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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委員會第 116次會議 

會議記錄 

 

日期：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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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章明教授, SBS, JP 主席 

蔡玉萍教授  

周浩鼎議員  

孔美琪博士, BBS  

羅君美女士, MH, JP  

李翠莎博士, BBS  

羅乃萱女士, MH, JP  

周素媚女士  

曾潔雯博士, JP  

葉少康先生, MH  

陳奕民先生 秘書[營運總裁] 

 

 

因事未能出席者 

趙麗娟女士, MH  

李國麟教授, SBS, JP  

梁頌恩女士  

黎雅明先生, MH, JP  

金志文先生  

余翠怡女士, MH  

 

 

列席者 

文雅言女士 總監(投訴事務) 

朱崇文博士 總監(政策、研究及培訓) 

李錦雄先生 主管(機構規劃及服務) 

王珊娜女士 主管(機構傳訊) 

鄧伊珊小姐 高級會計經理 

石冰心女士 助理平等機會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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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次會議。亦已收到趙麗娟女士、

李國麟教授、梁頌恩女士、黎雅明先生、金志文先生及余翠怡小姐因未能

出席而作出的道歉。與會人士亦備悉一些委員需要提早離開會議。 

 

 

II. 通過上次會議的記錄 (議程第 1 項) 

 

通過於 2016年 9月 15日舉行的第 115次會議記錄 

 

2. 2016 年 9 月 15 日舉行的平機會第 115 次會議的會議記錄草擬本已於

2016 年 10 月 14 日發送給各委員；其後，李翠莎博士建議修訂會議記錄第

33 段。已修訂的會議記錄已於 2016 年 11 月 7 日發送給各委員；再沒有其

他修訂。 

 

3. 於 2016年 11月 7日發送給各委員的已修訂會議記錄於席上獲得通過，

毋須修訂。 

 

 

III. 續議事項 (議程第 2 項) 

 

4. 各委員備悉，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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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16年 11月 17日舉行的平機會二十周年活動報告 

(EOC 文件 23/2016；議程第 3 項) 

 

5. 主管(機構傳訊)向各委員簡介 EOC 文件 23/2016 的要點，包括(a)慶祝

會和短片；(b)紀念特刊；(c) 平等共融多媒體創作比賽；和(d) 平等機會標

語創作比賽。她感謝委員對平機會二十周年活動的支持，包括為多媒體創

作比賽和標語創作比賽擔任評判；又請委員就二十周年的活動提出意見。 

 

6. 委員大致認為慶祝會很成功。有委員建議，日後若舉辦類似活動，可

租賃較大的場地，以招待更多來賓和為所有貴賓安排座位。回應有關嘉賓

名單的查詢時，主管(機構傳訊)表示，平機會發出約 500 個邀請，包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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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會議和立法會全體成員/議員、政府政策局的高級官員、各國總領事、社

區夥伴、相關非政府組織和公共機構，及傳媒機構等的代表。由於場地有

限，故只邀請了非政府組織及公共機構的行政總裁或主席出席。共收到 200

多個回覆，並最終約 220 人出席了慶祝會，反應令人鼓舞。 

 

7. 周素媚女士讚許慶祝會氣氛歡愉，祝賀平機會成功舉辦此次活動。營

運總裁補充說，兩間著名商業機構在會上分享了他們致力奉行多元化價值

和共融的僱用政策，講述聘用少數族裔人士和精神病康復者的挑戰與益處，

與會嘉賓都認為他們的分享別具意義。主席表示，其中一間商業機構已建

議與平機會積極合作，在不久將來向少數族裔提供職位。蔡玉萍教授亦讚

賞平機會員工為籌備二十周年特刊和製作精彩短片所作的努力。 

 

(孔美琪博士此時加入會議) 

 

8. 主席感謝各委員的意見和日後可更臻完善的建議。他進一步提議，若

日後舉辦類似活動，平機會可在活動開始時向來賓作出宣布，以使他們更

清楚活動的流程和座位安排等。 

 

9. 委員備悉 EOC 文件 23/2016。 

 

平機會策略性工作規劃 2016/19 

(EOC 文件 24/2016；議程 4 項) 

 

10. 主席感謝營運總裁和主管(機構規劃及服務)於 2016年 8月舉行策略研

討會後，制定了「2016-2019 年策略性工作規劃」(工作規劃)草擬本，工作

規劃所載列的五大策略性優先領域將反映了平機會未來數年的角色和工

作方向。營運總裁向各委員簡介載於 EOC 文件 24/2016 的建議工作規劃。 

 

11. 各委員備悉平機會員工已在 2016 年 12 月 7 日, 8 日和 12 日舉行了三

次討論會，參與討論如何執行各優先領域的工作。各職員又於 2016 年 12

月 13 日舉行的分組報告會上，與管理層分享了他們對五大策略性領域的

策略性行動、預期結果和指標的意見和建議。 

 

12. 營運總裁請委員就建議的工作規劃提出意見。他表示，按上次會議所

建議，若得到委員通過，該工作規劃將上載到平機會網站供公眾閱覽。 

 

13. 與會人士建議，更為簡明地點出工作規劃的「主題重點」，以便公眾

易於明白平機會將在未來數年致力推行的工作。此外，可考慮把「預期結

果」和「指標」分開，使更易於辨識最終工作成果和為實現成果而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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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活動。與此同時，工作規劃的中文本需再加潤色，使之更為易讀流暢。

羅乃萱女士同意協助再檢視經潤色的中文譯本，主席對她的協助表達謝

意。 

 

14. 各委員原則上批准 EOC 文件 24/2016 列出的策略性工作規劃，並同意

在作出上述建議的潤色後，會於 2017 年初將之上載到平機會網站，以供

公眾閱覽。 

 

(蔡玉萍教授此時離開會議) 

 

法律及投訴專責小組、社會參與及宣傳專責小組、政策、研究及培訓專責

小組和行政財務專責小組報告 

 (EOC 文件 25/2016；議程第 5 項) 

 

15. 社會參與及宣傳專責小組召集人孔美琪博士向各委員重點報告已載

於 EOC 文件 25/2016 附件 2 的社會參與及宣傳專責小組的工作。各委員備

悉，2017/18 年度資助計劃的總預算仍是 1,600,000 元，重點會包括透過多

媒體平台接觸年輕人。主管(機構傳訊)補充說，機構傳訊科會繼續研究提

高平機會在「臉書」和其他社交媒體曝光的方法。 

 

16. 至於政策、研究及培訓專責小組，總監(政策、研究及培訓)報告指出，

未來三年已有六個研究項目獲批准進行。同時，已請專責小組就兩本指引，

即《無障礙航空簡易指引》和《執法人員與自閉症人士溝通指引》提出意

見。他感謝曾潔雯博士為《執法人員與自閉症人士溝通指引》提供不少寶

貴意見。已按專責小組上次會議的決定，致函各相關機構，請它們就指引

提出意見。專責小組又審議了「反性騷擾運動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度報告。

各委員備悉，自發生康橋事件後，已舉辦多次講座，以加深殘疾人士的家

長、非政府機構的員工和服務提供者對反性騷擾和殘疾人士權利有的認識。

這系列講座皆獲參加者好評，成效甚佳。 

 

17. 至於法律及投訴專責小組的工作，主席表示重點工作已載於文件的附

錄 1。由於法律總監需要就一宗前平機會僱員案件的聆訊上庭，而無法出

席是次會議，該案的結果將於下次會議向委員報告。各委員備悉為該案而

聘用外間大律師的法律費用仍符合預算。曾潔雯博士讚賞員工於處理法律

及投訴個案方面所作的努力，因為他們有時會受到服務使用者的無禮對

待。 

 

18. 有關行政及財務專責小組的工作，主管(機構規劃及服務)向委員重點

介紹專責小組上次會議討論到的平機會運作表現和截至 2016 年 9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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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度的財政報告要點。關於在六個月內完成處理投訴個案的服務承諾，主

席告知各委員，兩名前立法會議員的宣誓事件帶來超過 100 宗投訴，可能

影響到機構能否達到服務承諾。總監(投訴事務)補充說，已徵詢一名外間

資深大律師的意見，研究事件是否涉及種族中傷，預期於 2016 年 12 月底

前會收到有關法律意見，屆時會一次過處理該 100 多宗投訴。 

 

19. 委員備悉 EOC 文件 25/2016。 

 

(葉少康先生此時離開會議) 

 

主席季度報告 

(EOC 文件 26/2016；議程第 6 項) 

 

20. 主席向各委員報告過去一季所進行的主要工作，並歡迎各委員就其工

作提出意見及建議。 

 

21. 孔美琪博士表示，對一些全港關注的熱門話題(例如：近日的士司機拍

攝餵哺母乳短片事件)，平機會都能主動即時作出回應，實是好事。李翠莎

博士同意孔博士的看法，讚賞主席對不同議題迅速作出回應，認為有助建

立平機會的聲望。營運總裁補充說，黎雅明先生亦關注該餵哺母乳短片事

件，建議平機會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跟進，以加強公眾教育，確保尊重授

乳母親的私隱。 

 

22. 委員備悉 EOC 文件 26/2016。 

 

平機會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的財政狀況報告及動用平機會儲備搬遷寫

字樓 

(EOC 文件 27/2016；議程第 7 項) 

 

23. 高級會計經理向委員簡介 EOC 文件 27/2016 所報告平機會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的財政狀況，和動用平機會儲備以搬遷寫字樓。 

 

24. 各委員批准從平機會儲備帳預留 836 萬元，以支付文件第 6 段所列出

的設立費用及修復費用所需的餘額。周浩鼎議員表示，若有可能，希望平

機會辦事處可留在港島北角區附近，會較為方便。 

 

(周浩鼎議員此時離開會議) 

 

25. 各委員備悉文件附件 D 所建議的搬遷寫字樓的執行計劃。回應孔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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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時，高級會計經理表示，建議的執行計劃只屬暫定，會因應事態的最

新發展(例如新寫字樓起租日)等作出更新。主管(機構規劃及服務)報告，將

開設短期合約的項目經理職位，以統籌外間顧問/承判商進行寫字樓設計和

裝修工程，以及與平機會辦事處內部保持溝通事宜等大量工作。至於購買

一部七座位汽車以替換舊車一事，主管(機構規劃及服務)向委員簡述，會

要求有折扣的不同型號車輛報價，並會進行比較，將於稍後幾星期為購買

汽車一事作出決定。 

 

(周素媚女士此時離開會議) 

 

26. 孔美琪博士申報，EOC 文件 27/2016 附件 C 所列出黃竹坑香葉道 41

號的寫字樓處所由她一位親屬負責管理。與會人士備悉她的利益申報。 

 

27. 委員備悉 EOC 文件 27/2016。 

 

平機會 2017年暫定開會日期 

(EOC 文件 28/2016；議程第 8 項) 

 

28. 委員備悉 EOC 文件 28/2016 所載 2017 年平機會的暫定開會日期。 

 

 

V. 其他事項 

 

平等機會獎 

 

29. 主席表示反性騷擾運動工作小組的成員建議設立「平等機會獎」給予

在僱傭範疇支持平等機會的僱主。由於此事可能涉及不少資源，他建議於

下次會議前擬備一份勾劃未來建議路向的文件，以傳閱方式給各委員提出

意見。羅君美女士建議可考慮嘉許在平等機會方面表現出色的公司/機構，

並就此向政府要求撥款，以推行計劃。孔美琪博士補充說，平機會宜在教

育方面多做工夫，可與其他非政府組織(如家庭議會)和政府合作，促進平

等機會。 

 

30. 無其他事項，會議於下午 4 時 35 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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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下次開會日期 

 

31. 下次定期會議訂於 2017 年 3月 16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 分舉行。 

 

 

 

平等機會委員會 

二零一七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