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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兩性平等的環境建立兩性平等的環境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朱楊珀瑜朱楊珀瑜



過去數年，每逢臨近新學年，總會傳出有關本地大學迎新營的新聞。上月，迎新事件再次被廣泛報道，不少學

生、家長和學者紛紛發表意見，迎新營再次引起議論。

「玩笑」變了騷擾「玩笑」變了騷擾

2002年，在一個上千人參加的迎新營中，有人叫喊充滿性貶義的口號和展示侮辱性的橫額，一名大學生感到深
受冒犯，故此向委員會和傳媒舉報了這性騷擾事件；她感到那些口號對她和其他學生做成了一個在性方面有敵

意的環境。

雖然有部份學生認為那些活動只是鬧�玩的遊戲，但另外有些人卻表示，參與皆因朋輩壓力。他們雖然覺得不
自在和不開心，卻仍然參與其中，因為他們擔心，若作出投訴或拒絕參與，結果都會是受到孤立。

說說「不」「不」

帶有性含義的口號和海報會在校園構成一個「在性方面有敵意的環境」。工作場所內若出現同類環境，即屬違

法。然而，目前並沒有法律條文把教育機構內或與教育機構有關 的「在性方面有敵意的環境」列為違法。委員會
在1999年已向政府建議修訂《性別歧視條例》，以規定教育機構須負 責禁止「在性方面有敵意的學習環境」。我們
現正等候政府 就委員會的修例建議採取行動。目前，各大學其實亦明白 到，性騷擾一旦發生，無論是否違法，
都會帶來沉重代價。 故此，數間大學的校長均對有關事件表示關注。很明顯，大學需要採取更積極主動的措
施，讓同學對校方的性騷擾 政策、投訴途徑和程序，有充份認識，才足以令受到騷擾的 學生有信心向大學作出
投訴。在處理性騷擾事件時，應確保 投訴人不會被視為「搞事者」，因為公開與朋輩對抗畢竟 需要相當的勇氣。

世界各地的先進教育機構，大都訂有性騷擾政策，並表明會 盡力締造一個安全和彼此尊重的校園環境。政策要
有成效， 便需要全力的推廣和執行。在發生2002年的事件之後，上 文提及的大學成立了「新生輔導諮詢委員
會」，並推出一系 列的公眾教育活動，包括性騷擾工作坊和教育光碟。本委員 會和婦女事務委員會於本年八月
合辦了一個論壇，與八所 大學討論如何防止校園性騷擾。參加者中，有大學管理人員及學者，也有學生，大家
均同意性騷擾政策若要取得成效， 必須廣為宣傳，而社區各方面應共同合作，才能解決性騷擾 的問題。

定型觀念導致騷擾定型觀念導致騷擾

性騷擾往往源自社會對女性和男性的定型看法。傳統上，對男性的定型觀念鼓勵他們侵略性較強、擔當硬漢子

的 角色，而女性則在傳統上被視為溫婉順從，事事體貼他人。源自性別偏見的侵佔意欲和暴力，有時會以戀愛
暴力、虐待配偶、性侵犯和騷擾等形式出現。和諧之家及香港青年協會於2004年2月進行了一項有關「中學生面
對戀愛暴力」的問卷調查，訪問了1,067位中學生，超過45%受訪者表示曾受到伴侶的言語侮辱，例如有32%受訪
者表示伴侶曾以他們的身體特徵（例如身材或肥瘦等）來說笑，約有26%受訪者表示曾受到已分手伴侶的電話騷
擾或跟蹤，超過12%受訪者表示正在⁄曾經受到戀愛暴力的困擾。

兩性平等兩性平等

要消除性騷擾及源於性別的暴力，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推廣兩性平等。若女性和男性的性別角色獲得同等的尊

重，騷擾和歧視便會減少。

迎新營中有人感到受冒犯和侮辱實在令人遺憾，但事件同時亦帶出了正面的效果，就是經過傳媒的廣泛報道

後，學生、教員以至公眾均對性騷擾有了更深的認識。我相信很多人現時已知道，尊重兩性平等是非常重要的。

越來越多學生明瞭到，他們有權在一個沒有騷擾的環境中學習。意識有所增強，令人鼓舞。要對抗性別定型，需

要恆久的努力，故此平等機會的觀念必須納入教育程序之內，方能改變大眾的態度和行為。所有相關的機構，

包括各間大學、非政府機構、婦女事務委員會和平等機會委員會等，應該攜手合作，把平等機會的價值觀納入

各體系和政策。我們需要找出制度的障礙、評估政策的影響，並考慮重新調配資源。

性騷擾是指任何不受歡迎的涉及性的行為，可在身體上、口頭上或以書面作出；而我們可以合理地預期，被騷擾

的人會因為該種行為而感到受冒犯、威嚇或侮辱。雖然迎新營的「遊戲」對不同的人而言可能有不同的意義，但

我們必須定出清晰界線，學生才能在一個「尊重兩性、男女平等」的環境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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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博覽平等機會博覽  2004

 平等機會博覽平等機會博覽  2004 「平等機會全接觸」正式開始「平等機會全接觸」正式開始  !

 

「平等機會博覽 2004」於 10月 17日正式開始，超過 20項公眾活動現已展開。由 10月至 11月期
間，市民可透過一連串精采活動，包括講座、工作坊、展覽、康樂活動和參觀等，對平等機會及

多元文化有更多認識。

 

 

深入社群深入社群  - 四次社區巡迴活動四次社區巡迴活動

本年的社區巡迴活動由委員會與雷霆 881商業一台合作舉
辦，活動焦點是「無定型新人類 2004」的多位傑出嘉賓導
師。他們來自不同專業，各自在行業中突破性別或殘疾定

型的困鎖，自創新天。此外，市民亦有機會一睹著名藝人的

風采，和參加攤位遊戲，贏取獎品。快些記下活動日期吧！

小西灣藍灣廣場 17/10/2004 (星期日) 2:00 - 5:00 p.m.
葵芳新都會廣場 6/11/2004 (星期六) 2:00 - 5:00 p.m.
屯門市廣場 30/10/2004 (星期六) 2:00 - 3:15 p.m.
馬鞍山廣場 13/11/2004 (星期六) 2:00 - 5:00 p.m.

雷霆雷霆  881商業一台「平等機會博覽」節目商業一台「平等機會博覽」節目  - 敬請收聽敬請收聽

雷霆 881商業一台將於 10月 23日至 11月 13日，逢星期六晚上9時至10時的節目中訪問「無定型新人類 2004」
的傑出嘉賓導師，和播出有關性別歧視、殘疾歧視以及家庭崗位歧視的真實個案廣播劇。



「你眼看平等」攝影比賽「你眼看平等」攝影比賽

是項攝影比賽將於11月推出，讓攝影愛好者透過鏡頭，展現日常生活中接
納包容及多元文化的各種畫面。比賽分三組：

青少年組─18歲或以下人士
公開組─19歲或以上人士
專業攝影師組

優勝者及入圍朋友的優秀作品將會於委員會的海報、明信片、電子賀卡及

網上作品廊上刊登。有興趣人士請於11月瀏覽委員會網站，參閱比賽規則
及獎品詳情。

市民也可登上委員會網站 http://www.eoc.org.hk 取得更多「平等機會博覽」活動詳情及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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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定型新人類無定型新人類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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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教育資料套平等機會教育資料套

從年少開始從年少開始  平等機會教育資料套平等機會教育資料套

「假如現時的青年人能支持平等機會及多元文化，他們將可免受歧視

的禍害，更能合力締造一個沒有歧視的世界。」著名歌手兼平等機會

大使許志安全力支持由委員會及香港電台聯合製作的「非常平等任

務：學生論壇」教育資料套。

這資料套能讓老師及學生明瞭歧視帶來的影響，並了解如何防止歧

視，是一套有用的工具。委員會主席朱 楊珀瑜女士在啟用禮上強
調，資料套的目的，是教育 及裝備學生，讓他們負起打破傳統錯誤
觀念及偏見的 重要任務。

資料套包括四張影碟，內容包括榮獲獎項的電視實況劇「非常平等任

務」第三輯、一本使用者手冊（內附 劇情簡介及常見問題）、以及一張
視像光碟。

寶覺中學校長區建群先生在試用過這全新的教育資料套後，讚許它易於使用，又生動有趣。區校長表示：「資

料套是特別為班房情況而製作的，能帶動師生討 論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歧視，讓大家更為明白平等機會的原
則。」

有興趣的人士可在委員會網站

http://www.eoc.org.hk/eoc/otherproject/chi/color/youthcorner/eo_module/stu_forum_b.html 觀看這教育資料套，委員會
將於十一月舉辦相關工作坊，詳情請瀏覽委員會網站。

 

 

委員會主席朱楊珀瑜女士（左）及香港電台教育電視台長戴健文先生（右）共

同頒發全新教育資料套的精裝版予著名歌手兼平等機會大使許志安先生。

 主禮嘉賓及學生一起做出「放低歧視與偏見」的手

勢，呼籲所有人合力締造平等機會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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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性騷擾防止性騷擾  - 大學論壇大學論壇

 防止性騷擾防止性騷擾  - 大學論壇大學論壇

處理性騷擾不是容易的事一這是部份參加「防止性騷擾大學論壇」與會者的

發現。該論壇由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會）和婦女事務委員會於今年八月合

辦，約 40位來自香港大專院校、大學學界和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參加。出席者
大都同意，是次論壇提供了一個寶貴機會，讓他們深入討論防止校園性騷擾

的措施。他們都認為，性騷擾不是無傷大雅的社交失儀，而是在任何情況下

都不能接受的行為。

委員會主席朱楊珀瑜女士對這嚴重事宜作出定義：「性騷擾是性別歧視的一

種，形式可能是向受騷擾者要求性方面的好處、或作出不受歡迎的涉及性的

言論。性騷擾可以是直接或間接的、可在身體上或口頭作出，往往令人飽受壓力和心懷憤怒；一般來說，女性通

常是這種違法行為的受害人。」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由於傳媒接二連三地報道大學迎新營的情況，委員會於2003年進行
了一項有關本地大學性騷擾的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的性騷擾意識

薄弱，很多學生只把騷擾性的活動視為遊戲。部分學生受朋輩壓力

而叫出含有性貶義的口號，皆因他們怕被視為滋事份子，故此不願

投訴，亦有些學生根本不清楚投訴渠道。

香港中文大學的鄧素琴教授於論壇上提到她的一項調查「香港大專
院校性騷擾」（2001）的結果。在八間大專院校的 2,495名受訪者中，
有 28.3%表示曾受同學性騷擾，而其中過半數受訪者（53%）對騷擾
者採取消極態度便了事。要處理這問題，鄧教授建議推行更多預防

性騷擾的教育活動、推廣有關性騷擾的政策、並提高投訴處理過程

的透明度。

打破性別定型觀念打破性別定型觀念

和諧之家總幹事王鳳儀女士亦於論壇上提出意見，她認為性騷擾的成因，源於社會將男性塑造成嗜權的「鐵

漢」，另一方面又把女性塑造為溫柔體貼、「只渴望被人喜歡，而不着意追求權力」。

她指出，人們一般認為女性是脆弱而易受傷害的，又普遍容許男性具有進取及侵略性格。這類性別定型的想法，

在流行雜誌、電視節目和廣告中不斷出現，這些媒體通常側重傳統性別角色和婦女的外表。她強調有需要將男

性和女性從傳統僵化的性別角色定型中釋放出來，並賦予兩性力量，讓他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感受及維護自己

的權利。王女士總結時指出：「男性和女性若對自己的性別身份有強烈認同、感到安全時，就能以更有意義的方

式相處，而不必訴諸性騷擾或任何形式的暴力。」

未來冀望未來冀望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性騷擾可分為兩類。委員會助理法律顧問

潘力恆先生於論壇上解釋：「第一類是不受歡迎涉及性的行為，是

直接針對受害人的，如：作出不受歡迎的性要 求或手勢，或說出
帶有性含義的話句。第二類則是任何涉及性且會製造一個在性方

面具敵意環境的行徑，如：在同事間 展示色情海報及講色情笑
話。在工作場所做出這些行為，即屬違法。但是，在性方面具敵意

的環境這概念目前並不適用於教育機構。」即是說，儘管在校園叫

嚷色情口號或展示色情海報，已經製造了一個在性方面具敵意的

環境，但目前仍沒有法例禁止這些行為。

委員會之前已建議修訂《性別歧視條例》，以涵蓋這類性騷擾。論壇上，多位參與者均促請政府加快《性別歧視條

例》的修訂過程，藉此禁止在教育機構內形成一個在性方面具敵意的環境。

持續整天的論壇後，參加者都認同，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推行。平等機會委員會及婦女事務委員會都承諾會繼

續支持日後與教育機構的合作。朱太總結說：「我們深信，各界人士應該繼續同心協力，改善政策的推行，希望能

更有效地減少性騷擾、將性別議題納入主流政策、並改變學生思維，藉此帶來顯著而持續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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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活動巡禮社區活動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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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歧視個案性別歧視個案  - 謝謝絕絕「三級」「三級」 !

性別歧視個案性別歧視個案

 

謝謝絕絕「三級」「三級」!

 

投訴投訴內內容容

「我在一家小規模建築公司任職地盤文員，是唯一的女員工，日常工作主要負

責訂購、接收建築材料及盤點。公司老闆其實也是地盤經理，負責銷售及監

督工作。他通常會用數碼相機拍下地盤的工程進度，然後將照片傳送給客

人。他間中會盯著那些相片，露出猥褻的笑容，我從不明白他為何會有這樣
的表情，直至……

有一天，他着我把一些數碼相機拍下的地盤照片儲存在電腦內。我不以為
然，按指示去做。但令我震驚的是，我看到有三張裸露臀部及私處的相片。我

感到十分憤怒及受辱，實在無法再與他一起工作，於是立即辭職。」

委員會的行動委員會的行動

委員會對有關投訴作出調查，並向雙方
索取資料。僱主否認全部指控，聲稱他從未拍攝過或看過那些照片。不過

他同意以提早調解的方式解決糾紛。提早調解是以較短的時間來解決問題

的一種途徑，可於調查開始前或在調查中進行。由於投訴人不希望拖延事

件，故也樂意提早調解。和解條款包括約相等於投訴人月薪三分一的金錢

賠償，以及一封道歉信。僱主亦同意在公司報告板上張貼取材自委員會刊

物的防止性騷擾政策及資料。

法理依據法理依據

對那些未曾身受其害的人而言，他們可能視性騷擾為「玩玩而已」。事實上，性

騷擾是性別歧視的一種，亦是違法的行為。根據《性別歧視條例》，僱傭範疇內

的性騷擾實屬違法行為。性騷擾包括任何涉及性而不受歡迎的行徑，而在一名

合理的人眼裡，會預期這些行為令人感到被冒犯、侮辱及受威嚇。性騷擾行為

可分為直接、間接、身體上或口頭上等等。例子包括：猥褻或挑逗性的言論、傳

閱色情刊物、不恰當的身體接觸及提出涉及性方面的要求等，以上種種都屬性

騷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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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歧視個案殘疾歧視個案  - 賠償倍償賠償倍償

殘疾歧視個案殘疾歧視個案

 

賠償倍償賠償倍償

 

投訴投訴內內容容

「當我加入公司的保險計劃時，那位經紀甚麼都應承，他還拿了一份關於《殘

疾收入保障計劃》小冊子給我參考，並指出保障額足夠填補永久殘疾或短暫

殘疾所引起的開支。但當我參加了計劃後，卻發現原來是另一回事。」

阿偉的保單於 2002年附加了殘疾保障條款。之後，他發現患上了一種罕有 的
免疫力失調綜合症。阿偉於 2003年 3月收到保險公司的通知，他的殘疾收入
保障金額原來已由每月最高限額 30,000元減至 10,000元。阿偉諮詢了一位專
科醫生，想問清楚保險公司的決定是否合理。那位醫生卻告訴他，現 時沒有
數據顯示阿偉會因其綜合症而引致較大風險患上類風濕關節炎。

委員會的行動委員會的行動

平等機會委員會一名個案主任就阿偉對保

險公司的投訴作出調查。保險公 司反稱，根
據公司的核保指引及公司專科醫生的意見，以阿偉的情況而 言，其中存有不
可接受的風險，因此他的殘疾收入保障金額須下調至每月 10,000元。

阿偉和保險公司對他的健康狀況各持不同醫學意見。委員會職員向保險公 司
解釋《殘疾歧視條例》有關提供貨品和服務的條文，即基於某人的殘疾 而給予
該人較差的待遇，便屬違法。其後雙方同意透過調解以解決紛爭。 保險公司
答應調整阿偉的收入保障額，提高至不超過阿偉每月基本薪金的百分之五十

或每月 30,000元，以較低額者為準。阿偉接受了保險公司的提 議，個案最後
得以順利解決。

法理依據法理依據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若保險公司基於某人的殘疾而給予該人較差的待遇，即構成直接

歧視。然而，反歧視條例確認，保險業的慣常做法包括為風險評級，並根據評級釐定保費

及訂立保單，以反映有關風險。法例亦容許保險公司以有合理依據的精算數據、統計數

字或其他數據，給予受保人不同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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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網絡國際網絡

國際網絡國際網絡

港人需平衡工作與生活港人需平衡工作與生活

近日，香港大學和

非牟利組織公益企

業合作進行有關「平

衡工作與生活」的調

查顯示，在職人士

的每週平均工時長

達55小時，影響他
們的身心健康之

餘，更對工作產生不滿。

在約1000名受訪者當中，只有5位認
為他們工作得「非常快樂」。相反地，

有28%的受訪者表示，計劃在未來一
年轉職。另一項令人感意外的發現，

是三分一需要超時工作的人表示，延

遲下班的原因是他們認為自己不能比

上司更早離開公司。

是項調查更發現大部份僱員往往無補
貼超時工作，28%受訪者表示會以病
假彌補休息不足。估計種種工作與生

活的錯配造成每年高達390億元的經
濟損失，其中包括病假開支、聘請及

培訓員工、及行政費用。

資料來源 :
http://www.communitybusiness.org.hk /
documents/Work%20Life%20Balance.pdf

 

歡迎乘搭「聆聽號巴士」歡迎乘搭「聆聽號巴士」

英國失聰兒童協會的「聆聽號巴士」

周遊全國，登門探訪失聰兒童、失聰

成人、他們的家人、朋友和專業人士

等。這輛特別訂製的巴士安裝了最

新的設備，例如：文字顯像電話、視

像電話、叩門提示器、備有字幕和手

語的電影，方便使用者溝通和學習。

這輛巴士由匯豐銀行贊助，自1996
年行車以來已走訪了過百處地方，

包括聽障人士學校，目的是要提高

社會大眾對失聰兒童的關注。

資料來源 :
http://www.ndcs.org.uk/our_services/
listening_bu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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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回教婦女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更多回教婦女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

代表自己

的國家出

席2004年
雅典奧運

會的回教

婦女人數

屢創新高，並締造了歷史上的數個第

一。

18歲的Friba Razayee學習柔道只有一
年，在比賽中不消一分鐘便被對手擊

倒。但她說：「能夠代表阿富汗婦女參
加奧運，我已感到萬分光榮。我不在

乎獎牌，可以參與奧運，對我來說就
已經是賞得一面金牌了。」阿富汗的

奧運代表隊共有五人，當中兩位是女

性，Razayee便是其中之一。另一位則
是短跑選手Robina Mugimyar。這名短
跑選手說她從前不准踏出家門半步，
但現在卻可在100米比賽中一較高
下。

其他伊斯蘭國家也有派出女運動員參

加奧運，其中包括首位埃及女划艇選

手和首位巴基斯坦女泳手。

 

資料來源 :
http://www.womensenews.org/
article.cfm/dyn/aid/1955/context/archive 

 
「無障礙」的監獄「無障礙」的監獄

 

 

 

 

 

座落三藩市海灣一個島嶼上的旅遊

熱點——遠近聞名的Alcatraz監獄，
如今可讓輪椅使用者自行到處參

觀。行動不便人士由39號碼頭下船，
及至到島上最高的囚室大樓參觀，

也無須經過任何梯級。

為了方便遊人到島上來，當局在三

藩市海灣建了一條能承受潮汐漲退

沖力的步橋。由於碼頭至囚室大樓

的小路相當陡斜，當局調用了曾在

亞特蘭大傷殘人士奧運會接載運動

員的纜車，用來接載行動不便人士。

為了讓每個人都能參觀Alcatraz監
獄，當局不只考慮輪椅使用者的需

要，更訓練工作人員與智障人士溝

通，和為失明人士提供嚮導服務。

資料來源 :
http://news.bbc.co.uk/1/hi/uk/
3638708.stm 
http://www.nps.gov/alcatr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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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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楊珀瑜女士、巴勒斯坦民權獨立委員會專員 Lamis Alami 女士、澳洲人權及
平等機會委員會行政總監 Diana Temby女士及紐西蘭人權委員會主席 Rosslyn Noonan 女士，於漢城舉辦的
第九屆「國家人權機構亞太論壇」會議中，交流推廣人權的心得。

  

 

「亞太論壇」的會議代表獲邀參觀位於漢城的韓國人權委員會。

  

 

欣賞過由「森林聯盟」主演的話劇「唔係講笑」後，學生們建議了很多方法防止校園性騷擾。平等機會委員

會透過贊助這互動話劇，向學生解釋兩性平等及互相尊重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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