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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歧視不再歧視

放下偏見放下偏見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女士



平等機會委員會一向致力打擊歧視和消除負面標籤，我們明白到要做的尚有很多，因為不少人仍然排斥與自己

不同的人。

根據政府統計署在2000年所作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顯示，全港共有269,500名有殘疾的人士1，及882,700名長期
病患者2，他們共佔香港人口的17%。

這意味著，在我們的家人和朋友當中，很可能有些是被認為與普通人不同的。這人可能是坐輪椅的爺爺、身為

單親母親的姊姊，或是曾患有精神病的朋友。他們面對種種困難，不少人無法找到工作，僱主在招聘員工時往

往把他們視為最後的選擇，在解僱員工時，卻以他們為首選。

享用保險服務享用保險服務

很多人因為先天、意外、受傷或年齡漸長，而無可選擇地變為有殘疾或患上長期病。除了在僱傭範疇之外，有殘

疾或患長期病的人亦在其他方面，例如在獲取保險服務方面，遇到不少困難。委員會曾接獲有殘疾或患長期病

的人士投訴，表示受到保險公司的歧視，因為保險公司拒絕為他們承保，或是基於他們的殘疾而把他們的保費

調高，或是訂明承保範圍不包括他們原先已存在的身體狀況。

委員會現正就較早時候所進行的一項「與反歧視法例有關的保險問題」3研究，擬備一份討論文件，以收集業界
及其他相關人士，對如何訂立及推行良好的保險業常規的意見。

《殘疾歧視條例》賦予有殘疾的人士免受歧視和騷擾的法律權利。保險公司不應拒絕向他們提供保險，或是給予

他們較差的待遇，除非這些公司能按法例提供理據。

委員會接納保險公司有權不承保某些情況，以確保公司能繼續經營，但本港保險業對精神病或愛滋病毒/愛滋病
風險往往完全不承保，這做法可能是不合理的，除非保險公司已考慮過個別情況。保險公司在考慮所有因素

後，應可透過減低承保額或提高保費等做法，提供保險服務。委員會呼籲業界考慮有殘疾人士的需要，所基於

的不僅是他們的權利，還有是市場佔有率的原因，因為他們亦是顧客。

對抗負面標籤對抗負面標籤

為了培養一種尊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和個人權利的文化，我們需要挑戰定型觀念、負面標籤和傳統思想，因為

歧視往往源於無知和錯誤的假設。委員會最近發表有關學生和課本的調查顯示，學生視有殘疾的人為不正常、

容易發生意外和只適合做重覆的工作。這結果非常令人擔憂，因為實情並非如此。試想像假如坐輪椅的羅斯福

和霍金、有聽覺障礙的貝多芬，和有讀寫障礙的史提芬．史匹堡沒有機會一展所長，這世界將蒙受何等重大的

損失。

我們的調查進一步顯示，學生認為有精神病的人是不正常和有暴力傾向的，而這個印象主要是來自傳媒。但研

究已證實，只有小部份有嚴重及頑固精神病的人士有暴力傾向。若能得到適當的治療和照顧，有精神病的人士

同樣可以過正常生活。精神病患者之所以諱疾忌醫，往往與恐懼負面標籤有關。

接納有精神病的人士接納有精神病的人士

政府統計署發現，在2000年，香港約有50,000名精神病患者。但事實上，市民患精神病的比率可能比這數字高出
甚多，最近一項調查4發現，超過五分一到診所求診的病人其實是患有精神病，但他們往往只察覺到其身體上的
病癥而向醫生求助，而並未了解到，這些身體上的病癥可能是由心理因素所造成。

委員會與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合作的一項研究，揭示精神科服務使用者在工作場所、與家庭和朋友的關係

方面的經歷，以及在醫療及社會服務方面所遇到的困難。我們希望在短期內公佈這些研究結果，並提出建議，

以加強社會人士對精神病患者的了解和接納。

我們希望市民就精神病進行廣泛的討論，能有助了解及預防精神病，並且能鼓勵患者接受治療。置身於一個病

患者擔心受到歧視和負面標籤的環境，將會延誤求醫。

1 這269,500人全部均有一種或以上下列殘疾：身體活動能力受局限、視力困難、聽覺困難、語言困難、精神病和
自閉症。

2 三種最經常被提到、需要長期治療和患病期超過6個月的疾病是高血壓(41.6%)、糖尿病
(18.8%)和心臟病(13.6%)
3 香港的三條反歧視條例是《殘疾歧視條例》、《性別歧視條例》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4 這項調查結果由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與社區及家庭醫學系於1999年發表，詳情請瀏
覽http://www.cuhk.edu.hk/ipro/9902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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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專題: 專訪平等機會大使專訪平等機會大使  - 許志安許志安

許志安許志安(平等機會大使平等機會大使)：放低歧視與偏見：放低歧視與偏見   世界融洽相連世界融洽相連

在亞洲，無人不識許志安。他既是本年度最受歡迎男歌手，又是

演技出眾的演員，經常亮相電台電視節目，可說是香港其中一位

最具影響力的藝人。他的外形、個性，特別是歌聲，瘋魔了全亞洲

的青少年。平等機會委員會十分榮幸，邀得許志安擔任平等機會

大使，並以其得天獨厚的歌聲主唱平等機會主題曲「沒有歧視的

世界」。

在委員會《通訊》的獨家訪問中，許志安分享了他對平等機會在香

港的看法，也透露了支持本會的原因、推動平等的大計和對歧視

的感受。

 

為什麼你會答應擔任平等機會大使呢為什麼你會答應擔任平等機會大使呢?

作為歌手，我的工作比較個人化，時間主要花在灌錄唱片和宣傳自己，所以我希望可以多做點事來貢獻社會，例

如跟平等機會委員會這種非牟利的機構合作。我相信每位歌手都應該多作貢獻，特別是透過推動和支持社區活

動，幫助改善社會狀況。

我認為平等機會的概念十分有意義。我希望可以提高大家對個人權利和平等機會委員會的認識，讓大家可以善

用這項資源，發展自己的潛能。

你認為什麼是「平等機會」呢你認為什麼是「平等機會」呢?

平等機會是一個成功社會的先決條件。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公平的環境，給

予市民平等獲享教育、就業、服務、設施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讓每個人

都可以發揮所長。有更多既獨立又能幹的人，香港自然會更加繁榮和成為

真正的國際都會。

你有沒有親睹歧視的發生，又或是試過被人歧視呢你有沒有親睹歧視的發生，又或是試過被人歧視呢? 你又有甚麼感覺你又有甚麼感覺?

我慶幸沒有親睹過明顯歧視的發生，也沒有遭到歧視。不過作為平等機會大使，我參演了十齣真實歧視個案改

編而成的廣播劇，從中知道許多有關歧視的實況。我想除非曾親身遭受歧視，否則便不會知道那種感覺有多可

怕。我為那些受害者感到難過，又為香港仍然存在不公平而感到有些慚愧。很高興平等機會委員會能夠關注歧

視問題，幫助受到委屈的人士。像香港這個充滿動感的國際都市，根本不應該有歧視發生，我們一定要支持平等

機會，維護香港的名聲。



平等機會對香港有什麼好處平等機會對香港有什麼好處?

首先，公平獲享教育可以讓香港的青少年發揮所長。其次，一份工作，如

果由最適合和最有才能的人來擔任，工作質素便得以提高。第三，如果

商業機構推行平等機會政策，會有助建立良好形象，是一種重要的公關

策略。

舉一個例子，假如有公司聘請了坐輪椅的電腦專家，有些人或會因此看

不起那間公司。不過很多人卻因為那間公司願意給予有殘疾人士一個就

業機會，而深表欣賞。事實上，那位坐輪椅的人士不能走動並不等於他

們就缺乏某種工作能力。

你如何避免自己歧視他人呢你如何避免自己歧視他人呢?

我認為只要將心比己，你就再不會歧視他人。我會看重優點和能力，以

避免歧視他人，例如，灌錄一隻唱片，我通常會錄百多二百首歌，然後從

中揀選我最喜歡的十首，不過，這樣做很容易就會選了那些我認識的人

或是由我朋友所編寫的歌曲。為避免這種情況發生，我事前不會看作曲

人或編曲人名單，而是直接揀選我認為最好聽的歌曲。

你最近為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唱歌曲，可不可以向我們作些介紹你最近為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唱歌曲，可不可以向我們作些介紹?

這首歌叫「沒有歧視的世界」，歌詞描寫一個不存在歧視的世界，和支持消除世界上的歧視。拍攝音樂錄像帶的

時候，我嘗試用手掩著其中一隻眼睛，表示偏見會妨礙人看世界。之後，我把手移開，這樣做是想告訴大家，當

你願意放下偏見，你就會看見一個既完整又漂亮的世界。我打從心底做出這個手勢，拍攝的時候，真的覺得自己

拋開了以往的固有成見，從新去擁抱一個公平而又美麗的世界。

作為年青人的偶像，你又有甚麼忠告給你的歌迷呢作為年青人的偶像，你又有甚麼忠告給你的歌迷呢?

我會強調不分種族、性別和殘疾去公平對待每一個人是十分重要的，人人都應該尊重他人，共同攜手合作，貢獻

社會。假如新的一代能夠懷著這種信念，並將這種信念推廣出去，我相信我的夢想 ─ 沒有歧視的世界，很快便會
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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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大聯盟平等機會大聯盟  2002

電視宣傳短片電視宣傳短片

平等機會委員會誠意為你送上, 

由許志安主演的最新電視宣傳短片

 平等機會檔案平等機會檔案

歡迎收聽歡迎收聽  - 
由平等機會委員會及新城由平等機會委員會及新城娛娛樂台製作樂台製作

"平等機會檔案平等機會檔案"

由許志安、伍詠薇及鄭啟泰領銜聲音演出，透過十集個案，向大眾介紹現行三條反歧視條例，包括《性別歧視條

例》、《殘疾歧視條例》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如何確保我們享有平等機會，免受歧視。

平等機會檔案平等機會檔案

http://www.eoc.org.hk/


1. 我有我價值（殘疾歧視－精神病康復者）

2. 伊人當自強（家庭崗位歧視－單親家庭）

3. 校園性騷擾（性別歧視－性騷擾）

4. 男織女耕（性別定型）

5. 男人借歪（廣告性別定型）

6. 佳人有喜（性別歧視－懷孕歧視）

7. 折翼天使（殘疾歧視－智障學童）

8. 視野無阻（殘疾歧視－視障人士）

9. 出路（殘疾歧視－無障礙通道）

10. 看不到的殘疾（殘疾歧視－學習障礙）

委員會主題曲委員會主題曲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題曲: 「沒有歧視的世界」

 

歌詞:

沒有歧視的世界 

曲:馮翰銘 詞:歐志深 主唱:許志安

當對待別人　你跟她　記得公正

當對待健殘　那偏見　應要放低

不要用歧視　隨便來虧待旁人

一切是融合　再不應區分

當聘用別人　那家中　某些崗位

怎會是問題　要打破　任何慣例

不要讓歧視　製做問題

讓你在對等中更尊貴

沒有歧視　世界更美　一起挽手　創造未來

平等中彼此給笑著對待

沒有歧視　這個世界　不分你我才可愛

如若你　懂得包容

身邊一切　同樣美

(重唱) 當對待別人　你跟她　記得公正
當對待健殘　那偏見　應要放低

不要用歧視　隨便來虧待旁人

一切是融合　再不應區分

當聘用別人　那家中　某些崗位

怎會是問題　要打破　任何慣例

不要讓歧視　製做問題

讓你在對等中更尊貴

沒有歧視　世界更美　一起挽手　創造未來

平等中彼此給笑著對待

沒有歧視　這個世界　不分你我才可愛

如若你　懂得包容

身邊一切　

長路裡 分享公平
天高海闊 同樣美

贏取許志安贏取許志安"放低歧視與偏見放低歧視與偏見"海報海報

http://www.eoc.org.hk/_File/radio/RDD_1.WMA
http://www.eoc.org.hk/_File/radio/RDD_2.WMA
http://www.eoc.org.hk/_File/radio/RDD_3.WMA
http://www.eoc.org.hk/_File/radio/RDD_4.WMA
http://www.eoc.org.hk/_File/radio/RDD_5.WMA
http://www.eoc.org.hk/_File/radio/RDD_6.WMA
http://www.eoc.org.hk/_File/radio/RDD_7.WMA
http://www.eoc.org.hk/_File/radio/RDD_8.WMA
http://www.eoc.org.hk/_File/radio/RDD_9.WMA
http://www.eoc.org.hk/_File/radio/RDD_10.W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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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歧視個案殘疾歧視個案  -使用自動櫃員機的使用自動櫃員機的  平等權利平等權利 ...

殘疾歧視個案殘疾歧視個案  

使用自動櫃員機的使用自動櫃員機的  平等權利平等權利 ... 

「很多不識字的人及長者都使用圖章，「很多不識字的人及長者都使用圖章，

難道他們也不能申請自動櫃員機咭嗎？」難道他們也不能申請自動櫃員機咭嗎？」

「他說我不能申請自動櫃員機咭，因為凡用圖章辦理戶口手續的人都不准申請。但

我知道其他銀行並沒有如此不合理的規定。此外，很多不識字的人及長者都使用

圖章，難道他們也不能申請自動櫃員機咭嗎？」

投訴投訴內內容容

阿德天生有輕微視障，後漸變成全失明。雖然有此殘疾，他仍努力過著正常的生

活。他任職電話接線生，與父母同住。由於失明，不能簽署文件，所以阿德用圖章

辦理銀行戶口手續。 

阿德知道使用自動櫃員機咭有許多好處和方便，便決

定申請。但當他到銀行索取申請表時，銀行職員卻告訴

他，為安全起見，凡用圖章辦理戶口手續的客戶都不准申請自動櫃員機咭，令阿德非

常失望。

銀行的政策顯示他們假設有殘疾的人士是沒有能力管理自己的財務。

但阿德知道自己絕對有能力做得到。他說：「我可以獨自乘搭

公共交通工具，自己上班，自己賺錢，因此我知道自己能夠好
好使用自動櫃員機咭。很多人對有殘疾的人士持有定型的看

法，以為我們無能力管理自己的事情。這是不公平的。每個人都應該被視為獨特的個體，

按照個人的情況而獲評估。」阿德於是向平等機會委員會作出投訴。

委員會的行動委員會的行動

收到投訴後，平等機會委員會即與有關銀行聯絡，並查詢該銀行的服務。答辯人解釋，拒
絕申請之事純屬誤會，只因初級職員沒有看過為有視障的人士提供服務的最新銀行指

引。為了澄清事件，該銀行建議進行提早調解，並在發出自動櫃員機咭予阿德前，向阿德

解釋了持有該咭的風險及責任。

法理依據法理依據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除非提供有關貨品、服務及設施會對提供者造

成不合情理的困難，否則，服務提供者拒絕向有殘疾的人士提供貨

品、服務及設施，即屬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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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歧視個案性別歧視個案  - 例行檢例行檢查查？？

性別歧視個案性別歧視個案  

例行例行檢檢查查？？

「他根本沒有檢查我的肺部、胸口或背部，就連脈搏和呼吸系統都沒有檢查。他只檢查我的乳房！…」

「他根本沒有檢查我的肺部、胸口或背部，就連脈搏和呼吸系統都沒有檢查。他只檢查我的乳房！原先我有點

頭痛和咳嗽，所以才看醫生。但離開診所時，我的頭卻痛得更厲害，因為我知道自己受到性騷擾了。」

投訴投訴內內容容

阿花身體不適去看醫生。護士帶領她進醫生房後離開，留下她和醫生兩人。最初，醫生為她做

例行檢查，叫她描述病徵，又為她檢查喉嚨，然後要為她檢查胸肺。鑑於以往的經驗，阿花知

道檢查程序，所以一口答應要求，解開部分上衣鈕扣。不過，醫生的舉動卻令她大為震驚。他

轉身面向阿花，愈挨愈近，將聽診器放在阿花的右胸，再重複用指尖觸摸她的右胸；其後醫生

又對阿花的左胸重施故技，令她既驚訝且尷尬，張開口卻說不出話來。她茫然坐著，心慌意亂。醫生放開手時
向阿花眨一眨眼說：「你很快會痊癒！」阿花快快扣上鈕扣，跌跌撞撞離開診所。

阿花感到受辱、震驚和不安，回到公司便跟同事商量怎麼辦。同事提議幾個方法 — 控告那
個醫生、向醫務委員會投訴、或聯絡平等機會委員會，以調解方式解決問題。阿花考慮後覺

得，調解的好處是相對上更快討回公道，而且又是免費的，所以決定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

訴。事實上，委員會的調解程序所牽涉的人數較少，因而較易保密，故此令阿花作出了她的

抉擇。

委員會的行動委員會的行動

委員會收到投訴後便接觸該名醫生和展開調查。醫生堅持沒有故意觸摸阿花的乳房，並指出

當時只不過是為阿花進行例行的胸肺檢查。他聲稱，使用聽診器無可避免會接觸到病人的肌

膚，不過，對於引致阿花誤會令她不安，他表示歉意，並希望有機會向阿花澄清他的意圖和舉動。

委員會安排了調解會議，會上雙方願意解決問題。該醫生除了作出書面道歉外，還向阿花作出金錢賠償，以彌

補她心靈上的傷害。此外，他更保證以後為病人檢查前，會先讓他們明白自己的意思。

法理依據法理依據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規定，任何人如在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的過程中，對他人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該醫

生不應該進行任何不受歡迎的涉及性的行為，而令他的病人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因為任何合理的人都應

預計到，有關行為會令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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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網絡國際網絡

國際網絡國際網絡  

 

 

 

 

阿富汗女童重返校園阿富汗女童重返校園

自從塔利班戰敗後，阿富汗的女孩子終於能返回校園，重新融入社會。阿富汗政府最近制定法律，准許女孩子

上學，更推出「重返校園計劃」，藉此鼓勵家長為子女（特別是女兒）報名入學。雖然百廢待興，而轉變似乎很緩

慢，然而，有關計劃已令整個阿富汗的學生人數顯著增加。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進行的評估，確定現時坎大哈

地區有143,000名男女生，比塔利班統治時的17,000名男生，人數有顯著增長。阿富汗全國現時有4,593所學
校，為170萬兒童提供教育。

詳細資料:
http://www.unicef.org/ noteworthy/ afghanistan/

 

有殘疾的人士參與英聯邦運動會有殘疾的人士參與英聯邦運動會

有史以來，有殘疾的運動員首次與沒有殘疾的選手同場平等競賽。在英國曼徹斯特舉

行的「2002年英聯邦運動會」，有殘疾的人士可參加各主場項目，使他們成為國家隊的
正式成員，他們所奪得的獎牌也會計算在獎牌榜內。為遷就輪椅使用者和視障人士，

大會對不少設施作出了改善，包括設置輪椅座位及方便出入的座位、為有殘疾人士預

留車位及提供個人護送員。此外，大會又招募了數百名有殘疾的人士當義工。主辦當局希望他們今次的成功，

能鼓勵未來的運動會主辦者效法，讓所有人平等競技。

詳細資料:
http://www.disabilitynow.org.uk/

 

http://www.unicef.org/noteworthy/afghanistan/
http://www.disabilitynow.org.uk/


 

 

 

2002年全球婦女高峰會議年全球婦女高峰會議

本年7月，來自世界各地78個不同國家及地區超過600名女商人、女企業家及政府代表，在西班牙巴塞羅拿聚
首一堂，參加了「全球婦女高峰會議」。參加者用了三天時間討論影響婦女發展的課題、商業策略、兼顧工作和

家庭生活的方法，以至電子商務等問題，目的是為婦女爭取平等的商業機會及進一步拓展她們的業務。「全球

婦女高峰會議」每年一度，今年已是第十二屆，為各地婦女造就一個建立專業關係網絡和跨國業務的機會。今

次會議的成果包括：為阿富汗婦女籌措得10,000美元用作小企業借貸，以便該國婦女能再次參與國家的經濟
活動；成立「科技專責小組」繼續交流最佳的營商經驗；並同意編纂《企業最佳管理守則》，以促進婦女的平等機

會。

詳細資料:
http://www.globewomen.com/ summit/ global_summit 02.html

 

 

 

 

 

  

為非洲婦女提供資訊科技為非洲婦女提供資訊科技

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為非洲婦女設立了一個網站，使她們有一處可以討論性別問題的討論區。「非洲之角婦

女知識網絡」(The Horn of Africa Region Women's Knowledge Network)讓婦女有機會討論國家大事和婦女問題、
互相聯繫、參與全球性討論，和表達她們對國家資訊科技政策的關注。此外，這個行動亦希望促進非洲的技術

發展、並增強人民的知識和讀寫能力。在世界銀行和非洲婦女資訊與通信科技協會的支持下，「非洲之角婦女

知識網絡」將為肯亞、烏干達、坦桑尼亞、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省、吉布提、蘇丹和索馬里的婦女提供互聯

網網絡及資源。

詳細資料:
http://www.acwict.or.ke/ Hawknet/ 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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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及一班「無定型新人類」攜手支持這個計劃。

主禮嘉賓一同「打破」定型框框！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女士頒贈紀念品予一隊

混合性別的醒獅隊。

（由左）嘉賓導師張婉婷女士、余若薇女士、劉慧卿女

士、羅慧娟女士及盧子健先生與一班「無定型新人類」

及公眾討論如何打破定型觀念。

無定型新人類無定型新人類

 

 

「無定型新人類」揭開序幕！「無定型新人類」揭開序幕！

數百名市民出席了由平等機會委員會主辦的「無定型新人類」在九月二十二日

於太古城中心舉行的開幕典禮。一同分享當日的盛況吧！

 

http://www.eoc.org.hk/CE/youth/careerchallenge/careerchallenge_b.htm


聖芳濟書院的同學們為大家表演插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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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融入社群平等機會融入社群

平等機會融入社群平等機會融入社群

 

透過「一切從接觸開始」傷健共融推廣計劃，

邱金元中學的學生第一次跟弱能青少年接

觸。 此活動由致力推動傷健共融概念的香港
傷健協會東九龍傷健中心主辦，平等機會委

員會資助。

 

突破青年村創路坊主辦的「火苗

行動」，學生正互相扶持爬上繩網

的最高處，此活動由平等機會委

員會資助。

  

 

「視障人士心目中的卓越事件選舉」嘉許典禮

大合照。 此活動由香港失明人協進會主辦，
平等機會委員會資助。

 

 

 

 

 

 

雅麗珊郡主紅十字會學校(宿舍
部)主辦了「平等新人類」社區大搜
查活動，期間參加者體驗了坐輪
椅人士乘搭火車時遇到的障礙。

此活動由平等機會委員會資助。

  



「共同學習、各展所長」教育研討會「共同學習、各展所長」教育研討會

超過400名參加者出席了平等機會委員會於6月22日舉辦的「共同學習、各展所
長」教育研討會。海外專家、學校校長、老師、家長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在研討

會上一起分享經驗，討論在香港推行融合教育的方向及策略，以配合有特殊

學習障礙學生的需要。兩位海外專家則就英國及中國推行融合教育的情況發

表專題演說。

1. 研討會的開幕嘉賓：（左起）前教育署署
長張建宗先生、英國殘疾事務專員Philippa
Russell博士、北京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特
殊教育室主任陳雲英博士及平等機會委

員會主席胡紅玉女士。

2. 曾冠琮（左）與林柏炘這兩位就
讀於融合教育學校的同學，在「共

同學習、各展所長」教育研討會上

與數百名參與者分享他們的經驗

及心得。

救世軍隆亨青少年中心與香港聾人協進會合辦了「我手代我口—平
等參與計劃」，在嘉年華中，各參加者的努力獲得了肯定。此活動由

平等機會委員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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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活動巡禮社區活動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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