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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Women’s Commission in Hong Kong  
婦女事務委員會的情況 



 
 

 

 

 

1. The Women’s Commission is not a high-level central mechanism 
婦女事務委員會不是「高層次的中央機制」 
 



 

It is problematic to have the Women’s Commission under the Bureau of 
Labour and Welfare, the Bureau has the same status as other Bureaus, 
the Commission cannot make other Bureaus do things… 

(Ms X, Director of a local woman’s NGO) 

 

將婦委會放在勞福局下面是有問題的,由於勞福局和其他局的地位
是並排的，婦委會難以「郁」到（令到）其他局做事..... 

（X女士，婦女團體總幹事） 

 

 



Those checklist cases were pleaded back by members. The Bureau has no 
authority to ask other Bureaus to do GM…the secretariat feels: why should 
we do something that would offend other departments? It does not have 
authority… the secretariat’s mindset is, if they offend other departments, 
they will not cooperate next time 

(Ms A, ex-Women’s Commission member) 

 

...那些checklist（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的個案是委員「懇求」回來的。
勞福局無權叫其他政策局做GM（Gender Mainstreaming，即性別主流
化），所以再要大力推GM很難 ...勞福局的秘書處會覺得自己「為何要
做些事情得罪其他部門？」，它沒有權力，所以要「懇求」別的部門做，
怕得罪其他部門；秘書處的心態就是：一陣得罪了其他部門，下次他們
不會再做。 

（A女士，婦委會前任委員） 

 



 

婦委會完全不是一個中央機制。因為中央機制必須要在政府核心裡
面的，她應該要評估所有政策、撥款、草案對婦女有什麼影響，但
婦委會完全沒有做過 ...政府文件沒有提及婦委會的任何角色,例如：
政府拿過來的文件從沒有提及過他們有諮詢過婦委會。 

（劉慧卿女士，前任立法會議員） 

 

 

民間團體和立法會議員在局外的觀察和身在其中委員的經驗是吻合
的，那就是婦委會沒有權力要求、協調及監測其他部門執行婦女或
性別相關的工作 



2. The Women’s Commission is a consultative body 

婦女事務委員會是「諮詢架構」 



Many government policies will make a presentation at the WoC, but 
most of the time is spent listening to the presentations, members have 
very little time to express their views… this consultation cannot result 
in advocating, monitoring the government. 

(Ms B, WoC member) 

 

政府很多政策會到婦委會做諮詢，每次會議有一至兩個部門會
present（簡介）… 然而，時間多數用在聽政府部門present（簡
介），委員很少時間可以發表意見。因此，婦委會發揮的諮詢作
用十分有限。有些政策去到婦委會的時候差不多都已經定下來了，
有時只不過是解釋、問一下意見 ... 這個諮詢未能做到做倡導、監
察政府的角色。 

（B女士，現任婦委會委員 ） 

 



Sometimes members will ask questions, but then no one is there to 
follow up… sometimes comments are given, members have to be very 
persistent to follow up, to chase them up, and to see if there are other 
members who are on the same page 

(Ms A, ex-WoC member) 

 

政府部門到婦委會介紹政策，委員問問題，但之後無人follow up
（跟進）… 有時提出了某些意見之後，委員要十分persistent（不厭
其煩地）跟進、還要看有無其他委員附和… 

（A女士，婦委會前任委員） 

 



From 2009 till now, there has only been one recommendation made 
regarding the amendment of the Domestic Violence Ordinance, and one 
statement welcoming the government’s suggestion to raise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in consultative and statutory bodies 

 

2009年至今，婦委會就政策主動撰寫的意見書，只有2009就《家庭
暴力條例》的修訂提出建議， 和歡迎政府提高婦女參與諮詢與法定
組織性別比率基準目標 

 



3. No separate budget for Gender Mainstreaming 
「性別主流化」工作無獨立撥款 

 
表二：婦委會於過去7年的預算和開支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預算撥款 budget 

(million) 

(百萬元) 

23.8 29.7 28.5 29.6 29.6 32.2 33.0 

預算年增減 (year on 

year difference) 

百分比%  

+21.4  +29 +16.3  +17 +17 +8.8 +2.5 

實際開支 (actual 

expenditure) 

(百萬元) (million) 

20.7 24.8 24.1 25.3 28.4 29.8 NA 

實際年增減 (actual 

year on year increase) 

百分比%  

+4% +20 -3  +5 +12 +5 - 



分項 Item  2015－16 

（佔年度預算的%） 

2016－17 

（佔年度預算的%） 

推行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mame 

800 (24.8) 800 (24.2) 

推行資助婦女發展計劃及鼓勵婦女就業的相關工作*  

Work related to women’s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230 (7.2) 210 (6.4) 

推行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  

public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390 (12.1) 330 (10) 

加強與香港及其他地方婦女組織的聯繫及交流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with women’s 

organisation in other areas 

70 (2.2) 40 (1.3) 

薪金、津貼及與員工有關連的開支  

salary and benefits 

1430 (44.4) 1470 (44.5) 

其他 others 300 (9.3) 450 (13.6) 

總計  Total 3220 3300 

表三：過去兩年婦委會預 算撥款分項 WoC budget （萬元 ‘00 000 dollars） 
 
 



Actually everything the WoC does now is about gender 
mainstreaming, and just on the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alone, is 8 million dollars. 

(Ms C, WoC representative) 
 

其實婦委會現在所做的事情其實全部都是有關「性別

主流化」，而放在「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就已經有

800萬。 

C女士，婦委會代表） 

 



4. WoC appointment criteria is unclear, members lack diversity  
婦女委會委員委任準則不透明，委員组成缺乏多元性 
 



Members mostly have China background, pro-establishment, middle class, 
professionals, because the government doesn’t like appointment those who 
speak up, those who are troublesome  

(Ms A, ex-WoC member) 
委任的委員多是中方背景、建制、中產、專業人士，因為政府很怕委任那些「多聲氣」、「麻煩」
的人。 

(A女士，前任婦委會委員） 

  

 

In other committees, I don’t feel such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non-
establishment and pro-establishment, in the WoC I really feel I don’t belong 
there. 

(Ms B, current WoC member) 
以前坐在其他committees （委員會）沒有感覺到這麼大的「建制」與「非建制」的分別，進了婦
委會更加覺得自己不屬於那個地方。 

（B 女士，現任婦委會委員） 

 



 
 

 

 

 

5. Members are volunteers, the WoC’s work is easily steered by the 
Secretariat 

委員工作屬義務性質，婦委會工作易被秘書處主導 



During that time, WoC’s reports and exhibitions were all written by 
members, also the design of the checklists. The Secretariat did not 
participate, so the members were actually doing a full-time job! The work 
they do is very low quality, not usable. 

(Ms W, experienced member of the women’s sector) 

 

（那個時候）婦委會的 reports（報告）／exhibitions（展覽）全部都
是委員自己一手一腳寫和做的、清單都是委員自己設計、秘書處沒有
參與，（所以）委員基本上在做一個full－time（全職）的工作！秘
書處「（寫／做）嘅嘢質素很低、唔用得的」。 

(W女士，資深婦女界人士） 

 



Officials often shut the door to my comments, so only the “safest” work can be 
implemented, like gender training, giving awards to departments that have 
done well. It is harder to implement things that really matter, e.g. asking 
departments to use the checklist.   
(Ms A, ex-WoC member) 
 

官員經常對我提出的意見「落閘」(關閉門羹)，只有最「保險」的工作可

以推到，例如：（gender）training（性別培訓）、頒獎予表現好的部門；

「埋身」、「入肉」的事情很難推，譬如，要求政府部門做checklist（清

單）。我當時提出將「性別觀點主流化」改為「性別主流化」：這些無

傷大雅的事宜可以發生，如果比較「敏感」、重大、需要動用很多資源

的事就很難作出改變 。 

（A女士，婦委會前任委員） 

 



The Secretariat blocked many things. Whether the chair wants to do 
something is one thing, but sometimes the Secretariat doesn’t let her do 
it, they will make excuses to block many things.  

(Prof Baig, ex-WoC member)  

 

秘書處block（阻止）了很多東西。劉太（現任主席）做不做是一回
事，但問題是：秘書處都不讓她做，他們會「耍」（推搪）走很多東
西。例如我們有時提出：（想）了解下其他部門的進度，他們（秘書
處）會話「如果他們有什麼想講，他們會跟我們說的」，明顯是他們
不想做。 

（碧華依教授，婦委會前任委員） 



 

 

2.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性別主流化實際推行情況 
 



 

1. Gender Mainstreaming has become marginalized in the WoC’s agenda 
性別主流化在婦委會議程（agenda）中被邊緣化 
 



From 2001-2006 Gender Mainstreaming has been a key area of work for the 
WoC. But since 2007, it has ceased to be a priority task. It has become 
subsumed under Providing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The Gender 
Mainstreaming work group has ceased to exist. 

 

在2001至2006年其間，「性別觀點主流化」一直是婦委會工作重點之一。

然而，自2007起，「性別觀點主流化」消失在婦委會的優先處理工作之

列，取而代之是「提供有利環境「性別觀點主流化」被矮化為「提供有

利環境」的工作之一。 隨著「性別觀點主流化」被「提供有利環境」取

而代之為，「性別觀點主流化工作小組」隨之消失。 

 



 

2. Gender mainstreaming checklist is of limited use, needs to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tools 
「檢視清單」作用有限，性別主流化仍需其他工具配合 
 



 

The Secretariat would say how many departments in accumulation have used the checklist, 
but how many are repeats? How many use it every year? We don’t know. Lots of things we 
don’t know…. I have asked in the working group, but the Secretariat would not or could not 
tell, because it differs in how each person interprets the checklist… I give the checklist 1 
out of 10 in its importance in gender mainstreaming work. 

(Ms A, ex-WoC member) 

 

秘書處雖然說accumulate（累積）了多少個部門有用清單，但當中有多少個案是重複？

當中有多少是年年都有做？抑或只是用了一次而已？但不知道。很多事情也不知道。

所以，雖然數字是年年報上去，但實質運作是不知情的。我曾經在working group（工

作小組）問過，但秘書處「唔講」（不講）、「講不到」......每人對清單的

interpretation（闡釋）有異，因每人的理解都不相同，這些都十分影響結果。 

如果要說檢視清單在『性別主流化』工作的重要性用1－10來打分的話，清單的作用

是只有1分 

（A女士，婦委會前任委員 ） 



 
 
3. The Bureau of Labour and Welfare does not provide enough 
training for Gender Focal Points  
勞福局為性別課題聯絡人提供的培訓和支援不足 



 

Very general introduction about women-related figures, polices, but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the checklist, or prevention of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policies, such specific things. 

(Ms Ng, Wanchai District Gender Focal Point) 

 

 

 好general （一般）地講過婦女相關的數字、policy（政策），但沒有

講過checklist（清單）、辦公室防止性騷擾手冊這些specific（個別）

的東西就沒有說過。 

（伍婉婷女士，灣仔區議會性別課題聯絡人） 

 



 
 
4. Lack of guidance on how to use gender statistics 

性別數據的指向不清晰，難以協助落實性別主流化 



The execution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is very weak, gender statistics should go with 
gender impact assessment of policies, but the linkages are not made … many useful 
statistics are not available. 

(Ms Fok, Ex-co member of the ACVAW) 

 

我們整個GM（gender mainstreaming，性別主流化）的執行好弱，suppose性別

數據應該是配合不同policy（政策）層面的gender impact assessment（性別影響

評估），但他不是這樣的linkage（關連）去做 ......你看看，其實（那些數據）是

很general（一般）：年齡、收入、就業情況、政治參與、犯案；當然，有好多

數據是有用的，但有好多有用的數據未必有.....其實，性別數據應該是就著不同

範疇去做出來的 ...但（現在的數據）沒有這麼detailed（細緻），（政府）是收

集general的(數據)。 

（霍婉紅女士，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執委） 

 



 

5. Gender mainstreaming takes centre stage in the 2015 Policy Address, but 
lacks clear implementation roadmap 

2015年施政報告後性別主流化再被重視，但路線圖不清晰 
 



(the Gender Focal Points write the gender impact assessment?)  

No, it’s the officer who write the policy proposal. 

(Ms G, WoC representative) 

 

 自從2015年特首宣佈政府各決策局／部門全面應用性別主流化之後，各個政務主任、司局級公務員、常務

秘書長都要接受性別課題的培訓；另外，自2015，政府內部有指引，規定公務員推出政策的時候，必須考

慮性別因素，因此，行政會議文件等重要文件、要過policy committee（政策委員會）的文件必須包含「性

別評估」，並且交予（婦委會的）秘書處審批，如果秘書處發現有問題，秘書處會退回該局／部門，要求

他們修改。 

 

（研究員：撰寫「性別評估」是性別課題聯絡人？） 

 

不是性別課題聯絡人，而是負責該政策proposal（提案）的公務員。 

（G女士，婦委會秘書處代表） 

 



 

3.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Recommendations 
國際比較及建議 



Taiwan 

台灣：行政院於1997年成立任務編組的「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簡稱「婦權會」），後來在2012年因應中央政府組織改造，

婦權會改組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由行政院院長擔任召集人、

行政院副院長為副召集人，負責協調及督導行政院的各機關（構）

推動性別平等之機制。 



South Korea 

南韓：1998年成立了由他帶領的婦女事務特別委員會（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Women's Affairs），負責推動6個部（ministry）的性

別政策，勞動部、教育部、法務部、保健福祉部、農林部、以及行

政與地方自治部。後來在2001年提升其地位至「婦女部」（韓文為

「女性部」，英文譯名是性別平等部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統籌所有部會的性別政策。 



Malaysia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於2001 年設立婦女事務部（Ministry of Women 

Affairs)，同年發展爲婦女及家庭發展部（Ministry of Wom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KPWK），旗下有婦女事務處（Department of Women 

Affairs;其後分為 Department of Women Development JPW 及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Board LPPKN)。於2004 年在重組爲婦

女，家庭及社區發展部 （Ministry of Women, Famil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KPWKM)。同年設立Cabinet Committee on Gender Equality 

支援性別主流化工作。 



Sweden 
 

瑞典： 1976 年設有「性別平等部長」（Minister for Gender Equality），由其他部首長兼任。1982 年「性別

平等處」成立，隨著每任性平部長的主要職位而曾移動至：就業部、衛社部、文化部、農業部、司法部 等。

1994-95 年曾一度隨著副首相移到首相辦公室。2007-2010 年設立「融合及性 別平等部」（The Ministry of 

Integr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每年獲得政府四億歐羅的撥款，負責推動全國的性別主流化以及其他性別

平等的政策。性別主流化自90年代起已經成為瑞典政府重要的政策之一，在1997，瑞典政府成立工作小組

研究政府推動性別平等的方法，於是在2002年成立督導小組推動政府部門的性別主流化，包括為政府官員

舉辦性別課題研究以及在部門內設立性別平等協調員；2005年政府設立了「瑞典性別主流化支援委員會

（Swedish Gender Mainstreaming Support Committee）」推動全國的性別主流化。2007年以前，性別主流化

主要以上的跨部門小組／委員會推動，但2007年起，政府成立了Ministry of Integr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後，

由該部負責執行政府的性別主流化。 



 
 

Short-term Recommendations 

短期目標建議 
 



1. Designate separate budget for Gender 
Mainstreaming Work 
劃分指定撥款分項給予性別主流化工作 
 

 

•現時沒有指定撥款給予性別主流化工作，令相關工作失去焦點。
有指定撥款分項的話，可以讓婦委會訂立具體工作，例如專責處
理性別影響評估所需的人力資源、投放在發展性別數據資料庫的
資源、和民間團體或性別課題專家合作推動性別主流化的項目等。 

 



2. Re-design gender training programme content 
重新編寫性別培訓課程內容 
 

 

•現時給予官員和性別課題聯絡人的性別培訓課程流於空泛，內容
未能考慮到有關人士工作上所需的特定性別課題知識。我們建議
重新編寫不同範疇和程度的課程，以實用性爲出發點，特別是性
別檢視清單的實質應用，例如如何運用性別數據進行性別影響評
估，增加學員對課題的興趣。 

 

 



3. Regular exchange between the WoC and civil 
society groups and orgnaizations 
婦委會和民間團體定期交流 

 

 

•現時婦委會和關注性別議題的民間團體沒有固定交流的安排，我
們建議婦委會主動將這類交流恆常化，例如一年一至兩次的論壇
或討論會。加強官方於公民社會溝通可以令性別主流化更加聚焦
和爲它注入活力。 

 



4. Specify appointment criteria for WoC members 
and Secretariat staff 
設定婦委會委員和秘書處職員任命準則 
 
•現時委員任命準則不清，很多沒有性別平等工作經驗或相關背景，
加不少上委員背景傾向屬於「親建制」，在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
上缺乏前瞻性。秘書處職員常轉換，未能累積有關性別課題的專
業知識和經驗。我們建議委員的任命必須根據清楚公開的準則，
例如委員必須有推動性別平等工作的相關專長和經驗，同時委員
背景應該多元化，例如包括更多民間團體的代表。我們建議秘書
處職員應該有至少一名有性別課題學術背景的性別專才（例如曾
修讀有關課程的官員），負責統籌性別課題訓練，性別影響評估
等需要較多專門知識的工作。 

 



5. Establish exchange platform for 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爲性別課題聯絡人設立交流平台 
 

 

 

•在缺乏資源下，性別課題聯絡人是孤立的個體，各自在自己部門
工作。我們建議勞福局爲聯絡人設立供他們交流的平台，例如網
上討論區和資料分享平台、定期交流會等，分享經驗。這些平台
可以讓經驗得以累積，也可以在婦委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鼓勵聯
絡人互助文化。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medium-term 

中期目標建議 



1. Increase funding to the WoC’s gender mainstreaming work, establish 
gender statistics databank, systematise the 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gender impact assessment work 
增加給予婦委會性別主流化工作的撥款，建立性別數據資料庫及檢
視性別影響評估工作，將過程制度化 
 

 

 

 

•現時資源不足情況下，性別數據及性別檢視清單工作流於表面，
也沒有恆常化的機制去監察、跟進及檢討性別數據和檢視清單的
工作。我們建議增加投放在這方面的資源，設立有系統及完整的
監察及跟進機制。在婦委會本身缺乏全職性別課題專家的情況下，
我們建議以項目形式，把收集及整理性別數據以及檢視性別影響
評估的工作外判給予有相關專才的民間團體、機構或研究中心。 

 



2.Establish priority deparmtments for intensified 
gender mainstreaming work 
 設立優先部門先導計劃深化性別主流化 
 

 

 

•現時政府推行性別主流化的情況廣泛但膚淺，成效欠佳。我們建
議選定兩至三個部門進行先導計畫，認真開展為期三年的性別主
流化工作，並定下明確目標。這些工作包括邀請民間團體及性別
課題專家作協作夥伴，就個別議題、政策及項目進行有系統的性
別課題培訓、收集相關性別數據、制訂政策草案及性別影響評估。
三年週期完畢後進行檢討和經驗分享。 



3. Strengthen gender training and public education 
深化性別培訓和公眾教育 

 

•現時勞福局統籌的性別培訓課程多屬單次（一節）性的課程，未
能認真提升學員的性別意識和敏感度。我們建議在培訓方面投放
更多資源，就著官員所屬單位有關的特定議題和範疇提供持續的
訓練（例如一個為期三個月的課程），強化參加者對性別平等、
多元社會及人權公義等議題的認識，以及對具體政策的性別影響。
現時婦委會沒有足夠資源進行公眾教育，我們建議政府在這方面
適量增加撥款，讓婦委會跟民間團體合作，就性別平等及性別主
流化到各個社區進行公眾教育活動，深化社會大眾對這方面的認
識。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longer term 

長遠目標建議 



1. Establish a Commission for Gender Equality that has 
independent resources and that directly reports to the Chief 
Executive or the Chief Secretary 
 設立有獨立資源直接隸屬於特首或政務司司長的「性別平
等處」 
 

•現時婦委會資源及權力不足，沒有能力真正推行性別主流化工作，
設立獨立的性別平等處可以給予足夠的權力和資源推動及統籌政
府部門性別主流化工作，以及爲性別平等工作設立適當的指標。 

 



2. The Commission of Gender Equality to lead the work in Gender Budgeting, 
training and public education, and investigate the need and feasiliby of gender 
equality legislation 
性別平等處負責帶領推動性別預算，培訓及公眾教育工作，及研究訂
立性別平等法例的需要及可行性 
  

 

•性別主流化無疑是實踐性別平等重要的工具，但它並非唯一的工具。
性別預算是性別主流化必然的下一步，性別平等處應擔起這領導這
方面工作得角色。同時，公務員的培訓和公眾教育必須持續地，有
適當規模地進行。不少性別主流化做得成功得國家地區都有特定得
性別平等法例，至於香港是否有需要就性別平等立法，性別平等處
可以擔起有關研究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