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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委員會第 110次會議 

會議記錄 

 

日期：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 平等機會委員會會議/培訓室 

 

出席者 

周一嶽醫生 主席 

陳智健先生  

趙麗娟女士, M.H.  

蔡玉萍教授  

周浩鼎先生  

孔美琪博士, B.B.S.  

羅君美女士, M.H., J.P.  

李翠莎博士, B.B.S  

李國麟教授, S.B.S, JP  

梁頌恩女士  

羅乃萱女士, M.H., J.P.  

黎雅明先生, J.P  

金志文先生  

周素媚女士  

曾潔雯博士, J.P.  

葉少康先生, M.H.  

余翠怡女士, M.H.  

陳奕民先生 秘書 

[總監(機構規劃及服務)] 

 

列席者 

文雅言女士 總監(投訴事務) 

陸志祥先生 法律總監 

朱崇文博士 政策、研究及培訓主管 

王珊娜女士 機構傳訊主管 

陳碧霞女士 署理機構傳訊主管 

鄧伊珊小姐 會計師 

余慧玲小姐 高級平等機會主任(行政及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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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1. 主席歡迎所有平機會委員出席第 110 次會議，特別是 6 位新委員，包

括陳智健先生、蔡玉萍教授、羅君美女士、梁頌恩女士、羅乃萱女士和余

翠怡小姐。主席表示，他習慣與每位新委員個別會面，以更瞭解他們對平

機會工作的看法和關注，將於未來一兩個月安排與他們逐一見面。 

 

2. 主席表示，會議後通常會舉行新聞發佈會。由於傳媒現時可能將注意

力集中於政改方面，是次會議後不會舉行新聞發布會，改為發出新聞稿講

述會議上考慮的主要事項。 

 

 

II. 通過上次會議的記錄  

 

3. 已於 2015 年 4 月 16 日把第 109 次會議的會議記錄發送給各委員，會

議記錄於席上獲得通過，毋須修訂。 

 

(李國麟教授此時加入會議。) 

 

 

III. 續議事項  

 

4. 委員備悉，上一次會議中需要跟進的續議事項已包括在新議程內。 

 

 

IV. 新議程項目 

 

推選及通過平機會各專責小組的新成員名單 

(EOC 文件 10/2015 及置於席上的已修訂 EOC 文件 10/2015 附錄 I) 

 

5. 總監(機構規劃及服務)向委員解釋詳載於 EOC 文件 10/2015 和已置於

席上的已修訂 EOC 文件 10/2015 附錄 I。委員備悉，原先建議營運總裁成

為四個專責小組的增選成員，但由於營運總裁是負責行政職務的全職僱員，

成為增選成員，可能被視為有利益衝突，因此撤回原建議。委員又備悉，

主席雖亦有行政職責，但他是行政長官根據條例委任的全職人員，負責執

行平機會的職能和行使平機會的權力，與營運總裁的情況不同。委員根據

在席上提交的已修訂 EOC 文件 10/2015 附錄 I 列出的名單，批准新的專責

小組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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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於孔美琪博士有興趣擔任為社會參與及宣傳專責小組召集人並已

作出提名，而她只想擔任一個專責小組的召集人，所以退出角逐已獲提名

的行政及財務專責小組副召集人職位。因此，趙麗娟女士即席提名羅君美

女士為行政及財務專責小組的副召集人，提名獲接受。由於行政及財務專

責小組、社會參與及宣傳專責小組和法律及投訴專責小組的召集人和副召

集人都只有一個提名，而政策、研究及培訓專責小組的召集人也只有一個

提名，平機會管治委員會批准各人的任命。 

 

7. 由於政策、研究及培訓專責小組的副召集人有兩個提名，需要該專責

小組的成員在會議上即場進行不記名投票。投票開始前，主席表示不會參

加投票。在兩位獲提名人中，葉少康先生得票較多，有 1 人棄權。因此，

葉少康先生當選為副召集人，並得到管治委員會批准。2015 年 5 月 20 日

至 2017 年 5 月 19 日各專責小組召集人和副召集人的名單如下： 

行政及財務專責小組 召集人： 趙麗娟女士 

 副召集人： 羅君美女士 

社會參與及宣傳專責小組 召集人： 孔美琪博士 

 副召集人： 羅乃萱女士 

法律及投訴專責小組 召集人： 黎雅明先生 

 副召集人： 李翠莎博士 

政策、研究及培訓專責小組 召集人： 蔡玉萍教授 

 副召集人： 葉少康先生 

 

歧視條例檢討的進度 

(EOC 文件 11/2015) 

 

8. 法律總監向委員講解載於EOC文件 11/2015的歧視條例檢討的最新進

度。委員備悉，約收到 124,000 份意見書。至今已識別出約 200 份由機構

提交的意見書，餘下皆由個別人士提交。平機會現正以數據庫分析和記錄

各項意見，同時進行定量和定質分析。平機會應一位委員的要求，於 2015

年 6 月 11 日向他講述如何處理所收到的意見，包括如何將數據分類和輸

入方法。周浩鼎先生表示，他出席了 6 月 11 日的會議，並很滿意有關講

解。他留意到所收到意見數量龐大，任務艱巨。他並向為他作出講解的職

員表示謝意。 

 

9. 主席表示，歧視條例檢討是平機會非常巨大且重要的工作。平機會根

據執行法例的實踐經驗和法例的發展情況，首次為香港全部四條反歧視條

例進行的全面檢討。完成意見分析後，會向政府提交所收到的意見書，並

詳列背後的理據和原則，以供考慮。提交意見書前，會先徵詢委員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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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委員備悉 EOC 文件 11/2015。 

 

「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歧視的可行性研究」進度報告 

(EOC 文件 12/2015) 

 

11. 政策、研究及培訓主管為委員扼要講解 EOC文件 12/2015所載有關「立

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歧視的可行性研究」的進度。為讓新委

員更清楚起見，政策、研究及培訓主管表示，平機會管治委員會於 2013

年 6 月的會議上，把保障性小眾免受歧視定為平機會五大策略性優先工作

領域之一；又就此於 2013 年的周年論壇上，徵詢公眾的意見；於 2013 年

12 月 19 日舉行的平機會第 104 次會議上，首次向委員報告有關進行是項

研究的建議。待研究報告草擬本就緒，便會徵求委員的意見。 

 

12. 主席表示，待研究報告草擬本就緒，將召開特別會議徵詢委員的意見。

回應趙麗娟女士的提問，主席表示，將安排新聞發布會和傳媒訪問，以便

向公眾解釋報告詳情，並會把研究報告提交政府。平機會也可能會應持份

者團體邀請解釋研究報告的詳情。 

 

13. 委員備悉 EOC 文件 12/2015。 

 

法律及投訴專責小組、社會參與及宣傳專責小組、政策及研究專責小組和

行政財務專責小組報告 

(EOC 文件 14/2015) 

 

14. 政策、研究及培訓主管、法律總監、機構傳訊主管和行政及財務專責

小組召集人趙麗娟女士向委員扼要介紹上述四個專責小組的主要工作。 

 

(李國麟教授此時離開會議。) 

 

15. 關於政策、研究及培訓專責小組提高學生領袖在籌辦學生活動(包括迎

新營)時防止性騷擾意識的工作，委員對過去十年來傳媒不時報道大學迎新

營涉及性的遊戲，可能構成性騷擾的問題表達意見和失望。他們認為應在

教育和傳媒兩方面進行更多工作。李翠莎博士表示，這問題並非香港的

大學獨有，外國的大學也普遍存在。學生有時不明白他們行為的

嚴重性，認為只是玩玩而已。大學是有責任締造校園內沒有歧視

與騷擾的文化，並應在這方面多下工夫。委員進一步商議此問題，

又建議設立平機會指定熱線，以防止大專院校出現性騷擾。參加活動和迎

新營的學生應懂得和願意對令人反感或騷擾的遊戲說不。委員又一般性討

論了傳媒對婦女的描繪、貶低女性的評論和形象，以及婦女基金會近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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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課題進行的調查。同時又談到經常與性騷擾扯上關係的對婦女使用暴

力、網絡暴力和網絡欺凌等問題。委員亦建議平機會接觸大專院校，制定

舉辦迎新營的指引，並且鼓勵學生領袖考慮以其他方法舉辦這類活動和設

計迎新活動。 

 

16. 蔡玉萍教授表示，過去的研究顯示，男女學生都有受性騷擾的經歷。

不過她從平機會網上資源找不到描繪男受害人的教育材料。她建議平機會

在其教育及培訓資料套內，加入更多這類個案。主席表示，平機會與大專

院校的聯絡會議已見成果，一些大學校長已委任了平等機會主任處理有關

問題；而今年參與平機會所舉辦反性騷擾工作坊的學生領袖人數也顯著增

加。平機會將繼續在這方面的工作。 

 

17. 委員又約略討論了「中小型企業的懷孕歧視之研究」和僱主採納的相

關家庭友善措施。該研究報告將於 2016 年 4 月完成。 

 

18. 委員備悉 EOC 文件 14/2015。 

 

(金志文先生此時離開會議。) 

 

主席季度報告 

(EOC 文件 15/2015) 

 

19. EOC 文件 15/2015 向委員介紹了主席於 2015 年 3 月中至 6 月中的季

度報告。主席表示，文件主要就期間主席對當前關注問題發出的立場聲明、

因應特殊事件而發出的內部立場聲明，以及與平機會工作有關的一些主要

觀察/意見作重點報告。不少平機會的意見和觀點都得到傳媒廣泛報道，有

助公眾認識平機會的工作和立場。他請委員就此提出意見和建議。 

 

20. 委員備悉 EOC 文件 15/2015。 

 

根據反歧視條例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職能及權力轉授 

(EOC 文件 16/2015) 

 

21. 總監(機構規劃及服務)向委員解釋 EOC 文件 16/2015 所載詳情，請他

們同意以書面轉授平機會若干法定權力和職能，以便平機會的運作更為暢

順，確保有效運用資源。 

 

22. 委員備悉平機會多項法定職能和權力已經在以前不同情況下轉授予

不同人士和專責小組。隨著 2015 年 6 月 1 日起有新的員工和職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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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持完整性和運作效率，有必要考慮把平機會的職能和權力作其他轉授。

大多數修訂建議與恢復營運總裁職位，及重新整合平機會的職能有關。平

機會各專責小組的職權範圍也需作出修訂，以便與所作的更改和建議的轉

授一致。建議的權力和職能轉授，已載於已修訂的 EOC 文件 16/2015 附件

A1, A2, A3, A4, 和載於附件 B就基於行政原因作出的其他修改建議。 

 

23. 委員批准了建議的權力和職能轉授、平機會屬下四個專責小組的修訂

職權範圍、把政策及研究專責小組改名為政策、研究及培訓專責小組，以

及 EOC 文件 16/2015 所載的其他更改。委員又同意文件附件 C 列出的決議

案，並且授權黎雅明先生、趙麗娟女士和主席一起見證平機會在授權文書

上的蓋印為真。 

 

平機會員工及職能架構檢討的落實情況進展 

(EOC 文件 17/2015) 

 

24. 總監(機構規劃及服務)向委員簡介 EOC 文件 17/2015 內有關平機會員

工及職能架構的落實情況進展。 

 

25. 委員備悉，平機會於 2014 年開始進行架構檢討。檢討旨在提高平機

會的運作效率和管治。新架構已於 2014 年 12 月 18 日舉行的第 108 次會

議上由管治委員會通過，內容已於 EOC 文件 17/2015 附錄 I 列出。根據新

架構，重設營運總裁一職(之前稱為行政總裁，於 1996 年 9 月平機會成立

時已存在，其後於 2000 年取消)。培訓及顧問職能原屬機構傳訊及培訓組，

將併入政策及研究科，這樣做可產生協同效應。鑑於責任加重，新的政策、

研究及培訓科將由一位總監(D1)擔任主管；其他科的主管在新架構下維持

不變，但機構規劃及服務科(前稱為規劃及行政科)的 D2 級職位，在適當時

間將改為 D1 級。所有新設職位都會進行公開招聘。 

 

26. 委員備悉平機會辦事處已把新架構建議知會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平機

會的內務管理局)，並請他們提出意見。該局於 2015 年 4 月表示，對在新

架構內設立營運總裁一職無異議，設立該職與審計署署長第 52 號報告書

的建議一致；如前議定，他們也會為該職位提供補助。因此，平機會辦事

處已為營運總裁職位進行公開招聘。招聘在進行中，行政及財務專責小組

將成立甄選委員會，與主席(甄選委員會其中一位成員)一起負責是項招聘

工作。 

 

27. 委員又備悉，其他相關和重大改變，尤其是有關目前平機會管理層總

監級職位的改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表示，需要較長時間仔細考慮。由於

新架構內其他改變並不涉及政府額外資金，而新架構內總監級的數目與平



 

 

 7 

限閱文件  
(已批准作公開發布 )  

 
機會於 1996 年成立時的數目相同，落實新架構也不會招致額外支出，因

此平機會辦事處在營運總裁職位物色到合適人選後，將落實其他新增職位

的招聘。新增的政策、研究及培訓總監職位的招聘廣告亦已經刊出。 

 

28. 委員亦備悉，主席已於 2015 年 4 月 30 日致函全體管治委員會委員，

建議在新架構實行兩年後，由平機會管治委員會聯同外間顧問一起檢討其

成效，然後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提交平機會的意見，且在是次會議上就有

關檢討事宜徵詢委員的意見。在重設營運總裁職位後，需要清晰劃分主席

與營運總裁的職責和職權，以提升管治和運作效率。EOC 文件 17/2015 附

錄 II 載有主席和營運總裁的主要職權和轉授權力建議。 

 

(羅君美女士此時離開會議。) 

 

29. 委員通過兩年後檢討新架構的建議，和有關文件附錄 II 所列出主席和

營運總裁權限的建議(主席公務酬酢支出的建議批核權限除外)。為達到更

好的管治，委員同意若主席的公務酬酢支出超出公務員的一般限額或被視

為不尋常，營運總裁應請示行政及財務專責小組的意見。 

 

平機會截至 2015年 3月 31 日的財政狀況報告 

(EOC 文件 18/2015) 

 

30. 會計師向委員扼要指出 EOC 文件 18/2015，以及置於席上的《平機會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財政狀況報告摘要》的要點。 

 

31. 委員備悉文件所報告關於平機會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財政狀況，

2014/15 年度實際收支與原來預算的對照，儲備和資本帳的情況。委員又

備悉 2014/15 財政年度有 234 萬元盈餘。把 234 萬元轉到儲備帳後，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止的儲備結餘為 2,244 萬元，仍較儲備上限 2,615 萬元低

371 萬元。至於資本帳，政府提供了用於宣傳《種族歧視條例》和《性

別歧視條例》的 300 萬元一筆過撥款，和用於更換兩部伺服器的

23 萬元已經收到。  

 

(周素媚女士此時離開會議。) 

 

V. 其他事項 

 

於太古城中心四座租賃新增寫字樓 

(文件於會議上提交以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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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閱文件  
(已批准作公開發布 )  

 
32. 主席表示，由於成立了少數族裔事務組(六位員工)和重設營運總裁一

職，有需要為增加寫字樓空間。總監(機構規劃及服務)已於 2015 年 6 月 16

日透過電郵通知各委員此其他事項需徵求委員的意見。文件已置於會議席

上，請委員批准租用太古城中心四座的新增寫字樓。 

 

33. 會計師介紹了置於席上文件的各要點。委員備悉，太古城中心四座有

符合平機會需要的空置寫字樓，是位於 13樓，建築面積約為 1,810平方呎，

月租已於文件中說明。如得到委員批准，平機會辦事處將盡快於 2015 年 8

月 1 日起租用該新增寫字樓，而租約屆滿期會與現時位於太古城中心三座

的寫字樓相同，即為 2017 年 12 月 15 日。租用新增寫字樓的額外支出已

於文件第 7 段詳述。 

 

34. 委員備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近日已回覆，由於他們需於未來三個財

政年度累積節約 2%經常支出(即 2015/16 年度 0%，2016/17 年度 1%和

2017/18 年度 1%)，除非「資源分配」指引有意想不到的改變，否則，他們

無法提供額外資金。而平機會也要在未來三個財政年度累積節約 2%經常

支出。無論如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支持平機會購置永久辦事處和邀請平

機會於 2015/16 年度再提交資源分配申請，並會與政府產業署合作審閱平

機會的申請。平機會希望當政府可放寬撥款立場，並在等候政府作出購置

永久辦事處之際，他們可向平機會提供額外資金，以應付目前和新增寫字

樓的租金。否則，平機會在現租約屆滿後，將需考慮遷往租金較低、面積

較小的寫字樓。最重要的條件是建築物必需無障礙以方便殘疾人士使用，

而根據平機會過去在不同地方物色寫字樓的經驗，乎合條件的選擇有限。 

 

35. 委員批准以平機會文件內註明的租金租用新增寫字樓，面積為 1,810

平方呎，租期為 2015 年 8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將按照置於席上

文件所載，動用儲備以支付新增寫字樓的設立費用、租金、差餉、冷氣費

和管理費。辦事處會致力把總支出盡可能維持在最低水平。 

 

36. 無其他事項，會議於下午 5 時 35 分結束。 

 

VI. 下次開會日期 

 

37. 下次定期會議訂於 2015 年 9月 17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 分舉行。 

 

平等機會委員會 

二零一五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