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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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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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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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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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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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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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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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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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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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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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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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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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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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规定
法 定 同 意 年 龄
（Age of Consent，
简称 AoC）
贝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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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等 Ao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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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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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AoC： 13
定男性和女性的同性性行为是违法的。
佛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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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Ao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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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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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AoC：18
生的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违法。
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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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等 Ao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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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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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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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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果民主共和国
平等 AoC：
18
吉布提
平等 AoC：
18
埃及
平等 AoC：
18
赤道几内亚
平等 AoC：
18

加蓬
不平等 AoC： 21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平等 AoC：
16
莱索托
平等 AoC：
16
马达加斯加
不平等 AoC：
21
马里
平等 AoC：
18
莫桑比克
平等 AoC：
18
尼日尔
不平等 Ao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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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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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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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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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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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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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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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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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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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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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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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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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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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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AoC：
刑法典规定的“违反自然的行为”的规定。
14
塞舌尔
平等 AoC：
18
南非
平等 AoC：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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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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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哈马
不平等 AoC：
18

伯利兹
平等 AoC：
16

玻利维亚
平等 AoC：
14
巴西
平等 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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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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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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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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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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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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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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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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等 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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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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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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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等 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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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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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年：通过对 1980 年刑法典 （1981 年 1 月生效）第 323（2）条的废除，
平等 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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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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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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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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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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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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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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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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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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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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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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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员间的鸡奸（定义为“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违法。
厄瓜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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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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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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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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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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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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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 年：根据危地马拉历史学家 Manuel Fernandez，同性性行为非刑罪化是
平等 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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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为”。新刑法典（更新版本）在 1877 年生效。
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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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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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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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洪都拉斯
平等 AoC：
15
墨西哥
平等 AoC：
17
尼加拉瓜
平等 AoC：
18
巴拿马
平等 AoC：
18
巴拉圭
不平等 AoC：
16

法律（参见下文国家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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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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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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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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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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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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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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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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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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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等 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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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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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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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C ： 各 州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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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不同 （16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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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 3 个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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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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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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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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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是针对非经同意的同性性行为。
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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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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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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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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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林
不平等 Ao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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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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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平等 AoC：
15
中国
平等 AoC：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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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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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平等 AoC：
13
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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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萨克斯坦
平等 AoC：
16
吉尔吉斯斯坦
平等 AoC：
16
老挝
平等 AoC：
15
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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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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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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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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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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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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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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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
平等 AoC：
16
朝鲜
平等 AoC：
15
菲律宾
平等 AoC：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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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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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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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吉克斯坦
平等 AoC：
16
泰国
平等 AoC：
15
越南
平等 AoC：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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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旦河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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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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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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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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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49）（含科索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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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巴尼亚
禁，新刑法典第 116 条废止了这项规定。
平等 AoC：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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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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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
平等 AoC：
16
奥地利
平等 AoC：
14
阿塞拜疆
平等 AoC：
16
白俄罗斯
平等 AoC：
16
比利时
平等 AoC：
16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
平等 AoC：
14
保加利亚
平等 AoC：
14
克罗地亚
平等 AoC：
15
塞浦路斯
平等 AoC：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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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克共和国
平等 AoC：
15
丹麦
平等 AoC：
15
爱沙尼亚
平等 AoC：
14
芬兰
平等 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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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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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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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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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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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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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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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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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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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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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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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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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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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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
平等 AoC：
14
希腊
不平等 AoC：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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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
平等 AoC：
14
冰岛
平等 AoC：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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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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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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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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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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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AoC：
17

意大利
平等 AoC：
14
科索沃
平等 AoC：
16
拉脱维亚
平等 AoC：
16
列支敦士登
平等 AoC：
14
立陶宛
平等 AoC：
16
卢森堡
平等 AoC：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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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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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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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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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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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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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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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其
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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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YOM)
平等 AoC：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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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耳他
规定。
平等 AoC：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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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尔多瓦
平等 AoC：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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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纳哥
定。
平等 AoC：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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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山
平等 AoC：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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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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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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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挪威
平等 AoC：
15
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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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
平等 AoC：
14
罗马尼亚
平等 AoC：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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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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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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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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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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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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洛伐克
平等 AoC：
15
斯洛文尼亚
平等 AoC：
15
西班牙
平等 AoC：
16
瑞典
平等 AoC：
15
瑞士
平等 AoC：
16
土耳其
平等 AoC：
18
乌克兰
平等 AoC：
16
英国
平等 AoC：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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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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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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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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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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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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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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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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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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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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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平等 AoC：
16

斐济
平等 AoC：
16

马绍尔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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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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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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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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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
平等 AoC：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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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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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AoC：
17

新西兰
平等 AoC：
16

帕劳
平等 AoC：
16

瓦努阿图
平等 AoC：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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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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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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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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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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茨瓦纳
MF
布隆迪

1886 刑法典第 70, 71(4)条。
1964 刑法典 第 164, 165, 167 条。
2009 刑法典 第 567 条。

MF
喀麦隆
MF
科摩罗
MF

1965 刑法典 第 347-1 条。

厄立特里亚

1957 刑法典 第 600 条。

MF
埃塞尔比亚
MF
冈比亚
MF
加纳
M
几内亚
MF
肯尼亚

1981 刑法典 第 318 条。

1957 刑法典 第 629, 630 条。
1965 /2014 刑法典 第 144, 144A, 147(2)条。
1960 刑法典 第 99, 104 条。
1988 刑法典 第 325 条。
1948 刑法典 第 162 条。

M
利比里亚
MF

1978 刑法 第 14.7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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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
MF
马拉维
MF
毛里塔尼亚
MF
毛里求斯
M
摩洛哥
MF
纳米比亚
M
尼日利亚
MF
塞内加尔
MF
塞拉利昂
M
索马里
MF
南苏丹
MF
苏丹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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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威士兰
M
坦桑尼亚
M
多哥
M

普通法罪行

突尼斯
MF
乌干达
MF
赞比亚
MF

1913 刑法典 第 230 条。

津巴布韦
M

1996 刑法 第 73 条。

1930 刑法典 第 153, 137A 条。
1983 刑法典 第 306, 308 条。
1838 刑法典 第 250 条。
1962 刑法典 第 489 条。
普通法罪行
1990 刑法典法案 第 214, 2 15, 217 条。
1965 刑法典 第 319(3)条。
1861 侵害人身法案 第 61 条。
1962 刑法典 第 409 条。
2008 刑法典 第 148 条。
1991 刑法典 第 148, 151 条。

1945 刑法典 第 154 条。
1980 刑法典 第 88 条。

1950 刑法典 第 145 条。
1930 刑法典 第 155, 156 条。

美洲（10）
安提瓜和巴布达
MF
巴巴多斯
MF
多米尼加
MF

1995 性犯罪法案 （第 9 号法案）第 12, 15 条。
1992 性犯罪法案 第 154 章，第 9, 12 条。
1998 性犯罪法案 第 14, 1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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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
M
圭亚那
M
牙买加
M
圣基茨和尼维斯
M
圣卢西亚
MF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MF

1993 刑法典 第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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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3 刑法（犯罪）法案 第 352, 353, 354 条。
1864 侵害人身法案 第 76, 77, 78, 79 条。
1873 侵害人身法案 第 56, 57 条。
2005 刑法典 第 132, 133 条。
1990 刑法典 第 146, 148 条。

亚洲（23）
阿富汗
MF
孟加拉国
M
不丹
M
文莱达鲁萨兰国

M
加沙 (OPT)
M

1976 刑法典 第 427 条。
1860 刑法典 第 377 条。
1959 刑法典 第 213 条。
1951 刑法典 第 377 条。
1936 刑法典法令第 74 号 第 152 条。

印度
M
印度尼西亚
MF
伊朗
MF
伊拉克
MF

1860 刑法典 第 377 条。

科威特
M
黎巴嫩
M
马来西亚

1960 刑法典 第 193 条。

MF
马尔代夫
MF

印度尼西亚 [仅 2 省]。
1991 伊斯兰刑法典 第 108-134 条。
1969 刑法典 第 404 条。

1943 刑法典 第 209, 532, 534 条。
1976 刑法典 第 377A 条。
2014 刑法典 第 410, 411, 4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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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
M

1860 刑法典 第 377 条。

阿曼
MF
卡塔尔
MF

1974 刑法典 第 33,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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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利亚
MF

1885 刑法典 第 365, 36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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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里巴斯
MF
巴布亚新几内亚
M
萨摩亚
M
所罗门群岛
MF
汤
MF
图
瓦
M

2004 刑法典 第 296, 298 条。

1949 刑法典 第 520 条。

1969 1969 年刑法典 第 154, 155 条。

1977 刑法典 第 153, 154 条。
1974 刑法典 第 210, 212 条。
2013 刑法 第 67, 68, 71 条。
1996 刑法典 第 160, 161, 162 条。
加 1988 刑事犯罪法案 第 136, 139, 140, 142 条。
卢 1978 刑法典 第 153, 154, 155 条。

对同性性行为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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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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
在全国范围实施
沙特阿拉伯
（4 个）

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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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
实施
达伊沙控制（ISIS / ISIL）伊拉
（2 个）
克北部和叙利亚北部领土；
法律规定，但未特别针对同 阿富汗
性性行为实施
巴基斯坦
（5 个）

毛里塔尼亚

卡塔尔
阿联酋
地方法院/私刑/非国家主体 伊拉克
实施
达伊沙控制（ISIS / ISIL）伊拉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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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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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8）

阿尔及利亚
埃及
利比亚
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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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马里
坦桑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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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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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

伊朗
约旦

科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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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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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新闻法禁止一系列可能“冒犯公众”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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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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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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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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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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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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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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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2014 年 1 月，立陶宛国会通过了行政处罚法修正案（第 214 条
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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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圣彼得堡 LGBR 青年工作组织儿童 404（Children 404）于 2015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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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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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11）

阿尔及利亚

埃及

利比亚

马拉维

毛里塔尼亚

摩洛哥

莫桑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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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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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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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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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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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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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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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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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

苏丹

坦桑尼亚

乌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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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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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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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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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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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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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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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约旦

哈萨克斯坦

科威特

朝鲜
阿曼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叙利亚

阿联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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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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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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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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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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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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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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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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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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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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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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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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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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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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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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
厄瓜多尔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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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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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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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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得角
毛里求斯

莫桑比克

塞舌尔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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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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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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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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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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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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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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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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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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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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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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古巴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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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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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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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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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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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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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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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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鲁

圣卢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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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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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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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

台湾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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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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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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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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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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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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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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道尔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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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
向。第 2 章对雇佣关系做出规定。
2003 联邦反歧视法适用于雇佣关系，具体由第 5 条规定。
比利时
波斯尼亚和黑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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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维那

阿尔巴尼亚

保加利亚
克罗斯亚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格鲁吉亚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意大利
科索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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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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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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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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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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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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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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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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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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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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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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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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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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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就业平等法案确保工作场所基于性倾向的非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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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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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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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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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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森堡
马耳他
摩尔多瓦

黑山共和国
荷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士
瑞典

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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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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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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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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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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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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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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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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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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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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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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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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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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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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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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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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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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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里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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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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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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哈马
玻利维亚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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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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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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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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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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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哥斯达黎加

智利

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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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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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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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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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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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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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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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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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加拉瓜

巴拿马

秘鲁

苏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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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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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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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乌拉圭

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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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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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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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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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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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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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

菲律宾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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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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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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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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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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科索沃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耳他

蒙特内哥罗

荷兰
挪威

波兰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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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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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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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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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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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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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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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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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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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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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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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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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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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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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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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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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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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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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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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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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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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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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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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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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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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道尔
比利时
克罗地亚
丹麦
芬兰
法国

格鲁吉亚
希腊
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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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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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 刑法第 285 条规定犯罪加重情节包括“歧视性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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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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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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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 刑法 第 222-12 条规定特别针对性倾向的暴力为犯罪。第 1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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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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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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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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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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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沃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耳他

摩纳哥
黑山
荷兰
挪威
葡萄牙

罗马尼亚
圣马力诺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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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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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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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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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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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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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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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 年 刑法 第 117(a) 条规定了因性倾向动机引发的仇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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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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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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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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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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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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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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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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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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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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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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洪都拉斯
墨西哥
秘鲁
苏里南

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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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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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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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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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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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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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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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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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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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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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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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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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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立陶宛
卢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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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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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刑法 第 151(1)条规定惩处煽动性倾向仇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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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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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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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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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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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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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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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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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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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仇恨违法。
马耳他
摩纳哥
黑山
荷兰
挪威

葡萄牙
圣马力诺
塞尔维亚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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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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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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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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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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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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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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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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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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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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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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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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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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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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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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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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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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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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美国

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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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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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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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麦

芬兰

法国

冰岛
爱尔兰

卢森堡
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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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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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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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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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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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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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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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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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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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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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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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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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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
瑞典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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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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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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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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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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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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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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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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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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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罗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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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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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沙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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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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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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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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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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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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洛文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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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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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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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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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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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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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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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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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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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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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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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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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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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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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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

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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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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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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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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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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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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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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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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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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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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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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没有人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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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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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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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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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反自然行为]

第 70 和 71(4) 条（无相应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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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反自然规律]

第 164 条 反自然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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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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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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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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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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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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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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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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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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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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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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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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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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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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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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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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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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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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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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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猥亵 – 男性]

第 156 条 男性间猥亵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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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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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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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任何犯有鸡奸或兽交罪行者，处 5 年以下劳役。”

[鸡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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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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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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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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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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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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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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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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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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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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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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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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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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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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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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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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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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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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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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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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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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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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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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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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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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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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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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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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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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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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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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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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图鸡奸]

第 353 条 意图实施反自然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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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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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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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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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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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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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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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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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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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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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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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奸]

第 14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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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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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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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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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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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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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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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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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endaroctob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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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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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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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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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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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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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间发生的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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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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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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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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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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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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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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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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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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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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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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自然性交]

第 53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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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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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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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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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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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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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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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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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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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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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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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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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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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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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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自然性交]

第 52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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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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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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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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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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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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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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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奸]

第 153 条
反自然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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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图鸡奸]

第 154 条 意图实施违反自然的犯罪及猥亵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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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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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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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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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8 条. 意图肛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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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图鸡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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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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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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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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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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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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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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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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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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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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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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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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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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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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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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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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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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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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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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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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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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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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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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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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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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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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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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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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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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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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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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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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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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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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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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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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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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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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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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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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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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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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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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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