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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些知多些  －－  專注力缺乏專注力缺乏/過度活躍症及特殊學習障礙過度活躍症及特殊學習障礙

專注力缺乏專注力缺乏 /過度活躍症及特殊學習障礙過度活躍症及特殊學習障礙

何謂專注力缺乏/過度活躍症及特殊學習障礙?這類醫學名詞令不少家長和教育家困惑
不已。為嘗試提供答案和尋求解決方法，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於2007年10月8日為
教師、社工、家長及平等機會之友會會員舉辦講座，邀請了在這方面具領導地位的專家

講解上述情況和介紹香港現有的支援網絡。

 
Expert share

在專注力缺乏/過度活躍症及特殊學習 障礙講座上，專家分享他們的見解和資訊。

平機會相信每個兒童都應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殘疾歧視條例》旨在消除和防止殘疾

歧視，也確保兒童擁有上述權利。參與講座的專家，包括香港兒童腦科及體智發展學會

陳作耘醫生及藍 芷芊醫生、香港中文大學鄭佩芸教授及蕭寧波教授、教育局曾淑雯女
士及袁周筱鳳女士均持有這個信念 。講座和討論內容大要如下：

何謂特殊學習障礙何謂特殊學習障礙?

特殊學習障礙是指一系列在聆聽、說話、閱讀、書寫或數學能力的學習和運用方面的障

礙。有特殊學習障礙的人士雖可獲傳統教育，但他們在學習上仍會出現顯著的困難。最

常見的特殊學習 障礙是讀寫障礙，特徵是在認字、閱讀、默寫或拼字方面遇有困難。

特殊學習障礙在香港有多普遍特殊學習障礙在香港有多普遍?

據估計，香港約有15%（約225,000人）的兒童有特殊學習障礙。其中八成（約180,000 人）
有讀寫障礙的問題。

是否需要及早介入以支援有特殊學習障礙的兒童是否需要及早介入以支援有特殊學習障礙的兒童?

兒童在小一和小二時「學習閱讀」，而小三以後便「透過閱讀來學習」。兒童若錯失一 年
的學習時間，之後便要花上兩至三年才可追回進度，而在十歲以後，追上進度會變得困

難。如能有效 且及早處理，有特殊學習障礙的兒童一樣可以有良好的成績。

讀寫障礙是否存在於中文讀寫障礙是否存在於中文?

讀寫障礙會出現在以中文為學習語言的人士身上，情況與以字母學習語言（如英文）的

人士相同。



特殊學習障礙如何影響學生特殊學習障礙如何影響學生?

儘管不少有才華和具天賦的人曾被診斷為有特殊學習障礙，他們也有傑出的成就。有

特 殊學習障礙的學生很多時會被不公平地標籤，他們在學校的表現往往未如理想，亦
較少參與課外活動。 久而久之，逐漸形成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生自信心不足和自我形象
低落。

如何幫助有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生如何幫助有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生?

增撥資源讓學校加添適當的設施、讓家長更有能力協助子女及提高社會對特殊學習障

礙 學生的接納，皆是十分重要的。為老師提供適當培訓，讓他們懂得從另一種角度看待
有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生，是為他們改善學習環境的重要一步。

何謂專注力缺乏何謂專注力缺乏 /過度活躍症過度活躍症?

專注力缺乏/過度活躍症可分為過度活躍 - 衝動徵狀（不能自制）和專注失調徵狀（多 項
認知功能受損）。及早診斷（可早至幼稚園低班/小學一年級）以便盡早進行治療是很重
要的。有效的 介入方式包括家長教育和諮詢服務、學校諮詢服務及調適、特殊徵狀治
療、心理治療及行為管理等，均 能協助有專注力缺乏/過度活躍症的學生。

參加者專注投入：他們認家長有責任引導

子女在正軌上發展，而學校和政府的支援

亦同樣重要。 

專注力缺乏專注力缺乏 /過度活躍症在香港有多普遍過度活躍症在香港有多普遍?

香港約有6-8%兒童和4-5%成人有專注力缺乏/過度活躍症，較常見於男童身上，而不同
智商和社會經濟階級的人士皆有可能有上述情況。

專注力缺乏專注力缺乏 /過度活躍症可否獲治愈過度活躍症可否獲治愈?

若能提供正確支援，專注力缺乏/過度活躍的徵狀可受控制或改善。對於7-10歲有專注
力缺乏/過度活躍症的兒童，以藥物控制較行為管理更為有效。至於專注力缺乏/過度活
躍症所引致的其他問題，如家長與子女之間的衝突、學業困難、欠缺社交技巧等，則以

行為管理較為合適。

學校可怎樣支援有特殊學習障礙或專注力缺乏學校可怎樣支援有特殊學習障礙或專注力缺乏 /過度過度  活躍症的學生活躍症的學生?

學校支援和適當的行為管理非常關鍵，老師作出調適亦同樣重要，因為這不單有助學

生學習，亦可減少其他不當的行為/事件。學生要有主動學習的動力，才可達到最好的學
習效果，因此，為學生訂立清晰、顯著及可達的目標至為重要。

甚麼是三層介入模式甚麼是三層介入模式?

實證研究顯示，三層介入模式能有效協助有特殊學習障礙和專注力缺乏/過度活躍症的
學生。這模式的第一層是學校應先為所有學生提供「全班優質語文教學」。若學生表現

未能達到基準目 標，便要以第二層：「小組補充教學」協助部份學生達到學習目標。若學
生在接受「小組補充教學」後 仍未達標，便需要進行第三層：「個人密集教學」。在這個介
入模式中，學校和家長的支持均十分重要 。

政府對有專注力缺乏政府對有專注力缺乏 /過度活躍症和特殊學習障礙的過度活躍症和特殊學習障礙的  學生提供了甚麼協助學生提供了甚麼協助?

香港政府把特殊學習障礙納入2007年《香港康復計劃方案》中，在協助相關人士方面邁
進了一大步，然而一些專家仍希望政府可以做得更多。目前政府透過衛生署、醫管局及

教育局，為有特 殊學習障礙、讀寫障礙和專注力缺乏/過度活躍症的學生，提供學術評
估和其他支援服務。為了使學術評 估更為公平，在給予學生家課和其他習作時也有特
別安排。關於這些特別安排的原則，可參考教育局網 站(http://www.edb.gov.hk)。政府亦
會定期舉辦工作坊、與家長教師會開會、提供輔導服務、其他資料 及教材等。近年，教



育局採取「全校參與模式」，推動接納不同能力的學生。「全校參與模式」旨在建 立共融
的校園文化和在學校成立不同的朋輩支援小組，以營造一個有助學習的環境。有興趣

的人士可瀏 覽教育局網站，以了解更多有關這方面的支援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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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之友會平等機會之友會—會員專區會員專區  (個案研究個案研究  ﹣﹣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員工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員工)

 平等機會之友會平等機會之友會—會員專區會員專區

個案研究個案研究  ﹣﹣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員工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員工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於2007年10月舉辦的「如何有效支援精神健康有問題員工」
研討會，吸引了超過100名平等機會之友會會員參加，當中包括非政府組織及公私營機
構的僱主和人力資源從業員。

平機會主席鄧爾邦先生（右）及兩位研討會講者精神科專家吳

蓬盛醫生（中）和平機會總主任（投訴事務）林小慧小姐合照。 

上一期的平機會通訊報導了精神科專家吳蓬盛醫生講解有關工作場所常見的精神病患

(請參閱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newsletter/content.aspx?
itemid=7354 )。另一位講者平機會投訴事務科總主任林小慧小姐的講解內容扼要如下：
《殘疾歧視條例 》及僱主的法律責任殘疾歧視是指某人基於他/她的殘疾而遭受歧視。
根據法例，除了現時身罹殘疾的人 士外，還包括曾經有殘疾但現不再有殘疾、將來可
能有殘疾、被認為有殘疾或被視作為殘疾人士般對待 。這些人士均受到法律保障。

《殘疾歧視條例》及僱主的法律責任《殘疾歧視條例》及僱主的法律責任

殘疾歧視是指某人基於他/她的殘疾而遭受歧視。根據法例，除了現時身罹殘疾的人士
外，還包括曾經有殘疾但現不再有殘疾、將來可能有殘疾、被認為有殘疾或被視作為殘

疾人士般對待。 這些人士均受到法律保障。

《殘疾歧視條例》規定，若殘疾歧視或殘疾騷擾在受僱期間發生，不論僱主是否知悉或

批准這些事情，僱主仍需負上法律責任。但若僱主可證明已採取合理及切實可行的措

施（如制訂平等機 會政策和投訴程序以處理歧視問題，為員工提供相關的培訓和資料
等），以防止僱員作出違法行為，或可作為免責的辯護。

個案研究個案研究

個案個案1（情緒病）（情緒病）:

投訴人 是一名行政經理，在加入A公司前被診斷患有情緒病。她在試用期間放病假，並
表示若對公司有益，她願 意請辭。公司向她表示會等待她復工再作打算。投訴人復工
後，公司沒有安排任何工作給她，反之要求 投訴人考慮辭職或暫時停職。在另一個場
合上，當她與人力資源經理談及她所享有的病假事宜時，那名 經理取笑她說：「我也情
緒不穩。」她最後辭職，並向平機會就殘疾歧視和殘疾騷擾提出投訴。

A公司解釋，它並沒有終止僱用投訴人的意圖，只是投訴人先行表示想辭職。公司考慮
到她的健康狀況，並出於好意，向她發放特惠津貼金。該名人力資源經理有向投訴人作

出所指稱 的言論，但她的原意是向投訴人表示慰問及瞭解。她亦有安慰投訴人，鼓勵
她積極面對人生。

個案個案1的分析的分析:

即使投訴人 曾表示她想辭職，這意願卻是她因情緒病而在放病假時提出。故此，
公司在考慮此意願時應小心評估。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newsletter/content.aspx?itemid=7354


員工或會因沒有被安排例行的工作，而感到被歧視。若僱主希望透過調整工作，

為員工作出調適，應先與員工討論，再根據有關的健康資料，評估員工的工作能

力。

即使同事是出於好意，以開玩笑的方式回應一名有精神病患同事，亦可被理解為

敏感度不足或具羞辱性的行為。

這個案調解成功，A公司同意向投訴人付出金錢。那名人力資源經理亦按投訴人的要
求，向她象徵式支付1元，以承認她令投訴人感到不快。支付款項可提醒那名人力資源
經理應提高對 待有精神病員工的敏感度。

個案個案2（精神分裂）（精神分裂）:

投訴 人在B公司工作超過10年，他表示其工作表現經常得到正面評價。當他被診斷患
有精神分裂時，便將這事 告訴了他的上司。後來，由於工作壓力的關係，他要求調職到
另一個部門。他並沒有告訴新上司他的健 康狀況。

投訴人向平機會提出投訴，指他的新上司基於他有精神病，在其工作評核報告中作出

負面評價。投訴人相信，他的新上司知悉他有殘疾，因這名新上司曾在他申請病假時表

示：「以你 的健康狀況，我們怎可不批准你申請病假？」

個案個案2的分析的分析:

那位新上司對投訴人申請病假時所作的回應，顯示他有可能知悉投訴人的殘疾；

但這並不表示新上司其後對投訴 人工作表現的評價是基於投訴人的殘疾而作出
的。

投訴人調職後，他的職務有所改變，他的新上司知悉他需要時間適應新職位。 
投訴人的工作評核報告顯示他的工作表現平平，並不適合升職，這與他過往工作

評核報告的評價相符。

任何人士聲稱他/她遭到殘疾歧視，需證明他/她受到不利的對待。在這個案中，
投訴人的不利情況並不明顯，因資料未能顯示與以前的工作評核報告比較，新的

評核報告會對他的工作 前途帶來更壞的影響。

根據法例，平機會有酌情權以條例所訂明的原因，決定不就個案進行調查或終止調查。

此個案因缺乏實質，而被終止調查。

個案個案3（思覺失調）（思覺失調）:

投 訴人於2000年8月至2005年5月期間任職幼稚園老師。於2002年，她被診斷患有思覺
失調。她於2004年8月 患病，獲發病假至2004年11月，及後復工。於2005年6月，她不獲
幼稚園續約聘任。

這名幼稚園老師向平機會提出投訴，指她的僱主基於她的殘疾歧視她。當她的病假結

束後，她的僱主要求她遞交醫生信，證明她有能力工作才可復工。她依從了僱主的要

求，但復工後 卻被安排處理文職而非教務工作。幼稚園告訴她，由於不能確定投訴人
何時可以復工，所以已聘請別人 代替她的職務。幼稚園解釋，他們是出於好意才不與
投訴人續約。他們認為，她或許已沒有處理教務 工作的能力，而且僱主有權不與員工
續約。

研討會吸引了超過百名 平等機會之友會會員參加，
他們就如何有效支援精神健康有問題的員工交換意

見。



個案個案3的分析的分析:

與其他獲發病假的員工比較，只有投訴人需要遞交醫生證明書才可復工。

幼稚園聘請他人來代替投訴人的理據不足，原因是投訴人在病假期間一直有通

知其上司她的情況及進展。

即使幼稚園不與投訴人續約的決定是出於好意，這決定帶有歧視成份，投訴人因

而失去了她的工作。

在進行調查前，幼稚園及投訴人同意考慮以提早調解方式來解決問題。幼稚園準備了

書面道歉的草稿，表示雖是出於好意，但卻引起投訴人誤會，表示歉意。投訴人不贊同

道歉信中的 用字，並其後撤銷投訴，因她認為已達到投訴的目的 - 即令她的僱主知道
解僱有精神病的員工是錯誤的行為。

林小慧小姐提醒研討會的參加者，處理有關精神病問題的投訴與處理其他和殘疾有關

的投訴的原則是相同的。人力資源從業員在處理任何歧視個案時應保持公正及審慎，

並遵守保密原則，在作出決定時應以事實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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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就業歧視－教育還是立法？反就業歧視－教育還是立法？

反就業歧視－反就業歧視－  教育還是立法？教育還是立法？

平機會主席鄧爾邦先生（前左六）及 國際勞工組織北京局局長Constance Thomas女士（前排右五）
獲國內大學、立法研究中心及法工委邀請 ，分享實施反就業歧視法例的經驗。 

近十多年來，祖國發展迅速，對外資訊發達，公民權利和法律保障意識日漸提高，社會

對平等機會和反就業歧視問題尤其關注。於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條款亦寫
入憲法內 。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鄧爾邦先生應江西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中國政法大學 、北
京大學、南昌大學及江西地方立法研究中心的邀請，作專家講者，出席了為期兩天以

「促進就業機 會平等立法」為題的研討會。與會者是來自國內不同省市的人大常委會法
工委要員、大學法學院教授及法學專家。

與會人士指出，現時國內就業歧視問題普遍，故此很需要有效消除就業歧視的方 法。
平機會主席鄧爾邦先生於會上分享了本港執行反歧視法例的經驗。他指出現時處理反

歧視問題，主要有兩種不同的意見：教育及立法。

與會者為來自全國不同省市的法律專 家，他們
就反歧視立法問題進行了廣泛及深入的討論。 

從教育入手的論據從教育入手的論據

支持以教育來處理歧視問題的人士認為：

歧視源於我們對一些具有某種特質的人的定型觀念，這些看法影響了我們的思

想和行動 ，所以倡議反歧視應從改變思想方面入手，不宜以強逼的手段，而教育
就是改變思想的最好方法。

教育亦是一種較溫和、大眾比較容易接受的方法。

實施反歧視法例意味著大量訴訟隨之而來，在社會中造成對立，破壞和諧氣氛。

法律機制會被濫用，增加社會行政成本。

以立法方式消除歧視以立法方式消除歧視

支持以立法來規管的人士認為：

法例為受歧視者提供了有效的補救方法以及討回公道的渠道。

被歧視者往往是弱勢社群，故需要透過法例設立明確的機制，及賦予獨立的執行

機構法定權力去處理申訴。

惟有透過立法，才可為「歧視」訂下清楚的定義和釐定甚麼是違法的歧視行為。



香港的經驗香港的經驗

立法會否增加訴訟，要視乎在訴訟以外，是否有其他解決歧視糾紛的機制。就香港而言

，受屈人士是可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提出投訴，平機會收到投訴後，是會進行調查及調

解。這是訴訟以外另類解決糾紛的途徑，以理性的態度去處理問題及達成共識，最終達

致雙贏局面，亦可避免昂貴和漫長的訴訟。絕大多數的投訴人都善用平機會的調解機
制來解決問題。過往，平機會成功調解的個案達70% 。

亦有人擔心立法會增加營運成本，但事實上，從商業角度來看，機構內存在歧視所引起
的法律責任和可能造成的損失，遠較在機構內推行平等機會政策的成本為高。僱主能

以平等機會的原則知人善任，僱員自然樂於效忠，工作士氣亦可提高。此外，立法消除

歧視有助一個國家提升國際形象， 吸引更多外來的投資者。

結論結論

要消除歧視，立法與教育是相輔相承的做法。立法亦可以發揮宣傳和教育的作用。例如

，本港不少反歧視的法庭案例被傳媒廣泛報導後，便引起社會關注和討論，市民因而更

能明白法例的內容及保障範圍，收公眾教育之效。

立法反歧視可以確立一個不偏不倚、獨立的監管制度，為社會設下標準，讓受屈者可依

循指定和有效的途徑提出申訴。這就是監管制度的核心，而法律則為整個制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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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連繫國際連繫

 

國際連繫國際連繫

平機會與全球不同地區的人權專家交流促進平等機會的經驗。平機會與全球不同地區的人權專家交流促進平等機會的經驗。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John von Doussa先生（中）與平機會總監（規劃及行政）
陳奕民先生（右）及 總平等機會主任（投訴事務）束健銘先生一同討論建立平等機會文
化的策略。

平機會主席鄧爾邦先生（中右）與愛爾蘭勞工事務部部長Billy Kelleher先生（中左）會面，
討論有關香港工作間的平等議題。 

  
瑞典平等機會申訴專員Anne-Marie Bergstrom女士（中右）與平機會主席鄧爾邦先生（中
左）及平機會法律總 監潘力恆先生（左一）分享促進共融社會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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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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機會多元共融行動」啟動禮暨「十週年紀念特刊：奮進平等路」新書發佈會

  

平機會職員及家人探訪靈實恩光學校的殘疾學生。我們又參加了靈實協會的耆樂餅義

賣活動，為長者服務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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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活動巡禮社區活動巡禮

請按圖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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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歧視個案性別歧視個案  - 性騷擾者性騷擾者

性別歧視個案

性騷擾者性騷擾者

投訴投訴內內容陳小姐自容陳小姐自2003年起一直在中學任教歷史及英文科。她喜歡這份工作，年起一直在中學任教歷史及英文科。她喜歡這份工作，  與與
學生相處融洽。可是，她從來沒想過自己竟會被學生性騷擾。學生相處融洽。可是，她從來沒想過自己竟會被學生性騷擾。

「在我回家途中，我的學生阿棠忽然向我走來，他盯著我，對我說

了些與性有關的猥褻話 ，對我的私生活作出侵犯性的提問。我強
裝冷靜地叫他回家。我一直以為，有權有勢的人才會做出性騷擾

行為，真想不到自己的學生竟然性騷擾我。」陳小姐向學校報告

事件，又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求助。平機會的行動由於阿棠未成

年，因此平機會決定把投訴告知其父母。在平機會展開調查前，
陳小姐、阿棠及他 的父母選擇提早調解，希望在短時間內解決問題。阿棠寫了一封道
歉信，解釋自己不知道侮辱別人是錯的 ，並對自己所做的事感到懊悔。他會報名參加
訓練課程，改善人際關係技巧，並培養對人的同理心。由於 阿棠決心改過，陳小姐接受
了他的道歉，個案在和好氣氛下迅速解決。

平機會的行動平機會的行動

由於阿棠未成年，因此平機會

決定把投訴告知其父母。在平

機會展開調查前，陳小姐、阿
棠及他的父母選擇提早調解，

希望在短時間內解決問題。阿
棠寫了一封道歉信，解釋自己

不知道侮辱別人是錯的，並對

自己所做的事感到懊悔。他會

報名參加訓練課程，改善人際

關係技巧，並培養對人的同理

心 。由於阿棠決心改過，陳小
姐接受了他的道歉，個案在和

好氣氛下迅速解決。

法理依據法理依據

對那些未曾身受其害的人而言，性騷擾可能被視為「玩玩而已」。但事實上，性騷擾是性

別歧視的一種，亦是違法行為。性騷擾包括任何涉及性而令人厭惡及不受歡迎的行徑，

一個合理的人會因 這種行為而感到受冒犯或受威嚇。

值得留意的是，任何人都有可能對男性或女性做出行為上或口頭上的性騷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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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索取免費索取

免費索取：非常平等任務教材資料套 2007 — 附有歧視投訴的電視實況劇光碟及使用者手冊。如欲索取，請電
2106-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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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網絡國際網絡

國際網絡國際網絡

 

法庭裁定女講師勝訴法庭裁定女講師勝訴

愛爾蘭勞工法庭裁定，都柏

林城市大學一名女高級講

師，因她的性別而受到較差

待遇，因此未能取得教授席

位。法庭裁定女講師勝訴，

判她重獲教授一職，追溯至

被拒之日，並獲得10,000歐
元的賠償。賀根女士在 法
庭上指出，由於她是女性，

在甄選程序的各個階段都

遭到歧視。

法庭表示，都柏林城市大學應明確訂出，面試小組成

員的性別組成之最低要求。大學亦應 制定政策，要求
面試小組所有成員記錄面試內容，並把文件保存一

年。 

資料來源 
http://www.irela
nd.com/newspaper/ireland/2007/1015/1192396327826.html

 
有殘疾的航空乘客享有的新權利有殘疾的航空乘客享有的新權利

根據歐洲

聯盟（歐

盟）部長最

近頒佈的

新規例，

保障歐盟

國家有殘

疾的航空

乘客免受

殘疾 歧
視。若有

殘疾的乘

客預先通

知航空公司有關他們的需要，便有權

在機場及機艙獲免費協助。航空公司

及 旅行社不能拒絕殘疾人士的訂位
要求，它們要提高員工對殘疾的認

知，和為他們提供平等觀念的培訓。

機 艙服務員由2008年起，需協助行動
不便的乘客到洗手間，並以不同方式

向有殘疾的乘客提供重要資訊（例

如：向視障乘客提供大字體版本的資

訊）。 

資料來源 
http://www.iht.com/articles/
2005/10/06/travel/travel7.php 

   

http://www.ireland.com/newspaper/ireland/2007/1015/1192396327826.html
http://www.iht.com/articles/2005/10/06/travel/travel7.php


成立新專責小組以改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成立新專責小組以改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日本政府最近成立了一

個專責小組，負責擬定

改善日本人工作與生活

平衡的措施，務求在急

速老化的社會中 ，提升
勞動力。專責小組將研

究可平衡個人工作及私

人生活（包括家庭需要、

社區活動與自我增值）的可 行辦法。專責小組由商界
企業及工會代表組成。企業透過推行改善工作與生活

平衡的措施，使員工盡量在 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工作，
因而提高公司的生產力。 

資料來源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nn20070307b4.html 

 
視障人士工作計劃視障人士工作計劃

英國第三

大郡坎布

里亞郡

（Cumbria）的就業中心（JobCentrePlus）
與一個專為失明人士服務的組織

Action for Blind People合作，協助視障
人士撰寫覆歷，及為他們提供面試技

巧的意見。

Action for Blind People 的服務主任朶森
表示，「據我們所知，在英國完全或部

份失明而又屆工作年齡的人士中，失

業者達66%。我們的工作對確保視障
人士在應徵及從事自己選擇的職業時

獲得與其他人相同待遇，起關鍵作

用。」

資料來源 
http://news.bbc.co.uk/2
/hi/uk_news/england/cumbria/6942953.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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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多元共融行動平等機會多元共融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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