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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委員會第 119次會議 

會議記錄 

 

日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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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麗雲教授, JP  

趙文宗博士  

蔡玉萍教授  

周浩鼎議員  

高朗先生  

何超蕸小姐, BBS  

孔美琪博士, BBS  

羅君美女士, MH, JP  

李翠莎博士, BBS  

梁頌恩女士  

羅乃萱女士, MH, JP  

謝偉鴻先生  

Rizwan ULLAH博士  

余翠怡小姐, MH  

陳奕民先生 秘書 

[營運總裁] 

 

因事未能出席者 

李國麟教授,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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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監(政策、研究及培訓) 

李錦雄先生 

王珊娜女士 

主管(機構規劃及服務) 

主管(機構傳訊) 

余慧玲小姐 高級平等機會主任(行政及人事)  

何永強先生 高級平等機會主任(少數族裔事務組) 

凌燕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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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次會議，亦已收到李國麟教授因

事未能出席而作出的道歉。 

 

(陳麗雲教授此時加入會議。) 

 

II. 通過上次會議的記錄 (議程第 1項) 

 

通過於 2017年 6月 15日舉行的第 118次會議記錄 

 

2. 2017 年 6 月 15 日舉行的平機會第 118 次會議的會議記錄草擬本獲得

通過，毋須修訂。 

 

III. 續議事項 (議程第 2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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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委員考慮。 

 

IV. 新議程項目 

 

平機會辦事處搬遷事宜最新進展 

(EOC文件 16/2017；議程第 3項) 

 

4. 主管(機構規劃及服務)向委員報告載於 EOC 文件 16/2017 有關平機會

辦事處搬遷事宜的最新進展。 

 

5. 各委員備悉，已根據平機會管治委員會於 2017年 6月 15日通過的決

定，由平機會主席、孔美琪博士、羅乃萱女士、李翠莎博士和梁頌恩女士

組成招標委員會，負責挑選為黃竹坑新辦事處進行裝修工程的承辦商。 

 

6. 招標委員會於 2017年 7月 27日開會，考慮了由負責設計和擔任項目

管理顧問的香港國際建築師樓有限公司(PSI)篩選出來的四個最低價標書。

經商議後，招標委員會建議聘用最低投標價的耀基設計有限公司(耀基)為

承辦商，為平機會的新辦事處進行裝修工程。招標委員會的建議以傳閱方

式先後於 2017 年 8 月 1 日及 8 月 4 日獲行政及財務專責小組通過和平機

會管治委員會批准。 

 

7. 耀基於 2017 年 8 月 7 日開始進行裝修工程，預期於 2017 年 10 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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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工。已於 2017年 9月 20日進行實地巡視，工程進度良好，約已完成 50%

工程。 

 

8. 待裝修工程完成後，將於 2017年 10月 26日(星期四)社會參與及宣傳

專責小組會議後到新辦事處參觀，歡迎管治委員會委員參加。 

 

9. 為令搬遷事宜不影響平日運作，平機會辦事處將於 2017年 11月 4日

和 5 日(星期六和日)進行搬遷到黃竹坑的處所，屆時辦事處所有裝置都會

完成。辦事處於 2017年 11月 6日(搬遷後翌日)早上會如常辦公服務公眾。

搬遷工作將於 2017 年 12 月 15 日太古城中心的現有辦事處租約屆滿時完

成。 

 

10. 各委員備悉詳載於EOC文件 16/2017有關平機會辦事處搬遷的最新進

度。 

 

(周浩鼎議員和羅君美女士此時加入會議) 

 

少數族裔事務組的半年工作進度報告 

(EOC文件 17/2017；議程 4項) 

 

11. 各委員備悉載於 EOC文件 17/2017 有關少數族裔事務組(事務組)的半

年工作進度報告。高級平等機會主任(少數族裔事務組)扼要介紹各項政策

活動及日後發展重點，供委員參考。 

 

12. 在政策建議方面，事務組自 2016 年 11 月以來向立法會提交了 12 份

意見書，並在作出報告期間就少數族裔人士的不同關注，與 7個政府部門

及公共機構會面。因應平機會對支持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倡議，教育局

已計劃根據「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就個別學習階段編制課

本。 

 

13. 至於少數族裔的就業方面，事務組與 6個商界團體/網絡和 7個非政府

機構合作，發展一個試驗性的求職轉介平台。由於中文程度要求始終是少

數族裔就業的主要障礙，事務組將與公務員事務局商討，促請政府定期檢

討所有政府職位的中文程度要求，同時考慮為少數族裔申請人制定中文能

力的其他評估方法。 

 

14. 平機會與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及香港銀行公會(公會)合作把一系

列使用銀行服務的基本資訊翻譯成 7種少數族裔語文，將於下一季(即 2017

年第 4季)完成。金管局和公會都同意把譯文資料上載到其網站，事務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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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各主要銀行和少數族裔社群宣傳使用銀行服務的方法。梁頌恩女士建

議事務組設立網絡連結專線，以方便公眾閱覽有關資料。 

 

15. 為提升少數族裔社群的平等機會意識，事務組成立了巴基斯坦裔婦女

領袖和尼泊爾社群領袖兩個網絡小組，以及一個名為「推動種族平等共融

青年諮詢小組」的充權小組，培訓這些小組的成員在社群中擔任推廣種族

平等共融的大使，亦透過他們收集社群就政策建議和公眾教育方面的意

見。 

 

16. 針對主流社會，事務組亦於三月推出的「EMbRACE」活動，透過

Facebook專頁向公眾推廣種族平等的訊息。高級平等機會主任(少數族裔事

務組)邀請委員為該 Facebook 專頁的短片擔任嘉賓。羅乃萱女士和高朗先

生表示，可協助邀請一些非政府組織和專業團體製作短片訊息。 

 

17. 各委員備悉事務組於下半年的主要策略規劃。高級平等機會主任(少數

族裔事務組)重點指出會重啟「少數族裔教育工作小組」，並將進行一項調

查，了解幼稚園收生措施與政策的公平程度。 

 

18. 高級平等機會主任(少數族裔事務組)繼續報告平機會介入兩宗尋求平

機會協助的個案。其一涉及 11 名從越南來港尋求庇護的兒童爭取獲准入

學；另一宗則有關幾名在基督教學校就讀的巴基斯坦女生不獲准帶頭巾上

課。 

 

19. Rizwan ULLAH 博士讚賞平機會對穆斯林女生個案的迅速回應。該個

案很快已獲妥善解決，在社群內得到正面反應。 

 

(謝偉鴻先生此時加入會議。) 

 

20. 周浩鼎議員建議應考慮推出獎勵計劃，鼓勵嘉許一直在工作間積極推

行平等機會政策和措施的商業機構。他的建議得到蔡玉萍教授、孔美琪博

士和陳麗雲教授等贊成。高朗先生表示，計劃初期可以大機構(如上市公司)

作為對象。平機會可透過向政府申請撥款取得資金和相關資源(包括所需人

手)。 

 

21. 與會人士討論了推行有關計劃的多個不同做法，認為這樣的一個計劃

對推動平等機會價值觀和良好常規會很有用和有效。蔡玉萍教授表示應為

獎勵計劃訂下時間表和路線圖。所有管治委員會委員都同意該建議。主席

表示，平機會辦事處會研究實際可行方案擬定下步計劃建議，以供管治委

員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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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備註：會議結束後，主席以電郵聯絡四位召集人，就設立一個特別為

少數族裔服務的平等機會獎項之試驗計劃諮詢他們的意見。召集人們支持

該建議，認為這會是個好開始，其後可擴大計劃的規模。至於頒發予企業

（特別是中小企）的反性騷擾平等機會獎項，政策、研究及培訓科總監以

電郵諮詢蔡玉萍教授及高朗先生的意見，蔡教授支持該建議。政策、研究

及培訓專責小組的小組成員已於第 38 次政策、研究及培訓專責小組會議

上備悉，將於第 120次平機會會議中簡介有關意見書，呈請各委員批准。] 

 

平機會半年工作回顧 (2017年 1月至 6月)  

(EOC文件 18/2017；議程第 5項) 

 

22. 主席按 EOC 文件 18/2017 所載，重點講述平機會於 2017 年 1 月至 6

月所進行的主要工作。 

 

23. 蔡玉萍教授詢問有關各條反歧視條例細分的查詢及投訴數字。總監(投

訴事務)將提供有關的細分數字。 

 

24. 各委員備悉 EOC文件 1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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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及財務專責小組報告 

(EOC文件 19/2017；議程第 6項) 

 

25. 各專責小組的召集人輪流介紹 2017 年 6 月至 9 月期間各專責小組會

議上所提出的重要事宜和所作出的決定。 

 

26. 法律及投訴專責小組召集人李翠莎博士重點指出，通過了已修訂的專

責小組職權範圍，使之更簡潔易明。有關文件將會提交予平機會會議正式

通過。 

 

27. 社會參與及宣傳專責小組召集人羅乃萱女士把一套三冊名為《高仔與

朋友們》的故事書交與會人士傳閱。這套故事書會有中文版和英文版，對

象是幼稚園和小學的學生。暫定於 2017年 10月舉行記者會以推廣這套故

事書。主席感謝羅女士協助本書的中文編輯工作。 

 

28. 政策、研究及培訓專責小組召集人蔡玉萍教授補充說，本地一些大學

的研究團隊進行了幾個研究項目。除了找出事實外，研究項目亦旨在識別

出有效的方法和以實證為本的深入見解，以就相關政策提出建議。專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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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亦打算與政府部門及非政府組織合作，加強工作間的反騷擾政策及措

施。 

 

29. 行政及財務專責小組召集人孔美琪博士就一宗勞資審裁處案件

(LBTC543/2015)的最新進展、平機會一名總監級職員續約事宜，以及一宗

已結束的員工投訴個案作報告。各委員亦備悉，會為透過電話處理公眾查

詢及投訴的前線員工設置電話錄音系統一事進行可行性研究。 

 

30. 各委員備悉，於 2015 年 6 月的會議上，管治委員會已通過當時主席

的建議，在兩年後聘用外間顧問檢討新的總監級架構的成效。為此，行政

及財務專責小組建議，鑑於該專責小組處理兩宗員工投訴個案的觀察，認

為由非行政職能的委員對平機會管理層的內部事務進行微觀管理，既不切

實際亦不理想，也因而削弱平機會管理層的權威。因此有需要就平機會的

管治進行整體檢討，可把這部分列入管理架構檢討之內。 

 

31. 孔美琪博士繼續報告說，就平機會處理公眾投訴和為公眾提供法律服

務流程進行檢討一事，已接觸過法律界兩位專家顧問，但他們都婉拒平機

會的邀請。與其聘用法律界的專家顧問，不如成立三人小組(包括孔美琪博

士、李翠莎博士和高朗先生，還可加入更多委員) 督導有關的流程檢討，

並由平機會一名全職員工支援，從而令小組不必肩負於行政/撰寫的工作，

而有關員工可在檢討完成離職。 

 

32. 獲委任的平機會職員將代替外間顧問，在三人小組的督導下負責進行

流程檢討；與此同時，亦負責進行平機會的管理架構及管治檢討。獲聘用

的職員必須曾在公營機構任職至首長級，具備豐富和有實証的管理經驗。

他/她將獲全職聘用六個月。考慮到平機會的財政緊拙，建議給予獲聘者低

於首長級的薪酬福利。 

 

33. 委員備悉 EOC文件 19/2017。 

 

(何超蕸小姐此時加入會議。) 

 

主席季度報告 

(EOC文件 20/2017；議程第 7項) 

 

34. 委員備悉 EOC文件 20/2017。 

 

 

V.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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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會議的即時傳譯服務 

 

35. 在平機會及各專責小組的會議上，經常使用的溝通媒介是粵語。一直

以來，平機會都為非華語委員提供廣東話譯為英語的即時傳譯服務。鑑於

本屆管治委員會委員對聽/說廣東話都不成問題，營運總裁請委員討論是否

每次平機會會議仍需從外聘用即時傳譯服務。委員備悉，專責小組會議仍

會按需要提供即時傳譯服務。經商議後，委員同意，平機會日後會議可根

據所討論的議程項目和應委員要求安排即時傳譯服務。 

 

(陳麗雲教授此時離開會議。) 

 

《種族歧視條例》下的嚴重中傷 – 由周浩鼎議員提出 

 

36. 周浩鼎議員查詢，就公開使用「支那」一詞會否構成《種族歧視條例》

所規定的嚴重中傷。雖然嚴重中傷屬刑事罪行，不屬平機會司法管轄權限

所處理，但周浩鼎議員希望知道有否提出過嚴重中傷的檢控。法律總監和

總監(政策、研究及培訓)解釋根據《種族歧視條例》提出中傷及嚴重中傷

申索的法律要求。法律總監表示，中傷申索的門檻相當高，且尤其必須證

明有煽惑的成份。視乎案件的情節和案情組合，若在訂明的活動範疇(例如:

僱傭、教育)發生《種族歧視條例》下所指稱的違法行為，受屈人反而可能

考慮提出種族騷擾申索。法律總監進一步表示，嚴重中傷涉及威脅或煽惑

威脅傷害某(些)人的身體或損毀其處所；而該罪行非常可能構成其他刑事

罪行(例如刑事恐嚇或襲撃等)。從實際檢控角度而言，警方未必會提出嚴

重中傷控罪，因為若要定罪，還要證明涉及種族元素。相信即使有嚴重中

傷的案件，都可能以其他刑事控罪處理，這可能解釋到何以至今未提出過

嚴重中傷的檢控。總監(投訴事務)補充說，行為是否違法大多視乎案件的

相關情節而定。 

 

培訓少數族裔護理員的概念建議 – 由謝偉鴻先生提出 

 

37. 一份提出安老護理院舍青少年就業及培訓計劃的文件於席上提交。謝

偉鴻先生向委員簡介建議，並重點指出計劃的好處和推行的困難。羅君美

女士表達了對建議的高度支持。 

 

38. 委員讚賞文件內就技援少數族裔年輕人就業的建議，亦同時可幫助填

補護理業工人的需要。 

 

39. Rizwan ULLAH 博士贊成向少數族裔青年提供培訓，但他不肯定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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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培訓後會否獲聘用。主席回應指出，向少數族裔青年提供培訓的主要

障礙在於社會福利署(社署)所定的中文能力要求。平機會辦事處已積極與

社署商議，透過種族平等共融顧問委員會設立與所需職能能力同等的其他

資格。 

 

40. 蔡玉萍教授建議，平機會辦事處可指定包括少數族裔事務組在內的工

作小組負責督導是項工作。工作小組的工作有多方面，包括：清點適合推

行類似培訓課程的行業；透過以實證為本的研究，識別少數族裔青年接受

培訓所遭遇的困難；探討市場上現有的工作機會；和定出平機會管治委員

會可擔當的角色。趙文宗博士補充說，可擬定未來路線圖以供進一步討論。

主席表示，平機會辦事處會接觸謝偉鴻先生商討行動方案，以供委員進一

步考慮。 

 

41. 無其他事項，會議於下午 4時 30分散會。 

 

 

VI. 下次開會日期 

 

42. 下次定期會議訂於 2017年 12月 21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舉行。 

 

 

 

平等機會委員會 

二零一七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