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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實錄》網上教材套 

 

 平等機會委員會於 2008 年 2 月 5 日推出平機會 頻道，希望透過互聯網

的平台增加公眾對平等機會及社會共融的認識。頻道現已載有超過 280 套短片，包括

平機會自行攝製的影片及各個短片比賽的精選作品，歡迎公眾登入

www.youtube.com/user/HKEOC 觀賞。 

 

 有見近年通識教育科常以平等共融作為研討的議題，平機會特別推出《平等機會實

錄》網上教材套，讓對相關議題有興趣的師生，能透過真實的故事，一起探討消除歧

視對整體社會的重要性，及反思多元共融的深層意義。影片均由平機會製作。 

 

影片索引           Video index 

 平等機會實錄 EO Documentaries 

1 

 5:01  

聽到與聽不到之間 

 5:45  

Between Hearing and Not Hearing 

2 

 6:45  

聽到與聽不到之間 2: 有誰共鳴 

 6:45  

Between Hearing and Not Hearing 2 - Who 

Will Understand 

3 

 7:25 

對抗抑鬱 

 7:25  

Coping With Depression  

http://www.youtube.com/view_play_list?p=53E516C092AFB1E8
http://www.youtube.com/view_play_list?p=53E516C092AFB1E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J-9wP3ZUP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J-9wP3ZUP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nAuBtDyVt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nAuBtDyVt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aoV_dm3F5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aoV_dm3F5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XWYq4bgre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XWYq4bgre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XWYq4bgre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vAMa8iFsN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vAMa8iFsN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aph9Wb0Ba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aph9Wb0Ba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J-9wP3ZUP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nAuBtDyVt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aoV_dm3F5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XWYq4bgre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vAMa8iFsN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aph9Wb0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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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28  

沒有翅膀也要飛 

 9:28  

I Can Fly 

5 

 8:14  

在路上 

 8:14  

On the Way 

6 

 8:01  

教育改變生命  

 8:01  

Education Changes Life 

7 

 8:26 

打開無言的鎖 1 

 8:26 

Unlock the Door of Silence 1 

8 

 9:45 

打開無言的鎖 2 

 9:45 

Unlock the Door of Silence 2 

9 

 10:17 

王子與他的妻子 

 10:14 

Prince and His Wife 

10 

 11:48 

心窗的曙光 

 11:48 

The Silver Lining of a Cloud 

11 

 11:15 

我對星空許願 

 11:15 

My Wish Upon a Sta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xTGFUcPb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Fl4PBuAaM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Fl4PBuAaM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MNjK25I0R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x5rpGEjmC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udrGD2J8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vRN701XIb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L-hJm_Gzp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UCYUrurOz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Cv9oQAgQ8&feature=relat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vNf_0EoFeo&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VTT0bezzm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ZQxN5T9fH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oj3YRbBM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7c55iryQTk&index=5&list=PL53E516C092AFB1E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GnfqomX4Ts&index=4&list=PL53E516C092AFB1E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xeyvKHPo2g&index=3&list=PL53E516C092AFB1E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jxTGFUcPb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Fl4PBuAaM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MNjK25I0R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x5rpGEjmC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oudrGD2J8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vRN701XIb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L-hJm_Gzp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UCYUrurOz8&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CCv9oQAgQ8&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vNf_0EoFeo&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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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10 

我要闖前途 

 12:10 

Recharting My Destiny 

 

平等機會實錄：教材題目 1 

 5:01  

聽到與聽不到之間 

 

影片簡介： 

聽障是一種看不見的殘疾，聾人和弱聽人士表面上與一般人無異，他們的需要很容易被忽

略。李菁小姐是一名聾人，她因在求學和工作期間遭受連番歧視，於 2008 年 3 月選擇了

結束自己的生命。李菁的離世不但為她身邊的親人朋友帶來了無比的傷痛，亦敲響了社會

的警號，喚醒我們認真地檢視香港社會有否給予聾人所需的支援。 

 

本片訪問了李菁的父親，以及前龍耳社主席鄧凱雯小姐，二人談到了聾人及弱聽人士在日

常生活上遇到的各種障礙。他們亦訴說了對政府以至社會上每一個人的一些期望。 

 

平等機會實錄：教材題目 2 

 6:45  

聽到與聽不到之間 2: 有誰共鳴 

 

影片簡介： 

王繼鋒是香港手語協會的創辦人，七歲時被證實右耳患有中度聽障。其後情況惡化，小學

四年級開始，繼鋒兩隻耳朵都要配戴助聽器，但聆聽仍有困難。在影片中，他訴說了聽障

在他居家、求學、工作及社交方面帶來的苦與樂。他更希望透過教授及推廣手語，把聽障

者與其他人之間的距離拉近，達致聾健共融。 

參考網頁：香港手語瀏覽器 

http://www.cslds.org/resource_demo/tc/index.php?id=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aIo8M7UfQc&index=2&list=PL53E516C092AFB1E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00VC6KBvl8&index=1&list=PL53E516C092AFB1E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J-9wP3ZUP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J-9wP3ZUP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aoV_dm3F5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aoV_dm3F5Y
http://www.cslds.org/resource_demo/tc/index.php?id=1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J-9wP3ZUP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aoV_dm3F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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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實錄：教材題目 3 

 7:25 

對抗抑鬱 

 

影片簡介： 

都市人生活緊張，無論任何年齡或性別的人士都有可能患上情緒病，但很多人都沒有正視

這個問題。平等機會委員會特別製作了一套以情緒病及精神健康為題的短片──《對抗抑

鬱》。在片中，精神科專科醫生李永堅剖析了都市人不願正視情緒病的原因，以及為大家

介紹了一些基本的輔導技巧。 

 

平等機會實錄：教材題目 4 

 9:28  

沒有翅膀也要飛 

 

影片簡介： 

兩位殘疾游泳健兒江福英和雷慶瑤都因為不同的緣故而缺少了一雙手臂，但是她們都憑著

毅力實現了夢想，只因她們相信人人都有一雙看不見的翅膀。究竟沒有了手可以怎樣過生

活？面對自己跟別人的差異，二人抱怨比較少，感激和慶幸反而比較多。 

 

平等機會實錄：教材題目 5 

 8:14  

在路上 

 

影片簡介： 

香港是個先進的國際都會，但無障礙通道及設施仍然有很多需要改善的空間。社會上一直

都有不少人致力為殘疾人士打開更暢通的道路，鄭超豪先生(豪哥)便是其中一人。作為一

位殘疾人士，他多年來都投入推動無障礙社區，希望讓更多行動不便的人都能有尊嚴地生

活。在平機會製作的短片《在路上》之中，豪哥會細訴他作為一位輪椅使用者，在香港生

活數十年來遇到過的挫折和感受，以及他對建設無障礙城市的一些見解。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vAMa8iFsN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vAMa8iFsN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xTGFUcPb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MNjK25I0R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vAMa8iFsN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jxTGFUcPb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MNjK25I0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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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實錄：教材題目 6 

 8:01  

教育改變生命  

 

影片簡介： 

大多數父母苦心栽培子女，希望他們有朝成才。對於智障學童，他們的父母和師長的寄望

又是否相同？我們的社會經常標榜成績優異的學生，是否只有能力優異的學生才值得社會

投放資源栽培？智障學童又如何？平機會在這齣短片中訪問了智障學童、家長及教育界人

士，講述他們爭取平等教育機會的故事，讓我們知道，人人皆可發展潛能。 

 

平等機會實錄：教材題目 7 

 8:26 

打開無言的鎖 1 

 

影片簡介： 

儘管膚色、語言和習俗與本地華人不同，但許多居住在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都已把香港視

為自己的家。可惜，語言的障礙令他們不易融入社群，亦令少數族裔學生面對較多升學難

題。平機會製作的兩集《打開無言的鎖》訪問了來自不同種族的學生、老師及社工，探討

了少數族裔在香港生活及求學的各種考驗，及打破隔膜的經歷。 

 

平等機會實錄：教材題目 8 

 9:45 

打開無言的鎖 2 

 

影片簡介： 

儘管膚色、語言和習俗與本地華人不同，但許多居住在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都已把香港視

為自己的家。可惜，語言的障礙令他們不易融入社群，亦令少數族裔學生面對較多升學難

題。平等機會委員會製作的兩集《打開無言的鎖》訪問了來自不同種族的學生、老師及社

工，探討了少數族裔在香港生活及求學的各種考驗，及打破隔膜的經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udrGD2J8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L-hJm_Gzp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Cv9oQAgQ8&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oudrGD2J8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L-hJm_Gzp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CCv9oQAgQ8&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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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實錄：教材題目 9 

 10:17 

王子與他的妻子 

 

影片簡介： 

來自尼日利亞的 Prince 移居香港已經很多年，由於他和另一位長輩 King 常常幫助同鄉的

親友，因此大家都暱稱他為「王子」。有些來港多年的少數族裔居民，即使已經在香港落

地生根，仍會被人以不禮貌的字眼稱呼，在尋找居所以至日常生活，都遇到難堪的對待。

在訪問中，「王子」、他的妻子及幾位好友，分享了在這個城市生活，因種族而引起的問題

和箇中的感受。 

 

平等機會實錄：教材題目 10 

 11:48 

心窗的曙光 

 

影片簡介： 

本港的《殘疾歧視條例》將基於殘疾而作出的歧視、騷擾及中傷行為列作違法。若僱主沒

有合理原因之下拒絕聘用殘疾的求職者，亦可能違反法例。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已有不少

公眾通道和處所陸續加入無障礙設施，令視障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出入更為方便。硬件雖

有改良，可是視障人士的生活卻仍障礙重重，尤其是在求職方面。平等機會實錄《心窗的

曙光》便探討了視障者的就業困難。片中訪問了畢業於香港大學、在當時卻仍然難以找到

全職教席的游偉樂老師，以及心光學校的幾位師生。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VTT0bezzm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oj3YRbBM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VTT0bezzm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oj3YRbBM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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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實錄：教材題目 11 

 11:15 

我對星空許願 

 

影片簡介： 

本港的《殘疾歧視條例》將基於殘疾而作出的歧視、騷擾及中傷行為列作違法。若僱主沒

有合理原因之下拒絕聘用殘疾的求職者，亦可能違反法例。視障人士的能力普遍被低估，

這也許因為一般人對視障仍然存有不少誤解和偏見。其實，只要獲得平等的學習和工作機

會，他們也可以跟你和我一樣發揮所長，貢獻社會，活出精彩的人生。本片訪問了好幾位

視障人士，他們所能做到的，可能超乎你的想像。 

 

平等機會實錄：教材題目 12 

 12:10 

我要闖前途 

影片簡介： 

平機會製作的這齣短片中，介紹了兩位有殘障的青年，他們都克服了身體上的限制，為未

來尋覓出路。自小因為大腦麻痺而不良於行的 Tiffany 即使讀書成績不差，升學仍然遇到

重重困難，畢業後求職亦受到許多考驗。兩歲時因為眼腫瘤導致失明的嘉濠，儘管擁有高

學歷，最初投身勞動市場，找工作亦處處碰壁。 

殘疾，令很多大好青年前途受阻，不過他們證明了只要有理想、有能力，同樣能夠闖出自

己的美好前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GnfqomX4Ts&index=4&list=PL53E516C092AFB1E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aIo8M7UfQc&index=2&list=PL53E516C092AFB1E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GnfqomX4Ts&index=4&list=PL53E516C092AFB1E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aIo8M7UfQc&index=2&list=PL53E516C092AFB1E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