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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鄧爾邦與學生合照

我深感榮幸出任平等機會委員會新任主席。新年伊始，祝願讀者及家人身體健康，並恭祝各位有一個豐盛的雞

年。

2004年底，印尼的大地震及區內海嘯所引發的人間苦難，令香港及全球民眾震驚莫名。接連的天災是記憶所及
最嚴重的一次，我們禁不住要問：身為國際社會的一分子，我們應負上什麼角色？很多人對自己的價值觀和生

命的意義亦作出多番反思。

面對這場浩劫，香港作出了熾熱的回應，巿民踴躍捐助各救援行動。空前熱烈的反應證明了我們真正是地球村

的一份子，這點值得香港人自豪之餘，我們只是作出身為一個人應有的反應而已。很多人在數秒間失去了棲身

之所，喪失了得到溫飽和接受教育的基本人權，而港人希望所有災民，不論其種族、膚色和信仰，均可以重獲這

些應有權利。我深切希望，2005年能為受害者帶來樂觀的前景，讓他們開展新的生活。

香港是一個進步的社會，除了基本的民生需要外，市民在個人權利方面還有不同的訴求。本港有兩間處理人權

的法定機構，其一是平等機會委員會，另一個是我有幸於過去三年擔任專員的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香港已

建立了有效的私隱法例，有完善的監管程序和投訴機制，在國際間，穩佔領先地位。

作為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我亦希望見到《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在香港有效

推行。我明白公眾期望我們以公平、公開和依法辦事的宗旨，繼續推行委員會的工作。

法例是對整體社會及個別人士的一種規管標準。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做到公正中立，否則便得不到市民的支

持。而要消除歧視和推廣平等機會，市民的支持是決不可少的。我很高興見到委員會過往的意見調查顯示，受

訪者不論是僱主還是僱員，均認為委員會不偏不倚。

這是一項對委員會非常重要的調查結果，顯示社會人士對我們消除歧視和推廣平等機會的工作具有信心。自我

們在1996年投入服務以來，越來越多人對他們在反歧視條例之下的權利有所認識，但同樣重要的，就是巿民亦
需要了解自己在這方面的責任。透過公眾教育和制定政策，在歧視發生前做好預防工作，亦是我們另一項可以

達成的重點任務。

委員會成立至今已有九年，展望未來，我們將會為立法禁止種族歧視作好準備，這是一項複雜而艱鉅的工作。

政府最近的諮詢文件提議由委員會負責執行種族歧視條例，我們將作出回應。香港的繁華與進步，實有賴來自

世界各地的市民作出貢獻。香港向來享有國際城市的美譽，我們必須維護這個美譽，同時需繼續推廣切合平等

機會的價值觀：多元文化、社會共融和互相尊重，從而確保社會和諧。

我希望藉此向各位前任主席表示謝意，感謝他們為委員會奠定鞏固的基礎，好讓我們繼續履行責任。我很高興

見到與委員會相關的機構一直以來對我們的工作甚為關注，亦十分珍惜委員會在國際間的聯繫。我們必須同心

合力，確保大家能實現目標，建立一個沒有歧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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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2&magazine=32
https://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newsletter/content.aspx?itemid=4464#mainColumnContents


 樂澄參加歌唱及寫作比賽的獎項。

媽媽、哥哥與小樂澄。

快樂開明人快樂開明人

 

「上天待我真好，我會盡所能，貢獻「上天待我真好，我會盡所能，貢獻

社會，以作回報！」這些積極樂天的社會，以作回報！」這些積極樂天的

說說話，大家想必是出自一位際遇一帆話，大家想必是出自一位際遇一帆

風順的人口中，事實卻非如此。風順的人口中，事實卻非如此。

 

 

 

 

 

 

 

 

 

樂澄兩歲時患上德國麻疹。通常患者身上出現粉紅色的小疹子，數天後便褪去，

但不幸地疹子卻集中在樂澄雙眼生長，她與家人的生命亦從此改變。隨後幾年，

她接受了多次手術。有一次，她爸爸放下工作，老遠從西非趕回來，將部份眼皮

割下移植給她，讓她可接受另一個較為複雜的眼角膜手術，期待重見光明的一

天。

難忘的一幕難忘的一幕

六年來樂澄一直接受治療，有時得以好轉，但視力卻因手術後的排斥又再減退。

一天，醫生來到樂澄的眼前告訴她，大部份的眼角膜神經已經壞死，所以無法醫

治她的眼疾。她聽到這個消息後，不但沒有怪責醫生，反倒過來安慰他，相信他

已盡了全力。一個八歲小女孩的諒解觸動了這位醫生，他強忍淚水。這是樂澄失

明前最難忘的一幕。

 

 

 

 

 

 

 

 

快樂開明人快樂開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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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道理媽媽的道理

知道自己一輩子無法重見光明後，樂澄痛哭了一場。之後，她告訴自己要好好活

下去。性格開朗的她，沒有因為自己的殘疾而怨天尤人，相反對身邊曾幫助和支

持她的家人、醫護人員和朋友心存感激。她自己的不幸，卻彰顯了人世間的愛。

自失明後，媽媽便扮演教練的角色，日常生活中縱使有任何不便和困難，媽媽都

會要樂澄一一克服。樂澄記得有一次練習跑步時跌倒，想哭之際，媽媽要她爬起

來再跑，媽媽的道理是：「人生隨時遇到困難，跌倒便要站起來！」這位堅強的媽

媽，自然教導出這位堅強的女兒。

尋求出路尋求出路

現年二十六歲的樂澄雖是失明，但上天賦予她一副好嗓子。她從小學習聲樂及彈

琴，一心投考大學，再接受專業的音樂訓練。可是事與願違，樂澄在第二輪的大

學入學面試失敗，然而她從來沒有浪費自己的天份，一直參與義務工作，表演歌

唱。

經過不斷的努力，樂澄最終在香港公開大學就讀語文及翻譯學，學校還提供了一

些輔助設施，包括引路徑，點字顯示器等，使她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我不想倚

賴社會，必須為自己尋求出路，教育是通向自力更生的重要途徑。」

 

與其他青少年朋友一樣，樂澄參加不同活動，她還積極投入義工服務。

曙光漸露曙光漸露

約二年前，她參與了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所舉辦的

「創頁Team」計劃。透過微軟公司贊助的「點寫易」軟
件，分辨廣東話同音系統，使失明人士有寫作出書

的機會。「科技進步大大方便了我們，只要一些設施

或輔助儀器，就如近視需要配帶眼鏡，我們便可如

常人一樣生活。」

樂澄自小飽覽群書，她使用供失明人士用手摸讀的

點字版本，奠下了寫作的基礎。多年來，她在大大

小小的徵文比賽中獲獎，亦加強了她寫作的信心。

由於樂澄當時是一個無人認識的作家，出版商要求

她先付出版費用，但公司不久倒閉，錢也沒有了。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她不斷以自己的座右銘作鼓

勵：「雨後見彩虹，失望後才會有希望。」

幾番折騰，最後有位從事印刷工作的叔叔幫她印製了貳仟本《如果你相信童話》，

才完成她所追求的夢想。「我希望透過這本勵志的愛情小說，激發年青人克服困

難，努力前進。」

 

「平等機會博覽」「平等機會博覽」



樂澄正示範使用點字顯示器及「點寫易」

軟件。

樂天澄心樂天澄心

樂澄原名汪明欣，筆名是由十分了解她的伯伯替她改的，這兩句說話

概括了她的經歷和心境： 「樂天知命思豁朗「樂天知命思豁朗    澄心見慧志高昂」。澄心見慧志高昂」。

 

 

點字的來源點字的來源  

 

 

 

 

 

 

 

1829年，法國盲人路易布雷(Louis Braille)發明了一套以六個點的變化
為單位來紀錄文字的系統，這系統得到世界各地的盲人採納，並發展

成為不同語言。

英文點字是按不同字母的點法紀錄。而中文則以不同的點法來代表併

音，由不同的併音組成一個中文字。

為了紀念路易布雷的偉大發明，盲人點字的英文便是Braille。

(資料提供：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平等機會博覽」「平等機會博覽」  是委員會一年一度的主要公眾教育活動，於是委員會一年一度的主要公眾教育活動，於2004年年10月至月至2005年年2月期間舉行。重點項月期間舉行。重點項

目包括四個社區巡迴活動、「無定型新人類目包括四個社區巡迴活動、「無定型新人類  2004」、以及與雷霆」、以及與雷霆881商業商業1台合作的一系列電台節目。台合作的一系列電台節目。



前任與現任「無定型新人類」導師（由左上角起，順

時針方向）劉國柱先生、劉麥懿明女士、黎淑芬小

姐（電台節目主持）、施關綺蘿女士、何嘉麗小姐、

委員會委員兼立法會議員李鳳英女士、學生代表、

林奕華先生、郭少明先生、學生代表、阮蘇少湄女

士、張偉良先生和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女士分享他

們怎樣克服困難，在行業中取得驕人成績。

 

為男女童軍而設計的「平等機會教育訓練課程」，

畢業學員在馬鞍山的社區巡迴活動中表演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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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禾田的平等角度水禾田的平等角度

水禾田的平等角度水禾田的平等角度

不論你是否攝影「發燒友」，一談到攝影，大家都會想起大師級人物水禾田先生。平等機會委員會聯同不論你是否攝影「發燒友」，一談到攝影，大家都會想起大師級人物水禾田先生。平等機會委員會聯同

雷霆雷霆881商業一台舉辦的「你眼看平等」攝影比賽，邀得「水哥」為是次比賽的其中一位評判。現在他還商業一台舉辦的「你眼看平等」攝影比賽，邀得「水哥」為是次比賽的其中一位評判。現在他還

與委員會《通訊》讀者分享拍攝平等機會相片的心得。與委員會《通訊》讀者分享拍攝平等機會相片的心得。

水禾田的攝影秘技水禾田的攝影秘技

要拍攝一幅好的相片，必需經過三個程序：細心觀察、細想、感受。攝影師必需對身邊的事物多加留意，多加思

想，才會有所感受、有所領會。攝影與其他的創作如繪畫、寫文等不同，我們必需走出外間，親身接觸和感受身

邊的事物，遇有機會，便用鏡頭捕捉剎那間的情景。

題材：平等機會題材：平等機會

與風景、人物等題材比較，很多人認為「平等機會」是一個甚為抽象的題材，亦難以用鏡頭捕捉，但正如水哥指

出，「平等機會」經常在我們身邊發生，也與每個人息息相關。他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一般人很容易橫過馬路；

但有些情況卻剛好相反，單單橫過馬路對有些人可以說是個難題，這兩種不同的情況已表達了有否平等機會。

更廣義的理解，可以是某項活動或某些情況，是否讓每個人，不論是男是女、是否有殘疾、又是否有不同的家庭

背景，都可以參與。反過來說，若對某些人造成了限制，便未能體現平等的參與機會。

立即行動立即行動

問及水禾田為何一口答應擔任「你眼看平等」攝影比賽的評判，他的理由很直接和簡單：「平等機會對每個人來說

是一件美事，攝影亦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興趣。照片可代替千言萬語，能透過攝影藝術，啟發更多人關心和明白平

等機會，很有意義，很值得大家的支持!」

委員會的「你眼看平等」攝影比賽詳情及報名表格可瀏覽網

頁http://www.eoc.org.hk/eoc/otherproject/chi/color/youthcorner/programmes/photo_comp2004/index.htm 或致電委員會熱
線 2511-8211，截止遞交作品日期為 2005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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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歧視個案殘疾歧視個案  - 我的新合約我的新合約

殘疾歧視個案殘疾歧視個案  

 

我的新合約我的新合約

 

丹尼一口氣看完他的新合約後，發現當中一些修改過的聘用條款對他很不利和不公平，感到十分洩氣。

 

投訴投訴內內容容

「我已完成三份為期六個月或以上的合約。可是，自今年初我因右肩受傷放病假後，他們

便把我新合約的聘用期縮短為三個月。過往的評核報告指，我一向辦事有效率，而其他

同樣被評為有效率的同事都獲較長的僱用合約，有的更長達一年。很明顯他們想我離

開。收到新合約後我很氣憤，於是立即辭職。」

 

 

 
委員會的行動委員會的行動

活動助理丹尼向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會）提出投訴，指自己因殘疾和

相關病假而受到不公平待遇。委員會調查員要求他的僱主作出解釋。僱
主說，縮短聘用期純粹為了觀察丹尼的工作表現，並非歧視。但僱主亦

承認，其他有類似表現的臨時員工，都獲得聘用條件較佳的新合約。經過多番的商議後，僱主同意讓丹尼復

職，而聘用條款亦得到改善。丹尼的新合約期獲延至差不多一年，公司亦答應向他作出書面道歉。

法理依據法理依據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如基於某員工的殘疾而給予該員工較差的待遇，即屬違法。在制訂聘用條款及條件時，

把殘疾列為其中一項考慮因素，亦是違法的行為。最重要是，僱主在聘請、晉升、調職、培訓、解僱或裁員時，

必須對應徵者或員工採用劃一準則。制訂一套劃一準則有助促進公平和減少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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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歧視個案性別歧視個案  - 再見雲霄再見雲霄

性別歧視個案性別歧視個案

 

再見雲霄再見雲霄

 

投訴投訴內內容容

麗娜在航空公司任兼職機艙服務員。她於2003年下旬懷孕，根據公司的政策，她
在產假前會被調往地勤繼續工作。

至 2004年初，由於航空公司的業務趨升，管理
層邀請所有兼職機艙服務員轉為全職員工，但

麗娜卻沒有份兒。她投訴說：「經理告訴我，因為

我不能在轉職期間擔任機艙內的職務，故此不

獲批准轉為全職。我知道是因為我已懷孕才會

得到如此的懲罰！」

「不單這樣，我還發現公司的假期政策亦有歧視

懷孕機艙員工之嫌。例如，倘因懷孕而被調往地

勤工作，期間如有法定假期，會從我們年假扣

除。我更不明白為何我們不能在產假後隨即放年假，這實在很不公平！」

委員會的行動委員會的行動

麗娜向委員會投訴航空公司及她的經理。答辯人收到委員會發出的函件，當中詳列麗娜

的投訴內容和《性別歧視條例》有關懷孕歧視的條文，加深了答辯人對法例的了解，有助

進行提早調解。

投訴最終得到解決，航空公司答應讓麗娜轉為全職員工。此外，航空公司亦同意檢討與

懷孕有關的政策，以消除工作間的歧視。

法理依據法理依據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任何人如給予懷孕員工較差

的待遇，這可能構成懷孕歧視。根據良好管理常

規，僱主應檢討及更改所有涉嫌有歧視成份的職位調遷政策及規則，僱主亦

應為全公司員工制定劃一的休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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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網絡國際網絡

國際網絡國際網絡

英國國家公園歡迎不同需要人士到訪英國國家公園歡迎不同需要人士到訪

英國漢普郡的皇家維多利亞國家公園，是各種年齡和不同身體狀況人士的理想消

閒好去處。公園的前身是陸軍醫院，地勢較為平坦。園內設有斜道，方便輪椅使用

者享用各種設施。公園亦設有三個遊樂區，分別為：幼兒區、兒童區、及輪椅使用

者區。這個專為方便輪椅使用者享用的遊樂區設有「鞦韆」及「氹氹轉」，而感官花

園特別照顧到行動不便和感官有困難的人士。公園所有單張都備有大字版，方便

視障人士閱讀。

 

資料來源 :
http://www.disabilityworld.com/
news/index.php?ID=1987&CATEGORY2=4-People
http://www.hants.gov.uk/rvcp/access.html

 

離職後仍可提出性別歧視訴訟離職後仍可提出性別歧視訴訟

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僱員若因前僱主的性騷擾行為，在無法忍受的工作環境下被迫離職，仍可於離

職後提出訴訟。賓夕凡尼亞州警方一名前通訊員Nancy Drew Suders稱，她的男上司不斷講色情笑話
和做出不文舉動，使她不得不請辭。最高法院將她的案件發還到法院審訊，但有關決定對所有性騷

擾案則被視為一項重要的突破。

法官在判決中表示，任何人若因在具有侮辱性的環境下工作而被迫離職，均受到

《1964年民權法》的保障。至於因歧視而被解僱的受害者亦同樣得到法律保障。不過，
法院的裁決也為僱主提供保障，准許他們以前僱員沒有利用公司的舉報制度作為抗辯

理由。

 

資料來源 :
http://www.womensenews.org/article.cfm/dyn/aid/
1875/context/archive

 

會會說說話的圖書話的圖書  - 數碼發聲書籍系統數碼發聲書籍系統

瑞典發聲書籍及點字圖書館研究出一個製作發聲書籍的嶄新系統「數碼發聲書

籍系統」。這項革命性的科技大大方便了失明人士、視障或有讀寫障礙的人士。

讀者閱讀同一篇文章時，可隨時轉換選取「發聲版」或「文字版」。讀者又可選擇

在螢幕上或以點字模式顯示書本內容，並且會以聲音同步讀出內容。此外，這

種技術對學生（尤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人士）、旅客、公共交通乘客尤為吸引，

因他們可選擇先閱讀內容，才聆聽，或是邊讀邊聽。

 

資料來源 :
http://www.disabilityworld.com/news/index.php?ID=1878 &CATEGORY2=1-News

 

http://www.disabilityworld.com/news/index.php?ID=1987&CATEGORY2=4-People
http://www.hants.gov.uk/rvcp/access.html
http://www.womensenews.org/article.cfm/dyn/aid/1875/context/archive
http://www.disabilityworld.com/news/index.php?ID=1878&CATEGORY2=1-News


 

巴基斯坦致力降低巴基斯坦致力降低產產婦死亡率婦死亡率

巴基斯坦的衛生工作者估計，每年約有30,000名產婦因懷孕而死亡，亦即每38名婦女當
中，就有一名因懷孕而去世。這樣高的死亡率，反映全國缺乏醫院。巴基斯坦約七成人口

住在鄉村地區，而在該些地區，由專業護理員所接生的嬰兒不足三成。為解決這個問題，

巴基斯坦政府在得到聯合國的支援下，宣布展開一項為期四年、耗資3千萬美元的「鄉村
行動計劃」(Country Action Plan)。計劃除在鄉村地區興建醫院外，亦會成立流動健康中心，
深入偏遠地區，展開公眾教育，以及為各社區的助產士和護理員提供培訓。

資料來源 :
http://www.womensenews.org/article.cfm/dyn/aid/1957/context/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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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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鄧爾邦先生致送紀念品予淅江省司法廳律師管理處處長陳偉強先生。

國內不同省市的司法機關官員到訪平等機會委員會，並對香港的三條反歧視法例加深了認識。

  
  

 

委員會贊助扶康會舉辦的「傷健無分界嘉年華」，是為要宣揚接納人與人之間的不同。

  
  

 

 
學生在工業傷亡權益會舉辦的日營中試用輪椅，活動為委員會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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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活動巡禮社區活動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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