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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1. 主席歡迎各委員出席委員會第 61 次會議。  

2. 蔡惠琴女士、顧張文菊女士、譚香文議員、沙意先生及王

鳳儀女士因事未能出席致歉。  

3. 主席告知各委員，已安排於下午 5 時舉行會議後召開新聞

發布會，並邀請各委員參加。  

II.  通過上次會議的記錄

4. 委員會於 2005 年 12 月 1 日舉行的第 55 次（特別）會議、

於 2005 年 12 月 8 日舉行的第 56 次會議和於 2006 年 1 月 12 日舉

行的第 59 次（特別）會議的會議記錄獲得通過，毋需修訂。  

5. 有委員建議於 2005 年 12 月 30 日舉行的第 57 次（特別）

會議的會議記錄中加入字句，以反映管治委員會決定於委員會每

次定期會議後舉行新聞發布會。在作出修訂後，會議記錄獲得確

認。  

[修訂之頁已載於附錄 I] 

6. 有關於 2006 年 1 月 6 日舉行的第 58 次（特別）會議的會

議記錄，數名委員建議 (1)在第 7 段詳細闡述他們於會議上曾表達

的意見，即他們原則上同意民政事務局的建議，及 (2)在同一段，

其他委員同意文件所勾勒分拆主席職位的方向。與會人士同意，

在作出修訂後，將於下次會議確認第 58 次會議的會議記錄。  

[會後備註：已把建議的修訂納入已修訂的會議記錄內，並已發給

各委員，修訂之頁已載於附錄 II。 ] 

7. 主席告知各委員，委員會第 58 次會議的會議摘要仍未放到

委員會的網頁上，因為有幾名委員要求討論交委員傳閱的討論摘

要草稿。主席表示，原意是以試行方式把一份簡短的摘要放到委

員會的網站上，以便公眾和職員能迅速知道有關資料；但由於委

員可能需要進一步討論草擬摘要，摘要要延至下次會議委員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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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才進行上載。主席請委員考慮應否把上載摘要變成恆常做

法。經討論後，委員同意放棄把會議摘要放到委員會網站上的做

法，而只把已獲委員確認的會議記錄上載到網站內。對於在會上

曾討論而市民可能感興趣的題材，可以儘快用新聞稿發布。  

8. 另一名委員建議，會議議程亦應列出那個會議的會議記錄

需要確認，以方便參閱。委員同意此建議。  

 [廖淥波先生此時暫時離開會議 ]  

III. 續議事項  

民政事務局提出分拆平機會主席與行政總裁的建議  
(2006 年 1 月 6 日舉行的第 58 次會議記錄第 3 及 13 段 ) 

9. 總監（規劃及行政）告訴各委員，民政事務局建議就該局

向立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此事的意見書，於 2006 年 6 月

15 日舉行的下次委員會會議上與各委員討論。  

IV. 新議程事項  
 
委員會的價值、策略與目標機構聲明  
(EOC 文件 2/2006；議程第 3 項 ) 

10. 主席解釋，本文件旨在把已推行的有關工作正規化。《機

構聲明》亦為各科／組提供框架，讓它們制定自己的全年工作計

劃。主席請委員就文件提出意見。  

11. 一名委員欣賞職員所做的工作。他建議把 06/07 年度的工

作計劃及相關建議包括入文件內的檢討報告內。  

[廖淥波先生此時返回會議 ] 

12. 一名委員感謝委員會辦事處擬備了這份有用的文件，為討

論奠下基礎。數名委員建議，為清晰起見，文件內所用的若干名

詞或需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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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委員確認第 11 段列出的建議工作計劃，可以由委員會轄下

各專責小組進行檢討，一旦擬定工作計劃後，則只需知會管治委

員會。與會人士同意此項建議。  

14. 一名委員建議，作為委員會運作基石的《機構聲明》應包

括其抱負、使命及價值觀，亦應在文件起首處加上一段文字，說

明委員會是法定機構及其權限。與會人士同意此項建議。  

15. 與會人士進行討論，同意稍後會檢討和將《機構聲明》定

稿，獲委員通過後，會將之上載到委員會的網站。  

16. 一名委員建議，委員可就委員會十周年慶祝提些構想，並

推出一連串項目與活動。她進一步建議以搬遷辦事處揭開十周年

慶祝的序幕，並可把主題定為「回顧與前瞻」。另一名委員同意，

應有一籃子活動以重點突出委員會過去十年的工作成績和未來的

主要倡議。委員會辦事處將對此事作考慮，再向委員提出建議。  

合併社會參與及宣傳專責小組和公眾教育及研究專責小組  
(EOC 文件 3/2006；議程第 4 項 ) 

[林錦儀女士此時離開會議 ] 

17. 主席簡單介紹本文件，又請兩個專責小組的召集人趙其琨

教授和勞永樂醫生及其他委員發表意見。委員同意委員會辦事處

的建議，即兩個專責小組的職權範圍相當不同。考慮到目前及將

來兩個專責小組的工作計劃，與會人士同意，兩個專責小組應繼

續分開。  

委員會半年工作回顧（ 2005 年 7 月至 12 月）  
(EOC 文件 4/2006；議程第 5 項 ) 

18. 一名委員詢問有關附件 2 內「更新電腦化的個案管理系統」

的保安措施，因為編寫工作是由外判承辦商進行的。總監（規劃

及行政）表示，承辦商已簽署保密協助，承諾把一切資料絕對保

密，而委員會會對任何違規情況採取法律行動。至於項目發展方

面，該系統是一個密閉式網絡，任何人都不能從委員會以外取得

資料。此外，日後的維修保養工作是由委員會職員負責，會進一

步減低由外人處理資料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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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錦儀女士返回會議 ]  

19. 回應一名委員的提問，主席確認，委員會處理機密個人資

料時已參考私隱條例。他又確認，個案管理系統內的資料只會放

到委員會內部的內聯網上，已根據需要，劃定職員可以取得資料

的權限，每名處理個案的職員只可取得自己的檔案。  

20. 一名委員詢問，委員會向法院申請在一宗有關《刑事罪行

條例》中肛交條文有性傾向歧視的上訴案中，以法庭之友身份出

庭的進展情況。法律總監表示，仍等候法院的決定。一旦法院作

出決定，會通知各委員。  

[趙其琨教授此時離開會議 ] 

[會後備註：已通知各委員，法院已批准委員會的申請，在該案件

中擔任法庭之友 ] 

法律及投訴專責小組、社會參與及宣傳專責小組、公眾教育及研

究專責小組和行政及財務專責小組簡報  
(EOC 文件 5/2006；議程第 6 項 ) 

21. 委員備悉文件。  

委員會委員的保密承諾書  
(EOC 文件 6/2006；議程第 7 項 ) 

22. 主席 表示，這議題是因委員會最近一次招聘高層職員而

起。如EOC文件 6/2006 所解釋，當時的遴選委員會成員都因有一

些傳媒報道而簽署了保密協議。而該保密協議只適用於該遴選委

員會的工作。  

23. 一名亦是上述遴選委員會成員的委員其後提出，是否全體

委員都應簽署一份保密協議，以承諾保密委員會一切機密事宜。  

24. 一名委員認為，不論委員是否簽署保密協議，他們都有（明

言的和不明言的）責任保守機密。  

25. 另一名委員詢問，委員會職員是否須簽署這樣的協議。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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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規劃及行政）確認，所有職員在入職時和續約時，都必須簽

署保密同意書。同意書的法律責任，在離職後仍有效。  

26. 經討論後，委員同意，由於委員之前已通過委員會的《會

議程序及相關事宜》，當中包括委員需要保守機密，因此委員此

時不需要額外簽署一份保密協議。  

其他事項  

27. 主席告訴委員，辦事處會於 3 月 25 日至 26 日的周末進行

搬遷到太古城的新辦公室，大多數現有傢具和一些入牆裝置都會

搬到新辦事處，新辦事處會於 27 日（星期一）開始辦公。  

28. 關於委員會里程年的事宜，總監（規劃及行政）建議為此

安排一次特別會議，以集思廣益。他又建議製作一本有關委員會

工作和成績的小冊子以作記念。一名委員建議於 2006 年 9 月／ 10
月舉辦一次大型的主題會議，和製作電視劇集。會議同意，將於

公眾教育及研究專責小組下次會議中提出此事。  

VI. 下次會議日期  

29. 下次定期會議將於 2006 年 6 月 15 日 (星期四 )下午 2 時 30
分舉行。  

30. 無其他事項，會議於下午 4 時 30 分散會。   

 
 

 
 
 

平等機會委員會  
(會議記錄已於 2006 年 6 月舉行的委員會會議上獲確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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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第 57 次(特別)會議的會議記錄第 7 段修訂如下：  

7. 為提高透明度，委員同意，已確認的委員會會議記錄（經刪去

個人及機密資料後）將放到委員會的互聯網頁上供市民閱覽。

會議記錄必須精確，但需包括各項主要觀點和決定。委員亦討

論到同時擬備一份簡短會議討論摘要的可行性，目的是向市民

及職員盡快提供有關會上討論的資料。會上同意先作試行，在

發出獲確認的會議記錄前，提供一份有關會議的會議摘要，在

取得委員的確認後，盡快放到委員會的網頁上。與會人士亦同

意，由 2006 年起，每次委員會定期會議後將舉行新聞發布會，

以提高與傳媒的溝通。  

 
 



 

 

附錄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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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第 58 次(特別)會議的會議記錄第 7 段修訂如下： 

7. 有數名委員原則上同意民政事務局的建議。其他委員同意

文件勾勒分拆主席職位的方向。  

 

 

 

 


	(會議記錄已於2006年6月舉行的委員會會議上獲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