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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卓藝術展：真我模樣
本指引小冊是隨跨卓藝術展附送的非賣品，為願意建立跨性別友善工作
環境，讓他們盡展潛能的商業東主、管理和領導而製作。指引小冊涵蓋
了我們曾處理的個案，以及我們考查過的國際僱主良好實踐。

在實務的建議之外，我們還加入了一系列本地跨性別先進的美麗照片和
他們的心聲。他們一片冰心，付出心血建立多元共融的香港社會。

感激不已！

  世界公民協會中國香港

我們是香港註冊慈善團體，由跨性別人士領導，以支援跨性別人士，並
推進香港跨性別人士權益為職志。我們與公司、政府、非政府機構、法
律機構等不同持份者合作，改善跨性別人士過渡前後的全面生活。

我們也是獲獎劇情片《女人就是女人》的製作人。這是香港第一齣由跨
性別社羣製作的劇情片。它在全球各地上映，已累積一百三十萬入場觀
眾。

欲查詢更多資料，請瀏訪我們的網址：

https://www.awomanisawoman.org

或電郵我們：

transcendencehk@gmail.com

SCAN
HERE



這指引小冊的出版是「共建跨性別共融社會」計劃的其中一環節，計劃
由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的「平等機會社會參與資助計劃」資助。
藉着資助不同計劃，平機會希望促進反歧視的態度，並鼓勵社會成員放
下偏見，在日常生活中支持並踐行平等機會的原則。

對不少人來說，跨性別仍然是迷一樣的社羣，而且還有各種各樣有關跨
性別的念頭和誤解。從這本刊物的人物自述中，人們會看到，跨性別社
羣如其他有另一些認同特點的社羣一樣多元。只要我們拋開他們的性別
表達，聚焦於他們的能力，跨性別人士如其他任何人一樣，皆能為社會
作出貢獻。

人所共識，儘管新科技和創意策略日益發展，人事資源仍然是機構最有
價值的資產，成為贏得競爭優勢的重要環節。人才甄選是機構持續的命
脈所在。

就業平等是基本人權。我們希望這本刊物會成為僱主有用的參考，創造
包容的職場環境，以確保僱員能夠在工作中免於遭受歧視的恐懼，為機
構的成功與增長，盡其所長。

 朱敏健 IDS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202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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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商賢滙很樂意支持這本指引，推介給願意建立跨性別友善職場環境的
僱主。指引內容豐富，對認識到擁護跨性別共融很有商業道理的僱主，
十分有幫助。

跨性別人士常常經歷到歧視與偏見，並面對入職與維持就業的阻礙。商
業乃至更大的社會之中，一般缺乏有關性別認同和過渡的覺識。這本指
引用作可信賴的資源，定能幫助香港的機構導嚮這些議題。

十多年來，社商賢滙一向是精思遠慮於LGBT+ 共融的領袖，我們為我們
的工作已在亞洲商業社羣帶來正面影響而自豪。取得長足進步的同時，
眼前猶有不少工作，特別是為跨性別僱員造就更美好的職場，以及立法
確認並保護跨性別社羣的權益。我們讚賞世界公民協會中國香港發展這
份資源，並鼓勵不同規模的機構和來自不同界別的行業，藉助它以創造
共融職場，讓跨性別僱員感到迎納，以及盡展所長的動力。

 魏余雪奕
 社商賢滙行政總裁
 202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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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phyrus
我是醫學院畢業新生。我希望在工作中使用男
性設施，不過，生理上我仍是女性。我希望被
視為普通男子，像其他人一樣，為社會貢獻我
的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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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小冊旨在幫助願意一視同仁，包括對不同性別認同人士提升平等
就業機會，以及建立跨性別友善職場環境的僱主。

為免生疑問，我們指跨性別人士為性別認同有別於出生時被指派性別的
人。這些人士希望以相反於出生時被指派的性別長此生活，並以此方式
在工作中呈現自己。

香港現今仍未有法例保障跨性別人士免於因為性別認同而遭受歧視，然
而，社會愈來愈覺識到跨性別人士與順性別人士並無能力上的差異。現
在有更多僱主願意為跨性別人士在職場上提供平等就業機會。

然而，如何適切地照顧跨性別僱員需要，讓他們實現潛能，為成就機構
的商業目標與目的獻出全力，不少僱主仍然有欠經驗。我們希望，這本
小冊指引他們建立跨性別友善的職場，讓所有跨性別僱員能夠獲得公平
無別的待遇。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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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ki 
我從事建築規劃工作。工作上，我未遭遇過歧
視。我認為，這是我的正面態度，加上我的僱
主對跨性別人士沒有偏見，兩者所致。這是雙
贏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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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人士在進入職場與維持就業等方面遭遇不少障礙，他們希望在包
容的跨性別友善環境中工作，成就真我。在整個僱員選聘過程中，僱主
可展示他們歡迎跨性別求職人士，並有意善任多元求職人士的才能。

我們建議僱主運用一貫的選聘準則，而不涉對僱員的性別認同。這些準
則包括經驗、工作履歷、學歷資格、工作所需特定技能、個人質素等等。
我們更建議，讓這些準則為所有求職人士知悉，刊載於僱用手冊及網頁
上，並不時檢視，以確保這些準則得以更新及適切相關。

跨性別求職人士由於更改了名字、性別或稱呼，選聘過程所需文件往往
有不一致的地方，例如身份證明文件和僱主證明等。他們的工作履歷也
可能有空白之處。如果求職人士被問及這些不一致或空白之處，他們或
須透露曾經改變性別，否則，或會引起懷疑和不明，而導致被拒絕。

如果求職者：

 ◆ 所擁有的證書、文憑或同類文件，顯示了他們過去的身份有別於  
  當下呈現的性別，他們在選聘時不應遭到不利的條件。同樣地，  
  如果前任僱主的工作證明或文件顯示了以上的分別，這些分別與  
  聘用準則應完全無關。

 ◆ 性別表達有別於他們的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  
  要是他們完全符合職位選聘準則，則所獲待遇，須公平地與其他  
  求職者相同。

僱員選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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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
我是一名日文教師。當我在工作中首次出櫃，
未獲告知的同事在男更衣室看見我時，顯得驚
惶失措。在要求銀行改稱我為「先生」時，我
還被拒絕開立銀行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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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

 ◆ 有關工作須到境外出差，而身為跨性別在出差地有受到襲擊、折磨， 
  或當地法律懲處的風險，僱主應以僱員安全和身心健康的福祉為先， 
  必須把僱員出差地的法律制度和文化習俗考慮在內。

 ◆ 另一例外涉及僱員須居住在僱主家中的居家住宿。僱主宜周詳考慮 
  所有因素，包括僱主及僱員雙方權益，判斷誰人可以居住或進入住 
  所。

我們建議僱主培訓所僱經理或人事資源部門，以避免處理求職申請時出
現歧視情況。為了免致可能的歧視，我們建議以下實踐：

 ◆ 僱主須為所僱經理或人事資源部門提供多元共融的培訓，裝備他們， 
  以瞭解跨性別，俾能在處理申請、非正式查詢，乃至面試的整個聘 
  選僱員過程中，以專業和開明的方式進行面試，減除不經覺的偏見 
  和歧視。

 ◆ 招聘廣告應註明該機構乃平等機會僱主，對任何不同性別認同人士 
  毫無偏見。再者，應運用性別敏感或性別中性的語言，以包納跨性 
  別求職者。

 ◆ 空缺的職位如由內部調遷或晉升，內部招聘也應運用體現共融的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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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ky
我首先在澳洲出櫃，十分順利。現已回流香港，
修讀時裝形象設計。父母因為兒子忽爾變為女
兒而羞見鄰居和親戚。因此，我只好與祖父母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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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試過程應只聚焦於是否符合客觀的工作選聘準則。不應提出由於 
  不同性別認同而有可能影響面試結果的問題。

 ◆ 招聘經理的主管應受培訓，不會向下屬施加壓力，以篩選掉不同性 
  別認同人士。

 ◆ 求職者有上訴管道，以及時並有效的方式處理可能的投訴。

 ◆ 招聘如經人事顧問或獵頭公司，僱主應選擇與其平等機會實踐一致， 
  而且承諾多元共融的服務商。僱主應就平等機會實踐與服務商溝通， 
  如有需要，甚至提供培訓。

為改善各界對跨性別人士的了解，世界公民協會中國香港與香港電台合
作，製作了一輯名為《結伴同行，認識跨性別》的廣播節目。節目共十
三集，每集多角度地探討香港跨性別人士面對的不同問題。節目以粵語
播放，可經以下網址收聽：

https://www.rthk.hk/radio/pth/programme/g0911_transgenderism

節目以粵語播放

SCAN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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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我在大學攻讀醫科。我離開學院，到了英國一
年，以女性身份回來，修讀另一屆，免生疑惑。
儘管如此周詳安排，我仍然受到校方固塞的行
政政策和制度問題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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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僱員，包括不同性別認同人士，應根據註明的工作描述，獲同工同
酬待遇。他們應按照其職位、級別、職責、經驗享有相稱的福利、設施、
或服務。

對於不同性別認同、並已成功地由出生時指派的性別過渡到屬意性別的
人士，僱主須保障有關僱員的私隱，不向其他僱員透露，除非有關僱員
要求透露，或僱主要求透露而有關僱員同意。

僱主未雨綢繆發展支援跨性別僱員的過渡指引，十分重要。當有跨性別
僱員決定要由出生時指派的性別過渡到屬意的性別，僱主應為有關僱員
提供所有必需的支援以順利過渡，包括——但不限於——以下若適合的項
目：

 ◆ 容許他們更改稱呼和人稱代詞以指稱他們屬意的性別。

 ◆ 容許改換他們屬意性別的打扮、衣着規範，或制服。

 ◆ 容許更改新名字，以符合其選擇的性別。

 ◆ 向僱員重發職員證件，以符合其新名字與外貌。

 ◆ 按照僱員的新身份重印名片。

 ◆ 更改僱員電郵地址，以符合其新名字。

 ◆ 更新僱員的人事紀錄，以反映這些改變。

聘用的條款與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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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i
在工作中出櫃之後，我被要求簽署離職協議書。
只因為身份證上的性別不符外貌，我被要求預
繳一整年的租金。性別確認手術之後，我未獲
得過任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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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互聯網、內聯網與其他內部文件，以及僱員的電子紀錄，以反 
  映這些改變。

 ◆ 向所有職員、外部合作伙伴、客戶宣布有關僱員過渡的開始日期， 
  並強調僱主全力支援，並要求其他僱員與外部合作伙伴同樣全力支 
  援。

此外，無論跨性別僱員處於哪一過渡階段，僱主應向他們提供以下各項
安排：

 ◆ 進入他們選擇的性別相關設施，包括洗手間、更衣室等，並要求所 
  有僱員尊重其選擇。

 ◆ 按他們選擇的性別參加性別分流的職員協會、活動、聚會等，並要 
  求所有僱員尊重其選擇。

 ◆ 病假以及其他休假福利，以就醫包括手術在內、對順利過渡及過渡 
  後護理必需的專科診療。

再者，僱主應考慮提升醫療保險計劃，以涵蓋跨性別僱員順利過渡及過
渡後護理所必需的門診與住院費用。

最後，僱主應規定所有僱員定期參加培訓及複修培訓，以確保僱員理解
並持續理解跨性別，尊重跨性別人士的權益與人性尊嚴，在工作中沒有
任何欺凌、歧視、騷擾、嘲諷、攻擊或類似行為。對個別僱員不論出於
甚麼原因而未能遵守這些規定者，提供個別諮詢或輔導，以處理或減輕
其憂慮。如有需要，或可考慮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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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m
我是一名社會科學學生。我在中學時出櫃。當
時同學不明白我，我受過到他們許多冷嘲熱諷。
我深信跨性別人士既值尊重，也很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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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僱員應按其能力、職位、級別、經驗，享有同等機會晉升、委任，
與培訓的資格。僱主應確保制度沒有歧視不同性別認同人士。

如有考績制度，僱主應檢視評核的全部準則，確保它們只着眼優點。平
衡評分卡是一個良好而客觀的方法，確保表現可以按僱員預訂的目標和
工作描述所設定的適當權重量度。

僱員晉升的遴選應與新僱員入職同一崗位的客觀準則相同，以確保評核
根據僱員的能力和質素，與性別認同無關。如果發現準則有涉歧視，應
更新以確保它們公平及符合公義。

當：

 ◆ 有晉升、委任、培訓的機會，所有合資格僱員應獲知會申請的條件 
  與程序。

 ◆ 晉升、委任、培訓經提名，經理應確保所有合適者均獲考慮，沒有 
  忽略不同性別認同人士。

如果接獲其他僱員有關晉升、委任、培訓的投訴，經理應客觀地處理這
些投訴，毫無偏見或歧視。晉升、委任、培訓決定的紀錄須保存一段合
理的時間，以確保能及時並有效率地處理投訴。

晉升、委任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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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n
我是自由工作的視覺開發藝術家。父母絕對反
對非常規的性別表達，使我感到空虛、難過、
漫無目的。我希望能真誠待己，因此我離開家
庭，發展自己自由工作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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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認同絕不應作為解僱、裁員或紀律處分的理由。刻意降低僱員的考
績評級作為解僱、裁員或紀律處分的藉口是歧視行為。如果經濟狀況影
響僱主的財政表現，因而部份員工須放無薪假或轉任兼職工作，性別認
同絕不應成為選擇這些員工的因素。

當僱主提供自願離職計劃，自願離職福利應平等而一視同仁地為所有僱
員知悉，而無關乎他們的性別認同。

僱主應設立制度，處理僱員感到遭不公平地解僱或處分的投訴。調查所
有跨性別僱員的投訴至為重要，並在有需要時作出補救措施。跨性別人
士經常面對歧視和騷擾，機構應嚴肅處理他們的投訴。

我們製作了香港第一齣由跨性別人士製作和演出的獲奬電影《女人就是
女人》。電影在全球各地上映，得到觀眾非常好的反應。它在兩個國際
電影節上分別獲得觀眾票選奬和最佳劇情長片電影奬。電影以粵語播放，
並配以英文及繁體中文字幕。

要搜尋或舉辦放映會，請瀏訪：

解僱、裁員與紀律處分

https://www.awomanisawoman.org/nscreening

SCAN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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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ice
我現在是專上教育學生。作為跨性別人士，我
遭遇過很多欺凌。最糟的經歷是，有粗暴野蠻
的陌生人拿着剪刀要剪去我的長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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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資源部門應維持具透明程序的申訴處理制度。所有僱員應知道這些
程序，以及他們可以如何向僱主投訴。這些內容總應包含在新員工的入
職程序之中。

如果前僱員成功過渡到所屬意的性別，要求修改他們的僱傭證明或文件
以反映他們的新稱呼、新名字和選擇的新人稱代詞，僱主應同意作出上
述改動，以保障他們的私隱。

僱主應提名一位行政級倡議人，為加強他們對平等機會就業——包括不
同性別認同——的承擔，負起領導角色。行政級倡議人應經常露面，總
是直言無諱，並運用影響力提升包括不同性別認同的平等機會就業。

僱主應鼓勵僱員建立內部網絡，志於提升職場的多元共融，互相支援，
並與城中其他類似網絡聯繫。這些內部網絡應獲資助以組織活動，提升
職場的多元共融及其覺識。

僱主應讓所有僱員覺識到香港仍未有對性別認同的反歧視法例，跨性別
人士在工作中蒙受歧視，只能通過殘疾歧視條例有限度地保障他們的權
益。跨性別僱員在職場受歧視侵害可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或申訴專員公
署（如他們為公務員）投訴，如他們在工作上經歷不公平的對待，也可
直接告上法庭。

其他支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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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我是一名停車場助理。我常想，我是一名男子。
但同事無法容忍一位有女性身份證的人以男性
表達生活。他們很不禮貌，粗鄙，更經常叱喝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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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僱員對其他不同性別認同僱員的歧視行為，僱主具轉承責任。保護
不同性別認同僱員的權益，同時也是保障僱主的聲譽。

在現時香港殘疾歧視條例下，經公立或私營部門的合資格專科醫生證明
性別不安，跨性別人士受有限度的保護。香港殘疾歧視條例有關殘疾的
釋義，其中 g 項指：

「影響任何人的思想過程、對現實情況的理解、情緒或判斷、或引致行
為紊亂的任何失調或疾病。」

換言之，任何人經診斷為性別不安或性別認同障礙，符合上述殘疾的定
義，因此工作上或其他情況中遇到歧視時，受條例的有限保護。

僱員懷疑工作上受歧視可以向我們尋求協助。我們會幫助他們了解處境，
並在適當時提出補救措施。請電郵到我們在本指引小冊結語部份的電郵
地址，與我們聯絡。

如欲查詢電影《女人就是女人》的資料，請瀏訪以下網址：

https://www.awomanisawoman.org

SCAN
HERE

p23



Alice
我是一名工程師，也是一位基督徒。我在工作
中出櫃，但公司不容許我使用女性設施。我的
薪酬已經多年沒有調整。我的教會認為，我違
背了神的旨意，驅逐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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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設定政策，促進對所有僱員共融的職場，是重中之重。機構應明確
宣示強而有力的平等機會政策，以尊嚴與尊重看待所有僱員，特別對性
別認同與表達，並確保一切有關僱員的決定均以優點為根據。政策應聲
明絕不容忍歧視，並以舉實例或其他方式指出哪些行為不能接受。

在職場創造毫無歧視的環境和共融的文化，即使最有經驗的商業領袖、
人事經理，或人事資源專業人士，都是一個新課題。香港現時改善跨性
別僱員的僱傭條件仍然任重道遠。如果僱主願意身先士眾，邁開這關鍵
一步，職場中跨性別人士的生活將有實質改善。他們也是同樣具有能力
的人，並非低人一等，值得獲公平對待。要是所有跨性別人士俱能為社
會的更加美善貢獻所長，香港也會受益。

世界公民協會中國香港是帶領香港推進跨性別人士權益為職志的機構。
我們能提供顧問服務，幫助有意為跨性別僱員建立共融職場環境的僱主。

如僱主有任何進一步的需要，請電郵以下郵址聯絡我們：

awchklgbti@gmail.com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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