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種族主義數據立法 —— 網站內容 
 

最新資訊 

在 2022 年 9 月 23 日，卑詩省政府公布了反種族主義數據委員會的 11 名成員，他們將與省府合

作，以消除公共部門的系統性種族主義。了解這些會就此事發聲的委員會成員的背景。 

 

藉此機會，做到更好 
省府正在努力為所有人建設一個平等、包容、友善的卑詩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多種支援，其中

之一就是制定新法律，協助發現並處理省級政府計劃與服務中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及其他不平等問

題。 

若與卑詩省總體水平相比，原住民、黑人和其他種族化群體在使用政府計劃與服務時，獲取難度

更高、最終成果更差，則表示存在系統性種族主義。 

 

儘管歧視或許並非有意，但仍是一個需要全面認識並了解，才能妥善解決的系統性問題。因此，

省府、反種族主義項目議會秘書辛若那 (Rachna Singh) 正在與卑詩省人權專員、第一民族及梅蒂人

領袖、種族化社區及其他卑詩省民開展合作，攜手建立一個系統，以安全地收集並分析有關種

族、族裔、信仰、性別認同、出生性別、殘障、收入以及其他社會身分標記的人口統計資料。 

透過正確的方式收集和使用這些數據有助於揭示現有的系統性不平等，以便我們應對服務中的歧

視、不公及差距。 

保護民眾私隱、確保資訊安全是最優先考慮。 

透過收集這些重要的關鍵統計數據，我們可以確保公平地提供政府服務，並滿足所有卑詩省民的

需求。這也代表社區可以掌握必要的資訊，來倡導有切實影響的變革。 



 

 

查閱《What They Heard》報告 

透過五份專題報告，了解這一開創性公眾參與的成果。 

閱讀報告 

了解這項立法 

5 月 2 日，卑詩省推出了《反種族主義數據法》，為更多民眾提升政府計劃及服務的質素，並開

始解決系統性種族主義問題。 

查閱更多 

 
為何需要立法 

政府可以收集部分人口統計數據，但目前的做法並不一致，在數據收集、共享及取用的方法上存

在差異。 

了解更多 

 

開展社區對話 

從 2021 年 9 月到 2022 年 3 月，政府與社區組織合作，聽取原住民和種族化社區的意見，了解如

何以安全的方式收集和使用基於種族的數據，以有效打擊種族主義。 

了解詳情 

 

確保數據安全 

省府在保護民眾個人資料方面遵循嚴格的法律及安全規定。政府將在這些保護的基礎上，與原住

民和種族化社區合作，確保省民的資料符合這些保護及安全要求，同時確保收集和使用這些數據

不會對受種族主義影響的社區造成更大的傷害。 

了解更多 



下一步行動 

《反種族主義數據法》於 2022 年 6 月 2 日成為法律。該法律由省府與第一民族領導委員

會和卑詩省梅蒂人部落共同制定。人權專員辦公室和多元文化諮詢委員會也提供了許多建

設性意見。新法律將使省府能夠以一致且安全的方式收集、使用和披露人口統計數據，以

識別並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這將有助發現系統性種族主義的藏身之地，並創建一個更加

包容、平等的卑詩省。 

省府將繼續與原住民和種族化社區合作，探討統計數據的收集方法及內容，以及如何分享

和保護這些數據。 

了解詳情 

如何獲得支援？ 

「卑詩抗逆」 (ResilienceBC) 提供有關應對和報告仇恨犯罪及事件的多種資源。  

查看「卑詩抗逆」資源： resiliencebc.ca/report-support/hate-crimes-in-bc/ 

 

關於這項立法 
2022 年 5 月 2 日，政府推出了《反種族主義數據法》，新法旨在： 

• 打破阻礙民眾獲取政府計劃的障礙； 

• 確保種族化群體不會成為被針對目標； 

• 改進計劃與服務，讓更多民眾能夠安心地獲得所需的協助。 

《反種族主義數據法》於 2022 年 6 月 2 日成為法律。 

13,000 多名卑詩省民透過原住民及種族化社區公眾參與活動分享了他們對該立法的看法，關鍵持

份者，例如卑詩省人權專員、原住民領袖委員會、卑詩省原住民友誼中心協會以及卑詩省梅蒂人

部落也為立法提供了意見。這是與原住民一起根據《原住民權利宣言法》制定的首批法律之一。 

該法重點關注四大關鍵領域： 

1. 以承認卑詩省第一民族和梅蒂人社區獨特身份的方式繼續與原住民合作。 

https://www.resiliencebc.ca/report-support/hate-crimes-in-bc/
https://bcgovnews.azureedge.net/translations/releases/2022PREM0027-000673/Anti-racism_Data_Legislation_Chinese(traditional).pdf


2. 與種族化社區合作落實法律，包括成立一個省級反種族主義數據委員會，與政府就如何收

集和使用數據進行合作。 

3. 提高透明度、強化問責制，同時預防並減少對原住民及種族化社區的傷害。 

4. 要求政府每年公布數據，並定期審查該法律。 

在落實這項法律的同時，省府將繼續與原住民和種族化社區開展合作。 

 

為何需要立法 
我們知道系統性種族主義無處不在，包括政府政策及計劃，這種情況必須改變。與種族、族裔、

信仰及其他因素有關的數據有助揭露原住民部落和種族化社區在使用政府服務時，遭遇系統性種

族主義的環節與形式。然而，政府目前在是否收集這些數據以及數據使用方式上的作法並不一致。 

立法將確保這些數據將以一致且文化安全的方式收集、使用和披露。有了這些數據，我們可以找

到政府系統、計劃及服務中存在種族主義的地方，以便我們為更多民眾提供更好的服務，並建設

一個更加包容、平等的卑詩省。 

長期以來，原住民部落和種族化社區一直在要求政府改進基於種族數據的收集、使用及獲取方式。

這些社區表示，他們希望獲得更全面的基於種族的數據，以了解社區成員在公共服務 (如教育、醫

療保健、住房及警務) 方面的經歷，從而發現並應對系統性種族主義。他們還表示，需要立法以確

保收集、儲存和使用數據的方式在文化上是安全的，而且不會對需要協助的目標社區造成傷害。   

人權專員還在她的《卑詩省人口數據分類收集：祖母視角》報告中特意提及這一問題，並強調與

社區合作的重要性，要確保社區參與個人資料的收集與使用，以避免系統性問題進一步加重。 

因此，我們與社區組織開展合作，與原住民和種族化社區領袖及成員直接交流，我們將在今後的

每一步行動中堅持這種作法。我們希望充分了解如何制定有助應對系統性種族主義的立法，同時

確保這項立法維護原住民的自治權。 



這項立法將是一個重要的工具，賦予卑詩政府及原住民部落和種族化社區更全面的資訊來推出行

動與變革。 

 

確保數據安全 
收集和使用數據有助於揭示系統性不平等，並應對服務中的歧視、不公及差距。 

確保以合適、安全且一致的方式收集、儲存和使用數據以保障民眾資料安全是最重要的事項之一。  

根據這項立法，政府將確保安全儲存所有收集到的數據。《資訊自由及私隱保護法》規定的所有

私隱及安全保護措施將適用於根據該法收集或使用的數據。 

為了開始使用數據識別系統性種族主義，政府將使用卑詩省「數據創新計劃」以及國際公認的 

Five Safes 私隱及安保模式來保護數據安全。  

Five Safes 模型使用以下方式來降低數據被不當取用的風險： 

• 刪除數據中的個人身分資料。 

• 使用安保技術安全地集成數據。 

• 僅授權有明確公共效益且對個人及社區無害的項目。 

• 數據僅供獲得授權的個人訪問。 

• 確保在研究成果中進一步保護私隱。  

 

甚麼是系統性種族主義？ 

系統性種族主義源自服務、系統及結構中的不平等，通常是由基於種族的隱性負面偏見引起。

對於許多原住民和種族化社區來說，系統性種族主義會導致他們在使用教育、醫療保健、兒童

福利、警務等公共服務時，面臨不平等的獲取機會、更差的結果以及負面的體驗。 

 

如欲了解「數據創新計劃」詳情，請瀏覽：  

數據創新計劃 (Data Innovation Program) 常見問題與回答 

http://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data/about-data-management/data-innovation-program/faq


開展社區對話 
我們與社區一起專門設計了該公眾參與流程。原住民領袖和種族化社區專家的初步反饋，以及卑

詩省人權專員的《卑詩省人口數據分類收集：祖母觀點》報告，都強調需要讓社區參與立法制定，

以確保他們的需求得到有意義的回應。 

公眾參與流程將原住民領袖和種族化社區組織置於活動前線，社區成員可直接向他們傳達關於收

集、使用、披露數據的擔憂、需求及首要關切。 

我們希望進一步了解： 

• 自我認同：卑詩省民希望如何定義或表達自己。 

• 切身經歷： 省民之前與政府機構分享個人資料的經歷。這有助我們了解人們在不同情況下

（例如用於研究目的或獲取健康、教育或司法等公共服務）共享資訊的意願，以便政府建

立更好的數據收集方法。 

• 對數據使用的看法：省民希望我們如何使用他們的數據，以便政府推進種族平等。 

在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間，我們邀請民眾和社區透過三個類別參與討論： 

1. 原住民參與 

2. 社區主導的公眾參與 

3. 網上公眾問卷調查 

這些意見分享有助確定社區關切的議題，並確保以最安全有效的方式收集和使用統計數據，以解

決系統性種族主義問題。 

超過 2,900 人回答了調查問卷，近 10,000 人參加了由代表原住民、黑人及有色族裔 (IBPOC) 的社區

組織舉辦的公眾參與社區會議。 

 

1.原住民參與  

繼《原住民權利宣言法》於 2019 年 11 月通過後，這是卑詩政府推出的又一項重要的新立法，讓

原住民保持有意義的參與始終至關重要。因此，原住民參與專業組織  Quintessential Research 

Group、卑詩省原住民友誼中心協會 (BCAAFC) 和卑詩省梅蒂人部落 (MNBC) 均獲得政府資助，用於

直接與原住民社區成員以及第一民族個人舉行會議。 



此外，省府直接與原住民領袖組織，包括第一民族領導委員會 (FNLC)、BCAAFC 和 MNBC 合作，以

確保該立法維護原住民的數據自治權。為此，FNLC 任命原住民數據自治專家與政府合作起草法案。 

有關立法各個階段的資訊也已在卑詩省第一民族議會、第一民族峰會和卑詩省印第安酋長聯盟的

大會上呈交予第一民族酋長。2022 年初，第一民族部落還受邀參加技術簡報會，以了解更多有關

立法的資訊並分享意見。 

 

2.社區主導的公眾參與 

根據種族化社區的反饋，省府向希望自行舉辦社區成員參與會議的合資格社區組織及團體提供資

助。 

從 2021 年 11 月到 2022 年 1 月底，全省近 70 間組織共舉辦了 425 場公眾參與會議（包括現場及

遙距），約有 10,000 人參與。 

直接聽取種族化社區成員的個人經歷及其對數據收集、使用和披露的擔憂，是確保社區需求得到

了解並反映在數據立法中的關鍵一步。 

 

3.網上公眾問卷調查 

為了廣泛聽取全省 IBPOC 社區成員的意見，省府還啟動了一項網上問卷調查。該調查從 2021 年 9 

月持續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並提供多種語言版本。近 3,000 人填寫了問卷。該問卷調查旨在了

解省民在使用政府服務以及提供身分和種族資訊方面的切身經歷。 

 

《What They Heard》報告 
透過五份專題報告，了解這一開創性公眾參與的成果。 

卑詩省原住民友誼中心協會參與報告 

兩次活動共有 36 位與會者，包括長老委員會、同儕評議委員會和省原住民青年委員會的成員。 

社區主導的公眾參與報告 

全省各地近 70 間原住民和種族化社區組織獲得了卑詩省府的撥款，與社區成員舉辦反種族主義數

據公眾參與活動。 



第一民族參與報告 

政府於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3 月與卑詩省第一民族舉行了諮詢活動，旨在為卑詩省第一民族參

與者提供一個分享見解並為反種族主義數據立法建言的機會。 

卑詩省梅蒂人部落參與報告 

卑詩省梅蒂人部落 (MNBC) 與卑詩省府合作，就即將出台的反種族主義數據法律開戰了社區諮

詢，以回應解決原住民種族主義的呼籲。 

網上公眾參與報告 

由 2021 年 9 月 9 日到 2022 年 1 月 31 日，卑詩省府開展了一項網上問卷調查，以支援反種族主義

數據立法。該調查收集了參與者在使用政府服務時提供身分及種族數據的經歷。 

查閱英文版報告全文 

 

認識委員會成員 – 反種族主義數據委員會  

2022 年 9 月 23 日，省政府公布了反種族主義數據委員會包括主席在內的 11 名成員。 

委員會成員代表了卑詩省廣泛的種族化社區和地理區域。該委員會將與省政府合作制定安全收集

和使用數據的指引，以識別和消除公共部門的系統性種族主義。 

該委員會的任務是支持數據指引及標準的製定，並幫助確定政府的研究重點，以及在年度統計數

據發布之前進行審查，以防止對社區造成傷害。 

反種族主義數據委員會主席 Dr. June Francis 說：「這項開創性的反種族主義數據法，旨在確保卑

詩省成為一個不分種族並讓所有人都能發揮所長的地方。反種族主義數據委員會對於實現這些願

景至關重要。委員會的成立是為了確保原住民及種族化社區的代表性，並將努力確保實現解決系

統性種族主義和公共部門服務差異的承諾。這將涉及與社區合作的持續過程，包括聽取他們的觀

點，並在我們與政府合作確定關鍵研究重點時維護文化安全。主要重點將是收集和監控數據，以

消除公共服務中存在的種族不平等差距。」 

了解有關委員會工作的更多詳情，請參閱：https://news.gov.bc.ca/27486   
 
 

https://engage.gov.bc.ca/antiracism/reports/
https://news.gov.bc.ca/27486


委員會成員 

 

June Francis (主席), Co-Laboratorio (CoLab Advantage Ltd.) 聯合創辦人及西門菲沙大學校長反種族

主義特別顧問 

Francis 是提倡種族化群體公平、多元及共融的倡導者。她是 Hogan’s Alley Society 主席，該會的使

命是透過提供住房、建築空間和規劃，來促進非洲人後裔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福祉。她亦

是西大僑民研究與參與研究所 (Institute for Diaspora Research and Engagement) 總監，該研究所的

宗旨是加強與多元化和僑民社區相關的學術研究、政策和實踐之間的聯繫，以及探討它們在建立

創新、可持續和促進共融的措施的作用。身為一名企業家，Francis 透過 CoLab 與廣泛的客戶合

作，審視並解決原住民、黑人及其他種族群體的職場文化、供應鏈、政策、計劃，合作夥伴關係

與服務設計的結構性障礙。 

 

Shirley Chau, 卑詩大學奧肯那根分校社會工作學院副教授 

Chau 是卑詩大學校長反種族主義與共融卓越工作小組的聯合主席，也是加拿大社會工作教育協會

種族、民族及文化問題核心小組的前主席及聯合主席。她在基隆拿的反種族主義與仇恨組織委員

會任職，重點監測及解決與基於原住民、性別、年齡、種族語言、種族、宗教和殘疾的種族主義

和交叉歧視相關的問題。 

 

Donald Corrigal, 卑詩省梅蒂民族 (Métis Nation BC) 族文化健康經理 

在卑詩省梅蒂民族，Corrigal 負責就各種問題與醫療保健行業聯絡，包括推動執行一些相關報告的

建議，包括 “In Plain Sight”報告、《失蹤與被謀殺原住民婦女及女孩》報告，以及《真相與和解行

動呼籲》報告。自 1976 年以來，他一直從事環境公共衛生工作，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與卑詩

省內陸地區的多個委員會合作應對當地診所的使用問題，歧視及種族主義事件。 

 

Marion Erickson, 健康藝術研究中心 (Health Arts Research Centre) 研究經理 

Erickson 是來自 Nak'azdli 社區的 Dakelh 女性，是 Lhts'umusyoo (海狸) 氏族成員。Erickson 是湯遜

河大學 (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 的教育碩士候選人，並在北卑詩大學獲得公共管理及社區發展



文學學士學位。他現職於卑詩省衛生監管機構原住民學生諮詢小組，並曾在 Nak'azdli Band 的信任

發展委員會及喬治王子市學生需求委員會任職。 

 

Daljit Gill-Badesha, 卑詩理工學院講師﹑西門菲沙大學客席講師 

Gill-Badesha 在非牟利及公共部門擁有超過 25 年的高級領導經驗，為多個範疇的執行管理﹑研究

及知識運用及政策發展提供專業意見。這些範疇包括兒童和青少年、長者、移民及難民安頓﹑可

及度與包容性等。她為長期社區規劃制定了屢獲殊榮的大規模措施及發展策略，並領導了政策的

改變，以使地方政府內部更容易獲得數據收集和報告，並增加對與種族主義和仇恨相關的數據的

問責措施。 

 

Jessica Guss, 卑詩省病患者安全與質素委員會原住民衛生策略發展領袖  

Guss 擁有 20 多年工商管理及管理經驗，當中包括 7 年的原住民健康與保健經驗。她有混合血

統，包括 Haida﹑Xaxli'p、Xwisten 及 Squamish 民族以及歐洲混合血統。她的工作經驗增強了她在

政策、標準、流程開發及分析方面的能力，以推展與反種族主義策略與目標一致的領域。 

 

Ellen Kim, 公平與共融顧問 

Kim 來自韓國，曾與政府、企業及非牟利組織合作，專注於反種族主義。她共同領導了一個由亞

洲女性組成的基層組織，負責收集、分析、追蹤及分享來自社區的反亞裔主義及其影響的數據。

在此之前，Kim 曾花十年的時間，從事社區發展及前線社會服務，幫助全球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社

區。 

 

Zareen Naqvi 西門菲沙大學機構研究與規劃部總監 

Naqvi 於波士頓大學完成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在世界銀行擔任學術與國際發展專員。她領導西大

的公平、多元與共融數據工作組，亦是數據管治委員會及其他相關項目的共同主席。她熱衷於改

善取得數據的容易度，以確保弱勢群體在公共服務和專上教育中得到充分代表。 

 

 



Smith Oduro-Marfo, “Black in B.C” 報告主要作者及研究員 

Oduro-Marfo 擁有維多利亞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學位。自 2016 年以來，他的學術研究範疇一直都是

隱私、數據保護、監視和識別系統問題。他是 “Black in B.C” 的主要作者及研究員。該報告獲卑詩

省府資助，於 2022 年 2 月發表。他一直是卑詩省終結暴力協會的反種族主義與仇恨應對計劃諮

詢委員會的成員，並且是大維多利亞警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的成員。 

 

Jacqueline Quinless, Quintessential Research Group 行政總裁 

身為社會學家、BIPOC 研究員及愛爾蘭/英國及印裔混血兒，Quinless 將基於性別的分析框架，應

用於其 20 多年的原住民社區廣泛工作。在 2013 年，因為她以社區為基礎的研究促進了加拿大原

住民的福利，獲得加拿大社會學協會及 Angus Reid Foundation 的肯定。她亦曾透過研究的方式，

包括概述數據指標及測量工具，為原住民社區工作。 

 

Sukhi Sandhu，Wake Up Surrey 聯合創辦人；Tufts University 多元﹑公平與共融學科碩士生 

Sandhu 是社區活躍人士，也是Wake Up Surrey 的創始成員，這是一個基層社區組織，成立於

2018 年，旨在應對日益增加的幫派暴力及涉及南亞青年﹑具針對性的槍擊事件。他透過參與各級

政府、警察當局、社區利益相關者、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專家及受害者家屬的 150 多次會議，

率先開展了該組織的外展活動。Sandhu 並具有多年的全球體育管理經驗。 

  

下一步行動 
系統性種族主義在政府計劃及服務中普遍存在，我們承諾立即開展應對行動。在接下來的幾個月

中，我們將完成以下各項任務： 

2022 年 5 月 2 日，我們推出了與原住民和種族化社區共同制定的《反種族主義數據法》。該法案

於 2022 年 6 月 2 日成為法律。 

• 該法回應了兩大總體目標： 

o 以能夠與原住民和種族化社區建立信任的方式開展數據收集 

o 建立可信的個人資料收集、使用及披露方法，以處理系統性種族主義問題。 



其次，這項立法將使人口統計數據能夠以安全且一致的方式收集、使用及披露，這將有助發現系

統性種族主義的藏身之地，並創建一個更加包容、平等的卑詩省。我們將繼續與社區合作，為這

項新立法制定強效且文化安全的實施方案。 

• 這項立法是透過收集與使用數據來應對種族主義的第一步。一旦立法法案通過，我們將與

原住民和種族化社區一起制定全面方案，並確保他們將全程參與其中。 

• 該方案將擴展現有政策和計劃，並制定指導原則、培訓、工具及活動，以有益且適當的方

式收集和使用數據。 

• 卑詩省府還將與原住民合作，根據《原住民權利宣言法》支援原住民數據管理框架及其數

據優先事項。  

我們需要明確將如何使用這些數據，如何保證數據的安全，如何保護省民的私隱，以及何人在何

種情況下可以取用這些數據。所有這一切都將與原住民、黑人和有色族裔 (IBPOC) 社區合作決定。 

省民、社區以及卑詩省人權專員辦公室、資訊及私隱專員辦公室的持續投入和參與將協助我們發

現並防止對個人或社區造成意外傷害。 

該法案的一項關鍵承諾是設立新的省級反種族主義數據委員會。該委員會將召集社區成員，與政

府合作制定研究重點，並確定如何收集和使用數據，以識別並消除公共部門的系統性種族主義，

從而改善為所有卑詩省民提供的計劃與服務。該委員會的成員已於 2022 年 9 月公布。 

隨著這項立法不斷推進，我們仍會在每個階段繼續與原住民和種族化社區進行諮詢、保持交流。

我們力求謹慎地開展這項工作，以免深化偏見與歧視，同時最大限度地發揮數據的力量，來推動

亟需的系統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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