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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辞型职场性骚扰的司法裁判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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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言辞型职场性骚扰是以言语、文字和图像形式在职场实施的性骚扰。此类性骚扰相对于肢体行为更具有隐蔽性

和频发性，法律边界也较为模糊。检索现有言辞型职场性骚扰的案例分析发现，目前司法裁判标准尚不统一。由于中国《民法

典》《女职工保护条例》等多项法律法规确立了雇主防治性骚扰义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介入调查性骚扰，由此使性骚扰争议

的主体结构由“骚扰者—被骚扰者”转变为“骚扰者—用人单位—被骚扰者”，争议性质也由民事争议转变为劳动争议，由用人

单位承担性骚扰的证明责任。本文认为，司法裁判对于言辞型职场性骚扰应建立实体和证据两方面的标准，在实体上考察性

骚扰对被骚扰者和用人单位两方面的损害，在证据上考察用人单位内部证据能否形成互相印证的证据链，并逐步建构以用人

单位为中心的争议处理模式和以用人单位内部证据为中心的证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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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place verbal sexual harassment refers to language，words and pictures directed at another person in the workplace that

cause that person harm． It is more widespread and hidden than physical harassment，and there seems to be a less clear-cut boundary in

law． For instance，there are no uniform standards in judicial decisions based on a search through the existing cases on workplace verbal

sexual harassment． The Civil Code and other legal provis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workers in China have made the employer re-

sponsible for the preven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The involvement of employer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a sexual harassment case would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the parties litigant“between the harasser and the harassed”to that of“harasser-employer-the harassed”． This

change would result in shifting a Civil dispute to a labour dispute and the employer bearing the burden of proof． There should be stand-

ards for facts and evidence to guide judicial decisions on workplace verbal sexual harassment． The standards for facts help determine the

damages inflicted on the harassed and the employer． The standards of evidence measure the chain of evidence inside the workplace that

could support one another． In so doing，it is possible to establish a model of dispute resolution centred on the workplace and the standards

of evidence centred on evidence inside the workplace．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

知》( 法〔2018〕344 号) 在“侵权责任纠纷”下增加

“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

标志着“性骚扰”成为独立的民事侵权案件类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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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开启了明确的性骚扰司法救济渠道。在实体法

层面，2020 年 6 月 1 日发布的《民法典》第 1010 条

第 1 款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

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

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文列举了“性骚

扰”的四种主要形式，其中除“肢体行为”外，“言语、
文字、图像”均是通过非接触的信息传播方式，表达

不受欢迎的性内容，导致性骚扰的侵权结果。据此，

“言语、文字、图像”因在表意方式上的同质性和司

法证明模式上的近似性，可纳入广义的“言辞型性骚

扰”中加以理解和认识。
可以预见，现行法在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确立

“反性骚扰”规范后，“言辞型性骚扰”作为广泛存在

的性骚扰形式，尤其是发生在“职场”这一人际交往密

切且性骚扰高发的场所，可能因信息表意的边界模糊

而成为司法裁判的难点。为此，本文重点考察“言辞

型职场性骚扰”的相关法院判决，以此梳理司法裁判

逻辑，探寻统一的裁判流程和言辞边界，既为相关案

件处置提供指引，也可将司法立场投射到职场活动，

明确职场言辞限度，从根本上减少性骚扰情况发生。
一、司法裁判要点分析

进入司法程序的“言辞型职场性骚扰”有哪些

特征? 法院如何判断带有性内容或性意味的言辞构

成性骚扰? 笔者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裁判文书网”
上以“性骚扰”作为关键词检索，将文书类型设定为

“判决书”，将案由选取为“民事案由”下的“劳动争

议、人事争议”，可获得 2013－2020 年的 217 件判决，

再经过逐篇筛选，最终确定以“言语、文字、图像”的

方式实施性骚扰的案件判决( 均出现在 2014－ 2019
年) 共 15 件①。案例的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2014－2019 年言辞型职场性骚扰争议判决统计情况

编号 案号 审级 地点 性骚扰方式 裁判结果

1 ( 2014) 穗海法民一初字第 307 号 一审 广州 言语 否定

2 ( 2015) 中中法民六终字第 235 号 二审 中山 图像和文字 肯定

3 ( 2016) 沪 0105 民初 990 号 一审 上海 言语和文字 否定

4 ( 2016) 桂 0103 民初 382 号 一审 南宁 言语和文字 肯定

5 ( 2016) 粤 20 民终 3456 号 二审 中山 言语和文字 肯定

6 ( 2017) 津 0116 民初 83656 号 一审 天津 言语 否定

7 ( 2017) 苏 01 民终 3760 号 二审 南京 言语 否定

8 ( 2017) 苏 0591 民初 9774 号 一审 苏州 言语和文字 否定

9 ( 2017) 京 01 民终 7152 号 二审 北京 言语和文字 否定

10 ( 2018) 粤 01 民终 11302 号 二审 广州 言语 肯定

11 ( 2018) 陕 0104 民初 3483 号 一审 西安 言语和文字 肯定

12 ( 2018) 苏 01 民终 3743 号 二审 南京 言语和文字 肯定

13 ( 2019) 川 01 民终 189 号 二审 成都 言语和文字 否定

14 ( 2019) 浙 02 民终 1140 号 二审 宁波 言语 否定

15 ( 2019) 沪 0115 民初 30279 号 一审 上海 言语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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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初次检索到的 217 件判决中，大多数案例与性骚扰无关，仅是判决书中出现了“性骚扰”字样，例如在庭审举证中有用

人单位《员工手册》规定“禁止恐吓、打架、性骚扰”，但争议事实与性骚扰无关。此外，在涉及性骚扰的案例中，存在肢体

行为的情形较多，仅以“言语、文字、图像”方式或者主要以此类方式实施的性骚扰相对较少。如果一个案例经历了一审

和二审，有两份判决书，则只选取二审判决书。



对案例要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言辞型职

场性骚扰争议案件有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案件发生地点以大城市为主。在已统计

的案例中，发生地为北京的 1 件、上海 2 件、天津 1
件、广州 2 件、南京 2 件、苏州 1 件、宁波 1 件、成都

1 件、西安 1 件、南宁 1 件、中山 2 件。可以推知，大

城市在业群体在职场中的反性骚扰观念更强，相关

企业亦有维护良好工作环境的意识。当发生带有

性骚扰意味的言语或文字时，大城市职场员工的容

忍度低，也更能够在群体中形成对性骚扰的共识，

并且更易于以集体的方式反抗性骚扰，给予受害当

事人以支持。在上海浦东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

骚扰者实施的主要行为是“在某日午餐会中当众谈

论女同事婚姻状况、多次使用不当的性暗示语言”，

多名在场员工就此出庭作证，法院认定构成性骚

扰②。同时应说明的是，虽然当前案例主要发生在

大城市，但是并不能推断出大城市的性骚扰状况比

中小城市或乡镇严重。形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在

于大城市的职场优势，包括工作环境管理更为规范、
性骚扰成为职场禁忌、企业更为积极地参与反性骚

扰等。同时大城市的就业流动性强，更能够给予受

害当事人包容和支持，使其敢于反抗来自职场的性

骚扰。
第二，言辞型性骚扰的实施以“言语和文字”为

主要形式。在已检索的案例中，仅有一件是在图片

上添加“明显与性有关的文字”③，其余均不涉及图

片，可见言语和文字是主要的非肢体行为性骚扰方

式。从言语和文字的构成来看，文字通常附属于言

语，原因在于以文字实施的性骚扰是以言语实施的

性骚扰之延续。在现有的信息交流方式上，微信、
QQ 等网络聊天工具已事实上成为言语的载体。由

于职场沟通的需要，同事之间添加微信、QQ 好友成

为通行的社交规则，这就使得职场中带有性内容或

性意味的信息有条件在言语和文字两个渠道同步传

播。从检索到的案例来看，性骚扰的发生顺序是先

有言语，后有文字，骚扰者的行为可能止于言语，但

未见以文字形式开始骚扰行为。其原因在于骚扰者

更倾向于以面对面直接交流的方式实施首次性骚

扰，以便即时察觉被骚扰者的反应，随之实现某种骚

扰的心理满足或是将其作为对被骚扰者容忍程度的

试探。其后通过聊天工具等载体发送的文字信息，

骚扰者均是以言语骚扰情形为基本想象，在非接触

状态下实施的性骚扰。在言辞型性骚扰发生的一个

周期内，言语和文字通常交替出现，文字基本是言语

在信息媒介上的表现形式，而媒介性这一特征使得

文字形式的性骚扰更易于作为证据被固定下来。涉

及文字的各个案件都有微信或 QQ 聊天记录的截图

作为证据。

第三，性骚扰的实施者均为男性，但并非都是利

用强势地位。在法院判定构成性骚扰的 7 件案例

中，有 3 件是单位内部男性上级对女性下属员工实

施的性骚扰④。有 1 件是骚扰者利用交易中的强势

地位，对女客户实施性骚扰⑤。其他 3 件均是在职

务平等的男女同事之间发生的性骚扰，从案件事实

方面看当事双方无明显的地位强弱差异⑥。据此，

对性骚扰的判断不能先入为主地与职场地位挂钩。

男性在职场上的强势地位不对性骚扰的实施及其判

断产生影响，其影响体现在女性面对职务较高的男

性骚扰时拒绝或排斥能力减弱，使得男性有条件实

施长时间、特征明显的性骚扰行为⑦。例如在上海

浦东法院的判例中，骚扰者作为管理层可以在会餐

26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9) 沪 0115 民初 30279 号。
参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中中法民六终字第 235 号。
参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粤 20 民终 3456 号、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2018) 陕 0104 民初 3483 号、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2019) 沪 0115 民初 30279 号。
参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苏 01 民终 3743 号。
参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中中法民六终字第 235 号、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2016) 桂 0103 民初 382 号、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2018) 粤 01 民终 11302 号。
这一情况实质上是男性骚扰者完成了对女性被骚扰者的“性勒索”，是骚扰者运用其掌握的社会权力，对被骚扰者在性

的层面上进行的剥削。参见郭慧敏:《职场性骚扰及其防范》，《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1 期。



现场长时间发表大量性骚扰言语，而在场人员均不

敢及时纠正或指出其错误⑧。此外，在南京市一个骚

扰女客户的案例中，骚扰者要求对方工作人员发来女

客户本人照片，并且是“高清的、无美颜的”，工作人员

当时不敢拒绝，使骚扰者如愿获得了照片⑨。另外，骚

扰者若无职场强势地位，则被骚扰者基本都是当即予

以明确拒绝或排斥，尤其是骚扰者以谈恋爱的名义，发

出带有性意味的言辞时，被骚扰者均直接予以回绝瑏瑠。
可见，骚扰者在职场的强势地位不必然决定对性骚扰

行为的判断，但可能影响性骚扰行为的危害程度。
第四，法院对性骚扰的认定尚未形成统一标准。

从裁判结论看，不同法院对于言辞型性骚扰的“容忍

度”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对于某种言语或文字是否构

成性骚扰的判断缺乏裁判的一致性。例如在苏州法院

审理的“黄色笑话”性骚扰案中，女员工指控某男性上

级持续对其性骚扰，包括多次在聚餐时讲黄色笑话，并

在微信中要求该女员工“陪客户睡觉”。但法院的意见

是聚餐并非单人参加，不足以表明是对该女员工个人

的性骚扰。就微信记录提供的证据而言，法院认为“言

语确有不妥，但尚未达到性骚扰的程度”，因而认定不

存在性骚扰瑏瑡。但是，在认定为性骚扰的案例中，相关

言语所包含的性意味和侵犯性要显著低于苏州法院案

件，例如在中山市法院审理的案例中，骚扰者发出的多

条短信包含“喜欢你”“想见你”等内容，法院认定构成

性骚扰瑏瑢。由此可见，相对于肢体行为，言辞型性骚

扰的边界更为模糊，包含性内容或性意味的特定信息

是否构成性骚扰并无明确的、较为客观的标准，这就

使得法院的裁量空间很大，实质上会在一定程度上受

到法官个人对性骚扰的理解和认识的影响。可见，各

法院对于判断某一言辞是否构成性骚扰缺乏统一的

标准，导致对个别案件的定性带有较强的法官主观色

彩，未能明确阐释何种程度的言论能构成性骚扰。

二、雇主防治性骚扰义务下的争议性质转变

( 一) 职场性骚扰争议的三方结构

理解职场性骚扰有两个维度。一般意义而言，

性骚扰是限定在骚扰者与被骚扰者之间的侵害行

为，这是从原始意义上审视性骚扰行为。在此情况

下，性骚扰侵害的是“自然人的性自主权”，若将性

骚扰限定在职场这一特定情形下，被骚扰者的自然

人属性上就附加了劳动者身份，因此性骚扰亦同时

侵害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权和就业平等权［1］。
随着雇主防治性骚扰的义务在法律层面的确

立，职场性骚扰的相关人不仅仅局限于骚扰者与被

骚扰者，作为雇主的用人单位有义务调查性骚扰事

实，并根据内部调查结果对骚扰者作出劳动关系层

面的惩戒。同时，用人单位对职场性骚扰的防治随着

妇女权益保障法治的发展，已经不是任意为之的道德

约束，而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强制性义务。
第一，法律规范层面已确立用人单位的性骚扰

防治义务。2019 年第 108 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的

《关于消除劳动世界中的暴力和骚扰的公约》及其

建议书，反对劳动世界中的“暴力和骚扰”，包括能

够“造成、导致或可能导致身体、心理、性方面或经济

方面伤害的不可接受的行为和做法或它们带来的威

胁，无论是其只发生一次，还是反复发生”，并特别强

调“包括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和骚扰”瑏瑣。《中华人

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40 条规定，禁止对妇

女实施性骚扰。在职场性骚扰方面，《女职工劳动保

护特别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第 11 条规定，在

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

骚扰。第 15 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法定义务须对受害

女职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些省市制定的本地规

范性文件中细化了这一规定，例如《广东省实施〈女职

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办法》第 21 条规定，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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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9) 沪 0115 民初 30279 号。
参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苏 01 民终 3743 号。
参见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2016) 桂 0103 民初 382 号。
参见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医院( 2017) 苏 0591 民初 9774 号。
参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粤 20 民终 3456 号。
参见国际劳工组织: 《关于消除劳动世界中的暴力和骚扰的公约》，2020 年 6 月 10 日，https: / /www． ilo． org /wcmsp5 /
groups /public / －－－ ed_norm / －－－ relconf /documents /meetingdocument /wcms_713445． pdf。



应当加强劳动场所的防范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

的性骚扰。女职工在劳动场所受到性骚扰，向用人单

位反映或者投诉的，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处理，并依法

保护女职工的个人隐私。这一立法导向在《民法典》
中得以强化，《民法典》第 1010 条第 2 款规定，机关、
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
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

施性骚扰。据此，用人单位履行雇主防治性骚扰义务

的方式覆盖预防、投诉、调查、处置的全过程。
第二，用人单位通过规章制度落实法定防治性

骚扰义务，部分用人单位专门规定了性骚扰的合同

解除条款。前述法律层面对雇主防治性骚扰义务的

规定是针对用人单位的，旨在确立用人单位的性骚

扰防治义务，但用人单位不能直接据此处置具体的

性骚扰事件，并且预防、投诉、调查和处置均须单位

内部具有可操作性的规程，且纳入规章制度中。规

章制度在劳动关系的日常管理中具有“准法规”效

力，用人单位依据规章制度获得调查、惩戒性骚扰案

件的合法性基础［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 19 条

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 4 条规定，通过民主

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

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据此，法院在有充分证

据支持的情况下，充分尊重用人单位依据规章制度

给予骚扰者的处分乃至解雇决定。例如，在用人单

位将骚扰者撤职的案例中，法院认为，该决定属于

“正常用工自主权范围，并无不当”瑏瑤。在“裁判文书

网”检索到的 217 件判决中，即便争议事实本身不涉

及性骚扰，判决书提及的规章制度一般也都写明了

“禁止性骚扰”。在本文所分析的案例中，部分企业

提出对性骚扰“零容忍”，并规章制度中规定实施性

骚扰一经查实即予以解雇瑏瑥。
第三，用人单位履行性骚扰防治义务可以豁免

其对被骚扰者的民事责任。《民法典》第 1010 条将

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义务具体化为“预防、受理投

诉、调查处置等措施”，亦即用人单位实施上述措施

就等同于履行了性骚扰防治义务。此项条文规定的

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义务源自用人单位对工作场所

和职工的安全保障义务。用人单位对工作场所和劳

动关系的管理控制是其生产经营权的组成部分，由

此发展出用人单位对职工的安全保障义务( 此项义

务在传统上针对生产安全和工作伤害) ［3］。随着性

骚扰防治义务在法律层面的确立，安全保障义务发

展出用人单位对职工性自主权以及非侵犯性工作环

境的保障义务。因此，职场性骚扰的构成要件包含

业务起因性和业务遂行性［4］，即性骚扰的发生是“源

于工作和在工作过程中”。作为用人单位履行性骚

扰防治义务的表现形式，预防对被骚扰者的证明难

度较大，而用人单位未能“受理投诉、调查处置”则

易于证明，亦即用人单位的义务履行主要是针对性

骚扰实施的事后救济及处置。被骚扰者除向骚扰者

主张民事侵权责任外，亦可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未履

行性骚扰防治义务的民事责任，二者构成“不真正连

带责任”［5］。用人单位未履行性骚扰防治义务所导

致的民事责任是基于其自身过错，虽因性骚扰事实

而发生，但相对独立于骚扰者的民事责任。因此，用

人单位实施的“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事后处置措

施，能够证明用人单位对于防治性骚扰不存在过错，

已履行其法定性骚扰防治义务，因此豁免其对被骚

扰者的民事责任。
从法律强制性规定到用人单位内部的规章制

度，雇主防治性骚扰义务就使得职场性骚扰牵涉的

主体从原本的“骚扰者—被骚扰者”主体结构转变

为“骚扰者—用人单位—被骚扰者”的三方结构。
在此三方结构下，雇主通常是骚扰者与被骚扰者所

在的用人单位，亦即典型的职场性骚扰，少数情况下

雇主是骚扰者的用人单位，被骚扰者作为外单位人

员向雇主提出性骚扰举报，由该雇主对作为其员工的

骚扰者进行调查处置。因此，在职场性骚扰的三方结

构下，雇主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也正是在这种三方结

构下，因职场性骚扰导致的争议的性质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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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单个民事侵权争议转变为民事侵权争议

复合劳动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将“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由

置于“侵权责任纠纷”下，这是给予被骚扰者的救济

途径。加之《民法典》是在人格权编设置防治性骚

扰条款，因此被骚扰者向骚扰者追责的性质是民事

侵权争议。而在雇主防治性骚扰义务下，用人单位

“应当”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这就使得用人单位在接

到性骚扰投诉或举报后，有义务以主动作为的方式

介入到性骚扰事件中，介入行为包括调查和处置。
那么，用人单位经过调查后认定存在性骚扰，就将根

据规章制度对骚扰者予以处置。在本文收集的 15
件言辞型职场性骚扰案例中，仅有 1 件是用人单位

查实性骚扰后给予骚扰者撤职处分瑏瑦，其余 14 件的

处置结果都是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骚扰者

不满该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而向法院提起诉讼，主

张“违法解雇”的赔偿金和经济补偿金，这就使得原

本存在于骚扰者与被骚扰者之间的民事侵权争议转

变为骚扰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争议。
鉴于劳动法规范没有对于骚扰者的直接处置规

定，用人单位作出处置的依据是规章制度，那么性骚

扰触发用人单位内部调查程序后，最终将归属为《劳

动合同法》第 39 条第 2 款规定的“严重违反用人单

位的规章制度”情形，用人单位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且不支付经济补偿金。可见，在发生职场性骚扰

时，被骚扰者有两种救济选项: 一是直接向骚扰者主

张民事侵权责任; 二是向其所在用人单位举报( 二者

同属一个用人单位) 或者向骚扰者所在用人单位举

报( 二者属于不同用人单位) 。由于性骚扰的发生

常具有多次性、持续性的特点，亦涉及举证问题，因

此被骚扰者的最优选项是启动用人单位的调查程

序，通过用人单位维护自身权益。用人单位基于雇主

防治性骚扰义务启动相应的程序，实质上已不仅仅是

辅助被骚扰者，而是发挥了司法程序以外的救济功

能，代替被骚扰者，成为骚扰者直接面对的对象，并有

充分条件开展单位内部调查，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或

调取监控录像，相当于因性骚扰的“职场”因素进入劳

动关系管理范畴。从本文检索到的案例来看，被骚扰

者的民事侵权救济选项在此调查阶段处于被悬置状

态，用人单位的调查处置成为主要的救济途径。
被骚扰者个人如果认为受到了性骚扰，最为直

接的救济途径是追究骚扰者的民事侵权责任，但追

责的主要障碍是性骚扰事实的举证，这是单个民事

侵权争议的救济思路。随着《民法典》在民事关系

层面引入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义务瑏瑧，被骚扰者在

单个民事侵权争议救济途径外增加了向单位寻求救

济的正式救济途径，由此发生的法律效果是用人单

位的调查结果成为争议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如果用

人单位通过调查不能确认存在性骚扰事实，那么被

骚扰者几乎不可能凭借自身的能力证明存在性骚

扰，这意味着即便被骚扰者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也几

乎无法胜诉，相当于否定了提起单个民事侵权争议

的必要。如果用人单位通过调查确认存在性骚扰事

实，那么被骚扰者可以依据由此形成的证据提起单

个民事侵权争议，要求骚扰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用人单位亦须依据反性骚扰的规章制度对骚扰者予

以处罚，从检索到的案例来看，骚扰者的行为是严重

违反规章制度且可以被解雇的情况。在此情形下，

骚扰者若是承认性骚扰，就须承担对被骚扰者的民

事赔偿责任并接受解雇的事实。而如果骚扰者否定

性骚扰，则可能同时面对两个争议: 一是被骚扰者向

骚扰者提起的民事侵权争议; 二是骚扰者向用人单

位提起的劳动争议。可见，由于法律强制用人单位

参与性骚扰防治，使得用人单位调查确认性骚扰事

实后发生争议构成的变化，由以往“骚扰者—被骚扰

者”之间的单个民事侵权争议转变为“骚扰者—被

骚扰者”的单个民事侵权争议复合“骚扰者—用人

单位”的劳动争议。

三、雇主承担的性骚扰证明责任

( 一) 雇主证明责任的形成及其难点

“证明难”是性骚扰争议中长期存在的关键问

题之一［6］。既往研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在于举

证责任由哪一方承担，按照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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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谁主张，谁举证”［7］，应由被骚扰者承担责任。但

由于性骚扰实施的隐蔽性，也有学者主张适用“举证

责任倒置”，由被指控实施性骚扰一方承担举证责

任［8］。从中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设置

“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由时并未改变其举证责任

分配，各级法院在审判中均适用民事诉讼一般举证责

任原则。有学者指出性骚扰争议的“举证责任倒置”
并不可行，原因在于“消极事实难以证明”［9］。如前文

所述，在“骚扰者—被骚扰者”的双方关系中，“谁主

张，谁举证”对于被骚扰者而言是十分困难的。而基

于雇主防治性骚扰义务，用人单位事实上担负起了

被骚扰者的证据收集义务。若用人单位通过调查确

认存在性骚扰，对骚扰者予以解雇并由此将争议性

质转变为劳动争议后，用人单位就负有在法庭上证

明性骚扰事实的义务。可以说，雇主防治性骚扰义

务所包含的“调查性骚扰”会转化为雇主的性骚扰

证明责任，也可以说雇主证明责任是由雇主防治性

骚扰义务所衍生的。
用人单位虽然能动用各方资源进行调查，但由

于言辞型职场性骚扰多发生在单位内部，证据形式

多是聊天记录和证人证言，并且在职场这一相对封

闭的环境中，证人大多是单位员工，使得证人证言的

证明力较弱［10］。
从本文收集的案例来看，用人单位的证明难度

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存在言语和文字以

外的主要证据，例如在中山法院审理的照片性骚扰

案中，该照片是庭审必需的证据，法官可根据社会常

识判断该照片及文字是否构成性骚扰瑏瑨。用人单位

在此情况下的证明负担较轻。第二种类型是骚扰者

对外单位客户进行骚扰，被骚扰一方与本单位人员

无利害关系，证明力较强，例如在“骚扰女客户案”
中，向骚扰者所在单位提交性骚扰证据的是客户，法

院对证据的证明力没有异议瑏瑩。第三种类型是性骚

扰双方均在同一单位，用人单位提供的证据多是员

工的证人证言以及当事人的聊天记录，法院对证据

的要求较高。在前文列举的法院认为不构成性骚

扰的案例中，证据主要是本单位员工的证人证言，

例如调查笔录、情况说明，但部分法院会以该证据

来自用人单位内部调查或是证据是企业证人陈述

为由，不予采 纳瑐瑠。但如果仅以“证据来自单位内

部”为由否定证人证言的效力，显然不符合职场性骚

扰的特点。

在“职场”这一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如果不认可

内部证据的证明力，那么用人单位受理投诉、调查处

置等措施就缺乏司法的支持，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

义务将流于形式。如果用人单位的调查只能是内部

调查，而基于此内部调查确认存在性骚扰事实，用人

单位对骚扰者予以解雇继而发生劳动争议后，若法

院否定用人单位内部调查取得证据的证明力，其结

果是用人单位承担违法解雇的成本以防治性骚扰，

这将导致用人单位没有动力继续履行此项义务。并

且骚扰者在劳动争议中可依据《劳动合同法》第 48

条提出“继续履行劳动关系”，实际上就是恢复其原

有岗位，如果获得了法院支持，将对用人单位的管理

和工作环境产生持续性的不利影响。
( 二) 职场言论自由与言辞型性骚扰之间的界限

言辞作为人表意的基本方式天然地与言论自由

相关联，在职场中雇主和劳动者所享有的言论自由

是其作为公民言论自由基本权利的一部分，只是因

职场的特定环境而具体化为职场言论自由。然而，

任何自由均不是没有边界的。经典自由主义主张，

享有自己的自由以不损害他人自由为前提。因此，

在判断职场言辞型性骚扰时须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

题是，在职场中表达的涉及性内容或性意味的言辞，

是属于表达者自身的言论自由还是已构成侵犯他人

的性骚扰。用法律话语来说，即表达者能否以言论

自由作为否定性骚扰指控的抗辩理由。

言论自由在法律上首先是一项宪法权利，中国

宪法确立言论自由的模式是“权利 + 义务”，并且以

66

瑏瑨

瑏瑩

瑐瑠

参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中中法民六终字第 2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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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7) 京 01 民终 7152 号。



不同的条款共同确立了言论自由的“规范束”［11］，宪

法第 5 条针对言论自由权利的一般性义务规定，言

论“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

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在职场实践中，言论自由

的边界是随着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的发展而不断被

限定的。在性骚扰理念形成之前，涉及性内容或性

意味的言辞大多被认为是“开玩笑”，面对此类言辞

的人不但未被视为受到侵害，反而须遵照职场惯例

承担某种容忍义务。哪怕是性骚扰理念引入之初，

职场性骚扰也通常被限定为非正常肢体接触导致的

侵害，而言辞型性骚扰依旧可以借助“职场言论自

由”的名义免于追责。只有职场性骚扰理念获得较

为充分的发展，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

水平显著提高，才能逐步明确职场言辞中性内容或

性意味的侵害性，并依循宪法第 51 条的法理，通过

明确劳动者“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来限定职场言论

自由的边界。概言之，言论自由不能成为侵害他人

合法权益的正当抗辩。
在发生性骚扰争议后，职场言论自由与言辞

型性骚扰之间的界限问题就转变为某一言辞是否

具有侵害性的问题。对于引发争议的言辞，一方

认为具有侵害性，而另一方主张不具有侵害性且

属于其言论自由，这就需要法院予以裁判，即实质

上是在司法实践中划分职场言论自由与言辞型性

骚扰的边界。从本案检索到的判决中可以发现，

法官对于某一言辞侵害性的认识并不统一，其主

观性是不能忽视的，“对言论自由条款的运用若仅

停留在法官的主观判断层面，会导致实践中同案

不同判的情形屡见不鲜，司法的可预测性大大下

降，因此法院尝试建立起价值衡量的客观框架与

标准是颇具意义的”［12］。
( 三) 言辞型性骚扰的司法裁判标准

面对言辞型职场性骚扰的裁判困境，司法实践

在不断进行探索。从本文收集的法院判决可以提炼

出以下两方面裁判标准。
第一，言辞构成性骚扰的实体标准。法律对性

骚扰的否定性评价在于其“违背他人意愿”，而对职

场性骚扰的否定性评价还包括由此造成的损害后

果，包括损害聘用、续聘、加薪、提拔、提供培训机会

等的条件和环境，以及构成胁迫、敌视或者令人不快

的工作环境和氛围［13］。因此，针对言辞的非肢体接

触性，能否构成性骚扰的实体标准还受其对被骚扰

者和工作环境造成的损害结果的影响。在广东省中

山市法院审理的案例中，法院明确指出: “劳动场所

的性骚扰行为一般包含三方面: 一是此行为带性色

彩; 二是此行为对承受方而言是不受欢迎的，是有损

于其人格和尊严的; 三是这种行为可导致承受人在

工作场所中产生一种胁迫、敌视、羞辱性的工作环

境。”瑐瑡这一表述完整地梳理出职场性骚扰的构成要

件，从实体标准角度可提炼出: 对于被骚扰者是损害

人格和尊严; 对于工作场所是造成胁迫、敌视、羞辱

性的工作环境。这两方面兼顾了“骚扰者—被骚扰

者”以及“骚扰者—用人单位”两方面的不利后果，

可以根据个案中言辞是否足以造成这两方面的损害

来进行性骚扰的实体判断。
第二，言辞性骚扰的证明标准。在广西南宁市

法院审理的案例中，用人单位经过内部调查，提交了

两位被骚扰者的报告及另外三位证人的陈述，这五

人与骚扰者均在同一单位工作。法院不但没有因

“利害关系”而直接否定用人单位提交的证据，反而

指出“证人的身份与所处的环境使其证言有较高的

证明价值”。在证据的证明力上，法院认为被骚扰者

的证言、微信信息内容、作为旁观者的另外三位证人

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足以形成证据链，能够认定性

骚扰瑐瑢。据此，司法应将言辞型职场性骚扰的单位

内部证据作为考察重点，旨在判断能够形成相互印

证的证据链。如果用人单位通过内部调查取得的证

据被法院以“利害关系”为由一律予以否定，那么职

场性骚扰争议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就是进入了“死胡

同”，用人单位难以实施对骚扰者的惩戒和威慑，法

律规范 层 面 确 立 的 雇 主 防 治 性 骚 扰 义 务 则 名 存

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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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辞型性骚扰防治的司法对策

( 一) 建构以用人单位为中心的争议处理模式

法规范层面确立的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义务

使得职场性骚扰的争议结构和救济机制发生了根

本转变，无论是“民事侵权争议复合劳动争议”还是

“骚扰者—用人单位—被骚扰者”的三方结构，用人

单位无疑都处于调查和处置性骚扰的中心地位。
鉴于社会观念已对性骚扰的侵害性形成共识，用人

单位亦通过规章制度的形式表达对性骚扰的否定

立场，并向全体职工传达建立友善职场环境的意

愿，这就使得包含性内容或性意味的言辞日益成为

职场禁忌。如前文所述的《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用

人单位在性骚扰发生的事前、事中、事后均负有相

应的防治义务，尤其是要通过调查确认性骚扰的事

实。在此以用人单位为中心的性骚扰防治结构中，

骚扰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不仅是以往民法所规定

的侵权赔偿责任，还包括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规定的

劳动合同解除，这将导致骚扰者职业生涯的挫败和

基本经济来源的丧失，这对雇佣社会下的职业群体

是极为不利的，也因此塑造了防治性骚扰的有力法

律武器。
既然法规范已通过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义务完

善了从民法到劳动法的结构关联，那么性骚扰的司

法裁判也应随着转向用人单位为中心的处理模式。
最高人民法院在“侵权责任纠纷”下增加“性骚扰损

害责任纠纷”仍是沿袭单个民事侵权争议的处理思

路，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为被骚扰者提起民事诉讼

提供便利，但随着争议结构的转型，单个民事侵权争

议并不是与劳动争议并列存在的复合状态，而是因

用人单位在调查、处置性骚扰的中心地位，使得用人

单位所掌握的证据及处理的决定成为被骚扰者提起

单个民事侵权争议的基础。所以，在民事侵权争议

与劳动争议的复合关系中，二者并非处于平等地位，

而是民事侵权争议附属于劳动争议，甚至可以说劳

动争议的成败直接决定民事侵权争议的成败。
笔者认为，以用人单位为中心的性骚扰争议处

理模式应在“劳动争议”下增加“性骚扰防治争议”。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由规定》，劳动合同纠纷

相关案由包括确认劳动关系纠纷、集体合同纠纷、劳

务派遣合同纠纷、非全日制用工纠纷、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经济补偿金纠纷、竞业限制纠纷。性骚扰防治

争议与这些纠纷的本质和特征均不相同，其特有的

“骚扰者—用人单位—被骚扰者”结构无法被任一

纠纷类型吸收，并且《民法典》第 1010 条为司法层面

增设案由提供了实体法依据，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

义务所引发的法规范结构变化亦应落实到程序层

面。“性骚扰防治争议”可适用的主要情形包括以

下两种。第一，在被骚扰者提出性骚扰投诉后，不管

骚扰者是本单位同事还是客户，如果用人单位不予

受理、不予调查，可视为用人单位未履行性骚扰防治

义务。被骚扰者提出用人单位承担不作为的法律责

任是基于劳动关系，属于劳动争议，故应作为劳动争

议下的一种独立的案由。第二，用人单位对内部骚

扰者进行调查并依据规章制度作出处理决定后，骚

扰者提起劳动争议的起因是性骚扰，此项争议不同

于以往所理解的劳动关系履行问题，用人单位并非

处于骚扰者与被骚扰者之间的中立地位。骚扰者侵

害的不仅是被骚扰者的人身及劳动权益，还有用人

单位的工作环境，此项内容是劳动合同条款通常不

包含的。因此，性骚扰防治争议与履行劳动合同直

接导致的劳动争议类型不同，即便同样是解除劳动

合同的争议点，亦应考虑到其起因的特殊性以及与

骚扰者提起的民事侵权争议的复合关系，而将其作

为独立的案由。
( 二) 建立以用人单位内部证据为中心的证据

标准

以用人单位为中心的性骚扰争议处理必然会形

成以用人单位内部证据为中心的证据标准。这一证

据标准隐含的前提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对性骚

扰争议不能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要求骚扰者自证

清白是有失公允的，因此仍须坚持“谁主张，谁举

证”的基本证据规则; 另一方面，不能因证据来自用

人单位内部就否定其证明力，这是由职场性骚扰的

特殊环境所决定的。从本文检索的言辞型性骚扰争

议来看，除个别骚扰客户的案件外，大多数争议均发

生在同一单位内部，能够接触到性骚扰事实的也是

单位同事，这就导致能够证明性骚扰事实的证据几

乎只能来自单位内部。基于这两项前提，性骚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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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标准应包含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内容。
第一，三要件的实体证据标准。首先，争议所涉

及的言辞按照社会一般观念应包含性内容或性意

味，既可以是直接表述性话题的黄色笑话、两性关系

等，也可以是间接指向性话题的谈恋爱等。其次，该

言辞是不被骚扰者欢迎的，损害了被骚扰者的人格

和尊严，给被骚扰者带来精神困扰。在个案中，如果

被骚扰者明确拒绝或排斥骚扰者所表达的意愿，哪

怕是以恋爱为名的信息亦是不受欢迎的。骚扰者在

明知对方态度的情况下仍多次表达此类言辞，可视

为造成被骚扰者人格和尊严损害，并伴有精神困扰。
最后，该言辞损害用人单位善意的工作环境，可能造

成胁迫、敌视、羞辱性的工作环境。每个职工都是职

场的组成部分，其言辞尤其是上级对下级的言辞必

然会对工作环境产生影响。性骚扰事实一旦发生就

会借助信息的流动性在职场封闭环境中扩散，无论

是聚餐等活动中当众发表的言辞，还是针对某一职

工传递的信息，都将对工作环境造成损害，因为职场

中的不特定职工都可能成为被骚扰者。从这一标准

观察，在前文提及的苏州法院审理的“黄色笑话”性

骚扰案中，法院将男性上级“多次在聚餐时讲黄色笑

话”视为并非针对特定女职工的性骚扰瑐瑣，显然是不

适当的。上级当众表达性话题的行为无疑是对工作

环境的损害，加之存在其直接针对女职工的特定涉

性言辞，应当认定为性骚扰。
第二，用人单位内部证据链的证明标准。法院

不应“一刀切”地否定来自单位内部的证据，而应审

查单位调查取得的证据能否构成证据链。言辞的传

播方式决定了证据基本是证人证言和聊天记录，那

么证明标准的关键就是证人证言和聊天记录能否形

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劳动关系持续性的特点决定

了职工一定程度的容忍义务，几乎不存在仅因一句

不恰当的言辞就启动救济程序的情形。在特定文化

背景下，女性职工通常对投诉性骚扰顾虑重重，决定

投诉时骚扰信息已达到一定程度并造成了精神困

扰。这一情况如果属实，则易于为同在职场的相关

人员知悉，这也是性骚扰损害用人单位工作环境的

体现。因此，被骚扰者提供的聊天记录以及单位同

事提供的证言，须能够证明骚扰者发表了包含性内

容或性意味的言辞，二者在这一点的相互印证可以

证明对该信息的认识符合一般社会观念。并且，二

者能相互印证被骚扰者明确拒绝或排斥骚扰者的意

愿，表明该言辞是不受欢迎的。多个证据的相互印

证则能够证明该言辞已损害被骚扰者的人格和尊

严，并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工作环境。
五、结语

经过立法和司法多年的发展，性骚扰终于在规

范条文和诉讼案由中取得了独立地位，尤其是《民法

典·人格权编》明确规定了性骚扰的民事责任以及单

位防治性骚扰的义务。值此法治进步，应意识到性

骚扰防治不可止于文本，司法裁判如何落实规范乃

是重中之重。在性骚扰的各类形式中，言辞型职场

性骚扰更为隐蔽和频发，也更容易对被骚扰者造成

持续性身心伤害。借由强制性的雇主防治性骚扰

义务，被骚扰者可通过用人单位获得内部救济渠

道，将其与骚扰者之间的民事侵权争议转变为骚扰

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争议，并将证明责任转移

给用人单位，由雇主防治性骚扰义务衍生出雇主证

明责任。法院在审判中亦应不断探索司法裁判标

准，在实体方面考察言辞性骚扰对被骚扰者和工作

场所两方面的损害，在证据方面考察用人单位内部

证据能否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从而形成对性骚

扰的综合判断，最终建立从用人单位到法院的性骚

扰防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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