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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專題

 
無名英雄無名英雄  與與  網上復康平台網上復康平台

 
七歲的小明一直都弄不清楚上下午的分別。有智障的他，也看不懂時鐘。無論媽媽怎樣盡心教他，他還未能分辨

長短針。直到在 「C-Rehab」網站上，透過電腦遊戲，他很快便掌握了較為抽象的時間觀念。 
 
今年六十八歲的黃伯腦部創傷後專注及認知能力減退，難以接收及理解別人的談話，透過「C-Rehab」的有趣網
上遊戲，他不斷練習自己的集中力。現在，每當別人和他說話時，他都能夠專心注視和聆聽，他家人都說:「現在
和他溝通的確順利多了。」 
 
這個有趣的「C-Rehab電腦復康訓練資源網站」英文全名是Computer Rehabilitation
Resource Station，由幾位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的無名英雄走在一起，費盡心力創
建。他們的目標清晰︰「為要幫助有需要的人，讓他們的生活容易一些！」這幾位擁有

不同專才的有心人，包括社會工作者、職業治療師、軟件工程師及網頁設計師，眼見社

會上不少人因智障、學習障礙、自閉症、中風或腦部受損等問題而面對各種生活障礙，

於是設計一個提升自理能力、發掘使用者潛能的網站。C-Rehab這個一站式免費平台一
推出便深受歡迎，正因創意及實用兼備，C-Rehab成功獲得「2007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
獎︰最佳數碼共融大獎」的殊榮。

 

創製人的話  

創意及實用兼備的C-Rehab獲得「2007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數碼共

融大獎」。

C-Rehab的幾位創作人來自不同專業，集各家之長，兼顧不同使用者的需求。職業治療
師表示︰「我們參觀不同的復康機構，了解用家的需要後，設計適合他們的課程。」軟

件工程師說︰「實踐時雖受到很多技術限制，但慶幸能一一解決。」而網頁設計師則以

「簡單易明、美觀清晰」為創作原則。正如項目統籌社工所說︰「協助弱勢社群融入社

會，讓他們有平等參與的權利是件美事。我們就是靠這共同理念，合力把C-Rehab做
好！」

在製作期間，他們的義務總軍師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副教授文偉光博士就網

站的策略性發展貢獻良多，例如建議設立資料庫，以便家長及復康工作者選取合適材

料，使網站的用處更廣。另外，他提醒教材必需易學易懂，網站結構亦必需預留發展空

間。

 
 

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副教授

文偉光博士就C-Rehab的策略性發展

貢獻良多。

   

 



群英匯 —「電腦復康訓練資源站C-Rehab(http://crehab.emv.org.hk)」的創製功臣，網頁設計師江芷恩

(後左)、社工兼執行幹事區美智(後中)、職業治療師黃俊豪(後右)及軟件工程師黃德成(前中)  職業治療師示範網站的治療功能

   
治療價值 

  

C-Rehab提供的網上教材應有盡有，包括日常知識(如學習梳洗用具的名稱)、生活技能(如認識酒樓點心的名
稱)、感知訓練(如手眼協調訓練遊戲)、認知訓練(如推理遊戲)、數學運算及藝術欣賞六個不同範疇。雖然外國也
有類似的收費訓練軟件，但礙於文化差異，香港人較難投入，而C-Rehab的選材地道又生活化，是成功的關鍵。  

 

 

 

C-Rehab是由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製作，並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贊助。網站提供多元化的訓練，包括生活技能、認知訓練、數學運算等。

 

升級版

縱使C-Rehab已開創先河，為推動數碼共融向前踏出了一大步，但為更臻完美，製作人的短期目標是完善軟件和
豐富現有的網站內容。長遠來說，他們亦希望加強網站的治療及科研元素，並製作不同語言的版面，以惠及更多

人。

 

 

   

 

   
用家對「C-Rehab」的回應   

「每項設計能兼顧不同人士的需要 － 例如為視障人士提供大圖示、以聲效及動畫吸引專注力缺乏者的注
意等。」  

C-Rehab提供了接觸社會與學習生活技能的另類介面，亦可隨時使用，十分方便。

http://crehab.emv.org.hk/


C-Rehab的圖庫資源充足，啟發了不少復康工作者親自製作訓練教材。我亦希望透過C-Rehab把自己研發
的教材上載，與大家分享！

 
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小檔案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小檔案  
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成立於1982年，由來自工程、醫療、輔助醫療及其他界別的義工組成，主
要目標是透過專業義工的服務，增強殘疾人士的獨立生活能力。

  

網址︰http://www.emv.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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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歧視個案殘疾歧視個案  — 最新法庭判例最新法庭判例

最新法庭判例：殘疾歧視個案最新法庭判例：殘疾歧視個案

法院最近就一宗殘疾歧視個案的裁決確定，僱主若因為僱員的殘疾而解僱他法院最近就一宗殘疾歧視個案的裁決確定，僱主若因為僱員的殘疾而解僱他 /她，即屬違法。她，即屬違法。

 
裁決

區域法院於2008年3 日7日裁定，一名任職於被告經營的中菜餐廳的侍應生，因其殘疾而遭受歧視。故此，該公司
違反了《殘疾歧視條例》。被告需向原告人支付港幣94,545元的賠償，包括感情損害及收入損失。
 
個案詳情

原告人自2004年7月1 日起任職於上述中菜餐廳。期間從未收到顧客的口頭或書面投訴。他的工作表現獲評為滿
意，且曾獲分發花紅。原告人於2005年5月右手腕受傷，他請了9天病假，並提交了醫生證明書。復工當日右腕尚
未完全康復，而中菜餐廳經理卻通知他由翌日起將被停職。原告人獲發7天薪金作為代通知金，但被告無解釋解
僱原因。經理表示，並非因為原告人右腕受傷而解僱他，而是因為他工作表現欠佳。經理更指稱，即使顧客在繁

忙時段等待入座，這名前侍應生卻未能及時清理好餐桌。經理又表示曾收到另一名員工的投訴，指發現原告人

於繁忙時段在洗手間玩電子遊戲及打電話。不過，該經理並未親眼目睹這些行為。相反，原告人則表示，洗手間

廁格狹小又有異味，他不可能長時間逗留。

 
被告未能提供令法院滿意的證據來證明原告人行為失當。法庭認為，被告決定解僱原告人是基於他的殘疾，因

被告認為這位前僱員的傷勢未完全康復，未能服務客人。法院裁定，原告人遭受意想不到的不公平解僱。

 
結論

個案清楚表明，僱主基於僱員的殘疾而將之解僱，即屬違法。僱主應該留意，患病或受傷的僱員是受到《殘疾歧

視條例》保障的。平機會促請所有僱主都實行平等就業機會政策，以消除在工作場所中的歧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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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歧視個案性別歧視個案  — 權力失衡權力失衡

性別歧視個案：性別歧視個案：

權力失衡權力失衡

投訴內容

阿詩從未想過會在這情況下離開她服務超過十多年的貿易公司。她說：「我一向工作表現良好，三年前獲得晉

升。由於工作需要，我經常跟上司張經理出外應酬或到外地公幹，其間他多次要求與我同坐然後借故觸碰我的

身體，還當眾對我評頭品足。從我厭煩的目光，他是清楚知道我絕不接受他這些行為，後來我更迴避他，他於是

對我說如果我不肯跟他『面對面溝通』，便可能被降級。」

 
阿詩長期面對這種威脅，導致失眠、精神不能集中。她向人事部投訴卻不受理。後來她向高層求助，公司承諾會

調派她到另一分公司擔任一個與現時工作相約的崗位，結果卻只獲配一個職級和待遇都更低的職位。阿詩最後

選擇了離開公司。

 
平機會的行動

阿詩認為張經理及這間貿易公司是基於她曾作出性騷擾的投訴而給予她較差的待遇，所以她除了向平機會投訴

張經理性騷擾外，同時投訴該公司對她作出「使人受害」的歧視行為，並要求僱主為張經理的性騷擾行為負上轉

承責任。

 

平機會向阿詩解釋了處理投訴及調解程序，又向張經理及公司解釋《性別歧視條例》中有關性騷擾及「使人受害」

的條文。經平機會個案主任多次與三方磋商後，他們最終同意以提早調解的方式解決問題。公司答應發出一封

工作證明書給阿詩，並以相約於阿詩三年薪酬 (包括有薪年假補償、長期服務金及特惠金)作為和解條款。至於張
經理，雖然他指稱那些冒犯阿詩的舉動只是無心之失，但他願意為忽略了阿詩的感受而致函道歉，個案終於得

以解決。

 
法理依據法理依據  
性騷擾往往影響員工的工作表現，令人深受壓力，甚至會逼使員工離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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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恰當的身體

接觸及提出涉及性方面的要求等。

  

   

根據法例，僱員需為自己的性騷擾行為負上個人責任；另一方面，不論僱主是否知悉或批

准有關行為，僱主亦需為僱員在職期間所作的違法性騷擾行為負上轉承責任。此外，若僱

主向提出歧視投訴的僱員作出較差的待遇，即法例中所指的「使人受害」的情況，亦屬違

法。在這個案中，阿詩投訴後便被貿易公司要求調往一個薪酬及職級都較差的工作崗位，

令阿詩蒙受較差的待遇，這可能是屬於「使人受害」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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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李菁悼李菁 ‧說說歧視歧視  — 給「鐵柱」一個機會給「鐵柱」一個機會

 
悼李菁悼李菁 ‧說說歧視歧視  — 給「鐵柱」一個機會給「鐵柱」一個機會
(撮錄自平等機會委員會網頁《深思簡論》)
 
 
本年三月，失聰人士李菁自殺身亡。十年前，十七歲的她，在會考中考獲優異成績。當時她態度積極，並以十六

字鼓勵其他人：「吾之所向，一往直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勵」。 可是十年後，她卻放棄了自己的人生。
 
殘疾人士在日常生活、學習及求職方面所承受的壓力往往難以言諭。李菁的遺書指出她中一時「常遭同學嘲笑，

當時便興起自殺念頭，但......缺乏勇氣」，到讀學士學位時「讀書壓力有增無減，情況嚴重」。她父親說女兒在求職
路上屢受挫折：「有僱主知道她失聽，就立刻叫她走，有僱主索性說：不用來了」。

 
李菁事件引起社會對聽障人士的廣泛關注。事實上，聽障是一種「別人看不見的殘疾」。聽障人士在學習或溝通

上均面對不少困難，但由於外表看來與一般人無異，因此其他人很容易忽視其需要。唯有聽障人士積極面對，社

會人士又加以接納及支持，他們才能融入社會。

 
有復康組織表示，許多失聽人士找工作十分困難，呼籲僱主放下偏見，給予他們平等機會。這也是平等機會委員

會多年以來致力推廣的訊息。殘疾人士要得到一份工作，可能要比別人付出加倍的努力和決心，但我們相信每

個人均擁有獨特的潛能，只要有適當的配套設施，各人皆可發揮一己之長。在不假思索並一口拒絕之前，僱主或

許可以想一想，該位有殘疾的求職者能否履行職務的要求？僱主聘用殘疾人士除可讓他們得以展現才能外；他

們的堅忍、努力及才華，亦有助機構達到業務目標，締造雙贏局面。

 
李菁曾以「鐵柱磨成針」自勉，但當她幾經努力成為「針」之後，卻無法支持下去。但願香港市民能給予「鐵柱」和

「針」更多機會﹗

 
 
 
 

 
新網頁「深思簡論」新網頁「深思簡論」
一些人．一些事 — 在推動平等機會的工作中，會遇上一些引發思考及討論的人和事，我們透過「深思簡論」
這個新網頁與各界人士分享我們的理念和經歷。除了撰寫有關李菁事件的短文外，網頁更包括了網上不雅

照片、平等機會主流化及其他值得反思的問題。詳情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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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之友會平等機會之友會  — 處理工作間殘疾事宜的實用工具處理工作間殘疾事宜的實用工具

平等機會之友會平等機會之友會  
  
處理工作間殘疾事宜的實用工具處理工作間殘疾事宜的實用工具

 

作為僱員或僱主，你或會在處理工作間的殘疾事宜時感到困惑，例如：

 

公司可否解僱一名長期放病假的僱員？

公司可否要求一名準僱員接受入職前驗身？假如他/
她被驗出患有傳染病，公司可否取消聘用？

僱主要為有殘疾的僱員提供哪些遷就？

一間公司的僱員(例如人力資源經理)是否需要就歧視
行為承擔個人的法律責任，並作出相關賠償？

 

我們現有的《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自1997年1月起使用至今，為香港僱主提供實施有殘疾和沒有殘疾人
士間就業平等的一般指引。

 
根據我們處理僱傭範疇中殘疾歧視投訴所累積的經驗，現在是平機會對該守則作出修訂的理想時機，讓它能繼

續為人力資源從業員提供有用的參考。最重要的是，新修訂的指引將更有助於妥善有效地處理工作間殘疾事

宜。

  
不少平等機會之友會會員出席了於2008年2月29日舉行的交流會，大部分是不同公司的資深人力資源從業員。
他們與平機會的高級平等機會主任(執行規定)方思佳女士交流意見，分享在工作間實施《殘疾歧視條例》的看法
和經驗。會上，參加者需運用「固有要求」、「合理遷就」和「不合情理的困難」這三個獨與《殘疾歧視條例》有關的

概念，去討論一個複雜的病假案例。會員提出了一些難以處理的事件作為例子，亦分享他們處理同類事件的經

驗。

 

平機會主席鄧爾邦先生解釋，該守則將可協助僱主預防歧視。守則載有僱主可推

行的合理措施的例子，如遵從守則的指引，日後若有關殘疾歧視的法律程序展開

時，將有助避免法庭作出對其不利的裁決。

  

 
方女士向參加者簡介平機會修訂該守則的計劃，並請他們提出建議，務求採納最理想的模式。總平等機會主任

(投訴事務)束健銘先生及高級平等機會主任(政策及研究)陳佩珊女士就參加者在討論時提出的大部份問題提供
了意見和解決方法。我們發現，現今的人力資源從業員所面對的問題受多方因素影響，十分複雜。所有人均同

意，一份以淺白語言編寫，內容全面詳盡，並載有個案加以說明的守則，是十分有用的參考資料，可提供重要原

則，協助有殘疾的員工和公司作出對雙方有利的公平決定。有賴平等機會之友會的會員提供寶貴意見，經改良

後的守則將於日後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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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研討會︰︰《殘疾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 十年努力十年努力 ‧開拓未來開拓未來

研討會研討會︰︰《殘疾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
— 十年努力十年努力 ‧開拓未來開拓未來
 
「近年社會在處理殘疾事務的思維上，出現了重大轉變「近年社會在處理殘疾事務的思維上，出現了重大轉變 ......」」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於本年一月舉辦了「《殘疾歧視條例》十年努力．開拓未來」研討會，以探討《殘疾歧視條
例》自1996年生效以來的影響。研討會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主禮。
 
平機會主席鄧爾邦先生在歡迎詞中表示：「近年社會在處理殘疾事務的思維上，出現了重大轉變；無論在本地或

海外，社會逐漸接受以權利為本的方式。隨�聯合國通過《殘疾人權利公約》，現在是適當的時機，檢討香港在過
去十年來殘疾人士權利的發展，並且探討未來的路向，尤其是把殘疾人士權利納入主流的議題。」

 

主禮嘉賓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左)、國際人權法專家薄諳度教授(中) 與平機會主席鄧爾邦先生合照。  
 
國際人權法專家及新南威爾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研究)薄諳度教授在研討會上發表了主題演說。他指出︰「今天
的情況與十五年前相比已經有很大的進展。現時社會有法例及政策安排，適用於處理殘疾歧視，亦有助爭取平

等。不過，我們需要了解現時的進度，並明白這進展是從相對較低的底線開始。因此，這將是一場持久的奮鬥。

我們所有人都需要繼續付出時間、資源及力量去努力爭取平等機會。」

 
來自內地的專家及代表出席了研討會，並參與了不同環節的討論。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鄭功成教授發表

了一份有關中國殘疾人社會保障現狀的論文，而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國際部處長張國忠先生及廣東省殘疾人聯合

會的代表，則就中國內地落實《殘疾人權利公約》及發展殘疾人事業的經驗與心得發表演說。

 
本地專家及持份者包括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博士、康復諮詢委員會主席郭鍵勳博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學務

總監許俊炎先生及平機會增選委員莊陳有先生亦在不同的環節上發言，討論在僱傭、融合教育、精神健康服務

及無障礙社區等範疇上，為殘疾人士建立公平競爭環境的未來路向。

 

超過250名國際人權學者、復康機構代表、教育界人士、人力資源從業員和政府官員出席了研討會。
 
研討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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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有妙法」系列：小改動、大作用「共融有妙法」系列：小改動、大作用

 
 

「共融有妙法」系列：「共融有妙法」系列：小改動、小改動、大大作用作用  

 

 

很多人以為建設一個方便殘疾人士的環境需要花費大量金錢，兼且難以實行；事實卻剛剛相反，很多

時候，我們只需作出一些簡單的改動便可。看看圖中這個例子：一間便利店入口加設一條微斜的坡道

並不困難，它不單方便輪椅使用者出入，連帶推嬰兒車或用助行器 (如拐杖) 的人士都能受惠。斜道也
方便店員和搬運工人起卸貨品。一個方便進出及便利通行的設計，不但能吸引更多顧客，還有助提升

公司形象。

 

 
 

       

 方便不同人士進出的設計可吸引更多顧客              

  
資料提供：復康資源協會生活環境輔導服務  
http://www.easr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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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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機會主席鄧爾邦先生在亞太區主

席圓桌會議上，與律師會及大律師

公會的主席及代表會面，並在會議

上介紹平機會的法定角色及職能。

 

 
 
 
 
 
 
 
 
 

  平機會資助青少年愛滋教育中心舉辦嘉年華，宣揚接納愛滋

病感染者。
 

 
 
 

 

 

 

 

 

 
 
 
 
 
 
 
 
 
 

在平機會資助、香港耀能協會(前稱香港痙攣協會)舉辦的活動中，義工透過互動遊戲加深對殘疾人士的暸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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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網絡國際網絡

國際網絡國際網絡

   
  台灣台灣   
    

  

首兩位女蛙人贏得喝采首兩位女蛙人贏得喝采

海軍兩名女兵通過九星期的密集式訓練後，成為台灣海軍首兩名「女蛙

人」。

第一百二十三期海陸兩棲訓練項目包括體能、格鬥及水底爆破等。在課程

中段，學員需進行「三天不眠」練習，要連續三天不眠不休在海陸進行體能

挑戰。

 

    
 參考資料：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08/01/09/2003396348  
    

  
 比利時比利時
  

 

敏敏銳銳聽覺建奇功聽覺建奇功

比利時失明警察范洛(Sacha van Loo)加入了警方的特別刑事調查小組，該
小組專責抄錄和分析監聽得來的電話錄音，而范洛最大的本領是超凡的

聽覺功能。比利時警方曾經長時間透過模糊的監聽錄音中辨認一名毒販

的身份，並認定他是摩洛哥人，但有「口音辨認寶庫」之稱的范洛聽後卻

推斷這名毒販是阿爾巴尼亞人。後來犯人被捕後證實范洛的推斷無誤。

 

   
 范洛除了聽覺敏銳外，亦是一位受過訓練的翻譯員。他精通七種語言，包括俄文和阿拉伯文。  

  

 參考資料：

 http://www.boston.com/news/world/europe/articles/2007/11/04/ in_europe_blind_officers_aid_fight_against_terrorism/
  

  
 倫敦倫敦
  

 

警員於歧視官司獲得勝訴警員於歧視官司獲得勝訴

倫敦市警務處一名亞裔警員韋廸(Gurpal Virdi)於2005年升級試失敗後，入稟控告
該處「種族歧視」及「使人受害」罪名。倫敦的僱傭審裁處裁定，警務處因韋廸曾

提出訴訟而受到較差的待遇，但種族歧視的指控則不成立。

倫敦市警務處錯指韋廸向非洲裔及亞裔警員發送種族主義郵件，因而把他解

僱。韋廸就事件獲勝訴及賠償，倫敦市警務處亦要向他作出道歉。但是，警方堅

稱，上訴委員會認為韋廸領導調查的經驗不足，因而拒絕他晉升督察的申請。不

過，警方同意為他提供適當支援，回應其專業發展的需要。

 

  

 參考資料：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england/london/7037369.stm
  

  
 日本日本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08/01/09/2003396348
http://www.boston.com/news/world/europe/articles/2007/11/04/in_europe_blind_officers_aid_fight_against_terrorism/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england/london/7037369.stm
http://www.boston.com/news/world/europe/articles/2007/11/04/in_europe_blind_officers_aid_fight_against_terrorism/


 

平衡工作與生活平衡工作與生活

日本關注到出生率下降的問題，因此通過促進支援養育下一代的法案，

要求凡有300名以上員工(包括臨時及合約員工)的公司，須訂立託兒服
務行動方案，包括辦公室內設日託中心。根據新的託兒計劃，日本政府
會承擔託兒中心的建築費及首三年的營運開支。

 

   

 政府鼓勵主管調整上下班時間，以便使用日託服務的僱員不需在繁忙時間帶子女乘搭火車。部份公

司更向僱員提供託兒服務的資助。
 

  

 參考資料：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fs20080122a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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