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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肺炎的非典型肺炎的啟啟示示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胡紅玉女士胡紅玉女士

非典型肺炎(又稱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爆發為香港帶來莫大的困難和壓力，不少人擔心受到感染，或失
去工作。

歧視帶來痛苦歧視帶來痛苦

「非典」的威脅亦引發了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和歧視。

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會」)收到數以百計有關非典型肺炎的查詢和投訴，當中涉及多個範疇。一些被懷疑感染
的人士受到僱主和鄰居的負面標籤。恐慌的蔓延引發歧視；有人失去工作，亦有人被商戶拒諸門外，無法獲得服

務。

彈性政策的好處彈性政策的好處

雖然在非典危機中，僱傭範疇的歧視湧現，但我們發覺，還有部份僱主能夠在病假、特別有薪假及年假方面為

僱員提供彈性安排。亦有僱主容許患病的員工及與患者有聯繫的員工放有薪假，有些僱主則安排懷孕僱員透過

電腦在家工作。

非典型肺炎改變了香港，人們較以往更珍惜家庭，而一些僱主因為採取了方便僱員照顧家庭的政策，而贏得員

工的讚譽。這些政策不一定會為僱主帶來額外的開支，例如推行彈性工作時間、「兩人一職」計劃、在緊急情況

時讓僱員放假、在正常工作時間內讓僱員在家工作等，都是可以提高效率的措施。這些政策促進僱員的生產

力，提升公司形象，增強士氣，減低曠工率，及減少員工流失引致的開支，實在是有利於公司。

平等機會平等機會值值得推行得推行

平等機會委員會反對一切形式的歧視，不論歧視在何處發生。非典型肺炎的爆發突顯了本港反歧視法例的重要

性，亦反映出香港需要一套能對付一切歧視的完整法例。毫無疑問，歧視的限制最終會損害香港的利益。歧視

無地域之分，往往導致經濟損失。非典爆發期間，本港的商人、旅客和運動員到外地時均受到限制。委員會一直

與職權與我們相若的海外機構保持連繫，以了解他們可否協助在海外遇到困難的香港居民。

去年夏天，我們公布了一項有關商界遵守反歧視條例的研究結果，發現很多僱主均明白到，平等機會文化可以

締造一個和諧的工作環境、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僱員的穩定性及對公司的信心。很多僱主表示願意減低他們在

法例下的責任風險，有興趣獲取有關平等機會的培訓和資訊。有鑑於此，委員會製作了一個「中小型企業平等機

會資料套」，因為我們認識到中小企在這方面需要協助。該資料套能令中小企加深對反歧視措施的認識，讓他們

體會平等機會帶來的好處。

本港經濟因為非典型肺炎而嚴重受創，很多公司都在這場疫症中受到牽連。平等機會能增加社會的凝聚力，有

助解決糾紛，讓涉事的各方達成共識，尋求解決辦法，達致相互有利的結果。我們希望香港能夠自逆境中迅速

復原，而疫症的啟示亦幫助香港人了解到，一個提供平等機會的環境，會令香港更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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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炎抗炎  抗嫌抗嫌

抗炎抗炎  抗嫌抗嫌

自非典型肺炎（即嚴重急性呼吸系統自非典型肺炎（即嚴重急性呼吸系統  綜合症，簡稱「沙士」）於綜合症，簡稱「沙士」）於2003年年3月爆月爆
發以來，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會）收到超過發以來，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會）收到超過500宗有關的投訴及宗有關的投訴及查查詢，包括詢，包括

多個影響日常生活的範疇，如工作及服務提供。多個影響日常生活的範疇，如工作及服務提供。

相片來源：香港大學畢業生議

會通訊 二零零三年第一期

 

投訴個案投訴個案

被迫放無薪假被迫放無薪假

「老闆知道我曾返回大陸探望太太後，便強迫我放無薪假。他覺得我可

能會染病，但我確實沒有…」

不准戴口罩不准戴口罩

「老闆不准我戴口罩，說會影響公司形象。我覺得僱主沒有

給我們足夠的保障去抵抗疫病。」



沒有期限的等待沒有期限的等待

「在度假營完成隔離返家，我感到很高興。我希望立即回復正常 生活，
卻被僱主拒於千里。上司要求我暫時不要上班，但又沒有說明要等候多

久。」

拒拒絕絕送外賣送外賣

「在家做了整天清潔，令我餓得發慌。我如常地打電話到附近的快

餐店。但當他們知道我住在「沙士」重災區後，竟拒絕送外賣。雖然

我一再向他們保證，我住的大廈已經徹底清潔消毒，還是無濟於

事。」

失業失業

「一方面，市民對醫護人員的專業精神和救治「沙士」

患者的忘我行為表示敬意，但另一方面，又對我們敬

而遠之和加上負面標籤。我女朋友的老闆叫她不要

見我，因為我在公立醫院做護士。之後，更把她解

僱。我感到困惑不安，我女友也一樣。醫護人員懂得

如何減少受到感染的機會，請不要把我們當成帶菌

者。」 

 



抗炎抗炎  抗嫌抗嫌

委員會的角色委員會的角色

委員會收到這些投訴後，立即聯絡答辯人，向他們解

釋反歧視法例。委員會致力透過調解去解決投訴，重

點在於定出一套可行的、為雙方同意的解決方案。許

多個案都已成功解決，不過也有一些個案需要進一

步調查，然後才能進行調解。在非典型肺炎爆發之

初，委員會便成立了一支「快速應變」小組，處理有關

的問題及個案。

調解的結果調解的結果

個別人士若因其殘疾而受到歧視，可根據《殘疾歧視

條例》維護自己的權利。法例定出一套解決糾紛的機

制，當中的調解過程，讓發生糾紛的雙方藉著調節彼

此的利益，化解糾紛。

若調解失敗，但該個案能帶出一個原則問題，或該個案涉及公眾利益，委員會可

策略性地協助投訴人提出訴訟。過去，委員會一直成功發揮其策略性訴訟角色。

為未來作好準備為未來作好準備

非典型肺炎的爆發對香港的僱主和服務提供者帶來不少挑戰，而這些挑戰很多時

是源於僱主不知道應怎樣對待可能染上非典型肺炎或居於疫廈的僱員，或當員工

有親友可能染上非典型肺炎時，應如何對待他們。

遇到類似的情況，僱主或服務提供者應作出怎樣的反應？

委員會在快將推出的培訓課程內，加入有關這些問題的資料。委員會過往的培訓

工作坊非常受歡迎，我們將於2003年8月推出第三期工作坊系列，而其中一個全新
的課程是「平等機會與人力資源管理」，內容會講述關乎僱傭的問題，包括從管理

層的角度，探討如何對類似非典型肺炎的問題作出反應。如對委員會即將推出的

課程有興趣，請瀏覽 http://www.eoc.org.hk。

此外，在8月份推出的還有另一個以本港非政府組織為對象的培訓課程，由委員會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辦。
這個課程會提供一些關乎平等機會的重要資料，以及當社會受到非典型肺炎嚴重衝擊時，平等機會意念對社會

服務的提供有甚麼影響。

 

免費訂閱表格 (PDF)
主目錄

頁首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Newsletter/SubscriptionForm.pdf
https://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newsletter/list.aspx?parentitemid=3943&magazine=26
https://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newsletter/content.aspx?itemid=4054#mainColumnContents


性別歧視個案性別歧視個案  - 絕絕對不受歡迎對不受歡迎

性別歧視個案性別歧視個案  

絕絕對不受歡迎對不受歡迎

投訴投訴內內容容

曼怡在一間製造公司任職 秘書四年。較早前，她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上司王先生對她性騷擾。她說：「我受夠
了！我已一再表明他的行為不受歡迎，我甚至向管理層投訴他的猥褻行為。高級經理也警告過他，但情況依然

沒有改善。」

曼怡指稱，令她感到屈辱的事件在兩年前起發生：「他經常以威嚇的眼光盯著我，有一次甚至一面看著我的胸

部，一面用手勢向另一同事比畫我的身材，我給他弄得快發瘋了。」

「他用盡各種藉口來親近我、走過我身邊時就觸踫我、又撫摸我的手，甚至觸摸我的身體。有一次，我不小心把

傳真機的墨濺到長褲上，他竟立刻走來，用布抹我的大腿。他甚至說要買一件薄睡衣送給我。雖然我嚴加拒

絕，但他仍多番提出約會。」

委員會的行動委員會的行動

委員會對投訴作出了調查。王先生堅持沒有刻意觸摸曼怡：「寫字樓地方狹小，我們的工作關係又密切，所以在

傳遞文件時，難 會有身體接觸，例如相碰之類。」曼怡則清楚列出騷擾事件，並且提出反駁。王先生指，注視曼
怡只是為了監察她的工作。然而曼怡駁斥：「這不是真的，他長時間看著我，令我極度惶恐不安。」她還提供了證

人來支持她的說法。

委員會其後安排了調解會議，雙方在會上同意解決投訴。王先生除了作出書面道歉外，還同意捐款給三間婦權

組織，作為對曼怡的金錢賠償。他亦答應不會再性騷擾她。

法理依據法理依據

《性別歧視條例》訂明，性騷擾是違法的。性騷擾是指任何不受歡迎

的涉及性的行為，而一名合理的人應預期此行為會令人感到受冒

犯、侮辱或威嚇。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在性方面獲取好處的要

求），均屬性騷擾。作出性騷擾的人，可以是男性或女性，性騷擾有

直接亦有間接，可在身體上或口頭上作出。

性騷擾往往影響員工的工作表現，令人深受壓力、喪失自信，甚至

會逼使員工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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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協助中小企推行平等機會委員會協助中小企推行平等機會  

估計現時香港約有85%的公司聘用少於10名僱員，這些中小型企業
對香港的經濟，特別是就業情況，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會」)在2002年1月進行了一項有關香港中、
小及大型企業的深入調查，目的是了解他們對本港平等機會法例

的認識，及探討他們採取了甚麼步驟來遵守法例。委員會希望能進

一步協助商界在工作場所推行適當的平等機會措施和政策。

委員會特別項目經理畢佐治解釋：「接受訪問的公司當中，只有小

部份認識到他們在三條反歧視條例之下的法律義務或責任。相信

是由於中小企資源和配套不足，所以未能採取必要的措施遵守法

例。」

畢佐治補充：「調查結果顯示，中小企經營者希望得到清晰簡明的

資料，去了解本身的責任。而最理想是以小冊子形式製作，並提供

僱主和僱員所需的資料。」

有見及此，委員會製作了中小型企業平等機會資料套，備有中英文版，協助小型企業履行在平等機會法例下的

責任，包括平等機會政策樣本和處理平等機會難題的建議。

畢佐治表示：「這資料套能協助有心的企業經營者創造一個更佳的工作環境。小企業只要按簡單易用的步驟，便

能在遵守法例方面輕鬆應付。」

此資料套的設計曾經由不同行業的中小企代表，組成焦點小組此資料套的設計曾經由不同行業的中小企代表，組成焦點小組

進行廣泛諮詢。進行廣泛諮詢。

1. 通過四個簡易步驟推行工作間的平等機會 
2. 備有「核對清單」，方便公司評估自己履行平等機會責任的程
度 

3. 載有一系列的有效工具，協助公司推行平等機會 
4. 其他資源，包括常見問題及供僱員參考的資料概覽

如欲免費獲取上述資料套，請電 2511-8211或發電郵至
sme@eoc.org.hk與委員會聯絡

委員會協助中小企推行平等機會委員會協助中小企推行平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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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網絡國際網絡

國際網絡國際網絡  

全球婦女地位的提升全球婦女地位的提升

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的最新報告顯示，女性晉身立法機關的情況較以往為佳。女性議

員有所增加，主因是某些國家採取了政治措施，通過立法，或自發地訂立女性議員名

額。

加強婦女的政治參與是一個長遠的目標，過去 10 年，在多個國際會議上，與會者均同
意把婦女參與重要決策職位的目標定為 30%。話雖如此，很多國家的議會仍然極少女
性參與。在 2002 年，婦女整體的議會成員比率約為 14%，而在 2002 年達到 30% 基準
的國家只有 11 個 - 瑞典、丹麥、德國、芬蘭、挪威、冰島、荷蘭、南非、哥斯達黎加、阿

根廷和莫三比克，這些國家全都採取名額制。

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執行總監 Noeleen Heyzer 總結：「要等到女性對影響婦女生活的決策有更多發言權時，社
會才能真正達致兩性平等。」

資料來源:
http://www.unifem.org/ www /newsroom
/press/ pr_030501_pww.html

 

 

 

 

 

 

 

為視障學生舉辦的運動日為視障學生舉辦的運動日

南非拉各斯的Pacelli盲人學校最近為學生舉行運動日，參賽學生表現出冠軍級選手的潛能，觀眾不但被學生
的努力感動，更對他們的卓越表現留下深刻印象。

學生在歡呼和掌聲中參加了男生及女生50米賽跑、投籃、跳高、跳遠，和時裝表演。在接力比賽中，學生沿著
跑道上的引路繩索賽跑，努力爭取獎牌。

所有學生都非常享受比賽的過程，他們完成了全部賽事，感到開心振奮，因為事實證明他們的成就是不受殘

疾所局限的。學生的自信倍增，皆因他們相信，在殘疾之中，他們仍有值得自豪的能力。

 

資料來源

http://allafrica.com/ stories/ 200304130113.html

http://www.unifem.org/www/newsroom/press/pr_030501_pww.html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0304130113.html


打擊工作場所的歧視打擊工作場所的歧視

智利的一間廣告公司因為推行消除工作場所歧視的政策，而獲得聯合國的讚揚。該公司東

主Elisabeth Brand女士喜歡聘請懷孕婦女，特別是單身女性。她解釋，單親媽媽需要幫助，而
且她們份外賣力工作。Brand女士亦鼓勵其他公司關心員工，認為這樣會令員工更為忠心耿
耿。

 

 

 

資料來源

http://www.ananova.com/ news/ story/ sm_769348.html?menu=

「觸摸埃及」「觸摸埃及」

 

 

 

「觸摸埃及」較早前在澳洲昆士蘭Cobb and Co.博物館舉行，是首個專為有視障
人士而設的展覽。背後的意念是，每一個人，不管身體狀況如何，都應該得以分享世界的寶貴遺產。當局鼓勵

參觀者觸摸展品，當展品被拿起時，旁白便會啟動，娓娓道出古埃及的故事，而所有說明的標籤均附有點字。

資料來源

http://www.cobbandco.qm.qld.gov.au/ exhibits /federation.asp

 

免費訂閱表格 (PDF)
主目錄

頁首

http://www.ananova.com/news/story/sm_769348.html?menu=
http://www.cobbandco.qm.qld.gov.au/exhibits/federation.asp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Newsletter/SubscriptionForm.pdf
https://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newsletter/list.aspx?parentitemid=3943&magazine=26
https://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newsletter/content.aspx?itemid=4979#mainColumnContents


無定型新人類無定型新人類  2003

免費訂閱表格 (PDF)
主目錄

頁首

http://www.eoc.org.hk/CE/newsletter/issue26/image/ccposter.jpg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Newsletter/SubscriptionForm.pdf
https://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newsletter/list.aspx?parentitemid=3943&magazine=26
https://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newsletter/content.aspx?itemid=1565#mainColumnContents


《童心童言》《童心童言》

委員會出版的《童心童言》旨在增加讀者對有殘疾的小朋友的認識，許多學生在委員會出版的《童心童言》旨在增加讀者對有殘疾的小朋友的認識，許多學生在閱閱讀過後均來信表達心讀過後均來信表達心

聲聲:

姓名姓名: 鄭穎愉鄭穎愉      年齡年齡: 14

不管身邊的人是否患有惡疾或先天有缺陷，他們都需要別人

的關懷及支持。只要世界上的人都能放開歧視的眼光，人間

必能充滿更多歡樂。 

姓名姓名: 盧言盧言      年齡年齡: 7

每人也有缺陷，不要取笑一些有殘疾的小朋友，他們和其他

人一樣，都是人一個。大家千萬不要歧視別人啊!

姓名姓名: 梁詠茵梁詠茵      年齡年齡: 12

看過這本小冊子後，我現在才明白到有殘疾的同學與其他人

沒有甚麼不同，只是學習上有少許困難，但只要多諗、多寫也

會有好成績。我也很樂意和他們一同學習、玩耍。

姓名姓名: 譚美玲譚美玲      年齡年齡: 12

在未看《童心童言》之前，我是十分害怕殘疾人士，但我自從

在校內參加了「融合大使」後，又加上看完這本書，才發覺原
來殘疾人士和我們完全沒有分別，每人也有長短處。

 《童心童言》現載於委員會網頁

http://www.eoc.org.hk/eoc/otherproject/chi/color/youthcorner/
stories/kidstalk/kidstalk_index.html

童心童言童心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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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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機會委員會高級培訓顧問廖明珠女士，於香港貿

易發展局舉行的中小企市場推廣日中發表講話，並向

在場人士解釋平等機會委員會製作的「中小型企業資

料套」，如何幫助僱主提升公司的生產力，以及履行他
們的法律責任。香港貿易發展局這個每年一度的盛

事，吸引了約30,000名人士參加。

 

委員會的電視宣傳短片「放下歧視」最近獲得2002
銀河獎的公共服務廣告組榮譽獎。圖為平等機會

大使許志安先生在片中與一群有殘疾和沒有殘疾

的小朋友共享快樂時刻。

重溫宣傳短片：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
InforCenter/MediaCentre/VideoApiList.aspx

 

經過數月來的努力，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二年級生成功

地為委員會網站開發了搜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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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音樂劇平等機會音樂劇  2003

全港首齣全港首齣

 平等機會音樂劇平等機會音樂劇  2003

密切留意、把握機會，與一群專業歌星同場演出音樂劇！活動由平等機會委員會

和香港電台聯合製作，這項每年一度的暑期計劃節目豐富，內容包括:

8月 - 開幕禮及演員大招募 
9月 - 綵排
10月 - 公開演出

詳情請於2003年7月23日或以後瀏覽委員會網頁 http://www.eo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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