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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過的日子
三年前，二十二位來自不同界別、擁有不同經驗和閱歷的委員聚首一堂，組成了首

回響

屆婦女事務委員會。期間或曾為着一些課題進行激烈的辯論，但今天仍手牽手、肩

坦率的辯論

並肩地朝着同一個方向昂然邁步，只因大家心底裡都分享着共同的夢想 — 促進婦

時而牽動心靈

女的福祉和權益，建立一個兩性平等共融的社會。三年任期匆匆過去，但對於致力

實地的探訪

實踐使命的委員來說，他們的每一天都與本港婦女一起成長。

讓人堅定信念

讓我們在此細聽各委員參與委員會工作的心聲、感想和對本港婦女事務的展望。

由內到外
由思維到實踐
生命

非官方成員

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陳小玲女士, MH, JP（法律教育信託基金主席）
委員會工作態度認真，竭心盡力履行職務
在委員會成立的初期，可謂萬事起頭難，因為實在有不少需要我們關注的事務。雖
然委員均瞭解現時婦女面對的困難，但由於大家來自不同的社會界別，並擁有不盡
相同的經驗和興趣，因此在釐定須優先處理的事項上亦有不同的見解。
然而，透過探訪不同的婦女團體和社區組織，多個激發思維的“腦震盪”會議，以
及委員和委員會秘書處的緊密合作，我們釐訂了三項須優先處理的工作範疇。委員
會的工作態度認真，竭心盡力履行職務。每次舉行會議，委員都抓緊每分每秒，希
望爭取時間討論和處理更多與婦女相關的事項。委員不但貢獻時間參與政策討論和
工作小組會議，以及閱讀大量文件，更與秘書處一起籌辦和參與各項活動。
對我來說，過去三年的工作非常充實且深具意義，能與各委員並肩工作，使我至感
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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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詠基先生（永豐顧問公司及天威工程（香港）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以包容的胸懷溝通互勉，同心同德發展婦女事務
委員會在過去三年對香港婦女貢獻良多，但未來仍面對不少挑戰。鑑於三、四十歲
的女性新移民來港人數上升，而香港女性壽命平均比男性長，因此預計二、三十年
後本地將有大批的六、七十多歲的女性長者。面對女性長者人數不斷增加，政府政
策須作出相應配合。
另一方面，在香港發生的虐待配偶個案中，大多數的受害者是女性，她們啞忍身體
的痛苦，並承受沉重的精神壓力和心靈創傷。此外，目前本港有三百多個婦女團
體，各有不同的宗旨和目標，我期望委員會、政府部門和各婦女團體能以包容的胸
懷溝通互勉，同心同德發展婦女事務。希望婦女團體善用資源，透過委員會網頁日
後新增的功能傳遞訊息和發表意見。
人類是萬物之靈，男女應互相關懷、敬重和平等地生活，為追求更美好的世界共同
努力。

張綠萍女士, JP（國際婦女論壇全球副會長及社會義務服務工作者）
已成功喚醒社會人士對婦女問題的正視
成立婦女事務委員會作為政府的中央機制，是香港社會發展的一個里程碑。獲委任
為這個萬眾期待，各界寄予厚望的委員會委員，讓我感到任重道遠。
委員會成立初期，為了計劃首屆任期須處理的工作，委員的時間幾乎全都貢獻在工
作坊、研討會、“腦震盪”及“撫心自問”的交流上。不過這些時間一點也沒有白
費，因為除了達到工作目標外，各委員更因此加深彼此的認識，這對於我們日後並
肩工作有很大的幫助。在主席的精明領導下，眾委員都竭盡所能，務求達成委員會
的使命。此外，我們亦得到委員會秘書處的大力協助。
委員會至今已成功喚醒社會人士對婦女問題的正視，並且推出了多項有助促進婦女
權益的活動。縱然如此，委員會仍面對龐大的任務。不過，我深信委員會已建立一
個良好基礎，並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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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妙清教授, JP（香港中文大學心理系主任及
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婦女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婦女事務委員會的成立是香港婦女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能夠密切參與並見證委
員會的成立，令我引以為榮。在我參與反強姦運動、協助婦女中心成立，以及倡議
制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成立婦女事務委員會的期間，我一直深信
有需要成立一個促進本地婦女地位和發展的中央機制。而在擔任平等機會委員會首
屆主席的任期內，我更堅信必須成立一個政府架構，以期在法制以外，關注那些雖
然不抵觸法律，但卻妨礙婦女發展的歧視情況。
成立一個像婦女事務委員會的組織，誠然是一項挑戰。全賴各委員的熱誠投入和努
力不懈，我們才可在短時間內探討婦女在各方面的需要，及推行具深遠意義的工
作。期望我們能借鑑於這些寶貴的經驗，使二十一世紀香港婦女政策取得進一步的
策略性進展。

范瑩孫醫生（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執行總監）
對婦女投身社區服務的力量和無私的奉獻感到敬佩
作為婦女事務委員會的一份子，我既獲得很大的啟發，同時又感到需要謙卑學習。
令我深受啟發的是透過與其他婦女和社區人士的合作，讓我對影響婦女日常生活的
課題有更廣泛的認識，以及對婦女投身社區服務的力量和無私的奉獻感到敬佩和欣
賞。
而令我感到需要謙卑學習的原因，是我明白到婦女事務委員會仍有許多尚未完成的
任務，正因如此，我們需要繼續互相扶持，朝着共同的目標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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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順興女士（屯門區議員）
為本港婦女運動的歷史增添一點色彩
自1987年開始，我聯同新界的婦女團體向政府爭取成立婦女事務委員會。政府終於
在2001年宣布成立該委員會，促進婦女的福祉，我獲委任為委員之一，感到非常榮
幸。我投身基層婦女工作二十多年，希望通過參與委員會的工作，為婦女出一分力。
這三年來，各官方和非官方委員均竭盡所能，努力推動委員會的工作。透過探訪本
地的婦女團體和服務機構，了解婦女的實際情況，委員會制訂了方向、目標、須優
先處理工作和具體安排。我們的工作也許仍未盡完善，但畢竟是一個美好的開始，
為本港婦女運動的歷史增添一點色彩。
我期望在未來的日子，各委員能與婦女團體繼續並肩努力，緊密合作，為婦女工作
締造更美好的成績。

高靜芝女士, JP（現從事社會服務義務工作，退休前為機場管理局
人力資源總監）
增強婦女能力不但是婦女事務委員會優先處理的工作，也應被視為本港社會
發展的一項重要政策
婦女是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的一股巨大力量，她們在凝聚家庭和社區，以及培育下
一代方面發揮重大的影響力，因此增強婦女能力不但是婦女事務委員會優先處理的
工作，也應被視為本港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政策。
過去三年，增強婦女能力專責小組致力在個人和群體層面推動有關工作，其中最令
人感到欣慰的是落實了「自在人生自學計劃」。這個計劃的構思、孕育和發展，可
說是回應在不同場合况婦女對自我提升表達的意願和心聲。希望日後各位將繼續積
極參與，並提出改善建議。
作為委員會首屆成員之一，能與一群來自不同背景，但抱着相同理念和熱誠的委員
一起工作，以及與多個婦女團體及各界關注婦女事務的人士交流和協作，實在是令
人興奮及難忘的經驗。各項未能在首屆任期內完成或開展的工作，如編制婦女服務
指南或檢視婦女的法律權益，希望在日後會繼續實踐和推行，使更全面促進本港婦
女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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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鍵勳博士, JP（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為我們所盼望的平等和共融的社會，奠下了堅實的基石
能有機會與來自不同背景但擁有相同抱負、熱情和衝勁的委員共事三年，從中得到
的體會和收穫至為豐盛，相對來說，我的付出實在微不足道。
委員在處理各項課題時均抱着求大同，存小異，互相支持和尊重的態度。在推動全
港婦女的權益和福祉方面，委員會可說任勞任怨，鍥而不捨。而在尋求與政府機構
和民間團體達致協作綱領的共識方面，亦體現了坦誠合作的和諧精神。
誠然，婦女事務委員會不負所望，為我們所盼望的平等和共融的社會，奠下了堅實
的基石。願與各位共勉！

林貝聿嘉女士, GBS, OBE, JP（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主席）
我們應加強團結各界婦女，並鼓勵婦女把目光放遠放大，自我增值，讓公眾
肯定她們對家庭及社會的價值
香港直至回歸後，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參考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呈交的意見
書，在 1997 年的施政報告內肯定婦女對社會的貢獻。而在婦女界千呼萬喚和努力
爭取下，婦女事務委員會終於在 2001 年成立。
委員會在過去三年積極收集各方面的意見，就工作方向和策略作出研討，現已漸露
曙光。我們亦致力研究制訂婦女政策，為婦女事務發展作出長遠的籌劃，並透過三
個專責小組，推動性別觀點主流化、增強婦女能力和公眾教育的工作。
本人認為委員會應加強聯繫各個婦女團體，並盡快檢討有關影響婦女權益和福利的
政策，擴展婦女在政治、社會及經濟領域的參與，以及發展婦女的潛能，提升婦女
能力，改善其生活素質。我們更應加強團結各界婦女，並鼓勵婦女把目光放遠放
大，自我增值，讓公眾肯定她們對家庭及社會的價值，從而加深各界人士對委員會
工作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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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民先生（羅拔臣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求人不如求己，愛人先要自愛
作為婦女事務委員會的男性份子，讓我有機會和更多的婦女接觸，身同感受地了解
到她們面對的種種問題。其實婦女所面對的問題，本質上和每一個香港人面對的問
題都一樣：如何走出逆境與困況，做到自主、自強和自信？
如果請教委員會內各位女性領袖和專家，相信她們會有三天三夜也說不完的故事。
我個人認為萬事要從心出發：首先，愛自己吧！世界上，沒有一個是強人，也沒有
一個是弱者，每個人都有權利和責任去愛護別人，愛護自己，求人不如求己，愛人
先要自愛！
每天找十五分鐘靜下來，和自己聊天，問問自己生活的目標和方向，如何學習，如
何貢獻，錯的下次做對，做對的下次要做得更好，多想、多學、多做、多分享，便
會昇華變奏！生活逼人，讓我們一起咬碎銀牙溶血吞，舊的不逝，新的不來，願全
港三百多萬女性朋友都能飛上不一樣的雲霄！

麥龍詩迪教授, JP（醫生及亞洲反吸煙諮詢所董事）
委員會和其他志同道合人士的貢獻，令我感到振奮和鼓舞
我於六十年代來港工作後不久，便積極參與爭取男女同工同酬、已婚婦女獨立申報
稅項、設立受虐婦女庇護中心、爭取有薪分娩假期、為被強姦婦女提供更妥善治
療、廢除歧視性法例、關注傳媒中的性別歧視、搜集按性別編整的數據、改善婦女
健康（因而導致我參與控煙工作），以及提高社會大眾對性別課題的關注等。令人
失望的是這些課題和其他新的問題，在這四十年來仍未獲得徹底解決。
但時至今日，爭取兩性平等的任務已不如過往般具爭議性，政府、學界、非政府組
織和社會各界對多項性別課題均採取積極正面的行動。委員會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人
士 — 包括男士和女士 — 的貢獻令我感到振奮和鼓舞。能投入參與委員會性別觀
點主流化的工作更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藉此協助政府建立一個範本，以確保日後在
制訂法例、政策及計劃時考慮婦女的角度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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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DE TO THE WOMEN’S COMMISSION
On its First Birthday
麥龍詩迪教授
2002 年 1 月

On the 19th January Two Thousand and One
To right existing gender wrong
The Year of the Dragon heralded in
The Women’s Commission of Hong Kong

Our Chairperson rallies us around
Making sure that nothing’s missed
And the Secretariat rules us firmly
With a velvet iron fist

With women drawn from all Hong Kong
And some male colleagues too
Our job is to advise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on just what to do

We’ve been bussed to many site visits
In merry yet serious bands
We’ve met with delegations
And visited foreign lands

“To enable women in Hong Kong”
Our mission for all - whether single or wife
“To fully realize their due status,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in all aspects of life”

Let’s have some stats on women
And see them sit on government boards
Let’s have new laws on stalking
And help for new arrival hoards

Task forces followed, in total three
Gender mainstreaming and education are two
Empowerment of women is the third
There are countless things to do!

We must address domestic violence
And single parents too
Sex workers, and community needs
A never-ending list to do

We’ve attended six main meetings
But that is just the core
Counting all the sub-committees
There’ve been many, many more

And as we look to the future
How do we judge what our success will be?
That we are renamed ‘The Gender Commission’
In ten more years and three.

Our shelves are packed with papers
And our emails full of the same
The work increases more and more
And never seems to wane.

AN ODE TO WOMEN’S DAY 2003
麥龍詩迪教授
2003 年 3 月 8 日

The United Nations decided
To right existing gender wrong
With a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Long celebrated in Hong Kong

Ladies even had their feet bound
And it was not until
Well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Mui tsais were reduced to nil

From the early 1980s
Women gathered on the day
To campaign for their equal rights
And, no less, equal pay

A pioneer in 1951
The first policewoman was recruited
And slowly but surely in the Force
Women were saluted

Bac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re were quite simply no
Female judges, lawyers, doctors
Or women members of Legco

In 86 the very first
District Judge was Helen Lo
Showing appointing senior women
Was Hong Kong’s way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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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d pioneers like Ellen Li
Anson Chan and Anna Wu
Maria Tam on separate taxation
And our own dear Elsie Tu

Let’s have some stats on women
See them sit on government boards
Let’s have new laws on stalking
And help for new arrival hoards

Lydia, Rosanna, Selina all
Proved their worth once selected
Emily Lau, a first in ’91
To Legco was elected

We must address domestic violence
And single parents too
Sex workers, and community needs
A never-ending list to do

Christine Loh was another
To focus on vital issues
And show us women can be strong
Not just weep and reach for tissues!

We need the Women’s Commission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EOC
We need to report to CEDAW
So all the world can see

Thus women entered politics
And professions such as law
Doctors, judges, housewives
They opened many a door

We need the NGO community
Like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Forum
And academia, to campaign
Sometimes loud; at times, decorum

Countless things were rectified
And marriage laws improved
Equal pay came to government
And forward regulations moved

Hong Kong has done not badly
Compared with other states
Especially those in Asia
Where women’s issues waits

Great strides were made in better health
Even an Olympic gold
Women showed it could be done
Whether they were young or old

So let us toast together
The women of Hong Kong
And here’s to equal opportunities
And may it not take long

In 77 the War on Rape
Brought the issue to the fore
And Harmony House from 85
Showed battered women a safe door

Brigitta Blaha-Silva
Is one of the very few
Female consuls in Hong Kong
She gives women their just due

Universal schooling for all girls
Separate tax for those married
Maternity leave and better health
Yet women still feel harried

We thank you for your thoughtfulness
And may this never cease
And to your future’s many years
Of health, and joy and peace.

The cigarette companies
Worldwide, but specially Asian
Targetted Hong Kong’s young women
With messages of emancipation
Other ads still discriminate
And make women look just like
Sex objects, even empty heads
With no hint of our might
Our progress over decades
Is there for all to see
But there’s still so far to go
For women’s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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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雅蘭女士（香港、亞洲、歐洲企業策略性規劃顧問公司高級合伙人）
短短數年間為婦女事務帶來新景象
參與委員會的工作是一項特別而又饒富教育意義的挑戰。透過親身探訪本地團體和
社區人士，參與論壇和研討會，以及與不同社區組織和政府部門的專家分享意見，
都讓我對香港婦女的處境和家庭日常面對的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
委員會的成員來自不同的背景，並對不同範疇的婦女事務感到關注。他們均竭盡所
能，以期在委員會成立的短短數年間為婦女事務帶來新的景象，令我深表敬佩。為
達致更佳的工作效果，我們積極與不同的團體及社區人士攜手合作。我相信委員會
將會採用更廣泛的協作模式，進一步改善與本地、區域及國際組織的交流合作。
擔任委員會的工作讓我有機會貢獻個人在商界、社會及對婦女事務的知識。這個機
會讓我能服務社群，回饋社會，令我至感榮幸。我深信委員會來年必定能在現有的
理念和基礎上邁進。

王鳳儀女士（和諧之家總幹事）
委員會吸取着來自四方八面的養份，各人都為着這夥幼苗的成長克盡己職，
把婦女應有權利的芬芳散發到社區的每個角落
委員會的成立，讓我想起一幅描繪廣闊草原的海報。在這片草地的中央，長着一顆
從濕地破土而出的黃色幼苗，它伸展着幼嫩的枝葉，迎着微風與陽光，開展潤飾這
片鄉土的生命之旅。
過去數年，我們共同經歷過暴雨強風，既走過灰心氣餒的幽谷，亦度過令人興奮莫
名的時刻。對我來說，委員會就如一顆屹立在風雨中的幼苗，在困難中摸索未來的
發展方向。為了茁壯成長，幼苗紮根於三個不同的領域：性別觀點主流化、增強婦
女能力和公眾教育。此外，它亦吸取着來自四方八面的養份，各人都為着這夥幼苗
的成長克盡己職，把婦女應有權利的芬芳散發到社區的每個角落。
昔日的幼苗，今天已長出絢麗的花瓣。雖然它仍十分脆弱，但每片花瓣都堅定不
移地展示着平等、尊重和關懷的訊息，而斑斕的色彩定會繼續滋養這顆成長中的
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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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淑清女士, SBS, JP（香港北京航空服務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時刻自我增值，迎向挑戰，活出精采人生
一直以來，我參與推動內地兒童及香港青少年的教育，因為他們是未來的社會棟
樑；同樣，我參與促進本港婦女的福祉，因為我深信消除傳統的性別定型觀念和協
助婦女提升能力，不同階層的婦女，尤見年青一代的女性，定能各展所長，齊心撐
起香港的半邊天。
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資訊發達、全球一體化的年代，無論是馳騁商場的女企業
家，抑或是在社會工作或就學的年輕女性，還是百般武藝的家庭主婦，我們都必須
提升自己的能力，時刻自我增值，迎向挑戰，活出精采人生。
我幸獲委任為婦女事務委員會的成員，為促進本港婦女福祉和權益出一分力。期望
各界能把握機遇，與內地及海外各婦女團體建立更緊密聯繫，無分疆界地為婦女福
祉協作努力。

楊家聲先生, JP（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企業人力資源總監）
委員會的使命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
婦女事務委員會一向致力於提高婦女權益，這個使命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能夠參
與其中的服務，我深感榮幸。
回顧過去，我喜見婦女事務委員會在推廣婦女權益方面的工作漸見成效，這實在有
賴各界的悉力支持。而社會人士對提高婦女權益的認同和重視，同樣給予我們極大
的鼓舞。
隨着市民對婦女權益有更深入的了解，我深信只要通過更廣泛的交流和接觸，婦女
權益的推廣工作，在社會各階層裡會更見成效。我盼望與全港市民一起繼續發揮公
正與關愛的精神，為建設和諧的香港社會而努力，為推廣婦女權益積極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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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羅觀翠博士（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將多元化的性別觀點，作為政策檢討和服務質量的一項指引
今天婦女面對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處理混亂的社會訊息和充滿矛盾的社會期望。主流
社會一面高唱男女平等，婦女既要作為經濟支柱，同時又要保留傳統的美德，因而
承受龐大的壓力。
要克服這些挑戰，婦女應了解自己的需要、興趣和潛能，勇敢地說出自己的意見和
踏出自己的路。主流社會，特別是決策階層也須作出反思，致力消除對女性的偏
見，協助她們拓展發展的空間。
過去三年與不同背景階層婦女的接觸，助我更有系統地整合過去在婦女工作方面的
經驗。透過地區探訪，我認識了很多婦女組織的成員，其實基層婦女組織在增強社
會凝聚力方面可以發揮很大的力量。希望在未來的日子，委員會可減少會議數量及
在會議內“咬文嚼字”，可增加與不同階層婦女的接觸，好能更了解她們的需要。
我也期望委員會加強與婦女組織的溝通和合作，以促使政府和私營機構以開放態
度，將多元化的性別觀點，作為政策檢討和服務質量的一項指引。

楊東鈴女士（仕權置業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本地婦女運動一項貢獻
在婦女事務委員會成立首年，我們致力使性別觀點主流化成為委員會的工作目標之
一，可說是向前跨進一大步。在推行性別觀點主流化檢視清單的過程中，讓我體會
到與龐大政府架構進行磋商的繁複任務。工作小組成功促使政府決策局和部門委任
“性別課題聯絡人”(Gender Focal Point)，可說是對本地婦女運動的一項貢獻。
為公民社會的福祉而作的爭取行動素來不易，而委員會的使命正是為婦女爭取應有
的權益。我們必須在政府架構內外作出策略性的行動，並透過坦誠的諮詢和商討，
方能達致可行而持久的轉變。
過去三年，我與委員會同寅並肩合作，不但增進瞭解，並建立了寶貴的友誼。我謹
向各位伙伴，特別是提供支援的委員會秘書處同事致衷心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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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成員
教育統籌局局長或代表
李國章教授, GBS, JP（教育統籌局局長）
各項工作已逐步取得成效
欣逢婦女事務委員會第一屆任期圓滿結束，我謹衷心致賀。
婦女事務委員會成立的目的，是就婦女事務的政策方向，為政府提供意見，並負責
確定婦女的需要，以及處理婦女所關注的事項。委員會在第一屆任期內盡心致志，
奮力履行上述使命，各項工作已逐步取得成效。委員會除向政府提供良好的意見
外，還致力推廣公眾教育，舉辦一連串有關性別事宜的活動，深受歡迎，大大加強
市民對有關事宜的認識和了解。委員會又推行有助提升婦女能力的計劃，對促進本
港婦女的福祉和權益，作出寶貴貢獻。香港社會着重培育人才，務求每一個人，都
能盡展所長。委員會主席高瞻遠矚、領導有方，全體委員同心同德，協力推動各項
工作，對香港的發展至為重要，實在值得表揚。
謹祝婦女事務委員會在下一屆任期竿頭日進，續創佳績。

民政事務局局長或代表
何志平醫生, JP（民政事務局局長）
目標明確、高瞻遠矚
婦女事務委員會成立於 2001 年。委員會的成立，標誌着香港在促進男女平等及推
動人權發展方面，邁向新里程。作為負責人權事務的主要官員，我的其中一項職責
是向社會推廣，令他們明白到人人都擁有天賦的尊嚴，並且享有平等和不容剝奪的
權利；每一個人，不論性別，都享有同等的人權。
香港不少婦女都身兼兩職，既要外出謀生、維持家計，又要相夫教子、操持家務，
承受着很大壓力。婦女事務委員會致力促進本港婦女的福祉和權益，了解婦女所
需，並且處理有關的事務和問題。對於委員會的工作，我無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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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對婦女已有相當的保障。儘管如此，社會上對婦女的偏見與
歧視依然存在。每一個人都享有權利和自由。我們必須同心協力宣揚這個訊息，好
讓社會上人人都尊重及奉行這個原則。
婦女事務委員會在促進香港婦女發展和提升婦女能力方面，一向目標明確、高瞻遠
矚。委員會的工作很有意義，值得我們全力支持。在此謹祝委員會百尺竿頭，更進
一步。

社會福利署署長或代表
林鄭月娥女士, JP（前社會福利署署長）
（鄧國威先生, JP 由 2003 年 11 月起出任社會福利署署長）
攜手合力促進婦女福祉和權益
自婦女事務委員會在2001年1月成立以來，本人即擔任該會的當然委員，因此目睹
委員會一直不遺餘力，推動公眾教育和加強地方社區上對性別問題的關注。
本人亦曾經參與委員會就促進婦女權益事宜，在會議上作出嚴肅而有時帶着激動的
討論。本人尤其感謝委員會主席和各成員向社會福利署提供寶貴意見和支持，使各
項處理家庭問題的措施得以落實，包括試辦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為綜援單親家長而
設的欣葵計劃。
展望未來歲月，我們定會繼續攜手合力，促進婦女的福祉和權益，共建一個愛心滿
盈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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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宪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或代表
楊永強醫生, JP（宪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令我印象至為深刻的是各委員對婦女事務的熱誠投入和強烈的使命感
委員會在成立的首三年，已在促進婦女發展及提升婦女地位的主要目標方面取得顯
着的進展。委員會經過慎重及仔細的考慮後，訂定了「促使女性在生活各方面充分
獲得應有的地位、權利及機會」的使命。我非常認同及贊成委員會的使命，而政府
亦竭力支持委員會的工作，締造促進婦女發展潛能及參與社會事務的環境。這包括
性別觀點主流化，即是在制訂政策時考慮婦女的需要和角度，以及關注大眾對兩性
角色、形象和能力方面根深蒂固的定型觀念。
委員會成功建立了一個為婦女創造學習機會和視野的嶄新學習模式 — 「自在人生
自學計劃」。此外，委員會亦致力發展與社會各界協作的機制，以期取得最大的協
同效益。
令我印象至為深刻的是各委員對婦女事務的熱誠投入和強烈的使命感，以及他們在
委員會成立三年以來所處理的大量工作。無容置疑，婦女事務委員會是政府委任的
諮詢組織中，最積極奮進和勤奮努力的組織之一。本人非常感謝委員會就廣泛的課
題向政府提供不少真知灼見和創新的建議。
我期望繼續與委員會攜手合作，促進婦女以至整個社會的福祉和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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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梁劉柔芬議員, SBS, JP（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我們本着追求真、善、美的精神，致力在婦女事務尋本溯源，穩紮根基，同
時克服一個初生組織面對的挑戰和障礙
在過去三年，作為一個新生組織的主席，我是抱着戰戰兢兢的心情。我意識到不同
階層的婦女有着不同的經歷、困難和訴求，另一方面，委員會內各位來自不同背景
的委員對婦女事務滿懷熱忱，但對性別課題的觀點亦有所差異。我們應如何掌握不
同處境女性的脈搏和聲音？委員之間應如何建立信念和共識？
我決定採取最基本的方式，從心靈出發 — 用心聆聽，與他們真情對話。除了正式
的會議外，多少個漫長的晚上，我們聚在一起進行內省和反思，難得的是彼此能以
摰誠交心，勇於面對意見分歧和衝擊。就是透過反覆的思辯和坦誠的交流，委員之
間建立了寶貴的友誼和高度的互信，並在這個基礎上探索委員會的理念和方向，求
同存異，朝着我們的理想攜手邁進。
與社區婦女的互動也為我們帶來深刻的體會和啟發。任內，我們積極走訪不同的婦
女團體和社區組織，接觸了不同階層和處境的女性，她們的歷練、智慧、韌力往往
觸發我們從新的角度思考性別課題。
在委員會的起步階段，我們本着追求真、善、美的精神，致力在婦女事務尋本溯
源，穩徧根基，同時克服一個初生組織面對的挑戰和障礙。我衷心期望在未來的日
子，委員會能繼續深化現時的工作，並有更多朋友加入我們的行列，共同建造一個
兩性和諧共處，讓生命活出豐盛色彩的美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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