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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平等機會瞭解平等機會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王見秋先生王見秋先生



本人十分榮幸被委任為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並且很高興能參與平等機會納入主流的工作。

有關平等機會的誤解有關平等機會的誤解

過去七年來，雖然市民對委員會工作的認識與日俱增，但仍有人對歧視和平等機會存有錯誤觀念，例如：「人人

生而不同，提倡平等機會是否定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及「特殊考慮是反方向的歧視」。

在這些錯誤的觀念下，平等機會被理解為「把每個人視作平等」；但事實上，平等機會的真正意念，是讓每個人都

獲得教育、就業和使用公共設施的權利。平等機會政策並非給予邊沿弱勢群體特殊優惠，而只是令競爭環境變

得公平。

我們承認，不同的群體之間各有不同，但很多時候這些差異只是「想當然」而已，並非確實存在。例如，有人認為

男性和女性之間、有殘疾和沒有殘疾的人士之間、有家庭崗位和沒有家庭崗位的人士之間，均存在能力上的差

異。不過，很多真實事例卻讓我們明白，人的能力並不受到他們的性別、殘疾或家庭崗位所局限。

委員會於今年10月推出的「2003無定型新人類」青少年師友計劃就顯示，不論男性或女性，均可以在非傳統領域
創出成功事業。今年參與計劃的嘉賓導師包括幾位成就卓越的女性，有奧運金牌得主、極地探險家、直升機機

師等。其他嘉賓導師還包括醫護界、戲劇界和舞蹈界有非凡表現的男性。參與計劃的學生還有機會認識一位有

殘疾的嘉賓導師，了解他如何成功排除種種障礙，貢獻社會。

平等機會令人人受惠平等機會令人人受惠

委員會於1996年按法例成立，負責執行三條平等機會法例 - 《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和《家庭崗位歧
視條例》。根據法例，個人可以透過調解來解決糾紛。平等機會的原則適用於僱傭、教育、貨品及服務的提供，和

政府活動等範疇。

在社會層面而言，平等機會法例有助改變態度，令那些經常被負面標籤的弱勢社群（例如精神病患者和單親家

長）獲得公平對待。

平等機會的著眼點在於接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並且締造一個「和而不同」的社會環境，令每個人都感到被重

視，並且得到全面支援發揮潛能。

奉行平等機會可以確保人盡其才，有助商界聘得最適合的人選，人力資源得到妥善運用，提高工作表現，令香

港更有能力在世界市場競爭。故此，平等機會架構對於香港，實帶來鉅大的經濟效益。

實施平等機會原則實施平等機會原則

把平等機會原則納入主流，仍然是一項優先的工作。委員會將繼續向政府提供意見，並且為公私營僱員提供全

面服務和培訓。委員會最近就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辦一系列為非政府組織而設的培訓工作坊。參加者非常踴

躍，向隅者眾。這情況清楚顯示，社會人士對平等機會的興趣和需要相當殷切。

考慮到香港的價值觀和文化正不斷發展，我們將持續檢討委員會在工作方面的優先次序和策略，以協助公營和

私營界別推行平等機會。我們深知，消除歧視和推廣平等機會是任重道遠的工作，但我們會懷著熱誠和決心去

達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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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詠琪參與音樂劇梁詠琪參與音樂劇

 

 

   梁詠琪參與音樂劇梁詠琪參與音樂劇

 

約 200 名參加者獲挑選出席義務演員甄選活動。評審團(中
座左起) 包括:香港電台第二台台長李再唐先生、著名流行
歌手梁詠琪小姐及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王見秋先生。

平等機會委員會現正進行一項別開生面的公眾教育項目 － 香港首齣「平等機會共同體」音樂劇！這項創先河
的活動是與香港電台聯手製作，整項計劃分為三部分。除了招募和培訓義務的音樂劇演員外，香港電台第二台

將由10月13日至24日播放一輯由真實個案改編，有關殘疾、性別及家庭崗位歧視的廣播劇。整個項目的壓軸活
動，是著名流行歌手梁詠琪主演的音樂劇「平等機會共同體」，此劇將於2003年10月25日，假葵青劇院演藝廳舉
行。如欲索取免費門票，請參看委員會網頁 http://www.eoc.org.hk.

 

   

梁詠琪小姐在記者會上向義工朋友

分享她的經驗和心得。
 王見秋先生感謝梁詠琪小姐為平等機

會音樂劇擔任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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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年青參加者在評審團前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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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梁詠琪：透視平等機會專訪梁詠琪：透視平等機會

 

你曾受過歧視嗎？著名流行女歌手梁詠琪嘗過這種滋味了。今年春末，當「非典

型肺炎」肆虐香港期間，她在外地工作，曾被人投以奇異目光。回想起來，她說：

「他們都很擔心，怕我可能患有非典型肺炎，而想避開我。有些人甚至不願與我

交談。」

親身體會到歧視的殘酷現實，令梁詠琪明白到平等機會價值觀對社會的重要性，

所以梁詠琪一口便答應協助提高香港人對平等機會認識的工作。

她貢獻出自己寶貴的時間和精神，在香港首齣「平等機會共同體」音樂劇中擔任

女主角。

梁詠琪接受了《通訊》的獨家訪問，並與讀者分享她對平等機會的理解。

對你來對你來說說，「平等機會」是甚麼？，「平等機會」是甚麼？

平等機會確保每個人都享有基本的權利，即享有接受教育、就業、結交朋友、享

用各種服務的權利，而最重要的，是可以過獨立的生活。雖然很多人覺得平等機

會既抽象又遙不可及，但事實上歧視的情況十分普遍。只要每天翻開報紙，便會

發現女僱員薪金較低，又或拒絕為殘疾人士提供服務的事件。

為何你願意與我們一起宣揚平等機會的訊息？為何你願意與我們一起宣揚平等機會的訊息？

因為平等機會關乎每一個人，對每個人來說也十分重要。它鼓勵人們積極參與和

彼此接納，讓每個人能充分發揮潛能。



你被邀參演「平等機會共同體」音樂劇時有甚麼感受呢？你被邀參演「平等機會共同體」音樂劇時有甚麼感受呢？

我很喜歡音樂劇這個構思。這種表達方式既新穎又互動，以生動有趣的形式向大

眾清晰傳達平等機會價值觀和它的好處，十分吸引，完全不會「說教」。我非常高

興可以參與「平等機會共同體」音樂劇的演出，對我來說，這是很有意義的活動。

你認為香港的歧視問題嚴重嗎？你認為香港的歧視問題嚴重嗎？

我印象中歧視問題已沒有以前那麼嚴重，但仍有改善的地方。事實上，我很高興

見到香港電影事業不單只重視女演員的外表，而是她們的演技。女演員已不只是

大美人或性感偶象。近年來電影頒獎典禮中的最佳女主角全是演技精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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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切記不要以貌取人。在現今物質主義的年代，人們常以個人的家財來衡量他

的價值。我們很容易或不自覺地只看外表，而忽略了個人的其他優點與才能。平

等機會的概念提醒我們應著重個人的才幹，而不應理會其他無關重要的因素。開

明的思想，會幫助我們對事物有更深層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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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委員會新設《和解個案記錄冊》平等機會委員會新設《和解個案記錄冊》

平等機會委員會新設《和解個案記錄冊》平等機會委員會新設《和解個案記錄冊》

  

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會）自1996年成立至今，已處理了過千宗投訴及和解個案。委員會最近把成功解決的歧視
個案整理成資料庫，供市民透過委員會網頁查閱。

該《和解個案記錄冊》在香港屬於首創，探討了現有反歧視條例下的有關投訴。《記錄冊》的重要性在於讓市民更

深入認識《殘疾歧視條例》、《性別歧視條例》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所賦予的權利與責任。

委員會顧問狄德思女士解釋：「雖然記錄冊主要供涉及投訴的人士使用，讓他們在調解過程中能參考和解資料，

但委員會也希望本記錄冊能協助倡議者、法律代表、非政府組織、社會團體及學生。」

狄德思女士補充說：「我必須強調這份記錄冊只可作為資料性參考，而不應視之為法律意見。」由於委員會有責

任保持資料機密，故此記錄冊不會披露任何和解個案的個人及機構資料。投訴摘要亦包括委員會就個案的法律

觀點或應注意事項提出的意見或觀察心得，但並不涉及投訴個案本身。

請到委員會網頁瀏覽《和解個案記錄冊》：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Complaint_ Conciliations.aspx?content= Complaint Conciliations(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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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人士的權利》《智障人士的權利》

         為智障青少年編寫的畫冊為智障青少年編寫的畫冊

人人應有的權利人人應有的權利

社會大眾往往對智障人士存有偏見和歧視，為令智障人士有能力過獨立生活，

他們必先要認識自己的權利。跟其他人一樣，他們應享有接受教育、就業和獨立

生活的權利，大家都是社會重要的成員。

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會）與職業訓練局（職訓局）殘疾人士職業訓練組（職訓組）

肩負著同一使命：改善智障人士的生活質素，因此攜手編寫一本方便智障人士使

用的畫冊 ─《智障人士的權利》。

職訓局一名學生輔導主任解釋：「由於智障人士的閱讀能力較差，因此畫冊更為

適合他們使用。圖畫除較有吸引力，可令讀者更感興趣外，以這種方法來表達某

些訊息，會較單用文字解釋更為容易明白。此外，書中載有不同情景的相片，清

楚向讀者解釋他們的基本權利。」

心底話心底話

在製作這本書時，委員會與職訓組曾邀請智障人士、家長和義工扮演書中不同

的角色。他們都覺得這項活動非常有意義，現與《通訊》讀者分享他們的心聲。

有自閉症的阿邦說：「我很緊張，相機的閃光燈真的嚇怕了我。工作人員後來向
我解釋，閃光燈所發出的光芒會令攝影效果更為理想。我不再那麼害怕，他們才

開始替我拍照。這本書既簡單又直接的解釋了我們應有的權利，我能夠成為書

中主角，感到很興奮。我明白自己雖然有缺憾，但也有才能。所以請大家接納真

正的我。」

歐太是位家長，她談到此書使她獲益良多。「我

當初有點猶豫，不希望我的兒子在書中出現。

他們告訴我，製成後這本書將分發到各個技能

中心，也會上載互聯網，那即是很多人會知道

我兒子有智障。經過一番掙扎後，我對自己說，

若連我也不接受他、以他為傲，又怎可期望其

他人接受他、重視他呢？這項計劃意義很大─
不但向智障人士解釋他們的權益，亦令我們改變固有的態度。請緊記，他們和我

們沒兩樣，同樣屬於這個社會，同樣應受到尊重和享有相同的機會。」

誠剛是一名中六學生義工，他對大家的出色表現大為讚歎：「我以為有唐氏綜合

症的人都是行動緩慢、害羞和憂鬱的人。但當我參與製作時，首次接觸這位朋

友，才發現自己大錯特錯。他為人開朗，笑臉迎人，導演要他演甚麼，他很快便

做出來，相當自然，真有天份！我們應給他們多一些機會，多欣賞個人的才華，



而不應只著眼於別人的缺憾。」

如欲免費索取《智障人士的權利》，請致電平等機會委員會熱線：2511-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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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2&magazine=27
https://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newsletter/content.aspx?itemid=4047#mainColumnContents


家庭崗位歧視個案家庭崗位歧視個案  - 我的家庭責任我的家庭責任

家庭崗位家庭崗位

歧視個案歧視個案
 

我的家庭責任我的家庭責任

投訴投訴內內容容

在寫字樓工作的陳先生講述他的困境：「我母親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一個人獨

居，我是家中唯一可以每日照顧她的人。」他所指的是，他需要照顧她的日常需

要，包括為她煮食，協助她吃藥，和帶他母親看醫生。

陳先生的困境始自他收到公司的通知，表示將把他調往一個遠離其母親居所的辦

事處。通知書更表示，受影響的不只他一人，而這次調職安排已考慮了不同的因

素，包括運作需要。

委員會的行動委員會的行動

陳先生覺得被安排調往一個遠離其母親住所的辦事處，是基於其家庭崗位（照顧

患病母親的責任）而受到歧視。他於是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提出投訴。

陳先生解釋：「我只是想在我母親居所附近上班，若可以把我調往較接近母親住所的辦事處，我會十分感激。」

在徵詢法律意見後，陳先生的上司表示，只要陳先生能證明他真的有責任照顧母

親，便會接納陳先生的要求。陳先生於是提供了他和家人的住址，並作出宣誓，表

明他需要照顧母親，每星期還要帶她看醫生數次。他的上司於是同意把他調到較

接近其母親居所的辦事處。

法理依據法理依據

根據《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任何人如基於另一人的家庭崗位而歧視那人，

給予他／她較差的待遇，即屬違法。家庭崗位是指負有照顧直系家庭成員

的責任，直系家庭成員是指因血緣、婚姻、領養或姻親而有關的任何人。

在這個案中，陳先生有責任照顧母親（因血緣而與他有關的人）。他的責任

包括為母親煮食、帶她看醫生和協助她吃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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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歧視個案殘疾歧視個案  - 因病解僱因病解僱

殘疾歧視殘疾歧視

個案個案
 

因病解僱因病解僱

投訴投訴內內容容

阿衛是一間建築公司的測量員。當他知道自己患上鼻咽癌後，便立即通知

部門主管，並要求公司准許他在未來數星期內，於有需要時請假作定期檢

查及治療。他的要求獲得批准。

兩個星期後，公司沒有與阿衛商量，就把他從地盤調回寫字樓工作，接著

將他解僱。阿衛說：「他們的決定令我非常震驚，我即時去找總經理，要求

解釋。他聲稱對我的健康狀況毫不知情，解僱我只因為公司要縮減人手。」

他繼續說：「但我離職不久，就發現他們招聘新測量員來填補我的職位。這

真是不公平啊！我的病並沒有妨礙我執行職務，為何要解僱我呢？我認為

精簡架構只是藉口而已。」阿衛於是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提出投訴，指他的

前僱主歧視他患病。

委員會的行動委員會的行動

委員會接到投訴後便接觸該公司，要求他們作出回覆，並建議他們考慮「提早調解」。答辯人

後來同意支付三個月薪金給阿衛作賠償，又讓他復職。阿衛接納和解條件，問題得以解決。

「提早調解」為投訴人及答辯人提供另一途徑，以較短的時間解決問題。只要雙方同意，便可

於調查階段前或進行中，作提早調解。

法理依據法理依據

《殘疾歧視條例》規定，基於僱員的殘疾而歧視該僱員並將之解僱，即屬違

法。如因僱員有殘疾，而將之裁減，亦屬違法。為了實施「良好管理常規」，

僱主宜檢討解僱程序，確保不會歧視有殘疾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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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網絡國際網絡

國際網絡國際網絡  

11間幫助殘疾人士的公司獲表揚間幫助殘疾人士的公司獲表揚

美國弗吉尼亞州十一間公司最近因為友善對待殘疾人士而獲獎。得獎公司包括零售店、

超級市場和清潔公司。「善待殘疾人士的企業」標誌由「弗吉尼亞商業領導網絡」(Virginia
Business Leadership Network)頒發，該組織是由商界主導的非牟利機構，提倡把殘疾人士
完全納入社區，令勞動人口和市場更為多元化。

獲表揚的僱傭政策包括聘請殘疾人士，並按他們的需要修改工作時間和職務，幫助他們

發展事業。部份公司得獎，是因為他們安裝的櫃台切合輪椅的高度，有些則提供電動手推車方便殘疾人士。而

另一項有意義的計劃是向有需要的人士捐贈眼鏡。

資料來源:
http://www.timesdispatch.com/ business/ MGB2JX7PAJD.html

泰國已婚婦女可保留本姓泰國已婚婦女可保留本姓

泰國憲制法院一個劃時代的裁決廢除了一項已有40年歷史的《姓氏法》條文。被廢除的條文規定，女子在婚後
必須改用夫姓。

在15名主審法官當中，13人認為上述條文違反了憲法第30條。該條文保障兩性平等，並訂明基於性別及個人
特性而作出任何形式的歧視，均屬違法。

裁決指出：「該法律條文長久以來剝奪女性保存個人身份的權利，任何女性均有權維持其個人身份，不能以任

何藉口來侵奪這項權利。」

婦女組織對裁決表示歡迎。女商家Wongchanok Cheewasiri Weerakul表示：「我一定會用回我的本姓，這項決定
表明我有個人身份，並非意味我的家庭出了問題。」 

資料來源: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 page.arcview.php3? clid=1&id=79939& date=2003-06-06&usrsess=1

http://www.timesdispatch.com/business/MGB2JX7PAJD.html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page.arcview.php3?clid=1&id=79939&date=2003-06-06&usrsess=1


威爾斯女性議員數目創新高威爾斯女性議員數目創新高

 

 

 

2003年的選舉令英國威爾斯議會的60個議席半數由女性贏得。對此「性別均衡」現象，推動婦女平權的人士大
表歡迎。這選舉令歷來最多的女性進入權力核心，其中工黨30位議員中有19名為女性，而保守黨亦首次有女
性贏取議席。

威爾斯平等機構行政總裁Ruth Marks強調女性在威爾斯經濟中必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她相信有礙女性加入勞
動市場的阻力勢將減少。

她補充說：「我們將繼續促請威爾斯議會政府提供更多廉宜和優質的托兒服務，和照顧老人及受扶養家屬的服
務，因為傳統上這些責任都由女性肩擔。」

 

資料來源:
http://news.bbc.co.uk/ 2/ hi/ uk_news /wales / 2997343.stm

失明板球邁向新領域失明板球邁向新領域

 

 

 

 

英國失明人板球隊和數名英國板球明星將協助西印度群島成立新球隊。

去年在印度舉行的失明人板球世界杯中獲選為「錦標賽運動員」的英國球星Tim Gutteridge表示，這項計劃的意
義超18越了運動本身：「它可以幫助殘疾人士，令缺乏機會的人得以發展能力，盡顯才華。」

此舉將令板球進一步擴闊其日漸發展的國際網絡。失明板球是板球的變奏，特別為失明人士和有視障人士而

設。所用的球比標準為大，裡面藏有滾珠軸承，當球員投球或擲球時會發出聲響，而柱子則髹上鮮艷顏色，讓

有視障人士也能夠看見。全隊11人的球隊當中，必須有至少4位是完全失明的隊員。

資料來源:
http://news.bbc.co.uk/ sportacademy/ hi/ sa/ cricket/ disability/ newsid_2837000 /2837651.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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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博覽平等機會博覽  2003

平等機會博覽平等機會博覽2003

今年的平等機會博覽將於十月及十一月舉行，主題為「平等機會齊共享　多元文化

互欣賞」。博覽的目的是要推廣平等機會，這項計劃約有 20 個社會機構參與，並
舉辦各項活動，包括研討會、展覽、綜合表演、嘉年華會和比賽等。今年博覽會的

重點活動是「無定型新人類 2003」，目的是透過青少年師友計劃，打破青少年的角
色定型觀念和擇業的障礙，詳情請瀏覽委員會網頁 http://www.eoc.org.hk。

歡迎參加博覽會的開幕活動：2003年10月12日(星期日) 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五時，
西九龍奧海城一期

下列社會服務機構將參與開幕活動，並擺設資訊/遊戲攤位，包括：協康會大坑東
家長資源中心、香港家庭福利會新界（葵芳）中心、路德會長青群康中心、香港女

青年會婦女事務處和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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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平等機會委員會探訪平等機會委員會

探訪平等機會委員會探訪平等機會委員會

 

委員會主席王見秋先生(前排中間)
與中國內地醫療工作者及衛生官員

會面留影。委員會高級培訓顧問陳

碧霞女士(後排右二)向這群愛滋病
工作者介紹香港的《殘疾歧視條

例》，就愛滋病這題目作出討論。

 
超過270名非政府組織的行政管理人員、
中心經理、小組組長及前線工作人員參加

了委員會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的培訓

工作坊。 此計劃的目的是要促進與非政府
組織之間的緊密夥伴關係，從而加強機構

為其客戶所提供的服務。這個為期兩個月
的課程在2003年8月展開，主要是講述平
等機會的價值和「零歧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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