经 第 1,323 号立法令 修订) 第 46(d)条规定对基于受害人性倾向的

犯罪应加重刑罚处罚。 

美国 2009 年，美国法典 第 249(a)(2)条 规定，因猜测的或实际的受害人性倾向而实施

犯罪的，应加重刑罚处罚（亦以《马修·谢泼德和小詹姆斯·伯德仇恨犯罪防治

法》之名为人所知）。已有不少州通过了包含性倾向的仇恨犯罪法（参见 MAP

发布的 完整名单）。 

乌拉圭 2003 年， 刑法 (经 2003 年 第 17.677 号法令 修订) 第 149 条之三规定，因“性倾

向”或“性别认同”引起的犯罪应加重刑罚处罚。 

 

 

亚洲（1） 

 

东帝汶 2009 年，2009 年 刑法 第 52.2(e) 条将性倾向及其他几种仇恨犯罪动机列为

加重处罚量刑因素。 

 

 

欧洲（27，含科索沃） 

波黑人口总数 35%聚居的两个区都已通过包含性倾向的仇恨犯罪立法：参见 塞族共和国（2013

年）（节选）和布尔奇科区刑法（2003 年通过，2006 年修订）（节选） 。波黑联邦还没有此类

法律。 

 

阿尔巴尼亚 2013 年，阿尔巴尼亚议会修正了 刑法 第 50(j) 条，规定严惩“由于...性

别认同、性倾向...相关原因实施的犯罪”。 

安道尔 2005 年， 刑法 第 30 条规定，将性倾向作为因仇恨或偏见动机实施的犯

罪的“加重处罚情节”。 

比利时 2003 年， 刑法第 285 条规定犯罪加重情节包括“歧视性动机”。 

克罗地亚 2006 年，1977 年 刑法 (2006 年修订) 第 151a 条规定了基于“性取向”（作

为事由之一）的（仇恨动机引起的）犯罪行为。 

丹麦 2004 年，修订后的  刑法  在仇恨犯罪中将性倾向纳入加重情节：第

266(b)(1)条的仇恨言论和第 81(6) 条的仇恨动机。 

芬兰 2011 年，刑法 第 6 章第 5(1)(4) 条立法修改，将基于性倾向的动机作为

仇恨犯罪判刑中可能的加重情节之一。 

法国 2003 年， 刑法 第 222-12 条规定特别针对性倾向的暴力为犯罪。第 132-

77 条规定基于性倾向的歧视为加重处罚因素。（该法适用于海外领地:法

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瓜德罗普岛、马提尼克岛、马约特岛、新

喀里多尼亚、留尼汪、圣巴泰勒米、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

以及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 

格鲁吉亚 2012 年， 刑法 第 53(3)条将 SOGI 纳入该法适用范围，第 117-126 条有

关各种形式的暴力的规定中则涉及仇恨犯罪。 

希腊 2013 年， 刑法 第 79 条将“性倾向”纳入调整范围，作为“仇恨行为”的加

重情节，处以最高 3 年监禁。 

匈牙利 2013 年，匈牙利 刑法 经修订，纳入第 216 条：针对社区成员的暴力。

其中明确列举了 SOGI。 

http://busquedas.elperuano.com.pe/normaslegales/decreto-legislativo-que-fortalece-la-lucha-contra-el-feminic-decreto-legislativo-n-1323-1471010-2/
http://uscode.house.gov/view.xhtml?req=granuleid:USC-prelim-title18-section249&num=0&edition=prelim
https://www.justice.gov/crt/matthew-shepard-and-james-byrd-jr-hate-crimes-prevention-act-2009-0
https://www.justice.gov/crt/matthew-shepard-and-james-byrd-jr-hate-crimes-prevention-act-2009-0
http://www.lgbtmap.org/img/maps/citations-hate-crime.pdf
https://www.impo.com.uy/bases/codigo-penal/9155-1933
https://legislativo.parlamento.gub.uy/temporales/leytemp5576272.htm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tl/tl006en.pdf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action/popup/id/18779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action/popup/id/18779
http://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section/criminal-codes
https://www.unodc.org/cld/document/and/2005/penal_code_of_andorra.html
http://www.ejtn.eu/PageFiles/6533/2014%252520seminars/Omsenie/WetboekvanStrafrecht_ENG_PV.pdf
http://www.vsrh.hr/CustomPages/Static/HRV/Files/Legislation__Criminal-Code.pdf
https://www.unodc.org/tldb/pdf/Denmark_Criminal_Code_2005.pdf
http://www.finlex.fi/en/laki/kaannokset/1889/en18890039.pdf
http://www.equalrightstrust.org/ertdocumentbank/french_penal_code_33.pdf
https://matsne.gov.ge/en/document/download/16426/157/en/pdf
http://www.c00.org/p/greek-penal-code.html
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Qreakan/Hung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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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沃 2012 年，科索沃刑法 第 74 (2.12) 条和第 333(4)条规定，因对性倾向（及

其他原因）的恶意动机发生的犯罪行为应处最高 1年监禁。 

立陶宛 2009 年， 刑法 第 60(12) 条将性倾向列入“加重情节”、谋杀（第 129

条）、严重及轻微伤害（第 138 条), 处以不同的刑期。 

卢森堡 1997 年， 刑法 第 457(1)(1) 条（2007 年修订）规定，因对性倾向（及其

他原因）的仇恨行为或暴力行为可处以 5 至 10年监禁。 

马耳他 2012 年，马耳他 刑法 (经 2012 年第三号法案修订）第 83B、 222A、 

215D 条及第 325A(1) 条规定了针对性倾向（及其他事由）的仇恨犯罪的

情节与刑罚。 

摩纳哥 2005 年， 《公共表达自由法》 第 16 条规定，因他人实际或猜测的性倾

向而施加暴力行为的，应处 5 年监禁或重额罚金。 

黑山 2013 年， 刑法 2013 年修正案在第 42a 条加重情节中引入了性倾向和性

别认同的分类。 

荷兰 2008 年， 荷兰 刑法 第 137(c, d 和 e) 条规定煽动“同性性倾向”仇恨的行

为为犯罪行为，并通过修订将性倾向作为加重因素纳入。 

挪威 1994 年 刑法   第 117(a) 条规定了因性倾向动机引发的仇恨、暴力。 

葡萄牙 2007 年， 刑法 在第 132条（谋杀罪）和第 143、 144 、145(1)(a)条（关

于人身侵犯）中将性倾向规定为加重处罚因素，刑期从罚金至最高 10 年

刑期不等。 

罗马尼亚 2006 年， 刑法 第 77 条确认，恐同动机是暴力或仇恨犯罪行为的加重处

罚因素之一。 

圣马力诺 2008 年， 第 66 号法令 修订了圣马力诺刑法第 179 条，将性倾向作为仇

恨犯罪加重处罚因素纳入 (第 179 之二). 

塞尔维亚 2012 年，刑法 第 54a 条规定，性倾向和性别认同（以及其他因素）是仇

恨犯罪的加重处罚因素，可处以监禁（第 45 条). 

斯洛伐克 2013 年，2006 年 刑法 第 140(f) 条进行了修改，将性倾向作为加重处罚

因素之一纳入。 

西班牙 2003 年，刑法第 510、511 条（此处可下载英文本) 规定因为“性取向”原

因而“发生歧视、仇恨或暴力行为的”应处以刑罚处罚，最高判处两年监

禁。 

瑞典 2003 年，由于宪法保护已覆盖到性倾向， 刑法 条文也当然解读为包括

性倾向。第 29 章第 2 节包含对因仇恨或偏见引起的犯罪应加重处罚的规

定。 

瑞士 2017 年，法律事务委员会 发布决定后， 刑法 第 261 条之二即应解读为

包含“性别身份”。 

英国 2004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 2003 刑法法案 第 146 条授权法庭对因受害人

性倾向引起或狠下毒手的犯罪行为予以加重处罚。苏格兰 2009 年  犯罪

法案（偏见加重情节）（苏格兰）(2010 年生效）第 2 条也对因 SOGI 和

“间性”情况作了类似规定(8(a))。  

 

 

大洋洲（2） 

澳大利亚没有联邦法规定基于性倾向的犯罪动机是加重处罚的情形。 新南威尔士 (第 21A(2)(h)条, 

2002 年) 似乎是唯一一个作此规定的州。 

 

http://www.assembly-kosova.org/common/docs/ligjet/Criminal%252520Code.pdf
https://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ltu/criminal_code_of_lithuania_html/Lithuania_Criminal_Code_2000_as_amd_2010.pdf
https://www.unodc.org/cld/document/lux/1879/criminal_code_of_luxembourg.html?
http://www.justiceservices.gov.mt/DownloadDocument.aspx?app=lom&itemid=8574&l=1
http://www.justiceservices.gov.mt/DownloadDocument.aspx?app=lp&itemid=23426&l=1
http://www.legimonaco.mc/305/legismclois.nsf/db3b0488a44ebcf9c12574c7002a8e84/29ad7325e3a152a4c125773f003d2e4e!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id/4140
https://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nld/1881/penal-code-of-the-netherlands_html/Netherlands_Penal_Code_1881_as_amd_2014.pdf
http://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NOR_penal_code.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pt/pt/pt164pt.pdf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section/criminal-codes/country/8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legaldocument/wcms_128030.pdf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section/criminal-codes/country/5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topics/country/4/subtopic/79
http://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section/criminal-codes
http://www.government.se/contentassets/5315d27076c942019828d6c36521696e/swedish-penal-code.pdf
http://360.ch/blog/magazine/2017/02/homophobie-et-transphobie-ladaptation-du-code-penal-va-de-lavant/
https://www.admin.ch/opc/en/classified-compilation/19370083/201701010000/311.0.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3/44/pdfs/ukpga_20030044_en.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uk/asp/2009/8/pdfs/asp_20090008_en.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uk/asp/2009/8/pdfs/asp_20090008_en.pdf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nsw/num_act/cpamsa2002n9064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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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2002 年， 2002 年刑期法案 第 9 条规定，若加害人部分或完全是因为对某

个具有如性倾向这样（及其他）持久、共同特征的人群的敌意而实施加害

行为的，应作为加重处罚因素来考虑。 

萨摩亚 2016 年，2016年刑期法案 第 7 (1)(h) 条对部分或完全因为对某个具有如性

倾向这样（及其他）持久、共同特征的人群的敌意而实施的加害行为加重

处罚。 

 

 

禁止煽动基于性倾向的仇恨（39）: 联合国成员国的 21% 

 
非洲（1） 

 

南非 2000年 《2000年促进平等与预防不公平歧视法》禁止不公平歧视、仇恨言

论和骚扰，要求国家根据 宪法第 9条的授权出台宪法指令。2016年 9月，

为了保护个人免受仇恨言论的侵害，国务卿下令禁止一位美籍基督教福音派

传道者 入境南非  ，原因是他发表恶毒的反 LGBT布道言论。 

 

美洲（9） 

尽管巴西刑法并没有对煽动基于性倾向的仇恨的行为进行刑罚处罚的规定，但有些司法管辖区已

经通过地方性规定来明确禁止此类行为。这些区域包括：亚马逊州 (第 4(7)条，2006 年); 马托格

罗索州 (第 2(8)条, 2005 年); 帕拉州 (第 2(8) 、2(9)条, 2011 年); 帕拉伊巴州 (第 2(9)条, 2003 年); 里

约热内卢 (第 2(9)条, 2015 年); 以及 累西腓 市(Pernambuco). 

 

玻利维亚 2010 年，玻利维亚刑法第 281 条之六规定，基于性倾向（或其他原因）而散

播或煽动仇恨的行为是犯罪。第 281 条之五有提及性倾向。 

加拿大 1996 年，刑法 第 318(4) 条在可能遭受种族灭绝罪侵害的“可识别群体”的定

义中包含了“性倾向”。第 319(7)条有关公开煽动仇恨的犯罪中使用了同样的

定义。在第 320 条项下，仇恨宣传的出版物可予以没收。 

哥伦比亚 2011 年， 刑法 第 134B 条(经 2011 年 11 月 30 日 第 1,482 号法令 修订) 规

定，因个人（或群体）性倾向而加害的任何煽动骚扰行为均属犯罪。 

厄瓜多尔 2009 年，刑法第 176 条规定，煽动性倾向歧视的行为应予刑罚处罚。 

洪都拉斯 2013 年，刑法 第 321-A 条(经 第 23-2013 号指令修订）规定，煽动性倾向仇

恨或歧视的行为应予刑罚处罚。 

墨西哥 2014 年，《联邦预防与消除歧视法》 第 9(27) 条曾经修订，规定煽动仇恨和

暴力的行为违法。该法第 1(3) 条将“性取向”规定为禁止事由之一。 

秘鲁 2017 年，刑法第 323 条(经第 1323 号立法指令修订）, 题为“歧视与煽动歧

视”，规定“通过第三方实施的”性倾向歧视行为应予刑罚处罚。 

苏里南 2015 年，刑法第 175a 、176 条 (经 2015 年第 44号议会法案修订） 规定煽动

性倾向仇恨的行为是犯罪（通过引用第 175 条含有此条禁止事由的方式予以

规定）。 

乌拉圭 2003 年，第 149 条之二 刑法 (经 2003 年 第 17.677 号法令 修订) 规定，基于

性倾向或“性别认同”而煽动对某人或某个群体的仇恨或任何形式的暴力的行

为是犯罪。自 2015 年起，第 19,307号法令 (《视听通信服务法》) 第 28条禁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02/0009/latest/DLM135342.html?search=qs_act%252540bill%252540regulation%252540deemedreg_gender+identity_resel_25_h&p=2#DLM135545
http://www.palemene.ws/new/wp-content/uploads/01.Acts/Acts%2525202016/Sentencing-Act-2016-Eng.pdf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ae6b6080.html
http://www.gov.za/sites/www.gov.za/files/images/a108-96.pdf
http://www.mambaonline.com/2016/09/13/victory-gay-hate-pastor-steven-anderson-banned-south-africa/
http://dh.sdh.gov.br/download/conferencias/legisltacao-LGBT/AM.pdf
https://reexistencia.files.wordpress.com/2012/08/ley-1482-de-2011-contra-el-racismo.pdf
https://reexistencia.files.wordpress.com/2012/08/ley-1482-de-2011-contra-el-racismo.pdf
http://www.pge.pa.gov.br/sites/default/files/lo7567.pdf
http://www.abglt.org.br/docs/Lei7309Paraiba.pdf
http://alerjln1.alerj.rj.gov.br/CONTLEI.NSF/b24a2da5a077847c032564f4005d4bf2/0e48c858ff67abf883257e89006b504b?OpenDocument
http://alerjln1.alerj.rj.gov.br/CONTLEI.NSF/b24a2da5a077847c032564f4005d4bf2/0e48c858ff67abf883257e89006b504b?OpenDocument
https://cm-recife.jusbrasil.com.br/legislacao/263139/lei-16780-02
http://www.justicia.gob.bo/index.php/normas/doc_download/97-codigo-penal-y-codigo-de-procedimiento-penal-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46/FullText.html
http://www.alcaldiabogota.gov.co/sisjur/normas/Norma1.jsp?i=6388
http://wsp.presidencia.gov.co/Normativa/Leyes/Documents/ley148230112011.pdf
http://www.justicia.gob.ec/wp-content/uploads/2014/05/código_orgánico_integral_penal_-_coip_ed._sdn-mjdhc.pdf
http://www.poderjudicial.gob.hn/CEDIJ/Leyes/Documents/CodigoPenal-ReformaIncluida.pdf
http://www.tsc.gob.hn/leyes/Reformas_art_27-321_codigo_penal_2013.pdf
http://www.diputados.gob.mx/LeyesBiblio/pdf/262_011216.pdf
http://busquedas.elperuano.com.pe/normaslegales/decreto-legislativo-que-fortalece-la-lucha-contra-el-feminic-decreto-legislativo-n-1323-1471010-2/
http://www.dna.sr/media/138146/S.B._2015_no._44_wet_van_30_mrt_15_wijz._wetboek_van_strafrecht.pdf
https://www.impo.com.uy/bases/codigo-penal/9155-1933
http://www.impo.com.uy/bases/leyes/17677-2003
http://www.impo.com.uy/bases/leyes/1930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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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散播倡导或煽动性倾向（及其他原因）暴力的的内容 

 

 

欧洲（29） 

 

阿尔巴尼亚 2013 年， 刑法 第 19(a) 条规定，提供或分发以“......性别认同、性倾

向......”为目标的 “恶意材料 ”的行为应处罚金或最高两年监禁。  

奥地利 2011 年， 奥地利刑法 第 283(1-4) 条（1974 年通过, 2011 修订）将性倾

向列为煽动仇恨罪的保护事由之一。 

比利时 2007 年，反歧视法 第 22(1-4) 条明确了煽动的多种表现形式和相应处

罚，反映了比利时 刑法第 137 条的相关规定。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纳 

2013 年， 刑法 (2013 修订) i 将性倾向和性别认同都纳为煽动仇恨罪的保

护事由。第 30 条（煽动）进一步解读第 145 条（侵犯公民平等权的犯

罪），对此类犯罪行为处以最高 5 年监禁。 

保加利亚 2004 年， 反歧视保护法 第 1(1) 、 5 条中的“ 骚扰”（包括仇恨言论和煽

动仇恨）适用于性倾向。 

克罗地亚 2006 年，1977 刑法 (2006 年修订) 第 151a 条规定了 煽动“性取向”（或其

他原因）仇恨。 

塞浦路斯 2011 年，煽动性倾向仇恨通过《运用刑法反对某些形式的种族主义、排

外主义表达 》规定的方式加入到了现行法律中。 

丹麦 1987 年， 刑法 第 266(b)(1) 条将“性倾向”（sexual inclination）纳入成文

规定之中：“表达或传达”威胁的，可处以最高两年监禁。该法适用于法

罗群岛（2007 年）和格林兰岛（2010 年）。 

爱沙尼亚 2006 年， 刑法 第 151(1)条规定惩处煽动性倾向仇恨的行为。 

芬兰 2011 年， 刑法 第 24 章第 8 -11 节规定了仇恨言论的各种成立条件，参

见 2014 年报告 (第 20 页) 中的深入讨论。 

法国 2005 年， 刑法 第 222-18-1 条规定，因为“受害人实际或推断的性倾向”

发生的威胁行为属犯罪，应处最高 7 年监禁。该法适用于海外领地：法

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瓜德罗普岛、马提尼克岛、马约特岛、新

喀里多尼亚、联合岛、圣巴泰勒米、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以及

瓦利斯和富图纳。 

希腊 2013 年， 刑法 第 79条规定了煽动性倾向仇恨。此前的法律（2008/913 / 

JHA）于 2013 年 修订后包含恐同仇恨。 

匈牙利 2013 年， 匈牙利 刑法 经修订后纳入第 332 节“煽动针对每个群体的仇

恨”（最高 3 年徒刑），其中包含了性倾向事由。 

冰岛 2004 年， 刑法典总则 (1940 年颁布, 2003 年修订) (节选) 第 233a 条规

定，“性取向”（sexual inclination）受保护，“任何人不得公开加以取笑、

污蔑、贬低或威胁”， 并规定了最高两年的刑罚处罚 。该刑法典于 2014

年 修订  增加了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规定。 

爱尔兰 1989 年，  《禁止煽动仇恨法》 规定基于性倾向及其他事由的仇恨煽

动、暴力或歧视应处六个月至两年监禁。 

立陶宛 2005 年，刑法第 170 条“煽动暴力”罪规定，如果行为人基于性倾向或其

他原因而对该人群或个人实施暴力，可处以 3 年监禁。  

卢森堡 1997 年 刑法 (及修正案)第 457(1)(1) 条规定煽动性倾向（或其他原因

http://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section/criminal-codes
http://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section/criminal-codes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topics/country/41/topic/84
http://www.ejtn.eu/PageFiles/6533/2014%252520seminars/Omsenie/WetboekvanStrafrecht_ENG_PV.pdf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d2dbb212.html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4ae58d62d5.html
http://www.vsrh.hr/CustomPages/Static/HRV/Files/Legislation__Criminal-Code.pdf
http://www2.ilo.org/dyn/natlex/natlex4.detail?p_lang=en&p_isn=102329&p_count=98840
http://www2.ilo.org/dyn/natlex/natlex4.detail?p_lang=en&p_isn=102329&p_count=98840
https://www.unodc.org/tldb/pdf/Denmark_Criminal_Code_2005.pdf
https://www.riigiteataja.ee/en/eli/522012015002/consolide
http://www.finlex.fi/en/laki/kaannokset/1889/en18890039.pdf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W1ApHDRll9AJ:fr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fra_uploads/country-study-lgbt-legal-update-2014-fi.pdf+&cd=1&hl=en&ct=clnk&gl=ie&client=safari
http://www.equalrightstrust.org/ertdocumentbank/french_penal_code_33.pdf
http://www.c00.org/p/greek-penal-code.html
http://www.hellenicparliament.gr/UserFiles/bcc26661-143b-4f2d-8916-0e0e66ba4c50/%252520t-l328-pap.pdf
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Qreakan/Hungary.pdf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id/15738
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Qreakan/islandia.pdf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eli/1989/act/19/enacted/en/html
https://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ltu/criminal_code_of_lithuania_html/Lithuania_Criminal_Code_2000_as_amd_2010.pdf
https://www.unodc.org/cld/document/lux/1879/criminal_code_of_luxembour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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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仇恨违法。 

马耳他 2012 年，马耳他刑法 第 82A 、82C 条 (经 2012 年第八号法案 修订）规

定了煽动性倾向（及其他原因的）仇恨的具体情形和相应刑罚。 

摩纳哥 2005 年，《公共表达自由法》 (2014 年修订) 第 24、25、44 条规定，禁

止关于性倾向的诽谤和“侮辱”。 

黑山 2013 年， 刑法 修正案在第 443 条煽动仇恨罪中引入了性倾向和性别认

同条目。 

荷兰 1994 年， 荷兰 刑法 第 137(c、 d 、e) 条规定煽动“性倾向”仇恨应受刑罚

处罚。 

挪威 1981 年 刑法 第 135(a)条规定“这里的歧视或仇恨言论是指，因为他或她

的……（c）同性恋、生活方式或性取向而威胁或侮辱任何人，或煽动针

对他或她的仇恨或迫害或蔑视”。 

葡萄牙 2007 年，葡萄牙 刑法 第 240(1) 、(2) 条规定恐同性质的煽动仇恨行为应

处最高 8 年监禁。 

圣马力诺 2008 年 第 66 号法令 修订了圣马力诺刑法第 179条，将性倾向纳入“禁止

煽动仇恨和暴力罪”（第 179 条之二）的保护范围。 

塞尔维亚 2010 年， 《禁止歧视法》 是一部综合性的反歧视法，在有关煽动仇恨

及羞辱性对待行为方面适用于 SOGI(第 11、12 条). 

斯洛文尼亚 2008 年， 刑法 第 297(1) 条将性倾向纳入其保护范围，规定侵权行为处

以  3 至 5 年监禁。2016 年 反歧视保护法  (非官方翻译)将煽动仇恨列入

其中。 

西班牙 2003 年，刑法第 510、 511 、515 条 （此处可下载英文版）规定以“性偏

好”为理由，“煽动歧视，仇恨或暴力的”，应判处两年监禁。 第 22 条确

定性取向为加重处罚事由。 

瑞典 2003 年，由于 2003 年宪法对性取向提供保护，刑法的条文被视为当然

包含性取向。 刑法 第 16 章第 8 节规定，“传播、陈述或交流威胁或表达

蔑视”者，可处以罚金或最多两年监禁。 

英国 2010 年， 2008 年 《刑事正义与移民法》 2008 (2010 年生效) 第 74 节附

件 16 规定，保护性取向免受仇恨煽动侵害，如 此处 所述。 苏格兰 2009

《罪行（歧视可加重处罚）（苏格兰）法案》第 2 条（2010 年生效）规

定，保护 SPGI 和“间性”（第 8（a）条）免受仇恨煽动行为侵害。2004

年， 《1987 年公安（北爱尔兰）令》 经修订后全面处理煽动性倾向仇

恨（第 9-13 条）。 

 

 

大洋洲（无） 

澳大利亚没有联邦条款禁止煽动性倾向仇恨，而不到一半（41％）的人口生活在有省级法律有此

保护规定的地区。 不过，《1992 年广播服务法》第 123（3）（e）条规定，“业务守则”应考虑到

“节目中的描述有可能煽动或固化针对任何人或团体的基于性倾向（或其他原因的）仇恨或诽谤”。 

此外，有几个州已经制定了禁止煽动性倾向仇恨的法律： 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第 67A（1）（f）

条，2004 年）; 新南威尔斯州（第 49ZT（1）条，1993 年）; 昆士兰州（第 124A（1）条，2003

年）; 塔斯马尼亚（第 19（c）条，1999 年）。 

 

 

http://www.justiceservices.gov.mt/DownloadDocument.aspx?app=lom&itemid=8574&l=1
http://www.justiceservices.gov.mt/DownloadDocument.aspx?app=lp&itemid=23426&l=1
http://www.legimonaco.mc/305/legismclois.nsf/db3b0488a44ebcf9c12574c7002a8e84/29ad7325e3a152a4c125773f003d2e4e!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id/4140
https://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nld/1881/penal-code-of-the-netherlands_html/Netherlands_Penal_Code_1881_as_amd_2014.pdf
http://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NOR_penal_code.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pt/pt/pt164pt.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legaldocument/wcms_128030.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legaldocument/wcms_128034.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si/si045en.pdf
http://www.pisrs.si/Pis.web/pregledPredpisa?id=ZAKO7273
http://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section/criminal-codes
http://www.government.se/contentassets/5315d27076c942019828d6c36521696e/swedish-penal-code.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8/4/pdfs/ukpga_20080004_en.pdf
http://www.banksr.co.uk/images/Other%252520Documents/Judicial%252520material/circular-2010-05-sexual-orientation-hatred.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uk/asp/2009/8/pdfs/asp_20090008_en.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uk/nisi/1987/463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6C00882
http://www.legislation.act.gov.au/a/2016-49/current/pdf/2016-49.pdf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nsw/consol_act/aa1977204/s49zt.html
https://www.legislation.qld.gov.au/LEGISLTN/CURRENT/A/AntiDiscrimA91.pdf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tas/consol_act/aa1998204/s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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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扭转治疗”（3）：占联合国成员国的 1.5% 

 

确保弱势个人免受所谓“扭转治疗”“技术”折磨、保护个体免受这些“技术”引起的不受管制和经常

性的折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使用这些做法的话语在成员国中往往被正常化，很少遭到

明确的反对。 

 

美洲（2） 

阿根廷 2010 年第 26,657 号《精神卫生法》第 3（c）节规定，不能仅根据一个人的“性选择或性身

份”来确定其精神健康状况。这项法律没有明确禁止扭转治疗。不过，对完全基于个人性取向实施

诊断的禁止性规定，原则上阻止了卫生专业人员，特别是精神科医生，合法参与性取向改变的努

力（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 ，简称 SOCE）。尽管大约有 42％的人口生活在有禁止扭转治

疗规定的地方法律区域内，但加拿大并没有关于扭转治疗的联邦禁令。不过， 马尼托巴省（2015

年）和 安大略省（2015年）已采取措施在省级层面上予以禁止。美国没有禁止扭转治疗的联邦法

律，似乎只有 20％多的人口生活在有禁止规定的地区。不过，有些州已经颁布了地方禁令，防止

持照专业人士向未成年人提供这些“治疗”：加州 (2012 年); 哥伦比亚特区 (2014 年); 伊利诺伊 

(2015 年); 新泽西 (2013 年); 新墨西哥 (2017年); 俄勒冈 (2015 年) ，以及 佛蒙特州 (2016 年)。有关

已有有效禁令和在议法案的司法管辖区的详细说明和完整列表，请参阅 对扭转治疗日渐增多的管

控。 

 

巴西 1999 年，联邦心理学会发布第 1/99 号决议，禁止将同性恋行为和做法“病理

化”，并命令所有执业心理工作者避免强制或主动治疗同性恋者。决议也禁止执

业心理工作者参与提供“同性恋者治疗”的活动或服务。 2013 年，巴西下议院人

权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废除第 1/99 号决议的法案。该提案后来被放弃。 

厄瓜多尔 2012 年，第 767 号部委令 第 20(a) 条禁止康复机构进行扭转治疗。 2014 年刑法典 

第 151（3）条将旨在修正个人性倾向的任何酷刑行为（广义定义）规定为刑事犯

罪。 

 

 

亚洲（无） 

亚洲地区虽然没有法律明确禁止“扭转治疗”，但少数国家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2014 年 12

月，中国一所法院裁定，对一名 30 岁男子进行的扭转治疗是非法的，并要求诊所给予 3500 元

（359 英镑）的赔偿金，并在其网站上公开道歉。台湾卫生福利部在 2016 年底发布了一部规章草

案，将“扭转治疗”列为被禁止的治疗类别。据台湾中央通讯社报道，卫生福利部经过 60 天的公众

咨商，可能在 2017 年初根据草案发布规章。2014 年，以色列卫生部发表了一份反对对性倾向进

行治疗的声明。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方面也出现了负面的事态发展，例如印度尼西亚的精神

科医师协会 似乎 正在推行这种伪科学疗法。 

 

 

 

欧洲（1）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the-lebanese-medical-association-for-sexual-health_us_58e4c655e4b02ef7e0e6e23a
http://servicios.infoleg.gob.ar/infolegInternet/anexos/175000-179999/175977/norma.htm
http://www.gov.mb.ca/health/conversion_therapy.html
http://www.ontla.on.ca/web/bills/bills_detail.do?locale=en&BillID=3197&detailPage=bills_detail_the_bill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TextClient.xhtml?bill_id=201120120SB1172
http://lims.dccouncil.us/Legislation/B20-0501
http://www.ilga.gov/legislation/99/HB/PDF/09900HB0217lv.pdf
http://www.njleg.state.nj.us/2012/Bills/AL13/150_.PDF
https://legiscan.com/NM/text/SB121/2017
https://olis.leg.state.or.us/liz/2015R1/Downloads/MeasureDocument/HB2307/Enrolled
http://legislature.vermont.gov/assets/Documents/2016/Docs/ACTS/ACT138/ACT138%252520As%252520Enacted.pdf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04047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040471/
http://site.cfp.org.br/wp-content/uploads/2008/08/decreto_1977_79822.pdf
http://site.cfp.org.br/wp-content/uploads/1999/03/resolucao1999_1.pdf
http://www.prevenciondrogas.gob.ec/descargas/Acuerdo_0767.pdf
http://www.justicia.gob.ec/wp-content/uploads/2014/05/código_orgánico_integral_penal_-_coip_ed._sdn-mjdhc.pdf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dec/19/chinese-court-gay-straight-conversion-clinic
http://focustaiwan.tw/news/asoc/201701020016.aspx
http://www.health.gov.il/English/News_and_Events/Spokespersons_Messages/Pages/05102014_1.aspx
https://thinkprogress.org/indonesian-psychiatrists-classify-lgbt-people-as-mentally-ill-in-order-to-treat-them-43bf9c41bdf8#.6tnmsb2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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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他 2016 年，《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肯定法》（一部禁止对个人性

倾向、性别认同和/或性别表达进行欺骗性的、有害的扭转治疗行为或执

业，而要求肯定这些特征的法案）禁止专业人员（第 3（b）条）和非专

业人员（第 3（a）条）从事扭转治疗行为。 参见社会对话、消费者事务

和公民自由部的新闻稿。 

 

大洋洲（无） 

和阿根廷类似，大洋洲也没有明确禁止“扭转治疗”的法律。不过，对完全基于个人性倾向实施诊

断的禁止性规定，原则上防止了医疗专业人员，特别是精神科医生，合法参与改变性倾向

（SOCE）。斐济《2010 年精神卫生法令》（2010 年第 54 号法令）第 3（1）（d）条规定，不得

因某人表达或拒绝表达或不表达某种性偏好或性倾向而认定其是精神病患者。萨摩亚《2007 年精

神卫生法》第 2 条规定，不得因某人表达或拒绝表达或不表达某种性偏好或性倾向而认定其是精

神病患者。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2017 年 2 月，根据卫生部发布的新闻稿，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颁布了《卫生投诉法》，为打击“同性恋扭转治疗”的服务提供者创设了一个新的监督机构。 

 

 

允许同性婚姻（22）: 占联合国成员国的 12% 

 
非洲（1） 

 

 南非 2006 年，虽然法律名称是《民事结合法（2006）》，但是该法实际上

赋予了同性伴侣结婚的权利。 

 

 

美洲（7） 

 

阿根廷 2010 年， 第 26,618 号法令 《平等婚姻法》是一部在全国范围允许同性婚姻的

联邦法。 

巴西 2013 年，2013 年 5月 14日国家司法委员会发布的 2013 年 5 月 14日第 175 号

决议指出，全国各地的公证人不得拒绝登记同性婚姻。 此前在 2011 年 5月，

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发布了一项裁决，指出同性别的“稳定结合”应该改为结

婚，并建议国会予以立法（迄今为止还没有采取任何立法行动）。 另一项裁决

（Ação Direta de Inconstitucionalidade 4.277 Distrito Federal）承认生活在“稳定

结合”中的同性伴侣是“家庭单位”，因此有权享有与生活在同种结合关系中的

异性恋夫妇相同的权利。 

 加拿大 2005 年《民事婚姻法（2005）》是一部在全国范围内承认同性婚姻的联邦法

律。 自 2003 年，从安大略省开始，大多数司法管辖区（省和领地）在联邦法

律颁布之前都已允许同性婚姻。 阿尔伯塔省、爱德华王子岛，以及努纳武特和

西北领地是 2005 年以前为数不多的没有承认同性婚姻的法律的司法管辖区。 

哥伦比亚 2016 年，在经历了几年法律不确定状态后，哥伦比亚宪法法院于 2016 年 4 月

7 日发布了第 214 号裁决，规定公证人不得拒绝登记同性婚姻。 2011 年，法院

发布了 第 C-577/11 号裁决，承认同性伴侣为“家庭实体”，并命令国会就此立

法。 迄今为止，立法机构没有通过任何法律。 

http://www.justiceservices.gov.mt/DownloadDocument.aspx?app=lom&itemid=12610&l=1
https://www.gov.mt/en/Government/Press%252520Releases/Pages/2016/December/05/pr162780.aspx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6&ved=0ahUKEwjd7ci4p9XSAhXDhZAKHfBkAOg4ChAWCDswBQ&url=http%25253A%25252F%25252Fwww.paclii.org%25252Ffj%25252Fpromu%25252Fpromu_dec%25252Fmhd2010141.rtf&usg=AFQjCNGIj5K4uxK0Ha-wb1cJjH-CIFfg1g&bvm=bv.149397726,d.Y2I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3&ved=0ahUKEwjd7ci4p9XSAhXDhZAKHfBkAOg4ChAWCCcwAg&url=http%25253A%25252F%25252Fwww.paclii.org%25252Fws%25252Flegis%25252Fnum_act%25252Fmha2007128.rtf&usg=AFQjCNFMOCo3yMNI0hAPZzYqtSvKmKrquQ&bvm=bv.149397726,d.Y2I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3&ved=0ahUKEwjd7ci4p9XSAhXDhZAKHfBkAOg4ChAWCCcwAg&url=http%25253A%25252F%25252Fwww.paclii.org%25252Fws%25252Flegis%25252Fnum_act%25252Fmha2007128.rtf&usg=AFQjCNFMOCo3yMNI0hAPZzYqtSvKmKrquQ&bvm=bv.149397726,d.Y2I
http://www.premier.vic.gov.au/new-laws-to-crack-down-on-dodgy-health-providers/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vic/num_act/hca201622o2016227/
http://www.gov.za/sites/www.gov.za/files/a17-06_1.pdf
http://servicios.infoleg.gob.ar/infolegInternet/anexos/165000-169999/169608/norma.htm
http://direitohomoafetivo.com.br/anexos/normatizacao/121__e449581684253cb304bc9aa90bb4ad4a.pdf
http://direitohomoafetivo.com.br/anexos/normatizacao/121__e449581684253cb304bc9aa90bb4ad4a.pdf
http://www.stf.jus.br/portal/jurisprudencia/listarJurisprudencia.asp?s1=%252528DESCUMPRIMENTO+DE+PRECEITO+FUNDAMENTAL%252529%252528132%25252ENUME%25252E+OU+132%25252EACMS%25252E%252529&base=baseAcordaos&url=http://tinyurl.com/z9quc2e
http://direitohomoafetivo.com.br/anexos/juris/2011.05.05_-_stf_-_adi_4.277.pdf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31.5/FullText.html
http://www.corteconstitucional.gov.co/relatoria/2016/su214-16.htm
http://www.corteconstitucional.gov.co/relatoria/2011/C-577-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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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墨西哥没有关于同性婚姻的联邦法。墨西哥关于同性婚姻的法律现状很复杂。

一些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了地方性法律承认同性婚姻，包括坎佩切（2016

年）、科阿维拉（2014年）、科利马（2016 年）、墨西哥城（2009 年）、米

却肯（2016年）、莫雷洛斯（2016年）[宪法修正案]和纳亚里特（2015 年）。

金塔纳罗奥（2011年）地方当局则通过逐步建立当地法规，允许同性婚姻。其

他几个州则通过司法裁决的方式允许同性婚姻。然而，这些裁决缺乏普遍效力

（普遍不废除立法）意味着，在该国仍无立法规定承认这种结合的情况下，同

性婚姻已通过个案裁决的方式在各州得到承认。此外，2015 年 6 月，墨西哥最

高法院宣布，任何拒绝承认同性恋者在另一州有效缔结的婚姻的州均属违宪。 

美国 2015 年，美国最高法院在 Obergefell v. Hodges 案中判决 ，同性伴侣享有结婚

的宪法权利，该案使得美国所有（50个）州同性婚姻合法化。在此判决之前，

全美只剩 13 个州还禁止同同性婚姻。同性婚姻在美国以下各领地也实现合法

化：关岛（2015 年）、波多黎各（2015 年）、北马里亚纳群岛（2015年）、

美属维尔京群岛（2015年），除美属萨摩亚外。 

乌拉圭 2013 年， 第 19,075 号法令 《平等婚姻法》将婚姻重新定义为两个“异性或同

性”自然人之间的结合。 

 

 

欧洲（14） 

 

比利时 2003 年：比利时民法典第 143 条经议会法令修改为“婚姻是由两个异性或

同性自然人的缔结”。 

丹麦 2012 年：2012 年 6 月 6 日第 532 号法令第 2 条将“两个异性或同性自然人

之间缔结的”婚姻纳入到现有的婚姻法之中。作为丹麦王国一部分，同时也

是一个自治实体的格林兰岛，也在 2016 年 4 月初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

当月月底，法罗群岛成为北欧地区最后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

该法与 2016 年 12 月生效。 

芬兰 2017 年：2015 年 2 月，芬兰政府签署了一部性别中立婚姻法，通过第

156/2015 号法案修订了婚姻法条文，将婚姻定义为“两个自然人”之间的缔

结，该法于 2017 年 3月 1 日生效。 

法国 2013 年：2013 年 5 月 17 日生效的 《关于 2013 年 5 月 17 日开放同性婚姻

的第 LOI n° 2013-404 号法令》 第 1 条规定，同性或异性者都可结婚。宪法

委员会关于《允许同性婚姻法》的讨论显示了对民法典修改的发展过程。

该法还适用于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岛两个海外地区。 

冰岛 2010 年，议会通过第 138 号法案，修改婚姻法，其中第 3.1 条规定，无论

性别如何，均享有结婚权，从而废除了 1996 年伴侣关系登记法。 

爱尔兰 2015 年：2015 年 10 月，《婚姻法案（2015 年）》经签署成为正式法律，

明确适用于同性伴侣。该法取代了《民事伴侣关系和同居者的特定权利义

务法案（2010 年）》。有意思的是，2015 年这部法律颁布时间是在修改第

41(4)条的宪法公投取得成功的 6 个月之后，而这一有法律约束力的公投结

果将婚姻定义为性别中立的。 

卢森堡 2015 年：民法第 143 条于 2014 年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简单直

接地规定，两个同性可以结婚。 

荷兰 2001 年，《开放婚姻法案》第 30 条规定，“婚姻可以有两个异性或同性自

然人缔结”，从而使得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颁布同性婚姻法的国家。 

http://periodicooficial.campeche.gob.mx/PortalDok/DOC/PO0190PS160520160001.pdf
http://www.congresocoahuila.gob.mx/portal/wp-content/uploads/2014/11/20140901.pdf
http://www.periodicooficial.col.gob.mx/p/11062016/sup02/26061104.pdf
http://data.consejeria.cdmx.gob.mx/portal_old/uploads/gacetas/4bc697685b963.pdf
http://leyes.michoacan.gob.mx/destino/O10677fue.pdf
http://leyes.michoacan.gob.mx/destino/O10677fue.pdf
http://periodico.morelos.gob.mx/periodicos/2016/5408.pdf
http://www.congresonayarit.mx/media/2289/codigo_civil_estado_de_nayarit.pdf
https://sjf.scjn.gob.mx/SJFSem/Paginas/DetalleGeneralScroll.aspx?id=25680&Clase=DetalleTesisEjecutorias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4pdf/14-556_3204.pdf
http://archivo.presidencia.gub.uy/sci/leyes/2013/05/mec_913.pdf
http://www.ejustice.just.fgov.be/cgi_loi/loi_a1.pl?DETAIL=1804032130%25252FF&caller=list&row_id=1&numero=11&rech=14&cn=1804032130&table_name=LOI&nm=1804032150&la=F&dt=CODE+CIVIL&language=fr&fr=f&choix1=ET&choix2=ET&fromtab=loi_all&trier=promulgation&chercher=t&sql=dt+contains++%252527CODE%252527%252526+%252527CIVIL%252527and+actif+%25253D+%252527Y%252527&tri=dd+AS+RANK+&imgcn.x=34&imgcn.y=10
https://www.retsinformation.dk/pdfPrint.aspx?id=142282
http://www.loc.gov/law/foreign-news/article/greenland-same-sex-marriage-bill-passes/
http://visitfaroeislands.com/plan-your-stay/before-you-arrive-in-the-faroe-islands/advice-for-lbgt-travelers/
http://yle.fi/uutiset/osasto/news/president_signs_gender-neutral_marriage_law/7818157
http://www.finlex.fi/fi/laki/alkup/2015/20150156
http://www.finlex.fi/fi/laki/alkup/2015/20150156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253Bjsessionid=04C0EC4243948D1801AF1115BD414327.tpdila15v_1?cidTexte=JORFTEXT000027414540&dateTexte=20130518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253Bjsessionid=04C0EC4243948D1801AF1115BD414327.tpdila15v_1?cidTexte=JORFTEXT000027414540&dateTexte=20130518
http://www.conseil-constitutionnel.fr/conseil-constitutionnel/english/case-law/decision/decision-no-2013-669-dc-of-17-may-2013.137411.html
http://www.fd.ulisboa.pt/wp-content/uploads/2014/12/Codigo-Civil-Frances-French-Civil-Code-english-version.pdf
http://www.guadeloupe.franceantilles.fr/regions/grande-terre-sud-et-est/le-premier-mariage-gay-celebre-a-sainte-anne-226029.php
http://www.bdm.insee.fr/bdm2/affichageSeries?recherche=idbank&idbank=001722028&codeGroupe=604
http://www.althingi.is/altext/138/s/0836.html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eli/2015/act/35/enacted/en/html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eli/2010/act/24/enacted/en/print.html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eli/2010/act/24/enacted/en/print.html
https://www.oireachtas.ie/documents/bills28/acts/2015/a34th15.pdf
https://www.oireachtas.ie/documents/bills28/acts/2015/a34th15.pdf
http://legilux.public.lu/search/code/civil/20160901/?thematique=mariage
https://media.leidenuniv.nl/legacy/Translation%252520of%252520Dutch%252520law%252520on%252520same-sex%252520marriag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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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2009 年：1993 年《婚姻法》(2009 年修订)第 1 章第 1 条规定，“两个异性

或同性自然人可以缔结婚姻”。 

葡萄牙 2010 年，第 9 号法令（2010 年 5 月 31 日）第 1 条规定，法律允许同性自

然人结婚。 

西班牙 2005 年，民法第 44(2)条 2005 年修正案规定，婚姻赋予同性伴侣和异性伴

侣相同的权利和责任。 

瑞典 2009 年：瑞典 1987 年婚姻法修订为性别中立的规定，见信息一览表所

示。 

英国 2014 年，《婚姻（同性伴侣）法（2013）》（2014 年生效）第 1（1）条

清楚地指出，“同性伴侣的婚姻是合法的”。该法只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

士，废除了两地原先适用的《民事伴侣关系法（2004）》。苏格兰《婚姻

和民事伴侣关系（苏格兰）法案（2014）》将“配偶”定义为异性或同性。

北爱尔兰不承认平等婚姻权。马恩岛属地推出了《婚姻和民事伴侣关系法

（修正案）（2016）》，根西岛则批准通过了《同性婚姻（根西岛）法

（2016）》。英国各海外领土：皮特凯恩于 2015 年投票通过同性婚姻；直

布罗陀推出《民事婚姻法修正案（2016）》（取代了《民事伴侣关系法案

(2014)》）；但在百慕大 2016 年 6 月的一次关于同性婚姻的不具约束力的

公投则以失败告终。 

 

 

大洋洲（1） 

 

新西兰 2013 2013 年婚姻（定义）修正法案 修订了 1995 年婚姻法 ，允许二人缔结婚姻，

“无论其性别、性向，或性别认同”。该法在新西兰各领地（库克群岛、纽埃岛或

托克劳）无效。 

 

 

同性伴侣关系（28，含台湾）: 占联合国成员国的 15% 
这份报告之前的版本区分了那些只对伴侣关系提供最低保护的国家，以及那些对伴侣关系的保护

接近于异性恋传统婚姻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一般也不保护家长权和家庭权利）。但我们发现现

在已经没有太大必要保持这种区分，因为同性伴侣关系自 90 年代和 2000 年以来，在法律上的保

护得到逐步增强。因此，这一章节的标题仅仅是“同性伴侣结合”。 

 

 

非洲（1） 

 

 南非 2006 年《民事结合法》赋予同性之间形成民事结合的权利，同时也允许同

性伴侣缔结婚姻。 

 

 

美洲（5） 

阿根廷没有联邦法律规定民事结合，但民事结合在 里奥内格罗省（2003 年）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2002 年）、卡洛斯帕斯镇（2007 年）、里奥夸尔托（2009 年）等城市得到了承认。在加拿大

以下几个辖区，除了婚姻（见上述条目），同性伴侣还可缔结民事结合、家庭伴侣关系和其他形

http://ceflonline.net/wp-content/uploads/Norway-Property-Relations.pdf
https://dre.pt/application/dir/pdf1sdip/2010/05/10500/0185301853.pdf
https://www.boe.es/boe/dias/2005/07/02/pdfs/A23632-23634.pdf
http://landwise.resourceequity.org/record/1136
http://www.swedenabroad.com/ImageVaultFiles/id_27132/cf_347/Gender-neutral_marriage_ceremonies.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3/30/contents/enacted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4/33/pdfs/ukpga_20040033_en.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uk/asp/2014/5/pdfs/asp_20140005_en.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uk/asp/2014/5/pdfs/asp_20140005_en.pdf
https://legislation.gov.im/cms/images/LEGISLATION/PRINCIPAL/2016/2016-0012/MarriageandCivilPartnershipAmendmentAct2016_1.pdf
https://legislation.gov.im/cms/images/LEGISLATION/PRINCIPAL/2016/2016-0012/MarriageandCivilPartnershipAmendmentAct2016_1.pdf
https://www.gov.gg/CHttpHandler.ashx?id=103785&p=0
https://www.gov.gg/CHttpHandler.ashx?id=103785&p=0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2015/jun/22/pitcairn-island-population-48-passes-law-to-allow-same-sex-marriage
http://www.gibraltarlaws.gov.gi/bills/bills2016/2016B20.pdf
http://www.gibraltarlaws.gov.gi/articles/2014-10o.pdf
http://www.gibraltarlaws.gov.gi/articles/2014-10o.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13/0020/latest/DLM4505003.html?search=ts_act%252540bill%252540regulation%252540deemedreg_Definition+of+marriage_resel_25_a&p=1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13/0020/latest/link.aspx?search=ts_act%252540bill%252540regulation%252540deemedreg_Definition+of+marriage_resel_25_a&p=1&id=DLM292027#DLM292027
http://www.gov.za/sites/www.gov.za/files/a17-06_1.pdf
http://www.legisrn.gov.ar/L/L03736.html
http://www.buenosaires.gob.ar/sites/gcaba/files/ley1004.pdf
http://www.buenosaires.gob.ar/sites/gcaba/files/ley1004.pdf
http://www.villacarlospaz.gov.ar/download_prov/cartaorganicamunicipal.pdf
http://www.riocuarto.gov.ar/concejo/texto.php?tipo=ord&id=2009002790&digesto=1


69 

 

 

 

69 

 

 

 

式的结合： 阿尔伯塔 (2002 年)、马尼托巴 (2001/2002 年)、 新斯科舍省 (2001 年)、 魁北克 (2002

年)。哥斯达黎加 2002 年青年法通过 2013 年修正案插入了一条关于事实结合的非歧视条款，似乎

允许同性民事结合（尽管进步的判例法以此条作为论证哥斯达黎加承认同性事实结合的法律依据，

但家庭法第 242 条 仍然将结合关系限缩解释为仅指异性伴侣）。这种局面近年来已经取得相当大

的进展：2014 年，政府社会保障局（Governmental Social Security Agency ，简称 CCSS）授予同

性伴侣健康保险福利；2015 年，第 38,999 号行政指令颁布，旨在解决调整行政部门各机构中存在

同性事实结合享有的一定权益问题（病假、护理休假等）。2016 年，遗属养老金被授予同性伴侣。

今年五月，政府就同性在 美洲人权公约下享有的继承权向人权美洲法院提交了一份咨询意见请求

书。墨西哥没有联邦法律规定民事结合，但民事结合及其他形式的登记伴侣关系在墨西哥的一些

辖区内得到了承认，譬如：坎佩切（2013 年）、 科阿韦拉州（2007）、科利马（2013 年）、哈

利斯科（2013 年）、联邦地区（2007 年）、莫雷洛斯（2016 年）、纳亚里特州（2015 年）。尽

管有几个州规定了民事结合，但美国并没有联邦法律做此规定，参见全国女同性恋权益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Lesbian Rights ，简称 NCLR）的  报告  和州议会全国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的网页。 

 

巴西 2011 年，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两份联合裁决，承认同性民事结合具有普

遍效力 (直接违宪审查第 4,277 号 和 违反基本法律指控第 132 号)。 

智利 2015 年，第 20.830 号法令（民事结合协议法）规定，民事结合适用于所有

共享住所、有意承担他们共同的感情生活产生的一系列法律后果，且具有

稳定、永久性质的伴侣关系。 

哥伦比亚 2007-2011 年， 哥伦比亚宪法法院自 2007 年就已做出几项裁决，授予同性

伴侣各项权利。关于这些裁决的完整列表和链接，请参阅多元哥伦比亚组

织（Columbia Diversa）撰写的这份摘要。 

厄瓜多尔 2008 年， 厄瓜多尔宪法 第 68 条规定，民事结合不论配偶性别，并规定民

事结合将被赋予已婚夫妇同样的权利，收养权除外。2014 年 8月 22日，民

事登记处发布 第 174 号决议，允许同性伴侣登记民事结合关系。2015 年 4

月 21 日，国会批准民法典修正法，修改了民法典，纳入了民事结合关系。 

乌拉圭 2008 年， 第 18,246 号法令 规定同性伴侣享有使其结合关系获得认可的权

利（当地成为“union concubinaria”）。 

 

 

亚洲（2，含台湾） 

 

以色列 194 年， 以色列尚未制定任何单行法承认同性伴侣关系（仅视作合同），这

可能给人造成以色列对同性伴侣关系保护力度很弱的印象。 但是事实上，

通过判例法确立的原则，以色列同性别的“名誉配偶”（指所有婚外同居者）

享有的权利与已婚夫妇享有的的权利相同。 

台湾 目前，台湾约 80％的人口生活在有事实上承认基础的民事伴侣关系的地方

或省级规定的区域内，因此我们把台湾归入这一类。 2016 年 12 月，立法会

批准了婚姻平等法律建议稿的初步修改。 

 

 

 

http://www.qp.alberta.ca/documents/Acts/A04P5.pdf
http://web2.gov.mb.ca/laws/statutes/2002/c04802e.php
http://nslegislature.ca/legc/bills/58th_1st/3rd_read/b075.htm
http://www2.publicationsduquebec.gouv.qc.ca/dynamicSearch/telecharge.php?type=5&file=2002C6A.PDF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aram1=NRTC&nValor1=1&nValor2=48550&nValor3=95949&strTipM=TC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aram1=NRTC&nValor1=1&nValor2=75211&nValor3=93163&strTipM=TC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jJqe3KwJXTAhWBgZAKHTn2BcQQFggaMAA&url=https%25253A%25252F%25252Fwww.poder-judicial.go.cr%25252Fdiversidadsexual%25252Findex.php%25252Fjurisprudencia%25253Fdownload%25253D153%25253Asentencia-del-juzgado-de-familia-n-270-2015-reconocimiento-de-union-de-hecho&usg=AFQjCNFOIHU6urmXrsFd__WOzKLHODw5VQ&sig2=O7W_Qcp8jaVBVSSvhjr9Xw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articulo.aspx?param1=NRA&nValor1=1&nValor2=970&nValor3=106997&nValor4=-1&nValor5=5707&nValor6=21/12/1973&strTipM=FA
https://www.imprentanacional.go.cr/pub/2015/05/15/COMP_15_05_2015.pdf
http://informa-tico.com/10-06-2016/ccss-aprueba-extension-pension-parejas-del-mismo-sexo
http://www.oas.org/dil/treaties_B-32_American_Convention_on_Human_Rights.htm
http://www.corteidh.or.cr/docs/solicitudoc/solicitud_17_05_16_eng.pdf
http://www.corteidh.or.cr/docs/solicitudoc/solicitud_17_05_16_eng.pdf
http://congresocam.gob.mx/docs/ley_regulatoria_de_sociedades_civiles_de_convivencia_del_estado_de_campeche.pdf
http://www.eumed.net/libros-gratis/2008c/427/Coahuila.-%252520Codigo%252520Civil.pdf
http://congresocol.gob.mx/web/Sistema/uploads/LegislacionEstatal/Constitucion/constitucion_local_08sept2015.pdf
https://transparencia.info.jalisco.gob.mx/sites/default/files/Ley%252520de%252520Libre%252520Convivencia%252520del%252520Estado%252520de%252520Jalisco.pdf
https://transparencia.info.jalisco.gob.mx/sites/default/files/Ley%252520de%252520Libre%252520Convivencia%252520del%252520Estado%252520de%252520Jalisco.pdf
http://www.sideso.cdmx.gob.mx/documentos/legislacion/ley_de_sociedad_de_convivencia_para_el_distrito_federal.pdf
http://periodico.morelos.gob.mx/periodicos/2016/5408.pdf
http://www.congresonayarit.mx/media/2289/codigo_civil_estado_de_nayarit.pdf
http://www.nclr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3/07/Relationship_Recognition.pdf
http://www.ncsl.org/research/human-services/civil-unions-and-domestic-partnership-statutes.aspx
http://www.stf.jus.br/portal/jurisprudencia/listarJurisprudencia.asp?s1=%252528UNIAO%252529%2525284277%25252ENUME%25252E+OU+4277%25252EACMS%25252E%252529&base=baseAcordaos&url=http://tinyurl.com/zvzlom9
http://www.stf.jus.br/portal/jurisprudencia/listarJurisprudencia.asp?s1=%252528DESCUMPRIMENTO+DE+PRECEITO+FUNDAMENTAL%252529%252528132%25252ENUME%25252E+OU+132%25252EACMS%25252E%252529&base=baseAcordaos&url=http://tinyurl.com/z9quc2e
http://www.leychile.cl/Navegar?idNorma=1075210&idVersion=2015-10-22
http://colombiadiversa.org/colombiadiversa/index.php/union-marital-de-hecho
http://www.asambleanacional.gov.ec/documentos/Constitucion-2008.pdf
https://www.corporacionregistrocivil.gob.ec/LOTAIP/REGISTRO%252520DE%252520UNIONES%252520DE%252520HECHO%252520COMO%252520DATO%252520COMPLEMENTARIO%252520DEL%252520ESTADO%252520CIVIL%252520-%252520RESOLUCION%252520174.pdf
http://www.oficial.ec/ley-reformatoria-codigo-civil
http://www.impo.com.uy/bases/leyes/18246-2007
http://lawexplores.com/same-sex-relationships-and-israeli-law/#Fn73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8195786_Family_Unions_in_Israel_-_The_Tensions_between_Religious_Law_and_Secular_Law_and_the_Quest_for_Coherent_Law
http://www.samesexmarriage.ca/advocacy/isr231106.htm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11/30/marriage-equality-in-taiwan-isnt-a-done-deal-tsai-ing-wen-legislation-lgbt-taipei/
http://discoversociety.org/2017/03/01/on-the-frontline-marriage-equality-in-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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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17） 

 

安道尔 2014 年 11 月，安道尔总理事会推出了 第 34/2014 号法律，承认同性民事

结合享有婚姻关系享有的大部分权利，以及家庭享有的基本权益。 

奥地利 2010 年生效的 《登记伴侣法》（第 135/2009 号文本）赋予了同性伴侣很

强的合同和财务安全，但不承认其家庭生活，包括姓氏（见下文“共同收

养”）。 

克罗地亚 2014 年 7月的《同性生活伴侣关系法》规定了关于承认和维护综合性民事

结合的保护规定，但在亲权保护方面则很薄弱。 

塞浦路斯 2015 年， 《民事伴侣关系法》 (2015 年第 L184(1)号法令) 在财务和居住

问题上适用于同性和异性伴侣，但在同性家庭保护方面则很有限。 

捷克共和国 2006 年，《登记伴侣关系法》（第 115/2006 号法令）仅对同性伴侣授予

全面的民事结合保护，但同性伴侣并不享有收养权，这在 2016 年的一个

案件中也得到了印证。2012 年 民法典 第 3020 条规定，“配偶的权利和责

任应比照适用于登记伴侣关系及登记伴侣间享有的的权利和义务”（参见

有关婚姻的第 655 节第 1、3、4 部分）。 

爱沙尼亚 2016 年：2014 年 《登记伴侣关系法》 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适

用于同性和异性伴侣，并包含有限的收养权规定，但爱沙尼亚法律中的

“家庭”的含义要求必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 

法国 1999 年：1999 年 11 月 15 日的第 99-944 号法令 (关于民事结合的法案

（ Civil Solidarity Pact）) 给予同性伴侣关系一定程度的承认。 

德国 2001 年： 《登记生活伴侣法》 为同性伴侣（该法受限制）提供了重大保

护，也提供涉及收养方面的一些家庭权益保护（第 9 节）。 2016 年下半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83％的受访者支持婚姻平等。 

希腊 2015 年：2015 年 12 月《关于契约伴侣关系（Covenant Partnership)的第

4356 号法律》第 1 条授予性别中立的伴侣权利，并规定了有限的共同养育

条款。 

匈牙利 2009 年：2009 年 民法典 第 6 节第 514条对有关匈牙利性别中立的民事伴

侣关系做出了非常有限的规定。 

意大利 2016 年 5 月 20 日第 76 号法令 第 1 条关于民事伴侣关系和同居，规定这

种关系只限于同性伴侣。 这项立法规定了税收、社会保障和继承方面的

平等。 2012 年，最高上诉法院拒绝接收一项关于承认同性婚姻的请愿

书，但推理的过程代表了对待这一问题的方法上的根本改变。 

列支敦士登 2011 年 《登记生活伴侣关系法》 赋予同性伴侣有限的保护，但第 9 条明

显拒绝赋予同性伴侣亲权。 

http://www.consellgeneral.ad/fitxers/documents/lleis-2014/llei-34-2014-del-27-de-novembre-qualificada-de-les-unions-civils-i-de-modificacio-de-la-llei-qualificada-del-matrimoni-de-30-de-juny-de-1995
https://www.ris.bka.gv.at/Dokumente/BgblAuth/BGBLA_2009_I_135/BGBLA_2009_I_135.pdf
http://www.zivotnopartnerstvo.com/wp-content/uploads/2015/06/same-sex-life-partnership-act-croatia.pdf
http://www.zivotnopartnerstvo.com/en/lgbt-parenting/
http://cylaw.org/nomoi/arith/2015_1_184.pdf
https://www.zakonyprolidi.cz/cs/2006-115
https://www.praguepride.cz/en/?p=1009
https://www.praguepride.cz/en/?p=1009
http://www.czechlegislation.com/en/89-2012-sb
https://www.riigiteataja.ee/en/eli/527112014001/consolide
http://www.loc.gov/law/foreign-news/article/estonia-legalization-of-civil-partnerships/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cidTexte=JORFTEXT000000761717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lpartg/englisch_lpartg.html
http://www.antidiskriminierungsstelle.de/SharedDocs/Downloads/DE/publikationen/Umfragen/Handout_Themenjahrumfrage_2017.pdf%253Bjsessionid=0668D8A81EF89CF8329CFE38FDEF2681.2_cid350?__blob=publicationFile&v=3
https://nomoi.info/%2525CE%2525A6%2525CE%252595%2525CE%25259A-%2525CE%252591-181-2015-%2525CF%252583%2525CE%2525B5%2525CE%2525BB-1.html
https://nomoi.info/%2525CE%2525A6%2525CE%252595%2525CE%25259A-%2525CE%252591-181-2015-%2525CF%252583%2525CE%2525B5%2525CE%2525BB-1.html
https://tdziegler.files.wordpress.com/2014/06/civil_code.pdf
http://www.normattiva.it/uri-res/N2Ls?urn:nir:stato:legge:2016-05-20;76
http://www.corriere.it/english/16_maggio_12/what-italy-s-new-civil-unions-law-entails-939e7c16-1863-11e6-a192-aa62c89d5ec1.shtml
http://judcoop.eui.eu/data/?p=data&idPermanent=18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Helen_Hartnell/publication/270886652_All_you_Need_is_Law_Italian_Courts_Break_New_Ground_in_the_Treatment_of_Same-Sex_Marriage/links/5563425308ae86c06b6828dd.pdf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bundesrecht/lpartg/gesam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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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他 2014 年《民事结合法》第 4（1）条赋予民事结合关系以“民事婚姻法相应

的法律效果和后果“，并平等适用于同性和异性伴侣（第 3（2）条）。 

荷兰 1998 年，与同性婚姻并存的是， 民法典 第 1 册第 1：80（a） - （e）条赋

予同性和异性民事伴侣全面的保护，据分析几乎等同于婚姻。 荷兰的组

成国家阿鲁巴岛尚不允许同性婚姻，但在 2006 年 9 月投票决定允许民事

伴侣关系。 

斯洛文尼亚 2017 年，民事伴侣关系登记法（2017 年 2 月生效）第 8（1）条赋予（同

性伴侣）共同谋生互持、共有财产、占用、继承和伴侣医疗权益，但没有

提及共同或第二家长收养的规定（参见以下第二家长收养部分）。 

瑞士 2004 年，《同性登记伴侣关系联邦法》 (RS 211.231) 载有保护性财务和财

产条款。 

英国 2005 年：英国《民事伴侣关系法（2004）》于 2005 年在北爱尔兰通过，

但在 2013 年英国所有其他地区出现婚姻平等的情况下，这部法案并没有

被取消。2012 年，泽西的皇家属地引入《民事伴侣（泽西）法》。 2017

年年初，英国高等法院驳回了一份要求允许异性登记民事伴侣关系的诉

请。 

 

 

大洋洲（2） 

澳大利亚 2008 年，澳大利亚政府提出改革措施，以消除存在于事实同性伴侣和事实异性伴

侣之间的歧视。《同性恋关系（英联邦法律平等对待法- 一般法律改革）法案

（2008）》 和《同性恋关系（英联邦法律平等对待 - 退休金）法案（2008）》。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可以缔结民事结合（只限于同性伴侣）（2012 年）[自 1994 年

以来，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就已经可以缔结家庭伴侣关系]。以下各州分别于以下年

份开始可以登记伴侣关系：新南威尔士州（2010 年）、昆士兰州（2012 年）、南

澳大利亚（2016 年）、塔斯马尼亚（2003 年）、维多利亚（2008 年）。南澳大利

亚（2007 年）开始可以登记家庭伴侣关系。事实关系在西澳大利亚（2002 年）和

北领地（2004 年）也得到了承认。更多信息，请参阅澳大利亚众议院社会政策和

法律事务常务委员会咨询报告第 2 章。 

新西兰 2005 年， 《民事结合法（2004）》 规定了民事结合，同性或异性伴侣均可登

记。 

 

 

 

同性伴侣共同收养（26 个国家）: 联合国成员的 14% 
 

非洲（1） 

 

南非 2002 年，在宪法法院受理的 Du Toit & Or 案中，将“或由长期同性生活伴侣

是孩子父母的人”一词相连，以使 1983 年 《儿童看护法》第 17（c）条符

合宪法。 

http://justiceservices.gov.mt/DownloadDocument.aspx?app=lp&itemid=26024&l=1
http://www.dutchcivillaw.com/civilcodebook01.htm
https://media.leidenuniv.nl/legacy/Translation%252520of%252520Dutch%252520law%252520on%252520registered%252520partnership.pdf
http://www.loc.gov/law/foreign-news/article/aruba-same-sex-partnerships-recognized-by-law/
http://www.mddsz.gov.si/fileadmin/mddsz.gov.si/pageuploads/dokumenti__pdf/z_registracija_ips_en.pdf
https://www.global-regulation.com/translation/switzerland/2976089/rs-211-231-federal-law-of-18-june-2004-on-registered-partnerships-between-persons-of-the-same-sex-%252528partnership-act%25252c-lpart%252529.html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4/33/pdfs/ukpga_20040033_en.pdf
https://www.jerseylaw.je/laws/enacted/Pages/RO-042-2012.aspx
http://www.jurist.org/paperchase/2017/02/uk-appeals-court-rules-heterosexual-couple-may-not-enter-into-civil-partnership.php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08A00144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08A00144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5C00455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act/consol_act/cua2012157/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nsw/consol_act/rra2010266/
https://www.legislation.qld.gov.au/LEGISLTN/CURRENT/R/RelshipsA11.pdf
https://legislation.sa.gov.au/LZ/C/A/RELATIONSHIPS%252520REGISTER%252520ACT%2525202016/CURRENT/2016.67.UN.PDF
https://legislation.sa.gov.au/LZ/C/A/RELATIONSHIPS%252520REGISTER%252520ACT%2525202016/CURRENT/2016.67.UN.PDF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tas/consol_act/ra2003173/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vic/consol_act/ra2008173/
https://www.legislation.sa.gov.au/LZ/V/A/2006/STATUTES%252520AMENDMENT%252520(DOMESTIC%252520PARTNERS)%252520ACT%2525202006_43/2006.43.UN.PDF
https://www.legislation.sa.gov.au/LZ/V/A/2006/STATUTES%252520AMENDMENT%252520(DOMESTIC%252520PARTNERS)%252520ACT%2525202006_43/2006.43.UN.PDF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wa/consol_act/ia1984191/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nt/consol_act/dfra220/s3a.html
http://www.aph.gov.au/Parliamentary_Business/Committees/House_of_Representatives_Committees?url=spla/bill%252520marriage/report/final.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04/0102/latest/whole.html
http://www.saflii.org/za/cases/ZACC/2002/20.pdf
http://www.justice.gov.za/legislation/acts/1983-074_childcareact.pdf
http://www.gov.za/sites/www.gov.za/files/images/a108-9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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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6） 

墨西哥没有联邦法允许同性恋伴侣共同收养。同性婚姻的法律状况很复杂（见上述婚姻

条目）。 在占全国人口约 15％的一些司法管辖区内，立法规定已婚伴侣可以共同收养：

坎佩切（第 407 条，2016 年）、科阿维拉（第 253 号，2014 年）、奇瓦瓦（2015 年）、

科利马（第 391（b）号，2016 年）、墨西哥城（2010 年）、 米却肯州（2016 年）、莫

雷洛斯（2016 年）、纳亚里特（第 385 条，2016 年）、 韦拉克鲁斯（2011 年）。 

 

阿根廷 2010 年， 第 26,618 号法令（婚姻平等法）授予同性伴侣婚姻相关的所有权利，

包括共同收养。 

巴西 2010 年，巴西高级法院（STJ）于 2010 年 4 月裁定，同性伴侣可以收养子女。 

2010 年 8 月，巴西最高联邦法院维持了这一裁定。 

加拿大 1996-2011 年，同性伴侣共同收养在加拿大所有省份和地区合法化。 每个司法辖

区对此都有自己的法律法规：艾伯塔省（2007 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996

年）、马尼托巴省（2002 年）、新不伦瑞克省（2008 年）、纽芬兰和拉布拉多

（2003 年）、西北地区（2002 年）、新斯科舍省（2001 年）、努纳武特（2011

年）、 安大略省 (2000 年)、爱德华王子岛（2009 年）、魁北克省（2002 年）、

萨斯喀彻温省（2001 年）。 

哥伦比亚 2015 年 11 月 15 日，宪法法院发布了第 C-683/15 号判决，裁定哥伦比亚的同性伴

侣可以共同收养儿童。 多元哥伦比亚（Columbia Diversa)准备的这个 页面 解释了

这一判决的影响和范围，并将其与法院判决的其他类似案件做了比较。 

美国 2015 年，由于最高法院在 Obergefell v. Hodges 案中的判决，全美 50 个州现在都

允许同性伴侣共有共同收养。 不过，据 MAP 报道，有几个州存在法律允许州许

可的儿童福利机构歧视 LGBT 人群，包括已婚同性伴侣（见 完整列表）。 密西西

比州是美国最后一个扫除同性伴侣共同收养法律障碍的州。 

乌拉圭 2013 年， 第 19,075 号法令（婚姻平等法）将婚姻重新定义为“异性或同性”的两个

人的结合，从而授予同性伴侣婚姻相关的所有权利，包括共同收养。 

 

 

亚洲（1） 

 

以色列 2008 年，尽管 1981 年《收养法》的修订没有提及“名义配偶”，但在 2008

年，司法部长宣布应解释为也适用于名义配偶，见 Einhorn（第 230 页）。 

此外，在关于《儿童权利公约》执行情况的第 2 次定期报告中，在第 242

段，该国声称同性伴侣的身份与依法结婚的夫妇相同。 

 

 

欧洲（16） 

2016 年 12 月 6 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一份报告，呼吁欧盟各成员国自动承认将家庭收养指令适用

于非生身父母。报告强调，各国固然可以利用维护“公共秩序”的理由拒绝承认收养指令，但这可

能会事实上构成《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第 21 条所禁止的歧视。该条禁止歧视， 包括基于性

http://legislacion.congresocam.gob.mx/images/legislacion/codigos/codigo_civil_del_estado_de_campeche.pdf
http://www.congresocoahuila.gob.mx/portal/wp-content/uploads/2014/11/20140901.pdf
http://www.trabajosocialhoy.com/articulo/149/la-adopcion-por-parejas-del-mismo-sexo-en-mexico/
http://www.periodicooficial.col.gob.mx/p/11062016/sup02/26061104.pdf
http://data.consejeria.cdmx.gob.mx/portal_old/uploads/gacetas/4bc697685b963.pdf
http://www.periodicooficial.michoacan.gob.mx/download/246/2016/junio/miercoles_22_de_junio_de_2016/7a.+Secc.+Poder+Ejecutivo+del+Estado+Decreto+Legislativo+N%2525C3%2525BAmero+250.-+Se+reforma+el+C%2525C3%2525B3digo+Familiar+del+Estado+de+Michoac%2525C3%2525A1n+de+Ocampo
http://periodico.morelos.gob.mx/periodicos/2016/5408.pdf
http://periodico.morelos.gob.mx/periodicos/2016/5408.pdf
http://www.congresonayarit.mx/media/2289/codigo_civil_estado_de_nayarit.pdf
http://www.editoraveracruz.gob.mx/gacetas/2011/06/Gac2011-185%252520Lunes%25252020%252520Ext.pdf
http://servicios.infoleg.gob.ar/infolegInternet/anexos/165000-169999/169608/norma.htm
http://www.stj.jus.br/SCON/jurisprudencia/toc.jsp?livre=200602091374.REG.
https://www.canlii.org/en/ab/laws/stat/rsa-2000-c-c-12/latest/rsa-2000-c-c-12.html
https://www.leg.bc.ca/Pages/BCLASS-Legacy.aspx#%25252Fcontent%25252Flegacy%25252Fweb%25252F35th4th%25252F3rd_read%25252Fgov51-3.htm
https://www.canlii.org/en/mb/laws/stat/ccsm-c-a2/latest/ccsm-c-a2.html?resultIndex=1
https://www.canlii.org/en/nb/laws/stat/snb-1980-c-f-2.2/latest/snb-1980-c-f-2.2.html
https://www.canlii.org/en/nl/laws/stat/rsnl-1990-c-f-2/latest/rsnl-1990-c-f-2.html?searchUrlHash=AAAAAQAQImZhbWlseSBsYXcgYWN0IgAAAAAB&resultIndex=2
https://www.canlii.org/en/nl/laws/stat/rsnl-1990-c-f-2/latest/rsnl-1990-c-f-2.html?searchUrlHash=AAAAAQAQImZhbWlseSBsYXcgYWN0IgAAAAAB&resultIndex=2
https://www.canlii.org/en/nt/laws/stat/snwt-1998-c-9/latest/snwt-1998-c-9.html?resultIndex=1
http://nslegislature.ca/legc/statutes/children%252520and%252520family%252520services.pdf
https://www.canlii.org/en/nu/laws/stat/snwt-nu-1998-c-9/latest/snwt-nu-1998-c-9.html?resultIndex=1
http://www.ontla.on.ca/bills/bills-files/37_Parliament/Session1/b005ra.pdf
https://www.canlii.org/en/pe/laws/stat/rspei-1988-c-a-4.1/latest/rspei-1988-c-a-4.1.html?resultIndex=2
http://www2.publicationsduquebec.gouv.qc.ca/dynamicSearch/telecharge.php?type=5&file=2002C6A.PDF
https://www.canlii.org/en/sk/laws/stat/ss-1998-c-a-5.2/latest/ss-1998-c-a-5.2.html?resultIndex=2
http://www.corteconstitucional.gov.co/RELATORIA/2015/C-683-15.htm
http://www.colombia-diversa.org/p/adopcion.html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4pdf/14-556_3204.pdf
http://www.lgbtmap.org/img/maps/citations-adoption-joint.pdf
http://www.lgbtmap.org/img/maps/citations-adoption-joint.pdf
http://www.advocate.com/families/2016/5/03/nations-last-gay-adoption-ban-falls
http://www.advocate.com/families/2016/5/03/nations-last-gay-adoption-ban-falls
http://archivo.presidencia.gub.uy/sci/leyes/2013/05/mec_913.pdf
https://www.utrechtlawreview.org/articles/abstract/10.18352/ulr.76/
http://www.justice.gov.il/Units/InternationalAgreements/IA/Reports/ReportsUnCommittees/CRC2ndPeriodicreport2010.pdf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25252f%25252fEP%25252f%25252fTEXT%25252bREPORT%25252bA8-2016-0370%25252b0%25252bDOC%25252bXML%25252bV0%25252f%25252fEN&language=EN#title2
http://www.europarl.europa.eu/charter/pdf/text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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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的歧视。 报告强调，目前由于缺乏做出这种承认的规定，已经造成很大的问题，而如果一家

人从一个成员国搬到另一个成员国，更会面临多重法律风险。 

 

安道尔 2014 年第 34/2014 号法令第 1（2-4）条承认同性民事结合与婚姻享有同等法

律效果，第 24 条将此适用于同性伴侣的收养权。 

澳大利亚 2016 年，奥地利宪法法院于 2014 年底裁定，禁止同性伴侣共同收养的规定违

反了平等权利，不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因此，民法第 178-185 条至

2016 年初已适用于同性伴侣。 

比利时 2006 年，《修改民法典某些规定以使同性恋者享有收养权的法》第 4 条和第 5

条主要涉及《民法典》第 353 条，并确保共同父母的权利。 

丹麦 2010 年收养法（2014 年收养（统一）法予以更新）第 5.1 条规定，伴侣或配

偶可以共同收养。 格陵兰也于 2016 年制定了这样的立法。 

芬兰 2017 年 2012年收养法第 9 条规定，只有已婚的人才可以收养。 2017年 3 月 1

日，婚姻法修正案生效，允许性别中立婚姻。 

法国 2013 年， 《关于 2013 年 5 月 17 日开放同性婚姻的第 LOI n° 2013-404 号法

令》 第 7-9 条修订了 民法典 中关于共同收养的第 345(1)、360 、371(4)条规

定。 

冰岛 2010 年婚姻法第 2 条、第 8 条和第 29 条规定了配偶的共同家长责任：这些也

适用于收养。 

爱尔兰 2015 年《儿童与家庭关系法（2015）》（在同性婚姻宪法公投前一个月提

出）第 11 部分修改了此前的立法，允许同性伴侣共同收养。 

卢森堡 2015 年，随着 2015 年 1 月实行全面婚姻平等， 民法典第 203 条于 2014 年修

订（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规定了家长对子女的义务，包括共同收养的

家长义务。 

马耳他 2014 年，正如《民事结合法（2014）》第 12 节所述，随着 2016年 7月马耳他

家事法院首次 批准 同性伴侣收养，民法典第 100B（1）条随之修订为，应充

分保证同性伴侣的共同收养权。 

荷兰 2001 年， 荷兰同性收养法 第 1 条对 民法典 第 227（1）条进行修正，允许同

性伴侣共同收养。 

挪威 2009 年，根据最近的婚姻法规定，收养法第 5 条被修改为将同性伴侣纳入有

资格共同收养之列。 

葡萄牙 2016 年，第 2/2016 号法令第 1-7 条规定，同性伴侣享有异性伴侣享有的所有

收养权，并修改了民法典中相应的部分规定。 

西班牙 2005 年 第 13/2005 号法令 第 67(7) 条修订了民法典第 175 条，规定配偶可以共

同收养。 

瑞典 2003 年， 亲权法案 第 4-8 条规定了已婚伴侣（包括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共

同收养的条件。 

http://www.consellgeneral.ad/fitxers/documents/lleis-2014/llei-34-2014-del-27-de-novembre-qualificada-de-les-unions-civils-i-de-modificacio-de-la-llei-qualificada-del-matrimoni-de-30-de-juny-de-1995
https://www.ris.bka.gv.at/Dokumente/Vfgh/JFT_20141211_14G00119_00/JFT_20141211_14G00119_00.pdf
http://www.sexualorientationlaw.eu/105-constitutional-court-struck-down-joint-adoption-ban-austria
https://www.ris.bka.gv.at/GeltendeFassung.wxe?Abfrage=Bundesnormen&Gesetzesnummer=10001622
http://www.ejustice.just.fgov.be/cgi_loi/change_lg.pl?language=nl&la=N&cn=2006051844&table_name=wet
http://www.ejustice.just.fgov.be/cgi_loi/loi_a1.pl?DETAIL=1804032130%25252FF&caller=list&row_id=1&numero=11&rech=14&cn=1804032130&table_name=LOI&nm=1804032150&la=F&dt=CODE+CIVIL&language=fr&fr=f&choix1=ET&choix2=ET&fromtab=loi_all&trier=promulgation&chercher=t&sql=dt+contains++%252527CODE%252527%252526+%252527CIVIL%252527and+actif+%25253D+%252527Y%252527&tri=dd+AS+RANK+&imgcn.x=34&imgcn.y=10
https://ast.dk/filer/born-og-familie/adoption/lovgivning/adoptionsloven.pdf
https://www.retsinformation.dk/Forms/R0710.aspx?id=173274
http://www.finlex.fi/en/laki/kaannokset/2012/en20120022.pdf
http://www.finlex.fi/fi/laki/alkup/2015/20150156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253Bjsessionid=04C0EC4243948D1801AF1115BD414327.tpdila15v_1?cidTexte=JORFTEXT000027414540&dateTexte=20130518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253Bjsessionid=04C0EC4243948D1801AF1115BD414327.tpdila15v_1?cidTexte=JORFTEXT000027414540&dateTexte=20130518
http://www.fd.ulisboa.pt/wp-content/uploads/2014/12/Codigo-Civil-Frances-French-Civil-Code-english-version.pdf
http://www.althingi.is/altext/138/s/0836.html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eli/2015/act/9/enacted/en/html
http://legilux.public.lu/search/code/civil/20160901/?thematique=mariage
http://justiceservices.gov.mt/DownloadDocument.aspx?app=lp&itemid=26024&l=1
http://www.independent.com.mt/articles/2016-07-15/local-news/Malta-s-first-child-adopted-by-a-gay-couple-parents-appeal-the-public-to-educate-others-6736161027
http://www.justiceservices.gov.mt/DownloadDocument.aspx?app=lom&itemid=8580&l=1
https://media.leidenuniv.nl/legacy/Translation%252520of%252520Dutch%252520law%252520on%252520adoption%252520by%252520same%252520sex%252520partners.pdf
http://www.dutchcivillaw.com/civilcodebook01.htm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ACT-OF-28-FEBRUARY-1986-NO-8-RELATING-TO/id443477/
http://www.pgdlisboa.pt/leis/lei_mostra_articulado.php?nid=2515&tabela=leis&ficha=1&pagina=1&so_miolo=
http://www.codigocivil.pt/
http://noticias.juridicas.com/base_datos/Privado/l13-2005.html
https://lagen.nu/1949:381#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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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2005 年，《收养与儿童法（2002）》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生效，该法第 144 条

和 150 条规定共同收养适用于同性伴侣。《苏格兰收养机构（苏格兰）条例

（2009）》 第 2 条定义了该法意义上的民事伴侣；2013 年，北爱尔兰上诉法

院规定民事伴侣可以共同收养。 在英国海外领地中，2015 年皮特凯恩群岛

《婴儿收养条例》第 3（3）条和直布罗陀《民事伴侣关系法（2014）》

（2016 年改为婚姻法）均允许共同收养，2015 年百慕大在一项判决之后也出

台了类似的法律。 马恩岛皇家属地也于 2011 年允许民事伴侣共同收养，泽西

则在 2012 年通过《民事伴侣（泽西）法》立法允许共同收养。 

 

 

 

 

大洋洲（2） 

 

澳大利亚 2002-2017 年，除北领地以外，目前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同性伴侣都已经可以共

同收养了：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 (2004 年)、 新南威尔士州 (2010 年)、  昆士兰 

(2016 年)、 南澳大利亚 (2017 年)、 塔斯马尼亚 (2013 年)、  维多利亚 (2016 年)、 

西澳大利亚州 (2002 年)。 

新西兰 2013 年， 《婚姻（婚姻定义）修订法案》 附表 2 修订了 《1955 年收养法》 ，允

许同性已婚伴侣共同收养。 该法在新西兰所有领地（库克群岛，纽埃或托克劳）

内都无效。 

 
 

 

第二家长收养（27 个国家）: 联合国的 15% 

 
非洲（1） 

 

南非 2006 年，2005 年《儿童法》第 231（1）（c）条规定，已婚人士或生活伴

侣有资格收养，《民事结合法（2006）》将收养资格也赋予了同性伴侣。 

 

 

美洲（5） 

墨西哥所有州都没有规定同性伴侣的第二家长收养权。 有些司法辖区对此有地方性规定，其中包

括：坎佩切（第 408B 条，2016 年）、联邦地区（第 391（5）条，2010 年）、科阿维拉（第 377

号，2015 年）、科利马（第 391（b）号，2016年）、纳亚里特（第 389（2）条，2016 年）。 

 

阿根廷 2010 年， 第 26,618 号法令（婚姻平等法）授予同性伴侣婚姻相关的所有权

利，包括收养。民法典第 631 条规定了生物学上的父母的配偶可以收养子女

的条件。 根据第 621 条，法院可以裁定子女与其非生身父母的关系存续。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2/38/notes
http://www.gov.scot/Publications/2009/05/11103500/24
http://www.gov.scot/Publications/2009/05/11103500/24
http://www.courtsni.gov.uk/en-GB/Judicial%252520Decisions/PublishedByYear/Documents/2013/%25255B2013%25255D%252520NICA%25252037/j_j_GIR8921Final-PUBLISH.htm
http://www.government.pn/Laws/Adoption%252520of%252520Infants%252520Ordinance.pdf
http://www.gibraltarlaws.gov.gi/articles/2014-10o.pdf
http://www.gibraltarlaws.gov.gi/articles/2014-10o.pdf
http://www.gov.bm/sites/default/files/SC1502-A-B-v-Dir-of-Child--n--Family-Services-et-al-2014-SC-Bda-11-Civ-3-February-2015.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im/cms/images/LEGISLATION/PRINCIPAL/2011/2011-0002/CivilPartnershipAct2011_1.pdf
https://www.jerseylaw.je/laws/enacted/Pages/RO-042-2012.aspx
http://www.legislation.act.gov.au/a/1993-20/current/pdf/1993-20.pdf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nsw/num_act/aasca2010n66377.pdf
https://www.legislation.qld.gov.au/LEGISLTN/ACTS/2016/16AC057.pdf
https://www.legislation.sa.gov.au/LZ/V/P/2017/ADOPTION%252520(REVIEW)%252520AMENDMENT%252520ACT%252520(COMMENCEMENT)%252520PROCLAMATION%2525202017_16.2.2017%252520P%252520548/16.2.2017%252520P%252520548.UN.PDF
http://www.parliament.tas.gov.au/bills/Bills2013/reprint/6_of_2013.pdf
http://www.legislation.vic.gov.au/domino/web_notes/ldms/pubstatbook.nsf/f932b66241ecf1b7ca256e92000e23be/F8273A4BC26B220DCA257F1C000BC7D0/$FILE/15-068aa%252520authorised.pdf
https://www.slp.wa.gov.au/pco/prod/FileStore.nsf/Documents/MRDocument:4748P/$FILE/ActsAmLesbianAndGayLawRfrmAct2002_00-00-02.pdf?OpenEle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13/0020/latest/DLM4505003.html?search=ts_act%252540bill%252540regulation%252540deemedreg_Definition+of+marriage_resel_25_a&p=1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1955/0093/latest/DLM292661.html?search=ts_act%252540bill%252540regulation%252540deemedreg_Definition+of+marriage_resel_25_a&p=1#DLM292660
http://www.justice.gov.za/legislation/acts/2005-038%252520childrensact.pdf
http://www.gov.za/sites/www.gov.za/files/a17-06_1.pdf
http://legislacion.congresocam.gob.mx/images/legislacion/codigos/codigo_civil_del_estado_de_campeche.pdf
http://www.aldf.gob.mx/archivo-c9dc6843e50163a0d2628615e069b140.pdf
http://periodico.sfpcoahuila.gob.mx/ArchivosPO/100-PS-15-DIC-2015.PDF
http://www.periodicooficial.col.gob.mx/p/11062016/sup02/26061104.pdf
http://www.congresonayarit.mx/media/2289/codigo_civil_estado_de_nayarit.pdf
http://servicios.infoleg.gob.ar/infolegInternet/anexos/165000-169999/169608/norma.htm
http://www.saij.gob.ar/docs-f/codigo/Codigo_Civil_y_Comercial_de_la_Nac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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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2005 年  在加拿大，收养受省级法律法规调整。一些省份和领地允许第二家

长收养，包括： 艾伯塔省 (1999 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996年)、 曼尼托

巴省 (2002 年)、新不伦瑞克省 (2008 年)、纽芬兰和拉布拉多 (2003 年)、西

北地区 (2002 年)、新斯科舍省 (2001 年)、努纳武特 (2011 年)、安大略省 

(2000 年)、 爱德华王子岛 (2009 年)、 魁北克省 (2002 年)、 萨斯喀彻温省 

(2001 年)。  

哥伦比亚 2014 年 哥伦比亚宪法法院在其 2014 年第 SU-167 号判决中裁定，同性伴侣

有权收养其伴侣所生的孩子。 

美国 2015 年，第二家长收养的可行性和条件因州而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全国女同性恋权益中心（NCLR）编写的数据表。 

乌拉圭 2013 年，第 19,075 号法令（婚姻平等法）授予同性伴侣婚姻相关的所有权

利，包括收养权。第 17,823 号法律（经第 18,590 号法律修正）第 139 条规

定，仅当儿童和另一生身父/母的联系已终止时，亲生父/的配偶才可以收养

该儿童。 

 

 

亚洲（1） 

 

以色列 2005 年， 在 Yaros-Hakak v. Attorney General 案中，两名妇女均通过 ART

方式生育，并共同抚养孩子。以色列最高法院认为，根据儿童利益最大化的

“最高原则”，该国收养法允许第二家长收养（无需限制第一家长的权利），

见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欧洲（18） 

克罗地亚同性伴侣法（2014）第 45-49 条没有规定第二家长收养权，但当事人可向法院请求确认

事实上的权利。意大利没有联邦法律保护第二家长收养，但在这方面，法庭方面已经有重要的举

动。2016 年下半年，法院对一起涉及一个女同性恋收养其伴侣的生女的著名案件中，以有利于这

对伴侣的方式结案。 那不勒斯上诉法院于 2016 年 4 月 5 日下令全面承认第二家长收养，特伦托

上诉法院承认，通过代孕生产的双胞胎的第二父亲是他们的家长。 

 

安道尔 2014 年第 34/2014 号法律第 2 条承认同性民事结合与婚姻具有直接相等的法

律效果，而第 24 条则将此条适用于同性伴侣的收养权，以此修改了 1996 年

收养法。 

奥地利 2013 年，随着 X. and others v. Austria 案于 2013 年初重被欧洲人权法院受

理，民法典第 182 条经修订，已允许同性伴侣作为第二家长收养。 

比利时 2006 年，《关于修改民法典某些规定以使同性恋者得以收养子女的法律》

第 8 条主要涉及民法典第 353 条，并确定了第二家长收养权。 

https://www.canlii.org/en/ab/laws/stat/rsa-2000-c-c-12/latest/rsa-2000-c-c-12.html
https://www.leg.bc.ca/Pages/BCLASS-Legacy.aspx#%25252Fcontent%25252Flegacy%25252Fweb%25252F35th4th%25252F3rd_read%25252Fgov51-3.htm
https://www.canlii.org/en/mb/laws/stat/ccsm-c-a2/latest/ccsm-c-a2.html?resultIndex=1
https://www.canlii.org/en/mb/laws/stat/ccsm-c-a2/latest/ccsm-c-a2.html?resultIndex=1
https://www.canlii.org/en/nb/laws/stat/snb-1980-c-f-2.2/latest/snb-1980-c-f-2.2.html
http://assembly.nl.ca/Legislation/sr/statutes/a03-1.htm
https://www.canlii.org/en/nt/laws/stat/snwt-1998-c-9/latest/snwt-1998-c-9.html?resultIndex=1
https://www.canlii.org/en/nt/laws/stat/snwt-1998-c-9/latest/snwt-1998-c-9.html?resultIndex=1
http://nslegislature.ca/legc/statutes/children%252520and%252520family%252520services.pdf
https://www.canlii.org/en/nu/laws/stat/snwt-nu-1998-c-9/latest/snwt-nu-1998-c-9.html?resultIndex=1
http://www.ontla.on.ca/bills/bills-files/37_Parliament/Session1/b005ra.pdf
https://www.canlii.org/en/pe/laws/stat/rspei-1988-c-a-4.1/latest/rspei-1988-c-a-4.1.html?resultIndex=2
http://www2.publicationsduquebec.gouv.qc.ca/dynamicSearch/telecharge.php?type=5&file=2002C6A.PDF
https://www.canlii.org/en/sk/laws/stat/ss-1998-c-a-5.2/latest/ss-1998-c-a-5.2.html?resultIndex=2
http://www.corteconstitucional.gov.co/relatoria/2014/SU617-14.htm
http://www.nclr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3/07/2PA_state_list.pdf
https://www.impo.com.uy/bases/leyes-originales/19075-2013
https://legislativo.parlamento.gub.uy/temporales/aresuelveref.aspx?LEY,17823/art132/HTM
http://www.impo.com.uy/bases/leyes/18590-2009
http://versa.cardozo.yu.edu/opinions/yaros-hakak-v-attorney-general
https://www.icj.org/sogicasebook/yaros-hakak-v-attorney-general-supreme-court-of-israel-10-january-2005/
http://www.zivotnopartnerstvo.com/wp-content/uploads/2015/06/same-sex-life-partnership-act-croatia.pdf
http://www.sexualorientationlaw.eu/151-supreme-court-full-recognition-of-two-mothers-italy
http://nelfa.org/wp-content/uploads/2017/03/030317-NELFA-PR-ITA-FINAL.pdf
http://www.consellgeneral.ad/fitxers/documents/lleis-2014/llei-34-2014-del-27-de-novembre-qualificada-de-les-unions-civils-i-de-modificacio-de-la-llei-qualificada-del-matrimoni-de-30-de-juny-de-1995
http://ad.vlex.com/vid/llei-qualificada-l-adopcio-i-menor-311167630
https://fidh.org/IMG/pdf/xvaustria_ecthrjudgment_19feb2013_en_.pdf
http://www.fidh.org/en/region/europe-central-asia/austria/austria-becomes-the-13th-european-country-to-allow-same-sex-second-parent-13749
https://www.admin.ch/opc/de/classified-compilation/19070042/201307010000/210.pdf
http://www.ejustice.just.fgov.be/cgi_loi/change_lg.pl?language=nl&la=N&cn=2006051844&table_name=wet
http://www.ejustice.just.fgov.be/cgi_loi/change_lg.pl?language=nl&la=N&cn=2006051844&table_name=wet
http://www.ejustice.just.fgov.be/cgi_loi/loi_a1.pl?DETAIL=1804032130%25252FF&caller=list&row_id=1&numero=11&rech=14&cn=1804032130&table_name=LOI&nm=1804032150&la=F&dt=CODE+CIVIL&language=fr&fr=f&choix1=ET&choix2=ET&fromtab=loi_all&trier=promulgation&chercher=t&sql=dt+contains++%252527CODE%252527%252526+%252527CIVIL%252527and+actif+%25253D+%252527Y%252527&tri=dd+AS+RANK+&imgcn.x=34&imgcn.y=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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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 1999 年， 《关于修改登记伴侣关系法的法》 第（4）1 条明确规定，登记伴

侣可以收养其伴侣的孩子。 2009，格陵兰岛通过了同意同性伴侣做第二家

长收养的法律。法罗群岛通过了第二家长收养立法，将于 2017 年下半年生

效。2010 年《收养法》（经 2014 年《收养（综合）法》更新）第 4a（2）

条规定： 伴侣或配偶可以收养对方的孩子。 

爱沙尼亚 2016 年， 《登记伴侣法》 第 15（1-4）条赋予同性伴侣有限的共同收养

权，但如发生第三方收养则可通过法院上诉解决，以免造成“非常不公平”的

情况。 

芬兰 2009 年，2001 年登记伴侣关系法” 第 9 条 修订，明确了民事伴侣可以收

养，但收养立法中并不是这么说的。不过，自 2017 年 3 月起生效，第

156/2015 号法令赋予了芬兰同性伴侣完全的共同收养权。 

法国 2013 年， 《关于 2013 年 5 月 17 日开放同性婚姻的第 LOI n° 2013-404 号法

令》第 7 条在现行民法典中插入了一段(345(1)(a) 的规定，建立了第二家长

收养的制度。该法亦适用于海外领地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 

德国 2005 年， 《登记生活伴侣法》 第 9(7)条 (应与 民法典第 2 条[收养]一并解

读) 允许同性配偶做第二家长收养。 

冰岛 2000 年， 2000 年法律 第 6 条修订了 1996 年《登记伴侣关系法》，规定民

事伴侣可以收养对方的孩子。 

爱尔兰 2015 年， 《儿童与家庭关系法（2015）》 (在同性婚姻公投 1 个月前推出)

第 5 条定义了亲权范畴下的民事伴侣和配偶。 

卢森堡 2015 年，随着 2015 年 1 月实施全面婚姻平等，民法典第 203 条经修改，规

定了家长对子女的义务，包括第二家长收养中的家长义务。 

荷兰 2001 年，《荷兰同性恋者收养法》 第 1 条修订了民法典第 228(f)条，允许同

性伴侣做第二家长收养，但只能通过 2014 年简化的法庭申请程序实现。 

挪威 2002 年， 1993 年收养法经 2001 年法案修订后包含了民事伴侣。 

葡萄牙 2016 年， 第 2/2016 号法令 第 1-7 条规定，同性伴侣享有异性伴侣享有的所

有收养权，并修改了民法典的相应部分。 

斯洛文尼亚 2011 年，根据 1976 年《婚姻与家庭关系法》，劳动、家庭、社会事务和平

等机会部 确认了 继父母收养权，尽管第 135 条规定收养者必须已婚。 

西班牙 2005 年， 第 13/2005 号法令 第 67(7) 条修订了民法典第 175(4)条，规定配偶

可做第二家长收养。 

瑞典 2003 年， Article 8 of the 2003 《亲权法案》 第 8 条规定了已婚伴侣（包括

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做第二家长收养的条件。 

https://www.retsinformation.dk/Forms/R0710.aspx?id=300
http://www.stm.dk/multimedia/selvstyreloven.pdf
http://www.ft.dk/samling/20161/lovforslag/L129/index.htm
https://ast.dk/filer/born-og-familie/adoption/lovgivning/adoptionsloven.pdf
https://www.riigiteataja.ee/en/eli/527112014001/consolide
http://www.loc.gov/law/foreign-news/article/estonia-legalization-of-civil-partnerships/
http://www.finlex.fi/fi/laki/alkup/2009/20090391
http://www.finlex.fi/fi/laki/alkup/2015/20150156
http://www.finlex.fi/fi/laki/alkup/2015/20150156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253Bjsessionid=04C0EC4243948D1801AF1115BD414327.tpdila15v_1?cidTexte=JORFTEXT000027414540&dateTexte=20130518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253Bjsessionid=04C0EC4243948D1801AF1115BD414327.tpdila15v_1?cidTexte=JORFTEXT000027414540&dateTexte=20130518
http://www.fd.ulisboa.pt/wp-content/uploads/2014/12/Codigo-Civil-Frances-French-Civil-Code-english-version.pdf
http://www.guadeloupe.franceantilles.fr/regions/grande-terre-sud-et-est/le-premier-mariage-gay-celebre-a-sainte-anne-226029.php
http://www.bdm.insee.fr/bdm2/affichageSeries?recherche=idbank&idbank=001722028&codeGroupe=604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lpartg/englisch_lpartg.html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bgb/
https://eng.innanrikisraduneyti.is/laws-and-regulations/other-lang/danish/nr/7602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eli/2015/act/9/enacted/en/html
http://legilux.public.lu/search/code/civil/20160901/?thematique=mariage
https://media.leidenuniv.nl/legacy/Translation%252520of%252520Dutch%252520law%252520on%252520adoption%252520by%252520same%252520sex%252520partners.pdf
http://www.dutchcivillaw.com/civilcodebook01.htm
https://www.government.nl/topics/family-law/contents/parental-status-of-co-mothers
https://lovdata.no/dokument/LTI/forskrift/2001-06-15-612
http://www.pgdlisboa.pt/leis/lei_mostra_articulado.php?nid=2515&tabela=leis&ficha=1&pagina=1&so_miolo=
http://www.codigocivil.pt/
http://www.mddsz.gov.si/fileadmin/mddsz.gov.si/pageuploads/dokumenti__pdf/zakonodaja/law_on_marriage_and_family_relations.pdf
http://www.mddsz.gov.si/nc/si/medijsko_sredisce/novica/article/1966/6725/
http://noticias.juridicas.com/base_datos/Privado/l13-2005.html
https://lagen.nu/1949:381#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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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2005 年，《收养和儿童法（2002）》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生效，该法第 144和

150 条规定，第二家长收养适用于同性伴侣。苏格兰《收养机构（苏格兰）

条例（2009）》第 2 条定义了该法意义上的民事伴侣；2013 年，北爱尔兰上

诉法院 规定，民事伴侣享有第二家长收养权。在英国海外领地中，2015 年

皮特凯恩群岛《婴儿收养条例》第 3（4）条和直布罗陀《民事伴侣关系法

（2014）》（2016 年改为婚姻法）均允许第二家长收养。马恩岛皇家属地

也于 2011 年在《民事伴侣关系法（2011）》第 98 条中允许第二家长收养，

泽西岛在 2012 年通过《民事伴侣（泽西）法》立法允许第二家长收养，根

西岛则通过 2016 年《同性婚姻法》批准第二家长收养，并将于 2017 年生

效。 

 

大洋洲（2） 

澳大利亚 2002-2017 年，除北领地以外，目前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同性伴侣都已经

可以做第二家长收养了：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 (2004 年)、 新威尔士州 

(2010 年)、昆士兰 (2016 年)、 南澳大利亚 (2017 年)、 塔斯马尼亚 (2013

年)、 维多利亚 (2016 年)、 西澳大利亚州 (2002 年)。 

新西兰 2013 年，根据《收养法（1955）》 (经 《婚姻（婚姻定义）修订法案

（2013）》修订），同性伴侣可作为继父母收养其配偶的孩子。该法在新

西兰所有领地（库克群岛，纽埃或托克劳）内都无效。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2/38/notes
http://www.gov.scot/Publications/2009/05/11103500/24
http://www.gov.scot/Publications/2009/05/11103500/24
http://www.courtsni.gov.uk/en-GB/Judicial%252520Decisions/PublishedByYear/Documents/2013/%25255B2013%25255D%252520NICA%25252037/j_j_GIR8921Final-PUBLISH.htm
http://www.government.pn/Laws/Adoption%252520of%252520Infants%252520Ordinance.pdf
http://www.gibraltarlaws.gov.gi/articles/2014-10o.pdf
http://www.gibraltarlaws.gov.gi/articles/2014-10o.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im/cms/images/LEGISLATION/PRINCIPAL/2011/2011-0002/CivilPartnershipAct2011_1.pdf
https://www.jerseylaw.je/laws/enacted/Pages/RO-042-2012.aspx
https://gov.gg/CHttpHandler.ashx?id=106514&p=0
http://www.legislation.act.gov.au/a/1993-20/current/pdf/1993-20.pdf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nsw/num_act/aasca2010n66377.pdf
https://www.legislation.qld.gov.au/LEGISLTN/ACTS/2016/16AC057.pdf
https://www.legislation.sa.gov.au/LZ/V/P/2017/ADOPTION%252520(REVIEW)%252520AMENDMENT%252520ACT%252520(COMMENCEMENT)%252520PROCLAMATION%2525202017_16.2.2017%252520P%252520548/16.2.2017%252520P%252520548.UN.PDF
http://www.parliament.tas.gov.au/bills/Bills2013/reprint/6_of_2013.pdf
http://www.legislation.vic.gov.au/domino/web_notes/ldms/pubstatbook.nsf/f932b66241ecf1b7ca256e92000e23be/F8273A4BC26B220DCA257F1C000BC7D0/$FILE/15-068aa%252520authorised.pdf
https://www.slp.wa.gov.au/pco/prod/FileStore.nsf/Documents/MRDocument:4748P/$FILE/ActsAmLesbianAndGayLawRfrmAct2002_00-00-02.pdf?OpenEle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1955/0093/latest/DLM292661.html?search=ts_act%252540bill%252540regulation%252540deemedreg_Definition+of+marriage_resel_25_a&p=1#DLM292660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13/0020/latest/DLM4505003.html?search=ts_act%252540bill%252540regulation%252540deemedreg_Definition+of+marriage_resel_25_a&p=1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13/0020/latest/DLM4505003.html?search=ts_act%252540bill%252540regulation%252540deemedreg_Definition+of+marriage_resel_25_a&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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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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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标志 

我们在本章使用了一些标志，用以简明扼要地描述那些将成年人之间私密且自愿同性性行为刑罪

化的国家的法律与社会背景。 

 

性行为刑罪化：这类法律针对何种性别？ 

在许多将成年同性之间私密且自愿性行为刑罪化的国家，法律规范以性别中立的词语表述，既禁

止男人之间的性行为，也禁止女人之间的性行为。在另外一些刑罪化的国家，法律只针对一种性

别（通常是男性）。这类法律没有看到性别二分法（男性／女性）的定式所存在的局限性，如果

性行为涉及到跨性别者，一方出生时被认定的性别与另一方相同，这些法律将如何适用也许是个

难题。 

 

 这个标志表明所指的国家将成年男性之间私密且自愿的性行为视为犯罪。 
 

 这个标志表明所指的国家将成年女性之间私密且自愿的性行为视为犯罪。 

 

有关刑事法律规定的执行 

关于这类刑事法律规定的实际执行情况，信息搜集很困难。这份报告的信息主要来自于媒体报道

和当地民间社会组织的报告。政府通常不披露这方面的记录，即使有，恐怕也不全面。而且，很

多媒体报道用 “鸡奸” 、 “兽奸” 一类似是而非的词汇代替 “肛交” ，这里面可能包括了非自愿的性

行为、涉及未成年人的性行为。但我们的报告聚焦于成年人之间私密且自愿的同性性行为。 

 

 这个标志说明所指的国家在过去三年内，根据我们的研究所能搜集到的信息，存在基于

该国刑法而对进行了私密、自愿同性性行为的成年公民的逮捕（无论后续是否提起了公

诉）。注意：即使所列国家名称旁边没有 “逮捕” 标识，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存在这种现象，只

是说明以我们有限的研究而言，尚未找到这类信息。 

 

国家人权机构是否将性倾向议题纳入其工作范围？ 

国家人权机构是指国家依循《巴黎原则》而设立的有权保护、促进、监督本国人权状况的独立机

构。这类机构有不同的名称，如人权委员会、申诉专员公署／监察官办公室、公设辩护人、平等

机会委员会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设立了国家人权机构（完整清单在此）。如果国家人权机构

把性倾向议题列入工作议程，是有可能在性倾向平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我们通过以下标志说

明一国国家人权机构是否将性倾向议题纳入了工作范围： 

 
 

是，列入                          否，没列入                        不清楚                       该国没有人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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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              

 

刑法典（1966 年 6 月 8 日第 66-156 号法令） 

 

第 338 条        [同性性行为] 

 “任何与同性之间发生同性性行为的人，应处 2 个月以上 2 年以下监禁，并处 500 以上 2000 以下第

纳尔（阿尔及利亚货币，下同）罚金。” 

 

 

第 333 条（1982 年修订）                                                  [有伤风化的行为] 

“When the indecent exposure consisted of an act against nature with an individual of the same sex, the 

penalty is imprisonment for six months to three years and a fine of 1,000 to 10,000 dinars” 

“在公共场合与同性之间发生有伤风化、违反自然的行为，应处 6 个月以上 3 年以下监禁，并处 1000

以上 10000以下第纳尔罚金。” 

 

第 333 条 重申            [破坏公序良俗 – 限制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公开表达] 

“制造或持有、进口或意图进口、传播、复制、展览或意图向公众展示、销售或参与销售有伤风化的

出版物、编辑物、图纸、声明、图片、绘画、照片或图像底片、样本或任何其它破坏公序良俗的物

品的，应处以 2 个月以上 2 年以下监禁，并处 500 以上 2000 以下第纳尔罚金。 

任何违反风化的行为构成犯罪，应处 2 个月以上 2 年以下监禁，并处 500 以上 2000 以下第纳尔罚金。

对认定为‘非正常性行为’的应处 6 个月以上 3 年以下监禁，并处 1000 以上 10000 以下第纳尔罚金。” 

 

 

评述 

 

该性别中立刑法典 的 2014 年、1982 年修订版中 ，第 338 条明确规定“同性恋”违法，而第 333 条修

订后针对同性之间的有伤风化行为加强了刑罚力度。修订后的第 333 条第 2 款将发表不符合所谓“风

俗”的作品、图像列为了刑罚对象。这实际上超出了传统的基于性行为规定的范围，更接近中东、北

非地区其它国家已建立的对表达性与性别多样化的禁止。 

 

一家名为 Muftah 的组织于 2014 年下半年发布了一份阿尔及利亚性倾向与性别认同状况的概述。

2015 年 10 月的一篇文章指出，尽管一些宗教首领对同志社群进行了诽谤与中伤，同志社群还是恢复

了一定的活力。2016 年，英国当局拒绝了一位阿尔及利亚男同的难民庇护申请，理由是该国近年来

并没有针对同性恋的控诉或逮捕。显然，英国当局忽略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城市与乡村依然盛行针对

不同性取向者的家族污名、社会污名、威胁及暴力。 

 

   

在 2012 年 5 月的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阿尔及利亚表示“注意到”了（实际上就是回绝）西班牙和

加拿大提出的关于同性性关系去刑罪化并“采取措施确保平等以及免遭基于任何理由的歧视”以遵守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7 条和第 26 条（隐私权和非歧视）的 2 项建议。对阿尔及利

亚的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将在 2017 年 5月开始。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7998
http://www.joradp.dz/trv/apenal.pdf
https://muftah.org/gay-and-lesbian-mobilization-in-algeria/%23.WRsjlcm1sWp
http://www.france24.com/fr/20151008-algerie-homosexualite-lgbt-coming-out-tenten-2015-alouen-delit-code-penal?ns_campaign=reseaux_sociaux&ns_source=twitter&ns_mchannel=social&ns_linkname=editorial&aef_campaign_ref=partage_user&aef_campaign_date=2015-10-08
http://www.refworld.org/pdfid/56b34af34.pdf
http://www.globalgayz.com/gay-in-algeria-2016/4421/
http://www.globalgayz.com/gay-in-algeria-2016/4421/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lgeria/session_13_-_may_2012/ahrc2113algeria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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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   

 

1886 年 9 月 16 日刑法典，修订于 1954 年（承继自葡萄牙殖民时代）    

   

第 70 和 71(4) 条（无相应文本）         [违反自然行为] 

 

评述 

 

这些条款针对经常实施违反自然行为的人规定了“安保措施”。这些安保措施可包括：承诺良好行为

保证金、缓刑、甚至在贫民习艺所或农业殖民地拘留（6 个月到 3 年）。 

 

2006 年，安哥拉起草了一份新的刑法典（第一稿），2014 年完成最终稿并提交给内阁。2017 年 2 月

中下旬，安哥拉议会通过了《刑法典》草案第一审（125 票赞成、无反对票、36 票弃权）。这版草

案没有禁止成年同性之间私密且自愿的性行为，因此，如果得以生效实施（目前还不确定何时），

安哥拉将废止这一类的入罪条款。新草案还进一步禁止了在雇佣、销售、服务等领域基于性倾向（

及其它理由）的歧视，如经证实，对歧视者可判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但到目前为止，草案仍在审

议中，旧《刑法典》依然适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4 年 4 月 28 日到 5 月 12 日在安哥拉罗安达举行的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

第 55 次例行会议中，通过了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第 275 号决议（禁止基于真实或推断的性倾

向／性别认同的暴力或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决议） 

 

 

2013 年，安哥拉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在回答对基于性倾向的社会歧视的有关问题中说：“平等原

则已载入宪法，但很难测量社会对同性恋的歧视。然而文化态度似乎在改变：例如，在安哥拉电视

上播放的描写两对同性伴侣的电视连续剧并没有引起观众责难。” 

 

即便安哥拉拒绝了法国、捷克共和国在 2010 年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上做出的关于同性关系去刑罪化

的两项建议，在其 2014 年 10 月的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无论是以建议还是对话形式）并未提及

性倾向和性别认同议题。对安哥拉的下一轮普遍定期审议是在 2019 年 4月。 

 

 

 

 

  

博茨瓦纳                              

 

刑法典第 08:01 章，1964 年制定、2005 年刑法典第 14 修正案修订 

 

第 164 条 反自然罪行                                             [违反自然规律] 

 “任何人 

（a） 与人发生反自然的性交； 

（b） 与动物发生性交；或 

（c） 同意他人与他或她发生反自然的性交，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pt/ao/ao026pt.pdf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402171932.html
http://www.angop.ao/angola/en_us/noticias/politica/2017/1/8/Parliament-adopts-new-Penal-Code,2647a3d2-c48c-4c36-b643-c9918cb3e3fb.html
http://www.achpr.org/sessions/55th/resolutions/275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C/SR.2957&Lang=en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ngola/session_20_-_octobre_2014/a_hrc_wg.6_20_l.8.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bw/bw012en.pdf
http://www.hrw.org/en/reports/2003/05/13/more-nam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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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犯罪，应判处 7 年以下监禁。” 

 

第 165 条 意图实施反自然犯罪                 [意图实施反自然罪行] 

“任何人意图实施第 164条规定的行为即构成犯罪，应判处 5年以下监禁。” 

 

第 167 条 自然人之间的猥亵行为                                              [严重猥亵] 

“任何人，公开或私下，与他人发生严重猥亵行为，或引诱他人与他或她发生猥亵行为，或意图引诱

他人与他或她或第三人人实施该行为者，无论该等行为发生在公共场合或是私密空间，均构成犯罪

。” 

 

 

评述 

 

2012 年，一个有关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组织 LeGaBiBo 申请注册为非政府组织被拒，该案于 2014 年

下半年取得决定性胜利，高等法院判决，政府不允许其注册是违反宪法的行为，是对申请人言论自

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的侵犯。政府随后以这种判决会腐蚀公共道德为由提起上诉，该上诉案于

2016 年 1 月中旬开庭审理。2016 年 3 月中旬，上诉被驳回，原告 NGO 得以注册，为该国实证法学

提供了一个样本。 

 

截至目前，对博茨瓦纳的两次普遍定期审议会议（2008 年 12 月和 2013 年 1 月），博茨瓦纳都拒绝

了所有关于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去刑罪化和非歧视的建议（2008 年 7 项建议，2013 年 8 项建议

）。在对这些建议的回复中（第 92 段），博茨瓦纳代表称，除了在 2010 年修订的《雇佣法》中纳

入性倾向因素，“考虑到现行法律受文化意识的影响，代表团确认博茨瓦纳政府承诺遵守公约义务，

并且决心开展知识和意识方面的宣传活动。针对博茨瓦纳刑法典第 164 条对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

侵犯，委员会建议（第 22 段）修订该条，同时，2003 年的 Kanane 案证明了第 164 条和第 167 条存

在歧视，但这些法律依然在适用。 

 

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 11 月，博茨瓦纳驻联合国代表领导了对设立联合国性倾向／性别认同问题独

立专家的第二轮反对，该代表认为“任何国家都不该假装在文化规范上享有垄断权并意图将本国价值

观强加于其它国家。” 

 

 

 

布隆迪                      

 

2009 年 4 月 22 日关于刑法典修订的第 1/05 号法案 

 

第 567 条                                                           [同性性关系] 

 “ 任何与同性发生性关系者，处 3 个月以上 2 年以下监禁，并处 5 万以上 10 万以下法郎罚金；或单

处其中一种刑罚。” 

 

 

 

 

评述 

 

http://www.southernafricalitigationcentre.org/1/wp-content/uploads/2014/11/LEGABIBO-judgment-low-resolution.pdf
http://www.southernafricalitigationcentre.org/cases/completed-cases/botswana-high-court-challenge-to-refusal-to-register-lgbt-organisation/
http://www.upr-info.org/en/review/Botswana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botswana/session_15_-_january_2013/a_hrc_wg.6_15_l.5_botswana.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C/BWA/CO/1&Lang=En
http://www.humandignitytrust.org/uploaded/Library/Case_Law/Kanane_v_State.pdf
https://76crimes.com/2016/11/21/anti-lgbti-push-at-u-n-falls-short/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fr/bi/bi009f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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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迪在 2015 年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收到了 11 项关于性倾向的直接建议，大部分是关于去刑

罪化的。对于这些建议，布隆迪代表称：“有关对同性恋的歧视，代表团承认，2009 年刑法典仍然惩

罚同性恋。这个情况与国家的习俗和价值是一致的，代表团希望国际社会理解布隆迪社会在心理上

准备做出改变。但是，代表团主席也强调，他会将这个问题反映给政府。”布隆迪的第三轮普遍定期

审议将在 2017 年 10 月进行。 

 

监督《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实施的人权委员会收到一份关于布隆迪的影子报告，里面描

述了 LGBT 人群在该国的受压迫处境。2014 年 11 月，人权委员会尖锐地指出，布隆迪“应该对同性

恋去刑罪化；修订基础教育部长的部长令，以阻止对青年同性恋者的歧视性适用；消除针对成立同

性恋组织的任何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困难或任何限制；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有效保护同性恋免于人身完

整性或任何形式歧视的威胁。” 

 

2014 年 12 月，反酷刑委员会直接言及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援引公约第 16 条：“缔约国应

对同性恋去刑罪化，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有效保护同性恋免于威胁和任何形式的暴力：并且调查任

何涉及侵犯其人身完整性的案件。” 

 

布隆迪最近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人权机制中，是 2015 年 10 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对布隆迪

的审查。理事会“建议成员国废除所有可能导致对个人的基于其性倾向或性别认同的歧视、起诉或惩

罚的规定，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能够行使公约规定的

所有权利。” 

 

一个名为东非性健康与权利行动的组织 2016 年发布了一份报告，介绍布隆迪 LGBT 人士所处的法律

与社会环境。 

  

 

 

 

 

喀麦隆                       

 

1965 年／2016 年刑法典 

 

第 347 条之二                                          [与同性发生性关系] 

“任何与同性发生性关系者，应处 6 个月以上 5 年以下监禁， 并处 2 万以上 20 万以下中非法郎罚金

。” 

 

评述 

 

该国三位主要的（也是仅有的）代表 LGBT 的律师指出，在国际压力和国内倡导之下，最近官方对

同性性关系的态度出现某种程度的缓和。然而，喀麦隆对 LGBT 人士来说仍是极端有敌意和危险的

，根据 Humanity First 的年终报告，一个位于雅温得的组织正致力于提高喀麦隆 LGBTI 人士的健康

保障以及对其人权的承认。 

 

喀麦隆拒绝了 2008 年 4 月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的全部 7 项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建议。在其国内

有关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猖獗时，喀麦隆除了接受一项“调查由于实际或推断的性倾向而发生的

警察暴力”的建议外，拒绝了 2013 年 1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的另外 14 项有关歧视和去刑罪化的建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burundi/session_15_-_january_2013/ahrc239e.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CPR/Shared%20Documents/BDI/INT_CCPR_CSS_BDI_18263_E.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C/BDI/CO/2&Lang=En
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C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CAT_C_BDI_CO_2.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C.12/BDI/CO/1&Lang=en
http://www.uhai-eashri.org/ENG/resources
http://fakoamerica.typepad.com/files/law-relating-to-the-penal-code.pdf
http://76crimesfr.com/2016/03/05/avocat-au-cameroun-il-est-temps-dabroger-la-loi-anti-lgbti/
http://76crimes.com/2016/01/01/91-anti-lgbt-attacks-and-violations-cameroons-2015-tally/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cameroon/session_16_-_april_2013/a_hrc_wg_6_16_l.13_camero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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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国家自愿做出下列保证，例如“关于同性恋问题，喀麦隆承诺不加重当前的刑事处罚，继续适用

法律规定，确保涉嫌同性恋获得公平审判，继续不对其采取任何歧视性措施。” 

 

2014 年 2 月，在其对 LBT 妇女的关注中，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督促喀麦隆“提升政治、传统和宗

教领导人，以及公民社会成员，对撤销刑法典第 347 条之二的建议的认知。” 

 

76 Crimes 在 2016 年的回顾中，披露了杜阿拉地区仍有反同者在威胁、骚扰 LGBTI 权利倡导者，甚

至将一些人驱逐出家门。在雅温得，Humanity First 的主席 Jules Eloundou 曾两次被恐同者假装入室

盗窃而攻击。2017 年初，开始有人意图创建人权观察小组，目的在于监察和紧急干预那些针对

LGBT 人士、人权捍卫者实施的侵犯。 

 

 

科摩罗                                   

 

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刑法典，1981 年 

 

第 318 条                                                       [违反自然的行为] 

“（3）任何与同性发生不当或反自然行为者，处 1年以上 5 年以下监禁，并处 5 万以上 100万法郎以

下罚金。本条前款或本法第 320 条和 321 条规定有更重的处罚的，则适用较重的刑罚。若与未成年

人实施该行为，适用最高刑罚。” 

 

 

评述 

 

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科摩罗政府拒绝了“审查惩罚成年人之间同性行为的刑罚规定”（捷克）

以及“展开同性恋去刑罪化讨论”（西班牙）的建议。荷兰援引人权高专办 2011 年的报告《对个人基

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性法律及暴力实践和行动》，提请科摩罗注意其国际法承诺，巴西则呼

吁该国“采取措施避免对 LGBT 人群人权的歧视和侵害。”科摩罗回应（第 73 段）其当前没有政治力

量（或者说“目前的政治主流”并不）反对该“隐形的少数群体”，或推动改变法律。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C/CMR/CO/4-5&Lang=En
https://76crimes.com/2016/05/23/series-of-break-ins-murder-target-ugandan-activists/
https://76crimes.com/2016/10/04/cameroon-homophobic-attacks-disguised-as-burglary/
https://76crimes.com/2017/01/31/in-cameroon-lgbt-groups-start-working-together-at-last/
http://www.icla.up.ac.za/images/un/use-of-force/africa/Comoros/Penal%20Code%20Comoros%201981.pdf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UPR/Pages/KMSession18.aspx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iscrimination/A.HRC.19.41_English.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comoros/session_18_-_january_2014/a_hrc_wg.6_18_l.9_comoros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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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取得合意的同性成年人之间私下发生的性关系并不受禁止。但根据记载，埃及《打击卖淫法》以及

《反堕落法》近年来被随意用于监禁男同性恋者。 

 

第 58/1937 号法律，经 95-2003 号法律修订（英文版下载地址） 

 

第 98（f）条                                                                       [传播] 

 “任何人，如利用宗教，以口头、书面或其他方式，鼓动、宣传以煽动叛乱、分裂，或蔑视、侮辱任

何神圣的宗教或该宗教教派或以损害国家团结或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极端思想的，处 6 个月以上 5 年

以下监禁，或处 500 磅以上 1000 磅以下罚金。” 

 

第 269 条之二                   [煽动猥亵]   

 “任何在公共道路或人流通行区域用信号或言语煽动路人实施猥亵行为的，应处 1 个月以下监禁。如

首次犯罪一年内重犯本罪，应处 6 个月以下监禁，并处 50 磅以下罚金。法院还应判决将罪犯置于警

察监督之下，时间与其刑期等同。” 

  

第 278 条                                                         [可耻行为] 

 “任何公开实施可耻行为者，应处 1年以下拘留或 300 磅以下罚金。” 

 

打击卖淫的第 10/1961 号法律 

 

第 9 条                                                         [实施或煽动堕落] 

 “具有以下情形的，应处 3 个月以上 3 年以下监禁，并处 25 以上 300 埃及镑罚金[...]，或单处其中一

种刑罚： 

（a）任何为运营色情或卖淫业务的目的而出租或提供任何形式的居所，或明知对方从事色情或卖淫

行为而为其（一人或多人）提供住处的； 

（b）任何拥有或管理向公众开放的经装修的居所或房间或场所，并为色情或卖淫行为提供便利的，

无论是允许他人从事该等行为，还是通过允许在其处所内煽动淫乱或卖淫。 

（c）任何惯行道德败坏或卖淫行为的。 

最后一类人被逮捕后，允许对其进行体检。如果发现他携带传染性性病，则允许将其拘禁在治疗机

构中，直至完全治愈。 

允许视情况决定将已完成刑期的犯罪人安置在一个特殊的劳教所中，直至行政机关下令释放。如属

再犯，则判决必须强制执行，且关押在劳教所中的时间不得超过 3 年。 [...]” 

 

第 178 条                             [风化 – 限制性倾向和性别认同公共表达的道德条款]  

 “任何为销售、分销、租赁、宣传或提供的目的制作或获取印刷品、文件、图片、广告、图形或雕刻

的图片、手绘、照片、标致或任何其他触犯风化的文字或图片的人，应并处或单处最高 2 年监禁，

5000 到 10000 埃及镑。” 

 

 

评述 

 

第 178 条的限制解释了为什么埃及只有很少的关于同性关系的积极或中立的讨论的原因。2016 年，

埃及小说家 Ahmed Naji 在国有文学杂志 Akhbar al-Adab 上发表了包含“色情”【异性恋的】段落的小

说 The Use of Life 后被判处 2 年监禁。国际法承认公共道德作为限制表达的基础，但该等限制不能过

http://paper-bird.net/tag/egypt/
http://www.buzzfeed.com/lesterfeder/why-egypts-regime-has-launched-a-mass-crackdown-on-lgbt-righ%23.wc0QjJM4K
http://www.mohamoon-montada.com/Default.aspx?action=ArabicLaw&ID=20
http://track.unodc.org/LegalLibrary/LegalResources/Egypt/Laws/Egypt%20The%20Penal%20Code%20Law%201937.pdf
http://www.refworld.org/docid/5492d8784.html
http://www.ilo.org/dyn/natlex/natlex4.detail?p_lang=en&p_isn=57560
http://www.english.alarabiya.net/en/perspective/analysis/2016/03/05/Egyptian-writer-who-violated-public-decency-An-open-and-shut-ca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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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宽泛或模糊，且必须是必要的且与可能造成的损害相当。同样的，根据一位近年在埃及活动的行

动者所说，通过性或性别表达打破传统的二元性别模式的人在埃及非常容易遭到攻击。2015 和 2016

年，仍在进行得到广泛宣传的逮捕。 

 

埃及的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于 2014 年 11 月开始。该审议期间共 28 个非政府组织提交文件中，只有

4 个动议直接涉及性倾向。但是对埃及的建议没有涉及性倾向，埃及在对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的正式

答复中也没有提及性倾向。 

 

根据 76 Crimes 提供的信息，自从 2013 年埃及政府开始镇压和骚扰政治异见人士、人权捍卫者及记

者，埃及被逮捕的 LGBT 人士数量是有史以来最多的。2016 年下半年，据 LGBT 社群领袖们估算，

已经有 500名 LGBT 人士入狱。 

 

 

 

 

 

 

厄立特里亚                      

 

1957 年刑法典（承继自埃塞俄比亚统治时期） 

 

第 600 条 反自然性交罪                                                        [同性行为] 

 “（1）任何与另一同性发生等同于性行为的行为或任何其他猥亵行为者，应处以单纯监禁。” 

 

评述 

 

2009 年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厄立特里亚政府拒绝了加拿大和美国关于废止上述条款的建议，辩

称这“与厄立特里亚人民的价值观和传统直接冲突。” 

 

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一份截至 2014 年 6 月的联合呈交报告描述了厄立特里亚的状况：“（对

LGBTI 活动家的攻击）根据厄立特里亚过渡刑法典，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属于犯罪，且可被处以 10

天到 3 年的监禁。值得注意的是，厄立特里亚政府拒绝了 2010 年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关于同性性行

为合法化的建议。厄立特里亚没有公开的 LGBTI 组织，据报道，政府对 LGBTI人群进行定期围捕。
” 

 

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厄立特里亚代表团以“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有违厄立特里亚社会的价值观

和文化”回答其收到的唯一一个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相关建议（意大利）：“开展全国对话，以及媒体

和学校活动，处理一切形式对 LGBT 人群的歧视。” 厄立特里亚的下一次普遍定期审议在 2018 年 10

月。 

 

2015 年 5 月/6 月，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给厄立特里亚的总结性评论中，直接言及性倾向／性别

认同问题：“废除对同性恋定罪处罚的法律规定，以提高公众对基于性倾向的平等和非歧视的意识，

确保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以及来自该等人群组成的家庭的儿童免于任何形式

的歧视”（第 25(d)段）。 

埃塞俄比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549opwo8I
http://www.upr-info.org/en/review/Egypt/Session-20---October-2014/Civil-society-and-other-submissions%23top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gypt/session_20_-_october_2014/a_hrc_wg.6_20_l.13.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gypt/session_20_-_october_2014/a_hrc_wg.6_20_l.13.pdf
https://76crimes.com/2016/05/11/u-s-newspaper-to-egypt-stop-anti-lgbt-arrests/
https://76crimes.com/2014/05/25/crackdown-on-lgbt-egyptians-why-now/
https://76crimes.com/2016/05/11/u-s-newspaper-to-egypt-stop-anti-lgbt-arrests/
http://www.apple.com.cn/
https://76crimes.com/2016/09/06/egypt-one-of-the-worlds-biggest-jailers-of-gay-men/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9216a0a2.html
http://arc-international.net/global-advocacy/universal-periodic-review/e/eritrea/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itrea/session_18_-_january_2014/js2_upr18_eri_e_main.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itrea/session_18_-_january_2014/a_hrc_wg.6_18_l.11_eritrea_e.pdf
http://www.refworld.org/docid/566fbf7a4.html


 

 

 

 

 

 

 

88 

88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刑法典，第 414/2004 号公告 

 

第 629 条  同性及其他猥亵行为                                         [同性行为] 

 “任何与另一同性发生同性性行为或任何其他猥亵行为者，应处以单纯监禁。” 

 

第 630 条 一般加重犯罪情节 

“（1）应处 1 年以上单纯监禁。但犯罪行为人有以下严重情节的，应处 10年以下严厉监禁： 

            a) 利用他人物质或精神上的困难趁人之危，或利用自己作为监护人、家庭教师、保护人、教

师、主人或雇主，或者任何其他类似关系的地位、职位或能力上的优势地位，迫使他人实施或屈从

于该等行为的；或 

            b) 以本法定义的行为（第 92 条）为业的。 

（2）出现以下情形的，应处 3 年以上 15 年以下严厉监禁： 

            a) 行为人使用暴力、威胁或强迫、欺骗或欺诈，或利用受害人无力反抗、自卫或意志微弱或

无意识状态而趁人之危；或 

            b) 行为人强迫受害人忍受其暴力或虐待行为，或明知自己染有性病而将其传染给被害人；或 

            c) 受害人因痛苦、羞耻或绝望而自杀。” 

 

 

评述 

 

2014 年 4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埃塞俄比亚“注意到”（而非接受）了三项来自法国、葡萄牙和阿

根廷的对同性性行为去刑罪化的 5 级（立刻行动）建议。埃塞俄比亚在普遍定期审议互动对话或其

对建议的正式回复中没有回应去刑罪化问题。 

 

国际人权服务社（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在其在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第 56次

会议的有关人权捍卫者情况的提交文件中指出：“埃塞尔比亚的镇压性法律引起了人权捍卫者的恐惧

和自我审查，人权捍卫者经常面临威胁、胁迫、司法骚扰和任意逮捕”，以及“对人权捍卫者行动的

监视和官方限制”。该文件还称：“埃塞尔比亚的 LGBTI 权利卫士处于尤其受敌视的环境中，面对有

组织的反同性恋组织呼吁政府关闭 LGBTI 权利运动的空间，进一步加强‘反同性恋’立法，并以死刑

惩罚‘同性性行为’。LGBTI 组织一直被指责是颠覆埃塞尔比亚文化价值观的西方代言人。许多宗教

领袖发言反对在一个根据埃塞尔比亚刑法典第 629 和 630 条‘同性性行为’可被处以 1 到 15 年监禁的

国家实现性多元化。” 

 

 “东非性健康与权利行动”在 2016 年发布了一份报告，阐述埃塞俄比亚 LGBT 人士所面临的艰难的法

律制度与社会环境。该机构还于 2017 年 3 月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 LGBT 难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70993/75092/F1429731028/ETH70993.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thiopia/session_19_-_april_2014/a_hrc_wg.6_19_l.12_0.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thiopia/session_19_-_april_2014/a_hrc_27_14_e.pdf
http://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article/files/ethiopia_-_achpr_briefing_paper_on_hrds_april_2015.pdf
http://www.uhai-eashri.org/ENG/resources
https://www.vice.com/en_us/article/life-in-an-ethiopian-refugee-camp-is-even-worse-when-youre-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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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比亚                            

 

 

1965 年刑法典，修订于 2005 年 

 

第 144 条 反自然犯罪                                                     [违反自然规律] 

 “（1）任何人，若其 

（a） 与他人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或 

（b） 与动物性交；或 

（c） 允许任何人与他或她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行为； 

则其构成重罪，应处 14年监禁。 

（2）本条所称“与任何人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行为”包括- 

（a）与人进行肛交或口交； 

（b）以模拟性为目的而将任何物体或物件插入阴道或肛门；且 

（c）与人进行任何其他同性性行为。” 

[意图违反自然的犯罪] 

冈比亚刑法典规定“与任何人发生违反自然的性交……或允许任何人与他或她进行违反自然的性交”

犯了“违反自然”重罪，一旦定罪可处以 14 年监禁。意图从事违反自然的犯罪亦构成重罪，一经定罪

可处以 7 年监禁。 

 

第 147（2）条 （经 2005年法典修订）                                [严重猥亵] 

规定：“任何女性不论在公共场所或私下与另一女性发生严重猥亵行为，或使另一女性与其发生严重

猥亵行为，不论在公共场所或私下，构成重罪，可处以 5 年监禁。第 147（3）条进一步规定猥亵行

为包括同性性行为。” 

 

2014 年 8 月 25 日，国会通过《2014 年刑法典（修正）法案》，对“有加重情节的同性性犯罪”处以终

生监禁。法案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生效，其中包括如下条款： 

 

第 144A 条 加重的同性性犯罪                                          [多次犯罪] 

« (1) 同性性犯罪加重处罚情节包括：  

（a）被侵犯人未满十八岁；  

（b）犯罪行为人携带艾滋病病毒；  

（c）犯罪行为人是被侵犯人的父母或监护人；  

（d）犯罪行为人对被侵犯人有权力；  

（e）受害人是残疾人；  

（f）犯罪行为人屡次犯罪；或  

（g）犯罪行为人在任何男女身上使用，或导致其使用药物，并借此迷晕或制服他或她，以便使任何

人可与同行进行违法性交。 

 

（2）任何人犯下加重的同性性犯罪，应处终生监禁。” 

评述 

 

尽管在 2014 年 10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冈比亚收到并“注意到”了 12 项基于 SOGI 的去刑罪化

和非歧视建议，却完全没有回应这些议题。对冈比亚的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定于 2019 年 4月进行。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SERIAL/75289/107490/F973061365/GMB75289%20pp%201284_1316.pdf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SERIAL/75299/78264/F1686462058/GMB75299.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gambia/session_20_-_october_2014/a_hrc_wg.6_20_l.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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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儿童权利委员会恳请（第 29 段）冈比亚“确保 LGBTI 儿童和来自 LGBTI 家庭的儿童

免于任何形式的歧视，并废除刑罪化同性性行为的法律规定。” 

 

2015 年 3 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CESCR) 建议冈比亚采取与其公约（第 2(2)条）项下

义务以及一般建议第 20 项相一致的非歧视立法。委员会也督促冈比亚废除或修订所有可能因性倾向

和性别认同的原因“导致歧视、起诉和惩罚”的所有法律，并 “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对抗并防止对 LGBT

人群的歧视”。 

 

2015 年 7 月，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督促成员国废除关于‘违反自然的犯罪’和‘加重同性性行为犯罪

’的刑法典，终结对女同性恋的任意拘留，给予她们针对暴力和歧视的有效保护，并为执法人员提供

适当的培训。” 

 

在 2016 年 2 月的一份有关冈比亚的重要报告中，“人权观察”发现第 144A 条“加重同性性犯罪” 已经

从《乌干达禁止同性性行为法》第三条中逐字删除，而该法于 2014 年 8 月被乌干达宪法法院基于技

术理由推翻。同样明显的是，冈比亚在实际管理中越来越多地采纳伊斯兰法，在这样一个政治动荡

不安的国家，这意味着原本就被污名、质疑和攻击的性少数群体，将进一步失去更多权利。 

 

 

国家                            加纳                                            

 

1960 年刑法典（第 29 号法案），修订于 2003 年 

 

第 99 条 性交证据 

 “任何人经审判认定犯了本法典下应受处罚的犯罪的，如需证明性交或违反自然的性交，仅需证明最

低程度的插入，性交或违反自然的性交即应视为完成。” 

 

第 104 条 反自然性交                              [反自然性交] 

 “（1）任何有以下反自然性交行为者- 

          （a）未经对方同意而与 16 周岁及 16 周岁以上自然人发生性关系的，构成一级重罪，应判处 5

年以上 25 年以下监禁；或 

          （b）与 16 周岁及 16 周岁以上自然人，且双方合意，构成轻罪；或 

          （c）与任何动物，构成轻罪。 

（2）反自然性交是指与人以违反自然的方式进行性交或与动物进行性交。 ” 

 

刑事诉讼法典第 296(4)条 

 “轻罪应处 3 年以下监禁。” 

 

评述 

 

2012 年 12 月，加纳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如此描述加纳国家代表团：“关于加纳是否将终止其

对同性恋和 LGBT 人群总体上不公平待遇的政策（德国提问），以及加纳将如何适用与同性恋问题

有关的非歧视原则（荷兰提问），代表团强调加纳没有对其公民的不公平待遇的政策。宪法确立非

歧视和平等的基本原则，也确保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实践宗教信仰的权利。宪法也规定，立法机关

应颁布法律推动社会凝聚力和人民经济发展。”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C/GMB/2-3&Lang=en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5/059/98/PDF/G1505998.pdf?OpenElement
http://www.acdhrs.org/wp-content/uploads/2015/07/CEDAW-Concluding-Observations-July-2015-1.pdf
https://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pdf/gambia0915_4up_0.pdf
http://www.ulii.org/ug/legislation/act/2013/2014/Anti-Homosexuality-Act-2014.pdf
https://globalvoices.org/2016/01/10/signs-of-islamic-law-taking-root-in-the-gambia/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gh/gh010en.pdf
http://www.vertic.org/media/National%20Legislation/Ghana/GH_Criminal_Procedure_Code.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RegularSession/Session22/AHRC226_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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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第 29 号法案第 104 条一般理解为仅适用于男性，但有媒体报道有暴民攻击女同性恋。暴力事件

和对暴力的回应在加纳存有记录。一份 2015 年 10 月呈交给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影子报告也描

绘了社会敌意，而《西非 LGBT》报告中则总体描绘了截至 2014 年初，加纳 LGBT 群体的生活状况。

英国内政部的《加纳国家信息和指南：性倾向和性别认同》中包含截至 2016 年 2 月的信息。继加纳

总理 2016 年 3月访问苏格兰时受到很多来自活动家的压力后，许多人表示担心情况会发生反弹。 

2016 年 8 月，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第 43、44 段）表达了对加纳 LGBT 人群所遭受的“歧

视、威胁与骚扰”的担忧。同样令委员会担忧的是，加纳政府非常明确地表示同性性行为属于第 104

条禁止的范围。委员会建议加纳修改法律，以应对和纠正歧视行为。 

 

 

 

几内亚                             

 

1988 年刑法典 

 

第 325 条                                                         [违反自然的行为]   

“任何与同性发生猥亵或违反自然行为者，处 6 个月以上 3 年以下监禁，并处 10 万以上 100 万以下几

内亚法郎。 

若与不满 21 周岁的未成年人发生上述行为者，其最高刑期应公开宣判。 

若以暴力实现或意图使用暴力进行上述行为的，被认定的罪犯将被处以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监禁。” 

 

 

评述 

 

近来方兴未艾的 LGBT 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仍然是充满动荡和敌意。大赦国际关于几内亚的

2015/2016 年报告称：“至少有 3 人因其被推断的性倾向而遭到逮捕。2 人于 4 月 22 日在科纳克里被

捕。5 月，Mafanco 地区裁判庭判了他们 3 个月监禁。” 

 

2015 年 1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几内亚“注意到”了 2 项来自意大利和阿根廷的有关取消针对

SOGI 的歧视性措施（包括刑罪规定）的建议。几内亚政府代表并没有对关于 SOGI 的问题发表任何

意见。 

 

 

  

http://www.ghanaweb.com/GhanaHomePage/NewsArchive/Homophobic-residents-flood-town-with-posters-of-alleged-lesbians-349426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CPR/Shared%20Documents/GHA/INT_CCPR_ICO_GHA_21415_E.pdf
http://blogs.cuit.columbia.edu/rightsviews/files/2015/03/The-Being-LGBT-in-West-Africa-Project-Final-Report.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98046/CIG_Ghana_SOGI.pdf
http://www.kaleidoscot.com/holyroods-intervention-regarding-lgbti-rights-backfires-in-ghana-6805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C/GHA/CO/1&Lang=En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4a3eb9a4.html
http://blogs.cuit.columbia.edu/rightsviews/files/2015/03/The-Being-LGBT-in-West-Africa-Project-Final-Report.pdf
https://www.amnesty.org/en/countries/africa/guinea/report-guinea/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guinea/session_21_-_january_2015/a_hrc_wg.6_21_l.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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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刑法典(经 2003 年第 5 号法案修订) 

 

第 162 条                                                        [违反自然规律] 

 “任何人： 

（a） 与他人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或 

（b） 与动物发生性交 

构成重罪，应处 14 年监禁。 

但上述第（a）款罪行中，行为人若有以下情形的，应处 21 年监禁： 

（i） 未经与其发生性行为者同意而实施的性侵犯；或 

（ii） 虽经与其发生性行为者同意而发生性行为，但该种同意是迫于暴力强迫或类似的威胁恐吓

，或对遭受身体侵害的恐惧，或是对行为性质的错误意思表示。” 

 

第 163 条                                       [意图实施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 

 “任何意图实施上述第 162 条规定行为者，构成重罪，应处 7年监禁。”  

 

第 165 条                                                            [鸡奸 /严重猥亵] 

 “任何男性，与另一男性发生严重猥亵行为，或引诱另一男性与己发生猥亵行为，或意图引诱另一男

性与他或与其他男性发生猥亵行为，无论公开或私下，均构成重罪，应处 5年监禁。” 

鸡奸作为普通法上的犯罪，被定义为“两个男性之间非法且故意的肛交”。 

 

 

评述 

 

2015 年 4 月 24 日，在 Gitari v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Co-ordination Boar 案中，肯尼亚高级

法院认为政府（由非政府组织协调委员会和司法部长组成）妨碍非政府组织全国男女同性恋人权委

员会（NGLHRC）注册的行为违反了（2010 年）肯尼亚新宪法第 36 条（结社自由）。法院认定

LGBTI 人群是第 36 条规定的“任何人”的一部分，现行刑罪化法律的限制指的是同性性行为而不是一

个人的性倾向本身（引用 Kasha Jaqueline v Rolling Stone 案， 2010 年，乌干达）。在第 121 段，法

院认为，“协调委员会的行为不符合宪法和法律，属于滥用权力”（第 136 段）且协调委员会依照其“

自己的道德作为拒绝申请的基础的行为超出了协调委员会的只能，是对其宪法责任的否定”（第 127

段），且不能用来否定其他人的宪法权利。 

 

正如肯尼亚男女同性恋联盟（GALCK）的 Jonah Chinga 在 2015 年底所说，“尽管存在阻碍（包括

Kenyatta 总统的恐同言论），肯尼亚在该地区是一种例外，作为 LGBT 运动蓬勃发展的东部非洲国

家站了出来。与其邻国不同，这里有着强大的正在进行的运动和不断成长的行动主义”。例如，

GALCK 在 2016 年 2 月发布的’肯尼亚 LBQ 妇女生活境况调查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肯尼亚 2015 年 1 月第一次出席其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根据工作组报告，智利和波

兰建议对 “成人之间经同意的同性关系”去刑罪化，且丹麦和智利都提到立法对抗仇恨，而法国和瑞

典提到非歧视，巴西提到结社和表达自由以及“LGBT 的权利”。肯尼亚回应“关于新宪法的全国对话

已进行了很长时间。关键社会问题被放在各个论坛，尤其是在这些案件中适用刑法。这些问题非常

分化，需要对这些问题的政治和社会合意仍在进行中……关于 LGBT 权利，没有任何人能基于一个

人的性倾向确认适用刑法。” 

 

http://www.kenyalaw.org/Downloads/GreyBook/8.%20The%20Penal%20Code.pdf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s://issuu.com/galckkenya/docs/research_on_the_lived_experiences_o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kenya/session_21_-_january_2015/a_hrc_wg.6_21_l.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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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委员会于 2016 年 3 月针对肯尼亚的结论性意见中（第 21、22 段），提到了

LGBTI 议题、去刑罪化、歧视、健康及污名化。4 月，全国男女同性恋人权委员会针对同性关系刑

罪化的法律提起了诉讼，与此同时，为委员会工作人员提供安保措施。2016 年 6 月，蒙巴萨高等法

院裁决，怀疑男性有同性性行为而强制进行的肛门检测、艾滋检测、乙肝检测，都是符合宪法的。

全国男女同性恋人权委员会声称，这份判决树立了一个“令人极其沮丧的先例”，仅仅由于一个人可

能是性少数者，就允许剥夺其尊严和基本权利。 

 

 

 

 

利比里亚                         

 

 

 

1976 年刑法，§§ 14.74 & 50.7 IV，利比里亚修订法典 tit. 26（1998 年修订版本） 

           

第 14.74 条 自愿鸡奸                                                                          [鸡奸] 

“除去第 14.72 条、第 14.73 条规定的情形，在其它情形下发生的偏离常规的性交行为，为一级轻罪”

。 

 

第 14.79 条 与性犯罪有关的词语定义 

根据本节规定，一旦有插入行为，无论深度如何、是否射精，即构成“性交行为”。 

“偏离常规的性交行为”是指发生在自然人之间，主体并非夫妻、也不是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人，在阴

茎和肛门、嘴和阴茎，或嘴和阴户之间进行的性接触。 

“性接触”是指“为唤起或满足性欲而接触人的性器官或其他私密部位”。 

 

第 50.7 条 轻罪适用的监禁刑 

“犯轻罪者，按照以下规定适用监禁刑： 

一级轻罪，应处以 1 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级轻罪，应处以 30 天以下有期徒刑。” 

 

 

评述 

 

英国内政部国家信息记录（2015 年 12 月）和 Rodenbough（2014 年）恰当地描述了利比里亚自 2011

年以来支持和反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不同力量。  

 

在 2015 年 5 月的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利比里亚收到了有关性倾向和性别认同问题的 12 项建议

，接受了其中 3 项关于去刑罪化和非歧视的建议。有趣的是，另一个“非洲联盟”（联合国集团）成

员国，马达加斯加，给出了“谴责歧视”的建议。美国呼吁利比里亚实施其新的《全国人权行动计划

》的内容，其中包括 LGBT 人群。而意大利则敦促利比里亚“对抗一切形式针对 LGBTI 人群的歧视

和虐待”，这些建议全部都被接受了。 

 

2015 年 11 月，消除妇女歧视委员会对利比里亚发出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呼吁（结论性意见第 43 段）

，希望利比里亚承认本国存在女同性恋。“委员会……希望缔约国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保障处于事

实同性伴侣关系的妇女的经济权利。”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C.12/KEN/CO/2-5&Lang=en
http://kenyalaw.org/caselaw/cases/view/123715/
https://www.hrw.org/news/2016/06/16/kenya-court-upholds-forced-anal-exams
http://www.icla.up.ac.za/images/un/use-of-force/africa/Liberia/Penal%20Code%20Liberia%201978.pdf
http://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85922/CIG_Liberia_Sexual_Orientation_and_Gender_Identity_v1_0.pdf
http://blogs.cuit.columbia.edu/rightsviews/files/2015/03/The-Being-LGBT-in-West-Africa-Project-Final-Report.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liberia/session_22_-_mai_2015/a_hrc_wg.6_22_l.2.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C/LBR/CO/7-8&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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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                           

 

1953 年刑法，经 1976年第 70 号法令修订                                        [通奸] 

 “关于设立通奸罪和修正刑法部分条文。”1976 年法令对第 407 条和 408 条分别增加了第 4 款，处罚

自愿的同性性行为。 

 

1953 年第 407(4)条                                                 [不正当性行为] 

 “任何人经他人同意而与之发生[不正当]性行为的，应与其同伴一同判处 5年以下监禁。” 

 

1953 年第 408(4)条 

 “任何人经他人同意与之发生不名誉行为的，应与其同伴一同判处监禁。” 

 

1953 年第 421 条                         [限制性倾向和性别认同公共表达的道德条款] 

“任何人，如在公共场所发生猥亵行为，应处 1 年以下监禁并处 50 第纳尔以下的罚金。同样的刑罚

适用于任何通过散播不雅文字、图片或其他物品违反风俗，或公开展示上述内容用以销售的人。” 

 

 

评述 

 

在针对利比亚的第一轮或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分别发生在 2010 年 11 月和 2015 年 5 月），似乎

没有代表就性倾向和性别认同问题提出建议。 不过，ARC 国际、IGLHRC 和 ILGA 在 2010 年所呈交

的联合报告、大赦国际的报告都提到了性倾向和性别认同问题。2015 年，大赦国际再次提及该问题

。一个 2014 年新成立的利比亚 LGBT 行动者线上组织 Quzah 也提交了一份关于利比亚性倾向和性别

认同现状的报告，介绍利比亚 LGBTI人士如何被迫隐藏自己的身份，被任意歧视却不受保护。 

 

 

 

 

 

马拉维                     

 

刑法典，马拉维法第 7:01 章 

 

 “第 153 条 反自然罪                                                             [违反自然规律] 

 任何人：（a）与他人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或（b）与动物发生性交；或（c）同意他人与己发

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构成重罪，应处 14 年监禁，可并处体罚。” 

 

第 154 条 意图实施反自然罪                                                [意图实施反自然罪] 

“任何人， 如意图实施第 153 条规定的犯罪的，构成犯罪，应处 7 年监禁，可并处体罚。” 

 

第 156 条 男性间猥亵行为                                         [严重猥亵 – 男性] 

http://aladel.gov.ly/home/?p=1352
https://www.upr-info.org/en/review/Libya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libya/session_9_-_november_2010/arciarcinternational.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libya/session_22_-_mai_2015/ai_upr22_lby_e_main.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libya/session_22_-_mai_2015/quzah_upr22_lby_e_main.pdf
https://www.unodc.org/tldb/pdf/Malawi_Penal_Co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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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男性，无论是在公开或私下场合，与另一男性发生严重猥亵行为，或引诱另一男性与其发生严

重猥亵行为，或意图引诱另一男性与其本人或与其他男性发生严重猥亵行为，无论公开或私下，均

构成重罪，应处 5 年监禁，可并处体罚。” 

 

2010 年 12 月，议会通过一项法案修正了马拉维刑法典。2011 年 1 月下旬，宾古·瓦·穆塔里卡（

Bingu Wa Mutharika）总统批准施行该法案。  

 

第 137A 条（新）                                                  [严重猥亵 – 女性] 

“女性间猥亵行为”，规定任何女性，无论是在公开或私下场合，“与另一女性发生严重猥亵行为”，构

成重罪，应处 5 年监禁。“严重猥亵”一词在该法中没有具体界定。 

 

 

评述 

 

新法第 137A 条将犯罪主体拓展到妇女之后的第二年，政府暂停了依据“反自然罪”条款实施的逮捕。

但是，根据广泛的报道，2015 年 12 月，有 2 名案男性被以’鸡奸’名义逮捕，政府因此再次确认暂停

逮捕活动。2016 年，仍然有人因为这些法律规定被捕，而 LGBT 人士所遭受的暴力，却得不到当局

的处理。 

 

随着国内倡导力量壮大，性倾向和性别认同议题在马拉维的能见度提高（例如：全国 2015-2020 年艾

滋病病毒和艾滋病战略计划中呼吁去刑罪化），来自政治与宗教反对势力的政治敌意也在增长。越

来越多国家吁请马拉维修改法律，以落实其国际法义务。 

 

2016 年 1 月，联合国警告，马拉维有日益开倒车的趋势。对于马拉维没有起诉一个公然进行仇恨演

讲的政客一事，联合国认为，“这个案例传递了一个危险的讯息：煽动他人杀害同性恋者是合法的，

并会得到当局的容忍——这实际上是在鼓励对马拉维男女同性恋社群的暴力威胁和攻击。”直至本报

告写作时，这个宪法诉讼仍在进行。76 Crimes 对马拉维去年所取得的进展有所报告。 

 

2015 年 5 月，马拉维在其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收到了 18 项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建议，接受

了其中的 2 项：第一，同意“采取有效措施保护”LGBTI 人群免于暴力并起诉行凶者（奥地利）；第

二，确保“有效获得”医疗服务（洪都拉斯）。 

 

2014 年，监督《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实施的人权事务委员会表达了对马拉维新成立的人

权委员会（Human Rights Commission）没能将性倾向和性别认同议题纳入其工作职责的关切，认为

马拉维“应该审查”其关于歧视的立法，以纳入性倾向和性别认同议题，对同性性关系去刑罪化，对

直接针对 LGBTI 人群的暴力实施监督机制并起诉行凶者，确保公务人员不得煽动暴力且应积极提高

社会意识，并最终保证 LGBTI人群“有效获得”医疗服务。 

 

2015 年 11 月，消除对妇歧视委员会对马拉维通过了禁止歧视的《性别平等法案》表示欢迎，但同时

对马拉维在 2011 年刑法典修订中将“妇女之间同性关系的刑罪化”表示关切，并建议马拉维“对成年妇

女间同性行为去刑罪化”（第 10、11 段）。 

  

http://www.iglhrc.org/sites/default/files/488-1.pdf
http://www.hrw.org/news/2015/12/21/malawi-moratorium-anti-gay-arrests-reaffirmed
https://76crimes.com/2016/02/11/malawi-judge-seeks-renewed-gay-arrests-gay-man-attacked/
http://library.health.go.ug/publications/service-delivery-diseases-control-prevention-communicable-diseases/hivaids/national-h-1
http://library.health.go.ug/publications/service-delivery-diseases-control-prevention-communicable-diseases/hivaids/national-h-1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53071%23.WPtpzRT2dSU
https://76crimes.com/2017/01/16/malawi-court-to-decide-is-it-hate-speech-to-say-kill-the-gays/
https://76crimes.com/tag/malawi/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malawi/session_22_-_mai_2015/a_hrc_wg.6_22_l.3.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C/MWI/CO/1/Add.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C/MWI/CO/7&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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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塔尼亚                            

 

1984 年刑法典（法语） 

 

第 308 条                                                    [违反自然的行为] 

“任何成年穆斯林男性，与另一同性发生猥亵或违反自然的行为，应处以死刑并以公开石刑的方式行

刑。若猥亵行为发生在两名女性之间，则应处第 306 条第 1 款规定之刑罚（3 个月到 2 年监禁，并处

5000 到 60000 乌吉亚罚金）。” 

 

 

评述 

 

在第一轮（2010 年 11 月）和第二轮（2015 年 11 月）普遍定期审议中，毛里塔尼亚被敦促取消对同

性性行的定罪处罚。尤为重要的是，在 2015 年互动对话和书面建议中，毛里塔尼亚都收到了许多敦

促其解除对同性性行为死刑的呼吁。对于死刑问题，毛里塔尼亚代表回应（第 54 段），“过去 28 年

实际上并未执行针对同性性行为的死刑”，但未承诺取消这项法律规定。目前，毛里塔尼亚仍未对其

收到的众多关于去刑罪化建议做出回应，但指出希望人权高专办与其一道在国内开展工作（第 16 段

），且“代表团强调，政府已开始与所有伙伴合作制定行动计划，应对种族歧视、仇外和不宽容，并

在起草促进社会融合的国家战略。” 

 

 

毛里求斯                           

 

1838 年刑法典 

 

第 250 条 鸡奸和兽交                                                                [鸡奸] 

“（1）任何犯有鸡奸或兽交罪行者，处 5 年以下劳役。” 

 

 

评述 

 

2007 年，政府出台性犯罪法案，欲删除鸡奸罪（参见第 24 条），并将性行为的限制年龄一概规定为

16 岁（第 11 条至 14 条）。 

 

但是，该法案从未经过国会通过，且政府 2013 年反而宣布决定修订刑法典，“以便为处罚各种性变

态行为制定更好的规范。”之后，政府澄清（第 121 段）说“性变态”主要指婚内强奸。 

 

在 2013 年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毛里求斯收到了三项要求对鸡奸去刑罪化的建议（爱尔兰、澳大

利亚和加拿大），但毛里求斯回应称需要就此事进一步咨商。 

 

在 2015 年《公务员道德规范》的“个人和专业行为”部分，列明了不基于性倾向进行歧视。2012 年，

毛里求斯平等机会委员会收到一项申诉，于是在 2013 年取消了对有男男性行为的公民献血的禁令。 

 

 

 

http://www.droit-afrique.com/upload/doc/mauritanie/Mauritanie-Code-1983-penal.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malawi/session_22_-_mai_2015/a_hrc_wg.6_22_l.3.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mauritania/session_23_-_november_2015/a_hrc_31_6.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mu/mu008en.pdf
https://mauritiusassembly.govmu.org/English/Documents/bill0607.pdf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UPR/Pages/MUSession17.aspx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mauritius/session_17_-_october_2013/a_hrc_25_8_mauritius_e.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mauritius/session_17_-_october_2013/a_hrc_wg.6_17_l.6_mauritius.pdf
http://amb.intnet.mu/English/Downloads/Documents/Code%20of%20Ethics%20for%20Public%20Officers.pdf
https://theenlighteneddarkmage.files.wordpress.com/2012/11/lgbt-hiv-aids-blood-donation-in-mauritius-a-compilation-of-data-and-information-fokeerbux-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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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1962 年 11 月 26 日刑法典 

 

第 489 条                                  [反自然行为] 

 “任何与另一同性发生猥亵或反自然行为者，处 6 个月以上 3 年以下监禁，并处 120 以上 1000 以下

迪拉姆罚金，存在加重情节的除外。” 

 

第 483 条        [限制性倾向和性别认同表达的道德条款- 猥亵] 

 “任何人发生公然猥亵，不论是通过裸露或进行猥亵行为，应处以 1 个月以上 2 年以下监禁，并处

200 以上 500 以下迪拉姆罚金。” 

 

 

评述 

 

尽管 2015 年 10 月摩洛哥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会上没有直接涉及性倾向和性别认同，不过美国仍然

建议“尽快批准符合法律要求的所有民间组织的资格申请，包括为少数群体倡导权益的组织。”（第

39 段） 

 

2015 年 10 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给摩洛哥的结论性意见中，给出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

认同的具体建议。 

 

在结论性意见第 14 段中，委员会要求“确保同性恋者享有公约规定的权利，尤其是就业、社会服务

、医疗和教育的权利。”在第 15 段中，“委员会关注成员国对同性成年人之间经同意的性关系的刑罪

问题（刑法典第 489 条）。委员会表达了对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以及不同性倾向和性别

认同的人遭受的污名和暴力问题的关切。” 

 

近期出现许多逮捕和警方恐吓的报告，包括 2016 年 3 月发生在拉巴特的尤其令人担忧的事件。2016

年 8 月，人权事务委员会针对摩洛哥的结论性意见提到，“第 11 点，委员会对该国允许逮捕同性恋

并处以最高三年监禁表示忧虑。此外，还有一些证据指控该国允许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的理由对

性少数者煽动仇恨、歧视、实施暴力（第 2、9、26 条）”。 

 

 

 

纳米比亚                         

  

 

评述 

 

纳米比亚沿用罗马-荷兰普通法，因此，鸡奸行为仍是犯罪。这方面，纳米比亚并没有成文法律规定

，该国 2004 年《刑事诉讼法》第 299 条规定了一系列无须逮捕令即可由警察实施逮捕的罪行，其中

就包含了鸡奸，而且对于这类逮捕，警察可以使用致命武力。 

 

将纳米比亚法律调整为与其 1990 年宪法原则一致（第 8 条——尊严、第 10 条——平等和非歧视、

第 13 条——隐私）、使其法律与其国际法义务相符合的多次呼吁均得到了响应。然而，据倡导者反

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190447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morocco/session_13_-_may_2012/ahrc213moroccoe.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C.12/MAR/CO/4&Lang=en
https://76crimes.com/2016/04/04/prison-for-victim-of-morocco-attack-not-for-attackers/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C/MAR/CO/6&Lang=en
http://www.superiorcourts.org.na/high/docs/CrimProcAct.pdf
http://www.gov.na/constitution
http://www.lac.org.na/news/inthenews/pdf/sodom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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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尽管事实上纳米比亚在过去 3 年中都有接受乌干达 LGBT 难民，但是，纳米比亚一些政治和宗

教代表的言论令人担心。 

 

2016 年 1 月，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会议上，纳米比亚政府拒绝了 5 项关于去刑罪化的建议，接受

了 2 项关于加强制度建设应对暴力问题、采取措施消除暴力的建议。一份由 SALC 和其它团体发布

的影子报告指出，“纳米比亚尚未扩大宪法中的非歧视事由。这些事由规定仍十分有限，没有涵盖性

倾向或残疾作为非歧视的事由。1992 年劳动法曾将性倾向和残疾作为非歧视的事由，但 2007 年劳动

法又将性倾向事由删掉了。” 

 

纳米比亚代表团称，“LGBT 人群并没有因其偏好的性倾向而受害或遭到迫害。宪法第 13 条保护隐私

权。任何政府官方表格或文件都没有要求任何人披露其偏好的性倾向，且任何人不会因其倾向而在

获得公共或私人服务时遭到拒绝。法律没有对同性成年人之间的婚姻做出规定。” 

 

2016 年 4 月，监督《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实施的人权事务委员会，在针对纳米比亚的“结

论性意见”中提出实质性建议，就性倾向与性别认同问题，指出应在关键领域制定非歧视政策与法律

、提升公众意识、遏制警察暴力、针对难民“不推回”原则。同期，由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委员会

针对纳米比亚的“结论性意见”，则建议将性倾向、是否感染艾滋病毒纳入宪法的非歧视事由（但未

提到性别认同）。这份意见还呼吁制定综合性的反歧视立法，对成年同性之间自愿的性关系去刑罪

化。2016 年 11 月，反酷刑委员会提到了拘禁、骚扰、警察暴力、性暴力、污名、暴力、司法正义及

刑罪化等问题。 

 

 

 

 

尼日利亚                         

 

刑法典，1990 年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法典第 77 章 

 

第 214 条                              [违反自然规律] 

 “任何人— 

    （1）与他人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或 

    （2）与动物发生性交；或 

    （3）允许另一男性与其（男性或女性）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 

构成重罪，应处监禁 14年。” 

 

第 215 条                                     [意图性交] 

 “任何意图实施上条规定之罪行者构成重罪，应处监禁 7 年。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不得对行为人进

行逮捕。” 

 

第 217 条                                     [严重猥亵] 

 “任何男性，无论公开或私下，与另一男性发生严重猥亵行为，或引诱另一男性与其发生严重猥亵行

为，或意图引诱另一男性与他或与其他男性发生严重猥亵行为，无论公开或私下，均构成重罪，应

处 3 年监禁。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不得对行为人进行逮捕。” 

 

注意：尼日利亚北部部分州已通过伊斯兰教教法，对同性性行为定罪。对男性间的同性性行为最高

可处以死刑，对女性间的同性性行为最高可处以鞭刑和/或监禁。研究表明（报告第 60 页），这些法

http://www.namibian.com.na/index.php?id=126719&page=archive-read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namibia/session_24_-_january_2016/a_hrc_wg.6_24_l.1.pdf
http://www.mol.gov.na/documents/432260/1685800/2007_LabourAct.pdf/2f4ad2c4-f075-440b-bfd9-a658a7323e0c
http://www.mol.gov.na/documents/432260/1685800/2007_LabourAct.pdf/2f4ad2c4-f075-440b-bfd9-a658a7323e0c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C/NAM/CO/2&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C/NAM/CO/2&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C.12/NAM/CO/1&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AT/Shared%20Documents/NAM/INT_CAT_COC_NAM_25982_E.pdf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5591
http://www.hrw.org/en/reports/2008/12/17/alien-legac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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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与联邦法律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法律大部分还禁止女性间的性行为。采纳这些法律的州包括：包

奇州（2001 年），博尔诺州（2000 年），贡贝（2001 年），吉加瓦（2000 年），卡杜纳（2001 年

），卡诺（2000 年），卡齐纳州（2000 年），凯比（2000年），尼日尔（2000 年），索科托（2000

年），约贝（2001年）和扎姆法拉州（2000 年）。 

 

同性婚姻（禁止）法案                 [法律限制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公开表达] 

2013 年 12 月 17 日由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并由总统于 2014 年 1月 7 日签署。根据该法： 

 

 “1、（1）同性之间达成的婚姻合同或民事结合： 

    （a）在尼日利亚是被禁止的；且 

    （b）不应认可为享有有效婚姻的福利。 

（2）以外国颁发证书的方式在同性之间达成的婚姻合同或民事结合在尼日利亚无效，且任何法院不

得强制执行证书所载的任何福利。 

2、（1）同性之间缔结的婚姻合同或民事结合不得在尼日利亚的教堂、清真寺或任何祭拜场所进行

庆祝。 

（2）任何颁发给同性的婚姻或民事结合证书在尼日利亚均属无效。 

3、只有男女之间缔结的婚姻在尼日利亚方可被认定为有效。 

4、（1）禁止注册同性恋俱乐部、社团或组织，并禁止其运行、游行和举行会议。 

（2）禁止公开展现直接或间接的同性恋爱关系。 

5、（1）缔结同性婚姻合同或民事结合的人构成犯罪，可各自处以 14 年监禁。 

（2）在尼日利亚注册、运营或参加同性恋俱乐部、社团或组织，或直接或间接公开展现同性恋爱关

系者，构成犯罪，各人应处以 10 年监禁。 

（3）一个人或一群人管理、见证、支持或协助同性婚姻或民事结合的庆祝，或支持注册、运营和维

持同性恋俱乐部、社团、组织、游行或会议，在尼日利亚构成犯罪，应处 10 年监禁。” 

 

 

评述 

 

2011 年、2012 年以及 2007 年，“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强调了人权侵害、酷刑和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侮辱性对待或处罚情况。“人权捍卫者状况”问题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针对

2007 年禁止同性婚姻法案发出了一份联合声明。 

 

关于尼日利亚在联合国层面的有关 SOGI（性倾向与性别认同）国际人权法义务的回应，该国在

2009 年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对去刑罪化和废除对同性婚姻的禁止建议“没有回应”。在 2013 年 10

月的第二轮审议中，政府拒绝了所有 12 项与 LGBTI 相关的建议，包括去刑罪化、歧视、国际法义

务和释放因性行为而被监禁的个人。 

 

2015 年 11 月，尼日利亚最新国家情况概要发布，其中包含了 Rudman 对上述 2014 年立法的讨论。

万花筒信托组织的发声报告提供了很有见地的、有关当前性倾向和性别认同议题社会政治背景的简

介。2016 年 3 月，尼日利亚一位知名 HIV 问题活动家起诉阿布贾警察的案件，联邦高等法院接受了

他提供的暴力、侮辱和意图勒索的证据，要求警方支付补偿金并公开道歉。 

 

2016 年 5 月，TIERS 发布了一份 2015 年尼日利亚 LGBTI 人权侵犯情况的回顾，记载了至少 232 人

遭遇的 152 项侵犯。2017 年 1 月，一份关于尼日利亚 LGBT 人士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诞生，展现了

LGBT 人士日常生活中承受的巨大压力。 

 

http://www.sharia-in-africa.net/pages/publications/sharia-implementation-in-northern-nigeria.php
http://www.dawodu.com/aluko5.htm
http://freeassembly.net/rapporteurreports/nigeria-communications/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SP/Pages/GA67session.aspx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hrcouncil/docs/4session/A-HRC-4-37-Add-1.pdf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21665&Cr=nigeria&Cr1=
http://arc-international.net/global-advocacy/universal-periodic-review/n/nigeria/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nigeria/session_17_-_october_2013/a_hrc_wg.6_17_l.4_nigeria.pdf
http://www.ahrlj.up.ac.za/rudman-a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s://oblogdeeoblogda.me/2014/11/03/nigerian-human-rights-activist-brings-lawsuit-after-unlawful-detention/
https://76crimes.com/2016/03/30/cheers-and-praise-for-victory-in-nigerian-court/
http://theinitiativeforequalrights.org/resources/
http://www.bisialimi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6/02/Not-dancing-to-their-music-main-cop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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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                                

 

1965 年刑法典 

 

第 319（3）条                                         [违反自然的行为] 

“不妨碍前款及本法第 320 条和 321 条规定的更为严格的刑罚适用，任何与同性发生不正当或违反自

然的行为者，处 1 年以上 5 年以下监禁，并处 10 万以上 150万以下法郎罚金。若与未满 21岁的人发

生该等行为，应适用最高刑期。” 

 

 

评述 

 

2015 年 12 月 24 日，11 人因涉嫌违反第 319 条的规定被捕。4 天后，法院宣布将其释放，但被捕者

样貌和身份已被公布于社交媒体，引起了强烈的公开的恐同。伊斯兰组织 Jamra 领导了抗议释放的

行动。该国约 90%为穆斯林（苏菲派），但塞内加尔与尼日利亚北部相邻，“博科圣地”组织在这边

境地区非常活跃。塞内加尔的另一邻国，冈比亚，近期宣告为伊斯兰国家。 

 

2013 年 10 月，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塞内加尔政府收到 13 项 SOGI 建议，其中 7 项关于废止

上述条款（来自比利时、希腊、德国、爱尔兰、荷兰、瑞士和墨西哥）。政府拒绝了这些建议，并

辩称第 319 条必须解释为惩罚“公共场所的违反自然的行为”，且该国从未因同性性行为对任何人实

施监禁。 

 

2016 年 3 月，在围绕着宪法改革展开的热议中，塞内加尔总统直截了当地宣称在其任职期间，绝不

废止上述刑罚同性性行为的法律。不久，就在校园里爆发了针对一位年轻男同的攻击。 

 

 

塞拉利昂                                  

 

1861 年侵害人身法 

 

第 61 条                                                   [鸡奸] 

“凡实施了令人憎恶的鸡奸犯罪者，无论与人性交或与兽性交，均应判决处以终身劳役或 10 年以上

劳役。” 

 

评述 

 

《西非 LGBT》和万花筒信托组织的的《发声》两份报告都描述了塞拉利昂对 LGBT 极为仇视的社

会政治环境。  

 

2014 年 4 月，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ICCPR)对塞拉利昂作出的第一

份总结性评论中，强烈、明确地声明：“成员国应审查其宪法和法律，确保禁止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

同的歧视，包括对同性成人之间经同意的性行为去罪化，以使其立法与公约保持一致。成员国也应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6336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5/12/30/11-arrested-for-being-gay-in-senegal-is-president-obama-to-blame.html
http://www.jeuneafrique.com/296689/societe/senegal-mariage-gay-a-kaolack-ou-cabale-homophobe/
http://arc-international.net/global-advocacy/universal-periodic-review/s/senegal/2nd-cycle/
http://senego.com/macky-sall-jamais-en-tout-car-sous-mon-magistere-lhomosexualite-ne-sera-legalisee-sur-le-sol-senegalais_303549.html
http://observers.france24.com/en/20160321-senegal-mob-student-suspected-gay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861/100/pdfs/ukpga_18610100_en.pdf
http://blogs.cuit.columbia.edu/rightsviews/files/2015/03/The-Being-LGBT-in-West-Africa-Project-Final-Report.pdf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C/SLE/CO/1&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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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必要措施停止对同性恋的社会污名化，并明确表达其不会容忍因性倾向和性别认同对个人的任

何形式的骚扰、歧视或暴力。” 

 

2016 年 1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有 6 个国家给出了有关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建议（3个拉丁美

洲国家，3 个欧洲国家）。其中 4 个国家督促废止 1861 年法案（去刑罪化），5 个国家建议采取非歧

视或去污名化的措施。塞拉利昂代表表示“注意到了（实质上拒绝了）”这些建议。 

 

 

 

索马里              

 

刑法典，第 5/1962 号立法令 

 

第 409 条 同性恋                          [与同性的性交] 

“任何与同性发生性交行为者，应受处罚；除非行为构成更严重犯罪，否则应处 3 个月以上 3 年以下

监禁。若实施的行为是不同于性交的猥亵行为，则所处刑罚应减少三分之一。” 

 

第 410 条 安保措施 

“对第 407 条、408 条和 409 条所述犯罪应施加安保措施。”（非官方翻译） 

 

第 400 条 

在性暴力条目项下，具体规定了：当该暴力是对同性以“违反自然”的方式做出时，应加重刑罚。 

 

第 406 条          [限制性倾向和性别认同公开表达的道德条款] 

“任何人，在公共场所或对公众开放的场所，教唆任何人进行猥亵行为，即使是以间接的方式，亦应

受处罚，除非该行为构成更严重的犯罪，否则应处以最高 1 年监禁或最高 2000 索马里先令。” 

 

 

评述 

 

自独裁统治者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Mohamed Siad Barre）于 1991 年倒台后，索马里政治时局日趋

复杂，该国刑法的实际效力存疑。不过，索马里北部已宣布独立（索马里兰），并仍适用该刑法典

。 

 

然而，根据 Christman 的 2016 年报告，该国南部和中部“索马里青年党的信仰来源于逊尼派穆斯林的

沙拉费-瓦哈比（逊尼派穆斯林内部的极端保守运动）。其对伊斯兰教法进行严格解释。沙里亚法（

Shariah)明确禁止同性恋，对 ‘认定有罪’之人的惩罚根据法官自由裁量，可能处以死刑。” 

 

索马里艺术家、作家 Diriye Osman（现居住在英国）在 2014 年写到，在索马里出柜的人必须做好面

对“身体虐待、无休止的骚扰、监禁或死亡”的准备。Osman 自己的家人在得知他是同性恋时还对他

进行暴力威胁。据报道，2017 年初 al Shabaab（与基地组织同盟的一支武装）基于性取向谋杀了两

人。 

 

2016 年初，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索马里似乎只收到了 1 项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建议（加拿

大）：“通过开展及时、公正的调查，调查暴力威胁、起诉犯罪行为人，以此解决广泛纵容犯罪的问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erra_leone/session_24_-_january_2016/a_hrc_wg.6_24_l.13.pdf
http://www.somalilandlaw.com/Penal_Code_English.pdf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3/03/21/gay-teen-stoned-somalia-sodomy_n_2916655.html
http://www.somalilandlaw.com/Criminal_Law/body_criminal_law.html
http://somalilandmonitor.net/wp-content/uploads/2016/02/Report_on_the_Treatment_of_Gay_Persons_i-1.pdf
http://www.wluml.org/sites/wluml.org/files/Muslims%20for%20Progressive%20Values%20-%20UPR%20Stakeholder%20Report%20for%20Somalia%20-%20FINALv2.pdf
http://www.mambaonline.com/2017/01/11/15-20-year-old-youths-executed-somalia-homosex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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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包括对记者、民间组织、人权捍卫者、妇女和 LGBTI 人群的攻击）。”索马里仅表示“注意到了”

这项建议，除此之外没有回应（见工作组报告）。 

 

 

南苏丹                             

 

刑法典，2008 年第 9 号法案，§ 248, 1(1) 对南苏丹公报的补充法案（2009 年 2 月 10 日） 

 

第 248 条 违反自然的犯罪           [违反自然规律] 

“（1）任何人，与他人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或任何允许他人与他或她发生该等性行为的，构

成犯罪，一经证实，应处 10 年以下监禁，可并处罚金。解释：插入是构成本条规定为犯罪的性交的

充分条件。” 

 

第 151 条 猥亵行为                                        [严重猥亵] 

“任何人对他人实施严重猥亵行为或任何不构成通奸或鸡奸的行为的，应处以不超过 40 下鞭刑，并

处不超过 1年的监禁或罚金。” 

 

第 157 条 Qadhf （捏造不贞洁指控）                                            [Qadhf] 

“（1）任何人通过明确表达、文字或指示性标志暗示的方式指控任何值得尊敬的人或死去的人通奸

或鸡奸或私生被称为 Qadhf。 

（2）值得尊敬的（贞洁的）人指没有被判定为通奸、鸡奸、强奸、乱伦或从事卖淫的人。 

（3）任何实施 Qadhf 的人应处以 80 下鞭刑。” 

 

 

评述 

 

2011 年 7 月 9 日（苏丹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 3 个月后），南苏丹脱离苏丹而独立。因此，南苏丹事

实上没有进行独立的第一次审议。2016 年 11 月，南苏丹作为独立国家首次接受审议（第二轮普遍定

期审议）。针对南苏丹的提案中，没有民间组织提及 SOGI议题，国家代表中只有乌拉圭建议对成年

、自愿同性性行为去刑罪化（128.33）。作为回应，南苏丹认为这些建议“与本国立法、行政结构、

政策及惯例违背”。 

 

 

 

 

苏丹                               

 

1991 年刑法典（1991 年第 8 号法案） 

 

第 148 条 鸡奸                                  [鸡奸] 

“（1） 任何男性，将其阴茎或类似物体插入另一男性或女性的肛门，或允许另一男性将其阴茎或类

似物体插入其肛门，则构成鸡奸。  

（2）（a） 任何人实施鸡奸行为，应处 100 鞭，并处 5 年监禁。  

          （b）若行为人被证实为再犯，应处 100 鞭，并处 5 年以下监禁。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omalia/session_24_-_january_2016/a_hrc_wg.6_24_l.9.pdf
http://www.gurtong.net/LinkClick.aspx?fileticket=eLPDLffO3HE=&tabid=342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outh_sudan/session_26_-_november_2016/a_hrc_wg.6_26_l.11_ssudan.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outh_sudan/session_26_-_november_2016/a_hrc_34_13_add.1_av_south_sudan_e.pdf
http://www.ecoi.net/file_upload/1329_1202725629_sb106-sud-criminalact19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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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若行为人被证实第三次实施鸡奸，应处死刑或终身监禁。” 

 

第 151 条 猥亵行为                            [严重猥亵] 

“任何对他人实施严重猥亵行为者，或实施尚不构成通奸或鸡奸罪的性行为者，处鞭刑 40 下以下，

并处 1 年以下监禁或罚金。” 

 

第 157 条 Qadhf （捏造不贞洁指控）                                  [Qadhf]  

（1）任何人通过明确表达、文字或指示性标志暗示的方式指控任何值得尊敬的人或死去的人通奸或

鸡奸或私生被称为 Qadhf。 

（2）值得尊敬的贞洁的人指没有被判定为通奸、鸡奸、强奸、乱伦或从事卖淫的人。 

（3）任何实施 Qadhf 的人应处以 80 鞭。 

 

 

评述 

 

在 2011 年的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民间组织针对苏丹提交的几份联合提案（第 5、7、11 号提案

）提到 SOGI 问题，但苏丹代表没有回应。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2016 年 5 月），苏丹“注意到了

（即不接受）”洪都拉斯和智利提出的 2 项建议，分别是“采取立法与行政措施，包括预算分配，来

确保阻止和消除基于宗教背景、种族成分、性别和性倾向的歧视”、“落实对 LGBTI 人士的消除歧视

规定”。2017 年初，网上放出一个关于苏丹 LGBT 人群生存状况的短视频，揭示了性与性别多元化在

苏丹面临的残酷社会态度。 

 

 

 

 

斯威士兰                          

  

 

评述 

 

在斯威士兰，同性性关系被视为普通法上的犯罪行为，也有相关刑事判决。尚不清楚女同性恋的性

行为是否违法，就目前的分析来看，似乎并不违法，但针对男同和女同的暴力显然存在。 

 

2011 年，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斯威士兰政府明确就同性性行为去罪化事宜表了态，拒绝了 5 项

对同性性行为去刑罪化的建议（西班牙、美国、葡萄牙）。然而，斯威士兰接受了 2 项进一步建议

：“通过培训和倡导，采取措施保护 LGBT 社群免于暴力”（美国）和确保获得医疗时不会因性倾向

和性别认同而遭到歧视（葡萄牙）。 

 

2015 年初，斯威士兰自愿提交的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Mid-term Implementation Assessment, 简称

“MIA”）中，没有提及性倾向或 SOGI。在对本国政府实施其在 2011 年普遍定期审议中接受的建议

的情况的评论中，斯威士兰人权律师组织（Lawyers for Human Rights, 简称“LHRS”）解释道，国家

的不作为是因为本国传统内在的恐同，而且他们认为“同性恋似乎不是斯威士兰当前的首要问题。” 

2015 年的一份报告认为该国恐同暴力行为正在增长。2016 年，当地成立了一个同志机构，为社群提

供支援，对抗污名。 

 

https://www.upr-info.org/en/review/Sudan/Session-11---May-2011/Civil-society-and-other-submissions%23top%5D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dan/session_25_-_may_2016/a-hrc-wg.6-25-l.5.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dan/session_25_-_may_2016/a-hrc-wg.6-25-l.5.pdf
https://youtu.be/-eEmMhucWLA
http://www.humandignitytrust.org/uploaded/Map/Commonwealth_Country_Reports/Swaziland.pdf
http://www.observer.org.sz/news/74449-%E2%80%98no-legislation-against-lesbianism%E2%80%99.html
http://thoughtleader.co.za/readerblog/2015/03/20/anti-gay-attacks-on-the-rise-in-swaziland/
http://lib.ohchr.org/HRBodies/UPR/Documents/session12/SZ/JS5-JointSubmission5-eng.pdf
http://arc-international.net/global-advocacy/universal-periodic-review/s/swaziland/
http://www.upr-info.org/followup/assessments/session25/swaziland/MIA-Swaziland.pdf
http://www.upr-info.org/followup/assessments/session25/swaziland/MIA-Swaziland.pdf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www.pressreader.com/swaziland/swazi-observer/20160620/281517930411322
https://healthcommcapacity.org/swaziland-facing-stigma-head-brave-determined-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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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斯威士兰收到三份建议，但只接受了这两项：“禁止基于性倾向

与性别认同的歧视，尤其是要确保健康权”（斯洛文尼亚）、“确认并保障所有人（无论其事实上或

被推测的性倾向、性别认同）都能不受歧视地享受健康医疗服务、教育、司法正义及就业权”（西班

牙）。尽管如此，斯威士兰拒绝了斯洛文尼亚提出的关于同性性关系去刑罪化的建议。 

 

 

 

坦桑尼亚                 

 

1945 年刑法典（1998 年经《性犯罪特别规定法》修订） 

 

第 15 章：道德犯罪 

 

第 154 条 反自然罪行                     [违反自然规律] 

“（1）任何人  

（a）与他人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或 

（b）与动物发生性交；或 

（c）允许另一男性与其（男性或女性）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的，构成犯罪，应处终生监禁，且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减刑至低于 30 年监禁。  

（2）若对不满 10 岁的儿童实施本条第（1）款规定的犯罪行为，则行为人应处终身监禁。” 

 

第 155 条 意图实施反自然罪行                        [意图实施反自然罪行] 

“任何意图实施第 154 条项下规定的犯罪行为者，构成犯罪，应判处 20 年以上监禁。” 

 

第 157 条 严重猥亵                                            [严重猥亵] 

“任何男性，不论公开或私下，对另一个男性实施任何严重猥亵行为，或允许另一男性对其实施任何

严重猥亵行为，或意图允许任何男性对其自己或其他男性实施任何该等行为，不论公开或私下，构

成犯罪，并应处以 5 年监禁。” 

 

第 138A 条 严重猥亵                                               [严重猥亵] 

“任何人，公开或私下实施或参与实施，引诱他人或意图引诱他人实施严重猥亵行为，构成犯罪，一

经证实，应处 1 年以上 5 年以下监禁，或处 10 万以上 30 万以下先令罚金；但若该行为由 18 岁以上

的成年人对不满 18 岁的未成年人、小学生或中学生实施，则一经证实，行为人应处 10 年以上监禁

，并处肉刑，并应向受害人支付法庭判决确定数额的赔偿金或赔偿因此对受害人造成的任何损害。” 

 

刑法令（修订）法案，2004 年，桑给巴尔 

 

第 145 条                                   [女同性恋关系] 

“任何女性与其他女性实施女同性恋性行为，不论主动或被动，应构成犯罪，并处不超过 5 年监禁或

不超过 500000 先令罚金。” 

 

 

评述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waziland/session_25_-_may_2016/a-hrc-wg.6-25-l.11.pdf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59637/104199/F-1839757965/TZA59637.pdf
http://www.hsph.harvard.edu/population/trafficking/tanzania.sexoffenses.98.pdf
http://www.zanzibarassembly.go.tz/act_2004/act_6.pdf


 

 

 

 

 

 

 

105 

105 

2011 年，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坦桑尼亚“注意到”了 3 项有关去刑罪化和通过民法立法提供平等

机会的建议。有意思的是，虽然并没有收到关于同性婚姻的建议，但是坦桑尼亚代表却在对建议做

出的回应中提到，“坦桑尼亚没有关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因为同性行为与其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相

违背。同性行为不合法，且应受法律处罚”。 

 

在 2016 年 5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坦桑尼亚收到了关于去刑罪化、非歧视、司法保护、健康权

、集会与言论自由等 6 项建议。加拿大还进一步呼吁坦桑尼亚落实本国的“人权行动方案（2013-2017

）”，并公开要求停止攻击。坦方代表表示“注意到了（实质为拒绝）”所有建议。 

 

2015 年 3 月，在儿童权利委员会针对坦桑尼亚第三轮审议的结论性意见中明确提到性倾向，当儿童

权利委员会谈及“对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的性倾向的态度使这些儿童无法获得适当的艾滋病病毒

服务和社区医疗服务的情况表示严重关切（第 56 段）”。因此建议坦桑尼亚“（d）在成员国境内，

确保所有儿童获得适当的 HIV 相关服务和社区医疗服务，不论其性倾向；和（e）进行公共教育，反

对基于性倾向对儿童的歧视”。 

 

人类尊严信托组织（Human Dignity Trust ）记录了近年来的多起逮捕事件。2016 年，“东非性健康与

权利行动”发布了一份名为“坦桑尼亚的另一面”的报告，披露 2015-2016 年坦桑尼亚 LGBT 人士面临

的严峻的法律与社会环境。2016 年下半年和 2017年上半年的报道表明，执法人员对 LGBT 人群的敌

意日益严重，表现在对艾滋议题机构的所谓“宣传”活动的突击检查、刻意针对男同性工作者的执法

。当地 LGBT 人士被迫隐瞒身份，不敢发声，更遑论倡导。坦桑尼亚对 SOGI 问题的政治关注，以

及对社会运动进行严重、危险的镇压，都在日趋激烈。 

 

 

 

 

多哥                                        

 

1980 年 8 月 13 日刑法典（2000 年 4 月修订） 

 

第 88 条                                       [反自然犯罪] 

“与同性发生反自然行为或犯罪者，应处 1 年以上 3 年以下监禁，并处 10 万以上 50 万以下法郎罚金 

 

。” 

 

 

评述 

 

尽管有一些关于 SOGI 的组织和活动，但是要描述过去这些年在多哥讨论 SOGI 议题的社会政治环境

仍然非常困难。不过，虽然警察会不时打压 LGBT 社群，但根据最近的文章，“对多哥 LGBT 社群最

大的威胁是教会和宗教领导人。天主教会是非常有势力的存在，强烈影响着道德、政治和其他问题

。” 

 

多哥的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发生在 2011 年 10 月，期间多哥收到 5 项关于性倾向的建议，全部被“备

注”。但在对这些建议的回应中，多哥代表团称，“考虑到同性恋者并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歧视，多

哥不准备对同性恋关系问题进行立法。考虑到大众的态度，事实上这样的立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

果。”代表团并没有回应西班牙“开展关于该议题的公共意识提升活动”的建议。 

http://www.zanzibarassembly.go.tz/act_2004/act_6.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anzania_united_republic_of/session_25_-_may_2016/a-hrc-wg.6-25-l.9.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Education/Training/actions-plans/Excerpts/Tanzania_en%202013-2017.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C/TZA/CO/3-5&Lang=En
http://www.humandignitytrust.org/uploaded/Map/Country_Reports/Tanzania.pdf
http://www.uhai-eashri.org/ENG/resources
https://76crimes.com/tag/tanzania/
http://www.dw.com/en/tanzania-threatens-to-publish-gay-list/a-37616326
http://lgbtvoicetz.org/the-real-situation-of-lesbian-gay-bisexual-and-transgender-individuals-and-activists-in-tanzania/
https://africlaw.com/2017/03/17/stripped-of-dignity-the-struggle-for-lgbt-rights-in-tanzania/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aug/08/seeds-of-hate-sown-as-tanzania-starts-lgbt-crackdown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fr/tg/tg003fr.pdf
http://blogs.cuit.columbia.edu/rightsviews/files/2015/03/The-Being-LGBT-in-West-Africa-Project-Final-Report.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ogo/session_12_-_october_2011/ahrc1910togo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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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的多哥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墨西哥、西班牙、斯洛文尼

亚、法国和比利时都提出了同性性行为去刑罪化的建议。斯洛文尼亚和阿根廷还提到了歧视，乌拉

圭呼吁多哥“调查一切针对 LGBTI 人士的攻击和任意拘禁，将犯罪者绳之以法。”荷兰注意到多哥的

妇女、LGBTI 权利倡导者在行使和平集会权时受到了更多限制，甚至遭受了武力攻击。截至本报告

写作时，多哥仍然没有回应这些建议，也没有证据表明其态度发生了积极转变。 

  

 

 

突尼斯                                    

 

1913 年刑法典（经修订） 

 

第 230 条                                   [鸡奸] 

“前述其他各条未涉及的鸡奸行为，应处 3 年监禁。”（非官方翻译）[阿拉伯文本证实女性之间的性

行为也受到限制] 

 

第 230 条也规定：      [限制性倾向和性别认同公开表达的道德条款] 

“任何人故意并公开宣传’猥亵／不雅行为’，可处以 6 个月监禁并处 48第纳尔罚金（约 30 美元）。” 

 

 

评述 

 

突尼斯 LGBT 组织“太阳”（SHAMS )在 2015 年 6 月作为 NGO 成立时遭到了激烈反对，好在公告异

议期于 2015 年 5 月届满，SHAMS 仍然成功获得了注册。然而，组织在 2016 年 1 月初忽然接到法院

令，要求其在 30 天内停止活动。 

 

2015 年 9 月，一名年轻的突尼斯男同性恋被捕，并在被强制进行肛门检查以确定其性倾向后入狱，

SHAMS 因此于 12 月组织示威，该组织也由此受到广泛关注。2015 年人权日（12 月 10 日），6 名学

生分别被以第 230 条为名判处 3 年监禁，但 2016 年 3 月初上诉法院判决后，其刑罚减至已经服刑的

时间。据报道，其中一名学生因抗拒强制肛检而遭受了酷刑。类似的侵权事件时有见报，例如苏塞

警方 2016 年 12 月逮捕了两名年轻人，他们于 2017 年初被定罪。 

 

突尼斯最近一轮普遍定期审议在 2012 年 5 月举行，当时收到 3 项关于对同性性关系去刑罪化并废除

第 230 条的建议（第 40 段），全部被突尼斯拒绝。但突尼斯也给出了一些比较积极的回应，“关于

对同性关系去罪化，突尼斯认为，也许可以就此话题进行客观的、透明的全国对话。但是，现阶段

还没准备做出决定。” 突尼斯的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定于 2017 年 5 月启动。 

 

2016 年 10 月，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委员会对突尼斯作出“结论性意见”，建议该国立刻废止刑法第

230 条，并培训执法人员、提升对多元性倾向／性别认同的尊重（围绕着 SOGI 的表达自由已经引起

了更多讨论）。反酷刑委员会 2016 年 11 月对突尼斯的“结论性意见”呼吁去刑罪化，并强调突尼斯

“应当禁止（为确定性行为性质的）侵入式医疗检查”，这类检查既没有医学上的必要性，而且违反

了受检者的自由及知情同意权，通常还导致受检者被公诉。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ogo/session_26_-_november_2016/a_hrc_wg.6_26_l.1_togo.pdf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61250/60936/F1198127290/TUN-61250.pdf
https://www.hrw.org/news/2016/01/16/tunisia-lgbt-group-suspended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5/12/tunisia-lgbt-community-fight-for-equal-rights.html
https://www.boell.de/en/2016/06/17/lgbt-rights-tunisia-fight-will-be-televised
http://76crimes.com/2016/03/04/6-tunisians-prison-time-reduced-to-time-already-served/
https://76crimes.com/2016/01/10/after-anti-gay-trial-tortures-in-tunisian-prison/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frica/tunisia-is-jailing-men-for-having-gay-sex-and-forcing-them-to-undergo-anal-examinations-human-rights-a6959846.html
http://www.lexpress.fr/actualite/monde/afrique/tunisie-deux-jeunes-hommes-poursuivis-pour-homosexualite-a-sousse_1860057.html
https://76crimes.com/2017/03/10/2-young-tunisians-sentenced-to-8-months-for-gay-sex/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unisia/session_13_-_may_2012/ahrc215tunisiae.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C.12/TUN/CO/3&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C.12/TUN/CO/3&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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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                           

 

1950 年刑法典，乌干达第 6 号法典，第 120 章（2000 年修订） 

 

第 145 条 反自然犯罪         [违反自然规律] 

“任何人具有下列行为——  

（a）与任何人有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  

（b）与动物性交；或  

（c）同意另一男性与他或她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  

构成犯罪，应判处终身监禁。” 

 

第 146 条 意图实施反自然犯罪       [意图实施反自然犯罪] 

“任何人意图实施第 145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构成重罪，应判处七年监禁。” 

 

第 148 条 猥亵行为                             [严重猥亵] 

“任何人公开或私下对他人做出严重猥亵行为，或引诱他人与他或她发生严重猥亵行为，或意图引诱

他人与他或她，或其他人发生该行为，不论公开或私下，构成犯罪，并可判处七年监禁。” 

 

 

评述 

 

2013 年 12 月 20 日，国会通过《反同性恋法案》，对同性性关系处以终身监禁，并禁止同性婚姻和“

同性恋宣传”。然而，2014 年 8 月 18 日，法院判定，国会批准该法案时没有达到法定人数，该法案

被宪法法院宣告无效，继续适用 1950 年刑法典。 

 

2014 年 10 月 29 日，乌干达执政党成员发布题为“反自然性行为禁止法案”的新法案草案，该草案意

图通过更严重地处罚同性性行为、减损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有关的人权，来实现被宣告无效的法案

意图实现的目的。2015年 2 月，人权意识和促进论坛（Human Rights Awareness and Promotion Forum

）向东非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借赢得诉讼来澄清：像乌干达反同性恋法案这样的法律是不可接受的

，且侵犯了人权。法院认为法案还未通过，案子本身仅供讨论，但出于公共利益考虑，法院认为政

府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立法层面是基于乌干达同性恋现象。 

 

2015 年 7 月，乌干达监测基于生理性别、性别认同和性倾向的歧视的联盟（Uganda Consortium on 

Monitoring Violations Based on Sex Determin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Sexual Orientation）发布了 2014

年基于 SOGI 的侵害的详细报告，并给出了针对性建议。2016 年 9 月，这个联盟又发布了一份报告

，记载了 171 项人权侵害事件。 

 

人类尊严信托组织记录，2015 年 9 月，乌干达首相被问及该法案的通过时称：“该法（反同性恋立法

）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一部英国人留下的法律用来处理这个问题。”2015 年，有罪判定仍

在继续。 

 

2016 年 3 月，NGO 法案开始生效。根据人权意识和促进论坛（HRAPF）当年 12 月发表在《人权倡

议第三问题》上的一篇文章，这项法案意味着“压迫合法化”。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ug/ug008en.pdf
http://www.refworld.org/pdfid/530c4bc64.pdf
http://hrapf.org/legal-analyses/
http://sexualminoritiesuganda.com/wp-content/uploads/2014/11/The-Prohibition-of-Promotion-of-Unnatural-Sexual-Practices-Bill-of-2014.pdf
http://eacj.org/wp-content/uploads/2016/02/Appl.-No.3-of-2015-Ruling-of-the-Court.pdf
http://hrapf.org/east-african-court-of-justice-gives-judgment-in-uganda-anti-gay-act/
https://www.outrightinternational.org/sites/default/files/15_02_22_lgbt_violations_report_2015_final.pdf
http://hrapf.org/uganda-lgbti-violations-report-2016/
http://hrapf.org/uganda-lgbti-violations-report-2016/
http://www.humandignitytrust.org/uploaded/Map/Country_Reports/Uganda.pdf
http://www.ulii.org/ug/legislation/act/2016/1/The%20Non%20Governmental%20Organisations%20ACT%202016-1(1).pdf
http://hrapf.org/legal-analyses/
http://hrapf.org/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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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福音派牧师 Scott Lively 反同言论的影响，“乌干达性少数”（Sexual Minorities Uganda）发起了

一个重要诉讼。2016 年 8月，乌干达坎帕拉的“骄傲周（游行）”被警方粗暴干扰。 

 

已有不同联合国授权的人员直接、多次问及乌干达下列关系到当前立法的问题：2010 年，与 SOGI

相关的刑法、人权捍卫者、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2010 年，刑法、仇恨犯罪；2011 年，刑法、死刑

、人权捍卫者；2012 年，死刑和刑法；2013 年，人权捍卫者。2015 年 7 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指出，总体而言缺少与公约第 2 条一致的反歧视法以对抗社会歧视，具体包

括“获得住房、雇佣、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的权利。此外，委员会“敦促成员国废除 ‘禁止促进反

自然性行为’的法律草案，并立即采取措施修订刑法典，对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去罪化”，防止对

LGBT 的歧视，并“将加害者绳之以法”。 

 

2011 年 10 月，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中，乌干达收到了 19 项建议，只接受了 3 项（都是关于起诉对

LGBT 人群实施暴力的个人）。其他建议关注现行立法和新立法草案。2016 年 11 月的第二轮普遍定

期审议中，工作组的报告草案包含了乌干达收到的 18 项与性倾向有关的建议，但直至本报告写作时

（2017 年 3 月），乌干达还未作出回应。不过，在互动对话中乌干达声称 LGBT 人士没有被歧视，

可以像所有公民一样提出申诉（第 56 段）。 

 

2016 年 5 月，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指出“缺乏具体措施以防止和消除针对残障妇女、女童的歧视……尤

其是基于性倾向与性别认同的歧视。” 

 

尽管乌干达 LGBTI人群面临着极端压迫，乌干达高等法院对 Mukasa and Oyo 案的判决却很明确地适

用了非歧视的普适原则：尽管“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行为是应受处罚的行为，但本案中原告的性倾

向却并不是一个争点，审理的焦点是警方的基于性倾向对当事人进行的虐待（搜索并扣押财产和身

体虐待）。与此类似，2年后的 Kasha Jacqueline, David Kato, and Onziema Patience v. Rolling Stone 案

中，争议是在乌干达拟议反同性恋法案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原告的宪法权利是否遭到侵犯，而不是“

同性恋本身”。 

 

 

 

 

 

 

  

http://ccrjustice.org/smug-experts
https://76crimes.com/2016/08/05/international-outcry-condemns-uganda-police-raid/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cedaw/docs/co/CEDAW-C-UGA-CO-7.pdf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hrcouncil/docs/17session/A.HRC.17.27.Add.1_EFSonly.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RegularSession/Session19/A.HRC.19.55.Add.2_EFSonly.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RegularSession/Session22/A.HRC.22.47_en.pdf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5/150/73/PDF/G1515073.pdf?OpenElement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uganda/session_12_-_october_2011/ahrc1916ugandae.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uganda/session_26_-_november_2016/a_hrc_wg.6_26_l.7_uganda.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PD/C/UGA/CO/1&Lang=en
http://www1.chr.up.ac.za/index.php/browse-by-subject/490-uganda-mukasa-and-another-v-attorney-general-2008-ahrlr-ughc-2008-.html
http://iglhrc.org/sites/default/files/2010%20Kasha%20Jacqueline%20v%20Rolling%20Stone.pdf
http://iglhrc.org/sites/default/files/2010%20Kasha%20Jacqueline%20v%20Rolling%20Sto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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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                                        

 

刑法典（2005 年第 15 号法案修订） 

 

第 155 条 反自然犯罪                                  [违反自然规律] 

“任何人——  

（a）与他人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或  

（b）与动物发生性交；或  

（c）同意另一男性与他或她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  

构成重罪，一经证实，应判处 15 年以上监禁，视情况可判处终身监禁：  

 

如该行为人：  

（1） 与儿童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  

（2） 迫使儿童与动物发生性交；或  

（3） 同意另一男性与一男童或女童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  

则该行为人构成犯罪，一经证实，应判处 25 年以上监禁，视情况可判处终身监禁。” 

 

第 156 条 意图实施反自然犯罪             [意图实施违反自然的犯罪] 

“任何人意图实施第 155条规定的犯罪行为即构成重罪，一经证实，应判处 7 年以上 14 年以下监禁。
” 

 

第 158 条  同性间猥亵行为                                  [严重猥亵] 

“（1）任何男性，不论公开或私下，与一男童或男性发生严重猥亵行为，或引诱一男童或男性与其

发生严重猥亵行为，或意图引诱任何男性与他或其他男童或男性发生该行为，不论在公共或私人场

所，构成重罪，一经证实，应判处 7年以上 14年以下监禁。 

 

（2）任何女性，不论公开或私下，与一女童或女性发生严重猥亵行为，或引诱一女童或女性与其发

生严重猥亵行为，或意图引诱任何女性与她或其他女童或女性发生该行为，不论在公共或私人场所，

构成重罪，一经证实，应判处 7 年以上 14 年以下监禁。 

（3）任何儿童，无论公开或私下，与另一同性儿童发生严重猥亵行为，或试图引诱他人与其或与其

他同性儿童或他人发生该行为，不论在公共或私人场所，构成犯罪，应由法庭本着为该儿童最大利

益的原则处以社区服务或辅导。” 

 

 

评述 

 

尽管赞比亚已经收到了 11 项建议，但只接受了其中 1 项（关于“公平调查”针对 LGBT 的攻击），且

没有在对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收到的建议的回应（2012 年 12 月）中提及性倾向问题。关于

HIV/AIDS 的问题，赞比亚称：“保护和促进人权是新的国家 HIV 和 AIDS 政策建立和执行的指导方

针之一”，但除此之外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谈及 SOGI 有关的内容。赞比亚的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将在

2017 年 11 月进行。 

 

2013 年 4 月，由于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发言表示有必要废除刑法典第 155、156 和 158 条（在‘违反

道德的犯罪’项下），活动家 Paul Kasonkomona 遭到了逮捕并被送上卢萨卡地方法院。2 月 25 日，对

于“在公共场所为不道德目的进行煽动”（刑法典第 178（g）项下的骚扰罪）的指控，法院判定其无

https://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zmb/1931/the_penal_code_act_html/Zambia_Penal_Code_Act_1930_as_amended_2005.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zambia/session_14_-_october_2012/ahrc2213zambiae.pdf
http://www.southernafricalitigationcentre.org/1/wp-content/uploads/2014/03/Kasonkomona-Ruling.pdf
http://www.southernafricalitigationcentre.org/cases/completed-cases/zambia-activist-defends-right-to-freedom-of-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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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认为政府的案件起诉依据不足，不足以让被告进行辩护，最终判定 Kasonkomona 无罪。政府将

该案上诉至高等法院。2015 年 5 月 15 日，Mulongoti 法官确认 Kasonkomona 无罪，判定政府起诉

Kasonkomona 的案件不成立。 

 

 

津巴布韦                                 

 

刑法（法典编纂与修订）法案（2006 年 7 月 8 日生效） 

 

 

第 73 条 鸡奸                                        [鸡奸] 

“（1）任何男性，与其他男性达成合意，明知地与他人发生肛交，或发生除肛交外的任何可被理性

人认定为猥亵行为的身体接触行为，构成鸡奸罪，应判处 14 级或以上罚款，单处或并处 1 年以下监

禁。 

（2）在不违反第（3）款规定的前提下，实施第（1）款所述行为的双方均可被指控并判处鸡奸罪。 

（3）为免混淆，一名男性与另一年轻男性发生肛交或对其做出猥亵行为，应根据情节轻重，对该男

性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a）若年轻男性未满 12周岁，则应根据情况认定为严重猥亵侵犯或猥亵侵犯；或 

（b）若年轻男性年满 12 周岁不满 16 周岁，且行为未获得该年轻男性同意，应根据情况认定为严重

猥亵侵犯或猥亵侵犯；或 

（c）若年轻男性年满 12周岁不满 16 周岁，且同意上述行为，应认定为与年轻人做出猥亵行为。” 

 

 

评述 

 

2011 年 10 月，在对其第一次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津巴布韦收到的唯一一条建议（来自法国代表）是

“尽快”废除 2006 年的刑法法案。不出意外，这条建议遭到了拒绝，不仅如此，无论是在其最终报告

里，还是在互动对话中，津巴布韦始终都未提及任何有关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字眼。对津巴布韦的

第二次普遍定期审议在 2016 年 11 月启动，该国收到了 12 项 SOGI 相关的建议，大部分都是建议去

刑罪化。截至本报告写作时，津巴布韦仍未作出回应，工作组的报告里关于互动对话的记录也没提

到性与性别少数。 

 

尽管对性少数仇视及污名化的社会、政治环境一直很严峻，2016 年 10 月津巴布韦劳动法院（位于布

拉瓦约）受理了一位遭单位解雇的年轻公务员的申诉。2014 年，该青年在参加“津巴布韦性少数联合

会”（An association of LGBTI People in Zimbabwe，简称“GALZ”）举办的一场聚会中被突检的警察逮

捕并处以罚款。法庭判决，此一因性倾向解雇员工的行为违宪（尽管宪法中并没有明确关于性倾向

的表述）。 

 

2016 年 4 月，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对津巴布韦表示担忧，因为该国法律“仍然与宪

法规定的非歧视原则相悖”，包括对 LGBTI儿童的规定。 

 

 

 

 

 

 

http://www.southernafricalitigationcentre.org/cases/completed-cases/zambia-activist-defends-right-to-freedom-of-expression/
https://globalfreedomofexpression.columbia.edu/cases/case-of-paul-kasonkomona/
http://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zwe/2006/criminal_law_codification_and_reform_act_html/criminal_law_codification_and_reform_act.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zimbabwe/session_12_-_october_2011/ahrc1914zimbabwee.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zimbabwe/session_26_-_november_2016/a_hrc_34_8_add.1_av_zimbabwe_e.pdf
http://www.voazimbabwe.com/a/zimbabwe-sexual-orientation-sex-marriage-unconstitutional/3024732.html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C/ZWE/CO/2&Lang=En


 

 

 

 

 

 

 

111 

111 

 

 

 

 

 

 

 

美洲 

 

 

 

 

 

 

 

  



 

 

 

 

 

 

 

112 

112 

安提瓜和巴布达                                      

 

Sexual Offences Act of 1995 (Act No. 9) 

1995 年性犯罪法案（第 9号法案） 

 

Article 12. Buggery      [Buggery] 

“ (1) A person who commits buggery is guilty of an offence and is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imprisonment— 

(a) for life, if committed by an adult on a minor; 

(b) for fifteen years, if committed by an adult on another adult; 

(c) for five years, if committed by a minor. 

(2)In this section “buggery” means sexual intercourse per anum by a male person with a male person or by 

a male person with a female person.” 

第 12 条 鸡奸罪                                                                       [鸡奸] 

“（1）任何人实施鸡奸行为，构成犯罪，应处以监禁—— 

（a）终生，如果鸡奸行为由成人对未成年人实施； 

（b）15 年，如果鸡奸行为由成人对另一成人实施； 

（c）5 年，如果鸡奸行为由未成年人实施。 

（2）本条所称‘鸡奸’指男性之间或男性对女性实施的肛交。” 

 

Article 15. Serious indecency     [Serious indecency] 

“ (1) A person who commits an act of serious indecency on or towards another is guilty of an offence and is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imprisonment— 

(a) for ten years, if committed on or towards a minor under sixteen years of age; 

(b) for five years, if committed on or towards a person sixteen years of age or more, 

(2)Subsection (1) does not apply to an act of serious indecency committed in private between— 

(a) a husband and his wife; or 

(b) a male person and a female person each of whom is sixteen years of age or more; 

(3)An act of “serious indecency” is an act, other than sexual intercourse (whether natural or unnatural), by 

a person involving the use of genital organ for the purpose of arousing or gratifying sexual desire.” 

第 15 条 严重猥亵           [严重猥亵] 

“（1）任何人对他人实施严重猥亵行为，构成犯罪，应处以监禁—— 

          （a）10 年，如果与未满 16 岁未成年人发生或实施猥亵行为； 

          （b）5 年，如果与 16 岁以上的人发生或实施猥亵行为， 

（2）第（1）款不适用于以下在私人场所发生的严重猥亵行为—— 

          （a）发生在丈夫与其妻子之间；或 

          （b）发生在男性与女性之间，且双方均年满 16 岁； 

（3）‘严重猥亵’行为指除性交（不论自然或违反自然的）外，利用性器官引起或满足性欲的行为。” 

 

Comment  

评述 

 

During its 1st cycle UPR in 2011, the delegation of Antigua and Barbuda stated (para. 35) that although 

“criminalisation was on the books… it was only in the very rare instances that the law had actually been 

enforced”. Citing “society’s leanings” and “public opinion” they spoke of the need for “extensive public 

consultation” and “the current pre-disposition of its people and their religious influences and indoctrination” 

[these two last arguments were added in its final response (para. 29)]. The State received eight 

recommendations directly related to SOGI, rejecting six (decriminalisation and public awareness campaigns 

http://www.laws.gov.ag/acts/1995/a1995-9.pdf
http://www.laws.gov.ag/acts/1995/a1995-9.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ntigua_and_barbuda/session_12_-_october_2011/a_hrc_19_5_antigua-and-barbuda_e.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ntigua_and_barbuda/session_12_-_october_2011/a_hrc_19_5_add.1_antigua_and_barbuda_e.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ntigua_and_barbuda/session_12_-_october_2011/a_hrc_19_5_antigua-and-barbuda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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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iscrimination), while it accepted two (condemning SOGI-related acts of violence and instituting policies 

and initiatives addressing discrimination). The delegation indicated (para. 48)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continue its efforts on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o ensure that the public opinion would in time adopt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2011 年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安提瓜和巴布达代表陈述道（第 35 段），“尽管法律上规定了刑

罚，但实际上极少执行。” 通过引用“社会经验”和“公众舆论”，该等代表讲述了“广泛的公众咨询”

以及“目前对其民众及其宗教影响和教导的控制”[最后这两项论点是在其最终答复中添加的]（第 29

段）。该国收到 8条与 SOGI直接相关的建议，拒绝了六项建议（关于去刑罪化和提高公众对歧视意

识的宣传活动），接受了两项建议（制裁与 SOGI 相关的暴力活动并制定解决歧视问题的政策和倡

议）.该国代表指出 (第 48 段) “政府将在教育和信息方面持续努力，确保公众观念能够及时跟上国际

标准。” 

 

In its 2nd cycle UPR in 2016, the delegation insisted on the fact that “it would take time to sensitize Antiguan 

society, which was very moral and religious”, and that “if the Government were to force these issues, the 

reaction from society would be negative and regressive” (para. 53), while acknowledging criminalising laws 

“had to change at some point if the Government was serious about human rights” (para. 39).  The State 

received 13 SOGI-related recommendations, accepting only one generalist recommendation regarding 

discrimination, while rejecting ten which specifically referred to decriminalisation and a further two on 

specific SOGI discrimination. Antigua and Barbuda’s next UPR cycle will take place in January 2021.  

2016 年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安提瓜和巴布达代表强调 “由于安提瓜社会非常重视道德和宗教，

提高安提瓜社会的敏感度需要花费时间”，并且“如政府强制执行该等议题，社会反响将是负面甚至

倒退的” (第 53 段)，但是代表承认刑罪化的法律“必须在某一时间节点修改，如果政府对人权问题认

真对待” (第 39 段)。该国收到了 13 项关于 SOGI 的建议，但仅仅接受了一项关于歧视的普适性建

议，而拒绝了特别提到去刑罪化的十项建议以及两项专门针对 SOGI歧视的具体建议。安提瓜和巴布

达下一轮普遍定期审议定于 2021 年 1 月举行。 

 

Antigua and Barbuda has joined all the resolutions on Human Right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Organis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 

Most notably, it has not joined other OAS Member States in adding footnotes in an attempt to limit or reject 

the content of these resolutions (see all OAS-GA Resolutions since 2008). 

安提瓜和巴布达加入了美洲国家组织大会(OAS)所通过的《关于人权、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及表达的决

议》。最值得注意的是，该国没有与其他 OAS 成员国一起对大会决议添加任何补充说明以便限制或

拒不履行该等决议的内容(参见 2008 年至今所有 OAS-大会决议)。 

 

In 2011, the Antiguan Attorney General openly supported buggery laws. Media outlets (see here and here) 

quoted him stating: “There will be no change in the law on buggery in Antigua & Barbuda, at least not if I 

can help it. Being gay is morally wrong, and to be honest personally, I am still homophobic.” A detailed 

report of 2014 describes the legal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sexual minorities”, and a 2015 Kaleidoscope 

Trust report, Speaking Out, illustrates a very mixed landscape of strong societal and official homophobia, 

some official address (in terms of limited police training), and limited advocacy resources. 

2011 年，安提瓜总检察长公开支持 鸡奸法。媒体报道(参见此处链接和链接) 引用了他的话：“安提

瓜和巴布达不会修改鸡奸相关法律，至少我在任期间不会。同性恋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实话说，我

本人仍旧是个恐同者。” 2014 年一项详细的报告 描述了“性少数人群”的法律和生存条件，2015年万

花筒信托组织报告《发声》中描述了该国一幅好坏参半的图景：强烈的社会、官方恐同，一些官方

解决措施（有限的警察培训的形式），以及有限的倡导资源。 

 

In May 2016, Minister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Samantha Marshall, defined the buggery law as 

“antiquated,” and resolved to advance a decriminalisation recommendation to Cabinet. In September the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ntigua_and_barbuda/session_12_-_october_2011/a_hrc_19_5_antigua-and-barbuda_e.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ntigua_and_barbuda/session_12_-_october_2011/a_hrc_19_5_antigua-and-barbuda_e.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ntigua_and_barbuda/session_12_-_october_2011/a_hrc_19_5_add.1_antigua_and_barbuda_e.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ntigua_and_barbuda/session_12_-_october_2011/a_hrc_19_5_antigua-and-barbuda_e.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ntigua_and_barbuda/session_12_-_october_2011/a_hrc_19_5_antigua-and-barbuda_e.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ntigua_and_barbuda/session_25_-_may_2016/a-hrc-wg.6-25-l.10_0.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ntigua_and_barbuda/session_25_-_may_2016/a-hrc-wg.6-25-l.10_0.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ntigua_and_barbuda/session_25_-_may_2016/a-hrc-wg.6-25-l.10_0.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ntigua_and_barbuda/session_25_-_may_2016/a-hrc-wg.6-25-l.10_0.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ntigua_and_barbuda/session_25_-_may_2016/a-hrc-wg.6-25-l.10_0.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ntigua_and_barbuda/session_25_-_may_2016/a-hrc-wg.6-25-l.10_0.pdf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links/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links/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86694.pdf
http://antiguaobserver.com/ag-anti-buggery-law-here-to-stay/
http://www.dailyxtra.com/ottawa/news-and-ideas/news/gay-man-deported-antigua-91135
http://www.refworld.org/docid/52eb82e84.html
http://www.refworld.org/docid/52eb82e84.html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86694.pdf
http://antiguaobserver.com/ag-anti-buggery-law-here-to-stay/
http://www.dailyxtra.com/ottawa/news-and-ideas/news/gay-man-deported-antigua-91135
http://www.refworld.org/docid/52eb82e84.html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antiguaobserver.com/minister-to-recommend-decriminalisation-of-bug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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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issued a statement that “[a]ll persons irrespective of sex, sexual orientation, or gender identity 

are entitled to enjoy in Antigua & Barbuda the protections provided for by our constitution and by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 law”. This public statement—‘Policy on Protection from violence and 

discrimination of persons of the LGBTI community’—reminded the public of the State’s international law 

obligations. However, even after these statements, an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decriminalisation of same-sex 

sexual acts between consenting adults in Belize, in August 2016, the Cabinet of Antigua and Barbuda 

proclaimed that “the buggery law will remain unchanged” in the country. 

2016 年 5 月，该国社会改革部部长 Samantha Marshall，将鸡奸法界定为 “过时的法律”，并决心向内

阁提交一份去刑罪化的建议。2016 年 9 月，政府发布声明称“所有人，无论性别、性取向或性别认同

均在安提瓜和巴布达享受我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法的保护”。这项公开声明—‘LGBTI 社区人群免受暴力
和歧视的保护政策（Policy on Protection from violence and discrimination of persons of the LGBTI 

community）’—提醒该国民众该国应承担国际法项下的义务。然而，即便作出了上述声明，并受到了

伯利兹对成人间自愿的同性性行为去刑罪化的影响之后，2016 年 8 月，安提瓜和巴布达内阁声称在

该国“鸡奸法将保持不变”。   

http://antiguaobserver.com/govt-says-it-protects-the-lgbti-community/
http://www.jamaicaobserver.com/NEWS/Antigua-Gov-t-denies-turning-a-blind-eye-to-LGBTI-community_72800
http://antiguaobserver.com/ab-says-no-to-buggery/
http://antiguaobserver.com/minister-to-recommend-decriminalisation-of-buggery/
http://antiguaobserver.com/govt-says-it-protects-the-lgbti-community/
http://www.jamaicaobserver.com/NEWS/Antigua-Gov-t-denies-turning-a-blind-eye-to-LGBTI-community_72800
http://antiguaobserver.com/ab-says-no-to-bug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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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多斯                                                   

 

1992 年性犯罪法案，第 154 章  

 

第 9 条  鸡奸        [鸡奸] 

“任何人实施鸡奸行为，构成犯罪，一经定罪应判处终生监禁。” 

 

第 12 条   严重猥亵                       [严重猥亵] 

“（1）任何人与他人发生或对他人实施严重猥亵行为，或唆使他人与其或第三人发生或实施该行

为，构成犯罪。如果实施对象为 16 周岁以上或被唆使者 16 周岁以上，行为人应判处 10 年监禁。 

（2）任何人与未满 16 周岁的儿童发生或对该儿童实施严重猥亵行为，或唆使未满 16 周岁的儿童与

其或第三人发生该行为，构成犯罪，应判处 15 年监禁。 

（3）‘严重猥亵’行为指，不论自然或反自然地利用性器官唤起或满足性欲的行为。” 

 

 

评述 

 

在 2013 年 1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巴巴多斯收到了 13 条 SOGI相关的建议。该国未接受呼吁对

同性性行为进行去刑罪化的 (7)条建议。巴巴多斯辩称“因该国系一个民主国家”，政府 “对于违背其

民众的意愿持犹豫的态度”(第 22 段)。此外，该国代表声称“对[同性性行为活动]的迫害仅可能在涉及

未成年人或成年人非自愿的情况下方可发生”。对于其他建议，该国亦拒绝了两项关于歧视的建议，

部分接受了一项建议。 

 

该国接受的三项建议呼吁政府保护“一切人权，包括 LGBT 群体的权利[原文如此]”；“保护 LGBT 人

群免受骚扰、歧视和暴力”；以及“向所有执法官员”提供“人权教育，包括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相关教

育。”巴巴多斯下一次普遍定期审议定于 2018 年 1 月召开。 

 

作为美洲国家组织大会(OAS)的成员国，巴巴多斯自 2008 年即加入了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人权、性

取向和性别认同及表达的决议》(参见 2008 年至今所有 OAS-大会决议)。然而，自 2013 年起，巴巴

多斯在该等年度决议中添加了补充说明以便限制或拒不履行该等决议的内容，声称“该等决议中很多

议题和条款不但未曾体现在其国内法中，而且亦未取得国内一致同意”。 

 

2015 年美洲人权委员会(IACHR)关于针对 LGBTI 人群实施暴力行为的报告指出所谓的“同性恋恐惧”

防卫行为(界定为，通过辩称暴力行为系因声称受害者做出了所谓的意图施加同性性行为接触而造成

的，试图为杀人行为寻找合理依据)已被巴巴多斯当地法院认可(参见第 491 段、第 494 段)。 

 

2015 年 5 月，《消除 76 国罪》发表了律师、HIV 活动家 Maurice Tomlinson 的一篇文章，深入分析

了巴巴多斯在国家和机构层面在 SOGI相关议题上的进展，并介绍了最近的一些机构项目。几个月之

后，加拿大移民和难民管理局公布了一项关于“性少数团体”在巴巴多斯的法律处境和生存条件的更

新版报告，包括社会对于双性恋的态度(亦可参见之前的报告，点击此处链接)。2016 年年初，在关

于教育部部长修订法案的辩论中，教育部部长声明 是时候让巴巴多斯人民“停止对同性恋关系视而不

见，并接受同性恋关系亦是巴巴多斯当前文化的一部分的事实”。 

 

2016 年 5 月，《国家新闻》——巴巴多斯阅读量最大的报纸——轻描淡写地报道了一名性别上不符

合主流传统的妇女或变性男人遭受强奸，并将这一犯罪称为“男性药品”。B-GLAD，当地一家 LGBT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hrc/docs/ngos/lgbti2.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barbados/session_15_-_january_2013/ahrc2311e.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barbados/session_15_-_january_2013/ahrc2311e.pdf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links/
http://www.oas.org/en/iachr/reports/pdfs/violencelgbtipersons.pdf
http://76crimes.com/2015/05/11/will-tourist-dependent-barbados-risk-staying-anti-gay/
http://www.refworld.org/country,,,,BRB,,568fc6934,0.html
http://www.refworld.org/cgi-bin/texis/vtx/rwmain?page=search&docid=50b47ee52&skip=0&query=%2522sexual%2520minorities%2522&querysi=barbados&searchin=fulltext&sort=date
http://www.barbadostoday.bb/2016/02/03/lets-accept-gays/
https://redforgender.wordpress.com/2016/05/27/barbados-newspaper-describes-rape-as-male-medicine/
https://www.facebook.com/barbadosglad/?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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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组织，谴责了该篇文章，并称这是一个“绝佳案例”，印证了社会缺乏对于 LGBT 人群生命

价值的尊重，以及特别是缺乏对在巴巴多斯表现出男性特征的女同性恋者的尊重。的“完全案例”。

联合国妇女委员会亦发表声明，对该篇文章表示担忧。大规模的公众发声迫使该报社做出道歉。 

 

2017 年年初，一项关于巴巴多斯、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民众对于反同性恋法律的有用性的观

点调查的研究发布，涉及：该等法律是否反应道德准则、遏制‘同性恋蔓延’、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以及

是否有效保护青年人免受虐待。 

 

 

 

多米尼加                                               

 

1998 年性犯罪法案. 

 

第 14 条 严重猥亵                                   [严重猥亵] 

“（1）任何人与他人发生严重猥亵行为，构成犯罪，应判处 5 年监禁。 

（2）第（1）款不适用于成年男性与成年女性之间私下经双方合意发生的严重猥亵行为。 

（3）第（2）款中—— 

（a）发生在公共场所的行为不得视为私下发生；且 

（b）以下情况应视为行为人没有同意实施该行为，如果—— 

（i）因被暴力胁迫、受到人身威胁，或害怕受到身体伤害，或对行为的性质产生错误的及被欺骗的

意思表示而同意； 

（ii）因被蓄意使用或投放使人中毒或昏迷的药物、物质或物品而被引诱做出同意的意思表示；或 

（iii）行为人有精神障碍，且行为另一方知道或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患有精神障碍。 

（4）本款中的 ‘严重猥亵’指除性交（无论自然或违反自然的）外，行为人为唤起或满足性欲而使

用性器官的行为。” 

 

第 16 条 鸡奸                                     [鸡奸] 

“（1）任何人实施鸡奸行为，构成犯罪，应处以监禁—— 

（a）如果由成年人对未成年人实施，应处 25 年监禁； 

（b）如果成年人间实施，应处 10 年监禁；或 

（c）如果由未成年人实施，应处 5年监禁； 

如果法庭认为适当，径可下令将该行为人收入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 

（2）任何人意图实施鸡奸行为，或以同样意图实施侵犯行为，构成犯罪，应处以 4 年监禁，如法庭

认为适当，径可下令将该行为人收入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 

 

 

评述 

 

2010 年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多米尼加政府拒绝了废除上述条款的建议（7 条建议），还拒绝了一

系列关于解决 HIV 相关歧视、对司法和公安部门进行敏感度培训，以及采纳日惹原则日惹原则作为

此类工作指导的建议，作为对上述建议的回应，多米尼加承认(第 33 段)目前的法律有“歧视性”，还

存在“一定的社会歧视现象”。多米尼加还称其 2003 年的 HIV/AIDS 计划是包容性的，“没有因为性取

向而区别对待” (第 20段)。 

 

http://www.loopnewsbarbados.com/content/do-better-b-glad-says-media-should-protect-vulnerable
https://www.facebook.com/unwomencaribbean/posts/1735065953444829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213255/pdf/tchs-19-091.pdf
http://www.dominica.gov.dm/laws/1998/act1-1998.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dominica/session_06_-_november_2009/a_hrc_13_12_dominica_e.pdf
http://www.yogyakartaprinciples.org/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dominica/session_06_-_november_2009/a_hrc_13_12_dominica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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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对多米尼加的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产生了 12 条有关去刑罪化和在其国内加强 LGBT 人群

相关的反歧视规定的强烈建议。互动对话中唯一提到性取向的是在涉及 HIV 议题时：该国仅重申了

该国 2003 年年度 AIDS 战略计划没有基于性取向实施歧视这一事实(第 24 段)。对互动对话中提出了

四条关于多米尼加有责任保护人权捍卫者开展 SOGI相关工作的强烈建议，该国没有给出回应。多米

尼加的下一次普遍定期审议定于 2019 年 5 月举行。 

 

作为美洲国家组织大会(OAS)的成员国，多米尼加自 2008 年即加入了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人权、性

取向和性别认同及表达的决议》。2013 年，多米尼加决定与——圣维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和圣基茨和

尼维斯——对该决议加入联合补充声明，说明上述三国的代表“无法加入批准决议的一致同意” (参见

2008 年至今所有 OAS-大会决议)。自 2014 年起，多米尼加已退出再该等年度决议中添加补充说明的

国家名单，该等补充说明旨在限制或拒不履行该等决议的内容。 

 

2015 年美洲人权委员会(IACHR)关于针对 LGBTI 人群实施暴力行为的报告指出所谓的“同性恋恐惧”

防卫行为(界定为，通过辩称暴力行为系因声称受害者做出了所谓的意图施加同性性行为接触而造成

的，试图为杀人行为寻找合理依据)已被多米尼加当地法院认可(第 491 段、第 494 段)。 

 

2014 年，多米尼加少数人权利组织(MiRiDom)和性别权利倡导组织，为该国的普遍定期审议提交了

一份报告，指出多米尼加境内捍卫人权的群体“被迫转移到地下开展活动，因为担心其成员会受到伤

害”，和“公开宣布自己是同性恋的人群举报受到了肢体虐待行为，且经常因为其身份地位而遭受财

物破坏，以及被赶出住所和居所”。此外，据万花筒信托组织报告，多米尼加的媒体环境并没有特别

不友善，但这很可能是因为对 SOGI 相关的组织和议题缺乏了解。关于该国情况，2015 年美国国务

院报告指出“基于真实或推测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对少数人群的社会歧视和就业歧视在该国保守的社

会中是常见的”。除此之外，担心自己的社会名誉受损被确定为是 LGBTI 群体受害者对犯罪报案率

较低的原因之一。 

 

2016 年，参议员 Isaac Baptiste 发言反对在多米尼加对鸡奸进行刑罪化。在其就通过新的法案以修订

《性犯罪法案》的国会辩论发言中，Baptiste 先生称“如继续按照目前的规定对鸡奸进行刑罪化，则

法院有权强制该等人士进行精神病住院观察及治疗，而这与当今的国际做法不符”。  

 

 

格林纳达                                 

 

 

Criminal Code of 1987, as amended in 1993. 

 

Article 431       [Unnatural connexion]  

“If any two persons are guilty of unnatural connexion, or if any person is guilty of an unnatural connexion 

with any animal, every such person shall be liable to imprisonment for ten years.” 

1987 年刑法典，修订于 1993 年  

第 431 条       [反自然性交]  

“如果两人因发生反自然性交，或任何人与动物发生反自然性交，则行为人应处 10 年监禁。 

评述 

 

在 2010 年 5 月的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格林纳达收到并拒绝了 5 条对同性性关系去刑罪化的建议。

不过，该国也解释到，目前的法律“可以认为是歧视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容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dominica/session_19_-_april_2014/a_hrc_27_9_e.pdf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links/
http://www.oas.org/en/iachr/reports/pdfs/violencelgbtipersons.pdf
https://s51ec2862ddc97dce.jimcontent.com/download/version/1443649822/module/5733661419/name/201310%2520DOMINICA%2520-%2520MIRIDOM.pdf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65792.pdf
http://www.dominicavibes.dm/news-214685/
http://www.oas.org/juridico/spanish/mesicic2_grd_criminal_code.PDF
http://www.oas.org/juridico/spanish/mesicic2_grd_criminal_code.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grenada/session_08_-_may_2010/a_hrc_15_12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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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度增加会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将由内阁来解决。同时还解释，卫生和其他服务商并不存在这

方面的歧视(第 26 段)。 

 

2015 年 1 月，格林纳达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结束，共收到 16 条有关性取向和自我认同相关的建议，

大部分关于去刑罪化，但也有非歧视性服务和保护 LGBT 人权捍卫者方面的建议。所有建议都被拒

绝了（“备注”）。在互动对话中，格林纳达代表解释说，政府已在核查宪法规定中歧视 LGBT 群体

的条款，可能没法获得足够的公众支持修改宪法规定，但已建议一个公共咨商平台考虑工作场所方

面的立法(第 35 段)。格林纳达下一次普遍定期审议定于 2019 年 10 月。 

 

作为美洲国家组织大会(OAS)的成员国，格林纳达自 2008 年即加入了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人权、性

取向和性别认同及表达的决议》(2008 年至今所有 OAS-大会决议，除其他资源外，参见此处链接)。 

 

2014 年 10 月，格林纳达 Groundation 理事在宪法改革国家商讨会上致辞，提议扩大格林纳达权利法

案的范围，以涵盖对 LGBT 群体的保护。2015 年 9 月下旬，东加勒比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Eastern Caribbean States，简称“OECS”)组织了一场围绕可否在本地区通过诉讼推动法律发展的为期三

天的会议。2015 年 10 月，应格林纳达 Groundation 组织和 GrenCHAP 请求，美洲人权委员会就同性

性关系和法律举行了一场公开研讨会。 

 

2016 年 10 月，该国政府宣布 在公众对待投票的其中一项法案忧虑渐增的情况下，其将推迟对新的

宪法进行全民公决，该项法案据称将允许认可同性恋关系。格林纳达的司法部长不得不澄清权利和

自由法案将不会在该岛国引入同性婚姻。 

 

 

 

圭亚那                                        

 

刑法（犯罪）法案  

 

第 352 条 与男性发生严重猥亵行为                                        [严重猥亵] 

“任何男性，在公共或私人场所，实施，或参与实施，或引诱，或意图引诱任何男性，对任何其他

男性的严重猥亵行为，构成轻微罪，应处以 2 年监禁。” 

 

第 353 条 意图实施反自然的犯罪                                  [意图鸡奸] 

“任何人—— 

（a）意图实施鸡奸；或 

（b）以实施鸡奸行为为目的侵犯他人；或 

（c）作为男性，意图侵犯其他男性， 

构成重罪，应处以 10 年监禁。” 

 

 

第 354 条 鸡奸罪                      [鸡奸] 

“任何人与人类或其他动物实施鸡奸行为，构成重罪，应判处终生监禁。” 

 

 

评述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grenada/session_21_-_january_2015/a_hrc_29_14_e.pdf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link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7yEn_hMe8M
http://groundationgrenada.com/2015/09/23/oecs-discuss-litigation-advocacy-strategy-on-lgbt-discrimination/
http://groundationgrenada.com/2015/09/23/oecs-discuss-litigation-advocacy-strategy-on-lgbt-discrimination/
http://groundationgrenada.com/2015/09/23/oecs-discuss-litigation-advocacy-strategy-on-lgbt-discrimination/
http://grenchap.or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lU0uJF8x9k
http://www.jamaicaobserver.com/news/Grenada-referendum-postponed-amid-concerns-over-same-sex-marriages
http://nowgrenada.com/2016/10/constitution-grenada-rights-freedoms-amendment-bill-2016-part-3/
http://nowgrenada.com/2016/10/no-sex-marriage/
http://www.oas.org/juridico/MLA/en/guy/en_guy-int-text-cl_ac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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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圭亚那收到了 7 项去刑罪化并将 SOGI 纳入非歧视事由的建议。

圭亚那回应称，并没有发生依据该法起诉的案例，而“修法需要广泛征求意见，还需要民众态度上的

巨大转变才行。政府试着将”性取向“这个词纳入宪法有关反歧视的条文中就已经遭遇了大范围的反

弹和抗议”。 

 

2015 年 1 月，圭亚那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收到 17 条建议，并接受了其中 3 条：加强保护；保护

群体免遭仇恨犯罪侵害，并加强对仇恨犯罪的打击；进一步审查有关 SOGI 的非歧视立法规定。其他

所有建议都呼吁去刑罪化，但都被“备注”（即拒绝）了。圭亚那代表团回应时指出，大选前，议会

特选委员会曾发布命令要求立法审查，但此程序已经终止。代表团强调，LGBT 团体在表达自由方

面有“不受约束的自由”，国家根据宪法规定也不会基于性取向而实施歧视行为。 

  

就联合国公约机构而言，CEDAW 委员会在 2012 年，以及 CESCR 在 2015 年，已经敦促圭亚那对成

人之间自愿的同性性关系去刑罪化。上述两个机构亦明确表达了对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严重程度

歧视的关切。此外，2013 年，CRC 敦促该国确保其国家计划解决由于性取向和/或性别认同而针对儿

童歧视的情况。 

 

作为美洲国家组织大会(OAS)的成员国，圭亚那自 2008 年即加入了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人权、性取

向和性别认同及表达的决议》。然而，2013 年和 2014 年，圭亚那要求在该两年度内批准的决议中添

加补充备注，试图限制或拒不履行该等决议的内容。2013 年，该国政府声明，以你决议中提及的多

个议题应由“（圭亚那）国民大会特别选出的委员会进行审议”，因此该国代表“无法加入（其他国家

的）一致同意”。2014 年，圭亚那又添加了与上述备注相同的补充备注。不过，2016 年，圭亚那退

出了要求上述“声明”的国家名单。(参见 2008 年至今所有 OAS-大会决议)。 

 

2013 年下旬，美洲人权委员会 (IACHR)举行了有关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而针对儿童实施的歧视和

暴力行为的报告的公开讨论。2015 年，委员会又举行了另一次公开讨论，围绕儿童能够获得的社

会、经济和文化权利(集中于 LGBT 民众目前的情况)。 

 

圭亚那反性取向歧视非政府组织社团（ Guyanese NGO Society Against 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SASOD)和性别权利倡导机构 (SRI)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向圭亚那政府提交了一份

详细的影子报告，该报告说明了关于法律和社会偏见的当地主要挑战，并称“在一项国家调查中，

25%的圭亚那人承认恐同，而且 18%的圭亚那人同意对 LGBT 人群使用暴力行为”(第 8 段)。 

 

据 2016 年 1 月发布的《消除 76 国罪》报道，圭亚那首相 Granger 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尊重任何和

成年人间进行不伤害他人的行为的权利”。在之前的 2015 年，他表示，他的政府不会允许意在打压

圭亚那 LGBT 群体的宗教迫害。一个月后，前卫生部长发言称圭亚那会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5-2030）框架内展现领导力，废除一些过时的法律。 

 

也是在 2016 年，人权组织的代表与社会保障部成员会面，并建议该国政府将工作场所歧视保护扩展

涵盖性取向、性别认同和卫生状况。欧盟和英国政府以及圭亚那国家协调员向总统艾滋紧急救助计

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PEPFAR)提出了更多关于自愿同性性关系的建议 ，美

国政府提出了政府性的全球 HIV 蔓延防治倡导措施。 

 

2017 年年初，一项关于巴巴多斯、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民众对于反同性恋法律的有用性的观

点调查的一项研究发布，涉及：该等法律是否反应道德准则、遏制‘同性恋蔓延’、公共卫生的重要性

以及是否有效保护青年人免受虐待。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guyana/session_8_-_may_2010/ahrc1514e.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guyana/session_21_-_january_2015/a_hrc_29_16_e.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C/GUY/CO/7-8&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52fC.12%252fGUY%252fCO%252f2-4&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C/GUY/CO/2-4&Lang=En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docs/AG-RES_2807_XLIII-O-13.pdf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docs/AG-RES2863-XLIV-O-14eng.pdf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link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FTa6ZL1UBk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guyana/session_21_-_january_2015/js1_-_joint_submission_1.pdf
http://76crimes.com/2016/01/07/guyana-president-takes-aim-at-his-nations-anti-gay-law/
http://guyanachronicle.com/2016/01/06/president-to-respect-lgbt-rights
http://www.inewsguyana.com/granger-says-beliefs-will-not-affect-decisions-on-secular-issues/
http://www.stabroeknews.com/2015/news/stories/12/03/ramsammy-lobbies-repeal-laws-discriminate-lgbt/
http://www.sasod.org.gy/sasod-blog-sasod-meets-ministry-social-protection-anti-lgbt-discrimination-social-and-economic
http://guyanachronicle.com/international-day-against-homophobia-transphobia-and-biphobia/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213255/pdf/tchs-19-0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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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                                            

 

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 1864 

 

侵害人身法，1864 年 

第 76 条   反自然罪                                                               [鸡奸] 

“任何人因与人或任何动物发生鸡奸【肛交】，构成可耻的鸡奸罪，应处以监禁并处 10 年以下劳

役。” 

 

第 77 条   意图犯罪                                                                                [意图鸡奸] 

“任何人企图实施前条规定的可耻犯罪，或蓄意实施该意图的攻击行为，或对任何男性实施性侵

犯，构成轻微犯罪，应判有罪，处 7年以下监禁，可并处劳役。” 

 

第 78 条  性交的证明 

“本法所规定犯罪的判决均需对性交进行证明。性交无需由实际射精为构成要件，仅需有证据证明

完成插入。” 

 

第 79 条  严重猥亵                                                                              [严重猥亵] 

“任何男性，在私人或公共场所，实施，或参与实施，或引诱或意图引诱任何男性，对其他任何男

性的严重猥亵行为，构成轻微犯罪，应判有罪，并根据法庭自由裁量处以不超过 2 年监禁，可并处

劳役。” 

 

 

评述 

 

2009 年，牙买加通过了一项新的性犯罪法，该法第 29-35 条确立了“性侵犯登记规则”和“性侵犯登记

处”规则，自 2011 年 10 月起开始执行。根据该项法律，如被认定为“某项具体犯罪”必须登记为“性侵

犯者”，并履行某些义务。侵害人身法（前述引用）第 76、77 和 79 条根据该法的第一附表属于“某项

具体犯罪”的类别。 

 

2010 年 10 月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牙买加仅接受了 1 条有关为执法部门提供适当的 LGBT 意识培训

的建议，其他 11 条建议都遭到了拒绝，包括呼吁去刑罪化、非歧视和为 LGBT 人权捍卫者提供保护

的建议。在最终报告中，工作组记录了该国的回应：“牙买加强调，男同性恋问题在牙买加社会非常

敏感，大部分牙买加人都因为文化、价值、宗教和伦理准则而反对男同性恋行为；政府承诺保护所

有公民免受暴力侵害” (第 32 段)。  

2015 年 5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牙买加收到了 18 条建议，接受了其中的 3 条：所有的建议都关

于调查、起诉针对 LGBT 人群的暴力行为，以及保护他们的权利。被拒绝或“备注”的建议大多关于

去刑罪化，但也有一些关于修订与 LGBT 群体相关的非歧视条款。牙买加代表提到“已经启动了一些

行动”来推动牙买加社会更好地理解 SOGI 相关议题，比如对警察开展的人权教育敏感度培训、多元

培训、在报案制度中对 LGBT 人群的支持等。 

 

联合国公约机构 HRCee (2011 年，第 8 段)和 CESCR (2013 年，第 8、9 段)敦促牙买加废除其鸡奸法

律，并发出了强烈的信号，不容忍对于 LGBT 人员的骚扰、歧视或暴力行为，且采取该等行为的个

http://cda.gov.jm/sites/default/files/content/Offences%20Against%20the%20Person%20Act.pdf
http://cda.gov.jm/sites/default/files/content/Offences%20Against%20the%20Person%20Act.pdf
http://moj.gov.jm/sites/default/files/laws/Sexual%2520Offences%2520Act.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jamaica/session_9_-_november_2010/ahrc1614jamaicae.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jamaica/session_9_-_november_2010/ahrc1614jamaicae.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jamaica/session_22_-_may_2015/a_hrc_30_15_en.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FC%252FJAM%252FCO%252F3&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C.12/JAM/CO/3-4&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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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将会迅速有效地被调查、起诉和制裁。CRC (2015 年)表达了对于在牙买加整体数据搜集尚存空白

的关切， 特别是关于 LGBT 儿童(第 16 段)。在其 2010 年对牙买加履行任务的报告中，联合国酷刑

和其他残忍、非人道或侮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的特别报告员，谈到了被剥夺自由的同性恋人群的恶

劣生存条件。  

 

作为美洲国家组织大会(OAS)的成员国，牙买加受美洲人权委员会(IACHR)的司法管辖。IACHR 最

近一直在监督牙买加的人权状况，并在 2012 年牙买加国别报告中以整章篇幅（第 6 章）论述基于性

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2014 年，该委员会依职权举行了两次公开讨论，一次在三月和另一次在十

月，对该报告内容进行追踪。在上次公开讨论中，公民社会组织和该国政府均提交了关于 2012 年报

告所述议题的更新内容。  

 

在美洲国家组织大会(OAS)的大会上，牙买加自 2008 年即加入了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人权、性取向

和性别认同及表达的决议》。然而，自 2013 年起，牙买加在自那以后的批准事项相关的每项决议中

均添加了补充备注，以便限制或拒不履行该等国际文件的内容。2013年所添加的补充备注 (补充备注

3)中写道：“牙买加政府无法加入批准该项决议的（其他国家的）一致同意，因为决议中所建议的性

别表达用语并不清晰，并可能将一种价值系统凌驾于另一种价值之上。 此外，文中所使用的用语和

其他新的用词尚未获得国际法认可，且牙买加国内法也没有对这些用语进行定义。” 2014 年，牙买

加又添加了与上述备注相同的补充备注(补充备注 6)。不过，2016 年(2015 年未通过任何决议)，牙买

加对其补充备注的论调作出了细微调整，并声明：“牙买加政府坚定不移地保护其所有公民的人权，

包括根据法治精神和牙买加宪法保护其公民免受暴力行为侵害。但是，牙买加对于例如性别认同和

性别表达用词进行保留，这些用词没有在牙买加法律中进行定义，且获得国际认可” (补充备注 1)。 

 

尽管有报告惊人地显示，多达 91%的牙买加人相信立法者不应当尝试废除鸡奸法，去刑罪化的努力

仍旧通过当地法院所审理的战略性诉讼来实现。该案的首次开庭审理于 2016 年 1 月举行。 

 

数个组织记录了牙买加 LGBT 人群的人权状况：万花筒信托组织(2015 年)；人权观察组织(2014 年和

2004 年)；J-FLAG 组织 (牙买加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的影子报告；为 2016 年 HRCee 审议，与其他组

织一同提出影子报告和对意向书做出答复)。2016 年，J-FLAG 组织亦发布了一项研究表明牙买加的

同性恋如何面对日益加深的社会仇恨或排斥，以及对同性恋者的转变“疗法”受到社会高度认可，特

别是在政客和雇主之间。在其对“Gully Queens”的视频报告 之后，Vice 组织记录了 在牙买加运营一

家同性恋收容所的挑战。另一份报告 围绕牙买加 LGBT 的经历，逃离该国常常被视为一种选择，以

及这些经历威胁到该国人文、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关于政治避难问题，一位在加拿大居住

的牙买加同性恋难民目前正与加拿大彩虹组织（Rainbow Canada）协作帮助其他 LGBT 人群逃离牙

买加的迫害。 

 

就公共可视性而言，2016 年若干同性恋活动在金斯顿举行，以庆祝牙买加骄傲。其他的同性恋骄傲

集会亦在蒙特哥贝城举行。在对牙买加进行访问时，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公开支持 Angeline 

Jackson，一位在牙买加当地争取 LGBT 公平和反对矫正性强奸的活动家。2017 年 1 月，西印度洋大

学组织了“在恐同症以外：聚焦加勒比海领域的 LGBT 经验”会议，该会议系对于此议题的第二次会

议。 

 

关于公共官员的声明，即便教育部部长称牙买加“不会容忍”基于性取向的校园霸凌情况，但是该国

教师委员会（Teachers’ Association (JTA)）的会长称，只要同性恋行为仍被定罪量刑，他无法要求辅

导员协助 LGBT 学生。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C/JAM/CO/3-4&Lang=En
http://www.un.org/Docs/journal/asp/ws.asp?m=A/HRC/16/52/Add.3
http://www.oas.org/en/iachr/docs/pdf/Jamaica2012eng.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aG6px620Z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Ec0qbGWWbI&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Ec0qbGWWbI&feature=youtu.be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docs/AG-RES_2807_XLIII-O-13.pdf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docs/AG-RES2863-XLIV-O-14eng.pdf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docs/AG-RES-2887-HumanRights-SexualOrientation-GenderIdentity-Expression.pdf
http://jamaica-gleaner.com/article/lead-stories/20141006/majority-jamaicans-resolute-keeping-buggery-law-intact
http://www.cbc.ca/news/world/toronto-lawyer-challenges-jamaica-anti-homosexuality-law-1.3455725
http://www.aidslaw.ca/site/decriminalizing-homosexuality-the-cases-of-canada-and-jamaica/?lang=en
http://76crimes.com/2016/02/23/challenge-to-jamaican-anti-sodomy-law-gets-under-way/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s://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jamaica1014_ForUpload_1.pdf
https://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jamaica1104.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jamaica/session_22_-_mai_2015/jflag_upr22_jam_e_main.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CPR/Shared%2520Documents/JAM/INT_CCPR_CSS_JAM_25269_E.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CPR/Shared%2520Documents/JAM/INT_CCPR_CSS_JAM_25472_E.pdf
http://jamaica-gleaner.com/article/news/20160411/study-says-jamaicans-hate-gays-believe-convers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LXVpFQVEbw
https://www.vice.com/en_nz/article/the-struggle-for-queer-shelters-in-jamaica
http://www.washingtonblade.com/content/files/2016/01/The-Developmental-Cost-of-Homophobia-The-Case-of-Jamaica_2016-1.pdf
http://www.nbcnews.com/feature/nbc-out/outfront-gay-jamaican-refugee-helps-others-flee-persecution-n696551
http://rainbowrailroad.ca/
http://jamaica-gleaner.com/article/news/20160717/pride-celebrating-community-love
https://76crimes.com/2016/10/21/how-was-montego-bay-pride-a-success-let-me-count-the-way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RI9RYBzRE
https://www.beyondhomophobia.info/
http://jis.gov.jm/no-place-in-school-for-violence-discrimination-rev-thwaites/
http://jamaica-gleaner.com/article/news/20160112/homosexual-acts-are-illegal-guidance-counsellors-cannot-break-law-j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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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牙买加电视公司经审查禁止播放 美国的文献电视剧“When We Rise” (关于认可 LGBT

人群权利的美国的微型电视剧)。许多其他电影和电视剧亦在牙买加禁止播放，包括一则推动对

LGBT 人群友爱和尊重的广告。牙买加上诉法院尚未就 Maurice Tomlison 起诉两家电视台拒绝播放该

广告的案件作出判决(案件内容参见此处链接)。  

 

 

 

圣基茨和尼维斯                                              

 

侵犯人身法案，1990 年 

 

第十二部分 – 反自然罪  

第 56 条 鸡奸和兽交                       [鸡奸] 

“任何人认定为触犯令人憎恶的鸡奸罪的，无论与他人或与任何动物，应判处最高 10 年监禁，可以

并处强制劳役。” 

 

第 57 条 意图实施无耻罪行 

“任何人企图实施上述令人憎恶的犯罪，或为企图进行上述犯罪而触犯实施侵害，或对任何男性实施

任何猥亵侵害，构成轻罪，定罪后应处 4 年以下监禁，可并处强制劳役。 

 

 

评述 

 

2011 年 1 月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圣基茨和尼维斯并未接受所有 8 条有关去刑罪化和非歧视的建

议。该国代表团写到，尽管存在刑罪化立法，该国在 HIV 项目中包含，而不是排除男男性行为的情

形，LGBT 群体在 圣基茨和尼维斯这样的“包容社会”中享有和所有人同样的自由。同时坚称其非歧

视规定是普适性的，并没有收到过关于针对 LGBT 暴力的报告，也没有关于 LGBT 群体受到就业歧

视的报告(第 35 段)。 

 

2015 年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 圣基茨和尼维斯又收到 8 条关于同样议题的建议：去刑罪化和非歧

视。在互动性对话阶段，该国代表完全否认了在圣基茨和尼维斯存在基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针对

个人的任何形式上或实体法律的歧视，并重申了即便不存在任何法律禁止该等歧视，政府没有收到

因此而发生的暴力行为或歧视的报告(第 16 段)。该国代表还说，该国学校教育采用了健康和家庭 生
活教育 (HFLE)的核心课程，并获得 UNICEF 的支持，“该等课程的主题单元涉及性内容和性卫生，

据此学生可以学习到关于作为人类所有表达而言的性方面内容。”有趣的是，该国代表表示“该国构

想关于至关重要的是取得了解将防止基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针对人实施的任何歧视产生” (第 87

段)。 

 

作为美洲国家组织大会(OAS)的成员国，圣基茨和尼维斯自 2008 年即加入了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人

权、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及表达的决议》(参见 2008 年至今所有 OAS-大会决议)。然而，2013 年，圣

基茨和尼维斯与多米尼加和圣维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一同添加了补充备注，称该三国代表“无法加入

（其他国家的）一致同意”（补充备注 2）。但应注意到，圣基茨和尼维斯退出了在 2014 年和 2016

年决议中添加更多补充备注的国家名单（2015 年没有通过任何决议）。 

 

2013 年，美洲人权委员会(IACHR)欢迎圣基茨和尼维斯 Denzil Douglas 在一次关于歧视、污名和 HIV

议题的记者招待会上发布的声明。事实上，他建议“认真审查”对“以性工作作为职业的人”以及“视为

https://76crimes.com/2017/03/02/jamaican-cable-tv-blocks-when-we-rise-lgbt-documenta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ZwCW1LREXk&feature=youtu.be
http://www.aidslaw.ca/site/download/13464/?lang=en
http://www.easterncaribbeanlaw.com/offences-against-the-person-act-chapter-4-21/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int_kitts_and_nevis/session_10_-_january_2011/saint_kitts-a_hrc_wg.6_10_l.10-eng.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int_kitts_and_nevis/session_10_-_january_2011/saint_kitts-a_hrc_wg.6_10_l.10-eng.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int_kitts_and_nevis/session_23_-_november_2015/a_hrc_31_16.pdf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links/
http://www.oas.org/en/iachr/media_center/PReleases/2013/089.asp
http://www.pinknews.co.uk/2013/08/30/prime-minister-of-country-that-imprisons-gays-for-10-years-calls-for-public-to-be-light-on-g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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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的人”定罪的法律。不过，也有相对不太乐观的媒体报道显示，尽管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赞成

LGBT 的评论，Douglas 在任职期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废除该法，甚至还曾被拍摄到发表恐同的言

论。 

 

2015 年下半年，一家媒体机构采访了来自圣基茨和尼维斯的三名男同性恋，这三人称“对 LGBT 社区

的暴力行为和骚扰很普遍，而且警察也袖手旁观”。2016 年，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显示 that “社会对

于 LGBTI 社区的负面态度阻碍了 LGBTI 组织的运行以及 LGBTI 人群的自由结社”。事实上，据报道

该国的第一家 LGBT 组织，圣基茨和尼维斯非同性恋进步联盟（St Kitts/Nevis Gay-Straight Alliance 

for Progress），至 2016 年 1 月才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此外，美国国务院解释因为害怕打击报复以及

日益增多的勒索和对歧视的担忧，LGBT 人群不愿意对暴力或虐待事件进行报案。 

 

报告《发声》对该国社会、政治领域的进步做了一个简述，强调了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培训 和政府官

员的声明(参见第 37 页)。 

   

http://www.dailyxtra.com/world/news-and-ideas/news/can-st-kitts-protect-gay-citizens-182387
http://www.dailyxtra.com/world/news-and-ideas/news/gay-man-opens-homophobia-in-st-kitts-182297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65822.pdf
http://www.dailyxtra.com/world/news-and-ideas/news/lgbt-safety-in-st-kitts-and-nevis-186295
http://www.dailyxtra.com/world/news-and-ideas/news/lgbt-safety-in-st-kitts-and-nevis-186295
http://www.facebook.com/skngap/
http://www.facebook.com/skngap/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65822.pdf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www.sknvibes.com/news/newsdetails.cfm/9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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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卢西亚岛                              

 

 

刑法典，2004 年第 9 号（2005 年 1 月 1 日生效）  

 

第 132 条  严重猥亵       [严重猥亵] 

“（1）任何人与他人发生严重猥亵行为的，构成犯罪，应经公诉定罪判处 10 年监禁或经简易诉讼

判处 5 年监禁。 

（2）第（1）款不适用于一名男性与一名女性之间私下发生的，经双方合意的严重猥亵行为。 

（3）第（2）款中—— 

（a）如果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则不认为是在私下发生的；并且 

（b）以下情况应视为行为人没有同意实施该行为—— 

（i）因被暴力胁迫、受到人身威胁、害怕受到身体伤害或对该行为的性质产生错误的或被欺骗的认

识而同意； 

（ii）因被蓄意使用或投放使人中毒或昏迷的药物、物质或物品而被引诱做出同意的意思表示；或 

（iii）行为人有精神障碍，且行为另一方知道或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患有精神障碍。 

（4）本款中‘严重猥亵’指除性交（无论自然或违反自然的）外，行为人以唤起或满足性欲为目的

而使用性器官的行为。” 

 

第 133 条  鸡奸        [鸡奸] 

 “（1）任何人从事鸡奸行为，构成犯罪，应经公诉判处监禁—— 

（a）如果使用暴力且没有获得行为对象的同意，应判处终生监禁； 

（b）其他情况，应判处 10 年监禁。 

（2）任何人企图实施鸡奸行为，或意图鸡奸而攻击他人的，构成犯罪，应判处 5 年监禁。 

（3）本款所述‘鸡奸’指一男性与另一男性的肛交。” 

 

 

评述 

 

2011 年 1 月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圣卢西亚岛收到 8 条建议，接受了其中两条有关调查和保护 SOGI

相关的人权捍卫者的建议。该国代表团认为其宪法中的非歧视条款涵盖所有圣卢西亚岛民，并就此

在互动对话中发表了一条有意思的评论：“关于社会应当如何互动交流、应当遵循什么原则来管理、

将来如何发展的问题表明，需要对社会相关部门进行倡导，改变其态度。然而，问题是，这样的倡

导应该由政府来主导，还是应该由那些认为自己遭受了歧视的人来发起”。  在第一轮和第二轮审议

之间的 5 年中，圣卢西亚岛 LGBTI 社群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倡导、能力建设和社群发展工作(第 65

段)。 

  

在 2015 年 11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收到 13条建议后，圣卢西亚岛表示，已经在“考虑通过实施普

通立法的方式，按照宪法改革委员会的建议，解决基于性取向的歧视（参考其 2006 年劳动法禁止基

于性取向的歧视的规定）(第 18 段)。此外，该国代表表示“所有圣卢西亚人，包括 LGBT 人群，被赋

予了宪法的全面保护”，且“任何个人”均享受司法救济，无论其性取向 (第 19 段)。圣卢西亚共收到关

于 SOGI 议题的 13 项建议。圣卢西亚拒绝了所有废除对同性间自愿的性行为定罪法律或以其他方式

歧视 LGBT 人群的立法的建议。圣卢西亚只接受了三项建议（其中一项是部分接受），这些建议均

与一切提高公众意识的宣传和“加强对抗” 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有关。  

http://www.rslpf.com/site/criminal%2520code%25202004.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int_lucia/session_10_-_january_2011/a_hrc_17_6_saint_lucia_e.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int_lucia/session_23_-_november_2015/a_hrc_31_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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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洲国家组织大会(OAS)的成员国，圣卢西亚自 2008 年即加入了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人权、性

取向和性别认同及表达的决议》(参见 2008 年至今所有 OAS-大会决议)。然而，2013 年，圣卢西亚

宣布其将在该年度的决议中添加补充备注（补充备注 7）。之后一年，圣卢西亚添加了以下补充备

注：“圣卢西亚“无法加入（其他国家的）一致同意，因我国认为‘性别表达’一词尚未进行全面的定

义，在国际上也没有被认可。此外，不仅是该用词被赋予了重大差别，更重要的是目前国内法尚未

对此进行界定” （补充备注 12）。圣卢西亚没有在 2016 年决议中添加任何补充备注（2015年没有通

过任何决议）。 

 

在一则表明旅游部长使用侮辱性词汇的视频引发社会媒体强烈抗议后，当地人权组织呼吁各政党派

“对 LGBT 歧视的问题作出严正表态”。事实上，2015 年，Telesur 特别报告一直将鸡奸法律及旅游业

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为主题。 

 

2016 年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解释了 2015 年，在甚为保守的圣卢西亚社会存在对于 LGBTI 人群的广

泛社会歧视，公开承认身份的少数 LGBTI 人群每天都要面对口头骚扰。然而，似乎极少数暴力行为

或虐待事件会报案，不愿报案的原因主要是担心报复或被再次袭击。Marvin Anthony Augustin 的被

杀事件调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该案似乎属于仇视性犯罪。此外，就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言，

LGBTI 人群无法租赁房屋居住，或被赶出其所居住的租赁房屋，并被拒绝雇佣或由于敌意的工作环

境而被迫离职。 

 

尽管有这种不良环境，多个有勇气的活动家公开仍公开分享了其在圣卢西亚生存的经历故事(参见除

其他人外，参见 Jessica St Rose 和 Donavan Monerville 的故事)。 

 

 

 

圣维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刑法典，1990 年版 

 

第 146 条        [鸡奸] 

 “任何人—— 

（a）与他人发生鸡奸行为； 

（b）与动物发生鸡奸行为；或 

（c）允许任何人与他或她发生鸡奸行为； 

构成犯罪，应判处 10 年监禁。 

 

第 148 条                                 [严重猥亵] 

“任何人，无论私下或公开场合，与另一同性发生严重猥亵行为，或引诱或意图引诱另一同性与他

或她发生该行为的，构成犯罪，应判处 5 年监禁。” 

 

 

评述 

 

2011 年 5 月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该国拒绝了 11 条关于取消歧视性的法律规定和做法的建议，包括

根据 2008 年人权委员会总结性评论的建议废除第 146 条的建议。该国回应，“鉴于本国重要的道

德、社会、文化背景”，目前的立法受到社会支持，没有公众呼吁需要废除。在这方面，圣维森特和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link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Ojcf3k1vxQ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65824.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zktWWA4NI0
http://thevoiceslu.com/2016/08/meet-donavan-monerville-born-way/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int_vincent_and_the_grenadines/session_11_-_may_2011/a_hrc_wg.6_11_l.13_saint_vincent.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C/VCT/CO/2&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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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丁斯将自身的法律情况与英国的进行对比，辩称英国经过了“几百年”方才废除了类似的法

律，“英国法律项下曾施加了严酷的刑罚”，与圣维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成为独立国家的较短时间相

比，圣维森特的处罚相对不算严酷” (第 29 段)。 

 

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圣维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再一次拒绝了一切 SOGI 相关的建议。在互动性对

话阶段，该国代表指出刑罪化条款“已长期存在，该等条款所基于的规则在该国的基督教社会有绝大

多数民众支持，加勒比社会支持犹太基督教价值”。不过，该国认可上述价值观中的发生的变化，

“特别是青年民众阶层的变化”。该国代表继续强调，根据刑罪化条款，“尚未出现判决监禁”，但同

时，如在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所述，该国强调了“公共部门或立法机关尚没有任何想法去修改[该等]

法律”这一事实(第 44 段)。  

 

2015 年，减少针对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委员会（CEDAW)注意到，2015 年家暴法并没有包含

同性关系中的妇女，并建议对此应予纠正。 

 

作为美洲国家组织大会(OAS)的成员国，圣维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自 2008 年即加入了大会所通过的

《关于人权、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及表达的决议》(参见 2008 年至今所有 OAS-大会决议)。2013 年，

圣维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与多米尼加和圣维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一同添加了补充备注，称该三国代表“无

法加入（其他国家的）一致同意”（补充备注 2）。该国进一步说明“ ‘性别表达’ 一词未得到国际社会

的充分界定，亦没有取得国际认可”，并建议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的讲话“应仅限于已被联合国认可或

批准的用语”。2016 年，圣维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退出了添加补充备注的国家名单。此外，在 2016 年

6 月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上，圣维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经济规划和可持续发展部长 Camillo Gonsalves，

将奥兰多枪击事件描述为“悲剧性的可憎事件”，并称该国将为“消除全世界的仇恨和仇恨工具”提供支

持。 

 

2015 年，反对派参议员 Vynnette Frederick 称圣维森特需要讨论同性性关系议题，且因她本人的性取

向，她已准备好为相关讨论牵头。2010 年，该国总理 Ralph Golsalves 对她做出了毁谤性评论，暗示

她是同性恋。基于上述话语，参议员 Vynette Frederick 对总理起诉，称该等评论对其在选举中的表现

有负面影响。万花筒信托组织的报告表明，随着该国对歧视性环境中哪些情形会减损完整公民权的

大讨论，国内社会、政治环境似乎正在缓慢进步。 

 

2016 年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指出轶事证据表明，尽管当地观察者相信不宽容的态度正缓慢改善，该

国仍存在对 LGBTI人群的社会歧视。目前，仍有很多职业阶层和商务人士更倾向于隐瞒其 LGBTI的

性取向。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Sexual Offences Act 1986, as amended by the Sexual Offences (Amendment) Act (No. 31 of 2000). 1986 年

性犯罪法案，经性犯罪（修正案）法（2000年第 31 号）修订 

 

第 13 条       [鸡奸] 

“（1）任何人实施鸡奸行为，构成犯罪，应判处监禁——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int_vincent_and_the_grenadines/session_25_-_may_2016/a-hrc-wg.6-25-l.2.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252fC%252fVCT%252fCO%252f4-8&Lang=en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links/
http://www.oas.org/en/media_center/press_release.asp?sCodigo=E-074/16
http://www.iwnsvg.com/2015/03/25/senator-wants-conversation-on-same-sex-relationships/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65826.pdf
http://rgd.legalaffairs.gov.tt/laws2/alphabetical_list/lawspdfs/11.28.pdf
http://www.ttparliament.org/legislations/a2000-31.pdf
http://rgd.legalaffairs.gov.tt/laws2/alphabetical_list/lawspdfs/11.28.pdf
http://rgd.legalaffairs.gov.tt/laws2/alphabetical_list/lawspdfs/11.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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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如果由成年人对未成年人实施，行为人应处终生监禁； 

（b）如果在成年人之间实施，行为人应处 25 年监禁； 

（c）如果由未成年人实施，行为人应处 5 年监禁。 

（2）本款所述‘鸡奸’指两男性间或一名男性与一名女性间发生的肛交。” 

 

第 16 条                   [严重猥亵] 

 “（1）任何人对他人实施严重猥亵行为，构成犯罪，应判处监禁—— 

（a）若对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该行为，初犯应判处 10 年监禁，再犯应判处 15 年监禁； 

（b）若对 16 周岁以上者实施该行为，应判处 5 年监禁。 

（2）第（1）条不适用于如下私下发生的严重猥亵行为—— 

（a）行为发生在夫妻间；或 

（b）行为发生在一名男性与一名女性间，双方均为 16 岁或以上，并合意实施该行为。 

（3）‘严重猥亵行为’指除性交（无论自然或反自然的）外，行为人以唤起或满足性欲的目的而使用

性器官的行为。” 

 

 

评述 

 

2011 年 10 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轮普遍定期审议开始。该国共收到 6 条建议，并已接受了其中两

条：通过政策推动 LGBT 群体权益，实施政策预防和追究基于 SOGI的犯罪。其余 4 条被“备注”（即

拒绝）的建议中的 3 条关于废除刑罪化法律，还有 1 条呼吁通过大范围立法和政策改革来解决基于

“性偏好”的歧视问题，包括宣传提高公众意识。 

 

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该国收到了 14 项 SOG 相关的建议，并全部拒绝了该等个建议。其中 10 项

建议提到去刑罪化。在互动性对话阶段，该国代表没有回答其他国家对 SOGI 议题所提出的任何意

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下一轮普遍定期审议定于 2021 年 5 月举行。  

 

作为美洲国家组织大会(OAS)的成员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自 2008 年即加入了大会所通过的《关于

人权、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及表达的决议》(参见 2008 年至今所有 OAS-大会决议)。然而，2013 年，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洪都拉斯共同宣布将为当年的决议添加了补充备注(补充备注 7)。之后的一年，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添加了补充备注，并称其无法支持该决议，重申了“鸡奸行为违法，无论是在同性

性伙伴之间或异性性伙伴之间” (补充备注 10)。在 2016 年的决议中（2015 年没有通过任何决议），

该国对其补充备注的论调作出了细微调整，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无法加入（其他国家的）一致同

意，“因为部分内容与共和国的法律背道而驰”，但是该国仍旧“坚定不移地推动和保障法治精神，保

护人权和人民的基本自由，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宪法所规定的”。 

 

2016 年 6 月，总理 Keith Rowley，强调 该国没有计划修改鸡奸法。不过，他称警察应保护每一公

民，“无论其跟谁睡觉、不跟谁睡觉或睡觉的方式”。此外，加勒比法庭对一桩 Maurice Tomlinson 提

起的旨在寻求认定移民法无效诉讼案件作出了判决，，该法禁止“同性恋”进入伯利兹及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尽管该判决保护了加勒比共同体的同性恋进入该两个国家，却未能宣布该等法律无效。

Andre Bagoo 和 Colin Robinson 对该判决进行了分析。  

 

尽管公平机会委员会敦促 该国在非歧视法规中加入关于性取向的条款，该国尚未作出任何保护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 LGBT 人群权利的立法进步。事实上，倡导容纳性取向联盟（Coalition Advocating for 

Inclusion of Sexual Oritentation (CAISO)）与其他组织一道向该国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提交了一项具体

的影子报告，该报告跟踪了 2011 年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出的建议。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rinidad_and_tobago/session_12_-_october_2011/ahrc197trinidadandtobagoe.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rinidad_and_tobago/session_25_-_may_2016/a-hrc-wg.6-25-l.12.pdf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links/
http://www.trinidadexpress.com/20160617/news/rowley-no-plan-to-change-buggery-law
http://www.caribbeancourtofjustice.org/wp-content/uploads/2016/06/2016-CCJ-1-OJ.pdf
http://today.caricom.org/2016/06/10/ccj-dismisses-gay-rights-activists-case/
http://www.newsday.co.tt/commentary/0,229407.html
http://www.newsday.co.tt/crime_and_court/0,229083.html
http://www.trinidadexpress.com/20160327/news/eoc-looks-forward-to-action-on-sexual-orientation-discrimination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rinidad_and_tobago/session_25_-_may_2016/js1_upr25_tto_e_mai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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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上旬，Jason Jones，一位特立尼达土生土长的同性恋人权活动家，向当地法院提出权利主

张，要求废除鸡奸法。在提交了案件陈述后，Jones 报案称收到了数十个死亡威胁。 

 

 

  

http://www.newsday.co.tt/news/0,240626.html
http://www.guardian.co.tt/news/2017-02-24/gay-activist-challenges-tt%25E2%2580%2599s-homophobic-laws
http://www.guardian.co.tt/news/2017-02-24/gay-activist-challenges-tt%25E2%2580%2599s-homophobic-laws
http://www.trinidadexpress.com/20170301/news/gay-rights-advocate-gets-death-th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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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刑法典，1976 年  

第八章：通奸，鸡奸，荣誉犯罪 

 

第 427 条       [男性间发生的性交] 

“（1）任何人犯通奸或鸡奸罪，应处长期监禁。 

（2）前款规定的行为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加重情形： 

a. 犯罪行为发生时，受害者尚未满 18 周岁。” 

 

 

评述 

 

尽管阿富汗刑法典中，对双方合意的同性性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宪法第 130 条

允许法庭诉诸伊斯兰教（沙里亚）法，而在教法中一般禁止同性性行为以及任何婚姻之外的性接触

。根据阿富汗伊斯兰教（沙里亚）法，同性性行为最高可判处死刑。2016 年下半年一篇 BBC 的文章

确认了 LGBT 人群常期生活在惧怕死刑或其他严厉迫害刑罚中，被迫隐瞒他们的身份。文章引用了

一位知名度高的学者的话： “学者们之间有广泛共识，如证明存在同性恋行为，处以死刑是合适的处

罚”，这与阿富汗存在上述压迫的历史相吻合。 

 

阿富汗的法律用语“鸡奸”（“pederasty”本意是男子与男童间的鸡奸）似乎泛指男性性交，不论年龄。

恋童癖（paedophilia）或与未达法定同意年龄的人发生性关系均属第 427 条第 2 款（a）项规定的情

况。成年男子之间的性交，以“鸡奸”入罪屡见不鲜，例如阿尔巴尼亚刑法典（1977 年）和拉脱维亚

刑法典（1933 年）的翻译版本，以及在旧俄罗斯法律传统中，“鸡奸者”（pederast）通常是指曾与另

一男性发生肛交的男性，不论年龄。此外，据报道，目前豢养舞童(Bacha Bazi，“跳舞男孩”，即穿女

孩服装的男童性奴，通常为 14 至 18 岁的男性青少年)作为性用途及身份的象征在较为年长的男性当

中仍十分流行。 

 

2014 年 1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阿富汗收到的唯一一条关于 SOGI 议题的建议来自挪威，呼吁“

废除刑法典中对成人之间自愿的同性性行为的课罪规定”， 阿富汗不接受（“备注”）该项建议。尽管

各方发出十项建议呼吁阿富汗取消压制公民与政治权利的死刑罪名：在国际人权法项下，该等权利

理应包含 SOGI 议题。在阿富汗性权利项目（Sexual Rights Initiative，简称 “SRI”)、国际计划生育联

合会（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简称“IPPF”)与阿富汗家庭引导协会（Afghan 

Family Guidance Association， 简称“AFGA”) 联合提交的报告中提及了男男性行为者（MSM)，而这

似乎是整个阿富汗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唯一一处提及有关 SOGI议题的材料。阿富汗下一轮普遍定

期审议定于 2018 年 10 月举行。 

 

尽管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的一名高级成员在 2015 年 2 月参加了关于亚太地区 NHRI 在促进和保护

LGBTI 权利和健康的角色的研讨会，但迄今为止，该委员会在其工作中尚未提及任何性取向或 SOGI

相关的议题。  

http://aceproject.org/ero-en/regions/asia/AF/Penal%2520Code%2520Eng.pdf/view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36884732
https://islamicommentary.org/2016/06/the-roots-of-homophobia-and-anti-gay-sentiment-in-the-muslim-world-by-ali-olomi/
https://globalvoices.org/2017/02/01/how-to-reintegrate-the-afghan-boys-used-as-sex-toys-of-powerful-men/?utm_content=buffer4c91f&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facebook.com&utm_campaign=buffer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UPR/Pages/AFSession18.aspx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fghanistan/session_18_-_january_2014/js1_upr18_afg_e_main.pdf
http://www.asiapacificforum.net/events/2015-APF-UNDP-sogi-workshop/
http://www.aihrc.org.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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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                     

 

刑法典，1860 年（1860 年第 45 号法案） 

 

第 377 条“反自然犯罪”           [违反自然规律] 

“任何人自愿与男性、女性或动物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应判处终生监禁，或最高 10 年监禁，

并处罚金。 

解释：插入是构成本条规定为犯罪的性交的充分条件。” 

 

 

评述 

 

在 2013 年 4 月第二次普遍定期审议中讨论家庭价值时，孟加拉外交部长同意新成立的国家人权委员

会的观点：性少数人群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免受暴力与歧视。不过，在 2016 整年，LGBT 人群披露

的宗教极端分子对他们的暴力和威胁水平成倍提高，而该国未给予任何保护。因此，许多 LGBT 人

群因惧怕生命危险而被迫离开家园并逃离该国。 

 

孟加拉国还没有专门的与 SOGI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尽管有为数众多且成立时间比较长的民间组织，

例如孟加拉男孩和班都社会福利协会（the Bhandu Social Welfare Society）但根据该协会网站的描述

，该机构 1997 年在社会福利与非政府组织事务局注册。 http://www.bandhu-bd.org/training-calendar-

october-december-2015/），以及网络社区 Roopbaan、Shambhab(一个拉拉社交网络）、舞动彩虹（

Vivid Rainbow)等）。目前，按照对 377 款的理解，该条延伸适用于 SOGI 议题相关的组织，此类组

织无法获得正式注册，这一说法也被孟加拉国唯一关注 SOGI 议题的出庭律师萨拉•侯塞因证实(第 8

页)。 

 

孟加拉国在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曾经接受建议，承诺对官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在性取向和性别

认同歧视方面的敏感性，这一点在第二轮审议中却没有提及。2013 年，南亚国家人权机构（South 

Asian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简称“NHRIs”)对南亚七国应对 LGBTI议题的能力做了评估

，评估对象包括孟加拉国。孟加拉国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定于 2018 年 1月举行。 

 

2013 年 11 月 15 日，孟加拉国立法认定海吉拉（Hijras）为“第三性”，并赋予其选举、迁徙、身份认

证及其他核心公民权利。 

 

2013 年 1 月，孟加拉国史上首本 LGBTI 杂志 Roopbaan 发行。这份杂志大大提高了公众认知，推动

了性少数权益倡导（第 40 页），包括 2014 年、2015 年在首都达卡举行的两场名为“彩虹集会”的公

开活动，旨在促进首都达卡的多元共融。但是，2016 年 4 月，由于收到来自伊斯兰主义者的威胁和

抗议，组织者不得不取消集会，据报道还发生了四起逮捕行动。2016 年 4 月 25 日，Roopbaan 的主

编 Xulhaz Mannan 和活动同伴 Mahbub Tonoy 在达卡的一个公寓中被残忍杀害。 

 

2015 年 2 月，孟加拉首本探讨同性性身份的科普读物（2010 年）的作者阿维吉特•罗伊（Avijit Roy)

在达卡街头被残忍杀害，似乎乃原教旨主义者所为。 

  

http://bdlaws.minlaw.gov.bd/pdf_part.php?act_name=&vol=&id=1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BQkJm34KzQ
http://ihrp.law.utoronto.ca/utfl_file/count/documents/SOGI/Bangladesh_SOGI_2011.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bangladesh/session_16_-_april_2013/js3_upr_bgd_s16_2013_jointsubmission3_e.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bangladesh/session_16_-_april_2013/a_hrc_wg.6_16_l.10_bangladesh.pdf
https://www.files.ethz.ch/isn/175698/RegionalReportGenderHIV.pdf
http://www.csbr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16/08/ShaleAhmed_HjraRights_CSBR-ILGAAsia2015.pdf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s://76crimes.com/2016/04/14/four-arrests-of-lgbt-activists-at-bangladesh-celebration/
https://76crimes.com/2016/04/25/two-lgbt-activists-murdered-in-bangladesh/
https://lgbtbangladesh.wordpress.com/2010/07/17/samakamita-the-first-bengali-book-analysing-the-issues-of-homosex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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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                             

 

2004 年刑法典 

第 14 章：性犯罪 

反自然性行为                            [违反自然规律] 

第 213 条 “若被告参与鸡奸或其他违反自然规律的性行为，应构成反自然的性犯罪。” 

 

反自然性犯罪级别 

第 214 条“反自然的性犯罪属轻微犯罪。” 

 

第 2 章：犯罪分级 

第 3 条  “本刑法典规定的犯罪分级如下： 

（c）若本刑法典或其他法律将某项犯罪称为轻微犯罪，且规定被告一经定罪应处一个月以上一年以

下监禁，则此项犯罪级别应为轻微罪。” 

 

 

评述 

 

2009 年下半年第 1 轮普遍定期审议中，不丹代表曾宣称，“但我希望说明的是，不丹刑法典自颁布以

来，其中有关反自然性犯罪的规定，从未适用于两个成年人之间发生的自愿性交行为。若我国人民

认为有此必要，可以修改该条款。” 

 

2014 年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似乎没有涉及这点。 

 

不丹不接受 2014 年 4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关于对同性性行为去刑罪化的四项建议。不丹的下一

轮审议定于 2019 年 1月举行。 

 

 

 

文莱达鲁萨兰国                         

 

刑法典，第 22 章，2001 年修订版  

 

违反自然的犯罪     [违反自然规律] 

第 377 条 “任何人自愿与男性、女性或动物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的，应处最高 10 年监禁，并处

罚金。【S 12/97】 

解释：插入是构成本条规定为犯罪的性交的充分条件。” 

 

 

评述 

 

文莱拒绝了（“备注”）2014 年 4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的收到的五项建议。与 2009 年第 1 次普遍

定期审议（主要关于消除歧视）被拒绝的建议不同的是，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主要围绕去刑罪化（

法国、加拿大、西班牙和捷克共和国）及修订版刑法典（第 22 章）重新引入对同性性行为适用死刑

https://www.oecd.org/site/adboecdanti-corruptioninitiative/46814108.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bhutan/session_06_-_november_2009/a_hrc_wg.6_6_l10_bhutan.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bhutan/session_19_-_april_2014/a_hrc_27_8_e.pdf
https://www.unodc.org/tldb/pdf/Brunei_Penal_Code_1951_Full_text.pdf
http://arc-international.net/global-advocacy/universal-periodic-review/b/brunei-daruss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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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西班牙和捷克共和国）。遗憾的是，孟加拉国利用普遍定期审议规程，鼓励文莱坚持其社

会政策和“传统家庭观念”（第 10 页）。 

 

2014 年，国际同性恋人权委员会（IGLHRC，现已更名国际全面行动“Out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

向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影子报告，详述了“2013 年 SPC 法令

的执行将如何助长严苛的家庭束缚以及暴力，迫使文莱女同性恋、中性及男性化女性、双性恋及跨

性别女性遵从有关性与性别的社会规范（如今更诉诸刑法）”。在结论性评论第 13（a)段，CEDAW

委员会敦促文莱“立即审议 2013 年沙里亚刑法典法令，以期废除直接/间接歧视女性的规定”。 

 

自 2014 年开始，尽管国际社会对其人权弊病进行了深度批评，文莱仍逐步转用沙里亚刑法典法令（

2013 年伊斯兰教法，SPC Order）。该法令第二、三阶段分别于 2015 年、2016 年开始适用（自此，

自愿的同性性行为者，无论男女，均可适用死刑）。至目前位为止，文莱似乎尚未制定程序性法律

，如不制定程序性法律，则无法过渡到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事实上，文莱最近一次执行死刑还是

在 1957 年。不过，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发出警示称目前的苏丹法仍极为严苛。 

 

在 2016 年 2 月对文莱达鲁萨兰国的结论性评论中，儿童权利委员会建议，重申了之前向该国发出的

建议，除其他问题之外，加强举措解决基于 SOGI 的歧视，且该委员会推荐提高对该议题的公众意识

。 

 

 

 

 

加沙 –巴勒斯坦控制领土                             

 

The British Mandate Criminal Code Ordinance, No. 74 of 1936 is in force in Gaza. 

 

Section 152(2) of the Code criminalises sexual acts between men with a penalty of up to 10 years.  

      [Sexual acts between men] 

“(2) Any person who:- 

(a) has carnal knowledge of any person against the order of nature; or 

(b) has carnal knowledge of an animal; or  

(c) permits a male person to have carnal knowledge of him or her against the order of nature,  

is guilty of a felony, and is liable to imprisonment for ten years.” 

 

英国托管地有效刑法典法令，1936 年第 74 号法令在加沙有效   

 

第 152（2）款，规定男性之间性行为为犯罪，可判处 10 年以下处罚。   [男性间发生的性行为] 

 “(2) 任何人，若： 

(1) 违反自然规律与任何人性交；或 

(2) 与动物性交；或 

(3) 违反自然规律，允许男性与他或她性交，  

构成重罪，应处十年监禁。” 

 

 

 

评述 

 

http://arc-international.net/wp-content/uploads/2014/05/UPR19-SOGI-report.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EDAW/Shared%20Documents/BRN/INT_CEDAW_NGO_BRN_18370_E.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252fC%252fBRN%252fCO%252f1-2&Lang=en
http://icj.wpengine.netdna-cdn.com/wp-content/uploads/2014/01/Brunei-Open-letter-on-2013-Penal-Code.pdf
http://www.agc.gov.bn/AGC%20Images/LAWS/Gazette_PDF/2013/EN/syariah%20penal%20code%20order2013.pdf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6/035/31/PDF/G1603531.pdf?OpenElement
http://www.nevo.co.il/law_html/law21/PG-e-063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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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刑法典在约旦和以色列亦有效，直到约旦于 1951 年、以色列于 1977 年分别通过本国刑法典，

方终止适用。不过，请注意：在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1951 年实施的约旦刑法典（1960

年修订）有效，并没有对同性性行为的禁止条款。 

 

自 2007 年哈马斯统治加沙以来，加沙地区立法机关试图修改或废除英国托管地刑法。2013 年以来的

提案大致基于伊斯兰教法，包括对通奸处以笞刑，犯偷盗者处以砍断右手的肉刑。由于完整的提案

没有公布，极有可能其对同性性行为的处罚会远重于目前生效的刑法。加沙立法机关没有通过这部

草案。 

 

 

 

印度                  

 

 

刑法典, 1860 年. 第 377款. 

反自然罪    [违反自然规律] 

 “任何人自愿与男性、女性或动物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的，应处终身监禁，或处最高 10 年监禁，

并处罚金。 

解释: 插入是构成本条规定为犯罪的性交的充分条件。 

 

 

评述 

 

尽管法律在理论上仅适用于男性,印度女性实际上亦受其约束(见第 12 页),并受制于其显著的‘冷却因

素’，以及随之导致的污名化。2009 年，德里高等法院对印度刑法典第 377 条进一步限缩解释，解除
了对互相同意的成年男性间私下发生的同性性行为的禁令（见评论）。然而，2013 年 12 月 11 日，

在 Koushal v. Naz Foundation 一案中，印度最高法院两名合议法官判决维持第 377 条合宪。因此，两

名男性之间私下发生的自愿性行为在印度仍属犯罪。该判决亦指出立法机关应对该问题做出决定,而

非法院, 但国会曾试图通过此类法案而未取得成功。 

 

就其最近在联合国国际人权法方面的表现而言，印度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的答复（2012 年 5 月）

可以看出该国目前已开始注意自身应当履行的国家义务：虽然加拿大人口与发展行动组织向普遍定

期审议致辞时，提醒注意：尽管印度内阁于 2012 年批准的刑法（修订案）法案保留了旧刑法第 377

条令人担忧，不过，印度亦接受了一项第三等级建议（即“有待考虑”），着手“研究对同性关系全面

去刑罪化的可能性”。 在这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印度拒绝了一项消除基于性取向的歧视，尤其是工

作场所中的性取向歧视的一般性建议。印度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将于 2017年 1 月启动。 

 

在纳兹基金会一案（2009 年）中，印度国务部以维护（公共）健康及道德为由，坚持保留 377 条，

但新德里高等法院认定（第 11 页），公共道德不属于法定的国家利益事项，尽管保护公共健康属于

法定的国家利益事项，但本案讼争法律与立法目的之间不存在合理联系。在该案中，高等法院参考

了杜真案（Dudgeon)和图能案（Toonen), 得出上述重要原则（这也是区域、国际人权机制得以应用

的范例）。   

 

印度最高法院迄今为止做出过两个有些自相矛盾的判决。2013 年关于 377 条款的判决拒绝引用基本

宪法权利对同性性行为去刑罪化，认为去刑罪化是议会而不是法院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几个

月后的另一份最高院判决则认为，跨性别者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最高院同时要求政府应当采取相

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201592
http://www.humandignitytrust.org/uploaded/Library/Other_Material/Breaking_the_Silence-Criminalisation_of_LB_Women_and_its_Impacts-FINAL.pdf
http://www.lawyerscollective.org/files/Naz%2520Foundation%2520Judgement.pdf
http://www.lawyerscollective.org/files/Naz%2520Foundation%2520Judgement.pdf
http://altlawforum.org/publications/the-right-that-dares-to-speak-its-name/
http://supremecourtofindia.nic.in/outtoday/rc4114.pdf
http://www.ndtv.com/opinion/im-not-giving-up-on-fighting-section-377-1266079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india/session_13_-_may_2012/ahrc2110indiae.pdf
http://arc-international.net/global-advocacy/universal-periodic-review/i/india-2nd-cycle
http://www.lawyerscollective.org/files/Naz%20Foundation%20Judgement.pdf
http://www.worldlii.org/eu/cases/ECHR/1981/5.html
http://hrlibrary.umn.edu/undocs/html/vws488.htm
http://supremecourtofindia.nic.in/outtoday/wc40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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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措施保障跨性别者的宪法权利。2014 年 4 月 15 日，在“全国法律服务管理处诉印度联邦等”（

National Legal Services Authority v. Union of India）一案中，印度最高法院判决支持跨性别者享有宪

法第 14、15、19、21 条规定的权利，包括平等、不受歧视、言论与表达自由，以及享有人格尊严。 

 

联合国人权捍卫者特别报告员已分别于 2009 年、2012 年两次指出印度在性取向性别认同方面存在的

问题。2014 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CEDAW)委员会敦促印度“按照在普遍定期审议中接受的

建议，研究并尽一切努力取消对同性关系的刑罚处罚，同时提请关注最高法院相关判决（Suresh 

Kumar Koushal and another v. NAZ Foundation 案，2013 年）。”2016年 4 月 1 日，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ICJ）发布了一份简报论述 377 条款矫正申请（Curative Petition), 指出最高法院应当推翻其早先的

判决（译者注：指 2013年的判决）。 

 

据报道 ，2015 年印度根据第 377 条逮捕了近 1500 人。不过，似乎其中超过八百人只是袭击未成年

人，而其他人数系逮捕未成年人。 

 

 

 

印度尼西亚（仅两省）            

 

印尼刑法典（来源于旧荷兰印地刑法典）并不禁止成年人双方自愿发生的性关系。不过，国家层面

上，存在适用于全国的污名化（性取向）的法规。例如，2014 年第 61 号《关于生育健康的政府法规

》规定“健康的性生活……包括社交生活指：a). 避免接触性病，b).避免接触性取向紊乱或异常者，

……以及 e). 遵守伦理道德”。2016年和 2017年上半年的报告表明国家和非国家的机构均对人权捍卫

者及其工作的威胁愈演愈烈。” 

 

省级层面上（主要是亚齐和苏门答腊这两个毗邻的省），有些地区、城市通过地方性法规对同性性

关系进行刑罚处罚，例如： 

• 南苏门答腊关于取缔不道德行为的省级条例（2002 年第 13 号文）：同性关系被归入“不道德

行为”加以刑罚处罚。 

• 巴淡市 2002 年第 6 号文关于“社会条例、社会秩序”的地方法规【城市条例】，第 9 条：禁止

成立 LGBT 社团（明确强调）。 

• 巴邻旁市 2014 年第 2 号关于“取缔卖淫”的地方法规【城市条例】，第五章禁止性规定，第 8

条：同性卖淫违法。 

• 西苏门答腊巴当班让市关于防止、消除、取缔社会不良现象的地方法规【城市条例】（2010

年第 9 号文）：社会不良现象的定义包括同性关系（无论付费或非付费的关系）。 

• 南加里曼丹省班贾尔区社会秩序条例（2007 年第 10 号文）：在“卖淫”定义中提及“不正常的

”同性恋、异性恋性行为（作为“正常”卖淫行为的补充）。没有关于“正常”或“不正常”行为的

解释。该条例亦禁止成立“……导致不道德行为”（即“……不为[当地]社会文化所接受的（行

为）”）的组织。随后又通过列举女同性恋、男同性恋组织“及其他类似组织”作为例子加以解

释。 

• 西爪哇省打横市关于根据伊斯兰教义与当地社会规范推广社会生活价值体系的条例（2009 年

第 12 号文）：无论异性恋还是同性恋的通奸、卖淫均予禁止。  

• 亚齐省关于违反伊斯兰教法的犯罪行为的亚齐地方法规 2014 年第 6 号文【省级条例】，2014

年通过，2015 年 10 月 23日生效。该法规定鞭刑 100 和/或最高约 8 年监禁。该法规第 63、64

http://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defenders/docs/A.HRC.10.12.Add.1.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efenders/A-HRC-19-55-Add1.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252fC%252fIND%252fCO%252f4-5&Lang=en
http://icj.wpengine.netdna-cdn.com/wp-content/uploads/2016/03/India-QA-art-377-Advocacy-Analysis-brief-2016-ENG.pdf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mumbai/14-of-those-arrested-under-section-377-last-year-were-minors/articleshow/54573741.cms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id/id039en.pdf
http://www.newmandala.org/criminalisation-lgbt-people-indonesia/
https://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world_report_download/wr2017-web.pdf
http://www.asia-pacific.undp.org/content/dam/rbap/docs/Research%20&%20Publications/hiv_aids/rbap-hhd-2014-blia-indonesia-country-report-english.pdf
http://www.refworld.org/docid/55b602fa4.html
http://www.refworld.org/docid/55b602fa4.html
http://www1-media.acehprov.go.id/uploads/Qanun_Aceh_Nomor_6_Tahun_2014_tentang_Hukum_Jinayat.pdf
http://www.loc.gov/law/foreign-news/article/indonesia-aceh-province-law-expands-caning-punishment-to-adultery-and-homosexual-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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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适用于当地居民，亦适用于省内犯通奸罪（Liwat,男性性器官插入犯罪）和犯 Musahaquh

罪（女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的外国人。 

 

 

评述 

 

2002 年，国会授权亚齐省采用伊斯兰教法。这些法律仅适用于穆斯林。在南苏门答腊省巴邻旁市，

人们则可能因为同性关系而被处监禁和巨额罚款。根据人权观察三月份的报告及《今日亚洲》最新

一期的文章，近年来，当地穆斯林神职人员对立法的诉求有增无减。 

 

在最近一次，也就是 2012 年 5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鉴于印尼针对 SOGI 人权捍卫者的暴力日

益加剧，各国特别就此呼吁印尼解决该暴力问题（第 6.5 条）。针对印尼有关法律对同性恋者施加刑

法并使社会日益歧视同性恋，犹以亚齐省为甚，西班牙呼吁“废除此类立法”，印尼答复道：“这些建

议未能如实反映相关省份的实际情况。”   在此，印尼代表的意思大概是，根据伊斯兰教义，亚齐省

实施的伊斯兰教法（Qanun Jinayah Aceh，即沙里亚法)——是对受禁止的行为或不当行为进行调整的

法律原则，其释义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本身并不是对同性性关系进行过分处罚的铁律。 

 

除了主要关注议题外，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还“特别注意到，尽管国家执政党有对国

家层面的审议机制（第 2.1 条），但在省、地区、自治区范围内，仍然实施着不少歧视妇女及其他弱

势群体，如性工作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的法律、规定，并对如何对该等违反公约的

行为予以纠正提出了建议。 

 

2016 年 3 月 3 日，印尼国会国防、外交和信息委员会（即第一委员会）建议”印尼广播委员会（

Indonesi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 或 KPI）出台措施，严格控制 LGBT 相关内容的传播，并严厉处

罚违反规定传播 LGBT 内容的行为”，代表了针对 LGBT 民众的进行镇压的又一法律工具。2016年和

2017 年 HRW 和其他报告反映了印尼 LGBT 倡导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正在日趋恶化，这一情况亦

对该国造成了经济影响。 

 

 

 

伊朗                                  

 

Islamic Penal Code of Iran of 1991  

1991 年伊朗伊斯兰刑法典  

 

第 2 部分：鸡奸罪的刑罚 

第 1 章：鸡奸的定义                    [鸡奸] 

第 108 条：鸡奸指与男性的同性性交。 

第 109 条：鸡奸行为中主动和被动的一方都将被定罪处罚。 

第 110 条：对鸡奸罪处以死刑；由伊斯兰教法法官决定执行死刑的方式。 

第 111 条：若鸡奸行为中双方均已成年，精神状态良好，且意志自由或蓄意，则无论主动、被动，

均处以死刑。 

第 112 条：若心智健全的男性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该成年男性应处以死刑，未成年方除非受胁

迫发生鸡奸，否则应处 74 下鞭轻刑（Ta’azir）。 

http://pancasilaislam.blogspot.sg/2012/10/special-report-indonesia-exchanging.html
http://www.hrw.org/news/2015/03/17/dispatches-challenging-indonesia-s-intolerant-muslim-clerics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RegularSession/Session21/A-HRC-21-7-Add1_en.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52fC.12%252fIDN%252fCO%252f1&Lang=en
http://www.hrw.org/news/2016/03/09/indonesia-dont-censor-lgbt-speech
http://www.loc.gov/law/foreign-news/article/indonesia-political-party-proposes-anti-lgbt-law/?loclr=eaglm
https://www.hrw.org/news/2017/01/12/indonesia-silence-and-complicity-human-rights-abuses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asiapacific/under-attack-indonesian/2585572.html?cid=twtcna
https://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wp-content/uploads/LGBT-Exclusion-in-Indonesia-and-Its-Economic-Effects-March-2017.pdf
http://www.iranhrdc.org/english/human-rights-documents/iranian-codes/1000000455-english-translation-of-books-1-and-2-of-the-new-islamic-penal-code.html
http://www.iranhrdc.org/english/human-rights-documents/iranian-codes/1000000455-english-translation-of-books-1-and-2-of-the-new-islamic-penal-co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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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3 条：若两个未成年男童发生性行为，除一方遭胁迫，受胁迫者可豁免外，双方均应判处 74 下

鞭刑（Ta’azir）。 

 

第 2 章  当庭证明鸡奸的方法 

第 114 条：如处以 4 下鞭刑后即承认实施了鸡奸行为的，则针对该认罪者的刑罚成立。 

第 115 条：如在处以 4 鞭刑之前即承认（实施了鸡奸行为），则对认罪者处以较轻的鞭刑（Ta’azir)，

而非重刑（Had)。 

第 116 条：当且仅当认罪者已成年、精神状态良好，且意志自由或蓄意时，认罪供述方成立。 

第 117 条：鸡奸可由四位可能目击过程的正直的男性证人加以证实。 

第 118 条：若目击证人少于四位正直的男性，则鸡奸不成立，证人应以恶意指控（Qazf) 加以处罚。 

第 119 条：若只有女性证人，或女性证人和一名男性证人，则鸡奸罪不成立。 

第 120 条：伊斯兰教法法官可基于其来源于习俗的知识审理案件。 

第 121 条：对于两名男性之间发生的未插入的猥亵（Tafhiz ，如摩擦物体或臀部）或类似行为，应

各处 100 下鞭刑。 

第 122 条：若上述猥亵或类似行为累计发生三次，每次已处以鞭刑，则若第四次发生，则应判处死

刑。 

第 123 条：若两名没有血缘关系的男性裸体共处，且并非出于必要的原因，则应处以不超过 99 下鞭

刑（Ta’azir)。 

第 124 条：若出于情欲亲吻另一男性，则应处以 60 下鞭刑。 

第 125 条：若实施猥亵和类似行为者，或同性恋者，在证人作证前忏悔认罪，则免于处罚；若在证

人作证之后方忏悔，则不予免除处罚。 

第 126 条：若鸡奸或猥亵行为已因认罪供述而证实，而认罪者又忏悔的，教法法官可以请求首领

（ValieAmr）赦免。 

 

第 3 部分  女同性恋                    [同性恋——女性] 

第 127 条：女同性恋（Mosaheqeh)是生殖特征为女性的人之间发生的同性恋行为。 

第 128 条：当庭证明女同性恋的方法与男同性恋的证明方法相同。 

第 129 条：对女同性恋的处罚为双方各处 100 鞭刑。 

第 130 条：对女同性恋的处罚仅对已成年、精神状态正常、意志自由或故意的一方适用。 

注：对女同性恋的处罚不区分主动方和被动方，也不区分穆斯林或非穆斯林。 

第 131 条：若同性性行为累计发生三次，且每次都处以鞭刑，则若第四次发生，则应处以死刑。 

第 132 条：若在证人作证之前，一方忏悔，则免于处罚；若在证人作证之后方忏悔，则不予免除处

罚。 

第 133 条：若同性性行为已因主动方认罪而证实，而认罪者又忏悔的，教法法官可以请求首领

（ValieAmr）赦免她。 

第 134 条：若两名没有血缘关系的女性裸体共处，且并非出于必要的原因，则应处以少于 100 鞭

（Ta’azir)。若该行为再次发生且已予以处罚，则第三次发生时，应处 100鞭刑。 

 

出版法（1986 年） [限制 SOGI 公开表达的道德规定] 

出版法中有若干条文直接限制有关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特征的言论表达自由。 

 

评述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 2013 年审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定期报告时，表达了对双方同意的同

性性行为定罪，以及被定罪的男性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关注。 

http://www.iranhrdc.org/english/english/human-rights-documents/iranian-codes/3201-the-press-law.html?p=1
http://www.refworld.org/publisher%252CCESCR%252CCONCOBSERVATIONS%252CIRN%252C52d547e54%252C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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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在 2010 年 2 月举行的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收到 3 条关于对 SOGI 去刑罪化和消除歧视的建议

，在 2014 年 10 月举行的第二轮审议中，则收到了 14 条。这些建议主要围绕去刑罪化、迫害和歧视

。在互动对话阶段，伊朗代表为伊朗在”同性恋“问题上的立场辩解，说同性性关系“不久前在大部分

西方国家还遭到迫害”。伊朗将于 2019 年 4 月接受第 3 轮普遍定期审议。 

 

记录于网站“消除 76 国犯罪”上的一份 2014 年的访谈，恰当描述了伊朗 LGBTI 人群的处境。国际全

面行动组织只做了一份关于伊朗性少数和性别少数状况的报告，并一直在跟进记录该国的相关信息

。 

 

然而，2014年 4 月，伊朗最高领导人将“同性恋”描述为“道德崩坏”、“ 淫荡行为”。2014 年 9 月 24 日

，伊朗国会发言人将“同性恋” 描述为 “现代西方的野蛮行为”。  国家最高安全理事会（The Supreme 

Council of National Security，简称 SCNS) 严格审查官方记者，以确保国家安全的名义，禁止记者报
道某些话题，包括基于 SOGIESC 的权利。 

 

儿童权利委员会于 2016 年 2 月照会伊朗，表达对“LGBTI 儿童因其真实的或推测的性取向或性别认

同而面临的不断的歧视，以及年龄已过刑事责任限制年龄的青少年因发生同性性行为而被定罪、处

以从鞭笞刑至死刑的惩罚的关切”（第 31 段）。委员会还表达了对年轻人缺乏渠道了解 LGBTI 议题

、跨性别者被强迫接受手术（第 71 段）问题的关切，敦促伊朗推翻此类政策（第 72 段）。 

 

2016 年 3 月，国际 ARC 组织在有关伊朗人权现状特使互动对话中提交的联合报告中对以上这些及其

他值得关注的问题做了充分阐释。 

 

 

 

伊拉克                         

 

自 2003 年美国入侵后，伊拉克恢复了 1969 年刑法典。该法并不禁止同性关系。 

 

第 404 条          [限制 SOGI 公开表达的道德规定] 

规定“任何人在公共场所借助技术手段歌唱或播放色情或淫秽歌曲或演说的，应处不超过 1 年监禁或

不超过 100第纳尔（伊拉克货币单位）的罚款。” 

 

 

评述 

 

. 

尽管伊拉克民事法并没有提及同性性行为，刑法也没有对同性性行为定罪处罚，国家（民法）法律

制度也不归伊斯兰教法法庭管辖，但是，如国际全面行动（OutRight）自 2014 年所记录及在其事件

时间表上所标示的，伊拉克非国家机构，包括伊斯兰教法法官，依然下令处决男女同性恋者。当地

警察和士兵，时有绑架、威胁甚至杀害 LGBT 的情况发生。 

伊斯兰国（译者注：阿拉伯语是“Daesh”, 或称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IS），或伊拉克和黎凡伊斯

兰国（ISIL）) 控制了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北部，已知其根据性别表达、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来锁定袭

击目标。声称是伊斯兰哈里发网站的努斯拉网（Nusr，阿拉伯语“胜利”之意）上，有法理学（基于

实证的规则和刑法）一篇，其中一页专述“对鸡奸的处罚”“规定：无论自愿还是非自愿，按教义处罚

鸡奸之法均为死刑。一经证实，无论鸡奸者或被鸡奸者，一律处死......”。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4/248/22/PDF/G1424822.pdf?OpenElement
http://76crimes.com/2014/12/28/living-dangerously-what-its-like-to-be-gay-in-iran/
https://www.outrightinternational.org/region/islamic-republic-iran
http://www.leader.ir/fa/speech/11526
http://www.iglhrc.org/sites/default/files/UPRSubmission.pdf
http://www.icana.ir/Fa/News/209725
http://www.pen-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2013/05/Iran-submission.pdf
http://www.pen-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2013/05/Iran-submission.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C/IRN/CO/3-4&Lang=En
http://arc-international.net/interactive-dialogue-with-the-special-rapporteur-on-the-situation-of-human-rights-in-iran/
http://www.refworld.org/cgi-bin/texis/vtx/rwmain?page=country&docid=452524304&skip=0&category=LEGAL&coi=IRQ&querysi=penal%2520code&searchin=title&sort=date
http://iglhrc.org/content/exposing-persection-lgbt-individuals-iraq
https://www.outrightinternational.org/dontturnaway/timeline
https://www.outrightinternational.org/dontturnaway/timeline
http://nusr.net/1/index.php/ar/nthm/nthm-oqoobat/319-nthm-oqooba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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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 10 月第 2 轮普遍定期审议中，伊拉克接受了唯一一条含有 SOGI 内容的建议（来自法国）

：“确保民事与政治权利平等。避免一切形式的基于种族、宗教、性别或性取向的歧视。”在伊拉克

的正式答复中，并没有提及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2015 年，负责监督《国际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ICCPR)实施的联合国国际人权委员会发布了对伊

拉克的总结性评论，包括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对相应人群的污名化和社会排斥的关切，对被污名

化和遭社会排斥的人们无法和平地公开游行的关切。委员会确认，“…道德标准和文化的多元性必

须…始终让位于人权和消除歧视的普世性。”因此，伊拉克应当“积极”消除刻板印象，确保所有人享

有公约规定的权利，调查、起诉加害人，补偿受害人，收集有关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犯罪数据，并

通过明确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作为保护依据的反歧视立法。 

 

2015 年伊始，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在有关报告（第 25 条）中表达了对经常发生的、有时甚至导致被

害人死亡的袭击行为却被免于处罚的关切。对此，伊拉克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基于真实的或推测

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并确保任何暴力行为得到及时调查和检控，加害人得到有效且公正的

审判，而受害人则得到救济。 

 

 

 

科威特                

 

Penal Code, Law No.16 of 2 June 1960, as amended in 1976. 

1960 年 6 月 2 日刑法典，第 16 号法律，1976 年修订  

 

第 193 条                 [男性间相互同意的性交] 

“已满 21 周岁的男性之间发生的互相同意的性交行为应处以最高 7 年监禁。” 

与 21 周岁以下的男性发生性关系依照第 192 条定罪处罚。 

 

第 198 条                     [限制 SOGI 公开表达的道德规定] 

同法规定，“任何人在公共场所作出下流的表示或行为，或可能从公共场所看到或听到的此类表示或

行为，或以任何方式看起来像另一性别的，应处以不超过 1 年的监禁，并处不超过 1000 第纳尔罚金，

或者单处监禁或罚金。” 

 

 

评述 

 

在 2010 年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科威特“备注”（即拒绝）了巴西提出的一项关于双方同意的同性关

系去刑罪化的建议。在 2015 年 1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乌拉圭和冰岛建议科威特对同性性关系

去刑罪化，荷兰也表达了此项建议，并呼吁科威特在其本国法中消除歧视。这项消除歧视的号召得

到了阿根廷和智利的响应。科威特对工作组报告的正式回复中没有提及 SOGI 议题，但在第 29 段中

，科威特代表辩称，顾及公共道德并不违反国际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第 21条（和平集会）的规定。 

 

据报道，2014 年 5 月，科威特除暴警察突击检查了一次“性派对”，并逮捕了 32 人，包括男性和女性

(“假小子”)。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4/241/84/PDF/G1424184.pdf?OpenElement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C/IRQ/CO/5&Lang=En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5/201/57/PDF/G1520157.pdf?OpenElement
http://gulfmigration.eu/database/legal_module/Kuwait/National%20Legal%20Framework/Rights%20and%20Obligations/2.1%20Penal%20Law_AR.pdf
http://gulfmigration.eu/database/legal_module/Kuwait/National%20Legal%20Framework/Rights%20and%20Obligations/2.1%20Penal%20Law_AR.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kuwait/session_08_-_may_2010/a_hrc_wg.6_8_l.14_kuwait.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kuwait/session_21_-_january_2015/a_hrc_wg.6_21_l.14.pdf
http://76crimes.com/2014/05/11/kuwait-police-raid-gay-party-arrest-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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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负责监督 ICCPR 履行的人权委员会在其有关科威特的结论性评论中称“13. 该国当政党

派应采取必要措施，对成人间自愿的性关系去刑罪化，并废除模拟异性行为的犯罪，以便使其立法

符合公约。该国亦应终止对同性恋的社会污名化以及基于真实或推测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对该等

人群施加的骚扰、歧视和暴力行为”。 

 

 

 

黎巴嫩                   

 

刑法典 of 1943 

 

第 534 条          [反自然性交] 

“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应处最高 1 年监禁。” 

 

第 209 条                    [限制 SOGI 公开表达的道德规定——伤风败俗] 

“为了交易、销售、偿付、复制、展览、展示或试图向公众展示、出售或试图出售的目的，而制造或

持有、进口或试图进口、销售或参与销售出版物、编辑物、图纸、声明、图片、绘画、照片，或图

像底片、样本或任何有伤风化的产品的，应处以 1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监禁，并处 20,000 里拉至

100,000 里拉罚金”。 

 

1943 年刑法典第 532 条   

规定，“以第 209 条第 2 款或第 3 款段中提及的任何方式违反公共道德的，应处以 1 个月以上 1 年以

下监禁，并处 20,000 里拉至 100,000 里拉罚金”。 

 

 

评述 

 

2010 年，黎巴嫩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挪威建议黎巴嫩去刑罪化并“确保消除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的歧视”，黎巴嫩的回复是“备注”（即拒绝）。Helem 组织就刑罪化的法律提供了分析报告。不过，

据 2014 年的一宗报道，法院解读第 534 条后，作出了有利于一位跨性别女性及其男性伴侣的判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报道，2014 年 8 月，有 27 名男性在一家土耳其浴室被捕，罪名是发生同

性性行为。 

 

2015 年 11 月，在黎巴嫩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互动对话阶段，黎巴嫩代表回应其收到的 6 条强烈建议

时称：“关于性取向，尽管刑法典第 534 条规定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应予惩处，但有两家法院的裁决

已经表明，第 534 条不适用于同性性行为（如前述）。司法机关在防止和反对针对同性恋、双性恋

、跨性别人士的暴力或歧视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2015 年的一份高水准报告描述了黎巴嫩公众对

LGBT 人群的态度，2016年 10 月的一份短片动画视频发布了被逮捕者可以主张的权利。  

 

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CESCR）2016 年 10 月对黎巴嫩做出的结论性评论中，该委员会

提及了基于 SOGI歧视的议题，建议该国为打击歧视建立法律框架，在其宪法中将反歧视作为基本原

则，开展宣传活动以对抗偏见和污名化，并建立制度以确保受害人能够寻找有效救济措施。  

 

关于上述 2014 年案例，2017 年 1 月，黎巴嫩最高法院（Court of Cassation）审查了低级法院的推理

，并维持原判。人类性别事项中“自然”的构成要素对于该问题至关重要。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C/KWT/CO/3&Lang=En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6653
https://wayback.archive-it.org/1475/20121020013016/www.bekhsoos.com/web/2010/04/new-publication-provides-analysis-on-article-534/
http://www.dailystar.com.lb/News/Lebanon-News/2014/Mar-05/249261-landmarkruling-rubbishes-anti-gay-lawin-lebanon.ashx#axzz2v8zsB9YB
http://muftah.org/lebanon-just-whole-lot-legalize-gay/#.VuBnwlLYoy5
http://76crimes.com/2014/08/26/12-still-in-lebanese-jail-17-days-after-turkish-bath-raid/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lebanon/session_23_-_november_2015/a_hrc_31_5_e.pdf
http://gsrc-mena.org/gsrc/as-long-as-they-stay-away-exploring-lebanese-attitudes-towards-sexualities-and-gender-identities/
http://legal-agenda.com/en/articleMedia.php?id=3195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52fC.12%252fLBN%252fCO%252f2&Lang=en
http://www.mambaonline.com/2017/01/31/homosexuality-now-legal-leb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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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刑法典（1998 年统一版） 

反自然犯罪                    [违反自然规律] 

第 377 条 A 款  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 

“任何人以将男性生殖器插入他人肛门或口中的方式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构成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 

解释：插入是构成本条规定为犯罪的性交的充分要件。” 

 

第 377 条 B 款  对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的处罚 

“任何人自愿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应处以最高 20 年监禁，并处鞭笞刑。” 

 

第 377 条 D 款  严重猥亵                       [严重猥亵] 

“任何人，无论公开或私下，实施、教唆、引诱或意图引诱他人与人发生严重猥亵行为的，应处最高

两年监禁。” 

 

 

评述 

 

马来西亚若干州已启用伊斯兰沙里亚法，穆斯林男女都必须遵守，而男女同性性交，经定罪量刑可

处最高 3 年监禁并处鞭笞刑。根据槟城沙里亚刑法，对鸡奸（Liwat）和女同性恋（Musahaqat）实施

的刑罚为罚金五千林吉特，3 年监禁及鞭笞刑 6下。以上刑罚可并处。 

 

在 2013 年 10 月举行的第 2 轮普遍定期审议上，马来西亚政府在收到各国代表提出的 7条去刑罪化建

议后表示(第 9 段)，涉及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士，和伊斯兰各教派信徒思想的各项事务，将秉

承文化传统、宗教教义和社会规范，以及国内法律法规谨慎处理。 

 

2015 年 2 月，反对派领袖、前副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在针对他的鸡奸指控上诉失

败后，被判入狱 5 年。该项指控一般理解为出于政治原因。2015 年 9 月 11 日，马来西亚旅游部部长

、拿督 Seri Nazri Aziz 称（也反映了很大一部分民众的观点），马来西亚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

恋或跨性别者永远也不会享有平等权益（参见人类尊严信托组织，英文 Human Dignity Trust）。 

  

http://www.agc.gov.my/agcportal/uploads/files/Publications/LOM/EN/Penal%20Code%20%255BAct%20574%255D2.pdf
http://factsanddetails.com/southeast-asia/Malaysia/sub5_4d/entry-3677.html
http://jaipp.penang.gov.my/images/pdf/enakmen_kesalahan_jenayah_syariah_neg_p_pg_1996.pdf
http://jaipp.penang.gov.my/images/pdf/enakmen_kesalahan_jenayah_syariah_neg_p_pg_1996.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malaysia/session_17_-_october_2013/a_hrc_25_10_malaysia_e.pdf
http://uk.reuters.com/article/2015/02/10/uk-malaysia-anwar-ruling-idUKKBN0LE09G20150210
http://www.themalaymailonline.com/malaysia/article/lgbt-community-will-never-have-equal-rights-in-malaysia-tourism-minister-sa
http://www.humandignitytrust.org/uploaded/Map/Country_Reports/Malaysi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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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                            

 

刑法典，2014 年第 6 号法律 

第 410 条—反家庭犯罪                        [同性婚姻] 

“违法婚姻。若……（8）两个性别相同的人缔结婚姻，则构成犯罪； 

本条规定的罪行属一级轻罪，应处 6个月以上 1 年以下徒刑。” 

 

第 411 条       [违法性交]  

“（2）与同性发生性交行为。 

定义：（2）“同性性交指”： 

（A）一男性将其性器官或其他物体插入另一男性的肛门，以获得性满足。或一男性将其生殖器插入

另一男性的口中，或 

（B）一女性将其身体器官或其他物体插入另一女性的阴道或肛门，以获得性满足。 

 

本条规定的犯罪属一级行为不当至三级重罪，应处 6 个月以上 8 年以下徒刑（若同性性行为还涉嫌

乱伦或通奸的，应予重判）。” 

 

第 412 条        [猥亵行为] 

“(a) 违法性交。若发生以下情形，则构成犯罪： 

(5) 若一方已婚或未婚，与因近亲关系、受哺于同一母亲，或婚姻关系而不得与之结婚的另一方发生

性接触。此项犯罪属 5 级重罪。 

(b) 犯罪的定义。一方与同一性别的另一方发生性接触即构成犯罪。[原文如此] 

(c) 禁止。“被禁止的性接触”指为了获得性满足，与同性、非婚姻关系内的异性，或动物，发生本法

第 411 条（a)款规定的犯罪行为以外的猥亵行为。 

 

本条规定的犯罪属 1级行为不当至 3 级重罪，应处 6 个月以上 8 年以下徒刑（若同性性行为还涉嫌乱

伦或通奸的，应予重判）。 

 

 

评述 

 

在 2015 年 7 月新刑法生效前，双方同意的同性性行为在马尔代夫不受民法规制。但当地伊斯兰教法

（沙里亚法）将男女同性性行为规定为犯罪，对男性判处 9 个月至 1 年的流放刑，或 10至 30下鞭笞

刑；对女性则判处 9 个月至 1 年软禁。 

 

在构架上，2014 年第 6 号文法律根据伊斯兰教法的体制界定犯罪和抗辩事由。这一体制设计因此而

适用于所有人，无论其是否具有穆斯林信仰。  新刑法生效后不到两个月，就有报道称，有男同性恋

被捕。  万花筒信托组织的报告中将马尔代夫描述为对 LGBTI人群非常不友好的国家。 

 

2010 年 11 月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马尔代夫收到的建议是去刑罪化、反对暴力及消除国家法律中基

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规定。马尔代夫拒绝了全部五项建议。 

 

2015 年 5 月，在呈递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的一份简报中（见第 2 页），国际人权服务组织（the 

Internatioan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简称 ISHR）指出，“未法典化的穆斯林教法对同性恋行为定罪

处罚，使得马尔代夫成了 LGBTI权益倡导的危险之地。” 

https://www.law.upenn.edu/live/files/4203-maldives-penal-code-2014
http://76crimes.com/2015/09/01/maldives-lenient-no-more-island-nation-arrests-2/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maldives/session_09_-_november_2010/a_hrc_wg.6_9_l.5_maldives.pdf
http://www.ishr.ch/news/maldives-briefing-paper-situation-human-rights-def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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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向新西兰移民局官员上诉的难民确认，整个马尔代夫有不少人由于基于性取向的迫害而逃亡。   

 

2015 年 9 月，在第 2 轮普遍定期审议的最后阶段，马尔代夫拒绝（即“备注“）接受两项关于消除歧

视和去刑罪化（来自智利和阿根廷）的建议。 

 

2016 年 4 月，儿童权利委员会作出结论性评论，建议该国“修改其立法以便消除针对女孩、婚外所生

的子女或法庭外婚姻所生的子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或双性子女的歧视”，并

“采取立法、政策和教育的措施，包括提高公众的敏感度和意识，停止对上述儿童的污名化”。 

 

 

 

缅甸                             

 

刑法典（1860 年第 45 号法案），修订版 

 

第 377 条      [违反自然规律] 

“凡自愿与其他男女或动物发生有违自然规律的性交，应处终身流放，或按每罪最长十年监禁，并处

罚金。” 

 

 

评述 

 

2010 年 11 月，缅甸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上，并未提及性取向与性别认同问题。不过，缅甸国家人权委

员会已于 2011 年成立，并于 2014 年正式生效。其中一名委员出席了 2013 年联合国亚太地区人权、

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会议，尽管国家助长的恐同情况仍在继续，但似乎已有新的力量在支持推动性少

数权益倡导。 

 

2015 年 11 月，在第 2 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澳大利亚和西班牙建议废除第 377 条。缅甸代表似乎未对

此作出回应，而不是“备注”（即“拒绝”）。 

  

http://globalvoicesonline.org/2014/06/06/homosexual-assylum-seekers-from-maldives-face-prosecution-upon-return/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maldives/session_22_-_mai_2015/a_hrc_wg.6_22_l.6.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C/MDV/CO/4-5&Lang=En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mm/mm004en.pdf
http://www.asiapacificforum.net/events/2015-APF-UNDP-sogi-workshop/
http://uk.reuters.com/article/uk-myanmar-gay-idUKKBN13B00R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myanmar/session_23_-_november_2015/a_hrc_31_13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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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                          

 

1974 年阿曼刑法典. 

 

第 33 条       [不名誉犯罪] 

“下列行为是不名誉犯罪： 

1.一切经强制判决处罚的重罪。 

2.下述轻微罪： 

1.贿赂；2.侵占（财物）；3.虚假证言；4.伪证；5.伪造并明知是伪造物而加以使用；6.教唆卖淫；7.

（男/女）同性性交；8.贩毒；9.盗窃；10.强奸和侵犯；11.欺诈；12.空头支票；13.违反信托；14.仿

冒；15.非法侵入。” 

 

（男/女）同性性交 

 

第 223 条              [男/女同性性行为] 

“凡与同性发生性行为的，应处 6 个月到 3 年监禁。 若该（男/女）同性性行为成为公开丑闻，则允

许在没有在先投诉的情况下对嫌疑人提起公诉。若女同性性行为发生在长辈后代，或同辈姐妹间，

则仅当有嫌疑人的一位亲属或四重以内姻亲的在先投诉时，方可据以对嫌疑人提起公诉。” 

 

 

评述 

 

在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瑞典提出了两项建议，阿曼都“备注”（即“拒绝”）了，其一是对同性性关系

去刑罪化，其二是消除基于 SOGI的歧视。 

 

尽管阿曼并不存在限制有关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表达自由的道德法令，但是，2013 年 9 月，英文报纸

《星期》却因为刊登了一篇报道该国性少数社群的文章而被关停一周。文章内容被指“扰乱公共秩序

”，而此项罪名可能被判处 3 年徒刑。文章作者和报纸编辑均被指控违反了以严苛著称的 1984 年《

新闻出版法》。迫于政府压力，该报不得不将文章从其网站上删除，不过，纸质版仍在市面上流通

。 

 

阿曼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于 2015年 11 月举行。仅有一份来自民间组织的报告提及了对“同性恋”去刑

罪化。墨西哥和巴西均建议阿曼废除现行法律（巴西建议至少弃而不用）。阿曼“备注”（即“拒绝”）

了这些建议。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6075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man/session_10_-_january_2011/oman-a_hrc_wg.6_10_l.5-eng.pdf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oman-gays-newspaper-idUSL6N0H12RB20130905
http://jonathanturley.org/2013/09/04/oman-newspaper-shut-down-after-publishing-a-sympathetic-article-on-homosexuals-in-country/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man/session_23_-_november_2015/ishr_upr23_omn_e_main.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man/session_23_-_november_2015/a_hrc_31_11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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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刑法典 (1860 年第 45 号法令). 

 

第 377 条 反自然犯罪                      [违反自然规律] 

“凡自愿与其他男女或动物发生有违自然规律的性交，应处终生监禁，或按每罪 2 年以上 10 年以下

监禁，并处罚金。” 

解释：插入是构成本条规定为犯罪的性交的充分条件。 

 

第 294 条  “淫秽行为和歌曲”                   [淫秽行为] 

“凡以下列行为干扰他人：a)在公共场所行为下流，或 b)在公共场所或公共场所附近吟唱、背诵或哼

唱淫秽歌曲、民谣或词句的，应按每罪最高 3 个月监禁处罚，或处罚金，或并处。” 

 

第 12 条 （1979 年第七号令）     [反自然性关系] 

该规定于 1980 年修订，修订案将最低处罚提高至 10 年监禁，并处罚金。限制法令（Hudood）第 12

条规定，“凡以与之发生违反自然的性关系之目的绑架或诱拐他人的，应处死刑或最高 25 年【……

】监禁,并处罚金【……】” 

 

 

评述 

 

2008 年 5 月和 2012 年 10 月，两轮巴基斯坦普遍定期审议成果文件中，均未直接提及 SOGI。仅在

2008 年的民间组织（ILGA 和 ILGHRC）报告中偶见论及该议题（2012 年的 38 份民间组织报告无一

提及 SOGI内容）。不过，在第 2 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有关于保护人权捍卫者，并按国际人权标准对

公务人员（法官、警察等）进行培训的建议。  巴基斯坦第 3 轮普遍定期审议将于 2017 年 4 月进行

。 

 

巴基斯坦在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大大小小的论坛上，坚决反对各人权条约机构将性少数议题纳入工

作范围，并在人权理事会上鼓吹其发扬“人类传统价值”的决心，态度强硬。2012 年 6 月，第 19 届人

权委员会会议上，在大会宣读根据 2011 年 9 月 SOGI问题决议（A/HRC/19/42）撰写的报告时，巴基

斯坦率先反对，其代表带领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代表们愤而离场，这在该论坛上是前所未有的

。他们的理由是，反对报告就性取向 SOGI 问题，“试图建立”“严重危害整个国际人权框架”的“新标

准”。  巴基斯坦至今仍在联合国各论坛上反对将国际人权标准适用于 SOGI 议题。 

 

根据万花筒信托报告，2014 年 4 月，一名连环杀手承认杀害了三名男同性恋，原因仅仅是他们的性

取向，而巴基斯坦媒体却称赞这名连环杀手是“正直的典范”。据报道，第 294 条常常被用来迫害男/

跨性别性工作者。 

 

 

 

 

  

http://www.punjabpolice.gov.pk/system/files/pakistan-penal-code-xlv-of-1860.pdf
http://www.pakistani.org/pakistan/legislation/zia_po_1979/ord7_1979.html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pakistan/session_02_-_may_2008/a_hrc_wg6_2_l8_pakistan.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pakistan/session_14_-_october_2012/a_hrc_wg.6_14_l.10_pakistan.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pakistan/session_2_-_may_2008/ilgapakuprs22008internationallesbianandgayassociationuprsubmissionjoint.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pakistan/session_2_-_may_2008/iglhrpakuprs22008internationalgayandlesbianhumanrightscommissionuprsubmission.pdf
https://www.unwatch.org/unhrc-holds-first-meeting-on-controversial-new/
http://www.dw.de/african-arab-delegates-walk-out-of-un-gay-rights-meeting/a-15794719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www.kaleidoscopeaustralia.com/wp-content/uploads/2014/03/Pakistan-report-to-CESC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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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                         

 

卡塔尔 1971 年刑法典（1971 年第 14 号法律第 201 条）规定对双方同意的同性关系处最高 5 年监禁

。卡塔尔刑法于 2004 年修订，根据 2004 年第 11号法律规定，鸡奸本身不再构成犯罪。 

 

然而，根据 2004 年刑法典第 296 条，“介绍容留”同性性行为的，可处 1 年至 5 年监禁。第 298 条则

规定从事同性性工作可处最高 10 年监禁。这意味着，截至 2004 年，尽管法律规定中的“……引导、

教唆……”用语仍有可能被用于处罚传播 SOGI 议题信息的行为，但是，世俗法律已经不再对双方同

意的同性性行为定刑处罚。 

 

2004 年法律第 296 条           [限制 SOGI 公开表达的道德规定] 

“一旦发生以下情形，行为人应处 1 年以上、3 年以下徒刑：【尤其是】3-以任何方式引导、教唆或

引诱一男性发生鸡奸或不道德行为。4-以任何方式唆使或引诱一男性或女性从事违法或不道德行为

。 

 

 

评述 

 

卡塔尔沙里亚法庭仍在运作，理论上，穆斯林男性仍有可能因为同性性行为而被处死，但近年来似

乎没有发生判死刑的案例（注意，按 2002 年联合国难民署指南的解释 (第 57 和 59 段)，如果某国规

范不符合国际人权法，即可构成“实质上的”迫害）。“通奸罪”（Zina)的存在，使得已婚者可因任何

婚外性行为而被处死，而未婚者则可被判处鞭笞刑，两者都构成犯罪，无论行为人是同性还是异性

。 

 

2010 年 2 月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只有瑞典向卡塔尔提了一项有关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建议（卡塔

尔只是“备注”了）：“为了避免 LGBT 人群遭受歧视，亟待采取的行动是修改对双方同意的同性性行

为定罪处罚的刑法规定，并确保人们不会因为此类行为而受伊斯兰教法处罚。”这条建议在互动对话

阶段又被重申，但卡塔尔均未作出任何答复。在 2014 年年中第 2 轮普遍定期审议中，仅在一处涉及

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时提及了性少数工人，对此，卡塔尔似乎未作出未作出任何答复。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暂无成文刑法。 

 

 

评述 

 

取而代之，该国实行严格的沙里亚法。根据释义，苏拉（Sura)第 7:80/81 描述，男性之间的同性性交

属轻罪，但并未明确如何处罚。不过，因一切婚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违法，则已婚男性的惩罚大多

理解为以石刑处死。对同性性行为施加的惩罚仍存在争议。根据向德国国会提交的一项报告，“有些

人呼吁应处鞭刑，有些人则坚信他们是在引述先知所说：“（鸡奸）两人都该死”。不过，不同于其

他诸如谋杀、通奸、叛教或半路抢劫等重罪，同性性行为并未被沙里亚法列入应处死刑之列。 

http://portal.www.gov.qa/wps/wcm/connect/8abaea8046be1deaae97ef70b3652ad8/Penal+Code.pdf?MOD=AJPERES&useDefaultText=0&useDefaultDesc=0
http://portal.www.gov.qa/wps/wcm/connect/8abaea8046be1deaae97ef70b3652ad8/Penal+Code.pdf?MOD=AJPERES&useDefaultText=0&useDefaultDesc=0
http://www.unhcr.org/3d58ddef4.pdf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POL30/003/2008/en/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qatar/session_07_-_february_2010/a_hrc_wg-6_7_l-1_qatar.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qatar/session_19_-_april_2014/a_hrc_27_15_e.pdf
https://quran.com/7/80
http://www.gaylawnet.com/ezine/crime/16_3597_minor_interpell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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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2 月的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来自民间组织的报告有四处简要提及性取向相关内容，但并没

有国家给沙特阿拉伯提出建议，也没有其他部分提及 SOGI。不过，在 2013 年 10 月的审议（即第二

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民间组织的报告却根本没有提及 SOGI，也没有国家提到 SOGI 议题，更没有

相应建议出现。在联合国水平，沙特阿拉伯仍然拒绝接受在其人权框架中纳入 SOGI议题。 

 

尽管沙特阿拉伯没有成文刑法，但却有一个执法机构，叫做“宣传美德与预防堕落委员会”，负责逮

捕、拘留那些违反原教旨主义瓦哈比派（Wahhabism）传统教义的人，包括同性性行为和多元性别表

达。该机构成员以个人行动和在线行动的方式运作，并且众所周知对于 LGBT 群体的态度极为恶劣

。 

目前沙特阿拉伯尚不存在运行中知名的 LGBT 团体或组织，和民众被严重限制集会的机会。根据部

长理事会 2001 年的决议，“沙特阿拉伯王国境内的所有网络使用者，不得发表或提供包含以下内容

的信息：1. 任何违反基本原则或立法的，或亵渎伊斯兰圣洁及沙里亚至善教法的，或有伤公共风化

的。” 

 

2015 年 6 月，沙特阿拉伯当局突袭在吉达市举行的两个派对，逮捕了若干同性恋嫌疑人。2016 年 3

月，据报道，吉达市的一位医生因为悬挂彩虹旗而被宣传美德与预防堕落委员逮捕，尽管他事先并

不知道彩虹旗的含义。同样是在 2016 年 3 月，吉达地区有关性和性少数的网上交流往往都会被有关

部门“负面关注”。不过，在 2016 年 5 月，关于同性性关系的死刑议题，一位宗教领袖评论道，“对同

性恋者判处死刑是比同性恋本身更为严重的犯罪”。 

 

2016 年 10 月，儿童权利委员会的结论性评论对以下情况（除其他情况外）表示担忧， LGBT 儿童在

沙特阿拉伯长期遭受歧视。因此，建议该国采取“积极的综合战略以消除法律和事实上的歧视”。 

 

2017 年 2 月，沙特当局突击检查了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一处度假地点，拘留了 35 名巴基斯坦公民

，将其描述为"同性恋（faggots）"，并发布了穿着异性服装的部分个人的照片。虽然尚未取得该事件

的相关佐证，但据报道该团体的两名成员被当局残忍杀害杀害，该国否认了这一说法。 

 

 

 

新加坡                                

 

1872 年刑法典（第 22 章），2008 年修订版 

有失体统（Outrages on decency） 

 

第 377 条 A 款         [严重猥亵] 

“任何男性，在公共或私人场合，实施、教唆、引诱或意图引诱其他男性，与另一男性发生严重猥亵

行为，应处 2 年以下监禁。 

 

第 377 条规定的“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罪已被废除，2007 年第 51 号刑法典（修正）法案自 2008年 2

月 1 日生效。 

 

第 294 条                                                                                           [淫秽行为] 

“凡以下列行为干扰他人： 

a)在公共场所行为下流，或 

b)在公共场所或公共场所附近吟唱、背诵或哼唱淫秽歌曲、民谣或词句的，应处最高 3 个月监禁，或

处罚金，或并处。”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udi_arabia/session_4_-_february_2009/ahrc1123saue.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udi_arabia/session_17_-_october_2013/a_hrc_25_3_saudiarabia_e.pdf
http://www.mintpressnews.com/un-human-rights-council-saudi-arabia-supports-right-torture-execute-lgbt-people/215528/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en/perspective/features/2016/04/13/Saudi-cabinet-decree-preventing-Religious-Police-from-pursual-and-arrest.html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gay-saudi-arabian-man-sentenced-to-three-years-and-450-lashes-for-meeting-men-via-twitter-9628204.html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gay-saudi-arabian-man-sentenced-to-three-years-and-450-lashes-for-meeting-men-via-twitter-9628204.html
https://joshteitelbaum.files.wordpress.com/2011/11/dueling-for-dawa-state-vs-society-on-the-saudi-internet1.pdf
http://www.ibtimes.com/gay-parties-raided-saudi-arabia-religious-police-arrest-several-people-suspicion-1968038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saudi-man-arrested-for-flying-pretty-rainbow-flag-unaware-it-symbolised-lgbt-pride-a6955886.html
http://www.middleeasteye.net/news/senior-saudi-cleric-homosexuality-should-not-be-punished-2030515999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C/SAU/CO/3-4&Lang=En
http://akhbaar24.argaam.com/article/detail/325096
http://europe.newsweek.com/saudi-arabia-pakistan-transgender-lgbt-transgender-rights-hate-crimes-564544?rm=eu
https://76crimes.com/2017/03/10/saudis-arrest-35-pakistanis-deny-that-2-were-killed/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saudi-arabia-transgender-activists-pakistan-torture-death-police-custody-denial-a7615336.html
http://statutes.agc.gov.sg/aol/search/display/view.w3p%3Bpage=0%3Bquery=Id%253A%25221107d768-db70-488f-9fbb-f5a12c9da49e%2522%20Status%253Ainforce%3Brec=0%3Bwhole=yes
http://statutes.agc.gov.sg/aol/search/display/view.w3p%3Bpage=0%3Bquery=Id%253Ac2ed2ae6-c106-4435-a7be-b4f1300c71c1%20Depth%253A0%20Status%253Apublished%20Published%253A28%252F01%252F2008%3Brec=0%3BresUrl=http%253A%252F%252Fstatutes.agc.gov.sg%252Faol%252Fsearch%252Fsummary%252Fresults.w3p%253Bpage%253D0%253Bquery%253DId%253Ac2ed2ae6-c106-4435-a7be-b4f1300c71c1%20Depth%253A0%20Status%253Apublished%20Published%253A28%252F01%252F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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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4 条        [有辱体面] 

“凡以攻击或以武力袭击他人，意图凌辱他人，或明知其行为极可能有辱他人体面的，应处最高 2 年

监禁，或处罚金，或并处。” 

 

 

评述 

 

2014 年 10 月，新加坡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认定，第 377A 条侵犯多元性取向者的权益，  并认为，

立法机关应予纠正。据报道，当地一网络博客博主因评论其中一名法官存在偏见（该法官的表述在

此文中有引用）而被处以 6，000 新币罚金，此案于 2015 年 12 月上诉。万花筒信托报告（第 46页）

指出，目前 377A 条已极少用于迫害 LGB 群体，但第 354 和 294 条则使用相对频繁。 

 

2015 年 6 月，在芳林公园举行的“粉红一点”活动吸引了 28,000 多人参加。2016 年 6 月集会吸引了相

似数量的参会者。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国特别强调了“外国实体”不得为此计划提供资助(2016 年该事

件获得了大笔新的资助)。 

 

2016 年 1 月，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新加坡收到了 12 项建议，其中 11项呼吁废除第 377A条（其

中 1 项围绕媒体中对 LGBTI 人群和问题的偏见），还有 1 项呼吁广泛的非歧视环境。新加坡“备注”(

实际拒绝)了全部 12 条建议。 

 

 

 

斯里兰卡                   

 

 

1885 年刑法典 (as amended by the Penal Code (Amendment) Act, No. 22 of 1995). 

 

第 365 条 反自然罪                      [违反自然规律] 

任何人自愿与任何男性、女性或动物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的，应判处 10 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

。[……] 

解释-插入是构成本条规定为犯罪的性交的充分要件。” 

 

第 365A 条 自然人之间的严重猥亵行为           [严重猥亵] 

“任何人，在公共或私人场所，实施、作为行为一方、引诱或意图引诱他人与他人发生严重猥亵行为

，构成犯罪，应处 2 年以下监禁，单处或并处罚金。如犯罪人已满 18 岁，与不满 16 岁的人发生上

述行为，应处 10 年以上 20 年以下严格监禁，并处罚金。同时，犯罪人应判处由法庭决定的一定数

量的赔偿金，以赔偿因犯罪行为受到损害的一方。” 

 

 

 

 

 

评述 

 

http://www.humandignitytrust.org/uploaded/Library/Case_Law/Singapore_CA_Judgment_29.10.14.pdf
http://76crimes.com/2014/10/29/singapore-court-rejects-appeal-of-anti-gay-law/
http://76crimes.com/2015/01/26/blogger-risks-jail-for-comments-on-singapore-anti-gay-law/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record-28000-gather-at-hong-lim-park-for-annual-pink-dot-rally
http://mashable.com/2016/06/06/pinkdot-singapore/#o9dpTM6P_sqx
http://time.com/4360973/pink-dot-singapore-facebook-google-apple/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ngapore/session_24_-_january_2016/a_hrc_wg.6_24_l.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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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斯里兰卡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只有两个国家（阿根廷和加拿大）提出了对刑法典中

的规定去刑罪化的具体建议。斯里兰卡“备注”了该等建议。该国下一轮审议将于 2017 年 11 月举行。 

 

根据万花筒信托组织的报告（第 47 页），虽然 1995 年的法律修正案扩大了该法的适用范围以达到

性别中立，但该法实际上已被视为“死法”（尽管仍有法律效力但实际并不执行）。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该法的存在对 LGBT 人群造成了严重的“冷却因素”，这些人群继续敲诈勒索和暴力行为。该组

织还指出，斯里兰卡代表在出席人权委员会会议时曾承认，对 SOGI有关的歧视受到宪法保护。该组

织还指出，随着 2015 年（不那么专制的）新总统当选，该国在国际层面对 SOGI 议题的基调已经在

发生变化。 

不过，2016年下半年斯里兰卡投票反对 在联合国设立一个强制性 SOGI 议题。 

 

同时，2017年 1 月司法部长的访谈中，以第 365和 365A 条中涉及的斯里兰卡社会的宗教性质为基础

，司法部长称“在任何情况下，我国不会修改该法”。此外，该部长称 “同性恋”为“精神紊乱”，此评

论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响。斯里兰卡存在迫切的关注，尽管有之前的商讨，该国似乎采取了行动以

便自 2017 年至 2021 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删除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指引。 

 

 

 

叙利亚                  

 

1949 年刑法典 

 

第 520 条                      [反自然性交] 

“任何反自然的性交应处 3 年以下监禁。”  

 

第 517 条 

“对以第 208 条第 1 段中规定的任何方式犯下有伤风化罪（即在他人可能故意或无意看到的公共或开

放区域进行的任何行为），应处 3 个月以上 3 年以下监禁。” 

 

 

评述 

 

尽管存在成文法律规定，自 2011 年起，叙利亚已成为 世界上对于性少数和性别少数最为危险的地区

之一，对同性性行为活动频繁收到复杂的答复。在这个被战争蹂躏的国家中发出的相对较少的证言

均目击，国家和非国家机构参与过酷刑、迫害、草率处决，且据报道常常牵连到其家庭成员。 

 

2011 年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国际特赦组织是建议废除第 520 条的唯一一个非政府组织。没有国家

对此议题提出建议，在首轮结论性报告中也没有提及 SOGI。 

 

2016 年 11 月叙利亚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仅提交了两份公民社会报告，包括 MADRE 提交的观察意

见 (第 11 段)：“仅凭怀疑有私通或暧昧关系，或有虚假指控就可杀害妇女和儿童，如妇女和儿童被

强奸或性侵害，也可被杀。“荣誉”杀戮的受害者亦包括 LGBT 个人。 

AWASUR (联合报告第 12 段)称：“LGBT 身份的个人收到迫害，并遭受社会和法律的污名化，剥夺

了公平教育的机会以及在公共服务和有时在私立机构的就业机会。他们还受法律迫害，遭到安全追

踪和拘留，在检查站，许多人因性取向被毒打、拷问和强奸，无论是个人或群体”。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i_lanka/session_14_-_october_2012/ahrc2216srilankae.pdf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www.theindependent.sg/singapore-voted-against-uns-sexual-orientation-and-gender-identity-sogi-mandate-safeguard/
http://life.dailymirror.lk/article/interviews/A-chat-with-Wijeyadasa-Rajapakshe/52/16537
https://www.colombotelegraph.com/index.php/homophobic-justice-minister-wijeyadasa-should-resign-right-activists/
https://secure.avaaz.org/en/petition/The_Government_of_Sri_Lanka_Repeal_Laws_that_Entrench_Discrimination_and_Perpetuate_Violence/?fmgYylb&pv=10&utm_source=sharetools&utm_medium=facebook&utm_campaign=petition-404480-The_Government_of_Sri_Lanka_Rep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10918
https://www.counterextremism.com/content/isis-persecution-gay-community
https://tribune.com.pk/story/1260120/secret-hypocritical-gay-world-islamic-state/
http://www.smh.com.au/good-weekend/it-cant-get-any-worse-than-being-gay-in-syria-today-20151001-gjze4o.html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yrian_arab_republic/session_12_-_october_2011/a.hrc.19.11syriae.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yrian_arab_republic/session_26_-_november_2016/js12_upr26_syr_e_mai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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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最近的一次初步互动性对话中(2017 年 3 月)，叙利亚代表在其答复中没有提及 对性少数或性别

少数人群的多次社会性及官方的袭击和迫害。 

 

 

 

 

土库曼斯坦                 

 

1997 年刑法典（1998 年 1 月 1 日生效） 

 

第十八章：伤风败德罪 

第 135 条：同性性行为                   [同性性行为] 

 “（1）同性性行为，即男性之间的性交，应判处最高 2 年监禁。 

（2）若以肢体暴力，以暴力相威胁，或利用受害人所求，强行发生同性性行为的，应判处 3至 6 年

监禁。  

（3）构成本条第（2）款中规定的罪行，若属： 

（a）非初犯； 

（b）3 人及以上未经串通，或多人合谋； 

（c）蓄意侵犯未成年； 

（d）导致受害者染上性病； 

应判处 5 至 10年监禁。 

（4）构成本条第（2）款和第（3）款中规定的罪行，若属： 

（a）蓄意侵犯未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 

（b）因疏忽大意导致受害人死亡，或健康严重受损，或染上艾滋病； 

应判处 10 至 20 年监禁。” 

 

第 137 条 强迫发生性关系                            [强迫] 

“以敲诈勒索、威胁毁坏财产，或利用外物或自身优势，胁迫他人发生性关系、同性性行为，或其他

性行为的，应处最高 2 年劳动改造或最高 2 年监禁。 

 

 

评述 

 

 “同性恋”在土库曼斯坦被视为精神紊乱，因此，对男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或疑似“同性恋”行为的

惩罚还包括将当事人送入精神病院，“矫治”其性偏好。对男性间的同性性行为进行刑罚处罚的法律

往往是选择性执法，尽管也有关于逮捕行动的报告，但个人很少被依据该法起诉。刑法典中并未提

及女性间的同性性行为。 

 

在 2008 年 12 月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土库曼斯坦拒绝了（来自瑞典和捷克共和国的）两项有关

去刑罪化的建议，并且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解释。在 2013 年 4 月的审议中，土库曼斯坦再次拒绝了斯

洛文尼亚的建议，该建议引用了其他国际人权机制：“按照人权委员会的建议，将成年人之间相互同

意的同性性行为去刑罪化”。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yrian_arab_republic/session_26_-_november_2016/a_hrc_34_5_en.pdf
http://www.refugeelegalaidinformation.org/turkmenistan-lgbti-resources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urkmenistan/session_16_-_april_2013/ahrc243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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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2 年有关土库曼斯坦的总结性评论中，人权委员会陈述，“该成员国应对成年人之间相互同意

的性行为去刑罪化，以使其立法达到公约的要求。该成员国还应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对同性恋的社会

污名，向社会表达明确的信号，即国家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基于个人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歧视。” 

 

 

 

阿联酋                        

 

 

评述 

 

在阿联酋，异性婚姻之外的任何性行为均遭禁止。1987 年发布刑法典的第 3 号联邦法律（第 354 条

）中无任何条款论及自愿的同性性关系，尽管有一些学者对此条有不同翻译。 

 

通过沙里亚法典，阿联酋在理论上可以对发生同性性行为者动用死刑，利用 “通奸罪”（Zina，第 356

条）适用于对所有婚外性关系的惩罚。不过，领先的人权组织研究表明，尽管在某些案例中，阿联

酋法院已经超越成文法的规定，对“通奸罪”判决了更为严酷的石刑和鞭刑，但似乎该法仅在强奸案

中实施过。 

 

不同阿联酋成员国还有反鸡奸法：阿布拉比（阿联酋所在地）刑法典第 80 条规定“[与他人发生反自
然性关系]”最高判处 14年徒刑。（该法于 1970年通过，早于阿布拉比独立）。迪拜酋长国第 177 条

（也是 1970 年通过的）对“[鸡奸]”处以 10 年监禁。 

 

阿联酋在 2013 年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收到两个国家关于 SOGI 的建议：“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包括

LGBT 个人，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受害人得到保护，加害人绳之以法”（美国），以及“废除对同性性关

系的刑罚处罚”（阿根廷）。阿联酋“备注”了两条建议，但没有就这些议题给出答复意见。 

 

 

 

 乌兹别克斯坦                        

 

Criminal Code of 1994. 

1994 年刑法典  

 

Article 120        [Homosexual acts - male] 

“Homosexual acts, which are defined as the gratification of a man’s sexual drive with another man without 

the use of force, shall be punishable with a term of imprisonment of up to three years.” 

第 120 条        [同性恋行为——男性] 

“同性恋行为，指因性欲驱使、未使用暴力，与另一男性发生同性性交的行为，应处最高 3 年监禁。
” 

 

评述 

 

2013 年 4 月下旬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乌兹别克斯坦“备注”（即拒绝）了来自两个成员国（荷兰

和乌拉圭）关于对同性性行为去刑罪化的呼吁，以及另两个国家（西班牙和阿根廷）关于制定非歧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C/TKM/CO/1&Lang=En
http://mublegal.com/wp-content/uploads/2014/07/Federal-law-penal-code.pdf
https://lgbt-rights-hrw.silk.co/page/United-Arab-Emirates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POL30/003/2008/en/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united_arab_emirates/session_15_-_january_2013/ahrc2313e.pdf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id/8931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id/8931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uzbekistan/session_16_-_april_2013/ahrc24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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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立法的建议。乌兹别克斯坦的答复是很明确的：“对同性恋去刑罪化的问题，刑法禁止了男性间双

方同意的同性性关系，但这条并不适用于女性。近期内，我国不会废除该法，因为这在我国是已经

有 1,000 多年历史的传统。乌兹别克斯坦在这方面与其他穆斯林国家在人权理事会相关议题讨论时表

达的观点一致。”【第 88段】。 乌兹别克斯坦下一轮审议定于 2018 年 1月。 

 

2015 年 8 月，人权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结性评论（第 6、7 段），该评论备注称为了

履行公约义务，乌兹别克斯坦必须确保，除了其他需要采取措施外，法律体制还必须确保全面消除

歧视，包括 SOGI 议题，并对遭受侵害的当事人提供有效救济措施。该评论还重申了此前有关基于

SOGI 的“任何形式的社会污名、仇恨话语、歧视或暴力”的建议，敦促乌兹别克斯坦应确保“对此类

暴力行为展开调查、起诉和惩治“，并废除第 120条。 

 

 

 
  

也门                       

 

1994 刑法典  

 

第 264 条        [同性恋——男性] 

“男性间同性恋的定义是发生肛交。未婚男性应处 100 下鞭刑或最高 1 年监禁，已婚男性应处死刑（

石刑）。” 

 

第 268 条       [同性恋——女性] 

 “女性间同性恋的定义是通过摩擦达到性刺激。对有预谋实施该行为的，应处 3 年以下监禁；胁迫他

人从事该行为的，肇事者应处 7 年以下监禁。” 

 

 

评述 

 

随着南北也门的统一，1994 年也门刑法典（也门共和国第 12 号令）规定对男性间双方同意的性行为

处以死刑（石刑）（第 264 条），对女性间双方同意的性行为则处以 3至 7 年监禁（第 268 条）。 

 

. 

随着 2013 年，激进派胡塞武装接管也门政权以来，性少数群体的处境日益艰难。2015 年 8 月的一篇

文章深入介绍了也门 LGBT 民众的生存环境详细信息。男同性恋被害的新闻仍然常见诸报道。 

 

在 2014 年 1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没有与会国对也门有关 SOGI 议题提出建议。事实上，在 18

家民间组织和其他机构提交的呈报中，只有一处简略提及 SOGI。与 2009 年月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

作出一项口头陈述不同，第二轮审议最后阶段，也门没有作出口头陈述。也门的下一轮审议定于

2018 年 10 月举行。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uzbekistan/session_16_-_april_2013/ahrc247e.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C/UZB/CO/4&Lang=En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83557/92354/F1549605860/YEM83557.pdf
http://www.thetower.org/article/will-yemens-gay-community-survive-the-iran-backed-militias-trying-to-take-over
http://76crimes.com/2015/09/16/four-murders-of-gay-men-in-yemen/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yemen/session_18_-_january_2014/ai_upr18_yem_e_main.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yemen/session_05_-_may_2009/ilga_yem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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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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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群岛（新西兰属地）                                                 

 

1969 年刑法  

 

第 154 条  男性间的猥亵行为    [猥亵行为] 

17. “（1）任何人实施以下行为的，应判处不超过 5 年监禁—— 

（a）对其他男性实施猥亵侵犯；或 

（b）与其他男性或对其他男性实施猥亵行为；或 

（c）引诱或允许其他男性与其发生猥亵行为。 

（2）任何未满 15 周岁的男孩不因实施第（1）款中（b）或（c）项所述行为，或作为犯罪行为参与

人而被判刑。除非行为的另一方不满 21 周岁。 

（3）本条所述犯罪不能以取得另一方同意作为抗辩理由。” 

 

第 155 款 鸡奸       [鸡奸] 

“（1）任何人实施鸡奸行为均应承担责任—— 

（a）若对女性实施鸡奸行为，应判处不超过 14年监禁； 

（b）若对男性实施鸡奸行为，且犯罪行为发生时该男性未满 15 周岁，而行为人已满 21 周岁的，应

判处不超过 14 年监禁； 

（c）其他情况下，行为人应判处不超过 7 年监禁。 

（2）本罪以插入为行为的构成要件。 

（3）如果鸡奸行为是对未满 15 周岁的人实施，受害人不应作为鸡奸罪一方被起诉，但如果本法第

154 条适用，则受害人可作为该条犯罪行为参与人被起诉。 

（4）本条所述犯罪不能以取得另一方同意作为抗辩理由。” 

 

 

评述 

 

库克群岛是新西兰附属群岛，因此，库克群岛法律仅适用于该岛，而不适用于新西兰。在国际（联

合国）层面上，LGBT 组织 Te Tiare 联合会正在推动去刑罪化的进程。虽然甚至连当地传统皇室家庭

代表已发言称反对对同性亲密关系定罪量刑，但据报道 相关政治议程还完全没有启动。 

 

 

 

 

基里巴斯                     

 

1977 年修订版刑法典【第 67 章】 

 

第 153 条 反自然的犯罪      [鸡奸] 

“任何人—— 

（a）与他人或动物发生鸡奸；或 

（b）允许一名男性与他或她发生鸡奸行为， 

应构成重罪，判处 14 年监禁。” 

 

第 154 条  意图实施违反自然的犯罪及猥亵侵犯               [意图鸡奸] 

http://www.paclii.org/ck/legis/num_act/ca196982/
http://www.cookislandsnews.com/national/local/item/53592-gay-rights-campaign-misunderstood/53592-gay-rights-campaign-misunderstood
http://www.cookislandsnews.com/national/local/item/49147-criminalising-gays-unfair-pa-ariki/49147-criminalising-gays-unfair-pa-ariki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www.cookislandsnews.com/national/politics/item/53658-pm-sidesteps-gay-issue/53658-pm-sidesteps-gay-issue
http://www.paclii.org/ki/legis/consol_act/pc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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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企图实施前条所述犯罪行为，或以实施该行为为意图侵犯他人，或对男性实施猥亵侵犯，构

成重罪，应判处 7 年监禁。” 

 

第 155 款   男性间猥亵行为                               [严重猥亵] 

“任何男性，无论公开或私下场合，与另一男性实施严重猥亵行为，或引诱另一男性与其发生严重猥

亵行为，或意图引诱另一男性同意与他自己或其他男性发生该行为，不论公开或私下，构成重罪，

应被判处 5年监禁。” 

 

 

评述 

 

2010 年 5 月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基里巴斯“备注”（即拒绝）了关于去刑罪化的两条建议和关于将

SOGI 纳入宪法非歧视条款的 4 条建议。不过，该国曾试图解释其立场：“关于性取向议题，代表团

承认同性恋的存在，及将其纳入宪法禁止歧视事由的必要性。但是，代表团需要重申通过权利法案

修正案的法定门槛很高。这个问题对针对妇女的歧视议题一样存在” (第 61 段)。当地机构报告称，

2014 年，一位委员提起的呼吁将性取向议题纳入宪法的提案被议会驳回。 

 

2015 年 1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基里巴斯收到了法国、斯洛文尼亚、智利、加拿大和乌拉圭都

建议对同性性关系去刑罪化的建议，并确保 SOGI 纳入反歧视立法中作为保护事由之一。在基里巴斯

工作组报告最终版中，并未提及该国拒绝（“备注”）有关 SOGI 建议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

解决其前述指出的问题，该国在 2010 年制定了一项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政策（以上系引用）。 

 

最后， BIMBA 联合会(Boutokaan, Inaomataia ao Mauriia Binabinaine Association，BIMBA)，基里巴斯

史上第一家 LGBT 非政府组织，于 2016 年 9 月成立。BIMBA 的设立可能促使该国对同性性行为的

去刑罪化作出更多努力，并开展更广范围的法律改革。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74 年刑法典，修订于 2002 年 

 

第 210 条  反自然犯罪                      [违反自然规律] 

“（1）任何人—— 

（a）与他人发生反自然性交；或 

（b）与动物发生性交；或 

（c）允许一男性与他或她发生反自然性交的，构成犯罪。 

刑罚：14 年以下监禁。 

（2）任何人意图实施第（1）款所述罪行的，构成犯罪。 

刑罚：7 年以下监禁。” 

 

第 212 条   男性间猥亵行为                [严重猥亵] 

“（1）任何男性，无论公开或私下场合—— 

（a）与另一男性发生严重猥亵行为；或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kiribati/session_8_-_may_2010/ahrc153e.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kiribati/session_21_-_january_2015/js2_-_joint_submission_2.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kiribati/session_21_-_january_2015/a_hrc_wg.6_21_l.2.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kiribati/session_21_-_january_2015/a_hrc_29_5_e.pdf
http://joy.org.au/worldwidewave/
http://www.paclii.org/pg/legis/consol_act/cca197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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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引诱另一男性与其发生严重猥亵行为；或 

（c）意图引诱另一男性同意与他自己或其他男性发生该行为的，构成轻微犯罪。 

刑罚：3 年以下监禁。” 

 

 

评述 

 

2011 年 6 月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巴布亚新几内亚拒绝了两项对同性别承认之间自愿的性关系去刑

罪化的建议，以及一项将“性取向和性别”纳入非歧视立法的建议。 

 

2016 年 7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巴布亚新几内亚没有接受五项关于 SOGI议题的建议 

，其中四项关于同性性行为活动去刑罪化的建议，并添加了一项补充备注，明确说明“LGBT [原文如

此]目前并不是政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参见补充备注 53)。在互动性对话阶段，该国代表表示女同

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人的权利，“需要被该国民众所理解”，且 “应启动全国咨

询程序以便该问题得以全面解决”。 

 

卡普拉勇士(Kapul Champions)，该国史上第一家登记的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地方人权非政府

组织，于 2013 年成立，并于 2015 年向普遍定期审议提交了其自身编写的报告。该组织表示，前国

会议员 Carol Kidu 女士，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同性恋描述为被迫在地下生存，呼吁（虽未取得成

功）政府对‘同性恋’去刑罪化。该报告亦显示该国总理 Peter O’Neill 称，‘该国存在对 ‘同性恋’群体的

“强烈反对情绪”，但“仍旧接受了这种性开放思想”。其他公民社会组织提交了 SOGI 议题的相关信

息，即万花筒信托组织和性权利倡导组织（Sexual Rights Initiative) the Sexual Rights Initiative（关注

LGBTI 人群去刑罪化、反歧视、公平司法、卫生服务和就业），以及人权观察组织（关注巴布亚新

几内亚“申请避难的同志“的困境）。 

 

关于对同性性行为定罪量刑的法律实际执行情况，万花筒信托组织报道，2015 年 3 月， Malalaua 地

区居民 Joe Sevese 先生被因男性间的猥亵行为被起诉并承认有罪(参见 State v. Sevese 案第 2 段)。在该

案中，判刑的法官认定，虽然报道的实例不多，但“同性恋行为或该种行为在社会中非常普遍”，并

判处被告缓期执行、强制进行咨询治疗和社区服务。 

 

 

 

 

萨摩亚             

 

2013 年刑法法案 

 

第 67 条. 鸡奸         [鸡奸]  

“(1) 鸡奸者应判以： 

(a) 若与女性鸡奸，最高可判 7 年监禁；或 

(b) 若与男同性鸡奸，且行为发生时受害人未满 16 周岁，而加害人已满 21 周岁的，应判最高 7

年监禁；或 

(c) 其他任何情况下，应判最高 5 年监禁。 

(2) 鸡奸以插入为充分构成要件。 

(3) 本条规定罪行不得以对方同意为抗辩事由。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papua_new_guinea/session_11_-_may_2011/a_hrc_wg.6_11_l.16_papua_new_guinea.pdf
http://daccess-ods.un.org/access.nsf/Get?Open&DS=A/HRC/33/10&Lang=E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33/Documents/A_HRC_33_10_Add.1_AVPapuaNewGuinea_E.docx
http://daccess-ods.un.org/access.nsf/Get?Open&DS=A/HRC/33/10&Lang=E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papua_new_guinea/session_25_-_may_2016/kc_upr25_png_e_main.pdf
http://sexualrightsinitiative.com/wp-content/uploads/KALEIDOSCOPE_SRI-Papua-New-Guinea-Joint-Submission-April-May-2016.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papua_new_guinea/session_25_-_may_2016/hrw_upr25_png_e_main.pdf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www.paclii.org/pg/cases/PGNC/2015/42.html
http://www.paclii.org/ws/legis/consol_act/ca20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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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8 条. 意图肛交                 [意图鸡奸] 

任何人实施以下行为的，应处最高 5年监禁： 

(a) 意图实施鸡奸；或 

(b) 意图实施鸡奸而袭击他人。 

 

第 71 条. 容留他人实施同性恋行为                          [协助猥亵行为] 

“任何人实施以下行为的，应处最高 7 年监禁： 

(a) 维护或管理，或明知而代理或协助管理用于男男间进行猥亵行为的场所；或 

(b) 作为房屋租户、承租人或占有人，明知而允许将该房屋或房屋任何部分用作容留男男间进行

猥亵行为之用；或 

(c) 作为房屋出租人或房东，或出租人或房东的代理人，明知而纵容将该房屋或房屋任何部分用

作男男间进行猥亵行为之用，或者允许房屋某一部分用作此类用途，或主动参与其中。 

 

 

评述 

 

2011 年 5 月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萨摩亚拒绝了 3 条关于对同性性行为去刑罪化的第 5 等级（立即

行动）的建议(来自加拿大、法国和挪威)，但接受了一条来自美国的第 2 等级（“继续重新考虑”）的

建议。不过，萨摩亚的拒绝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工作组报告第 22 段记录，“萨摩亚解释，本国在支

持基于性取向的平等和非歧视方面的立法框架存在差距和不足，萨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已经在审核

相关立法。萨摩亚表示，Faafafine、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均属萨摩亚社会成员，并和社会上所有的男

女一样，在大家族一致同意情况下可成为家庭主要权利和土地的继承人。然而，考虑到主流社会的

宗教和文化信仰，性取向在萨摩亚还是一个敏感话题。不过，萨摩亚坚信，教育、宣传可提交社会

接受度，并消除基于性取向的歧视。” 

 

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萨摩亚收到了关于包括 SOGI议题的 7 项建议。其中 6 项被拒绝，只有一

项被接受（减少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行为和减少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行为）。在互动性对

话阶段，该国代表提及了“对于性问题的歧视做法”，称萨摩亚已为提高公众意识作出努力，强调该

等议题特别难以解决，因为该等议题涉及“文化和宗教敏感问题”。 

 

In 2013，萨摩亚投票赞成亚太部长级会议人口与发展宣言（Asian and Pacific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Population 和 Development），该宣言几处提到了 SOGI 相关议题，例如针对 LGBT 民众的暴力行

为和歧视，并包含了对该议题的政策导向。此外，  L2013 年劳动和雇佣关系法（Labour & 

Employment Relations Act of 2013） 禁止基于性取向（以及其他理由）对员工或求职者进行歧视。也

是在 2013 年，萨摩亚制定了 2013 年刑法，修订了 1961 年刑罪条例的第 58D 款，该款曾对男性之间

的“猥亵行为”进行定罪。  

 

然而，由于 2013 年法律修订案没有涉及鸡奸条款，上述进步相比之下并无无色。 尽管萨摩亚法律改

革委员会提出了去刑罪化的建议(建议 12)，承认同性间自愿的性行为仍然有效。如该组织指出，上

述法律的存在意味着萨摩亚的刑法条款仍旧可以用于针对同性恋和双性恋，并有可能针对跨性别者

和双性人。 

所罗门群岛                            

 

 

https://www.upr-info.org/database/files/Database_Action_Category.pdf
https://www.upr-info.org/database/files/Database_Action_Category.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moa/session_11_-_may_2011/ahrc1814samoae.pdf
http://daccess-ods.un.org/access.nsf/Get?Open&DS=A/HRC/33/6&Lang=E
http://www.unescapsdd.org/files/documents/Report%2520of%2520the%2520Sixth%2520APPC.pdf
http://www.unescapsdd.org/files/documents/Report%2520of%2520the%2520Sixth%2520APPC.pdf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ved=0ahUKEwiwwpOX8tLSAhVE4yYKHSf7B8QQFgggMAE&url=https%253A%252F%252Fwww.ilo.org%252Fdyn%252Fnatlex%252Fdocs%252FELECTRONIC%252F93575%252F109439%252FF88586476%252FWSM93575%252520Eng.pdf&usg=AFQjCNH0tLR4i5iYAewVknzI37wvXH0zag&sig2=-DtFw3e_z_FAObk63UCylA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ved=0ahUKEwiwwpOX8tLSAhVE4yYKHSf7B8QQFgggMAE&url=https%253A%252F%252Fwww.ilo.org%252Fdyn%252Fnatlex%252Fdocs%252FELECTRONIC%252F93575%252F109439%252FF88586476%252FWSM93575%252520Eng.pdf&usg=AFQjCNH0tLR4i5iYAewVknzI37wvXH0zag&sig2=-DtFw3e_z_FAObk63UCylA
http://www.paclii.org/ws/legis/consol_act/ca201382/
http://www.vertic.org/media/National%2520Legislation/Samoa/WS_Crimes_Ordinance_2009.pdf
http://www.samoalawreform.gov.ws/wp-content/uploads/2014/08/Crimes-Ordinance-1961-Final-Report.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moa/session_25_-_may_2016/js2_upr25_wsm_e_mai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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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典（1996 年修订版） 

 

 

第 160 条 反自然罪      [鸡奸] 

“任何人—— 

（a）与他人或动物发生鸡奸行为；或 

（b）允许一男性对他或她实施鸡奸行为的，构成重罪，应处 14 年监禁。” 

 

第 161 条 意图实施反自然罪              [意图鸡奸] 

“任何人意图实施前条所述犯罪，或为实施该犯罪而蓄意攻击他人，或对任何男性实施猥亵侵犯的，

构成重罪，应处 7 年监禁。” 

 

第 162 条 同性间猥亵行为 （由 1990 年第 9 法案第 2 条增补）     [严重猥亵] 

“任何人，无论公开或私下场合—— 

（a）与同性发生严重猥亵行为； 

（b）引诱另一同性实施严重猥亵行为；或 

（c）意图引诱同性同意实施严重猥亵行为的，构成重罪，应处 5 年监禁。” 

 

 

评述 

 

2011 年 5 月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尽管所罗门群岛接受了挪威关于对成人间发生的双方同意的同性

性行为去刑罪化的建议，但却在同一次会议中“备注”（即拒绝）了其他 3 项关于同一事项的建议

（来自斯洛文尼亚、法国和西班牙）。工作组报告记录：“（所罗门）代表团报称，本国社会文化背

景不宽容同性关系。任何关于取消刑法典中对同性间双方同意的性行为刑事处罚条款的承诺均须经

过国内商讨方可做出。但是，此前并没有在向法律改革委员会提交的有关审查刑法典的报告中要求

废除这些条款。 

 

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所罗门群岛收到了关于包括 SOGI 议题的去刑罪化和反歧视法律相关的 6

项建议。该国代表团草草回应：“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议题，仍需开展大量工作，但这将花费时

间、资源，并需要作出承诺”。 

 

2016 年，平权信托机构（Equal Rights Trust）发布了一项关于所罗门群岛歧视和不公平状况的报告，

其中一节包含性取向歧视 (第 104 页及以后)。该报告收集了主要群体的证言，反映了 LGBT 民众在

该群岛生存的受压迫环境。报告参与者谈及了再公共场所的口头、肢体及性虐待，而且他们缺乏警

察的保护。 

 

  

http://www.paclii.org/sb/legis/consol_act/pc66/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olomon_islands/session_11_-_may_2011/ahrc188solomonislandse.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olomon_islands/session_11_-_may_2011/ahrc188solomonislandse.pdf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olomon_islands/session_24_-_january_2016/a_hrc_wg.6_24_l.11.pdf
http://www.equalrightstrust.org/ertdocumentbank/SI%2520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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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加                   

  

 

刑事侵害法，【第 18 章】1988 年版 

 

 

第 136 条 鸡奸和兽交                       [鸡奸] 

“任何人与他人发生肛交或与任何动物发生兽交行为的，应由法院自由裁量，判处最高 10 年监禁。

该动物应被公职人员处死。”（取代 1987 年第 9 法案） 

 

第 139 条 意图对男性实施鸡奸或猥亵侵犯              [意图鸡奸] 

“任何人意图实施前条规定的可耻的鸡奸罪或以同样或任何猥亵企图侵犯他人，应由法院自由裁量，

判处最高 10 年监禁。” 

 

第 140 条 证据 

“任何鸡奸或性交诉讼审理中，不以实际射精为必要证据，插入应视为完成犯罪行为的充分要件。” 

 

第 142 条 对特定犯罪的鞭刑 

“任何男性犯本法案第 106、107、115、118、121、122、125、132、136 和 139 条规定的犯罪，法院

可经自由裁量，根据本法案第 31 条判处犯罪人鞭刑以替代监禁，或除依本法案判处监禁外，另处鞭

刑。”（取代 1987 年第 9号法案） 

 

 

评述 

 

有趣的是，2008 年 5 月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在已经收到其他三个国家提出的关于对同性性关系去

刑罪化的建议（所有建议都被“备注”）后，汤加又收到孟加拉国趁机提出的要其保留刑罪化法律的

建议（明显违背国际人权标准），但汤加对此也拒绝了。汤加代表解释说，“在这一隐私权问题

上……（她）表示，汤加是一个具有宽容的基督教精神的包容社会，尊重各种差异”。 

 

2013 年 1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汤加接受（“考虑”）了一项来自阿根廷的关于“加强措施，消除

所有基于 SOGI 的歧视待遇”的第 3 等级的建议。但随后又拒绝了 5 项对成人间相互同意的性关系去

刑罪化的建议。代表团在普遍定期审议回复中没有直接回应这 6 项建议，但在批准《消除针对妇女

的歧视公约》（CEDAW）时提到，其中有一条之所以要保留，是因为涉及同性婚姻。汤加下一轮普

遍定期审议定于 2017 年 10 月举行。 

 

In 2013，汤加投票赞成亚太部长级会议人口与发展宣言（Asian and Pacific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Population 和 Development），该宣言几处提到了 SOGI 相关议题，例如针对 LGBT 民众的暴力行为

和歧视，并包含了对该议题的政策导向。2015 年 5 月，在汤加政府和皇室的支持下，太平洋性多元

联盟（Pacific Sexual Diversity Network, 简称“PSDN”)在汤加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主题是“我们的声

音，我们的社群，我们的权利！”）。共 96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 73名代表是来自 12个太平洋岛

国的 LGBT 民间组织工作者或个人活动家）。尽管宗教团体发表了尖刻的言论, 当地 LGBT 组织汤加

雷迪斯协会（Tonga Leitis Association (TLA)）十分积极地敦促政府废除仍有效的鸡奸法律。 

  

https://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ton/1926/criminal_offences_act_html/Criminal_Offences_Act.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onga/session_2_-_may_2008/ahrc848tongae.pdf
https://www.upr-info.org/database/files/Database_Action_Category.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onga/session_15_-_january_2013/ahrc234e.pdf
http://www.unescapsdd.org/files/documents/Report%2520of%2520the%2520Sixth%2520APPC.pdf
http://www.unescapsdd.org/files/documents/Report%2520of%2520the%2520Sixth%2520APPC.pdf
http://kaleidoscopetrust.com/usr/library/documents/main/2015_speakingout_241115_web.pdf
https://www.eiseverywhere.com/file_uploads/cf45ccc65413d2484eecbcd7c199742a_KenMoala.pdf
http://www.cookislandsnews.com/regional/item/51859-evil-gay-activists-told-to-leave-tonga-by-church-members/51859-evil-gay-activists-told-to-leave-tonga-by-church-members
http://www.radio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315201/lgbt-community-calls-for-change-in-conservative-to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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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卢                 

 

 

刑法典【第 8 章】1978 修订版 

 

 

第 153 条 反自然罪                       [鸡奸] 

“任何人—— 

（a）与他人或动物发生鸡奸行为；或 

（b）允许一男性对他或她实施鸡奸行为， 

构成重罪，应处 14 年监禁。” 

 

第 154 条 意图实施反自然罪及严重猥亵     [意图鸡奸] 

“任何人企图实施前条所述犯罪，或以对其他男性实施相同或任何猥亵侵犯为意图进行攻击的，构成

重罪，应处 7 年监禁。” 

 

第 155 条 男性间猥亵行为                       [严重猥亵] 

 “任何男性，公开或私下，对另一男性实施严重猥亵行为，或引诱另一男性与其发生严重猥亵行为，

或意图引诱任何男性同意与他自己或其他男性实施该行为，不论公开或私下场合，构成重罪，应处 5

年监禁。” 

 

 

评述 

 

尽管在首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捷克共和国建议建议图瓦卢对同性性行为去刑罪化，有助于推动对

HIV 问题的宽容和解决，但图瓦卢代表团表示，修改宪法很难， “……需要慎重考虑”，却没有考虑

采取立法修正案的方式(第 14 段)。 

 

在 2013 年 6 月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针对废除立法的建议，图瓦卢重复了要“慎重考虑”的说辞。

同时，还拒绝了来自美国和英国有关对同性性行为去刑罪化的建议，并回应称，“……有不同性取向

的人并没有受到社会歧视，但法律保护问题在法律上也是有争议的，需要慎重考虑。图瓦卢欢迎对

此进行讨论”。 

 

In 2013，图瓦卢投票赞成亚太部长级会议人口与发展宣言（Asian and Pacific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Population 和 Development）， 该宣言几处提到了 SOGI相关议题，例如针对 LGBT 民众的暴力行

为和歧视，并包含了对该议题的政策导向。实际上，在其口头陈述中，图瓦卢代表强调了该国在解

决关键人口问题的努力上开启了新篇章，并且该国在解决人权问题时在本质上包含了保障该地区每

一个人的人权。然而，2016 年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仍旧指出社会污名或恐吓可能阻碍基于性取向的

歧视或暴力行为事件的报案。 

 

 

 

 

 

 

 

http://tuvalu-legislation.tv/cms/images/LEGISLATION/PRINCIPAL/1965/1965-0007/PenalCode_1.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uvalu/session_3_-_december_2008/ahrc1084tuvalue.pdf
http://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uvalu/session_16_-_april_2013/ahrc248e.pdf
http://www.unescapsdd.org/files/documents/Report%2520of%2520the%2520Sixth%2520APPC.pdf
http://www.unescapsdd.org/files/documents/Report%2520of%2520the%2520Sixth%2520APPC.pdf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6559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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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 的社会能见度：一把双刃剑 

 

 

 

ANTHONY OLUOCH 和 MONICA TABENGWA 

Anthony Oluoch 是一名肯尼亚律师，并于 2017 年担任泛非洲国际同性恋协会（Pan Africa 

ILGA，简称 PAI）项目经理；Monica Tabengwa 是一名来自博茨瓦纳的出庭律师，也是 PAI

的执行主任。 

 

在过去十几年中，非洲的 LGBT 运动已然呈指数级增长。为性取向和性别小众人士的权利而斗争的

众多组织纷纷成立并逐步发展。整个非洲大陆不计其数的勇士都站了出来，抵抗那些多元性取向或

性身份者所面临的暴力、污名和歧视。他们为追求平等所发出的声音，以及缺乏这种声音会导致的

状况，都变得愈加强烈而清晰。与此同时，对这些来自于非洲的声音的反对以及他们所表达的观点

也已变得更具策略性，而且往往更为暴力。 

在众多非洲国家，LGBT 平等和非歧视运动取得成就路上一次又一次遭遇了文化、宗教和政治障碍。

对我们议题和组织的关注形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种关注度是旨在阐明 LGBT 人士及其人权

问题所必需；另一方面，它也对那些将自己公开化的多个组织造成了强烈冲击。 

对我们的关注度时常会为政府和非政府活动者出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进行污蔑和歧视、实施暴力创

设某种有利的环境。这种迫害可以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身涉其中的个人在除了寻求安全的

容身之所以外，别无他法。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考察过去一年中非洲的情况，

探讨众多非洲 LGBT 人士迁徙和移民的可能的原因。 

联合国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简称 UDHR）被声明为对所有

国家和所有人民所取得成就的共同标准。这是全球历史上的第一次，达成一项确立了值得普遍保护

的基本人权的协议。关于对庇护的国际标准和指导，世界人权宣言第 14 条规定：“人人有权在其他

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1951 年关于难民身份的公约（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以及 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是界定了

难民定义的多边条约，确立了被给予庇护的个人的权利，并列明了给予庇护的国家的责任。尽管大

多数联合国成员国都批准了这些条约，但它们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关于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

这些标准如何解释的指导，规定在 2008 年和 2012 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UNHCR）的指南中。 

虽然这些国际文件为处理难民和申请庇护者设立了指引，但大多数国家也针对这一问题确立了自己

的规则。例如，法国是第一个承认庇护享有 1793宪法第 120条项下宪法权利的国家，而荷兰承认，

如果寻求庇护者被遣返回母国，则有可能置身危险之中。不遣返原则，即不将人送回可能有受迫害

危险之地，加强了庇护方面的国际条约，并且反映在欧洲人权公约（ECHR）第 3 条中：“不得对任

何人施以酷刑或使其受到非人道或侮辱性的待遇或惩罚”。 

尽管美国的庇护批准程序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裁者的个人意志，被认为具有“难民轮盘赌”游

戏的特征，但美国确实承认庇护的权利，并且也已经接收了包括属于性或性别小众人士在内的大量

难民。类似地，许多其他国家也承认庇护的权利，也基于多种理由接收难民，包括那些因实际上或

被指称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遭到迫害的人士。 

http://www.ohchr.org/EN/UDHR/Documents/UDHR_Translations/eng.pdf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20141125090354-241662330-article-14-of-the-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http://www.unhcr.org/en-ie/1951-refugee-convention.html
http://www.unhcr.org/en-ie/1951-refugee-convention.html
http://www.unhcr.org/en-ie/1951-refugee-convention.html
http://www.unhcr.org/en-ie/1951-refugee-convention.html
http://www.unhcr.org/en-ie/protection/basic/3b66c2aa10/convention-protocol-relating-status-refugees.html
http://archives.cerium.ca/IMG/pdf/Biblio_Refugees_Sexual_O.pdf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8abd5660.html
http://www.unhcr.org/509136ca9.pdf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38c6d972.html
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Convention_ENG.pdf
http://www.law.georgetown.edu/academics/centers-institutes/human-rights-institute/refugee-roulette.cfm
http://www.refugeelegalaidinformation.org/sexual-orientation-and-gender-identity-lgb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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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在安哥拉罗安达的第 55 届非洲人权委员会（非洲委员会）的常规会议上，采纳了一项名为

“保护不因真实或推测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遭受暴力及其他人权侵犯”的决议（第 275 号决议）。

第 275 号决议谴责了“暴力和其他人权侵犯事件渐增，包括因真实或推测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进行

的谋杀、强奸、袭击、肆意监禁或其他形式的迫害”。该决议特别谴责了由政府和非政府活动者出于

前述理由对个人进行的系统化攻击。它呼吁所有成员国确保人权捍卫者能在一种不会因包括捍卫性

小众人士权利在内的人权保护活动而受到侮辱、报复或犯罪指控的有利环境下工作。它还强烈敦促

成员国终止由政府或非政府活动者实施的所有暴力和滥用行为， 包括制订和有效适用适当的法律以

禁止和惩处所有形式的暴力，其中包括那些针对个人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进行的暴力行为。 

在第 275 号决议被采纳的三年后，因真实或推测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针对个人的暴力、侮辱和歧

视案件在整个非洲大陆仍然比比皆是。一些国家继续否认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某些非洲国家甚

至走得更远，将同性行为认定为刑事犯罪并限制了公民社会空间，因而助长了歧视行为的增长，也

阻碍了 SOGI人权保护工作的发展和运作。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仍被肆意逮捕、

拘留以及遭受来自于政府和非政府人士残酷的、不人道的对待：这些罪行极少会受到制裁，致使

LGBT 人士极易受到伤害。 

在坦桑尼亚，自从 2016年 7 月起持续发生着针对 LGBT 人士的政治迫害活动。2017年初，卫生部副

部长威胁要把国内的知名 LGBT 人士进行公布。2016 年 8 月 15 日，他领导了一次对公众健康教育服

务和宣传组织（Community Health Education Services and Advocacy，简称 CHESA）办公室的突击检

查，查抄了一系列敏感文件，迫使部分员工报警并接受审问。该副部长还宣布，国家将取缔针对男

同性恋人士特别是供应润滑剂的 HIV/ AIDS 拓展项目，这一举措使得向男同性恋人士提供检测、安

全套和医疗服务的美国资助项目被迫终止。值得注意的是，坦桑尼亚约 30%的男同性恋人士都是

HIV 阳性，因此前述举措将使得很多人置身于与 HIV 相关的健康危机中，并加深社会偏见。 

  

2016 年，众所周知埃及的警察利用网上交友应用软件（包括基达（Grindr））来逮捕和拘留 LGBT

人士。尽管私下的同性性行为在埃及并不违法，但主管机构仍然根据“有损道德的法律”逮捕和拘留

LGBT 人士，正是该法律含混不明的规定允许了这些逮捕的发生。正如 2016 年 4 月所报道的，根据

该法律，11人被判处合计 101 年的监禁。 

埃及 1964 年私人协会和基金会法（Law on Private Associations and Foundations）是另一部用于管制

和限制非政府组织（NGOs）工作的倒退法律，它也是其他北非国家立法所采纳的“蓝图”。它认定，

不利于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公共法律和秩序以及社会公德的稳定的活动都是刑事犯罪。2016年修

正案增加了包括为进行调查或发布报告而接受外国组织的资金、专业知识或咨询，需获得政府许可

的规定；同时，该修正案增加了对违法的处罚。这些规定使得人权捍卫者在这些国家开展工作越来

越难。 

在东非，2016 年 8 月警察突袭了乌干达坎帕拉的一次同性恋游行活动。这次突袭导致了约 20 名证实

是 LGBT 的人士被捕。这一群体没有受到指控，两个多小时之后被释放，不过一些被拘留者指称在

监禁期间遭受了警察的虐待。2014 年反同性恋法案的颁布使得在国内对 LGBT 人士进行突袭或其他

形式的恐吓和迫害成为可能，该法案进一步认定同性行为是违法犯罪，并提出对被判有罪者处以无

期徒刑。尽管这一法案随后在技术上被废止了，但现有的刑法典第 145 条包含了针对同性行为的过

于严苛的处罚（最高至无期徒刑），而且乌干达也存在大量因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侵犯人权的有记录

可查询的案例。该法律颁布后，这些违法行为日益增多，使得乌干达众多 LGBT 人士因为害怕被迫

害而逃离祖国。 

http://www.achpr.org/sessions/55th/
http://www.achpr.org/sessions/55th/resolutions/275
https://www.hrw.org/news/2016/01/07/equality-brutality-global-trends-lgbt-rights
https://www.hrw.org/report/2016/10/20/tell-me-where-i-can-be-safe/impact-nigerias-same-sex-marriage-prohibition-act
https://www.hrw.org/report/2016/10/20/tell-me-where-i-can-be-safe/impact-nigerias-same-sex-marriage-prohibition-act
http://www.dw.com/en/tanzania-clampdown-on-gays-creates-climate-of-hate/a-37658028
http://allafrica.com/view/group/main/main/id/00049562.html
https://www.defenddefenders.org/2016/08/tanzania-end-harassment-of-human-rights-defender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frica/tanzania-suspends-us-funded-aids-programs-in-a-new-crackdown-on-gays/2016/11/23/ec6ced6e-ab5c-11e6-8f19-21a1c65d2043_story.html?utm_term=.818c6855b82b
https://paper-bird.net/2015/09/19/entrapped-how-to-use-a-phone-app-to-destroy-a-life/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professionals-network/2017/apr/03/jailed-for-using-grindr-homosexuality-in-egypt
https://www.hrw.org/reports/2004/egypt0304/9.htm
https://gayegypt.wordpress.com/2016/04/26/eleven-men-given-long-jail-sentences-for-gay-sex/
http://www.icnl.org/research/monitor/egypt.html
https://www.hrw.org/news/2016/11/28/egypt-draft-law-bans-independent-civil-society-groups
https://www.hrw.org/news/2016/11/28/egypt-draft-law-bans-independent-civil-society-groups
https://www.fidh.org/en/issues/human-rights-defenders/uganda-police-raids-uganda-pride-event-arrests-several-human-rights
http://www.refworld.org/pdfid/530c4bc64.pdf
https://ccrjustice.org/home/what-we-do/issues/lgbtqi-persecution
https://www.amnesty.org.nz/uganda-repeal-anti-homosexuality-act-helps-end-discrimination
http://hrapf.org/legal-analyses/
http://hrapf.org/legal-analyses/
http://www.seattleglobalist.com/2017/04/05/ugandan-lgbt-refugees-plead-for-resettlement-in-safer-place/6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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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突尼斯的四名男子被迫进行肛门检查，检查的结果作为同性性行为的罪证。尽管这些

检查被医疗行业的专家宣告无效，并被认为是一种酷刑、残忍、不人道以及侮辱性的对待，但这些

检查已然被用于并将继续被包括喀麦隆、埃及、乌干达、赞比亚和肯尼亚在内的多个国家用作同性

行为案件中的证据来源。不幸的是，2016 年一项寻求法院裁定这些检查侵犯隐私权和尊严的申请被

肯尼亚高等法院驳回。法院裁定，这些检查是获取同性性行为证据的合法手段。 

对结社和表达自由的否定并不仅仅发生在那些认为同性行为是刑事犯罪的国家。尽管莫桑比克于

2015 年不再认为同性行为违法，但对于 LGBT 组织 LAMBDA，想要获得非政府组织的合法地位仍

然是困难重重。这一组织花费了 8 年多的努力来争取官方认可，却徒劳无功。令人遗憾的是，这种

情况对于非洲的众多组织来说更为常见，因为致力于缩减公民空间的新立法（作为现有法律的修正

案）正在被包括尼日利亚、乌干达和肯尼亚在内的一些国家纳入考虑或者引入（参见本版“立法概览”

的非政府组织部分）。 

 

在所有这些困难之中，博茨瓦纳上诉法院于 2016年在司法部长诉图姆拉莫奇及其他人一案中发布了

一项里程碑式的裁决，裁定博茨瓦纳政府为 LEGABIBO（博茨瓦纳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

者）组织进行注册登记。上诉法院确认了一审法院判决，即认为拒绝该等组织的注册登记不仅不合

理，而且违反了结社自由。 

对 LGBT 人士正式和非正式的迫害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仍未松动，在那些国家，组织社群活动受到严

重限制、压迫，无法实施。例如，苏丹对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适用死刑，正因为如此，在性取向或

性别认同领域开展工作的任何组织虽然也开展了一些活动，但实际上都不可能发展。在组织方面，

2016 年自愿和人道主义工作（组织）法案第 8（1）条规定了严格的登记注册程序，并且其他条款也

对在苏丹运营和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施加了限制。该国的这一法律赋予政府对这些组织运营的自

由裁量的管制权。尽管存在法律规定，一些试图直接向 LGBT 群体提供服务的人士被迫离境，因为

他们受到了威胁（信息来自作者的个人采访）。在索马里部分地区以及尼日利亚北部的 12 个州，也

对同性行为适用死刑。尽管没有适用，但毛里塔尼亚死刑的存在仍使该国内的 LGBT 人士感到深切

的心寒。 

2016 年 8 月，喀麦隆“人道至上”（一个总部位于雅温得的宣传工作小组）的主席，遇到两起入室

盗窃。在两起案件中，罪犯都留下了威胁性的恐同留言。他也在失窃案中损失了大量现金和贵重物

品。“人道至上”发布声明表示，这些袭击意图对受害人造成伤害。这仅仅只是 LGBT 人士在自己

家中遇袭的众多案例之一，非常类似于 2012 年 Eric Lembembe 一案。新闻报道中也有很多在多个非

洲国家因实际或推测的性取向或性别身份而被驱除出居住地的案例。 

正是由于这些以及各种其他原因，为数众多的非洲人民在母国遭到迫害，从而向它国寻求庇护。各

国对庇护寻求的程序规定各不相同，但都遵循 1951 年关于难民身份的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申请庇护者必须充分证明他们因种族、宗教、政见或

某一特定社团成员身份而可能受到迫害，并且他们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向母国主管机构寻求保护。当

事人可以申请留在某些欧洲国家，如果将他们转移将会违反 1950 年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项下规定的权利。这种要求即为“人权主张”。 

在乌干达，随着上述 2014 年法案的实施（现已废止），许多 LGBT 人士纷纷迁移至肯尼亚——虽然

肯尼亚也认为同性行为是刑事犯罪，但态度相对较为友善。不过，在肯尼亚，LGBT 申请庇护者也

会受到其他同为申请庇护者的迫害和虐待。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UNHCR）的一项调查，

具有不同性倾向或性别认同的申请庇护者和难民处于显著的弱势。除了在其原籍国所遭受的严重歧

https://paper-bird.net/tag/forensic-anal-examinations/
https://76crimes.com/2016/05/22/u-n-panel-to-tunisia-stop-forced-anal-exams/
https://www.hrw.org/report/2016/07/12/dignity-debased/forced-anal-examinations-homosexuality-prosecutions
https://globalfreedomofexpression.columbia.edu/cases/gitari-v-non-governmental-organisations-co-ordination-board/
http://www.humandignitytrust.org/uploaded/Library/Case_Law/Rammoge_and_ors_v_AG_Botswana_Judgment_2014-11-14.pdf
http://www.ecoi.net/file_upload/1329_1202725629_sb106-sud-criminalact1991.pdf
http://www.hkslgbtq.com/wp-content/uploads/2015/01/ARTICLE_BERKOUWER.pdf
https://www.ilgrandecolibri.com/en/gay-rights-sudan/
http://www.ifrc.org/docs/idrl/858EN.pdf
https://76crimes.com/2016/10/04/cameroon-homophobic-attacks-disguised-as-burglary/
https://76crimes.com/2016/10/04/cameroon-homophobic-attacks-disguised-as-burglary/
http://ahorraentusfacturas.com/asociaciones/wordpress/elrugido/blog/2016/10/12/en-una-redada-la-policia-de-camerun-detiene-a-todos-los-clientes-de-un-bar-de-ambiente-lgtb-de-yaounde/
https://www.hrw.org/news/2013/07/16/cameroon-lgbti-rights-activist-found-dead-tortured
http://blogs.cuit.columbia.edu/rightsviews/files/2015/03/Being-LGBT-in-West-Africa-Project.pdf
https://globalpressjournal.com/africa/kenya/ugandan-lgbt-refugees-kenya-plead-resettlement-safer-place/
http://www.refworld.org/pdfid/56614045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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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和暴力之外，包括性侵犯、缺乏警察保护、无法获得基本的服务、被任意拘留、被社会及家庭排

斥，在被迫迁移的过程中 LGBT 申请庇护者往往持续受到伤害。 

英国的情况也并没有太大差异——在英国，申请庇护者必须证明他们性取向或性别多样性的主张。

人们往往被滞留在拘留中心；在那里，他们被迫和憎恶同性恋的其他难民长时间地居住在一起。为

测试某一申请庇护者的性取向主张，众所周知官员们会提出一系列有辱当事人尊严的带有攻击性的

问题。尽管欧盟法院（ECJ）裁定，在核实申请庇护者的性取向时，主管机构应当始终遵守《欧盟基

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但申请庇护者仍然遭受到具有侵犯性和伤害性的对

待。欧盟法院还裁定，虽然申请人的声明是评估的出发点，但也需要进行确认。不过，在核实申请

人的性取向时，应当尊重申请人的尊严、隐私权以及家庭生活。 

尽管 LGBT 人士在非洲国家处于上述困境之中，在这些人士寻求庇护的国家，他们继续被驱逐并遣

返回面临暴力和屈辱威胁的母国， Jackie Nanyonjo 的惨死便是其中的悲剧之一。虽然性与性别小众

人士在非洲国家的权利也有某些积极的进展，但仍然存在相关人士被迫迁移并寻求更为安全之所的

事例。寻求庇护通常是许多人最后的救命稻草。 

因此，这篇短文所指出的问题都是随着对非洲及全球范围内 LGBT 议题和组织的关注度增长而带来

的冲击或反弹。非洲的活动家越来越多地在联合国和非洲委员会（African Commission）积极参与现

有的人权机制。UPR 对非洲国家的性倾向与性别身份（SOGI）建议、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很大程

度上源自民间团体并且正在对非洲国家造成影响。来自于这些人权组织的声音为 LGBT 民间团体提

供了宝贵的工具，让他们的国家为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承担责任。非洲的人权宣传网络必须

继续促进这种参与，特别是增强 LGBT 人士保持坚强和关注度所需技能方面的工作。反对派也在发

展壮大，变得直接，但国际和区域人权组织的必将增强抵抗力，并且激发更多策略性的规划和参与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professionals-network/2017/feb/23/on-the-run-from-persecution-how-kenya-became-a-haven-for-lgbt-refugees
https://www.stonewall.org.uk/sites/default/files/no_safe_refuge.pdf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5/nov/24/gay-asylum-seekers-sexuality-home-office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text=&docid=160244&pageIndex=0&doclang=en&mode=req&dir=&occ=first&part=1&cid=103016
http://www.womeninandbeyond.org/?p=1652
http://www.southernafricalitigationcentre.org/1/wp-content/uploads/2016/09/SALC-Submission-Green-Paper-on-International-Migration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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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的美洲：打上了重大进步、暴力和人权

反对者的印记  

 

 

 

FANNY GOMEZ-LUGO 和 VÍCTOR MADRIGAL-BORLOZ  
 

 

Fanny Gómez-Lugo 是国际倡导与政策（International Advocacy and Policy）、全球人权倡导

（Global Initiatives for Human Rights）以及心田联合会（Heartland Alliance）的高级主任，

Víctor Madrigal-Borloz 是国际酷刑受害者复康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Rehabilitation 

of Victims of Torture）的秘书长。 

特别感谢 Mariel Ortega de los Santos 对本文的贡献，亦感谢向作者提供咨询意见的有关地区
的人权捍卫者。 

 

2016 年，美洲各国关于 LGBTI人权活动均有一系列进展。本文将仅专注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

恋群体的权利。实际上，本文重点考察了美洲大陆在认识和保护不受歧视所采取的措施方面取得的

重大进展。更广泛的分析反映了在诸如健康、庇护、就业等其他领域取得的进展，例如乌拉圭的医

疗专业人士、加拿大和乌拉圭的庇护授予政策、萨尔瓦多的就业公共政策行动。尽管取得了这些进

展，但在国家层面上对 LGB 人士权利承认程度的既有差异仍在增大。即使在那些进步显著的国家，

反权利部门或领导也存在倒退的风险。 

区域层面的进展 

 

美洲国家组织和其他多国行动 

 

在美洲国家组织，由第 46 次大会通过的总括决议（AG/RES.2887XLVI-O/16）中增加了对性倾向、性

别身份和性别表达的承认。尤其是，该决议关于酷刑和其他残酷、不人道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处罚的

部分包括了 SOGI相关用语。进而，组织的常设理事会在其五月日历上庆祝“国际不再恐同日”

（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Transphobia and Biphobia）。阿根廷、巴西、加拿

大、智利、哥伦比亚、美国、墨西哥和乌拉圭组成了美洲国家组织 LGBTI核心小组，该小组在 2016

年举办过几次活动，包括关于 LGBT人群和人口拐卖 的活动。 
 

在国际层面，美洲的许多国家、区域性、多边性和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个人都参与组建了促进 LGBTI

人权的平等权利联盟。在联合国层面，几个美洲国家组织成员的领导和坚持不懈也对有关保护和反

对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暴力和歧视的独立专家任命，与其他试图推翻这一任命的国家集团进行

对抗大有裨益。此外，在 2016 年，世界银行采取措施推动与 LGBTI人群相关的工作。 

 

 

 

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IACHR） 

 

http://www.irct.org/
http://www.irct.org/
https://www.minsalud.gov.co/sites/rid/Lists/BibliotecaDigital/RIDE/VS/PP/Guia_profesionales_salud.pdf
https://www.minsalud.gov.co/sites/rid/Lists/BibliotecaDigital/RIDE/VS/PP/Guia_profesionales_salud.pdf
http://elmundo.sv/el-salvador-firma-un-acuerdo-para-apoyar-emprendimientos-de-lgbti/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docs/AG-RES-2887-HumanRights-SexualOrientation-GenderIdentity-Expression.pdf
https://www.google.com.ar/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CieiV9v_SAhUKGpAKHUuWB-gQFggaMAA&url=http%3A%2F%2Fscm.oas.org%2Fdoc_public%2FSPANISH%2FHIST_16%2FCP36580S02.doc&usg=AFQjCNFZxiHqaA8RvO_u_emNn0o2tkn7LA&sig2=2BHZfc35cqIjoPpuvccWUA
http://www.oas.org/es/cidh/lgtbi/docs/JointDeclaration-FoundingMembers-OAS-LGBTI-CoreGroup.pdf
http://www.oas.org/en/iachr/media_center/PReleases/2016/184.asp
https://www.government.nl/latest/news/2016/07/14/international-coalition-launched-for-lgbti-equal-rights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HRC/RES/32/2
http://www.bankinformationcenter.org/lgbtq-activists-meet-with-world-bank-president-dr-jim-kim-at-spring-m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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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1 日，智利在 Peralta Wetzel 案中签署了一份友好的和解协议，承认其对拒绝三对同性

伴侣缔结民事婚姻负有责任，并承认在其它国家缔结的婚姻的法律效力。在协议中，智利作出了重

要承诺，决意把婚姻平权作为实现社会民主、融合的法律议题来促进， 并要修订刑法的若干条款。 

 

2016 年 7 月 3 日， IACHR 要求对 Juana Mora Cedeño 和 Mario José Delgado González 采取保全措施，

原因是他们在古巴开展 LGBT 人权捍卫活动时，遭到了骚扰。  

 

2016 年 12 月，IACHR 就 Rojas Marín 因性倾向遭到性暴力、酷刑、歧视及罪犯免责的第 12,982号案

件（Luis Alberto Rojas Marín vs. Peru）进行公开听证。在该案中，各方对国家如何预防、调查和补偿

因性倾向观念而导致的酷刑进行了探讨。 

 

通过 LGBTI 报告人（LGBTI Rapporteurship）的工作，IACHR 继续支持该地区的针对 LGBTI人群的

暴力报道，发布了 23 篇新闻稿，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出了四封索取保密信息的信函，发起了五次专题

听证会，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在该地区的几个国家提供美洲间人权机制的培训和有关 LGBTI 人权的

保护标准。此外，在 2016 年批准和公布的几个专题和国家报告中涵盖了 LGBT 人权视角。 

 

 

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法院） 

 

2016 年，法院做出了两项关于性倾向的判决。在 Duque 案（仅西班牙语）中，法院认定哥伦比亚不

允许 Duque 先生在其伴侣死后享有平等的养老金是违反平等权利和非歧视原则的。在 Flor Freire 案

（仅西班牙语），也是第一起因推测的性倾向而歧视的案件中，法院认定厄瓜多尔基于军事纪律规

定对 “同性性行为”的处罚重于男女之间的性行为的行政处分，属于违法。最后，哥斯达黎加要求

法院对公约关于 SOGI权利的解释发布咨询意见，其中包括同性伴侣获得平等福利的内容。 

 

国家层面的进展 

 

家庭和人际关系 

  

虽然加勒比人仍面临着刑罚的威胁，2016 年 8 月伯利兹最高法院的法官宣布刑法典第 53 条违宪。该

条款规定“违反自然的肛交”视为犯罪并处以最高 10 年监禁。最高法院认定该条侵犯了人的尊严、

隐私、表达自由、非歧视和平等权，并且将成人间私下发生的经同意的性行为排除出该条适用范围。

此外，最高法院认为伯利兹宪法第 16.3 条规定的“性”包括“性倾向”，这与该国承担的国际法义

务相一致。 

 

伯利兹的案件是司法行动如何催化社会变革的范例。在与作者的对话中，该案背后的活动家 Caleb 

Orozco 指出，首相的妻子和艾滋病全国委员会会长对该决定的支持已经在政治观点方面引起了“排

山倒海般的变化”。类似的变化发生在这片大陆的其他国家：在安提瓜和巴布达 ，社会改革部长称

支持鸡奸非罪化；加拿大和美国采取措施对历史上的侵权表示纪念与道歉；在墨西哥，总统参与庆

祝“国际不再恐同日”被看做在公民社会领域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在与作者的交谈中，墨西哥活动

家 Josefna Valencia 指出在不同的公共政策层面，该事件加速并触发府机构对保障 LGBTI人权采取行

动。 

 

整个美洲大陆在认可同性伴侣权利方面取得了进步：在阿鲁巴，国会通过立法拓展了民事结合的形

式；哥伦比亚宪法法院支持同性婚姻且波哥大的注册处认可了一对同性伴侣对其小女儿进行民政注

册；在哥斯达黎加，2016 年 6 月社会保障政府机构（Caja Costarricense del Seguro Social, “CCSS”）

同意对同性伴侣发放抚恤金；在厄瓜多尔，事实伴侣关系作为“民事地位”得到认可且性伴侣被加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protection/precautionary.asp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protection/precautionary.as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cfx0tE0ZI
http://www.oas.org/es/cidh/audiencias/topicslist.aspx?lang=en&topic=32
http://www.oas.org/es/cidh/audiencias/topicslist.aspx?lang=en&topic=32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reports/thematic.asp
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reports/country.asp
http://www.corteidh.or.cr/docs/casos/articulos/seriec_322_esp.pdf
http://www.corteidh.or.cr/docs/casos/articulos/seriec_315_esp.pdf
http://www.corteidh.or.cr/docs/casos/articulos/seriec_315_esp.pdf
http://www.corteidh.or.cr/docs/solicitudoc/solicitud_17_05_16_eng.pdf
http://www.belizejudiciary.org/web/wp-content/uploads/2016/01/Supreme-Court-Claim-No-668-of-2010-Caleb-Orozco-v-The-Attorney-General-of-Belize-et-al1.pdf
http://antiguaobserver.com/minister-to-recommend-decriminalisation-of-buggery/
http://jezebel.com/its-official-the-stonewall-inn-is-americas-newest-nati-178257094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6/05/mexico-gay-marriage/483201/
http://www.aruba.com/our-island/aruba-votes-lgbt-civil-union-first-island-the-caribbean
https://www.hrw.org/news/2016/04/28/colombia-constitutional-court-upholds-same-sex-marriage
http://www.eltiempo.com/archivo/documento/CMS-16493770
http://www.la-razon.com/sociedad/asi_va_la_vida/Costa-Rica-aprueba-pension-parejas-homosexuales_0_25065493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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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身份和民事数据管理组织法（Organic Act of Management of Identity and Civil Data）；在美国，一

位威斯康辛法官认可两位女同性恋在其儿子的出生证明上登记为母亲，在亚利桑那，对两位母亲都

采用母亲身份推定得到认可；在墨西哥，同性婚姻在米却肯州 、坎佩切州和 哈利斯科州得到批准，

且在秘鲁 7°宪法法院命令全国身份和民事地位登记（RENIEC）对移居国外的同性伴侣进行婚姻登记。 

 

 

教育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批准国家第一部关于公立学校在历史和社会科学课中纳入美国 LGBT 人群、

残疾人的贡献的框架规约；在秘鲁，教育部对基础教育采用了新的国家教学大纲 ，旨在推进性别平

等 以及不论性倾向和/或性别身份对他人的尊重，保证所有人平等的责任、权利和机会。 

 

 

其他方式防止歧视和病理化 

 

在这片大陆的许多国家对此采取了重要措施：在智利，卫生部就反对所谓的“修复治疗”发布官方

立场；在哥斯达黎加司法部发布的第 003-2016 号 通知命令修订可能引起歧视和法律规定并制定草案

协助被剥夺自由的性多元人群；在哥伦比亚国家监狱研究所采取了该地区的先进规定，对被剥夺自

由的 LGBTI 人群采取直接保护措施；在美国，密西西比的联邦法官阻止了可能允许基于道德或宗教

观念的歧视的法律，迈阿密 和西雅图 采取措施禁止所谓的“扭转治疗”。  

 

 

挑战 

 

暴力  

 

2016 年至少发生了两起同性恋酒吧的屠杀：美国奥兰多市 49 名 LGB 人士被杀害，在墨西哥哈拉帕

市一处酒吧中 5 名 LGB人士被谋杀。 

 

该地区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是，目前对 LGBT 人士的暴力还缺乏全面的数据信息。已经记录下来的

数字（尤其是公民社会组织记录的）极为令人担忧。部分记录在案的谋杀如下： 巴西 340 人、萨尔

瓦多 11 人、洪都拉斯（含倡导者）7 人，参见 IACH 新闻稿 27/16 和 78/16 。在其他国家，下列对

LGB 人士的谋杀也被记录下来：智利 2 位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参见 MOVILH 的报道 1 和 2），哥

伦比亚 3 位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其中之一是人权捍卫者）（参见 Caribe Afrmativo 的报道 1 和 2 ），

以及牙买加 2 位男同性恋。 

 

另一方面，在哥伦比亚，针对 LGBT 人士的有组织的暴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府和人民军

游击队签署的和平协议中，包含了 LGBT 受害者的权益。在与作者交流时，一位哥伦比亚人权捍卫

者 Marcela Sánchez 解释道： 

  

这个世界第一次有和平协议涵盖了性别方面的内容，将受害者放在讨论的核心位置，认可双方采取

的不同方式。尤其是，协议包括了一个条款，暗示在和平协议规范化发展中，没有人可以基于性倾

向而歧视别人。 

 

 

反对 LGBT 人权的团体与个人：拒绝沟通，进行攻击 

 

https://www.autostraddle.com/wisconsin-lesbian-couple-win-discrimination-lawsuit-over-their-childs-birth-certificate-352352/
http://www.nclrights.org/press-room/press-release/nclr-applauds-arizona-decision-protecting-children-born-to-married-same-sex-couples/
http://www.jornada.unam.mx/ultimas/2016/05/18/aprueban-matrimonio-igualitario-en-michoacan
http://www.eluniversal.com.mx/articulo/estados/2016/05/10/campeche-aprueba-matrimonio-entre-personas-del-mismo-sexo
http://www.informador.com.mx/jalisco/2016/641289/6/congreso-de-jalisco-recibe-notificacion-de-matrimonio-gay.htm
http://peru21.pe/actualidad/poder-judicial-emitio-historica-sentencia-favor-matrimonio-homosexual-226734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jul/15/california-lgbt-school-history-curriculum-new-law
http://www.cde.ca.gov/nr/ne/yr16/yr16rel49.asp
http://www.minedu.gob.pe/curriculo/pdf/curriculo-nacional-2016-2.pdf
http://ilga-lac.org/chile-ministerio-de-salud-rechaza-por-primera-vez-las-terapias-reparativas-de-la-homosexualidad/
http://ilga-lac.org/chile-ministerio-de-salud-rechaza-por-primera-vez-las-terapias-reparativas-de-la-homosexualidad/
http://cidseci.dgsc.go.cr/datos/003-2016%252520EXPEDIENTES%252520DE%252520PERSONAL.pdf
http://www.inpec.gov.co/portal/page/portal/INPEC_CONTENIDO/COMUNICADOS_PRENSA/Tab1/Tab/Tab/BOLETIN%252520No.%252520105.pdf
https://www.hrc.org/blog/hrc-commends-federal-judges-decision-to-block-implementation-of-h.b.-1523-i
http://www.miamiherald.com/news/local/community/miami-dade/article108099722.html
http://www.seattlepi.com/local/article/Seattle-bans-gay-conversion-therapy-9009149.php
http://www.cityoforlando.net/blog/victims/
http://www.economiahoy.mx/nacional-eAm-mx/noticias/7584583/05/16/Sube-a-cinco-la-cifra-de-muertos-por-ataque-al-bar-La-Madame-en-Xalapa.html
https://goo.gl/zoMyDI
https://goo.gl/AoCQMH
https://goo.gl/AoCQMH
http://www.oas.org/en/iachr/media_center/PReleases/2016/027.asp
http://www.oas.org/en/iachr/media_center/PReleases/2016/078.asp
http://www.movilh.cl/investigan-crimen-de-joven-lesbiana-en-limache/
http://www.movilh.cl/homofobia-asesinan-a-hombre-frente-a-su-pareja-mientras-limpiaba-jardin-de-su-casa/
http://caribeafirmativo.lgbt/2016/05/15/asesinan-dos-hombres-gay-bolivar/
http://caribeafirmativo.lgbt/2016/07/27/asesinan-una-mujer-lesbiana-cordoba/
http://jamaica-gleaner.com/article/lead-stories/20160527/another-double-murder-mobay-resident-says-male-victims-were-g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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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表现出重大进展的国家，如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伯利兹和玻利维

亚 仍存在阻碍 LGBT 人权的倒退倾向和苗头。 

 

例如，关于墨西哥总统和 LGBT 活动家在 2016 年 5 月的会面，Josefina Valencia 向作者指出“保守团

体组织了大型游行并且动用庞大的资源去阻碍 LGBTI 人士和妇女权利的发展。”也是在和作者的交

谈过程中，Gloria Careaga 补充道“地方保守势力和国际网络的结合非常强大。地方商业组织也参与

其中，并且已经形成了反对任何发展的强硬立场。”国会否决了总统打算在全国正式承认婚姻平权

的动议，可能就是保守组织公开和大规模反对的结果。 

 

Marcela Sánchez 补充道在哥伦比亚，2016 年是很矛盾的，因为除了婚姻平权与和平协议的创举，与

此同时，也许由于这个国家最近十年的经历，福音组织领导了空前浩大的反权利运动，哥伦比亚的

教育、儿童权利与和平建设都发生了明显的倒退。  

 

在阿根廷，新的政府没有公开反对 LGBTI 人权，但一位阿根廷活动家 Marcelo Ferreyra 向作者描述

了这样的事实，政府“不愿意为公共政策做出必要的投资。”政府甚至似乎已经做好准备，“容忍

异见者的政策，使警察更卖力的镇压，而获得司法保护和反歧视控诉的制约更多”。 

 

在关于联合和团结协作的重要性方面，伯利兹的 Caleb Orozco 称： 

  

虽然右翼势力无处不在，社会变革正在发生，越来越少家庭以支持和关爱家人为耻 ……LGBT 在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联盟遍布各处，主题论坛也起了作用……大家开始抗议，这充满压迫的环境、

暴力和恐惧不能再阻止我们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们可以杀死我们，但不能阻止我们！ 

 

 

结束语 

 

2016 年，美洲在认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跨性别人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对不同性取向

的偏见产生的暴力仍然很普遍。未来应重点关注已经取得的进展，处理倒退势力和机制造成的强大

压力，并且取得新的突破。 

 

 

2017 年的美国：一个黯淡的开端  

（本版作者注） 

 

2016 年美国大选的过程中，美国的 LGBT 组织和一些新闻媒体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可能给追求

LGBT 平权过程带来的影响表达了更多的担忧。当时候选人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令人疑惑的

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声明。其在 2016 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统候选人所作的提名演讲中，他保证 

去维护“LGBTQ【美国】公民免于可恨的外国意识形态的暴力和压迫”。但是，在接下来的当选的

日子中，数以百计的暴力事件 被报道，其中许多是针对 LGBTQ 人士的。 

 

几天后，GLAAD 发起了特朗普问责项目（Trump Accountability Project，简称 TAP），一个就影响

LGBTQ 人士的问题对特朗普政府进行紧密追踪的特别行动，会记录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及其圈子反

LGBTQ 的声明和举措。 

 

正如 TAP 报告的，就在特朗普当选几分钟后，与 SOGI 相关的首批正式行动之一就是将所有关于

LGBTQ 平权的总统工作从白宫网站上删除 。然而，新政府当权的头三个月，其实还发生了一些不那

么明显但实质更为恶劣的倒退行径。 

http://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37560320
http://www.7newsbelize.com/sstory.php?nid=37708
http://eju.tv/2016/05/crece-el-debate-por-la-nueva-ley-de-genero-y-lgbt/
http://eju.tv/2016/05/crece-el-debate-por-la-nueva-ley-de-genero-y-lgbt/
http://www.hrc.org/DumpTrum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9V6TA-PB0
http://www.nbcnews.com/card/trump-i-will-protect-our-lgbtq-citizens-n614621
http://www.nbcnews.com/card/trump-i-will-protect-our-lgbtq-citizens-n614621
http://www.advocate.com/election/2016/11/17/more-400-hate-incidents-reported-trumps-election
https://www.glaad.org/trump
http://www.nbcnews.com/feature/nbc-out/trump-administration-removes-lgbtq-content-federal-websites-n711416
https://goo.gl/KAYD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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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删除了为学校保护跨性别学生提供有用信息的联邦指南（例如按照第九号性别歧

视法处理案件的最佳实践和实际建议）（参见 IACHR 声明）。特朗普总统任命最高法院 Neil 

Gorsuch 大法官也是一个引起关注的重点。正如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Institute）解释的，Gorsuch

大法官承袭了已故的斯卡利亚大法官的风格，是一个保守派法官，而且有对 LGBT 社群做出不利裁

决的倾向。此外，“性倾向”和“性别身份”原本有可能纳入以后的美国人口普查和/或社区调查，

现在却删除 了。  

 

LGBTQ 活动家和学者对接下来的变化更为担忧。威廉姆斯学院称如最终实施平价医疗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的改动，到 2026 年近百万 LGBT 成人可能失去医疗保险。也有报道称美国国

会的预算提案将减少帮助 HIV 携带者和艾滋病人的全球行动和研究 的基金（PEPFAR）。 

 

前途不容乐观，作为应对，美国大部分民间组织已经发起行动和项目，抵制联邦和州的反 LGBTQ 行

动。 

 

 

 

 

 

 

 

 

 

 

 

 

 

 

 

 

 

 

 

http://edition.cnn.com/2017/02/22/politics/doj-withdraws-federal-protections-on-transgender-bathrooms-in-schools/
http://www.transequality.org/press/releases/trump-administration-attacks-transgender-students-withdraws-lifesaving-guidance
http://www.oas.org/en/iachr/media_center/PReleases/2017/033.asp
http://www.nbcnews.com/feature/nbc-out/trump-s-supreme-court-pick-alarms-lgbtq-advocates-n715606
https://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headlines/examining-the-lgbt-record-of-supreme-court-nominee-neil-gorsuch/
https://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press/media-advisory-federal-government-rolls-back-important-data-collection-on-lgbt-populations/
https://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headlines/nearly-a-million-lgbt-adults-may-lose-health-insurance-by-2026-due-to-proposed-changes-to-the-affordable-care-act/
http://www.hrc.org/blog/trumps-proposed-budget-threatens-cuts-to-nih-hiv-research
https://www.bloomberg.com/politics/articles/2017-03-16/trump-would-slash-medical-research-in-23-cut-to-health-budget-j0bvbr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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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近况 

——包括三部分：东亚及东南亚、南亚、中东 

 

 

 

ANNA ARAFIN, JEAN CHONG, JACK LEE, 刘明珂, DANIELE PALETTA, 

YULI RUSTINAWATI, MINHEE RYU, DOUGLAS SANDERS (主笔), AZUSA 

YAMASHITA 以及徐玢.  

 
变化有之，进步有之。 首先，本部分将分析印度尼西亚、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各自的发展

情况，以及亚太论坛（Asia Pacific Forum ，简称 APF）上取得的进展。 然后转向记录一些

重要的议题，如歧视、言论自由和其它与东亚、东南亚国家过去一年主题相关的问题。 

 

 

印度尼西亚、中国大陆、台湾，以及亚太论坛上的发展 

 

印度尼西亚  

去年的报告曾在“亚洲近况”一文中指出精英恐同症爆发，这一情况持续到了 2016 年。各种政治、教

育、医疗和宗教人士提出的刑罚及强制治疗的要求，并没有在事实上付诸立法行动。但针对公共媒

体的限制加强了。总统和副总统没有谴责内阁部长等上层人士公然的恐同言论，只说不应该有暴力

或歧视。只有在其他问题（如重新评估 1965 - 1966 年的大屠杀、反对中国基督徒担任雅加达总督的

运动）占据公众讨论空间时，反对 LGBT 的言论才有所缓解。 

 

家爱联盟呼吁宪法法院，将现行刑法有关禁止性行为的规定扩张适用于所有异性婚姻之外的行为，

以此将同性恋的同性性行为定为犯罪行为。法院受理了该案，并已经听取了很多“专家”证人作证。

其中一名证人是一位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名叫 Dadang Hawari。他说，“同性恋者”可以通过精神医疗

“治愈”。印尼儿童保护委员会（Indonesian Child Protection Commission ，简称 KPAI）主席 Asrorun 

Ni'am Sholeh，前法律和人权部长 Yusril Ihza Mahendra，以及全国人权委员会的一位委员都为联盟作

证。宪法法庭听证会于 2017 年 2 月结束。 

 

中国大陆  

两家显得相当自由主义风格的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和 Sixth Tone（为增强中国“软实力”而推出的

澎湃新闻海外版），不断为国际读者（观众）提供英文报道，而中国日报英文版对 LGBT 问题最近几

年来基本上都是积极正向的。在如媒体多次披露的打压人权律师的情况正在发生的 2017 年上半年，

这些明显的自由化模式会否继续存在？ 
 

去年的情况让我们对中国法院受理案件的标准感到意外。观察员对有些案件能被受理感到惊讶。这

是不是说明法院对性问题实际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呢？性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政府的任何含敌意的关

注（而且中国并没有有影响力的保守宗教游说）。 这些案件得到了一批提供志愿服务的松散的“彩虹

律师”们的支持。 这个团体成立于 2014年，由约 60 名律师和法律工作人员组成，运行着一条全国热

线。 这些影响性诉讼案件主题包括： 

http://ilga.org/downloads/02_ILGA_State_Sponsored_Homophobia_2016_ENG_WEB_150516.pdf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6/08/30/commentary-why-aila-is-a-bigger-threat-to-freedom-than-the-fpi.html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6/08/03/gay-sex-may-be-outlawed.html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6/08/03/gay-sex-may-be-outlawed.html
http://www.globaltimes.cn/
http://www.sixthtone.com/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
http://www.sixthtone.com/news/meet-lawyers-fighting-lgbt-rights


 

 

 

 

 

 

 

173 

173 

扭转治疗: 2014 年 12 月，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重庆一家采用电击和催眠方法“治疗”同性恋者的

诊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法官在判决书中明确说明，同性恋不

是病，诊所的这种治疗属于虐待。中国于 2001 年已遵循国际惯例，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诊断清单中

剔除。判决要求诊所赔礼道歉，并赔偿 3500 元（合 536 美元）。尽管有此判决，大批医疗诊所却仍

然提供着电击治疗，正如英国第 4 频道于 2015 年跟随卧底活动家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证实的那样。

新的一起扭转治疗案发生在 2016 年 5 月，河南省的一家医院对当事人强制进行治疗，以“治愈”他的

同性恋。医院接受了他家人（包括已分居的妻子）的委托，对这名男子强制收治。医院不允许其他

人见他，直到警方介入，医院才放了他。该同性恋者起诉医院，要求道歉和损害赔偿。 

 

网络审查:  导演范坡坡拍摄的有关 LGBT 人士母亲们的电影《彩虹伴我心》被视频网站下架后，他

于 2015 年起诉政府，最后赢得了判决，明确政府部门并未禁止电影上架。 

 

同性婚姻:  2015年 6 月下旬，长沙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拒绝两名男同性恋者登记结婚。 

 

毒教材:  秋白发现，她就读的大学图书馆里，许多医学教科书都称同性恋是心理障碍。实际上中国

在 2001 年就已经将同性恋去病理化了。秋白和她的同学写信给有关政府机构，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

复，于是她起诉了教育部。 2015 年 11 月 24 日举行庭前调解，秋白在法官的主持下，与教育部官员

进行了两小时的对谈。但问题并没有解决，该案于 2016 年 9 月正式开庭。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发布

了一套新的小学生性教材，将同性吸引描述为“完全正常的”现象，并表示不应有任何歧视。 

 

就业歧视:  C 先生自我认同为男性，虽然他的居民身份证上写的性别为女性。他应聘去了贵阳市的一

家健康检查中心工作，一直身着男装。一个礼拜后，他被解雇了。在参加了由深圳维德法律服务中

心举办的研讨会后，他决定提起诉讼。劳动法第 12 条中有反歧视条款，其中包括种族、宗教和性别

歧视，但不包括性倾向或性别认同歧视。单位否认解雇 C 先生是出于偏见。“彩虹律师团”的律师承

办了这个案子，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小楠作为专家出庭作证，讨论了工作场所歧视问题。在

2016 年 5 月的一审判决中，法院只支持了发放试用期工资的诉讼请求。2016 年 12 月的二审判决中，

法院判决单位支付额外的赔偿、劳动关系解除违法，但没有确认基于跨性别身份的歧视。该案重新

起诉定于 2017 年 4 月下旬开庭。该案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台湾 

 

台湾在 LGBT 权利保护方面一直处于亚洲领先地位：禁止在就业和教育方面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

的歧视；有亚洲最好的承认跨性别的法律；关于开放婚姻制度的辩论则已经开展了二十年。同志活

动家们长期以来一直猜测，亚洲哪个国家（地区）会首先开放同性婚姻？会是尼泊尔、泰国，还是

台湾呢？看情况会是台湾，而且会在 2017 年见分晓。 

 

通过修改民法典来开放同性婚姻的法案第一版已经于 2016 年 12 月在立法会通过。这开启了一场辩

论和协商。 一些立法委员想通过为同性恋伴侣注册单独立法的方式，而不是整体上开放婚姻制度。

台湾蔡英文总统支持婚姻平等。 

 

当然也有司法方面的挑战。台湾宪法法院十四位大法官于 2007 年 3 月 24 日聆讯该案。开放婚姻登

记的诉求由资深同志活动家祁家威提起。多年来，他一直在通过诉讼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也得到

了台北市政府的支持。台北市已设有登记处，同性伴侣关系可以在此得到正式认可（但登记的法律

或行政效力非常有限）。 

 

http://www.sixthtone.com/news/lgbt-mental-health-not-sick-not-well
http://www.channel4.com/programmes/unreported-world/on-demand/60446-009
http://www.sixthtone.com/news/gay-man-forced-psychiatric-%2525E2%252580%252598treatment%2525E2%252580%252599-sues-hospital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15/sep/24/mama-rainbow-film-maker-sues-chinese-censors-over-ban-on-gay-themed-movie
https://goo.gl/wurkOx
http://www.ecns.cn/2015/08-18/177566.shtml
https://qz.com/925037/a-chinese-textbook-is-finally-teaching-proper-sex-ed-but-some-parents-are-having-none-of-it/
https://qz.com/925037/a-chinese-textbook-is-finally-teaching-proper-sex-ed-but-some-parents-are-having-none-of-it/
http://www.china.org.cn/living_in_china/abc/2009-07/15/content_18140508.htm
http://shanghaiist.com/2016/04/11/chinas_first_transgender_case.php
http://shanghaiist.com/2016/04/11/chinas_first_transgender_case.php
http://www.advocate.com/world/2014/12/27/taiwan-removes-surgical-barriers-trans-citizens-legal-recognition
http://www.taiwannews.com.tw/en/news/3032289
http://www.news24.com/World/News/taiwan-court-hears-landmark-gay-marriage-case-20170324
https://goo.gl/VjGO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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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活动家主持了 2015 年度的 ILGA 亚洲会议。尽管台湾的国际地位仍存疑义，不过，这并没有影

响来自中国大陆的热情小分队参加台北同志游行。 

 

 

国家人权机构 

 

东亚和东南亚有 8 个国家已设国家人权委员会：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蒙古、缅甸、菲律

宾、泰国和东帝汶。其中一些机构在 SOGIE 问题上发挥了宝贵和积极的作用，而所有机构都已经或

多或少地着手解决 SOGIE 问题。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亚太地区论坛（APF）是一个连接亚太

地区 24 个国家机构的伞式组织。2016 年 6 月，APF 发表了一份重要的报告：《促进和保护人权：性

倾向、性别认同和生理性别特征：国家人权机构手册》。这份报告包含对 LGBTI 议题和国际人权法

的综合分析，以及国家委员会可以起到的作用。APF 还于 2017 年 4 月下旬在曼谷组织了一次区域会

议，纪念日惹原则 10 周年。值得一提的是，泰国教授、联合国第一个关于 SOGIE 问题的独立专家

Vitit Muntarbhorn 也出席了会议。在出任联合国独立专家前，他已担任 APF 法学家顾问委员会委员

多年了。 

 

 

亚洲在重要议题上的发展 

 

刑事禁令 

 

在文莱、马来西亚、缅甸和新加坡，英国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禁止男男性行为的法律继续有效。 

（而且）在马来西亚，该罪名还扩大适用于女女性行为。 

 

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 Anwar Ibrahim，因为双方合意的同性性行为被判刑，至今仍在监狱服刑。除他

以外，马来西亚似乎没有其他人因为这条规定坐牢的。 

 

2016 年 7 月，韩国宪法法院第三次支持禁止男男性行为的禁令。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存在分歧，

九名大法官中的其中四位希望废除该法。 

 

泰国有三所监狱为自我认同是 LGBT 的犯人安排了独立的关押区域。 

 

 

伊斯兰教法 

 

2014 年 5 月，一项新的萨里亚（Syariah ）刑法规定的三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法在位于婆罗洲北部

海岸的文莱马来穆斯林苏丹国正式生效。接下来要制定程序规范，以指导接下来两个阶段法的实施，

但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程序规范文本出现。 一旦规范文本成文，一年之后，第二阶段法律规定即

可生效；再隔一年，第三阶段法律即可生效，而第三阶段包含了对男男性行为处以死刑的规定。对

这种长期拖延的情况还没有什么解释（苏丹已经发声批评停滞不前的状况）。文莱的这类萨里亚法

规定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适用。 

 

亚齐省——位于苏门答腊岛北端的印度尼西亚自治省——在印尼具有独特的颁布伊斯兰教法的权威。 

亚齐省有禁止男男同性恋行为的规定（尽管印尼全国使用的刑法中并没有这样的禁令），惩罚包括

公开鞭刑——100 鞭。2017 年 4 月发生了第一次针对男同性恋者发生性行为的检控，此事肇始于一

个疑心的邻居冲进二人居住的房间，并拍下他们在一起的裸体画面。二人承认他们是伴侣，使得伊

斯兰教法要求很高的证明标准很轻易地就达到了。 

http://ageofqueer.com/archives/6640
http://www.asiapacificforum.net/
http://www.asiapacificforum.net/media/resource_file/SOGI_and_Sex_Characteristics_Manual_86Y1pVM.pdf
http://www.yogyakartaprinciples.org/wp/wp-content/uploads/2016/08/principles_en.pdf
http://www.ohchr.org/EN/Issues/SexualOrientationGender/Pages/Index.aspx
http://www.ohchr.org/EN/Issues/SexualOrientationGender/Pages/Index.aspx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dec/14/jailed-former-malaysian-opposition-leader-anwar-ibrahim-loses-last-appeal
http://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national/755208.html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news/national/30309977
https://adpan.org/2016/06/09/brunei-update-on-shariah-penal-code-and-death-penalty/
https://www.hrw.org/news/2017/04/09/indonesia-release-gay-men-risk-tor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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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最高法院基于程序原因推翻了一项旨在限制州级伊斯兰教法易装禁令的判决。此后，还没

有出现对这些州一级的伊斯兰教法的新挑战。 

 

 

歧视 

 

台湾（就业和教育）和澳门（就业）已经有反对 SOGIE 歧视的法律； 菲律宾则有 8 个以上的省市存

在这样的法律。 

 

泰国 2015 年《性别平等法》禁止基于性别是男或女的歧视，或基于外貌与其出生性别不同的歧视

（第 3 节）。 该法主要旨在执行宪法禁止基于“（生理）性别”歧视的规定，清楚地涵盖了跨性别女

性和跨性别男性。2016 年政府编制的普法小册子表明，该法可能可以适用于因为同性恋身份而被老

板骚扰的情况。 实际上可能可以适用，也可能没法适用。 

 

如去年本报告“亚洲近况”文章所述，2016 年上半年，香港已有两份关于 SOGIE 歧视的研究报告。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017年“施政纲要”中回避承诺颁布 SOGIE 非歧视法，取而代之地承诺对有关办事

人员进行特别培训，并起草“供相关组织和个人自愿采纳的关于不歧视性少数群体的章程”（第 198

页）。 该文件确认政府平等机会委员会支持推动一部包含 SOGIE 的反歧视法的出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委托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基于 SOGIE 的歧视问题的研究，并于 2016 年

5 月发布报告。报告显示，“家庭内部是排斥和虐待最严重的场所，其次是学校和单位”。近 30,000

名受访者参与调查，这是中国就此话题开展的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调查。 

 

位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起草了一部《反歧视法》，其中涵盖了 SOGIE 事由，但还不清楚哪个部门

有可能负责推进这部法律草案的审议。在 2015 年两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曾有过一些支持反歧视立法的声音。 2016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就此草案进行了磋

商。 

  

2015 年 12 月，蒙古国议会颁布了一系列刑法修正案，其中包括禁止以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为由限制个

人权利和自由的规定。修正案原定 2016 年 9 月生效。然而，2016 年 6 月，全国大选罢免了联合执政

政府，更保守的蒙古人民党取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导致刑法改革方案进一步拖延。反对意见并没

有聚焦在有关 SOGIE 的规定，而是企业责任（腐败）问题。目前还没有关于 SOGIE 改革的讨论或

宣传，一旦改革方案被搁置，SOGIE 改革也就一损俱损了。 

 

 

校园 

 

2016 年，中国教育部联合八部委发布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其中并没有

提到 SOGIE，这一欺凌发生的常见因素。韩国新的全国性教育课程也回避提及性取向、性别认同和

性别表达。日本于 2017 年 3 月更新了《防止欺凌的基本方针》，首次明确保护性和性别少数学生。

此前，日本已于 2015 年发布跨性别学生指令，2016 年发布关于 LGBT 学生的教师指南。日本还主持

了 201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LGBT 欺凌会议。 

 

2016 年秋，《东南亚人权》第二卷出版，其中一章名为《性与性别多元》，由 SEAHRN （东南亚人

权与和平研究联盟）撰写。目的是为南亚高等教育教授人权课程汇集区域性的教材。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malaysia-verdict-crossdressing-idUSKCN0S21CE20151008
http://ilga.org/downloads/02_ILGA_State_Sponsored_Homophobia_2016_ENG_WEB_150516.pdf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7/eng/pdf/Agenda.pdf
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law-crime/article/2077504/hong-kongs-equality-watchdog-presses-law-protect-sexual
http://ilga.org/lgbti-news-80-ilga-mar-2017/
http://www.sixthtone.com/news/survey-sheds-light-chinese-lgbti-experiences
http://www.sixthtone.com/news/tackling-discrimination-through-law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7/03/22/1304156_02.pdf
https://www.hrw.org/news/2017/03/24/japan-anti-bullying-policy-protect-lgbt-students
http://en.unesco.org/events/international-ministerial-meeting-education-sector-responses-violence-based-sexual
http://shapesea.com/wp-content/uploads/2016/10/Textbook-Vol2-complete.pdf
http://shapesea.com/sdm_categories/aun-hreseahrn-publications/


 

 

 

 

 

 

 

176 

176 

 

表达与媒体 

 

2016 年 6 月，韩国情色心理惊悚片《小姐》（The Handmaiden）上映，讲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

占领韩国时期的一段诱惑与背叛的复杂故事。影片中有女同性恋性爱场面，整体基调上非常正面地

叙述女同性恋故事。 

 

2017 年初，日本电影《人生密密缝》上映，讲述了一个被酗酒的母亲遗弃、由叔叔抚养的女孩的故

事，而抚养她的叔叔则与一位名叫 Rinko 的跨性别女子住在一起。Rinko 的扮演者是广受欢迎的男演

员生田斗真。 

 

2017 年 3 月，迪斯尼电影《美女与野兽》中明确呈现了一个同性恋角色与同伴跳舞的镜头，都被马

来西亚检查员删除了。马来西亚有一条规定是“同性恋”角色只有当他们悔改或死亡时才能出现在影

视作品中。此事经广泛报道后，迪斯尼表示，如果马来西亚删除这些镜头，那么这部电影将不会在

马来西亚公映，马来西亚方面因此让步，电影得以以完整面目上映。 

 

2016 年，台湾纪录片《日常对话》讲述了一位女同志道士 Anu 的生命故事，影片由她关系疏离的女

儿拍摄。片中有对 Anu 过去和现在的恋人，以及她的兄弟姐妹的采访。 这部电影受到了广泛好评。 

 

《寻找罗麦》是中国第一部获准商业发行的同性恋主题电影，已经获得了广电总局批准，并将于

2017 年底在院线上映。这部电影循着两名同性恋男子——一名中国人和一名法国人——的关系及他

们去西藏的旅程展开。 

 

很难说什么样的内容在中国会被从在线视频网站上下架。2016年，热门网剧 《上瘾》 ——讲述一堆

男同的恋爱故事 ——在上线 24 小时之内即吸引了超过 1000 万次浏览量，但却在 4 个星期后被国家

审查机关强制下架。另一部剧 《太子妃升职记》（Go Princess Go）也被禁了，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

男人穿越到古代，变成了一个女人的经历。各种行业协会和网站都在尝试制定相关政策。乐视发布

了禁止“错误婚恋观……比如同性恋或婚外情”的指导原则。经过抗议，乐视删除了禁止同性恋内容

的部分，事实上，通过乐视还能观看中国著名的电影《霸王别姬》，这部电影的主角就是同性恋。 

同志亦凡人媒体制作人魏建刚指出：“现在 LGBT 内容的在线节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一些

著名的同志主题电影如《蓝宇》和 《断背山》都可以在中国主流媒体网站上看到，但还从未在电影

院公映。一名政府官员称同性恋话题不被禁止，但需要评估其内容是否在“鼓吹、倡导或美化…”。 

 

 

组织与结社自由 

 

在香港、日本、韩国、台湾和泰国都有公开的骄傲游行。越南举办彩虹骑行和彩虹徒步（无需许可

证）已有多年。最压抑的情况在老挝：几年来，仅有的一次活动是在美国大使馆的大楼里举行的，

此后就再也没有活动了。新加坡拒绝承认 LGBTI 组织的法律地位，但承认其部分功能（不过不得接

受海外资助）。 

 

2016 年 6 月初，新加坡在芳林公园“演说角”举行了第八届 “粉红点”庆祝活动。这是唯一允许公开自

由发表演讲的地方（只要不谈论种族或宗教）。人们从来没想到，政府指定的“演说角”会变成一场

聚焦 LGBTI 人群和议题的群众盛会。 2015 年，共有 28,000 参加了粉红点活动。外国人参与或赞助

活动一律受禁止。 截至本文撰写时，约有 50 家“本国企业赞助商”已经注册了 2017 年的活动。 

 

http://www.imdb.com/title/tt4016934/
http://www.imdb.com/title/tt5633706/plotsummary?ref_=tt_ov_pl
http://www.imdb.com/title/tt2771200/
http://docs.tfi.org.tw/news/time/201702
http://time.com/4275937/seek-mccartney-china-lgbt-gay-movie-rohmer/
http://www.advocate.com/current-issue/2017/3/09/behind-asian-awakening-happening-film
https://www.goodreads.com/series/103875-addicted
https://www.viki.com/tv/30290c-go-princess-go?locale=en
https://thenanfang.com/sarft-bans-gay-relationships-on-chinese-tv/
https://thenanfang.com/sarft-bans-gay-relationships-on-chinese-tv/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35113.shtml
http://www.imdb.com/title/tt0106332/
http://www.bghei.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1&id=48
http://www.sixthtone.com/news/fake-gay-men-chinese-film-industry
https://issuu.com/heremedia/docs/out262_digital_lr
http://www.imdb.com/title/tt0292066/
http://www.imdb.com/title/tt0388795/plotsummary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38291.shtml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lgbt-laos_us_5616433ce4b0e66ad4c681cc
https://pinkdot.sg/
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mha-says-foreign-sponsors-not-allowed-for-pink-dot-or-other-events-at-speakers-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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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管理法》生效。根据新法，本国非政府组织接

受境外资助将面临潜在的法律风险。如今，公开募捐只能由政府部门审核认证批准的注册慈善机构

开展。 

 

 

对关系的认可 

 

正如一年前描述的那样，日本和台湾的少数地方司法机构已经建立了登记注册制度，允许同性伴侣

注册。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对同性伴侣有所帮助，例如租赁、福利或医院探视，但整个亚洲还没

有明确具有法律效力的注册制度。 实践中存在对持工作或居留签证的移民（使领馆工作人员、学者、

跨国公司雇员等）伴侣的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同性伴侣享有居留权，但无权工作。 

 

韩国著名导演金赵光秀（又译作金赵光寿）提起的婚姻案件上诉案被驳回。2016 年 5 月的判决称，

“养育下一代”是理解“婚姻”意义的一个因素。判决书指出了在继承法、财产分割法、紧急医疗情况

下的同意权、家人护理假、遗属退休金和家庭导向的税务规定方面对同性伴侣的无视。法官表示，

这些无视意味着“他们（同性恋伴侣）的处境令人遗憾”，但任何变化都应提交立法机关决定。 

 

我们期待台湾的好消息。 

 

 

 

 

 

南亚 
 

JOYJAYANTI CHATTERJEE, NAMRATA MUKHERJEE, NITIKA KHAITAN, NIVEDITA SAKSENA, 

SHOHINI SENGUPTA 和 SHRUTI AMBAST 

 

长期被殖民的后果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LGBT）社群仍然生活在严苛的殖民

地刑法遗毒之下，即使他们可能不用面临实际上的起诉。右翼保守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复苏也是

导致多个亚洲国家内对 LGBT 人士的暴力事件增加的原因。 不过，LGBT 群体和人权团体的努力，

使得围绕性少数群体享有的个人权利的讨论得以持续。伴随着倡导和策略性地使用司法系统，这些

努力可能会促使 LGBT 社群享有的权利逐步发生量变。 

 

 

孟加拉  

 

孟加拉国的 LGBT 社群仍然面临被定罪处罚的危险，因为刑法第 377 条禁止“违反自然秩序的性交”。

去年，孟加拉国就发生过针对 LGBT 人士的恐同暴力的威胁事件。 最著名的事件是 2016 年 4 月，

Xulhaz Mannan 和 Mahbub Tonoy（重要的 LGBT 活动家）被 谋杀。为了制止这种暴力行为，一个

“伊斯兰武装分子” 被捕，极端主义团体 Ansar Al 伊斯兰也被 禁止 。但是，LGBT 社群人士长期以来

都很 害怕 寻求 国家保护，即使因为性取向而受到死亡威胁。 

 

2017 年 3 月，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报告中评估了孟加拉国遵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的情况，对 LGBT 社群面临的种种污名、骚扰和暴力表示关切。委员会建议孟加拉国应该“对同

性伴侣之间经合意的性行为去刑罪化，为女同性恋、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GBT）提供保护，

http://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from-the-west-courtyard/the-foreign-ngo-law
http://ilga.org/downloads/02_ILGA_State_Sponsored_Homophobia_2016_ENG_WEB_150516.pdf
http://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national/773651.html
http://www.washingtonblade.com/2016/09/07/penal-code-377-bane-bangladeshs-lgbtqi-population/
http://bdlaws.minlaw.gov.bd/sections_detail.php?id=11&sections_id=3233
http://www.thedailystar.net/country/obama-writes-slain-lgbt-editors-family-1233379
http://kindlemag.in/blood-soaked-closet/
http://www.dnaindia.com/world/report-militant-arrested-over-murder-of-bangladesh-gay-activists-say-police-2212589
https://newsnextbd.com/?p=3641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4/26/murdered-bangladeshi-gay-activists-were-afraid-to-seek-police-pr/
http://archive.dhakatribune.com/bangladesh/2016/may/05/kamal-writing-unnatural-sex-criminal-offence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5252fC%25252fBGD%25252fCO%25252f1&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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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免受暴力和骚扰，确保所有案件得到及时的调查、起诉，及适当的惩处，消除“hijras”面临的

就业障碍和尊严受到侵犯的情况。 

 

在联合国，孟加拉国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投票反对推动 LGBT 权益的动议，包括：投票赞成一项将

LGBT 社群排除在联合国“新城市议程”（旨在承认 LGBT 并承认存在恐同）之外的动议；投票反对

任命独立的 LGBT 权利专家；支持俄罗斯起草的一项反对给予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同性伴侣福利的决

议。 

 

不丹 

根据 2004 年《不丹刑法典》第 213 条和第 214 条，同性性行为在不丹依然是非法的。这些条款将

“不自然的性行为”规定为一项轻罪，应处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监禁。去年有报道称，国民议会妇女、

儿童和青年委员会曾经建议将这些条款删除。 但是，这方面还没有什么进展。有意思的是，有人说

这部法律从来没有被用来起诉任何人。 

 

2015 年，据估计不丹有近 9000 名 LGBT 人士。不丹还没有针对 LGBT 的住房或就业方面的反歧视

保护规定。一份健康方面的研究报告发现，卫生保健工作者对谈论性行为感到不舒服，而这可能会

阻碍 LGBT 人士寻求医疗帮助。2016 年，不丹的一群 LGBT 人士聚集在一起，庆祝国际不再恐同、

恐双、恐跨日。据报道，该国 LGBT 社群仍然面临着被歧视和被污名化。 

 

印度 

2016 年 2 月，最高法院合并审理了 8 起案件，这些案件都诉请重审 2014 年一项对同性性关系重新定

罪的判决。在确认这是一个宪法问题后，法庭将案件提交给由五名大法官组成的宪法法庭审理。该

案何时重审将取决于宪法法庭。 

 

然而，在有关行政决定中，印度对性少数群体权利的立场仍在倒退。2016 年 3 月，印度在联合国大

会上投票反对将联合国给予员工的婚姻福利扩大适用于同性伴侣。2016 年 9 月，印度又故技重施，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一项有关设立终止对 LGBT 人士的歧视的独立专家职位的决议投票时，投了

弃权票。印度外交部澄清说，之所以投弃权票是因为是否对同性性关系去刑罪化的事项还在等待最

高法院裁决。 

 

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男男之间或女女之间的同性性关系目前都是非法的：对男男适用最高 1 年流放或鞭刑，女

女则会招来高达 1 年的软禁。 随着 2014年刑法典的通过，伊斯兰教法对同性性关系的禁令已经扩展

到全国范围，这意味着法律可以适用于非穆斯林和来马尔代夫的游客。马尔代夫对同性婚姻、住房、

就业、领养和法定性别认可没有保护和权利规定。社会污名迫使 LGBTI 社群成员向斯里兰卡寻求庇

护。马尔代夫还投票反对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反对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的保护” 决议。 

 

 

 

尼泊尔  

尼泊尔对待性少数人群的态度莫衷一是。类似 1970 年《公共犯罪法》这样措辞模糊宽泛的法律常被

（滥）用于骚扰和恐吓性少数群体。对 1963 年《通则》（Muluki Ain）的全面修订在 LGBT 问题的

立场上已显倒退。尤其堪忧的是，目前同性关系并不被认为是刑事犯罪。正处于议会审读这一最后

阶段的拟议新法，不承认同性婚姻，更是打开了诸如“非自然的性”之类的模糊术语被用来骚扰性少

数群体的方便之门。这违反了最高法院在 Sunil Babu Pant 等诉尼泊尔政府等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判决中的包容精神，按照这个案子的基调，接下来本该讨论承认同性婚姻、为性少数群体提供保护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un-habitat-lgbt-idUSKCN12C03B
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6/oct/19/un-new-urban-agenda-inclusive-cities-lgbtq-rights-habitat-3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0220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0220
http://www.washingtonblade.com/2015/03/24/bid-to-block-spousal-benefits-for-gay-u-n-employees-fails/
http://www.asianews.network/content/breaking-lgbt-taboo-bhutan-17254
http://www.glreview.org/article/to-be-or-not-to-be-in-bhutan/
http://www.glreview.org/article/to-be-or-not-to-be-in-bhutan/
http://www.pressreader.com/bhutan/business-bhutan/20150704/281573764365078
http://www.pressreader.com/bhutan/business-bhutan/20150704/281573764365078
http://www.asianews.network/content/breaking-lgbt-taboo-bhutan-17254
http://www.thebetterindia.com/46011/lgbt-community-india-ipc-section-377-petition/
https://www.amnesty.org.in/show/blog/indias-un-general-assembly-vote-a-reflection-of-our-societys-deep-seated-an%252520
http://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India-abstains-at-UN-vote-on-LGBT-Independent-Expert/article14465779.ece
http://www.humandignitytrust.org/uploaded/Map/Country_Reports/Maldives.pdf
http://www.equaldex.com/region/maldives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65754.pdf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65754.pdf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HRC/RES/32/2
https://www.hrw.org/news/2013/04/01/nepal-climate-fear-imperils-lgbt-people
http://nepalconflictreport.ohchr.org/files/docs/1963-04-12_legal_govt-of-nepal_eng.pdf
http://kathmandupost.ekantipur.com/printedition/news/2015-08-05/civil-code-ignores-lgbti-issues-fails-to-address-2007-sc-verdict.html
https://www.icj.org/sogicasebook/sunil-babu-pant-and-others-v-nepal-government-and-others-supreme-court-of-nepal-21-december-2007/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kishor-panthi/lgbti-rights-in-nepal-few_1_b_98546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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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了。尼泊尔在新宪法中也奉行对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各种保护措施（第 12、18 和 42 条）。尼

泊尔宪法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明确规定为 LGBT 反歧视提供保护，并明确承认其权利的一部宪法。 

 

巴基斯坦 

 “同性关系”因为《巴基斯坦刑法典》第 377 条（从殖民地时期的 1860 年印度刑法典而来）而被刑罪

化，但它对女性间的同性关系的影响尚不清楚。 

 

据美国国务院 2014 年的报告，以及加拿大移民难民委员会的报告，该法“在实践中很少执行[涉及儿

童的案件除外]”。后者提到，巴基斯坦致力于宗教和性少数权益的组织 Neengar 社团曾统计，2011

年旁遮普邦曾发生 10 起依据第 377 条提起的案件，其中两起判处当事人 10 年监禁，后来减刑了。 

不过，该团体主席曾经提到第 377 条经常“被用于威胁和勒索他人”，包括警方敲诈勒索。 

 

歧视同性关系方面并没有全国性的实证数据。马来西亚律师 Shaf’i Abdul Azeez Bello 早已总结了这

一情况，并指出 LGB 人群的权利“近乎不存在”。巴基斯坦在国际人权论坛上反对 SOGI议题。 

 

斯里兰卡 

根据刑法第 365 条，斯里兰卡的同性性关系是非法的。虽然有这项规定，但近半个世纪，根本没有

根据这条提起公诉的情况发生（常被认为是僵尸法），保留歧视多元性倾向的语言贻害无穷。 

 

  

2017 年 1 月，斯里兰卡政府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驳回了一项对同性性关系去刑罪化的提议，认为

这个问题属于文化，与人权无关。该行动计划由外交部主导，通过部际程序制定。这个岛国的保守

派佛教神职人员强烈反对废除第 365 条。卫生部长指出，政府反对同性性行为，但不会起诉任何发

生了同性性行为的人。也许是为了回应这种表态，计划草案中列入了一个增编，规定禁止因为他人

性倾向而加以歧视。LGBT 社群的成员对此抱着怀疑态度，而且很害怕，只要这个国家的的法律继

续将任何非异性性关系视为错误，对他们的虐待就不会停止。 

 

 

 

中东  
匿名作者 

 

 

截至目前（2017 年初），整个中东大部分地区对性和性别多元的政治/媒体话语仍然非常局限和负面。 

对伊斯兰教法的各种解释渗透到整个地区的法律实践中，其中一些甚至导致对同性性行为适用死刑，

还有一些则甚至会导致对仅仅表达对这些议题的一些积极观点（见科威特）或支持的行为就会适用

残酷的徒刑、鞭刑及罚金刑。 不过，学术研究表明，男男和女女之间的同性性关系一直根植于伊斯

兰文化和历史传统中。尽管境况如此严峻，还是有些城市中存在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社群生活，只

不过是地下的。作为一般社会规则，当某人因为自身的性或性别而出柜或被出柜时，对其家庭来说

是非常有辱门风的。这种耻辱感又进而扩大转化为社会污名、歧视、更易成为被害目标，以及对

LGBTI的暴力。 

 

此外，国际人权倡导中的用于表示这种多样性的术语（SOGI、LGBT 等）并不容易契合中东地区很

多地方的身份和文化表达概念。这种话语，加上宗教解释、地缘政治利益纠葛和文化历史原因，往

往会引发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np/np029en.pdf
http://www.hrc.org/blog/in-a-historic-step-nepal-ratifies-new-constitution-that-includes-lgbt-prote
http://www.refworld.org/pdfid/57206aea4.pdf
http://www.landinfo.no/asset/2942/1/2942_1.pdf
http://hrlibrary.umn.edu/research/srilanka/statutes/Penal_Code.pdf
http://www.mfa.gov.lk/index.php/en/foreign-policy/national-action-plan-for-human-rights/6587-the-national-action-plan-for-the-protection-and-promotion-of-human-rights-2017-2021
http://www.newnownext.com/sri-lanka-ban-homosexuality/01/2017/
http://www.newindianexpress.com/world/2017/jan/18/sri-lankan-cabinet-decides-not-to-de-criminalize-homosexuality-1560925.html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oman-gays-newspaper-idUSL6N0H12RB20130905
http://ir.lawnet.fordham.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322&context=ilj
http://www.juragentium.org/topics/islam/mw/en/bilancet.htm
https://d3n8a8pro7vhmx.cloudfront.net/cjpme/pages/1198/attachments/original/1434140830/119-En-LGBT-in-Middle-East-v3.pdf?1434140830
http://al-bab.com/sexual-diversity-2
http://eprints.lse.ac.uk/56822/1/Homosexuality_Middle%252520East.pdf
http://eprints.lse.ac.uk/56822/1/Homosexuality_Middle%252520Ea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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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伊拉克的人道主义危机已经导致 1100 多万人需要救援，300 万人流离失所；而叙利亚估计有

1300 多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超过 500 万沦为难民；截至 2017 年 3 月，也门有三分之二的人口—

—1880 万人——需要援助，据估计有 300 万人沦为难民。最保守估计，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被

同性浪漫或性吸引，很多人穿着打扮、行为举止或表达出的性别不同于其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很

多人出生或发育时就天生雌雄同体（LGBT 和间性人）。 

 

这些人不仅在自己的祖国饱受迫害，而且作为寻求政治避难者，他们在（临时）居留国也会面临特

定的暴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一系列同期发生的问题导致该国、该地区局势不稳定：裹挟着

这些国家的战争，广大领土处于伊斯兰国（译者注：阿拉伯语是“Daesh”, 或称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

国（ISIS/ISIL）控制之下，而伊斯兰国始终迫害、杀戮 LGBT 群体（被称为 “道德清洗”，见第 30

段），政府则由残忍的教派民兵把持。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伊拉克司法系统仍然存在严重缺陷

和腐败，导致民众深深的恐惧，社群和家庭层面的严重的歧视和迫害毫无缓解。而对那些历经千辛

万苦能够进入到 IDP（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人来说，这些所谓避难中心却是众所周知的严重虐

待、暴露本就易受侵害的 LGBT 群体的地方。 

 

伴随着中东地区伊斯兰运动的升温、影响力上升并取得控制权爆发的诸多争辩的后果之一是性与性

别少数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这一点在 2016 年的利比亚、埃及、土耳其、摩洛哥，和突尼斯，以及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传统伊斯兰地区都表现明显。在这些国家，无论是在网上还是私下表达性和性别

多样性都是非常危险的。 

 

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导致恶意环境的因素，还是有一些国家抱着相对宽松的态度，只要这些人不那

么“高调”，不在公共场所违反道德法（详见报告刑罪化部分，宣扬及道德法部分，及 NGO 面临的障

碍部分）。黎巴嫩是中东地区司法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的范例，但根据 1943 年刑法实施的逮捕行动仍

有发生。另外，发生了一件对阿拉伯国家来说破天荒的事：黎巴嫩两家重要的卫生机构不再将同性

恋列为精神疾病。而该地区唯一一个没有对同性关系定罪处罚的国家约旦，则根据 1960 年刑法第

320 条对表达自由施加限制（在道德规定项下）。 

 

在中东南部地区，死刑是性少数群体始终面临的威胁，尤其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尽管卡塔尔和阿

联酋的成文法中规定了死刑， 但实际上近年来都没有实际施行。在阿联酋，发生同性关系可被处以

10 年监禁，还可能被注射荷尔蒙和其他化学物质进行“治疗”（阉割）。卡塔尔修订后的 2004 年刑法

典第 296 条规定“引导、发起或引诱”发生肛交的可处以监禁。 

 

诸如黎巴嫩的 Helem (意为“梦想”)，突尼斯的 Shams (意为“太阳”)，伊拉克的伊拉克酷儿这些组织代

表着一种希望，即对待性与性别少数群体态度终将发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中东媒体（电视

和社交网络）近来已经改变态度——从毫无保留地谴责，到相对中立的消极态度（留有对话空间）。

这可能有助于为那些在甚嚣尘上的战争和政治争权夺利中被迫害、利用或遗忘的人们争取平等开辟

一条道路。 

http://www.unocha.org/iraq
https://www.worldvision.org/refugees-news-stories/syria-refugee-crisis-war-facts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7/03/10/un-says-world-faces-largest-humanitarian-crisis-since-1945/
https://encyclopediageopolitica.com/2017/01/22/invisible-victims-yemens-hidden-refugee-crisis/
http://www.unhcr.org/en-ie/news/stories/2016/8/57ac32274/gay-transgender-refugees-seek-safety-middle-east.html
http://syriadirect.org/news/faced-with-hate-crimes-in-turkey-gay-syrians-say-%2525E2%252580%252598visibility%2525E2%252580%252599-worth-the-risks/
http://syriadirect.org/news/faced-with-hate-crimes-in-turkey-gay-syrians-say-%2525E2%252580%252598visibility%2525E2%252580%252599-worth-the-risks/
http://isis.liveuamap.com/
https://www.outrightinternational.org/dontturnaway/timeline
http://www.refworld.org/docid/5536100a4.html
http://www.gicj.org/GICJ_REPORTS/GICJ_report_on_militias_September_2016.pdf
https://chronicle.fanack.com/iraq/governance/judiciary-hanging-in-the-balance/
https://chronicle.fanack.com/iraq/governance/judiciary-hanging-in-the-balance/
http://www.business-anti-corruption.com/country-profiles/iraq
http://www.law.cuny.edu/academics/clinics/hrgj/publications/ICCPR-Iraq-Shadow-Report-LGBT-ENG.pdf
https://www.outrightinternational.org/sites/default/files/ComingOutDeathSentence_Iraq_0.pdf
https://www.outrightinternational.org/content/exposing-persecution-lgbt-individuals-iraq
https://www.kuchutimes.com/2016/08/quzah-libya-taking-baby-steps-in-defending-lgbti-rights-in-a-highly-homophobic-nation/
https://paper-bird.net/tag/egypt/
http://www.bridgingeurope.net/uploads/8/1/7/1/8171506/wp4_euturkeydialogue_t.gisselbrech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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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FtiF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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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ortal.www.gov.qa/wps/wcm/connect/8abaea8046be1deaae97ef70b3652ad8/Penal+Code.pdf?MOD=AJPERES&useDefaultText=0&useDefaultDes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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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实施保护正当其时 

 

ILGA-欧洲团队集体撰写  
 
 

整个 2016 年，欧洲各国的 LGBTI 运动都与更广范围内的全球事件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媒体头

条上的每个事件，背后总或多或少有 LGBTI 平权相关的因素交织其中。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受

发生在佛罗里达奥兰多市的脉冲酒吧拉丁之夜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欧洲重新开始讨论有关仇恨犯

罪、政府和机构是否全力以赴确保 LGBTI人群安全等问题。 

 

另外一些新闻事件乍一看可能跟 LGBTI 没什么关系，但是在这些事件中，LGBTI 人群的遭遇可能是

无法忽略的。关于政治避难、移民，以及与之相关的程序问题的讨论背后，正是寻求政治避难的

LGBTI 人群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处境。英国脱欧的决定发布之后，产生了越来越多关于英国各地爆发

仇恨犯罪（包括恐同和恐跨暴力）的报道。整个欧洲“民粹主义”政治话语的扩张给 LGBTI 社群提出

了严酷的挑战，政客们要么把 LGBTI 社群当做替罪羊，要么赤裸裸地迎合选民喜好以证明自己才是

“捍卫人权的排头兵”。对民主机构（诸如媒体和法院）的攻击也直接影响了 LGBTI 倡导工作，因为

这些攻击限制了活动家们发表见解和寻求司法公正。 

 

仔细看看欧洲关于 LGBTI 的具体事态，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立法进程放缓的时期。

现在已经到了具体实施过去 15 年取得的 LGBTI 平权法律、政策成果的攻坚时期。不仅要确保将法

律成果转化为 LGBTI人群实际生活的切实改变，而且还要确保已取得的成果不“倒退”，不缩水。 

 

虽说本报告的重点是性倾向相关法律，但有关法律性别认可的问题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领域

的法律进程仍在稳步向前。2016 年 6 月，挪威议会根据自决投票通过立法，加入了丹麦、马耳他和

冰岛的行列。法国、希腊、比利时、卢森堡、马耳他、英国、乌克兰、瑞典和葡萄牙，以及欧洲法

院（参见 ILGA-欧洲 2017 年年度点评）在跨性别相关法律制定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法理学上正

在建立指导政策制定者实施确保性倾向和性别认同尊严与平等核心原则的明确准则。 

 

类似的，间性人（其中一部分自我认同为同性恋或双性恋）人权问题的能见度在 2016 年也有大幅上

升：越来越多的机构和政府都明确将间性人议题纳入其工作范围，譬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就将

生理性别特征纳入了反歧视法范畴，比利时、希腊和荷兰则启动了通过更包容的立法的政治进程。 

 

欧洲多国在家庭法领域都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希腊和塞浦路斯两国的同性伴侣们庆祝着本国于

2016 年初首次通过伴侣法。意大利立法机关则在数月激烈、分化的争论之后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

民事结合法。斯洛文尼亚赋予注册伴侣权利与保护的法案，在苦苦棋盘之后也于 2017 年初正式生效。

虽然缺少全面施行的立法，但爱沙尼亚的《登记伴侣法》还是在 2016 年生效了。芬兰、直布罗陀、

格林兰岛和阿曼群岛实现同性婚姻平权。葡萄牙同性伴侣可以办理共同收养或第二家长收养，该国

还对所有女性开放医学辅助生殖（自动承认同性伴侣的家长地位）。瑞士也于 2016 年对现有的收养

法进行了改革，将继父母收养扩大适用于登记伴侣。 

 

欧洲法院在家庭领域还做出了几项重要判决，比如欧洲人权法院做出的 Pajić 诉克罗地亚案裁决

（该法院做出的首个有关同性伴侣家庭重聚的判决）和 Taddeucci 和 McCall 诉意大利案（认定意大

http://idcoalition.org/publication/view/lgbti-persons-in-immigration-detention-position-paper/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oct/08/homophobic-attacks-double-after-brexit-vote
https://goo.gl/T96vof
http://tgeu.org/norway-lgr/
http://www.ilga-europe.org/
https://europeanwesternbalkans.com/2016/09/01/eu-delegation-in-bih-welcomes-adoption-of-changes-and-amendments-to-the-bih-anti-discrimination-law/
https://nomoi.info/%2525CE%2525A6%2525CE%252595%2525CE%25259A-%2525CE%252591-181-2015-%2525CF%252583%2525CE%2525B5%2525CE%2525BB-1.html
http://cylaw.org/nomoi/arith/2015_1_184.pdf
http://www.normattiva.it/uri-res/N2Ls?urn:nir:stato:legge:2016-05-20;76
http://www.mddsz.gov.si/fileadmin/mddsz.gov.si/pageuploads/dokumenti__pdf/z_registracija_ips_en.pdf
https://www.riigiteataja.ee/en/eli/527112014001/consolide
http://www.finlex.fi/fi/laki/alkup/2015/20150156
http://www.gibraltarlaws.gov.gi/bills/bills2016/2016B20.pdf
http://www.loc.gov/law/foreign-news/article/greenland-same-sex-marriage-bill-passes/
https://legislation.gov.im/cms/images/LEGISLATION/PRINCIPAL/2016/2016-0012/MarriageandCivilPartnershipAmendmentAct2016_1.pdf
https://goo.gl/gIeQiT
http://www.asylumlawdatabase.eu/en/content/ecthr-paji%2525C4%252587-v-croatia-no-68453-articles-8-14-23-february-2016
https://strasbourgobservers.com/2016/07/27/taddeucci-and-mccall-v-italy-welcome-novelty-in-the-ecthrs-case-law-on-equal-treatment-of-same-sex-cou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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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拒绝给同性伴侣一方颁发居留许可侵犯了他们的权益）。值得注意的是，围绕承认多种形式彩虹

家庭的讨论也开始躲起来。荷兰和丹麦目前都在讨论通过承认有两个以上家长以及不同家长角色的

家庭的包容性法律的可能性，比如说法律上的家长享有家长权，而共同生活的家长（social 

parents)亦认可为家庭的一部分。在其他一些国家，活动家们在提高人们对现实存在的彩虹家庭的

认识，比如阿尔巴尼亚首次通过电视广告报道了一对同性伴侣和他们的孩子。 
 

与以上这些好消息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在格鲁吉亚、 罗马尼亚 、立陶宛甚嚣尘上的利用公投限制家庭

或婚姻定义的讨论。罗马尼亚公投论辩的同时，有一桩诉讼案同样引人注目：一对同性伴侣因希望

被认可为配偶而提起诉讼。目前，截至本报告撰写时，该案争点还在欧盟法院审理中。不过，去年

欧洲有一项关于家庭问题的投票倒是取得了好结果：瑞士发起的一项最初被描述为关于税制改革的

公投，随后被发现会对同性伴侣造成潜在的损害后果。经过活动家们的强烈呼吁，投票结果决定不

修改现存宪法中关于婚姻的性别中立的定义。 

 

随着许多国家在这些事项上的进步，一些邻国与之对比的差距变得更加明显。婚姻平权在德国、马

耳他和北爱尔兰仍然是个被回避的问题。此前已间接提到，我们有很多理由对意大利关于民事结合

的论辩留下深刻印象。遗憾的是，其中一个关于该法案通过的负面印象是议员们所用的极尽贬低之

能事的语言，并最终将第二家长收养从该法中剔除。 

 

令人痛心的是，2016 年还有一些不好的趋势。一些欧洲国家的民间组织面临各自政府施加的额外压

力。随着土耳其 7 月份突然发生的政变，民间组织的压力陡增。LGBTI 非政府组织办公室被关闭，

显然是害怕遭遇恐怖袭击。极端组织公开发表若干暴力威胁，试图恐吓骄傲活动组织者，限制

LGBTI 活动的举行；活动家们随之即受到当局禁令限制。波兰的运动家们目睹自己的办公室多次遇

袭。年底，匈牙利南部村庄 Ásotthalom因为颁布针对“非传统”婚姻的“反宣传”法而臭名远扬。 

 

除此之外，反恐措施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利用于合理化对诸如和平抗议、结社、组织 LGBTI 活动或自

由言论的权利等基本自由的限制。明显的例子是 2016 巴黎骄傲游行的突然中断，意大利两座城市当

局在遭到群情激愤后才许可举办骄傲活动。LGBTI 活动家们绝对不能将保卫其活动空间视为理所当

然。 骄傲游行从来都被视为基本人权的可见象征，也是民主制度运行良好的表征。然而，欧洲迅速

变化的政治环境意味着，过去的成功无法保障将来——伊斯坦布尔就是一个令人震惊，同时又是活

生生的退步的例子。许多像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地方，骄傲游行还在成功举办，但活动家们面临的

环境越来越有敌意。值得高兴的是，相反的情况也可能是真的，基辅骄傲游行参与人数打破了记录， 

Odessa 于 2016 年举办了第一次骄傲游行。骄傲游行已经被视为民主的试纸，但这种测试不能成为一

锤子买卖 ，它应当每年都能举行。 

 

令人痛心的是，每当我们回顾一年的情况时，公众人物（比如政客、宗教领袖、媒体）的偏见言论

都是一个显著的存在。关于性倾向或人们在公共场所如何认同或表达其性别的贬低性评论的例证。

此类评论发生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电视节目中，在马其顿和波兰的教科书中，在 Belarusian 媒体

对“包容的记者”（Journalists for Tolerance）的监察中，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社交媒体中

（详见 ILGA-欧洲 2017 年年度点评）。 

  

充满偏见的言论从一个著名的公众人物、政客或其他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口中说出时，它所包含的信

息往往会得到广泛传播——它会增加对听到它的 LGBTI 人群的负面影响，还会无形中强化那些本就

抱着歧视性观点的人的想法。意大利的 LGBTI 活动家们也强调了该国闹得不可开交的民事结合辩论

中政客们阐述观点的争议性和侮辱性。非政府组织记录下了许多已当选官员的歧视言论，充满了对

彩虹家庭的冷酷无情的说三道四。2016 年，反 LGBTI 言论的例子还能从格鲁吉亚选举海报中看到，

在马其顿政客的社交媒体主页（又是为了竞选）中看到，从塞尔维亚高中老师、教堂主事、摩尔多

瓦将当选的总统的言论中看到（详见 ILGA-欧洲 2017 年 年度点评）。 

https://www.meerdangewenst.nl/category/nieuws/nelfa/
http://www.nytimes.com/2006/07/07/us/07georgia.html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romania-gaymarriage-idUSKCN1002KW
http://www.lgl.lt/en/?p=11312
http://ilga.org/ilga-meets-adrian-coman-clai-hamilton-romania/
http://www.ilga-europe.org/resources/news/latest-news/swiss-vote-28-feb-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feb/24/its-discrimination-plain-and-simple-italians-on-the-civil-unions-vote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feb/24/its-discrimination-plain-and-simple-italians-on-the-civil-unions-vote
https://rsf.org/en/news/turkey-international-civil-society-condemn-crackdown-freedom-expression
http://www.ilga-europe.org/resources/news/latest-news/state-emergency-continues-turkey
http://www.hfhr.pl/wp-content/uploads/2016/11/HRD-report-30112016-FIN.pdf
http://www.hfhr.pl/wp-content/uploads/2016/11/HRD-report-30112016-FIN.pdf
http://hungarianfreepress.com/2016/11/29/asotthalom-the-hungarian-town-that-banned-muslims-and-gays-in-public/
http://www.france24.com/en/20160702-pariss-lgbt-community-celebrates-pride-amid-tight-security
https://www.nighttours.com/gaypride/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6/27/turkey-police-fire-rubber-bullets-at-banned-gay-pride-parade/
http://www.dw.com/en/thousands-turn-out-for-warsaw-gay-pride-parade/a-19323884
http://hungarytoday.hu/news/budapest-pride-thousands-march-across-hungarian-capital-promote-lmbtq-communities-31215
https://ukrainesolidaritycampaign.org/2016/06/12/kyiv-pride-2016-proves-a-major-success/
http://www.nbcnews.com/feature/nbc-out/odessa-pride-ukrainian-city-holds-first-lgbtq-march-n630571
http://www.ilga-europe.org/
http://www.ilga-europ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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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年度的点评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特点是关于避难。之所以令人困惑，是因为尽管对很多 LGBTI

组织来说，避难毫无疑问是工作的中点，但在国家和欧盟层面上却进展有限。拉脱维亚终于出台了

一部提到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避难法，但在其他许多国家，活动家们都坦言情况堪忧。瑞典的非政

府组织批评法律变化可能给 LGBTI 避难申请者及其家人带来的影响。民间组织开始更加系统地提起

对缺少给 LGBTI 避难申请者的安全屋的担忧，比如西班牙、芬兰、冰岛和英国。欧盟基本权利署开

始关注这个情况。欧洲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开始为 LGBTI 避难申请者在整个申请过程尽力提供可

能的支持。但是显然，解决安全问题需要公共部门介入，就像德国一些政府部门于 2016 年做的那样

——开放第一个专门给 LGBTI的收容点。 

 

ILGA-欧洲团队不断认识到，欧洲一些地区某些工作仍待努力。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谢天谢地），

任意拘留、虐待、法外杀戮这些词都听起来很陌生了，但却是车臣（被认为是）同性恋和双性恋的

人面临的现实。在我们出版这份报告时，那里发生的罪恶的真面目正在一点点撕开，只希望明年我

们能把国际社会对那里的 LGBTI 人群的支持更新进来。让我们不要羞于去谈这些挑战。人类正在面

临的一些处境是令人恐惧的，但我们作为运动者的工作要求我们直面它。LGBTI 运动已经一次次地

展示，它能承受得住并且反击那些最根深蒂固的反对之声。 2017 年， 欧洲的运动需要调动所有的决

心、力量、韧劲，去创造我们希望在全世界看到的改变。 

 

 

 

 

 

 

 

 

 

 

 

 

 

 

 

 

 

 

 

 

 

 

 

 

 

 

 

 

大洋洲：稳步迈向平等的一年 

 
 

RAYMOND ROCA 和 HENRY ‘AHO  

http://ec.europa.eu/home-affairs/sites/homeaffairs/files/what-we-do/networks/european_migration_network/reports/docs/ad-hoc-queries/ad-hoc-queries-2016.1061_-_nl_ahq_on_national_asylum_policies_regarding_lgbt-asylum_seekers.pdf
https://www.snih.org/what-is-it-like-for-lgbt-people-seeking-asylum-in-sweden/
http://fra.europa.eu/en/publication/2017/march-monthly-migration-focus-lgbti
http://www.slate.com/blogs/outward/2016/02/05/berlin_is_opening_a_shelter_for_lgbt_refugee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7/04/01/world/europe/chechen-authorities-arresting-and-killing-gay-men-russian-paper-says.html?smprod=nytcore-iphone&smid=nytcore-iphone-share&_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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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mond Roca 是 Kaleidoscope 人权基金会（Human Rights Foundation）的主席，Henry ‘Aho 是汤加 

Leitis 协会（Tonga Leitis Association） 的主席。 

作者感谢 Te Tiare 协会（Te Tiare Association） 的 Tatryanna Utanga（库克群岛）和 Tebeio Tamton 

（基里巴斯）对本章做出的贡献。 

 

 

概览 

 

在过去的 12 个月，大洋洲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LGB）权益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在澳大

利亚，州和国家层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此前在 LGB 领域发展缓慢的司法辖区。昆士兰实施了

收养平权及平等的同意年龄，同时排除谋杀 LGB 所利用的“同性恋恐慌防卫”的辩护理由。南澳大利

亚通过法律创设注册伴侣计划，引进收养平权并允许同性伴侣获取人工生育技术和利他代孕，维多

利亚州引进了新的医疗投诉机制，以便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处理同性恋扭转治疗。然而，在联邦层面，

婚姻平等立法仍然停滞不前，现任民主党政府也严重缩减了安全学校包容教育项目。近年在 LGB 平

权领域已经取得重大法律进展的新西兰政府宣布，将消除历史上由于经合意的同性性行为被定罪的

犯罪记录。 

 

在太平洋地区，法律改革在一些国家继续推进：瑙鲁对同性性行为非罪化，萨摩亚引入法律对基于

性倾向的仇恨犯罪施加更严重的刑罚。在仍旧对同性性行为罪化的司法辖区，普遍定期审议等国际

人权机制正与当地活动家一起努力为法律改革施加压力。实际上，去年在全国和地方层面的活动家

进行了更多动员和联络，刑罪化的范围将逐渐缩小，且保护性的法律和政策将更加普遍。 

 

 

罪化 

 

瑙鲁在 2016 年 5 月通过新的刑法法案实现对同性性行为的 非罪化。这将大洋洲实行罪化的司法辖区

的数量降为 7 个： 库克群岛、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和图瓦卢。 

 

但是，在剩下的 7 个司法辖区实现非罪化的可能性仍然相对很低。2016 年，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

巴布亚新几内亚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普遍定期审议。所有三个国家都受到了对同性性行为非罪

化的建议，但这些国家选择“注意到”该等建议而非接受。在其对人权理事会的答复中，萨摩亚称

（第 20 段）对“鸡奸”非罪化“在当下由于萨摩亚社会的文化敏感性和基督教信仰是不可能的”。巴布

亚新几内亚注意到（脚注 53）“LGBT 目前不是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而所罗门群岛提到（第 101

段）无法接受关于同性性行为的建议。 

 

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初与 LGBTI活动家的国家磋商中，汤加政府对是否支持同性性行为的非罪化表

示犹豫。然而，该政府强调性少数对汤加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并建议进一步进行磋商。 

 

库克群岛的政府法律办公室在过去几年一致对刑法法案进行综合审查，其中可能会建议废除对同性

性行为的刑法禁止（还有其它改革建议）。库克群岛最大的 LGBTI权利组织 Te Tiare 协会的活动家

称该审议仍在进行中，且没有公开的立法草案，也不知道对该草案进行议会投票的确切时间。 

 

2016 年 11 月，基里巴斯、萨摩亚和图瓦卢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赞成委任关于对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

的暴力和歧视予以保护的独立专家（IE-SOGI ），尽管这些国家仍存在对同性性行为罪化的法律。

尚不清楚其赞成票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在对 LGBT 人群权利的立场上的微妙变化（包括非罪化），

或仅仅反映了投票集团的动态以及联合国内的联盟情况。这不是太平洋地区实施罪化的国家第一次

在联合国层面投票赞成 LGB 权利。瑙鲁、帕劳、萨摩亚和图瓦卢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支持了 2011

年 3 月关于终结对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暴力和其它人权侵犯的联合声明，尽管当时这些国家对

https://www.nauru-news.com/single-post/2016/05/27/Nauru-Government-updates-Criminal-Code-1
http://daccess-ods.un.org/access.nsf/Get?Open&DS=A/HRC/33/6/Add.1&Lang=E
http://daccess-ods.un.org/access.nsf/Get?Open&DS=A/HRC/33/6/Add.1&Lang=E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papua_new_guinea/session_25_-_may_2016/a_hrc_33_10_add.1e.pdf
http://daccess-ods.un.org/access.nsf/Get?Open&DS=A/HRC/32/14&Lang=E
http://www.doughtystreet.co.uk/documents/uploaded-documents/Kirby_from_2017_EHRLR_Issue_1_Print_FINAL.pdf
http://www.ohchr.org/EN/Issues/SexualOrientationGender/Pages/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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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性行为实施罪化。其他投票赞成 IE-SOGI 任命的太平洋国家是澳大利亚、斐济、新西兰、帕劳

和瓦努阿图，但巴布亚新几内亚投票弃权，且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所罗门群岛和汤加没有参与投票。

有趣的是，瑙鲁投票赞成废除 IE-SOGI 任命，尽管仅在几个月以前该国实现了同性性行为的非罪化。 

 

 

同意年龄改革和抹除历史定罪 

 

仅存的实行不平等同意年龄的司法辖区（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在 2016 年进行了法律改革，规定同性

性行为和异性性行为的同意年龄均为 16 岁。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在抹除非罪化之前因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定罪的个人的犯罪记录。2016 年 7 月，

塔斯马尼亚政府引入立法草案建立抹除历史定罪的方案。2016 年 11 月昆士兰政府宣布其准备制定抹

除历史定罪的方案，并预计将在 2017 年上半年引入立法实施该方案。2017 年 2 月，新西兰政府同样

宣布准备制定抹除历史定罪的方案，并将在年底立法引入该方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

州，以及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已经实施了抹除历史定罪的方案。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歧视和保护 

 

反歧视法 

 

在整个大洋洲地区，针对同性性行为的刑法已经鲜有实施，但歧视仍然持续影响着 LGB 人群的生活，

包括影响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如工作、教育、医疗和住房的权利。澳大利亚、斐济和新西兰

法律禁止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主要领域基于性倾向的歧视，库克群岛和萨摩亚仅在雇佣关系方面禁止

该等歧视。斐济也在其宪法中对禁止性倾向歧视做出了规定（参见上文“立法概览”部分的完整法律

和规定列表）。遗憾的是，近 12 个月没有反歧视法方面的重大进展。 

 

作为其 2015-16 年普遍定期审议的一部分，帕劳、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在此期间收到了禁

止性倾向歧视的建议。帕劳回应（第 21 段）道：为“在该领域取得进展”需要“进一步的工作和磋商”。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注意到（第 13 段）“处理我们法律中的性倾向因素以便完全符合人权标准”的重要

性，但并没有给出确定的承诺。马绍尔群岛没有给出针对性倾向歧视建议的具体回应。 

 

大洋洲许多司法辖区，采用包括 LGB 的反歧视法的重要挑战是缺乏法律依据，尤其是考虑到许多国

家并没有任何反歧视保护的法律框架（甚至连禁止种族、性别歧视的法律都没有）。这意味着禁止

基于性倾向的歧视不仅仅是对既存法律的小修改，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法律制度，包括新增或

扩大机构以便应对基于各种原因的歧视。因此在许多司法辖区，一个特殊策略就是推动各具体部门

的政策、规章纳入反歧视保护（如医疗和教育政策、全国性别政策）。例如，在库克群岛，活动家

推动将性倾向和性别身份/表达增加进国家性别政策，该内容应得到 2017年 4 月的融合教育审查。 

 

过去一年里，在澳大利亚围绕着政府资助的“安全校园”项目展开了激烈的政治争议，这些项目为

LGBTI 学生创造更包容的环境而提供资源与支持。随着一连串的来自小报和保守国会议员对安全学

校项目的反对，联邦政府自 2016 年 3 月开始缩减该项目。某些资源被撤销或附加了条件，该项目目

前只资助中学，且学生参与作为项目一部分的课程或活动需要得到家长许可（参见官方声明）。此

外，执行此项目的澳大利亚安全校园联盟（the Safe Schools Coalition Australia）在 2017 年后将不再

获得资助。  

 

为回应这些变化，维多利亚和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政府已经宣布其将配置资金以便项目按照其原来

更全面的方式在其各自司法辖区实行。 

https://www.legislation.qld.gov.au/LEGISLTN/ACTS/2016/16AC050.pdf
http://www.premier.tas.gov.au/releases/expunging_historic_homosexual_convictions
http://statements.qld.gov.au/Statement/2016/11/29/palaszczuk-government-outlines-path-forward-for-expunging-historical-gay-convictions
https://www.beehive.govt.nz/release/historical-homosexual-convictions-eligible-be-wiped
http://daccess-ods.un.org/access.nsf/Get?Open&DS=A/HRC/32/11/Add.1&Lang=E
http://daccess-ods.un.org/access.nsf/Get?Open&DS=A/HRC/31/4/Add.1&Lang=E
https://ministers.education.gov.au/birmingham/statement-safe-schools-coalition
http://www.starobserver.com.au/news/national-news/federal-government-to-make-changes-to-safe-schools-program-following-review/147634
http://www.starobserver.com.au/news/national-news/federal-government-to-make-changes-to-safe-schools-program-following-review/147634
http://www.theage.com.au/victoria/merlino-throws-safe-schools-a-300000-lifeline-20160321-gnnkiz.html
http://www.abc.net.au/news/2016-08-26/safe-schools-act-government-funding-federal-changes/7790254


 

 

 

 

 

 

 

186 

186 

 

 

禁止同性恋扭转治疗 

 

2017 年 2 月，医疗投诉法案在维多利亚（澳大利亚）生效，该法案提供了打击“同性恋扭转治疗”者

的新工具。法案要求设立新的医疗投诉委员，如果医务工作者违反了“医疗服务通用行为守则”，

委员有权发布禁止令并采取其它措施。违法守则的行为包括医务工作者给出错误信息、导致重大误

解，或者行医方式不安全、不符合伦理规范（附录 2）。虽然该法案并没有明确提及扭转治疗，但卫

生部长的新闻稿称在国会提出的立法建议明确指出医疗投诉委员有权对提供同性恋扭转治疗的人采

取措施。  

 

 

仇恨犯罪和暴力 

 

2016 年萨摩亚实施了新的量刑法案 将基于性倾向的仇恨动机作为犯罪量刑的加重因素[第 7(1)(h)条] 。

在该地区极少数司法辖区对针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人群的仇恨犯罪做出具体规定的背景

下，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参见上文关于“基于性倾向的仇恨犯罪作为加重情形”的部分）。 

 

2017 年 3 月，昆士兰议会通过了立法禁止使用“同性恋预先防卫”（也称“同性恋恐慌防卫”）作为辩

护理由。在此之前，因非暴力的同性性挑逗而谋杀他人的人可以要求认定不完全正当防卫，这样会

使谋杀罪名降级为过失杀人。南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唯一仍继续适用同性恋预先防卫的州。南澳大

利亚政府已释放出其愿意进行法律改革的信号，且南澳大利亚法律改革机构目前正在准备一份修订

挑衅相关法律的报告，该报告很可能建议禁止适用同性恋预先防卫。南澳大利亚法律改革机构的副

总监曾将同性恋预先防卫描述为 “具有攻击性和歧视性的”。 

 

在斐济，2017 年 2 月同性伴侣在街头遭到袭击，据报道他们实在太害怕暴露自己的名字，也因为害

怕报复而没有报警。人权和反歧视委员会总监 Ashwin Raj 谴责袭击的暴行并鼓励人们向委员会和警

察报告性倾向相关的暴力。 

 

 

关系认可 

 

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一些州和地区通过法律改革提高对同性伴侣的认可。昆士兰和南澳大利亚通过法律允

许同性伴侣收养，该等法律分别在 2016 年 11 月和 2017 年 2 月实施。北部领土目前仍然是澳大利亚

唯一不允许同性伴侣收养的司法辖区，虽然 2016 年 8 月工党政府选举已经对收养法改革作出改善。

一位北部立法议会工党成员和澳大利亚第一位同性恋地方议员 Chansey Paech 已经公开呼吁 北部领土

政府允许同性共同收养。 

 

除领养平等之外，南澳大利亚也实施了一些立法提高同性伴侣的法律权利。其中包括基本上复制了

澳大利亚首都辖区、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塔斯马尼亚和维多利亚已经实施的注册伴侣计划，也允

许同性伴侣在海外结婚，且在南澳大利亚法律项下其关系得到认可。此外，尽管多年来停滞不前，

2017 年 3 月南澳大利亚成为澳大利亚最后一个允许同性伴侣获得人工生育技术 （以及进行利他代孕）

的司法辖区。  

 

澳大利亚仍存在某些方面对同性伴侣的不平等。除了北部领土没有承认同性伴侣收养之外，北部领

土和西澳大利亚均未制定任何伴侣关系登记计划，这给同性伴侣是否属于“事实伴侣”制造了不确定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vic/num_act/hca201622o2016227/
http://www.premier.vic.gov.au/new-laws-to-crack-down-on-dodgy-health-providers/
http://www.palemene.ws/new/wp-content/uploads/01.Acts/Acts%2525202016/Sentencing-Act-2016-Eng.pdf
https://www.legislation.qld.gov.au/LEGISLTN/ACTS/2017/17AC006.pdf
https://law.adelaide.edu.au/research/law-reform-institute/
https://www.buzzfeed.com/lanesainty/gay-panic-defence-south-australia
http://fijisun.com.fj/2017/02/07/attack-on-gay-men-condemned/
https://www.legislation.qld.gov.au/LEGISLTN/ACTS/2016/16AC057.pdf
https://www.legislation.sa.gov.au/LZ/V/A/2016/ADOPTION%252520(REVIEW)%252520AMENDMENT%252520ACT%2525202016_64/2016.64.UN.PDF
http://www.abc.net.au/news/2016-11-25/nt-should-legalise-same-sex-adoption-says-gay-mla-chansey-paech/8058042
https://www.legislation.sa.gov.au/LZ/C/A/RELATIONSHIPS%252520REGISTER%252520ACT%2525202016/CURRENT/2016.67.UN.PDF
https://www.legislation.sa.gov.au/LZ/V/A/2017/STATUTES%252520AMENDMENT%252520(SURROGACY%252520ELIGIBILITY)%252520ACT%2525202017_6/2017.6.U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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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西澳大利亚的同性伴侣仍然无法获得第三方代孕[2008 年代孕法案，第 19(2)条]，且商业代孕在

全澳大利亚是违法的。 

 

然而，同性伴侣最为显著的不平等的领域仍然是无法结婚。2016 年 7 月议会选举之后，两院多数成

员支持婚姻平等。但是，执政的自由党和国家党不允许其成员自由投票，反而做出就同性婚姻进行

全民公投的选举承诺（如果实行全民公投，将进行议会自由投票）。因为公投在法律上没有必要并

且会给婚姻平权的反对者提供一个污蔑同性伴侣及其孩子的平台，公投遭到 LGBTI 社区的广泛反对。

2016 年 11 月，参议院否定了进行公投的立法，执政党在参议院不占多数。自此，LGBTI 活动家继

续推动国会的自由投票，而这是执政党一致反对的。 

 

 

新西兰 

 

考虑到新西兰在 2013 年 8 月已经允许同性伴侣结婚，最近的 12 个月在关系认可方面没有重大进展。

新西兰仍然迎来 许多到新西兰结婚的同性伴侣：截至 2016 年 8 月，新西兰的 2118 个同性婚姻中

45.8%来自外国居民（大部分来自澳大利亚）。 

 

 

太平洋岛屿 

 

除了智利、法国、英国或美国司法辖区的部分领土，太平洋岛屿的任何地方均不承认同性关系。在

2016 年 1 月的普遍定期审议中，西班牙建议帕劳 “进行立法以允许同性婚姻”（第 104.81 段）。在其

回复中，帕劳“注意到”该建议并称 “共和国在该领域的进一步进展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工作和磋商”

（第 21 段）。尽管如此，取得婚姻平等似乎很困难，因为帕劳宪法（2008 年修订）规定婚姻发生在

男女之间（第 IV 条第 13款）。 

 

 

地区和国家倡导 

 

2016 年 10 月，太平洋 LGBTI 青年论坛开幕式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这个为期两天的活动由万花筒

人权基金会举办，并得到了堪培拉的美国大使馆和全球律师事务所欧华所（DLA Piper）的支持。论

坛将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地区的 38 位青年互动家聚集在一起，并举办在该地区促进

LGBTI 人权的一系列策略研讨会。论坛也为活动家的联络和经验分享创造了重要的机会。2016 年 3

月，万花筒也与汤加 LGBTI 活动家一起在悉尼和堪培拉举办了为期一周的能力建设项目，其中包括

会见政治家和社区领袖，分享 LGBTI法律改革和社会变革的经验。 

 

2016 年 12 月，汤加和萨摩亚发生了两个对性和性别少数而言里程碑式的倡导事件。在汤加，汤加
Leitis 协会（TLA）组织了 LGBTI 权利的全国磋商。该磋商在 LGBTI活动家、政府和教会代表之间进

行。TLA 要求政府废除对同性性行为罪化的法律，并呼吁教会对 LGBTI 人群采取更包容的态度。磋

商给决策者简要介绍了汤加 LGBTI 人群的生活状况以及现行法律如何对针对 LGBTI 人群的社会态

度造成负面影响。虽然政府和教会领袖承认汤加 LGBTI 人群面临着猖獗的歧视，对于支持任何立法

改革，他们却犹豫不决。然而，政府、教会领袖和其他 TLA 的工作伙伴呼吁进行进一步的磋商，以

继续进行关于通过法律改革对抗歧视的对话。 

 

在萨摩亚，Fa’afafine 周开幕式在 2016 年 12 月举行。Fa’afafine 是一个传统的萨摩亚身份标签用来指

那些出生时是男性但其性别身份主要是女性化或是兼有女性化和男性化因素的人。该活动由萨摩亚

Fa’afafine 协会（Samoan Fa’afafine Association）举办，不仅仅与 Fa’afafine 有关，也更广泛的包括

LGBTI 人群。其中包括一系列旨在庆祝性和性别多元、提升反歧视意识的活动，包括访问一些学校。 

http://www.rtc.org.au/wp-content/uploads/2016/12/090513_A1_Surrogacy_Act_2008_WA.pdf
http://www.abc.net.au/news/2016-11-07/same-sex-marriage-plebiscite-bill-blocked-by-senate/8003430
http://www.radionz.co.nz/news/national/311400/2000-same-sex-weddings-in-three-years
http://daccess-ods.un.org/access.nsf/Get?Open&DS=A/HRC/32/11&Lang=E
http://daccess-ods.un.org/access.nsf/Get?Open&DS=A/HRC/32/11/Add.1&Lang=E
https://www.constituteproject.org/constitution/Palau_1992.pdf?lang=en
https://goo.gl/wz7cNc
http://www.radio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320159/tonga's-lgbti-community-wants-law-change
http://www.samoaobserver.ws/en/05_12_2016/local/14624/A-first-for-fa%2525E2%252580%252599afafine-in-Samo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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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基里巴斯，第一个专注 LGBTI 人群的非政府组织 Boutokaan, Inaomataia ao Mauriia 

Binabinaine 协会（BIMBA）在 2016 年 9 月成立。BIMBA 的成立很可能促进基里巴斯进一步实现同

性性行为非罪化和更广泛的法律改革。 

 

 

http://goo.gl/G48M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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