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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主席的話  - 讓有殘疾的學童融入主流教育讓有殘疾的學童融入主流教育

 

    讓有殘疾的學童讓有殘疾的學童

         融入主流教育融入主流教育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胡紅玉女士胡紅玉女士



教育提升個人潛能，讓人培養能力，全面參與社會。歷史一再印證教育能促進社會平等，帶動改革。教育能為個

人的生命帶來徹底的轉變。

融合教育的好處融合教育的好處

自1997年起，香港的教育制度出現非常重要的改變：有殘疾的兒童可以在普通小學就讀。可是，儘管當局積極推
廣融合教育，但不少有殘疾的學生仍舊在分隔的環境下學習。由於許多學校都基於資源或設施問題而不願意取

錄他們，這些有殘疾的兒童的選擇仍然有限。

經實踐證明，有殘疾的兒童與沒有殘疾的兒童一起學習，彼此都從對方身上獲益。朋輩的支持，能培養出積極

的態度，並建立互相學習的環境。除了富有教育價值外，一個融合的制度亦能達致社區共融。

去年，委員會發出了《殘疾歧視條例教育實務守則》，就如何向有殘疾的學生提供教育，為教育工作者提供實務

指引。

需要合理的遷就需要合理的遷就

在《守則》的諮詢過程中，學校面對的各種問題亦引起不少教育界人士的關注，包括校園通道不合規定、儀器及

輔助裝置有待供應、教師欠缺經驗及培訓、校方缺乏適當課程及評估制度等。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法

例規定，學校必須為每個有殘疾的學生提供合理的遷就或調適。要令推行融合教育的學校運作暢順，就必須有

充分的支援和足夠的資源。

有時，合理的調適是指要為有需要的學生特別編寫一套課程，和採用另一種教學法。評估方法可能也要配合學

生的個人需要。例如：若學生因大腦痲痺而書寫有困難，便需要給予他們額外的時間去完成筆試。

特殊學習障礙是一種殘疾特殊學習障礙是一種殘疾

估計現時約有一成兒童有「特殊學習障礙」。根據《殘疾歧視條例》，殘疾的定義明確包括因失調或喪失機能而導

致某人在學習上與其他人有所差異。按照法例，特殊學習障礙與腦部功能障礙有關，是一種「殘疾」是一種「殘疾」。這一點非

常重要，因為法例規定學校須提供合理的調適，這是有殘疾兒童應有的權利，而非可酌情處理的問題。更重要

的是，只要有正確的診斷和適當的學習法，有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生也能像其他沒有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生一樣，

有良好的學業表現，有些甚至較其他學生更出色。

這些問題仍然帶來許多爭論。例如，有一個看法，是把特殊學習障礙歸類為學習差異而非殘疾。雖然「學習差

異」這說法或能減少負面標籤，但我們認為認識「特殊學習障礙」是一種殘疾，是有其需要的，能讓家長和教育工

作者學會如何及早發現問題，並及時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

抗衡負面定型觀念抗衡負面定型觀念

負面心態瀰漫，往往損害到社會的融合。委員會今年較早時進行了一項調查，受訪的學生似乎只留意到有殘疾

人士所面對的束縛和局限。在提到與有殘疾人士的交往時，學生會對作出個人承擔表示猶疑，並對交往所產生

的後果顯得小心翼翼，甚至會感到恐懼，並認為情況難以預測。所有受訪者都表示，他們對有殘疾人士的印象

大多來自傳媒。受訪學生備受社會對有殘疾人士的主流負面思想影響，都認為有殘疾人士在特殊學校學習，會

比在推行融合教育的學校學習更感自在及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調查亦顯示只有約三分一的學生曾與有殘疾人

士接觸，他們對與有殘疾人士交往抱有較為接納的態度。但學生大多認為，把有殘疾人士與主流社會分開是正

常的。這樣的態度會窒礙有殘疾人士與社會的接觸、削弱他們全面融入社會的機會。

平等教育機會是每個人的權利，也是一項人力資本的投資。教育必須能配合不同學生的需要、學習方式和學習

速度。關鍵是，讓人人（不論有殘疾或沒有殘疾）都能接受有效的教育。香港需要建設一個人人共享、全無障礙

的社會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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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專題: 無定型新人類無定型新人類

「無定型新人類」計劃消除定型觀念「無定型新人類」計劃消除定型觀念

委員會於委員會於2002年年10月至月至11月期間舉辦首個青少年師友計劃，月期間舉辦首個青少年師友計劃，

名為「無定型新人類」。舉辦這活動的目的是要消除青少年的名為「無定型新人類」。舉辦這活動的目的是要消除青少年的

定型觀念，讓他們在擇業取向方面有更多選擇。定型觀念，讓他們在擇業取向方面有更多選擇。

委員會共邀請了11位來自不同行業、成就卓越的知名人士，擔任是次活動的嘉賓導師。我們從500多位申請者
中，挑選了90位中二及中三學生成為是次活動的新人類。他們分成小組，利用半天時間，造訪一位嘉賓導師的
工作間，以瞭解他/她的工作實況。每次的探訪活動中，嘉賓導師和新人類一同進行討論，交流意見。每位新人
類都認為是次活動令他們眼界大開 ─ 他們不但對理想職業有了更深入的瞭解，而且還從嘉賓導師身上學習到
消除定型觀念的種種方法。

嘉賓導師名單嘉賓導師名單  電影導演 張婉婷女士張婉婷女士

立法會議員 余若薇女士余若薇女士

立法會主席 范徐麗泰女士范徐麗泰女士

香港大學物理系教授 馮漢源教授馮漢源教授

立法會議員 劉慧卿女士劉慧卿女士

瑪麗醫院急症部部門運作經理(護士長) 羅偉強先生羅偉強先生

藝人 羅慧娟女士羅慧娟女士

資深公共事務顧問 盧子健博士盧子健博士

歌唱家及澳門國際音樂節藝術總監 莫華倫先生莫華倫先生

城市當代舞蹈團藝術總監 曹誠淵先生曹誠淵先生

香港小交響樂團音樂總監 葉詠詩女士葉詠詩女士

 

 

什麼是定型觀念什麼是定型觀念?

定型是指假設不同人士在社會上扮演的某些既定角色。定型觀念會令人基於某些因素，如性別、殘疾和家庭崗

位，



而規範個人的行為、發展及社會上扮演的角色。這些假設會局限年青人對工作及人生路途上的選擇，令他們無

法盡

展潛能、實現理想。定型觀念導致歧視，故此，我們必須認清定型觀念對個人、經濟及社會所引致的損失。

 

參加者心聲參加者心聲

“馮漢源教授已成為我成長道路上的偶像 ......事實也告訴世上所有
的人，不應歧視傷殘人士。”
我從未想過一個失明人也可以做這麼多事情，他不僅自己完成博

士學位，而且還在香港一流的高等學府任教。當我們看他用電腦

的時候都不禁做出了一個驚訝的表情。原來透過一些輔助工具，

失明人也可使用電腦。更驚奇的是上

課的時候可以像其他老師一樣在黑板上寫筆記、派筆記、講解，與

平常人沒有甚麼分別，若不說我們都不知道他身有缺陷。馮漢源

教授已成為我成長道路上的奮鬥目標和偶像，同時事實也告訴世

上所有的人，不應歧視傷殘人士，應該和正常人一樣給他們平等

的工作和學習機會，這才是真正香港社會文明的表現。

“莫先生憑著永不言敗的精神，終能突破自我......我相信只要努力，終能突破框框，開創自己的道路。"
莫華倫先生能夠成為世界著名男高音，他下了很大的苦功，首先要為自己定下一個清晰的目標，然後向著標杆

直跑，這個過程十分艱辛，和付出很多的努力，更要承受某些白種人對黃種人歧視目光。莫先生憑著永不言敗

的精神，終能突破自我，取得卓越的成就。以前，我認為突破自我，是永遠不能實現的東西，現在，我相信是可

以的，只要努力，為自己理想奮鬥，終能突破框框，開創自己的道路 。

“歧視不知不覺地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中，令我們不能一視同仁。”
在未參加是次探訪活動前，我不了解什麼是「角色定型」，也沒有

慎重選擇導師，只是覺得羅慧娟是一位藝人，她較出名而已。但

經過這次活動後，才知自己是一個幸運兒，因為從她身上學會了

很多書籍上也學不到的道理。其中最深刻的是她講述自己發生意

外引致失聰後，不但沒有埋怨，相反抱積極面對的心情，正如她

說：「縱使埋怨，也改變不了事實，倒不如珍惜現在所有的，懂得

感謝和祝福！」

這次活動後令我明白到「角色定型」也分為性別和殘疾定型等。歧

視不知不覺地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中，令我們不能一視同仁。希望

在未來的日子，我們能同心消除「角色定型」，實行「有型無型、自己決定」。

“在舞蹈的世界中......這正如我們的人生—不應有限制，亦不應被「角色定型」所規範。
”
曹誠淵是一個十分健談的人，每當我們提出問題時，他會盡心解說，時而嚴肅，時而

又以其幽默感道出有趣的往事。一舉一動，似乎也充滿了力量，我想大概是因為熱愛

舞蹈的緣故吧。當年，縱使外界有不少反對他創立舞蹈團的聲音，他仍是堅持自己的

信念。

這次的訪問，令我明白到我們不能以先入為主的態度看待別人。在舞蹈的世界中，沒

有任何框框存在，編舞者是一個啟蒙的角色，不同的舞蹈員可以有自己的感受，重要

的是怎樣利用動作，演繹自己的情感。這正如我們的人生—不應有限制，亦不應被
「角色定型」所規範。只要我們勇於作出突破，尋求屬於自己的路，潛能定會盡發揮！ 

如欲參看更多的活動照片及學生心聲，請瀏覽

http://www.eo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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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癌敵不過團結的家血癌敵不過團結的家

血癌敵不過團結的家血癌敵不過團結的家

長期病患者在復康的路途上，需要自強不息，勇敢面對各樣治療。家人的照顧、朋友的支持及

師長的鼓勵是他們康復的原動力。現年14歲的Sonic便是一個好例子，他是生命小戰士*成員，
他曾患上血癌，癒後又再復發。最近，他一家出席了平等機會博覽2002開幕禮，並與各人分享
了全家人齊心合力面對病魔的經過。

通訊通訊: 你們如何發現Sonic患上血癌？

馮太馮太: 1993年的一個晚上，放工回家後，發覺當時只有5歲的Sonic鎖骨突然隆起，像雞蛋那麼大，全身關節異常
疼痛，我們馬上帶他往急症室，經過一個月的詳細檢查後，醫生證實Sonic患上血癌。

通訊通訊: Sonic患上血癌之後，癌病對你的生活、學業有何影響？

Sonic: 患上血癌後，我需要接受一連串的治療，包括吃藥和化療，令到頭髮開始脫落、身體發脹。當老師知道我
患病後，鼓勵我繼續學業，並在教學上為我作出了若干的安排，例如，早起若覺得不舒服，可以稍遲回校上課；同

學們在禮堂參加早會時，他們必須站立，而我則可以坐，又或者是直接返回課室。此外老師還推舉我參加校際朗

誦節，他們不會擔心我身體狀況而影響學校在這個比賽的成績，結果我亦不負眾望，獲獎而回。得到學校、老師

和同學的接納，我心存感激。

通訊通訊: 在Sonic患病期間，家人如何支持他？

馮生馮生: 我們可說是全家總動員支持Sonic，太太辭去工作，專責照顧Sonic，而我是家庭的經
濟支柱，只可一邊照顧Sonic，一邊工作。那時候，我們的女兒Lilian只有1歲，祖父及祖母則
負責照顧孫女，讓我們兩夫婦集中精神照顧Sonic。

通訊通訊: 馮太，當你知道Sonic患上血癌的時候，你還要工作，你僱主的態度如何？

馮太馮太: 上司知道我兒子患上重病後，立刻叫我往醫院照顧兒子，最後由於Sonic病重，我決
定辭職，當時僱主免我三個月的離職通知期和代通知金，亦容許我透過電話安排交接工

作，他真是一個開明的僱主。

通訊通訊: 哥哥患病期間，你有否支持哥哥對抗疾病嗎？

Lilian: 哥哥患病時，我只有幾歲，不太懂事，只知要盡力幫助虛弱的哥哥，例如他嘔吐時，我給他遞上面盆，還
輕拍他的背脊，讓他覺得舒服一點；他想看電視，我就為他開電視機。我明白哥哥很辛苦，好想令他輕鬆一點。

通訊通訊: 現時，香港的長期病患者約90萬人，你們會如何勉勵他們，勇敢面對困難？

馮生馮生: 長期病患者少不免為身邊的朋友及家人帶來一些負擔，不過我希望朋友及家人對長期
病患者能夠有相當的認識及接受，與他們一起抱著積極的態度，面對逆境，克服困難，戰勝

病魔。

馮太馮太: 幸福不是必然。人的一生一定有起有跌，只不過是各人的順境和逆境出現的時間不
同。我希望長期病患者身邊的家人及朋友能以開明態度支持他們。

Sonic: 面對逆境的時候，不要逃避，也不要自暴自棄，既然事情已經發生，我們只好積極面
對！

 

*生命小戰士會於生命小戰士會於2002年初成立，成員主要由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的醫護人年初成立，成員主要由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的醫護人

員、病人及病童家長組成，其宗旨為促進社會大眾關注及認識兒童癌症。員、病人及病童家長組成，其宗旨為促進社會大眾關注及認識兒童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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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歧視個案性別歧視個案  - 男士免問！男士免問！

性別歧視個案性別歧視個案  

男士免問！男士免問！

投訴投訴內內容容

阿美告訴朋友阿萍，她之前工作的健康產品公司，現招請十六歲以上的人士派發

宣傳單張。剛巧阿萍的十六歲弟弟阿衛和他十七歲的朋友阿莊正在找暑期工，所

以，這兩位朋友立刻與阿萍一同到該公司面試。

到達公司的辦公室之後，阿萍向職員詢問是否請

人派發傳單。職員報以微笑並回答說：「是呀！你

有興趣？」阿萍立即指指身後的阿衛和阿莊，表

示是他們有興趣申請這份工作。可是，那職員的

態度卻頓時一百八十度轉變，毫不客氣地說：「我

們不請男員工。」

三人只好失望地離開辦公室，他們都不明白為甚麼男人不可以派傳單。之後，

當他們從阿美的口中得知，這間公司之前曾聘請男職員派傳單時，便更為憤

怒。

委員會的行動委員會的行動

阿萍代表弟弟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提出投訴。她指這間健康產品公司基於性別

而歧視她的弟弟，拒絕聘用他。委員會遂接觸該公司和他們解釋有關的指稱。

在進行調查之前，雙方都同意以提早調解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僱主同意向阿衛發出道歉信，並作小額的金錢賠

償。該公司亦答應會對有關的職員作出紀律處分，和檢討公司現時的招聘政策，公平地甄選新職員。

法理依據法理依據

《性別歧視條例》同時適用於男性和女性。僱主如歧視男性，而不予聘用，即屬違法。僱主在作出聘請新職員的

決定時，應以一套劃一的甄選準則作為基礎，而負責處理求職申請和進行面試的職員亦應接受培訓，以避免作

出歧視行為。只有當性別是真正的職業資格時，僱主在招聘過程中作出性別歧視才不屬違法。上述的個案中，

由於派發傳單的工作並不需要由某特定的性別來擔任，所以不能以性別是真正的職業資格來作為抗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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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歧視個案殘疾歧視個案  - 不要在這裡用膳！不要在這裡用膳！

殘疾歧視個案殘疾歧視個案  

不要在這裡用膳！不要在這裡用膳！  

投訴投訴內內容容

12歲的建仔有智障和自閉症。

一晚，建仔的母親帶他到一間中式酒樓與朋友吃飯。建仔一到達酒樓便非常興奮，

大叫了數聲。他們的家務助理立即安撫建仔，而建仔的母親亦叫他靜下來。

晚飯接近尾聲時，酒樓的經理前來對他們說，建仔對其他客人造成滋擾。建仔母親

為她兒子的行為向經理作出解釋，並提議親自向投訴的客人解釋和道歉，但經理一

口拒絕，並表示不會讓她騷擾客人。他一面搖著手指，一面表示他們的酒樓不歡迎

建仔。建仔母親既憤怒又失望，於是決定向平等機會委員會作出投訴。

委員會的行動委員會的行動

委員會在收到投訴後聯絡了該酒樓的管理層，並且作出調查。該酒

樓集團的高級經理和有關酒樓的經理均否認有歧視智障人士的政

策。但酒樓經理承認，由於他欠缺技巧而觸怒了投訴人，雙方達成

提早和解協議。投訴人的意願並不是要尋求個人的賠償，而是要求

該酒樓向某促進有殘疾兒童福利的志願機構，捐出一筆款項，並且

派員參與賣旗籌款，這些條件均獲得酒樓同意。

法理依據法理依據  

平等機會法例的保障範圍除包括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外，更廣及其他公眾生活的範疇。服務的提供適用於

零售業、酒店、賓館、餐廳和酒吧等。根據《殘疾歧視條例》，酒樓經理若基於某客人是有殘疾人士而拒絕向他/
她提供服務，即屬違法，除非該酒樓能證明，若對該客人提供服務，會對其造成不合情理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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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網絡國際網絡  

 

 

 

 

齊齊享用電訊服務齊齊享用電訊服務

英國電訊公司推出了一項電話服務，讓有聽覺障礙和有語言障礙的人士都可以打電話，用者透過備有鍵盤和

螢幕的電話機打電話，只要把對話內容鍵入，操作員便會即時將內容讀出。而接聽電話的一方以說話回應時，

操作員亦會即時把內容以文字方式輸入，令有聽覺障礙的人士因此可以在螢幕上閱讀對話內容。BT
TextDirect令英國750萬名有聽覺障礙或有語言障礙的人士受惠。

詳細資料:
http://www.royaldeaf.org.uk/ btpay.htm

 

 

 

 

有聽障人士的佳音有聽障人士的佳音

為使有聽障人士獲取更多資訊，本港兩間免費電視台將於黃金時段的節目內加插字幕。由2003年12月起，無
視電視翡翠台及亞洲電視本港台兩個廣東話頻道，將為新聞、天氣、時事、緊急公告及所有黃金時段內播放的

節目提供字幕。而兩電視台的英語頻道，亦會於2004年12月起，為新聞及時事節目加上英文字幕。 

在電視節目內加插字幕，對學習中文或英文的人而言，其實也是一種非常奏效的教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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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定型觀念放下定型觀念

美國的全國婦女組織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發起了一個名為 「小心看，細心聽！」“Watch Out, Listen
Up!”的運動，以鼓勵電視節目用正面及多樣化的形象描繪婦女、少女、有色人種和缺乏代表的社群。全國婦女
組織就六間電視廣播公司的娛樂節目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正規受聘的男女演員之間存在不平等。此外，節目

中大部份觀點是從男性角度出發，而節目亦欠缺社會責任。調查所得出的結論是：電視行業依然是以男性為

主導，女性基本上只是「花瓶」。 為糾正這種不良現象，全國婦女組織鼓勵公眾向傳媒表達意見，務使電視廣
播公司更為負責，並促請這些公司停止把婦女、少女、有色人種和缺乏代表的社群的形象扭曲和定型。

詳細資料:
http://www.now.org/press/ 10-02/ 10-28.html

http://www.royaldeaf.org.uk/btpay.htm
http://www.disabilitynow.org.uk/
http://www.now.org/press/10-02/10-28.html


 

 

 

 

 

阿根廷新推點字轉換軟件阿根廷新推點字轉換軟件

阿根廷四名學生參與一項教學計劃時，發展出一套新軟件，讓用者可以輸入不同語言的文字、然後將文字列

印及轉換成點字版本。這套軟件不但能夠識別出西班牙文、法文和英文，更可以翻譯網頁內容。這項計劃的目

的是讓學生在學習創作軟件的同時，亦能發展可供使用的社會服務。這四名學生更打算為軟件加入語音辨識

功能。雖然這套軟件並不是一項全新的發明，類似的軟件在荷蘭亦有出售，但價錢卻昂貴得多。

詳細資料:
http://www.disabilityworld.org/ 09-10_02/ access/ softwar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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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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歧視」平等機會博覽「放下歧視」平等機會博覽2002揭幕揭幕

本年度平等機會博覽的主題為「放下歧視」，我們希望藉此提高市民對患有長期

病、愛滋病及精神病人士的接納。博覽是委員會於11月及12月舉行的周年大型項
目，今年有超過20個團體參與籌辦各類型活動，包括工作坊、展覽、綜合表演、嘉
年華會及遊戲比賽等，共同推廣平等機會。

 

 

主禮嘉賓(右至左)：平等
機會委員會主席胡紅玉

女士、大埔民政事務專員

呂建勳先生、大埔區議會

主席張學明先生、立法會

議員黃宏發先生及鄭家

富先生、香港愛滋病服務

機構聯盟副主席程翠雲

女士、香港復康會社區復

康網絡總服務主任伍杏

修先生。

 

黃宏發議員(中)和其他講者一同分享
消除歧視的好辦法。

鄭家富議員(左)專心聆聽五歲時已患上血
癌的馮同學(中坐者)講述抗癌經過。

 

齊來大合照！博覽嘉賓

包括主禮嘉賓、長期病患

者與他們的家屬、表演嘉

賓、社會工作者、健康專

家及義工。

免費訂閱委員會《通訊》Tel: 2511 8211  Fax: 2877 7600    http://www.eo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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