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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歧視問題，本質上是公民的平等權問題，反歧視就是維護公民的平等權，因

而，反歧視 NGO 是維權組織。維權組織的生存是非常艱難的，面臨著諸多的挑

戰，包括：與政府的關係複雜、獲取資源的方式單一、註冊困難、外部合作多有

障礙、宣導方式受限、職業社會認同度低。然而，大陸的反歧視組織歷經了許多

磨難，卻能夠堅持下來，採取了多種工作方式開展工作，如：法律諮詢、培訓、

訴訟、政策宣導、行為藝術，並且取得了令人矚目的成果，使得歧視性法律逐步

被修改，保護性的法律和政令不斷出臺，目標群體也空前活躍。成為大陸民間維

權運動的典範。 

在大陸的反歧視 NGO 中，“北京益仁平中心”最活躍、工作範圍最廣、最專

業。益仁平中心在反歧視工作中面臨的挑戰和取得的成功，體現出了 NGO 艱難

的生存環境，也體現出了公民社會在面對困難時的創新精神。 

貳、背景說明與環境 

一、背景： 

北京益仁平中心成立於 2006 年 12 月，工作一直在圍繞兩條主線展開：圍繞

公益法律問題開展工作、圍繞人的健康（生理）問題開展工作。當前重點議題為：

反對健康（生理）歧視和精神病病人權益，其他的工作內容還包括：藥品安全、

反壟斷、目標群體社區能力建設，以及其他公益法律問題。當前工作的重點目標

人群為：疾患人群和殘障人群。工作地域涉及到二十餘個省、市、自治區。 

北京益仁平中心是一個政策宣導機構，益仁平積極參與到立法機關和行政部

門的立法、修法工作中，尤其對乙肝攜帶者權益保護方面的政策完善做出了大量

調查、研究、立法建議工作，對多部法律的制定和修訂做出了貢獻。 

北京益仁平中心是一個法律援助機構，自成立以來，共協助了公益訴訟近二

百起，其中很大一部分案件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影響性訴訟。例如： 

廣東乙肝歧視第一案 

中國乙肝隱私侵權第一案 

中國艾滋就業歧視第一案 

中國色盲歧視第一案 

中國抑鬱症歧視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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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因歧視第一案 

中國丙肝歧視第一案 

中國相貌歧視第一案 

中國高考移民第一案 

中國反壟斷第一案 

中國首例殘疾人訴無障礙設施案 

以及：精神病人權益訴訟案、高考政審歧視案、公務員考試生育歧視案。並

為三鹿奶粉受害者家庭提供法律諮詢及幫助。 

北京益仁平中心是一個社區支持機構。參與發起了中國愛滋病 NGO（工作

網路）聯席會議、中國乙肝公益工作網路、消除殘疾歧視工作組，並為大量乙肝、

愛滋病、血友病、殘障人社區組織和社區活躍人士提供了技術支援和項目合作。 

益仁平的理事會由 9 人組成，包括五名 NGO 工作者、四名律師。 

北京益仁平中心現有三個辦公室，專職員工 22 人，兼職員工 6 人，核心志

願者約 40 人。 

二、環境： 

當今大陸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歧視現象。 

以乙肝（B 肝）歧視為例，大陸有乙肝病毒攜帶者近一億人，根據 2005 年

1 月中華醫學會發佈的《中國乙肝患者生存和治療現狀調查報告》顯示，超過五

成的乙肝患者因為乙肝失去了理想的工作和學習機會，47%的患者擔心單位如果

發現他們患有乙肝後會失去工作。 

愛滋病歧視在大陸也非常嚴重。中央政府制定的公務員招錄體檢標準明確把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判定為“不合格”，起到了極其惡劣的負面示範效果。在教師招

聘領域，考生因為愛滋病病毒檢測呈陽性而而悲劇的現象也頻頻發生。 

就連極其常見的糖尿病，也受到了赤裸裸的歧視，中央政府制定的公務員招

錄體檢標準明確把糖尿病患者者判定為“不合格”。 

殘障人受到的歧視也無處不在。法律規定，“用人單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

例不得低於本單位在職職工總數的 1.5%。”。然而據 2011 年 1 月 29 日《法制日

報》報導，目前殘疾人公務員的比例普遍低於法定要求的 1.5%，最低的只有

0.39%。 

叁、議題分析與探討： 

一、大陸地區的歧視問題現狀及產生根源 

很多人認為，歧視是由人們的觀念所導致的，也有人認為是由於中華文化傳

統中缺乏平等理念所導致的。 

而我們認為，歧視形成的原因有二：一，平權法律的缺失；二，立法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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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行為的失誤。 

在中國大陸地區，儘管立法機關和行政部門長期聲稱重視公民的平等權利，

但迄今沒有專門的平權法律、反歧視法律，已有的反歧視法律條文都散見於不同

的法律中，非常分散，不成體系，這樣，對於一些新出現的歧視問題，往往難以

從現有的法律體系中找到反歧視的法律依據。 

另外，即便是已有的反歧視法律規定，也存在著嚴重問題：可操作性差、違

法後果輕微。例如，法律規定工作場所禁止對勞動者進行乙肝檢測，但違規者所

受的處罰僅為一千元以下。這樣低的罰款金額，對執法部門來說沒有執法的欲望，

對違規者來說沒有任何威懾力，客觀上是在縱容、鼓勵用人單位去違規。 

最為嚴重的，還不僅僅是反歧視法律的缺位，而是一些法律本身就是歧視性

的，就在造成歧視。僅以乙肝歧視為例，2007 年的統計表明，歧視乙肝病毒攜

帶者的法律超過了二十部。根據這些法律，乙肝病毒攜帶者不能當老師，不能在

食品廠、餐館工作，不能在藥廠工作，不能在超市、旅館工作，不能當公共汽車

司機，甚至不能在寫字樓當清潔工。 

這些立法的失誤，使得國家和政府成為了很多種歧視現象的始作俑者。 

二、反歧視 NGO 豐富多彩的宣導方式 

歧視現象如此普遍、如此嚴重，而且有著深刻的法律制度根源，在這種背景

下，大陸的反歧視工作卻仍然取得了突飛猛進的成就，尤其是在反歧視工作的突

破口——乙肝歧視方面。自 2003 年 NGO 開展反歧視工作以來，截至目前，包

含乙肝歧視內容的二十多部法律（法規、規章）已經幾乎全部被修改，多部保護

性的法律頒佈了出來，以往無處不在的乙肝病毒檢測已經在就業和就學領域完全

被禁止。 

這種顯著的成效，是如何達成的呢？反歧視 NGO 通過哪些工作方式來達到

自己的目的呢？ 

(一) 諮詢 

電話諮詢是比較常規的諮詢方式。益仁平中心的各個辦公室都擁有自己的諮

詢熱線，其中，鄭州辦公室擁有的“愛肝連線”是大陸最早的乙肝公益諮詢熱線。

熱線不僅僅起到諮詢作用，也起到法律援助的作用，熱線接聽員向求助者講解維

權的方法，並且介紹公益律師幫助求助者進行訴訟。 

作用更為突出的是網路諮詢。有一句話叫做：“互聯網是上天賜給中國人的

最好禮物”。中國的 NGO 沒有辜負上天的美意，充分利用了互聯網開展維權工

作。在這裡不能不提到一個網站——肝膽相照論壇。這是大陸最大的乙肝攜帶者

公益網站，這個網站有專門的權益討論版和法律諮詢版，乙肝攜帶者在這裡討論

反歧視維權的話題、相互啟蒙維權的意識、諮詢反歧視維權的方法、尋求專業法

律人士的法律援助、並策劃自發的維權活動。包括 2003 年的“中國乙肝歧視第一

案”在內，絕大多數的乙肝反歧視維權訴訟是從這個網站發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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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培訓 

實地的培訓活動，也起到了巨大的作用，不僅僅傳遞了反歧視權益理念和法

律知識，而且通過交流互動、頭腦風暴的環節，激發了參加者的維權熱情、激蕩

了參加者的創造性、相互鼓舞了維權的信心。過去幾年中，針對受害者群體、

NGO 工作者、律師、媒體的培訓，都產生了明顯的巨大效果。以今年 4 月在東

莞舉行的殘障人士法律培訓為例，培訓後的半個月時間裡，參會的殘障人士就策

劃了多個宣導活動，包括了聯名信、行為藝術、訴訟，在法定的“助殘日”前夕實

施，獲得了十多家媒體的報導，近百家媒體轉載。 

(三) 普法 

針對公眾的普法工作（法律教育、法律宣傳），不僅僅是改變公眾認知、提

高公眾對“歧視”概念的知曉度，也是使更多的志願者加入到公民社會反歧視運動

的方式之一。 

在開展普法工作時，我們清楚地認識到，作為民間組織，既不掌握輿論、也

沒有足夠的資源、而且缺乏足夠的人手，所以不能採取官方那種大規模的“群眾

運動”，而只能採取不消耗資源卻能產生吸引力的方式，“事半功倍”地開展普法

工作。例如，組織志願者穿上卡通人物的服裝在鬧市散發手冊、表演街頭情景劇、

組織志願者通過自行車騎行來吸引公眾注意……這些普法方式，受公眾歡迎的程

度是傳統的傳單派發方式所不能比的，真正讓人“喜聞樂見”。 

(四) 訴訟 

反歧視訴訟，從 2002 年出現，各類反歧視訴訟此起彼伏，延續至今，涵蓋

的歧視種類越來越多、參與者越來越廣。使得“歧視”這個話題始終不斷地成為輿

論的關注話題之一。 

NGO 在策劃反歧視訴訟時，有著明確的策略。首先，反歧視訴訟不僅僅是

為當事人維護權益，同時也是製造新聞事件、為輿論提供新聞素材、起到反歧視

政策宣導的作用。每一個典型案件發生時，我們都會撰寫詳盡、生動的新聞線索

稿，提供給媒體，説明媒體進行報導。 

訴訟的另一個策略，是“功夫在法庭外”。由於當前反歧視的法律仍然相當薄

弱，空白很多，在反歧視訴訟中，整個法律環境有利於歧視者、不利於被歧視者。

所以，如果訴訟時僅僅在法律層面與被告方較量，我方肯定難以取得理想的效果。

因此，我方如想取得理想的訴訟效果，就必須組織多種多樣的公民行動、學術行

動來配合訴訟。例如：組織受害者人群旁聽聲援、組織受害者人群的聯名信、主

辦案件相關法律的研討會、給被告方的海外總部和海外生意夥伴寫投訴信、組織

抗議示威活動……通過這些活動，使得我們的案件產生了更多的新聞性，也給對

方施加了更大的壓力。 

(五) 調查研究 

歧視問題，不僅僅是個案問題，更不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現象、多發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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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一點，就需要通過調查工作來體現。例如，2007 年 NGO

發佈的《外資企業乙肝歧視調查報告》就顯示出，近八成外企明確宣稱拒絕乙肝

病毒攜帶者，96％的外企入職招聘要進行乙肝檢測。這一令人震驚的狀況發佈之

後，被國內外媒體廣泛報導，大大提高了國內、國際社會對中國乙肝歧視狀況的

重視程度。 

(六) 立法參與 

宣導活動的核心目標，就是推動國家立法的改變、政府政策的改變。除了前

述的製造社會輿論、改變社會認知的工作之外，反歧視 NGO 還直接參與到立法、

修法的過程中，表達民意、施加影響。 

聯名信，是比較常用的方式之一，這種方式，可以使得受害者人群的群體訴

求得到表達，容易受到重視。而且，這種方式，也使得受害者社群的參與度得到

提升，有助於受害者社群的權益意識啟蒙。 

另外一種立法參與的方式是對立法代表的遊說。每年全國立法機關的年度會

議前夕，反歧視 NGO 都會撰寫反歧視的立法提案，遊說立法代表（人大代表和

政協委員）提交給立法機關。 

(七) 行為藝術 

近年來，反歧視 NGO 越來越多地採用行為藝術的方式來進行維權和宣導。

通過行為藝術的活動，或表達抗議、或表達諷刺、或表達憤怒、或表達期待。由

於這種方式本身的藝術性就容易吸引公共輿論的高度關注，而且行為藝術在大陸

仍屬非常少見，公眾普遍覺得新穎、好奇，因而傳播效果非常好。所達到的效果

和起到的作用往往超出預期。 

肆、與分析議題相關補充說明： 

儘管反歧視 NGO 在過去短短幾年中展現出了公民社會活躍的公共參與和強

大的創新能力，然而不容回避的是，作為維權和宣導型 NGO，所面臨的困難和

挑戰無時無刻不存在著，而且，在可預見的未來，還將繼續存在著。 

一、與政府的關係 

在我和外界朋友交流時，“大陸 NGO 和政府的關係”是一個經常被問起的話

題。在大陸，“政府”這個詞其實不是一個含義單一的概念。“政府”有不同的層級、

有不同的部門，不同層級的政府的利益是不一致的，不同的政府部門利益也是不

一致的。反歧視 NGO 所作的工作，是改善民生的工作，完全利國利民，理應得

到政府的支援，然而，反歧視 NGO 在工作中往往會批評政府一些部門制定的政

策，也會批評一些地方政府錯誤的行政行為，因而必然與一些政府部門、一些層

級的政府關係緊張。 

二、獲取資源的方式 

在和外界朋友交流時，另一個經常被問起的問題是：NGO 的資源從哪裡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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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反歧視 NGO 來說，由於其從事的維權工作、政策宣導工作仍相當敏感，國

內基金會、企業、學術機構、官方機構都不敢、或不願與之合作，而更願意與

GONGO（官辦 NGO）合作，因而反歧視 NGO 很難從國內獲得資金支持。這就

使得資源獲取的方式非常單一。 

由於資源獲取的方式單一，NGO 的財政狀況極容易受到政府的金融管控政

策的影響。例如，2010 年年初，外匯管理總局出臺了一個檔，對於類似北京益

仁平中心這樣工商註冊的民間機構，接收國際合作專案時必須要滿足苛刻的條件，

否則就要大幅提高稅務負擔。這一新政策使得許多宣導型 NGO 的財政狀況受到

了極大的影響。 

三、註冊 

在大陸，法律規定民間公益組織在註冊為一個非營利組織時，必須要找到一

個“主管部門”，對於維權和宣導型的 NGO 來說，很難找到有哪個部門願意為其

做“主管部門”。因而，反歧視 NGO 註冊為一個非營利組織幾乎是不可能的，事

實上也從來沒有發生過。 

四、職業社會認同度低 

在大陸，當今社會的價值導向越來越向拜金主義發展，願意從事非營利工作

的年輕人非常缺乏。尤其是，NGO 工作仍然非常邊緣化，很多年輕人對 NGO 工

作完全無意識、完全不認同。這就導致了 NGO 要招聘到合適的人才非常困難。 

伍、結語 

上述案例表明，反歧視 NGO 作為維權和宣導型 NGO，在大陸有一定生存空

間，憑藉自己的熱情和創新精神完全可以有所作為；同時，這類 NGO 面臨的困

難和挑戰也無法回避，隨時都需要準備好面臨突如其來的困難和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