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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性別平等，尊重基本人權，早已是社會上的共識。國際上有1979
年於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香港方面，
自從1995年通過《性別歧視條例》，加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成立，對
婦女免受歧視已有一定的法律保障。

可是，直到今天，香港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與及個人發展仍然受到一
定的制肘，特別在貧窮的問題上，婦女的困境更為明顯，甚至出現「
貧窮女性化」的現象。我們希望通過本小冊子，向社會大眾揭示婦女
貧窮的處境，並探討改善婦女貧窮問題的出路。

在此感謝平等機會委員會資助我們進行「滅貧行動 – 由兩性平等說起」
計劃。此計劃以工作坊、街展、日營、訓練小組及出版本小冊子，向
婦女及公眾介紹性別平等的概念，以及性別與貧窮之間的關係。我們
期望這些工作可增加大眾對性別歧視的認知，並將性別平等的原則應
用到生活之中。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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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sing3

解釋：生理上的男與女，指生
物中與生俱來的性別，包括雄
性與雌性。

例句：我是女性。

02 性別
(Gender)01 性

(Sex)

(粵) sing3 bit6

解釋：或稱社會性別，指社會
期待(生理上的)男性與(生理上
的)女性的不同行為表現。如
男性應有力氣和事業心；而女
性則溫柔和照顧家庭。

例句：媽媽要我穿裙子，說女
孩子要這樣才顯得溫柔大方，
穿褲子太粗魯了！將來會嫁不
出。我在想，為甚麼我們自小
便要被培養出某一種性別的特
質？

第一組：
與性、性別、平等的概念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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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sing3 bit6 ding6 jing4

解釋：對兩性角色帶有不同期望，並按此發展出教養及教育男性和女
性兩套不同的刻板模式，並規範著他/她們的行為、性格和價值觀。不
符合此性別定型的人會被認為是「不自然」、「不合乎標準」、甚至
是「不正常」。

例句：我們的社會真是充滿性別定型，如事業有成的單身漢是「鑽石
王老五」，是「筍盤」；但事業同樣有成就的單身女子則為「剩女」、
「敗犬」，準備「攝灶罅」做「老姑婆」，彷彿女士沒有了男伴就是
失敗。姊妹們，起來反抗這種對女性的定型吧！

(粵) sing3 bit6 fan1 gung1

解釋：基於對性別的刻板定型，導致社會上部分工作及行業由男性主
導，部分則以女性為主。例如家務工作者、護士、文員等以女性為主；
管理人員、機械技工、體力化工種等則以男性佔大多數。在香港，男
性為主的工作一般工資水平較女性為主的工作為高。

例句：入讀大學的學生中，工科學生以男性為主，而護理、社會工作
等科目則較多女性。原來性別分工早在求學時期已經出現！

03 性別定型
(Gender Stereotyping)

04 性別分工
(Gender Division of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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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se5 gaau3 faa3

解釋：不同群體、不同社會均有一套特定的、被視為恰當的態度、價
值觀及行為模式。這些價值觀及行為並無絕對的對與錯，只是不同社
群的約定俗成，亦會隨時代不斷轉變。生活在社會中的人，會通過家
庭、學校、朋輩及大眾傳媒等媒介，經歷模仿及學習，漸漸學習及適
應主流社會的要求。這種潛移默化的學習過程，稱之為社教化。

例句：對於「美」的概念，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均有不同詮釋。例如
過去覺得「圓潤」一點是好看，今天大家卻追求「超瘦」的身形。甚
麼是美，也是通過社教化的過程灌輸給我們。

(粵) kei4 si6

解釋：對某個群體的成員給予與一般人不同的待遇(通常較差)，原因與個
人優劣無關，只因該成員的某種屬性，例如種族、性別、宗教信仰、年
齡、健康狀況、家庭崗位或性傾向等，與主流社群不同，因而被排擠。

歧視分為直接歧視及間接歧視。直接歧視指基於其某種屬性而受到比
其他人較差的待遇，例如任職同一工作，南亞裔人士的工資較華裔人
士為低；間接歧視指向所有人施以劃一的條件，但這些條件對某種屬
性的人是不利的，而訂立這些條件也是沒有必要的。例如有公司要求
所有員工必須超時工作，部分需要照顧年幼子女的員工未必能符合要
求而被解僱，已可構成間接歧視。

例句：「我懷疑僱主因為我是同性戀者而解僱我，不過現時香港未有
就性傾向歧視立法，投訴無門⋯⋯」

05 社教化
(Socialization)

06 歧視
(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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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gei1 wui6 ping4 dang2

解釋：不同群體或個人，在不受歧視的情況下，以個人能力作公平競
爭，而不受其性別、種族、膚色、殘疾等所影響。機會平等並不保證
出現一致的結果。

例句：香港提供12年免費教育，不論任何背景的香港兒童均有接受基
礎教育的機會，並通過學業成績競爭大學或專上學位，是機會平等的
一個例子。

(粵) sat6 zat1 sing3 ping4 dang2

解釋：即使有平等的機會，但礙於群體的獨特性，如在相同的標準上
競爭(尤其是當標準本身已對部分群體特別有利時)，對弱勢群體會做成
不利。因此，在考慮平等的問題時，除機會上的平等外，亦要考慮實
際結果上的平等。例如對較弱勢的群體提供較大的支援，或在訂定標
準時考慮不同群體的需要及特性，令他們的實際所得與其他群體的比
較一致。

例句：雖然現時的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條例，並無限制不同性別人士
參與，看來兩性是有平等的機會；但在結果上，男性議員的數目遠比
女性為多，並不能達致實質性平等。尤其是功能組別的選舉中，女性
更難參與，實在有需要掃除這種對女性不利的制度！

07 機會平等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08 實質性平等
(Substantive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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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sing3 bit6 gun1 dim2 zyu2 lau4 faa3

解釋：由聯合國提倡，促進婦女權益和兩性平等的全球性策略。於
1995年聯合國第4次世界婦女大會上通過的《北京行動綱要》中確立。
性別觀點主流化是指在設計、實施、監察和評估所有法例、政策和計
劃時，納入性別觀點，考慮兩性的不同經驗，確保兩性可以同等享有
並受惠於社會的資源和機會，從而促進婦女發展，達致兩性平等。特
別是一些看似一視同仁的政策和措施，實行時可能會對兩性產生不同
的影響。因此需要將性別作為一個獨立的考慮因素，務求不會對兩性
造成不公。

例句：為推動性別觀點主流化，婦女事務委員會制定了檢示清單，我
們也可以以此來評估一下政府的政策有沒有考慮婦女的需要呢！

09 性別觀點主流化
(Gender Mainstreaming)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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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sing3 bit6 jyu6 syun3

解釋：從性別角度出發，評估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支出對女性和男性、
女童和男童産生的不同影響，以及在準備財政預算的過程中，有否考
慮兩性的特別需要，並分配資源令兩性在社會上得到公平的發展機會。
例如基於男性及女性於社會地位及經濟收入上的差距，政府可撥出額
外資源為婦女提供一些發展性的工作以致補償性的支援，讓婦女提升
工作技能及改善生活環境。

例句：政府的財政預算案往往缺乏性別角度，很多紓困措施基層婦女
都無法受惠，一定要推動政府推行性別預算！

(粵) sing3 bit6 sam2 gai3

解釋：以一系列的指標，審視政府、組織或團體中的政策及措施，是
否具有性別敏感度，與及有關政策或措施會否對某一性別人士構成不
利。

例句：婦女事務委員會所製訂的「性別觀點主流化檢示清單」，可作
為進行性別審計的參考指標呢！

10 性別預算
(Gender Budget)

11 性別審計
(Gender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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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sing3 bit6 fan1 leoi6 sou3 geoi3

解釋：按性別分類的數據，反映在不同的社會範疇下，如家庭狀況、
就業收入、教育程度、時間運用、參與公共事務等方面兩性的不同處
境。

例句：政府統計處每年均會出版《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
年刊，匯合了政府各部門的性別分類數據，是分析婦女的處境的一種
工具。

(粵) pan4 kung4 neoi5 sing3 faa3

解釋：由於就業收入較男性為低、家庭亦依賴女性照顧，再加上教育、
社會福利、勞工保障等制度中對女性的不利，以及傳統觀念的枷鎖，女
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貧窮的境地，導致貧窮出現女性化的問題。

例句：現時女性的就業收入較男性為低，根據政府統計處2011年第2
季的數字顯示，女性的工資中位數為$11,000，比男性的$14,200少超
過兩成①，難怪出現貧窮女性化的情況。

12 性別分類數據
(Sex-disaggregated Data)

13 貧窮女性化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①政府統計處，《按性別、年齡組別、教育程度、職業組別及行業主類劃分的每月工資
中位數》，2012年3月22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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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mou4 cau4 lou4 dung6

解釋：沒有薪酬回報的勞動，其中一個較常見的例子是家務勞動。

例句：家庭主婦每天貢獻出大部分時間照顧家庭，默默以一飯一湯，
扶老攜幼，好讓家人安心外出工作。可是這群無酬勞動者的需要一直
被社會所忽略，不但缺乏職業安全的保障，退休生活也完全沒有保障。
我們的社會應要認同她們的社會貢獻，立法保障她們的權益！

14 無酬勞動
(Unpaid Work)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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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sai3 gaai3 jan4 kyun4 syun1 jin4

解釋：由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起草，於1948年提交聯合國大會表決及通
過的宣言，是一份國際間推動人權發展的重要文件。宣言共有30條，
強調人人生而平等，並可享有不同種類的自由。不過，由於宣言並非
強制性的國際公約，所以無法定約束力。故此，在《世界人權宣言》
的基礎上，聯合國在1966年通過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於1976年生效，締約國需
切實執行公約的內容及要求。

例句：《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指出人人可享有發表意見的自由，第
20條指出人人可享有和平集會及結社的自由，我們一定要好好捍衛這
些自由，不容剝奪！

15 世界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

第二組：與CEDAW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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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gung1 joek3

解釋：由兩個或以上的國家簽署的國際性法律文件。這些文件規定了
締約國應遵守的規則或制度。公約的種類很多，涉及政治、國防、人
權、勞工、污染、投資、科技等多方面。

例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都是適用於香港的
人權公約呢

16 公約
(Conventi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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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siu1 ceoi4 deoi3 fu5 neoi5 jat1 cit3 jing4 sik1 kei4 si6 gung1 joek3

解釋：於1979年由聯合國大會通過，1981年正式生效的國際公約。截
至2012年5月，共有187個國家簽署成為締約國。公約確立原則，保障
婦女在政治、社會、經濟、教育、就業、醫療、法律、家庭、文化領
域等各方面的權利。公約共分為6個部分，首4個部分定義了「對婦女
的歧視」為「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影響或其目
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享
有或行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
基本自由」，以及各締約國為實踐性別平等而應採取的步驟。第5部分
為「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的組成，而第6部分則為公約的執行及仲
裁程序。

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17至22條，聯合國成立了「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用以監察締約國實行公約的進展，其中要
求締約國於加入公約後首年，及以後至少每4年提交報告，匯報各國實
施公約的進度，以及未能完全履行公約的原因及困難。委員會亦會同
時參考非政府組織及民間團體所提交的影子報告，以全面地分析締約
國對消除婦女歧視的工作。

例句：香港於1996年引入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回歸
後公約仍然適用於香港呢！

有關《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內容及應用，可參考本會出版的《平權先
鋒2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如欲索取，請與我們聯絡，或到以下網址下載：
http://womencentre.org.hk/resources_cat/booklets

17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簡稱 CED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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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dai6 joek3 gwok3

解釋：簽署了公約的國家。

例句：由於中國為《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締約國，因此
在回歸後公約繼續適用於香港及澳門。

(粵) siu1 ceoi4 deoi3 fu5 neoi5 kei4 si6 wai2 jyun4 wui6

解釋：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17至22條所成立的委
員會，用作監察締約國實行公約的進展。委員會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是審議由各締約國及非政府機構定期提交的報告，以評估各國落實公
約的進度，並作出建議及結論。同時，如締約國同時簽署了任擇議定
書，委員會亦會接收由個人及組織提出有關締約國違反公約的申訴，
並開展調查工作。

例句：2006年「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對香港提交的報告所作出的
建議，指出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可能構成對婦女的間接歧視，因為這
個制度令婦女未能平等地參與政治生活。

18 締約國
(State Party)

19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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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粵) zeoi3 co1 bou3 gou3

解釋：締約國簽署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後1年內，需要
向「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提交的首份報告，講解國內兩性的處境
及為推動性別平等而執行的措施與政策。

例句：香港於1999年經中國政府向「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提交了
最初報告。

(粵) ding6 kei4 bou3 gou3

解釋：締約國簽署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後，每4年定期
向「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交代實施公約的進展及困
難。

例句：香港政府為《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所撰寫的第3份報
告已於2012年納入中國政府的定期報告中，並提交「消除對婦女歧視
委員會」審議，大家一定要多多關注審議的過程及結果！

20 最初報告
(Initial Report)

21 定期報告
(Periodic Report)

15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Women’s Centres



(粵) jing2 zi2 bou3 gou3

解釋：於政府向「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提交報告時，民間團體及
非政府機構同時向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報告的作用在於檢示政府報告
的不足，並提出團體對政府政策及制度的意見，令委員會可更全面分
析締約國於推動性別平等的工作是否到位。

例句：我們可通過撰寫及遞交影子報告，向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
委員會」提出我們的想法，從國際層面要求政府改善性別不平等的現
狀！

(粵) jat1 bun1 sing3 gin3 ji5

解釋：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21條，「消除對婦女
歧視委員會」可制訂一般性建議，以詳盡、具體解釋公約中要求締約
國承擔的義務。

例句：截至2012年5月，「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共制訂了28項一般
性建議，內容涵蓋政治參與、殘疾婦女、婦女保健、針對婦女的暴力行
為、女性移民工、老年婦女等範疇，締約國應實行的措施及政策。

22 影子報告
(Shadow Report)

23 一般性建議
(General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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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git3 leon6 sing3 ji3 gin3

解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審議締約國提交的報告、團體提交
的影子報告，並與相關官員及團體會晤後，所作出的結論報告及建議。

例句：「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於2006年對香港所作出的結論性意
見中，敦促香港政府加強打擊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包括家庭暴力，
特別是在司法方面的支援及保護。

(粵) bou2 lau4

解釋：在沒有抵觸《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目的和宗旨的
情況下，締約國可就公約的部分條文作出保留，即不受該部分條文的
限制。

例句：中國政府就《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29條第1段，有
關締約國之間如就公約的解釋有任何爭端，且未能通過談判解決，將
交付仲裁，以至提交國際法院審理的條款，作出了保留。

24 結論性意見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25 保留
(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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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jam6 zaak6 ji5 ding6 syu1

解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締約國，可選擇簽署並加
入任擇議定書。簽署了任擇議定書後，締約國內的個人或代表如因締
約國違反公約所規定的任何權利而受到傷害，可向「消除對婦女歧視
委員會」提出申訴，並由委員會作出審議。與此同時，委員會可就締
約國的嚴重或系統性的婦女人權侵犯作出調查。

例句：中國政府並未有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任擇
議定書，因此香港市民並不能直接向「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提出
申訴並要求審理有關性別不公的問題。

(粵) zaam6 hang4 dak6 bit6 cou3 si1

解釋：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平等而採取的臨時性措施。例如，
政府諮詢組織中的男女比例失衡，可定立措施要求這些組織中單一性
別人士的數目不可以超出某一個比例。這些措施在男女機會和待遇平
等的目的達到了以後，便應停止使用。

例句：現時立法會、區議會，以至政府不同的諮詢組織中，成員都是
男多女少，政府應推出一些暫行特別措施，加大女性的參與比例，令
女性的聲音可以影響政策的推行。

26 任擇議定書 
(Optional Protocol)

27 暫行特別措施
(Temporary Specia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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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bak1 ging1 hang4 dung6 gong1 ling5

解釋：於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第4次世界婦女大會上，由189個
國家的代表所通過的行動綱領。綱領提出了要在12個「重大的關切領
域」，提高婦女的地位及加強婦女的能力。這12個領域包括：(1)貧窮、
(2)教育和培訓、(3)保健、(4)暴力行為、(5)武裝衝突、(6)經濟、(7)參
與權力和決議、(8)提高婦女地位的機制、(9)人權、(10)媒體、(11)環
境、(12)女童。綱領確立了策略目標，並確定了各國政府、國際社會、
非政府組織和私營部門應該採取的行動。

例句：《北京行動綱領》已通過接近17年，為何香港婦女貧窮問題仍
日益惡化，婦女參政的空間仍然狹窄？

(粵) lyun4 hap6 gwok3 fu5 neoi5 cyu5

解釋：於2010年成立的組織，是聯合國屬下處理婦女事務的機構，負
責推動國際間之兩性平等、提高女性社會地位、結束針對婦女暴力等
方面的工作。聯合國婦女署由過去4個聯合國內處理不同事務的婦女機
構(如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等)合併而成，首位最高負責人為智利前總統
巴切萊特 (Ms. Michelle Bachelet)。
 
例句：全球不少國家的婦女正面對被歧視、被壓迫，以致被剝奪人權
的處境，我們要支持聯合國婦女署的工作，為全球所有受到不平等對
待的婦女，爭取應有的公義！

28 北京行動綱領
(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

29 聯合國婦女署
(UN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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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fu5 neoi5 si6 mou6 wai2 jyun4 wui6

解釋：於2001年成立，作為處理本港婦女事務的中央機制。委員會由
行政長官委任，就婦女事務提出建議，並制訂長遠目標和策略。委員
會亦會就婦女關注的政策和措施向政府提供意見。委員會下設4個工作
小組，包括締造有利環境工作小組、增強能力工作小組、公眾教育工
作小組和協作工作小組，以制訂和監察不同範疇的工作。然而，由於
委員會僅為一諮詢組織，並無實際權力及資源，因此在推動婦女發展
上顯得有心無力。

例句：今屆婦女事務委員會的主席是拔萃女書院的校長劉靳麗娟女士，
希望她能盡力推動性別平等吧！

(粵) sing3 bit6 fo3 tai4 lyun4 lok6 jan4

解釋：自2003年起，政府開始在每個決策局和部門設立性別課題聯絡
人。聯絡人在所屬單位內擔當聯絡和諮詢人的角色，協助提高機構人
員對性別課題的認識和了解，並在其工作範疇內推廣檢視清單和性別
觀點主流化概念的應用。

例句：性別課題聯絡人的其中一項工作，是要推動部門和決策局在制
定政策的過程中採納性別觀點主流化。不過，為甚麼仍然有這麼多不
利女性的政策？

30 婦女事務委員會
(Women’s Commission)

31 性別課題聯絡人 
(Gender Focal Point)

第三組：與香港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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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ping4 dang2 gei1 wui6 wai2 jyun4 wui6

解釋：於1996年成立的法定機構，負責執行《性別歧視條例》、《殘
疾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主要工
作包括處理有關4條歧視條例的投訴及提供法律支援，與及進行推廣消
除歧視的宣傳及教育工作。

例句：我被上司性騷擾，要到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

(粵) sing3 bit6 kei4 si6 tiu4 lai6

解釋：於1995年通過，本港第1條反歧視法例。《性別歧視條例》定
明，基於性別、婚姻狀況及懷孕的歧視，以及性騷擾均屬違法。《性
別歧視條例》亦規定設立平等機會委員會，致力消除歧視及騷擾，推
動男女之間的平等機會。

例句：我的僱主因為我懷孕而整天對我「單單打打」，放完產假復工
後兩天更將我解僱，這樣有沒有違反《性別歧視條例》？

(粵) gaa1 ting4 gong1 wai6 kei4 si6 tiu4 lai6

解釋：於1997年通過的反歧視法例，規定任何人或機構如基於家庭崗
位而歧視另一人，不論男女，即屬違法。家庭崗位是指負有照顧直系家
庭成員的責任，包括因血緣、婚姻、領養或姻親而有聯繫的任何人士。

例句：我的女兒入了醫院，放工後要去照顧她，但老闆卻要我加班，
我拒絕後他諸多留難，並說了一句：「要唔要份工？」好！明天去平
機會投訴他違反《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33 性別歧視條例
(Sex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34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Family Status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32 平等機會委員會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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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jan4 kyun4 wai2 jyun4 wui6

解釋：在不少國家，如澳洲、英國等，均有依照國家法例成立人權委
員會，主要工作包括教育及提升民眾對人權的關注、處理有關人權的
投訴、與及推動有關人權的政策及立法。

例句：香港至今仍未有成立人權委員會，令一些議題，包括年齡歧視、
性傾向歧視等的立法及公眾教育工作，一直停濟不前。

(粵) ping4 dang2 gei1 wui6 fu5 neoi5 lyun4 zik6

解釋：於1995年成立，由多個婦女團體組成的聯席。聯席致力爭取婦
女權益，關注有關婦女的法例及政策，並監察平等機會委員會及婦女
事務委員會的發展及運作。此外，聯席定時向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委員會遞交香港的影子報告。現時聯席共有11個成
員團體，包括F-UNION、同根社、青鳥、香港女障協進會、香港婦女
中心協會、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香港婦女勞工協會、香港職工會聯
盟婦女事務委員會、新婦女協進會、群福婦女權益會及關注婦女性暴
力協會。

例句：今年平等機會婦女聯席會有多項婦女領導培訓，與及游說政府
官員及議員的行動，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齊齊為婦女發聲！

35 人權委員會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36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
(Hong Kong Women's Coalition on 
Equal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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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hoeng1 gong2 fu5 neoi5 zung1 sam1 hip6 wui6

解釋：成立於1981年，是一間致力提供多元化婦女服務的非政府機構。
通過深水埗麗閣邨及大埔太和邨的兩所中心，多年來為弱勢婦女提供適
切服務。現時是香港公益金會員機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會員機構、以
及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特別諮商成員。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的使命：
1.提高婦女的權益和地位。
2.協助婦女發展個人潛能。
3.與其他關注婦女問題的組織及團體互相配合。
4.就婦女的需要及所需要的資源分配向決策機構提出建議，使服務臻
於完美。
5.發展有利婦女之資源及服務。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開創了多項「全港第一」，包括：
開設全港第一間「多元化婦女服務中心」
設立全港第一條「婦女求助熱線」
全港第一所為婦女提供「免費律師面見諮詢服務」的機構
協助婦女註冊全港第一個「職工合作社」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的工作分為3個方向：
支援服務、發展服務及倡議工作。

37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Women’s Cen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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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項目

婦女求助熱線：為來電的女性提供法律、醫療、婚姻及情緒問題等資料
及支援，並按需要轉介專業社工。(熱線電話：2386 6255)
免費律師面見諮詢服務：由註冊律師接見有需要的婦女，就有關離婚、
撫養權、贍養費、財產分配及家庭暴力等問題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朋輩
輔導員則提供友伴支援。(預約電話：2386 6255)
個案輔導及自強小組：為面臨婚姻或其他情緒困擾的婦女、單親婦女及
性暴力和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個別輔導及小組支援。

發展項目

就業再培訓及經濟充權
通過舉辦再培訓就業課程及提供職位轉介服務，鼓勵婦女重新投入社會工
作；並且探索另類經濟參與模式，實踐經濟自主。(僱主熱線：2651 0734)
健康教育及充權
從整全角度出發，推動婦女認識和關注個人身心健康及環境對女性帶來
的影響。
社會參與、網絡及共融
鼓勵和支持婦女積極參與社會生活，並與社區團體合作，提升社區資源，
累積社會資本。
持續教育及資訊科技推廣
提供不同類型的持續教育課程，鼓勵婦女提升自我，推廣平等教育機會。
義工發展
提供義務工作技能訓練，鼓勵婦女參與社區活動和事務，貢獻社會。

倡議

為家庭主婦和外出工作的婦女提供平台，讓她們就影響她們生活的政策提
出意見和表達聲音。通過不同途徑和方法，鼓勵婦女實踐公民權利，以集
體力量推動性別平等和社會公義。
1.平等機會婦女聯席成員         2.支援香港主婦聯盟        3.爭取婦女退休保障

例句：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的服務真多元化！快打電話2386 6256(麗閣中心)
及2654 6066(太和中心)看看最近有甚麼活動！

1.

2.

3.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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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及賽馬會麗閣中心
地       址：九龍長沙灣麗閣邨麗蘭樓305-309室
電       話：2386 6256       傳    真：2728 0617

賽馬會太和中心
地       址：新界大埔太和邨福和樓地下102-107室
電       話：2654 6066       傳    真：2654 6320

電       郵：hkfwc@womencentre.org.hk
網       址：http://womencentr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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