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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本研究透過向全港各區議會發出問卷，以及邀請區議員進行深入訪談的方式，了解區議會預算制定

和撥款的過程，並以性別預算的框架對區議會撥款進行分析，探討「由下而上」推動參與式性別預

算制度化的可能性，尋求適合在香港推行性別預算的介入點和起動方法。

研究發現區議會現行撥款程序分為1)	制定及分配預算、2)	審批撥款申請及3)項目巡視及評估三大步

驟。商議和制定預算過程集中由區議會主席、各專責委員會主席及地區民政專員處理，呈現「由上

而下」操作的狀況，不利議會內的多元聲音，而且民政事務處對撥款有較大的影響力，除了在技術

意見之上，其所支援的「指定組織」亦得益龐大。各區區議會管轄財務工作的方式各有不同，未必

有專責財務的委員會，審批撥款申請的工作未必能獨立進行。而且，活動巡視及評估的工作亦未能

令人滿意，內容過於空泛及缺乏具體成效指標。

區議會主要按照民政事務總署擬定的《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加以修訂來規管撥款的過程，不過當

中並未有任何有關促進性別平等的標準，區議會及區議員傾向以「地區需要」作為撥款或進行地區

活動的首要條件，但卻未能掌握性別和地區議題相互交織的情況，令性別平等的議題被局限在地區

工作的邊緣上。研究同時發現，區議會因應婦女事務委員會提出性別主流化而提名的性別課題聯絡

人極度缺乏支援、交流及培訓，無法發揮其原來的職能。由於現時性別課題聯絡人在區議會撥款過

程中並無明確擔當的角色，亦無機制協助性別課題聯絡人介入撥款過程以落實性別主流化，即使個

別區議會曾以性別觀點審視撥款卻因沒有機制支援而未能普及。

因此，本研究建議透過四方面改善區議會撥款機制及推動性別預算：

撥款流程轉化為具反饋機制的循環

區議會應改善項目的評估工作，並將巡視深化為有居民參與的監察過程，除了收集居民對活動的意

見外，針對較長期及撥款額較大的項目進行質性評估工作。在撥款程序中加入兩個重要的步驟：第

一、修訂撥款方向和準則，從而建立反饋機制，尤其是按照改善後的評估結果，檢視個別項目和整

體撥款的成效，調整撥款優次和數額；第二、收集社區數據及分析，定期在社區內收集有關區內不

同性別、年齡、家庭崗位、就業狀況、傷健狀況的居民對社區需要的意見，並與區議會進行交流，

為「社區需要」提供更全面和有力的支持，協助區議會制訂及分配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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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參與式性別預算　　以參與完善監察

區議會應將部分預算劃作「預留撥款」的用途，讓區內居民在相關財政年度內按照參與式性別預算

的方法，從下而上的商議各地區內不同性別人士的需要之緩急輕重，預期撥款可達到的社區發展目

標，

加強性別聯絡人的角色　　以性別角度審視項目和工作

婦委會應為性別課題聯絡人提供更全面的支援，包括有關性別主流化的培訓，以及如何在撥款及項

目監察中推動性別平等的實務指引；協助其掌握進行性別影響評估和性別預算的知識和技能。本研

究建議建立由性別課題聯絡人、婦委會、學者、非政府組織組成支援網絡，交流正面的經驗和主要

的障礙，進行地區性別數據收集和分析，並討論適切區議會處境的改善方法。

推動性別主流化培訓　　助區議員運用性別議題組織居民

婦委會和區議會應該加強協作，檢討區議會在性別主流化的措施，落實在地區層面推動性別平等，

並考慮邀請關注性別平等的民間團體，為區議員提供以地區為本的性別主流化培訓，促進區議員理

解推動性別平等與地區事務的關係，並採用性別觀點檢視區議會撥款和地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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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2009年，新婦女協進會（下稱婦進）成立了「性別預算小組」，探討透過建立性別預算的機制，確

保公共行政及地區事務中各層級均有適足的資源和完整的配套去推動促進性別平等的政策，令不同

性別人士均能充分影響社會決策和資源分配，達至平等的發展機會和權利。	

	

雖然香港政府於1996年已引入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下稱《CEDAW》），並

因應《北京宣言》和《行動綱要》要求於2001年成立了婦女事務委員會（下稱婦委會）（勞工及福

利局，2009），但遺憾的是，婦委會只屬諮詢架構，沒有足夠權力及資源履行其聲稱作為中央機

制的應有功能，此亦一直為民間的婦女團體諸如平等機會婦女聯席（2006，2014）等所垢病。即

使婦委會於2011年制訂的《婦女發展目標》（婦女事務委員會，2011）中建議政府對性別預算的

概念進行研究，並考慮在本港推行，但多年來仍未見有任何關於以性別角度制訂財政預算的研究或

措施。香港政府在推動性別主流化和性別預算的進展，不單大大滯後於已經在中央政府層面立法制

訂性別預算的南韓、澳洲、印度和奧地利等國家，甚至比很多發展中國家，例如坦桑尼亞的性別預

算指引還要落後。﹙Ministry	of	Women	and	Child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India,	2007

；Sharp,	 R.	 and	 Broomhill,	 R.,2002；Steger,	 2012；Stotsky,	 2006；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2015；United	Nation,	2015﹚。

香港自2001年開始推行性別主流化，時至今年初，行政長官梁振英﹙2015﹚終於在施政報告中宣

布採納婦委會之意見，要求所有決策局及部門由2015至16年度開始，在制定主要政府政策及措施

時須參考「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及應用性別主流化。然而，施政報告當中並無提及任何推行的時

間表及具體方法，同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2015﹚亦未有說明相關措施的撥款或配套開支。政府是

否會撥出資源為制定主要政府政策及措施的官員提供應用「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的培訓？會否撥

出資源搜集相關性別數據作為制訂主要政府政策及措施的基礎？會否撥出資源為主要政府政策及措

施進行性別影響評估？徒有口號而未有落實政策細節，令人憂慮政府到最後仍是難以確切推行性別

主流化。

	

區議會作為地區管治的重要機構，是在社區層面推動「性別主流化」的重要組織。區議會的主要功

能是擔當諮詢架構，向政府相關部門就影響區內居民福利的事宜、公共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和使用、

政府相關計劃合適度及施行次序，以及有關地區公共工程和舉辦社區活動的公帑運用等給予意見。

同時，區議會每年獲得政府撥款，以進行改善區內環境的小型工程，以及各項促進康樂、文化的活

動，和社區活動（民政事務總署，2015）。雖然，本港地方行政區並無自行立法的權力，但是區議

會仍然可以就公帑運用向政府提出意見，其本身亦有獨立的資源可供動用。為了掌握區議會資源運

用的情況，本會透過本研究協助市民了解區議會的撥款機制，檢視其過程及準則能否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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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進性別平等；

2.	 確保有效的地區管治；

3.	 資源運用到最有需要的群體身上；

4.	 提供充足的空間及有意義的途徑讓區內居民，包括婦女在內，參與整個撥款過程，包括審

批、監督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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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1995年9月，聯合國在北京召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兩性平等、發展與和平」，大會通過了

《北京行動綱要》，提倡在政府主要政策及項目中納入性別觀點的目標，並將性別主流化確立為

促進性別平等的主要策略（United	 Nations,	 1995）。性別區隔數據收集、性別影響評估、時間

運用分析等性別主流化的措施有助揭示不同性別人士的需要和現況，指出改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從而令政府在制訂政策及推行項目時考量其對不同性別人士的影響、參與和受益的情況。經過國際

機構、國家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多年嘗試和實踐，提升政府官員、相關持份者的性別意識，以及運用

性別觀點介入政策的能力縱然有所提升，但是種種性別主流化的措施均牽涉公共開支，例如統計部

門需要額外的人手和資源去收集和分析性別區隔的數據；因應措施而調節的政策或項目同樣有可能

需要額外的人手和資源，例如在婦女就業培訓項目增設託兒服務。因此，適足的資源投放和政策配

套成為性別主流化能否有效落實的重要因素，同時亦能反映出政府對推動性別平等是否有真切的承

擔。於是，性別預算開始進入推動性別平等的議程當中。

在初期，性別預算（Gender	 Budget）經常會被稱為婦女預算（Women	 Budget），甚至被誤認為

性別預算就是將預算分成兩半，男女各佔一半。不過事實上，性別預算並不是只關注投放在不同性

別人士的預算份額多少，更多的是關注如何將性別的觀點引入政府及公共機構各科層的預算制訂和

落實過程，探討公共政策對女性和男性、女童和男童各有不同的影響，重新透過財政安排、公共收

支來促進性別平等（Budlender	et	al,	2002）。換言之，性別預算著重於在機制上將性別觀點體現

於政府的財務規劃和各項政策當中。具體來說，當政府在制定財政預算時，均需要適時運用不同的

性別預算工具，大致可以分為五步（黃鈴翔，2014	）：

第一步、收集資料：政策部門、不同性別人士及社群的現況

•	 以性別統計為基礎，並注意性別差異與其他形式不利因素，如年齡、家庭崗位、種族、傷健程度

的交互作用，進行不同性別人士的時間運用分析、需要評估，以及政策和項目對不同性別人士的

影響評估；

第二步、分析政策：政策部門對第一步所述現況的回應

•	 參考各相關國際公約、民間團體的建議，分析現行政策是否具備足夠的性別敏感度，例如以性別

主流化清單檢視各政策和項目，作出調整使之成為性別敏感政策；

第三步、審視預算：回應性別敏感政策的資源分配

•	 了解預算中的具體內容和針對各政策和項目的財政分配，調整預算去回應第一步的分析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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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監察預算：

•	 確保審批項目和運用預算過程依照第二步的回應和調整來進行；

第五步、評估效益：

•	 對政策和項目進行不同性別人士的受益情況評估，例如：參與度、對性別關係的影響。

1984年，澳洲聯邦政府開展了第一個名為「婦女預算項目」（Women’s	 Budget	 Programme）

的先導計劃，在預算案中明言要全面審視政策決定對婦女的影響，並確保政府的整體經濟發展目標

需注意到這些影響（Sharp	and	Broomhill,	2002）。時至今日，全球已經有超過一百個國家推行性

別預算，當中包括社會發展程度較高的歐洲各國如法國、瑞典、奧地利、德國等，亦有接受國際援

助和進行不少聯合國發展項目的非洲國家如坦桑尼亞、肯亞等，而鄰近香港的東亞、南亞及東南亞

地區亦有印度、南韓、馬來西亞、菲律賓、中國等地已在不同層次的政府架構開展性別預算的項目

（Lo	&	Alami,	2011；Budlender	et	al,	2002；Council	of	Europe,	2005；Judd,	2002；Zuck-

erman,	 2005；馬蔡琛，2015）。各國性別預算的起動方法不盡相同，大致可劃分以政府部門在

中央政策層面推動，或是由民間團體或學者倡導的。英聯邦秘書處及歐洲委員會是國際上較早開始

有系統地推動性別預算的跨國機構，積極與學術界合作進行研究，遊說相關政府以性別預算作為政

策介入的手法，提高政府在中央財政及公共開支上的性別問責性（Gender	 Accountability），且不

單只對財務或行政上的問責，更藉此從社會整體資源分配及宏觀經濟政策入手去推動性別平等。與

此同時，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亦透過不同的國家發展項目，藉性別預算協助政府改善回應性別不平

等問題的能力，以及提昇管治水平。即使對於政府管治能力略遜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仍然有不少的

項目針對政府特定部門，如用於醫療保健、教育、社會保障或防治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等方面。

此類由跨國機構或國家政府透過中央行政起動的方法，在執行性別預算時通常是由政府官員主導資

料搜集、分析、評估等過程，能獲得更大的技術支援，亦有更多的資源收集性別區隔數據，因此亦

更容易制作與性別相關的政府收支報表。在民主化程度較高的地方，例如法國、韓國，甚至已經透

過議會立法規定中央政府需要進行不同程度的性別預算。但是這種「由上而下」的執行模式亦有其

弊端，當性別預算由行政部門主導和技術官僚執行時，容易形式化為一個純粹與政府財政相關的「

程序」，缺乏市民參與令各項性別影響評估未能如實反映不同性別人士的需要。更重大的問題是，

每每遇上政黨輪替，或政府受到經濟環境轉差影響而收入減少時，政府對實施性別預算的決心就會

大大削弱，甚至是推行對婦女尤其不利的緊縮政策，例如減少社會福利或醫療開支加劇了家庭照顧

者的負擔、推行政府服務外判或職位合約化令以女性為主的基層公共服務僱員收入減少等。

因此，很多關注宏觀經濟政策與性別平等的民間團體開始倡導以民眾參與度更高的方式來推行性別

預算，是為「由下而上」的方向。2014年2月於檳城舉行的「性別回應預算之論述：轉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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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權社區1」亞洲地區會議正是亞洲地區探索如何結連性別預算與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

get）的例子。會議建基於對過去推動性別預算的過程和成效的反思，以及德國、尼泊爾、南韓、印

度等地區廣泛的經驗，提出參與式性別預算對在地區層面推動性別平等、提升地區管治水平及有效

運用資源的重要性（Penang	Women’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2014）。以地區為本的先導

計劃方式推動性別預算，具有較大的彈性，亦能照顧因地區發展程度、人口結構上的差異而引申出

不同性別人士獨特的需求，不過因為項目往往規模較小和地區化，在涉及政府中央政策時未必能順

利接軌，引致難以擴大計劃至更高的層次。因此，會議亦檢視了不同國家將性別預算的工具融入地

區政府預算制定過程中的方法。當中尤其重要的，是如何透過「由下而上」的方法組織居民參與地

區政府預算制定過程，成立性別預算委員會，並訂立女性參與比例的底線要求，在地區行政制度中

提升女性參與地區事務的程度，並運用富性別觀點的指標監督政策和項目的進行和評估成效，制度

化參與式性別預算。

回顧香港的情況，	 性別預算仍然未得到政府以及婦女事務委員會的重視，自2001年開始推動性別

主流化以來，一直沒有任何由政府撥款或支持的相關研究。無論政府、議會或公眾對於在香港推行

性別預算的機遇與困難，幾乎可以說一無所知。因此，本研究在考慮眾多國家的經驗後，嘗試從地

區議會的層面，了解區議會的制訂預算和撥款的過程，探討由地區推動、「由下而上」參與式性別

預算制度化的可能性，尋求適合在香港推行性別預算的介入點和起動方法。

1　筆者暫譯，會議之英文原名為Asian	Regional	Conference	Gender	Responsive	Budgeting	Narratives:	Transforming	
Institutions,	Empowering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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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分為兩部分進行，第一部分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搜集全港18個

區議會的撥款分配及準則的資料；第二部分則以深入訪談的方法向區議員了解有關區議會涉及撥款

的制訂、監督和評估過程，以及與促進性別平等的相關措施。

3.1	 問卷調查

問卷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甲部、撥款項目基本資料；乙部、有關申請人提供的撥款申請；丙部、有關區議

會對撥款項目的評估和監察；丁部、其他有關性別主流化的指引或措施。（問卷全文見附件﹙一﹚）。

甲部、撥款項目基本資料旨在搜集全港各區區議會在2013-14年度的撥款具體情況，包括撥款申請

及獲批的團體類別、項目數目和金額，以及區議會各專責委員會的工程項目，以便作為基本的分析

數據。而乙部及丙部則主要按聯合國項目（Sharp，2006），以及印度政府婦女及兒童發展局的性

別預算檢視清單（Ministry	of	Women	and	Child	Development,	 India,	2007	）作為藍本，並視

乎本港區議會撥款情況修訂而成，期望以符合國際普遍認可的推行方向，以及外國具體實行的例子

來審視香港的情況。

於2015年6月中旬至7月底，本會以傳真和電郵的方式向全港18區區議會主席發出問卷，並以抄

送副本的形式交各區區議會負責財務相關事宜的專委員會主席、秘書處高級行政主任，以及因應婦

女事務委員會性別主流化措施而在區議會產生的性別課題聯絡人，讓相關人士知悉和討論，以便回

覆。與此同時，本會亦邀請各區區議會委派代表以訪談形式提供資料，以便研究員可直接解釋問卷

內容和收集更仔細的資料。除此以外，本研究於同一期間，亦根據公開資料守則，遞交「申請索取

資料表格」向民政事務總署了解問卷中所需要的資料。

3.2	 深入訪談

除了透過問卷了解區議會的撥款情況，本研究在發出問卷的同時，邀請各區區議會以訪談形式提供

更詳細資料，唯最後只有灣仔區議會作出相關安排。因此，本研究為了解及補充區議會撥款及項目

執行的細節，邀請了不同區域的區議員以質性訪談的方法提供資料，當中涵蓋「撥款過程」、「性

別角度」及「經驗和意見」三部分，尤其是當中一些難以在問卷中反映的相對較動態的過程，例如

和不同持份者的互動、可能影響或改善居民參與和管治效能的因素，例如架構、行政支援、工作文

化、地區政治等。	

邀約區議員的準則首要是來自不同的區議會，務求取得更廣泛的資料，並比較各區在撥款情況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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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同；其次是不同的政治聯繫、性別和年齡。除了透過新婦女協進會及性別預算小組成員的聯繫網

絡，本研究同時透過區議會「會見市民計劃」接觸區議員。本研究曾邀請深水埗區議會主席郭振華

議員、旺角區議會婦女事務工作小組主席黃舒明議員及沙田乙明區丘文俊議員進行深入訪談，前兩

者均未有答應邀請，而最後者答應後沒有進一步回覆。最終，本研究成功與陳琬琛議員、梁有方議

員、陳樹英議員、許智峯議員、方平議員、伍婉婷議員和關秀玲議員進行深入訪談。受訪的四男三

女合共七位議員，分別來自不同政治光譜的五個主要政黨，亦有獨立人士，其中伍婉婷議員和關秀

玲議員兩位均為性別課題聯絡人。除方平議員和關秀玲議員以手抄筆記形式紀錄外，所有訪問均以

錄音紀錄，並徵得相關議員同意具名引用。

表1：參與深入訪談之區議員名單

選區 區議會 席位 性別 政治聯繫 區議會內職務

陳琬琛 梨木樹東 荃灣 民選 男 公民黨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委員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委員
社區建設、規劃及發展委員會委員

梁有方 寶麗 深水埗 民選 男 民主民生
協進會

地區設施委員會委員
社區事務委員會委員
環境及衞生委員會委員
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
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
深水埗區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委員會委員

陳樹英 兆康 屯門 民選 女 民主黨 工商業及房屋委員會委員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委員
環境、衞生及地區發展委員會委員
財務、行政及宣傳委員會委員
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委員

許智峯 中環 中西 民選 男 民主黨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副主席
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委員
食物環境衞生及工務委員會委員
財務委員會委員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委員

方平 -- 葵青 委任 男 香港經濟
民生聯盟

區議會主席
社區重點項目督導委員會主席
行政及財務委員會委員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委員
康樂及文化委員會委員

伍婉婷 銅鑼灣 灣仔 民選 女 -- 性別課題聯絡人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主席
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委員
發展、規劃及交通委員會委員
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委員
撥款及財務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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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區 區議會 席位 性別 政治聯繫 區議會內職務

關秀玲 尖沙咀東 油尖旺 民選 女 民主建港
協進聯盟

性別課題聯絡人
房屋事務及大廈管理委員會副主席
社區建設委員會委員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委員
交通運輸委員會委員
食物及環境衛生委員會委員

註1：排名按受訪次序四、研究結果及分析

本研究的問卷有效回覆交還率為11.1%，即18個區議會中只有2個填寫並交還問卷。除了大埔區議會沒

有書面回覆外，其他15個區議會均曾以電郵、傳真或信函書面回覆，但未有交還問卷。其中61.1%，即11

個區議會的書面回覆內容，並不是問卷所要求的資料，只是提供連接區議會首頁或區議會會議之連結，

因此研究員無法直接取得有關資料以了解區議會撥款情況。而另外16.7%，即3個區議會則提供相關年

份的財政報告，雖然此舉提供的資料較提供網頁連結者多，但由於數據並未分門別類，在缺乏撥款申請

人類別，以及撥款運用於各專責委員會或用途的資料的狀況下，研究難以判斷區議會撥款的分配情況。

表2：各區區議會問卷回覆情況

回覆

區議會 填寫完整
問卷，輔
以深入訪
談

填寫部分
問卷

沒有填寫問卷，
僅提供區議會網
站首頁或區議會
會 議 頁 面 之 連
結。

沒 有 填 寫 問
卷，僅提供有
關撥款的文件
檔連結。

以民政事務總
署 已 回 覆 為
由，沒有補充
及回覆問卷。

沒有回覆

港
島

中西 P

灣仔 P

東區 P

南區 P

九
龍

油尖旺 P

深水埗 P

九龍城 P

黃大仙 P

觀塘 P

新
界

葵青 P

荃灣 P

屯門 P

元朗 P

北區 P

大埔 P

沙田 P

西貢 P

離島 P

註：大埔區議會秘書處曾在電話查詢中表示主席不會回覆問卷，將由當區黃碧嬌議員負責，唯後來本研究並沒有收到回覆。

表1	(續）：參與深入訪談之區議員名單



12

為了補充因區議會低度回覆而缺少的資料，研究員嘗試從區議會的網頁上搜索資料。研究發現區議

會的資料一概以會議紀錄的形式根據時序發放，而部分會議，例如荃灣區議會財政及內務工作小

組、觀塘區議會的財務及行政委員會、灣仔區議會撥款及財務委員會2012-2013年間、葵青區議會

行政及財務委員會2012-2013年間均以閉門會議形式進行，區內居民及公眾無法了解會議內容。而

且，並非每個區議會均設有負責財務或撥款相關事務的專責委員會，撥款申請則由不同的專責委員

會（地區設施、康樂及文化、社區事務等等）自行審議。由於各區區議會向公眾披露的會議紀錄及

其附件中，並無列明撥款申請人的類別資料和項目數量，最終本研究只可根據2份問卷作出總結，

輔以各區區議會2015-16年度的撥款建議進行分析。

表3：各區議會財務相關的常設專責委員會或工作小組

負責架構

區議會 常設專責委員會 工作小組

港島 中西 財務委員會

灣仔 撥款及財務委員會

東區 審核委員會

南區 社區事務及旅遊發展委員會轄下撥款審核小組

九龍 油尖旺 社區建設委員會轄下社區撥款工作小組

深水埗 社區事務委員會轄下撥款審核小組

九龍城 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轄下財務工作小組

黃大仙 財政常務及	經濟事務委員會

觀塘 財務及行政委員會

新界 葵青 行政及財務委員會

荃灣 財政及內務工作小組

屯門 財務、行政及宣傳委員會

元朗 財務委員會

北區 --

大埔 --

沙田 財務及常務委員會

西貢 財務及行政委員會

離島 --

註：個別專責委員會轄下之撥款小組只審議相關專責委員會的撥款申請。

表4：問卷甲部、各區議會2013-14年度區議會項目的撥款額申請人資料

民政署/區議會轄下

諮詢組織

根據社團條例

註冊的組織

互助委員會/	

業主立案法團

申請項目數目 灣仔：30
中西：--

灣仔：128
中西：--

灣仔：3
中西：--

申請項目數額 灣仔：1,093,205
中西：--

灣仔：2,949,287
中西：--

灣仔：6,238
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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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署/區議會轄下

諮詢組織

根據社團條例

註冊的組織

互助委員會/	

業主立案法團

獲批項目數目 灣仔：29
中西：--

灣仔：126
中西：--

灣仔：3
中西：--

獲批款額： 灣仔：1,063,205
中西：--

灣仔：2,900,002
中西：--

灣仔：3
中西：--

社福機構 政府部門 其他:	香港藝術中心	

申請項目數目 灣仔：67
中西：--

灣仔：12
中西：--

灣仔：2

申請項目數額 灣仔：3,505,757.1
中西：--

灣仔：6,109,587.99
中西：--

灣仔：82,485

獲批項目數目 灣仔：67
中西：--

灣仔：12
中西：--

灣仔：2

獲批款額 灣仔：3,505,757.1
中西：--

灣仔：6,109,587.99
中西：--

灣仔：82,485

申請項目總額： 灣仔：242
中西：281

申請項目總額： 灣仔：13,747,305.09
中西：18,868,356.96

獲批項目總數： 灣仔：239
中西：--

獲批項目總數： 灣仔：13,667,275,.09
中西：--

表5：問卷甲部、各區議會2013-14年度區議會用作工程或活動項目的撥款額

地區設施 社區事務 環境及衛生

工程項目數量 灣仔：14
中西：

灣仔：--
中西：--

灣仔：10
中西：--

工程項目撥款額 灣仔：23,653,100
中西：--

灣仔：--
中西：--

灣仔：4,799,600
中西：--

活動項目數量 灣仔：--
中西：--

灣仔：--
中西：--

灣仔：--
中西：--

活動項目撥款額 灣仔：--
中西：--

灣仔：--
中西：--

灣仔：--
中西：--

交通事務 房屋事務 社區重點項目	

工程項目數量 灣仔：--
中西：--

灣仔：--
中西：--

灣仔：--
中西：--

工程項目撥款額 灣仔：--
中西：--

灣仔：--
中西：--

灣仔：--
中西：--

活動項目數量 灣仔：--
中西：--

灣仔：--
中西：--

灣仔：--
中西：--

活動項目撥款額 灣仔：--
中西：--

灣仔：--
中西：--

灣仔：--
中西：--

撥款總額：	 灣仔：28,452,700
中西：27,809,290

項目總數：灣仔：24
中西：72

表4（續）：問卷甲部、各區議會2013-14年度區議會項目的撥款額申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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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問卷乙至丁部，以及書面回覆的結果，當中55.6%，即十個區議會表示沒有關於促進性別平等

的準則，其中元朗、荃灣、觀塘、深水埗均以「區議會撥款用以切合地區的需要」為由，表示沒有

設立相關準則，與民政事務總署回覆「申請索取資料表格」相同，而東區區議會更直接以民政事務

總署已經作出回覆為由，未有提供本研究所索取的任何資料。此情況顯示部分區議會可能在回覆公

眾的查詢時會根據民政事務總署的態度或回覆作準，反映可能由民政事務總署主導回覆的內容及方

式，令區議會作為地區諮詢架構的獨立性存疑。

表6：各區議會促進性別平等事宜的回覆

回覆

區議會 沒有相關準則 沒有回覆

港島 中西 P

灣仔 P

東區 P

南區 P

九龍 油尖旺 P

深水埗 P

九龍城 P

黃大仙 P

觀塘 P

新界 葵青 P

荃灣 P

屯門 P

元朗 P

北區 P

大埔 P

沙田 P

西貢 P

離島 P



四、	 研究結果及分析

4.1	區議會及民政處資訊透明度低				缺乏向公眾問責的意識

4.1.1	 問卷回收結果令人失望		區議會回覆缺乏誠意

調查發現，各區區議會的撥款過程大同小異，均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制訂。綜合各深入訪談的結

果，區議會的撥款周期通常由1至2月開始，首先分區民政事務處的職員會向區議會秘書處透露相關

年份的撥款趨勢，例如會否縮減或增加。然後，區議會秘書處會參考相關資料、過去一年的撥款分

配和各專責委員會批出及使用撥款的情況，以此為基礎，制訂未來一年的撥款分配。此撥款建議將

成為區議會分配該年度預算的重要部分；而區議會主席聯同轄下各專責委員會主席、民政專員、秘

書處便會進行一次「非正式會議」，商討秘書處所提出的建議。本身是中西區區議會交通事務委員

會主席的許智峯議員也曾參與這個會議，他指出秘書處和民政專員在這個預算中具有關鍵的角色，

包括提供去年撥款使用情況及未來計劃的資料，並對撥款分配作出初步建議。

“其實佢哋私底下會傾嘅……同各個委員會嘅主席，因爲係呢個會之前已經選晒

各個委員會啲主席㗎喇，咁所以佢哋會特別聽各個委員會啲意見啦，就會傾今

年大致上有幾多錢、（民政事務）總署撥咗幾多錢、我哋啲錢點樣分配。所以

好多時候，係呢個會……我哋坐低嗰陣，已經有個表、文件喺度，就係秘書處幫

手制作嘅，就已經建議咗今年所有嘅撥款應該點分配，咁個文件都反映番上一

年嗰撥款嘅分配啦，唔同咗嗰啲，加咗、減咗用紅色筆highlight咗佢。……

……我覺得區議會主席同專員嘅影響係多嘅。當然專員，即係政府喇，政府就好

傾向跟番過往啦，過往就無咩亂子出咗、行之有效。有啲項目對於專員嚟講可

以同番民政（事務）總署report係穩穩陣陣，佢就會用番嗰啲項目啦。”

--許智峯議員，中西區區議會

“以屯門區議會嚟講，民政（事務）處……其實民政（事務）處係負責區議會，

雖然另外有一個「區議會秘書處」，「區議會秘書處」都有一個秘書長，我哋

當佢係秘書長，其實佢係類近PEO—Principle	 Executive	Officer相近grading

嘅行政主任，佢哋每一年約莫2、3月會出下一個財政年度嘅財政預算，佢多

數會睇返上一年係點做。同埋係政府出財政預算案，或者係民政總署嘅内部消

息得知會否有升、減……

……以屯門區議會情況嚟講，好倚重民政處同區議會秘書處做嗰個proposal。”

--陳樹英議員，屯門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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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處除了擬定撥款分配建議，還會在區議會會議上給予很多「實務性」的意見，例如就預留

撥款的額度、剩餘撥款額的處理及財政盈餘情況等具體操作提供資料。個別區議會更會安排多一次

的「非正式會議」，不設會議紀錄，與之前的「非正式會議」所不同的是這個會由全體區議員會一

同出席，俗稱「分餅仔會」。不過，這類會議的討論其實並不多。

“好多時都幾smooth嘅，因爲佢哋夾好咗，無咩人有異議。可能會係啲細節

上有啲提問都唔奇嘅，即係問下：「咁今年少咗，咁呢個委員會裡面嘅活動係

咪相應減少啊？有冇問題啊？」咁都有少少討論係裡面嘅，咁但係就通常都無

乜大嘅意義，咁通常就民主派嘅異議會多啲啦。”

--許智峯議員，中西區區議會

在民政事務處及區議會秘書處主力處理撥款建議的情況下，主席通常會擔當起協調區議會內部意見

的角色。遇有專責委員會或工作小組被削減撥款時，根據關秀玲議員表示，議員就會遊說，甚或懇

求區議會主席不要削減撥款，可見區議會主席在調節專責委員會或小組的撥款額上有相當的控制

力。而由於區議會主席及各專責委員會主席是由各區議員互相選舉產生，議會內多數派必然佔優，

更容易成為區議會主席或專責委員會主席。因此，這種由上而下的制訂方式會導致區議會內較少數

派聲音的空間被擠壓，不利議會內的多元發展。

當撥款建議經過這些非正式的會議擬定後，就會提交區議會大會通過，然後由各專責委員會按各自

獲分配的預算，審議各項撥款申請。不過，會上有關撥款的討論並不多，深水埗區議會甚至出現了

以傳閱形式通過撥款分配建議（深水埗區議會秘書處，2015），當中投贊成票與沒有回覆者人數相

若，令人質疑年度財政預算的討論過程是否過於馬虎。

簡而言之，行政部門如各區民政事務處及區議會秘書處主導了區議會撥款的大致規劃，而區議會主

席及各專委員會則會作出調整，反映出行政主導，輔以區議會上層決策者按架構調整的格局。而

且，區議會亦完全沒有機制讓區內居民參與在制訂預算的過程，即使居民欲主動參與，或列席區議

會會議，亦可能因閉門會議、資訊透明度低和缺乏行政支援而難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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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區議會撥款流程及相關持份者

•	 非正式會議：區議會主席、各

專責委員會主席、秘書處及民

政事務專員

•	 非正式會議（只限部分區議

會）：全體區議會議員、秘書

處及民政事務專員

•	 區議會大會：全體區議會議

員，秘書處及民政事務專員列

席

•	 接受申請：由秘書處收取申請

書、核查表格資料及整理會議

文件等。

•	 審批申請：

•	 財政事務相關專責委員會；或

•	 區議會轄下專責委員會；或

•	 相關專責委員會轄下審核工作

小組。

•	 巡視：無利益關係之區議員、

增補委員或民政事務總署代表

•	 評估：無利益關係之區議員、

增補委員或民政事務總署代

表，以及區議會秘書處。

4.1.2	 撥款分配—預算按專責委員會劃分			民政事務處主導之「指定組織」得益龐大

由於規劃預算的流程主要由主席及各專責委員會負責，專責委員會的存在與否，就決定了相關服務

或範疇是否有一位專責委員會「主席」可以參與其中，並為相關範疇的工作或項目爭取撥款，而專

責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的具體工作計劃就會成為爭取撥款的重要理據。

“因為每個年度嘅計算就係由嗰個專責委員會轄下有啲工作小組，然後呢啲工

作小組每一年佢有個planning我要做啲乜，咁然後呢報番委員咁樣分錢。咁所

以話若有一千萬咁計數，咁就反為大約一半一半度，咁有一半度就係番區議會

嗰啲專責委員會，然後根據小組嗰度嘅要求就撥嘅……”

--梁有方議員，深水埗區議會

梁有方議員舉出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深水埗區議會曾經成立一個「市區更新及歷史建築保育工

作小組」，後來於2011年改選後與「私人樓宇工作小組」合併（深水埗民政事務處區議會秘書

處，2012），成為「私人樓宇及市區更新工作小組」；於是，關注歷史保育的工作或項目就沒有相

關的專責委員會可以建議撥款分配，雖然議員仍然可以在大會提出討論歷史保育的事宜，卻並無獲

分配撥款可供申請作項目或活動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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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撥款）唔係難處理，係無得處理，因為傾嗰筆錢嘅預算唔係喺大會傾

嘅，佢而家係縮窄到係嗰個主席聯合國委員會，大會主席，即係區議會主席，

大主席加埋各個常設委員會嘅主席咁去傾嗰啲年度預算……

……咁所以當年佢就話古物古蹟嗰啲就唔使傾喇，咁實際上唔係嘅，我哋仲有好

多嚟緊都要係嗰度傾，咁嗰個古物古蹟佢都唔肯再係呢都著意去傾，咁你就

係……佢就話留番係大會等市區重建局嚟報告啦，咁就得喇。”

--梁有方議員，深水埗區議會

當專責委員會或工作小組的年度預算獲大會通過後，各專責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就會於會期由議員審

批各項撥款申請。申請撥款的包括：民政處／區議會轄下諮詢組織、根據社團條例註冊的組織、互

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社福機構和政府部門等。申請者就其項目的範疇和內容，向相關的專責

委員會或工作小組提交申請。

“「一般撥款」，區議會就設定每一年有三次去審批呢啲撥款。總言之，就係

社區裡面嘅福利機構或者有社團註冊嘅機構都可以嚟申請撥款；另外，立案法

團、互委會有一個set咗嘅撥款額畀佢哋，視乎佢哋嘅屋苑嘅大細。互委會就

固定，每一個互委會都係咁相近錢；立案法團就睇番屋苑嘅大細，就有一個固

定嘅撥款額畀佢。

另外，區裡面有啲叫「甲類團體」，每一年都set咗個budget畀佢。咩叫「甲

類團體」？嗰啲叫「特定團體」，譬如龍舟節嗰個委員會、滅罪會、防火會、

國慶籌委會、公民教育委員會，呢幾個會叫「特定團體」，好似仲有體育會、

文藝協會，亦都係每年有一個固定嘅撥款畀佢哋。”

--陳樹英議員，屯門區議會

不過，並不是所有申請者獲批資助的機會和數額也相同，當中有一些被區議會指定為「特定團體	 」

或「指定組織」者，則會在預算中特別預留數額。這些「特定團體」或「指定組織」所獲預留的

撥款額相當可觀，以葵青區議會2015至16年度的財政預算為例，13個指定組織所獲的撥款額為

2,945,000元，佔該區社區參與計劃撥款額13.1%（葵青區議會，2015）。不過，葵青區議會主

席則對該區議會指定組織的由來表現得並不了解，並指民政事務處會比較清楚，一同出席會面的葵

青區議會秘書處行政主任（編制上為該區民政事務處職員）表示將於會後提供指定過程的資料，可

惜截至9月21日本會仍未得到回覆。

而屯門區議會的陳樹英議員則透露「特定團體」早於多年前在民政事務處主導下成立，用以發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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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功能，而這些特定團體的委員亦多由民政事務處委任。

“點解會有呢啲「特定團體」？因爲，若干年前開始，我未做區議員	 之前，

喺民政（事務）處嘅主導之下，覺得社區裡面有好幾範嘅嘢係應該有一個委員

會喺度而發揮佢特定嘅功能。係呢個概念之下就成爲「特定團體」。你既然要

佢發揮功能，梗係要畀錢人。所以，設定每一年有一個撥款額畀佢哋。通常呢

一啲都係互動，好多時睇吓佢做過咩嘢、用咗幾多錢，然後用番佢做框架去設

定佢下一年嘅財政預算……

……所謂嘅「特定團體」通常都係民政（事務）處「揸莊」嘅團體嚟㗎。打從殖

民地年代已經有所謂「行政吸納」。所以，呢啲公民教育委員會、龍舟委員

會、撲滅罪行委員會、防火委員會，全部都係民政（事務）處委任，裡面嘅成

員全部都係民政（事務）處委任。”

--陳樹英議員，屯門區議會

部分區議會，例如大埔區議會，在撥款守則中列明了「指定團體	」（大埔區議會秘書處，2015年3

月）；某些區議會並無設定「特定團體」或「指定組織」的名目，然而這類組織均會以「區內地區

團體」等名義獲得不少的撥款，按中西區區議會的文件顯示（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2015），「區

內地區團體包括由民政事務總署委出的團體、由中西區民政事務處提供文書服務的團體，以及與民

政事務處或區議會有密切聯系的團體」。

表7：各區議會2015-16年度撥款建議分配情況

區議會 區議會撥款	
（社區參與計劃）	
1)	實際撥款及	
2)	最高可批撥款

特定團體／指定組織／
預留撥款

比例

港島 中西 1)	14,900,000元	
2)	16,278,250元

1,678,160元	
（2015年首三季）

11.3%	
（2015年首三季）

灣仔 1)	11,50,000元	
2)	13,800,000元

2,160,000元 15.70%

東區 1)	22,700,000元 3,281,834元 14.46%

南區 1)	14,900,000元	
2)	17,300,823元

6,078,000元 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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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 區議會撥款	
（社區參與計劃）	
1)	實際撥款及	
2)	最高可批撥款

特定團體／指定組織／
預留撥款

比例

九龍 油尖旺 1)	17,500,000元	
2)	20,920,137.1元

資料不足 --

深水埗 1)	21,400,000元	
2)	24,995,879元

3,566,000元 16.70%

九龍城 1)	15,300,000元 2,408,000元 15.70%

黃大仙 1)	22,200,000元	
2)	23,754,000元

3,134,000元 14.10%

觀塘 1)	24,400,000元	
2)	23,754,000元

資料不足 --

新界 葵青 1)	22,400,000元	
2)	26,041,220元

2,945,000元 13.10%

荃灣 1)	15,909,000元	
2)	18,860,000元

資料不足 --

屯門 1)	24,400,000元	
2)	30,229,539元

3,726,000元 15.30%

元朗 1)	25,700,000元 資料不足 --

北區 1)	19,100,000元	
2)	20,549,500元

1,899,000元 9.90%

大埔 1)	17,700,000元	
2)	19,944,000元

資料不足 --

沙田 1)	23,200,000元	
2)	27,144,000元

資料不足 --

西貢 1)	19,800,000元 資料不足 --

離島 1)	15,800,000元	
2)	17,854,000元

資料不足 --

因此，如果公眾欲影響區議會的撥款分配，將部分撥款用於其他特定的用途，例如：性別平等、加

強區內居民參與區議會決策的項目，首先就要為項目物色對口的專責委員會或工作小組，方能有撥

款可供申請。其次的是讓推動相關項目的團體成為指定組織或特定團體，不過由於現況是這些「指

定組織」或「特定團體」多已由與民政事務處已建立長期而密切關係的團體壟斷，加上指定過程透

明度低，令新項目或團體沒有任何申請程序可供參考，相信會較為困難。

4.1.3	 審批資助—撥款時「自己批自己」				指定團體篤定可獲全數預算

當各區議會撥款獲大會通過後，各專責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就會於該年度內，逐一審批撥款的申請。

由於各區議會管轄財政的方式有異，部分設有財務、審批相關委員會或工作小組，而部分沒有的則

由專責委員會自行審批（詳見表4），於是出現由專責委員會自行審批自己的委員會，或其轄下小

組提交之撥款申請的制度，換言之是「自己批自己」。雖然各區議會的守則均列明不得有利益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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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但相關規定只針對區議員本身，不適用於專責委員會作為撥款申請人的時候。而且，在具體操

作上亦難以想像專責委員會或轄下工作小組提出撥款申請後，轉換身分擔任審批者時能否以完全不

同的身分或角度審視項目。

可惜的是，各區議會並不積極回覆問卷，令本研究無法掌握各區全面的數據，只能從僅有的少數回

覆中抽絲剝繭，例如具體每年的申請和獲批資助的項目數目和數額。在灣仔區的回覆中，申請和獲

批的數目和數額相當接近，242個申請項目中有239個獲撥款，獲批額為申請額的99.4%。葵青區

議會也有類似的情況，2015年4月審核的67個指定組織及工作小組撥款申請全數獲全額批出（葵

青區議會秘書處，2015年5月），同年2月審核的地方組織撥款申請則批出總申請額的76.0%（葵

青區議會秘書處，2015年3月），略低於前者。而在中西區、黃大仙、屯門區議會，2014-15年

度基本上均批出了所有預留撥款予指定團體（中西區議會秘書處，2015年2月；黃大仙區議會秘書

處，2015年4月；屯門區議會秘書處，2015年4月）。不過，深水埗的情況則有所不同，雖然預留

予類似指定團體的撥款同樣獲全數全額批出，但30個申請非預留撥款的區內團體只有20個申請批

出，獲批資助額為申請的39.5%，拒絕撥款的主要理由為「資源不足」。這可以說是一個相當明顯

的現象，正如陳樹英議員所指，「指定團體」可以篤定獲得預留撥款。

“嗰啲叫特定團體，譬如龍舟節嗰個委員會、滅罪會、防火會、國慶籌委會、

公民教育委員會，呢幾個會叫特定團體，好似仲有體育會、文藝協會。呢啲叫

「特定團體」，亦都係每年有一個固定嘅撥款畀佢哋。

（研究員：無論佢哋入咩都預先留筆錢佢哋？）

佢哋「睇餸食飯」，譬如，公民教育委員會每年有成10萬，佢睇住嗰10萬做

佢嘅工作計劃。”

--陳樹英議員，屯門區議會

在深水埗有一個特別的情況，首次申請區議會撥款而申請額為10,000或以下則全部獲批，亦會獲批

資助。與梁有方議員所述吻合。

“咁畢竟係我哋嗰個撥款小組裏面有傾吖嘛，佢都有一啲譜，以往定落嘅，佢

第一次參與呢個申請，如果係某一個限額裏面第一次申請嘅一啲地區團體，批

嘅機會就高啲嘅，一萬蚊樓下。唔係唔理內容，但係睇之中就放寬啲，比其他

嗰啲。比如我專做少數族裔，已經申請開喇，但係同一時間舊錢無增加，你又

入我又入呢，你就優先咁啦。（研究員：呢個係咩理據呀？佢覺得……）呢個就

係盡量畀一啲地區團體都有機會攞到啲錢做嘢。”

--梁有方議員，深水埗區議會

21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區議員對現行的撥款情況表示憂慮，尤其據指議會中的多數派壟斷撥款的權

力，令某些團體更容易獲得撥款，以及活動項目傾向有關節日慶祝。

“因爲我覺得（好具體嘅）好多錢擺咗落去搞國慶……國慶洗好多錢。跟住，民

政（事務）處自己搞嘅國慶活動已經洗好多錢啦，我成日都問：點解區議會自

己又要用區議會啲錢再洗落國慶呢？兩筆錢都係同一種function。跟住有啲錢

係撥落地區團體，跟住又係搞國慶啦。咁所以就係有三個性質嘅國慶活動係洗

好多錢。咁所以我成日都異議啦。另外，有啲同國慶無關但嘉年華式嘅歌舞昇

平嘅活動……我都覺得係洗好多錢嘅。相對地，我覺得好多錢應該洗落去做社區

研究、政策研究。”

--許智峯議員，中西區區議會

再者，關注這個情況的議員，普遍質疑區議會守則能否有效約束審批撥款的獨立性，主要由於守則

本身由區議會修訂和通過，只要多數派掌握足夠讓區議會通過的票數，則難以訂立可能影響其政治

利益的規定。

“好難㗎喎。你諗吓，即使我哋有辦法改到啲撥款準則，咁但係佢哋都可以唔

跟準則做，或者準則自己都有空間去走位。咁同埋更加需要強調嗰個準則都係

議會自己定出嚟嘅，咁但係我哋坐係度嗰18個議員，就係我哋自己喇，我哋

訂咗啲咩準則出嚟，就係跟嗰啲準則做；咁你話如果佢哋本身個mindset係咁

嘅，訂嗰啲準則會係點樣啊？咪都係類似嘅嘢，咁其實都有切入點去改變。”

--許智峯議員，中西區區議會

各區議會於審批撥款時，主要參考由民政事務總署制訂的《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去訂立本區的撥款

守則，並不時作出修訂，當中包括：區議會撥款的涵蓋範圍、撥款、活動類別及推行模式、撥款的資助

範圍、申請程序及審批準則、行政及財政安排、監察機制、利益衝突及向公眾負責等十個部分，當中

大部分涉及行政程序和財務問責。關於審批項目優次的部分只有五個小點：社區特色、達致社會目標、

延續性、專業性和包容性。部分區議會，如黃大仙，則會按年另訂一份《申請黃大仙區議會撥款推行社

區參與計劃的規則及程序》，當中註明該年度內有關特定主題的活動申請可獲優先考慮。旨在推動性

別平等的性別預算項目可以視之為可達到「社會目標」，而且性別預算的循環中牽涉的性別影響評估

（Gender	 Impact	 Assessment），有助把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弱勢社羣處境重新帶進設計及推行項

目者的視線內，提高社區內的包容性，在條文上相關申請項目理應得到優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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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申請資助者及資助方的約束壓力並不對等		不利社區參與

各區議會撥款守則中，有關撥款優次部分的條文並沒有很仔細的規定，而是概括以五大準則，這種

做法是一個雙刃刀，一方面為了保留各區議會專責委員會在審批撥款的空間，以開展適合當區區議

會該年度的主題，或促進某一特定的社會目標，達到推動地區發展的效果；但是，這種彈性另一方

面又可能讓身為專責委員會成員的區議員因應本身的傾向或更注重的項目，而令撥款過度集中於某

一類型的活動，或特定背景的團體。畢竟，守則主要的約束對象是申請團體，申請團體有必要依從

守則申請及進行活動，否則有可能不獲撥款或被撤回撥款。但是，這種壓力對作為資助方的區議會

及其轄下專責委員會則相對為少，即使在區議會內有其他質疑違反守則的聲音，實際上守則卻並無

任何條文列明可追究相關專責委員會成員在撥款時違反指引的責任。這守則對申請資助者及資助方

的約束壓力並不對等，亦增加落實由下而上的社區參與模式的難度。

4.1.5	 評估—形式流於表面				內容空泛無助檢討成效

另一方面，守則中並無公眾參與監察撥款過程的途徑和機制；只有在針對個別活動的表現和成效檢

討時，才列出區議會應「考慮」邀請參加者提出意見，並在網站、告示版和區報等途徑公布活動。

雖然，區議會訂立了抽樣巡視及評估的機制，不過參與評估的只是區議會或民政事務總署代表，並

沒有區內居民參與評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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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家你全部計埋所有嘅議員，你睇番咁多個區議會嘅委員會正、副主席已經

睇到個結果啦。根本而家就係建制派，包括一啲即係所謂唔係民建聯、工聯

會，但係一啲隱形嘅建制派都好多㗎嘛。咁啊加埋就係一個好龐大嘅力量啦，

可以去決定好多嘢……

……咁亦都係因爲咁呢，自己傾掂曬啲錢點樣去用啦。咁跟住就係委員會嘅錢

呢，可能就係佢哋自己會決定自己主動去做啲咩啦；亦都有啲委員會有啲款項

呢就俾一啲地區團體去申請去攞㗎啦。但係我哋睇番呢幾年呢，至少都好多一

啲申請嘅地區團體呢都係一啲建制派嘅組織，或者係佢哋嘅衞星組織。咁可以

舉一個例子啦，荃灣區啦，如果你搵番一啲撥款嘅團體呢，你睇到呢好多團體

都係用同一個註冊嘅地址，就係荃灣嘅百萬行，咁荃灣百萬行呢就差唔多集中

晒好多佢哋自己不斷咁樣衍生好多衛星組織，跟住就去攞錢，去做番嘅嘢就鞏

固番佢哋建制派嘅，市民對佢哋嘅認同啊，或者係搞啲活動啊俾佢哋參加啊咁

樣。”

--陳琬琛議員，荃灣區議會



而且，研究發現這個評估相當簡單，表格中列出六個指明評價的項目和一個其他意見，包括達到活

動的目標、達到預期的效益、實際和預計參加人數比較、參加者的反應、有效運用撥款的程度和鳴

謝區議會的方式，評估者只需剔選四個滿意程度之一，所有項目均沒有任何具體細項說明，更遑論

衡量活動成效的指標，評估的設計籠統，容易變成評估者過於簡單的主觀判斷，是一個粗疏及有欠

專業的評估機制。

研究員：咁係活動嘅内容上面，有無一啲咩，即係通常區議會點樣去確保嗰個

活動嘅内容係符合某一啲目標啊，或者係某一啲佢哋區議會，譬如想推動做長

者服務，然後佢哋點樣去睇番個活動？

陳琬琛：無㗎，其實呢，就我哋所謂可能有一個評估，就係邀請一啲區議會議員

去剔，即係譬如個活動：出席人數有幾多啊、覺得係點樣點樣啊。呢嗰係好簡單

嘅，個份表根本就係你剔完嘢就交番返去，咁無話一啲好特別嘅專業嘅評估嘅。

--陳琬琛議員，荃灣區議會

而評估的另一部分則是由區議會秘書處的負責人員於收取到活動報告及收支結算表後填寫，主要是

有關遵從撥款守則中行政及財務上的規定，如：於宣傳品註明區議會的名稱，或將撥款用於一般不

會獲得區議會支持的活動，填寫選項只有「有遵從」、「沒有遵從」和「不適用」三項。簡而言

之，就是守則內註明的一些底線要求。如果評估結果未如理想，區議會可能於日後考慮下次撥款申

請時參考評估報告，不過具體可能採取的措施則並沒有列明。

儘管這份《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的評估報告》可供公眾查閱，但是大部分區議會並沒有將評估報告

上載到網站「區議會活動」的分頁；個別區議會，如中西區區議會則會以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的形

式，連同其他討論文件上載評估報告的活動背景資料及巡視評估部分，唯不熟悉當區區議會上載文

件的方式和分類習慣的市民則可能較難察覺。市民如欲查閱區議會活動評估報告，或需親身前往區

議會秘書處查閱，不過，由於各區議會並沒有在「區議會活動」公布此文件屬可供公眾查閱，並說

明查閱途徑或安排，除非市民本身對區議會的撥款指引及評估報告有一定的了解，否則未必知悉相

關規定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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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你們會不會公布這些資料，包括活動評估表。你們這一區是如何公開的？

行政主任：市民可以向秘書處查閱，但如果要影印的話，要自己付影印費。因

爲有太多活動，因此很難逐一放上網。

--手抄筆記，葵青區議會會見市民計劃

	2015年7月15日，葵興政府合署



區議會的批款額由數千至逾百萬元不等，不論活動時期長短，均採用此同一評估機制，顯示區議會

傾向以最低標準去進行評估，而非因應活動規模、性質或時期作出適切調節。至於區議會各撥款項

目整體能否達到特定的社會目標尚且存疑，更何況完全沒有機制進行宏觀的分析和影響評估，令到

區議會撥款「有規則，無方向」。評估是項目管理中重要的一步，有助檢討成效和調整撥款方向，

但是這種低水平的評估，無法反饋有實質意義的意見，以供下一個新撥款周期開始前參考，容易導

致因循積習的問題不斷重現。

圖2：區議會撥款流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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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及分

配預算

審批撥款

申請

項目巡視

及評估

•	 資訊透明度低，不利居民參與；

•	 由上而下的制訂方式，多數派主

導，影響議會內的多元性；

•	 行政主導撥款框架和實務細節；

•	 重要決定以非正式會議形式進

行，正式審議卻缺乏討論；

•	 與民政事務處關係密切的「指定

團體」佔用大量撥款。

•	 評估不設區內居民參與；

•	 評估的設計籠統，容易變成評估

者過於簡單的主觀判斷，極為粗

疏及有欠專業；

•	 劃一以最低標準去進行評估，而

非因應活動規模、性質、時期作

出適切調節；

•	 沒有機制就整體撥款是否能夠達

到特定的社會目標，無從進行宏

觀的分析和影響評估；

•	 缺乏將評估反饋撥款周期的機

制。
•	 部分區議會不設財務或審批委員

會，專責委員會「自己批自己」；

•	 撥款守則著重行政及財務問責；

•	 撥款優次容易因議員傾向而改

變；

•	 守則對區議會作為資助方的約束

力不足。

研究員：判斷活動是否達到目標是否審核小組的工作？

方平：這個會在過後的「評估」做。參與者，即有參與的議員、主席、政務處

都會做評估。

研究員：這些評估市民是否可以參與？

方平：當區市民會反映給議員聽，議員會填寫評估報告。議員是居民的代表，

有代表性，他們收集意見，然後反映出來。

行政主任：議員有自己做問卷調查，但這不是必須的。

-手抄筆記，葵青區議會會見市民計劃

2015年7月15日，葵興政府合署



縱觀區議會撥款程序中：制定預算和分配撥款、審批撥款申請、項目巡視及評估的三個階段，均出

現不少問題，極需改善。而作為唯一約束撥款程序的	 《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由於多著重行政及

財政問責，同時缺少區內居民的參與及監察，這個原本就由區議會大會或專責委員會進行修訂及引

用的守則，對區議會本身約束乏力。究竟誰能監察區議會的預算制訂和撥款程序？

如果由提供撥款的政府去監察，則會產生行政干預地區議會的問題，加上在現時區議會沒有獨立秘

書處，由民政事務處提供行政支援的情況下，早已存在由行政單位主導預算、守則的框架，以及與

行政單位關係密切的團體佔據過多資源的問題，恐怕監察未達，問題卻可能因此進一步惡化。

如果由立法會進行監察，亦缺乏根據，因為立法會及區議會本身並非上、下級議會，其實分別是立

法機關和諮詢架構，根本沒有從屬關係。立法會充其量只可在審議政府預算，以及有關民政事務總

署及各分區民政事務處為區議會提供秘書服務的層面進行監督，而非直接插手區議會事務。

如果由區議會內的議員互相進行監察，則可能只集中在個人違反操守的問題上，作為機制中的一

員，甚或得益者，未必能在機制上進行改革。尤其是現行被指由多數派壟斷議會權力，以及傾向以

非正式手法處理議會事務的情況，即使能由內部發起改善撥款機制，亦未必能得到足夠的支持得以

實行。

追溯區議會作為地區民意代表的正當性，必須源自區內居民的授權，且不應止於代議的職能，在帶

動區民參與地區事務上亦應該擔當重要的角色。雖然區議會自1982年成立至今，政府一直將其定性

為地區的諮詢組織，但在不少的政府文件中可以看到，藉區議會推動居民參與地區事務的理念躍然

紙上。如董建華在1998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到，雖然政府不傾向在殺局後擴大區議會在地區行政上

的決策功能，但卻期望區議會在推動市民有更多機會參與地方決策上可發揮重要作用（施政報告，	

1998）；而梁振英亦在2013年施政報告中提出「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的理

念，期望在政府帶動地方行政下，結合更積極的地區參與，推動地區發展（施政報告，2013）。

根據政府上述論調，區內居民在地區事務上實為關鍵的持份者，雖授予區議員代表的責任，但並非

將其完全轉承區議員，區議會應當考慮引入參與式預算，從機制上使區內居民參與進去預算的制訂

過程中，以確保資源運用符合居民的需要和期望，超越被動接收匯報和事後監察，完善機制。當

政黨和學者倡導為區議會充權、下放地區管治權力（羅健熙，2013；史太祖、陳健民，2006年6

月27日；李詠怡，引自民主黨，2006年6月24日）的同時，社會不應忽略為地區居民充權的重要

性，必須擴闊區議會及區議員把區內居民局限為選民、投訴人、求助人等被動角色的視野，重新定

義為積極行動和參與的公民，超越選票授權至實質及具意義的社區共同決策，實踐平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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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區議會普遍屬「性別盲目（GENDER	BLIND）」		對性別關係敏感度不足

4.2.1	 性別平等非「地區需要」？				性別議題受到局限

透過檢視區議會的撥款流程，本研究同時發現區議會並沒有將推動性別平等的措施，甚或婦委會倡

導的性別主流化納入現行撥款機制當中。民政事務總署，以及曾書面回覆的10個區議會（詳見表6）

均表示沒有訂立有關促進性別平等的準則，其部分理由為「區議會撥款用以切合地區的需要」。這

種表述看似中立，實質有欠性別觸覺；性別關係往往是相互交織在地區議題當中，而不少性別不平

等的現象是基於一些社會的約定俗成而產生，必須透過性別數據及具性別觸覺的評估和檢視才能消

弭，而非簡單一句：「區議會撥款用以切合地區的需要」就可一概而論之。

模擬例子一：某區內有一連接小學與街市的小徑長期失修致路面凹凸不平，部

分路段更是以梯級連接。由於小徑並非主要通道，使用人數不及其他區內道

路者多，可是婦女接子女放學後，如走小徑直接到街市，可節省10分鐘的時

間，所以部分婦女會選用小徑。然而，基於一般的「地區需要」作考慮，小徑

使用人數少，修葺小徑及舖設無障礙通道的工程沒有得到優先處理。

現時地區小型工程並無特別的守則或指引決定撥款實施的優次，換言之，由區議員在相關專責委員

會，如社區設施委員會，討論決定先後和資助額，並無特定的原則或因素左右，視乎議員們的結論

或投票結果，而撥款對象多數為對口政府部門。部分區議會，如荃灣，則備有一份表格，讓議員在

眾提案中評選須優先處理的項目，雖然形式略有不同，不過仍然是沒有列出支持某工程優先處理的

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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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琬琛：係喇，同埋就係你嚿先講過工程方面嘅嘢呢，區議會叫「環境改

善」撥款喇，地區點樣做啲嘢就由區議員去畀分、畀完分之後呢，就去評估：

邊個工程做先、邊個工程做後。你可以睇番啦，你攞番環境委員會嗰度啲資料

睇番個撥款情況。泛民個啲呢，根本就係全部都撥到最後嘅，根本就做唔到、

無機會做嘅，絕大部分。咁亦都可以睇到根本就係建制派壟斷咗、根本就唔畀

機會你做一啲民生嘅嘢囉。

研究員：但係佢哋可以決定邊啲工程做先、邊啲工程做後嘅時候，通常都要有

一啲準則咁去決定㗎喎。

陳琬琛：大家畀分㗎咋。

研究員：咁嗰個畀分嗰個表係點樣㗎？



但如果重新從性別預算的方式檢視例一的情況，結果則可能不同。因應性別預算的制訂循環，首先

需要進行社區內性別數據的收集和分析（Budlender,	D.,	Elson,	D,	Hewitt,	G.	and	and	Mukho-

padhyay	T.	,	2002；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2002；黃鈴翔，2014	年	

9月5	日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時間運用分析（Time	Use	Analysis）。因此在進行地區小型工

程撥款前，撥款者應該在地區收集性別數據，例如：使用地區設施的性別比例、不同性別人士在時

間運用上的情況、工程對不同性別人士的影響評估，經此等數據收集和整理後，區議會很可能會發

現使用相關設施以女性、家務料理者為主，而且更可能發現使用者的時間運用相當緊張，每日需花

5至6小時處理家務（香港政府統計處，2015），工程對改善使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質素有正面影

響，有必要優先處理。

模擬例子二：某屋邨居民協會於周六晚上七至九時舉行免費電影欣賞活動，不

過並沒有提供託兒服務。雖然有婦女希望參加，但由於家人工時長，家中沒有

人可在晚上八時前協助照顧年幼子女，社區內又缺乏可負擔的託兒服務，婦女

為免帶同幼兒會打擾活動的進行，於是沒有報名參加。

如果在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中引入性別預算，同樣可以帶來不同的效果。在例二中，如引用時間運

用分析便會發現負有育兒責任的婦女在參與活動的時間上，需要與家人的作息時間協調以便確保有

人照顧幼兒。而針對不同性別人士的需求評估（Need	 Assessment）亦可揭示區內託兒服務不足的

問題，於是須在項目中提供有關託兒服務的資助項目，並基於認可照顧工作價值的性別觀點，提供

一個合理的服務報酬水平而非視為「義工津貼」，以達致負有育兒責任的婦女能享有平等的參與機

會。可惜的是，現時區議會一向將參加者視為同一性質的群體，沒有因應不同參加者在性別關係上

的差異而在撥款有所配合，正如葵青區議會主席方平所言，區議會在審批活動的時候，只會考慮活

動是否符合守則，不會特別考慮申請團體當或活動參與者的男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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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琬琛：各個議員自己畀分囉。邊個工程係畀幾多分，咁嚟去決定。

研究員：即係一個主觀……議員覺得……譬如……

陳琬琛：係呀、係呀。

研究員：咁佢有無分番……譬如：迫切性、影響人數啊，又或者影響啲咩性別比

例、影響長者、傷殘人士嗰啲？

陳琬琛：無、無、無……總之佢哋大家自己畀分。”

--陳琬琛議員，荃灣區議會



模擬例子三：某團體獲區議會資助舉行大型粵曲欣賞活動，公開派發免費門

票予區內居民，不同的場次分別於區內五個社區中心由上午9時至下午5時的

辦公時間內派發，先到先得，派完即止。全職工作的區內居民，當中以男性居

多，因為工作關係，早上8時已離開社區上班，往往直至晚上7、8時才放工回

到區內。在門票有限先到先得的情況下，從無機會取得門票參與活動。

檢視活動中不同性別人士的需要及情況，調配資源回應以達致平等參與，不一定只針對女性而設。

如果應用性別預算，為了達到不同性別人士的平等參與，區議會在活動評估及檢討中，應該收集參

與人士的性別比例和就業狀況，舉辦單位及區議會便會發現門票的派發雖然是公開進行，但並沒有

讓公眾有均等的機會取得門票，有必要改善門票派發機制。因此，在下次撥款時，便應增加資源以

便安排非辦公時間的派發時段，或是提供更多元化的門票派發方法，例如先登記後抽籤，使全職就

業的區內居民同樣有機會參與活動。

這三個例子說明了推動性別平等並非「地區需要」以外的事宜，相反，以性別角度重新檢視區議會

的撥款項目，可以令項目更全面及透徹地回應地區上不同性別人士的需要，將一些被隱藏或忽略的

情況重新呈現在撥款者的視野中，從而調整資源去回應問題，改善狀況。

研究同時發現區議會除了在理解「地區需要」上缺乏性別觀點外，現行的資助項目雖有不少與婦女

相關的項目，卻並非推動性別平等，而是傾向提供興趣班、文化康樂活動，這明顯忽略了可以透過

地區服務或項目，例如託兒或照顧者支援網絡建立等，可以為社區內以女性為主的照顧者充權的手

法。	

“咁另外你剛才都問過一啲性別方面嗰度呢……就都無話特定嘅……我睇番區議

會。即係反而好多時建制派嘅婦女組織去申請……嗰啲呢，就康樂呀、地區活動

爲主嘅，好少話特別爲婦女嘅權益啊、婦女各方面嘅嘢去特別做嘅。”

--陳琬琛議員，荃灣區議會

“佢哋嗰啲婦女團體當然都係有幫街坊嘅，公道啲講，但係圍繞住一個好低層

次，佢唔係要提升佢哋嗰個自覺，又或者獨立思考，並不是想做呢樣嘢，佢只

係你淒涼吖、窮吖，我而家係呢度攞錢幫你囉。”

--梁有方議員，深水埗區議會

現時區議會就社區參與計劃的撥款評估或報告，均未有要求收集參與者性別比例，因此研究無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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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實際參與情況，但是據多位區議員表示地區活動中參加者以婦女為主，有議員形容女性是區議會

活動的最大得益者。

“因爲我哋會參加，就算做個典禮都好，你都係度㗎嘛。我相信婦女嘅atten-

dance係一定唔比男士低。有好多狀況係「親子」—十居其九都係女人帶嚟。

所以，我感覺上，以區議會呢種「地區參與」嘅活動模式，或者工作計劃嗰啲

模式，其實婦女嘅得益係幾大。但我哋無嗰個assessment	 scheme，亦無係

做budget嘅時候做一個projection，而係，係推行咗喇、係推行嘅過程裡面去

睇下囉……從observation嗰度有一個觀感：婦女嘅得益係比較大嘅。”

--陳樹英議員，屯門區議會

“活動參加者以女士爲多，地區團體有啲婦女組織義工產出嘅能力好高，你可

以去到邊都見到個班婦女義工。”

--伍婉婷議員，灣仔區議會

“我們沒有這些數字。但現在參加者普遍女多於男。因爲，男的較多外出做

事，家庭主婦參與地區事務較多。這是我觀察所得的。”

--方平議員，葵青區議會

手抄筆記，葵青區議會會見市民計劃

2015年7月15日，葵興政府合署

正如陳樹英議員所言，現時區議會並沒有任何措施評估不同性別人士在區議會項目的得益程度，就

連參加者的性別比例也缺乏。但是，參加者的性別比例只是其中一個衡量得益與否和程度的指標，

更重要的是項目能否回應不同性別人士的需要，協助其克服因不平等的性別關係而產生的性別障礙

（Gender	Barrier），長遠轉化（Transform）性別關係。這些深入的評估則需要配合更多的社區數

據，例如：女性照顧者在項目前後的時間運用情況、住戶中不同人士分擔無酬家務勞動的比例、不

同性別人士財政自主的情況等。因此，區議會亦需要在活動以外，進行具性別角度的社區調查和研

究。

油尖旺區議會的婦女事務工作小組的情況相對較好，會獲得定期撥款進行與婦女相關的研究，不過

小組每年所獲的有關預算相對少，只有15萬元，相當於該區節日慶典活動預算的10%（油尖旺區議

會秘書處，2015年4月），而且15萬中尚包括不同的活動撥款，預留予研究的就更少。婦女事務工

作小組成員關秀玲議員就直言小組資源不足，每年只能做一個研究。關議員透露工作小組曾經委託

大學進行有關商場哺乳室的研究，並提交政府及上載互聯網供市民閱覽。不過，油尖旺區議會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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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約見商場作遊說或倡導社區內的改善工作，她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資源不足。而另一個原

因，據關議員認為，是區議會的角色和力量不足的問題，因此政策層面的工作應該由政府或婦委會

跟進，效果會較為理想。由此可見，部分區議會傾向一種「地區事務v.s政策」二元對立的視野，一

旦界定推動性別平等的工作為「政策層面」，就很容易忽略在地區內推動的可能性和責任。結果，

推動性別平等的工作不但得不到充分的資源支持，更容易在地區項目中被局限為有婦女參與的文康

活動和服務，而不是處理不同性別人士之間的平等機會、性別關係等議題。

這種「地區事務v.s政策」二元對立的視野不但出現在區議會的項目和撥款過程中，同時亦是部分區

議員的習慣用以處理地區事務的角度。訪談中當研究員欲了解區議會如何在日常工作中推動性別平

等時，區議員即時的回應就是「太忙」、「處理地區事務分身不暇」。區議員在處理區內議題往往

有所優次，但是婦女事務、推動性別平等卻被視為地區事務以外的額外工作，與地區事務競爭區議

員的時間和心力，這種觀點可是與區議會將性別平等排除在地區需要以外的說法一脈相承。對於日

常工作中需要處理不同性別人士的求助，議員更傾向將性別議題個案化，或作事件性回應的情況。

“呢個正正係好抱歉喇，因為我哋做議員要做百曉生，咁乜嘢都關我哋事，咁

所以呢我哋似乎你要我自己檢視一下呢，過去我就無一個好專門去關注嗰個婦

女嘅問題。

……

（婦女事務關注不足）最主要就係時間同人力囉，因為我哋嗰個工作嘅吃力程

度你都估量唔到，我差唔多一個禮拜每一晚都係喺個社區裏面磨，我哋每一個

星期一定有一晚會見市民喇，咁區議會嘅我哋入晒所以嗰啲嘅，大會唔使講

喇，所有專責委員會你一定要入喇，咁就一開嘅話你就排住隊咁每一日都開

會，咁你仲有啲工作小組，咁而係夜晚嗰個時間又會落返區去開嗰啲法團嘅業

主會喇，咁你開會都開到十一、二點㗎，你第日爬起身又做第啲嘢，另外仲有

係成個社會嘅運動度，即係我哋會出去做其他嗰啲嘢，又或者我哋民協嗰啲黨

務，咁所以即係話我哋除非有足夠嘅人力去分工，如果唔係嘅話，係我嗰度關

注婦女嗰個問題就唔係我個人可以。	

……

我哋都討論過，係咪要（於民協）成立一個婦女組，我哋有傾過呢啲嘢……有傾

過，但係就苦於我哋地區啲工作糾纏到我哋好辛苦，所以呢如果仲要抽一身專

題去講婦女嘅嘢，第一我哋唔多，好似我咁我就算做咗咁耐，對女性嘅了解係

不足，都係流於一種表面……但係正如我哋苦於呢個地區嘅工作，即係鬼纏身

咁，做到氣都無得透，我哋係無更多嘅時間去做，不過如果你今次咁樣提係一

個好事，如果有機會，我哋係黨團嗰度傾呢，能夠係多啲關顧返。”

--梁有方議員，深水埗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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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與婦委會關係疏離			性別聯絡人有名無實

在項目層次，每年婦委會均會進行「資助婦女發展計劃」，其中100萬元透過十八區區議會批撥予

婦女團體或相關的非政府機構，以舉辦地區活動（婦委會，2015年9月7日）。審批的工作由每區

區議會委任相關專責委員會或工作小組負責，各區情況有異，由一個或數個團體獲批每年約五萬三

千元的資助，部分區議會同時自行加批撥款資助相關項目。

表8：各區議會2014-15年度資助婦女發展計劃撥款情況

區議會 負責委員會／工作小組 獲資助團體及數額 總計

港島 中西 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
員會

香港中西區婦女會27,965元	
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4,235
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觀龍樓
社區工作辦事處9,350元及
11,125元（兩個項目）

52,675元

灣仔 撥款及財務委員會 灣仔賢毅社	11,000元* 婦女事務委員會資助額
4,950元	
灣仔區議會資助額
6,050元	
合共：11,000元

東區 東區健康城市及社區服
務工小組

康馨婦女會38,100元	
香港展盈社14,900	元

53,000元

南區 社區事務及旅遊發展委
員會屬下撥款審核小組

香港南區各界婦女活動籌備委
員會	53,000元

53,000元

九龍 油尖旺 婦女事務工作小組 供香港樹仁	
大學企業及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53,000元

53,000元

深水埗 關注貧窮問題及少數族
裔工作小組

青暉婦女會有限公司53,000元 53,000元

九龍城 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
員會

資料不詳 資料不詳

黃大仙 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
員會

獲資助團體及數額一家人
85,750元

婦女事務委員會資助額
53,000元	
黃大仙區議會資助額
32,750元	
合共：85,750元

觀塘 社會服務委員會 社會服務委員會轄下社區融和
工作小組轄下婦女事務工作會
議	63,000元

婦女事務委員會資助額
53,000元	
觀塘區議會資助額
10,000元	
合共：6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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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 負責委員會／工作小組 獲資助團體及數額 總計

新界 葵青 審核工作小組 青衣社區幹	10,600元	
和諧長青服務聯會有限公司	
長安婦女會	10,290元	
葵盛居民服務協會	10,600元	
安蔭邨居民服務社	10,600元

52,690元

荃灣 社會服務及社區宣傳委
員會	
社區綜合服務工作小組

荃景圍婦女會	53,000	元 53,000	元

屯門 社會服務委員會轄下	
社區關懷工作小組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屯門綜合社會服務處	53,000	元

53,000	元

元朗 財務委員會 元朗區婦女會有限公司	
80,780元

婦女事務委員會資助額	
52,830元	
元朗區議會資助額	
27,950元	
合共：80,780元

北區 社會服務、勞工及	
經濟事務委員會

香港婦聯有限公司52,500	元 52,500	元

大埔 社會服務委員會 薈賢社53,000	元 53,000	元

沙田 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
委員會	
轄下婦女參與社區事務
工作小組

香港單親協會（合辦）及	
沙田居民協會（協
辦）115,000元

婦女事務委員會撥款
53,000	元	
沙田區議會撥款62,	
000	元	
合共：115,000元

西貢 社會服務及健康安全城
市委員會

西貢將軍澳婦女會有限公司	
（翠林康怡綜合服務中
心）52,965元

52,965元

離島 社區事務及文化康樂委
員會

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
53,000元

53,000元

婦委會為計劃另訂撥款指引（婦委會，2015年4月），而活動內容亦須符合該年度主題。指引雖與

區議會撥款守則類似，但資助範圍內列明不會資助「一次性純屬娛樂消費或出版項目」（個別情況

仍以區議會決定為依歸），同時要求提交由參加者填寫的問卷。因此，在撥款上「資助婦女發展計

劃」較一般的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更有指向性地針對社會議題，回饋機制有略高的居民參與，更重

要的是反映在區議會的預算及撥款層面作出改善是切實可行、有例可援的。

可惜的是除了這個資助計劃外，婦委會與區議會的合作關係並不深入。雖然婦女事務委員會（2013

年8月）自2008年因應性別主流化的措施設立了區議會性別課題聯絡人網絡，藉以加強區議會及婦

委會之間的溝通和合作。不過，研究卻發現區議會雖委任了一名區議員擔任性別課題聯絡人，但婦

委會對聯絡人的支援不足，聯絡人之間缺乏協作，根本不成網絡，而且發揮不了「在所屬的區議會

內，擔當聯絡和諮詢人的角色，協助提高其他區議員對性別課題的認識和了解」、「推動在地區計

劃及活動中納入性別觀點」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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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深入訪談，向灣仔及油尖旺兩區的性別課題聯絡人了解婦委會與區議會的合作情況，發

現由委派過程、培訓、支援到影響區議會的性別觀點上，均存在「有名無實」的問題。油尖旺區議

會闗秀玲議員表示性別課題聯絡人主要是「總部」（意指婦女事務委員會）產生的名稱，要區議會

提供一個議員做這個聯絡人，她本人並不清楚職務或工作分配，認為「只是一個名稱」。這種連聯

絡人本身也不了解其職責的情況令人相當憂慮，反映婦委會在推動這個性別課題聯絡人網絡時流於

形式化，在委派後沒有跟進，以致聯絡人對本身角色的責任和功能了解不足。據灣仔區議會性別課

題聯絡人伍婉婷議員透露，在制度初立時情況是相對理想的。

“係上屆婦委會，仲係高靜芝嘅年代嘅時候，其實就有啲同「性別課題聯絡

員」嘅接觸，包括：講座、會面，各區的「性別課題聯絡人」同婦委會嘅主

席、委員就社會議題交換意見，或者同大家做個基礎的認識等大家知道「性別

課題聯絡員」的角色。但嚟到今屆區議會，可能係番原來嗰個（性別課題聯絡

人）做，起碼灣仔係咁，所以就無話係呢方面有特別嘅資訊交流。

（研究員：即係今屆無再交流過？）

係，無直接同「性別課題聯絡員」有關嘅交流。”

--伍婉婷議員，灣仔區議會

在性別課題聯絡人的工作上，由於並沒有具體連結到區議會的運作過程當中，其實能否發揮頗視乎

當區區議會的文化及工作習慣，會否在涉及性別平等的議題上諮詢性別課題聯絡人。

“但喺區裡面我哋發揮緊咩作用？好老實講，真係並無一個客觀的指標話「性

別課題聯絡人」有啲咩可以做，總之關於性別課題就我哋負責啦。係所謂關於

性別課題，我嘅理解就係：部門之間有啲關於性別嘅issue，譬如有啲建設或

者辦公室嘅政策、甚至關於性別課題嘅投訴就嗰個人處理。係社區層面，我哋

無特別接觸到呢啲個案，同事之間都唔會有。係議會嘅角度，因爲除咗本身我

係「性別課題聯絡員」之外，我自己亦都係議會當中比較多就婦女事務發言，

因此一涉及性別課題，同事都會話「喂，伍婉婷，你講下嘢，有啲咩意見」

。”

--伍婉婷議員，灣仔區議會

性別課題聯絡人的設立原意是正面和積極的，研究檢視其主要的目標：「在所屬的區議會內，擔當

聯絡和諮詢人的角色，協助提高其他區議員對性別課題的認識和了解」和「推動在地區計劃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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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納入性別觀點」在不同區議會實施的情況，發現成效因人／區而異，未見有相關機制促性別課題

聯絡人的角色，或在區議會運作和撥款過程中發揮作用。灣仔區議會性別比例較為平衡，13名議員

中近半數，即6人為女性，而且性別課題聯絡人同時為婦委會成員，顯然在區內推動性別平等上有

較明顯的承擔。

“灣仔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就係13個議員入面有6個係女議員，11個民選裡面

6個女對5個男，即如果計「民選」，女議員嘅比例高。我哋係全港嘅女議員

比例最高。係議會制訂政策或者決定同地區團體合作舉辦活動嘅時候，其實好

多時候已經好有「婦女角度」。未必可以好學術、好數字地去反映到我哋啲活

動有幾多婦女主題嘅活動畀市民參與，但係，喺我哋舉辦活動或推行政策嘅時

候，「婦女角度」一定係唔少。

例子就係，喺灣仔新街市落成嘅時候，下面有一個灣仔活動中心。嗰個活動中

心以畀地區團體舉辦活動、法團開會爲主，落成時，我哋已經提出要有「育嬰

間」。係灣仔所有設施，08年時候，政府已經出咗個指引：新落成嘅設施要

有「育嬰間」，但好多時啲designers唔會記得呢啲嘢，每次有新嘅建設嚟到

灣仔區議會，我們都會好長氣地提出要有「育嬰間」。”

--伍婉婷議員，灣仔區議會

兩位受訪的性別課題聯絡人均認同婦委會須加強對性別課題聯絡人的支援，關秀玲議員認為婦委會

基本上沒有支援「性別課題聯絡人」，沒有任培訓、指引或行政支援，並提議認為婦委會可以舉辦

「性別課題聯絡人」的聚會，讓鄰近的數個區議會的聯絡人可以提升訊息交流，以及互相學習經驗。

“有關gender	focal	point（性別課題聯絡人）嘅training，又或者係一啲shar-

ing……我去年10月啱啱入咗婦委會，亦都啱啱聽佢哋提出安排聚會畀gender	

focal	points嘅朋友，我係嗰度提出咗：需要有啲基礎嘅訓練同支援。”

--伍婉婷議員，灣仔區議會

4.2.3	 個別區議會曾以性別觀點審視撥款				普及化需要機制支援

在日常區議會運作以外，研究發現灣仔區議會曾非正式地把性別課題聯絡人與撥款掛鈎，由性別課

題聯絡人負責統籌婦委會的「資助婦女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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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委會呢幾年開始咗一個policy	which	is	我覺得幾好：佢哋有一啲撥款畀民

間嘅婦女組織，大家都有申請嗰啲funding啦……佢哋有一個funding同區議會合

作，透過每年少少哋、幾萬蚊……透過區議會發布畀區内團體，嗰個係必須同區

議會合作嘅。個筆錢嚟到區議會就一直由我去統籌，因爲我係「性別課題聯絡

人」。

（研究員：「統籌」嘅意思係咩？）

「統籌」嘅意思就係我去邀約區内婦女團體，大家一齊傾到底你哋今年想做乜

嘢，然後整套計劃去落實、跟進。由於我哋灣仔區有另一位議員係婦女事務相

對資深，就係鄭琴淵議員，大家都知道每區都有一個「賢毅社」，最早期嘅婦

女組織，灣仔「賢毅社」，鄭琴淵議員都係創會嘅。因此，我由第一屆處理呢

筆撥款到而家，都係邀請鄭琴淵議員同我一齊做聯合召集人。具體嘅功能會係

呢方面。”

--伍婉婷議員，灣仔區議會

不過，並非每區均採用這種做法，油尖旺區議會的關秀玲議員則表示她未曾因應「性別課題聯絡

人」這身分在區議會擔當過任何職責，或就撥款提出意見。

除了「資助婦女發展計劃」外，伍婉婷議員在擔任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主席時，在撥款時曾應用

性別平等的觀點作為資助準則，將兩性均衡參與定為撥款的先決條件。

“係文化、康體入面，我唔可以特別去做一個性別分野，但係肯定地，我哋要

主動地做性別均衡參與嘅動作，例子就係：我哋曾經有團體上嚟申請區議會撥

款做「三人籃球賽」，佢哋提出如果另外整個女更衣室俾女士就費時失事，

於是，佢哋只係畀男仔參加、無女子組。我話：唔得，你嚟區議會申請fund-

ing嘅話，我唔會只係畀你男子組。於是，佢就攞四個場—三個男子、一個女

子，end	 up我都係唔得，亦都唔係我一個人嘅決定，我係係會上面有所有議

員嘅支持下，我話：一定係要男女均衡參與；佢話：好難搵女仔，啲女仔怕

曬。end	up，我話總之你唔係男女各半，就唔得。佢哋又話「recruit唔到人」

。議會唔係淨係做受歡迎嘅活動，如果你話「recruit唔到人」，正正就係因爲

少人參加，你攞咗政府嘅funding、區議會嘅公帑，你攞公帑去推動囉！最終

個活動一人一半。”

--伍婉婷議員，灣仔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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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議會的嘗試肯定了在地區層面開拓性別預算，由區議會日常運作及撥款時引入性別觀點是可

行的，但同時研究亦觀察到不同區議會於落實性別主流化的過程中之差異較大，反映了三個重要的

制度性問題：1)	 婦委會對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性別課題聯絡人支援和培訓不足，影響聯絡人「提高其

他區議員對性別課題的認識和了解」的能力；2)	 區議會並沒有為「推動在地區計劃及活動中納入性

別觀點」而建立任何機制，性別課題聯絡人無從介入預算分配、審核申請及項目評估的過程中，難

以確保撥款和地區項目符合性別平等的原則；以及3)	 在區議會實踐性別主流化的經驗被局限於個人

嘗試的層次，並無總結相關經驗以在各區議會中提供有利條件推動性別主流化，從而檢視及改進制

度。如果要改善區議會在撥款中的性別角度，有必要針對撥款作出制度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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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及研究建議

本研究透過探討區議會的撥款機制，了解公共資源在地區上的運用，以及在地區議會中實踐性別主流

化的情況。本研究將區議會撥款的三個階段：1)	制訂及分配預算，2)	審批撥款申請及3)	項目巡視及評

估逐一分析，並從區議會的問卷、書面回覆和區議員深入訪談中整理區議會介入性別議題的面貌，探

討當中促進和窒礙推動平等的因素，檢視現行撥款機制中是否存在未能有效促進性別平等的地方。

綜合而言，區議會的撥款機制未有訂立一個清晰的地區發展目標，以致難以評估撥款的社會成效。

雖然，各區議會按照地區的主要工作範圍設立不同的專責委員會，例如社區事務、地區建設、環境

衛生、文化康樂等等，但是，其目的是要營造一個怎樣的社區？─這點並不清晰，而所謂的「地區

需要」相當依賴當屆區議員的主觀判斷，以及整體區議會由上而下的協商結果。其中最為關鍵的問

題可以說是缺乏居民由下而上的參與，以致區議會整體的運作被局限在議員與議員、專責委員會與

大會的互動，與區內居民斷然二分。社區內的各個持份者，包括居民、地區團體、非政府組織等只

能透過參與活動或申請撥款舉辦項目的方式參與區議會的工作，但是沒有機制支持他們參與在區議

會的決策當中，即使意欲表達意見，多數只能向當區區議員反映，更枉論要透過區議會共同建立地

區發展的構思，影響地區資源分配實現地區發展的藍圖。

現行這種工作模式相當不利於透過介入資源分配以促進地區內的性別平等，因為當封閉的機制遇上

性別盲目的的區議會及區議員時，就難以用性別的視角去審視項目和進行撥款。本研究建議從加強

撥款機制的開放性，以及提高區議會的性別意識兩方面入手，加強地區資源分配中的性別主流化。

5.1	 撥款流程轉化為具反饋機制的循環

現時區議會撥款程序當中，並不存在明確的反饋機制，縱然巡視及評估有可能影響下次撥款申請，

不過，由於當中的評估項目過於簡單，亦沒有成效指標和質性檢討，對於改善日後項目的意義不

大。而且，這類型按個別項目而作出的評估，並未能針對撥款優次，預算分配等較宏觀的撥款準則

提供整全的檢討。正因如此，在制定翌年預算時主要因循去年預算的劃分，欠缺對過去撥款有系統

的檢討。因應這個情況，本研究建議區議會：

1.	 改善項目的評估工作，並將巡視深化為有居民參與的監察過程，除了收集居民對活動的意見外，

針對較長期及撥款額較大的項目進行質性評估工作，以焦點小組等手法了解參加者及區內不同的

性別、年齡、家庭崗位、就業狀況、傷健狀況的居民，對活動的目標、手法、成效提出意見；

2.	 在撥款程序中加入兩個重要的步驟：第一、修訂撥款方向和準則，從而建立反饋機制，尤其是按

照改善後的評估結果，檢視個別項目和整體撥款的成效，調整撥款優次和數額；

3.	 第二個步驟為收集社區數據及分析，定期在社區內收集有關區內不同的性別、年齡、家庭崗位、

就業狀況、傷健狀況的居民對社區需要的意見，並與區議會進行交流，為「社區需要」提供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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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有力的支持，協助區議會制訂及分配預算。

圖3：區議會撥款循環建議

與此同時，本研究建議未設有財務委員會的區議會應該考慮成立，以加強審批撥款時的獨立性，減

少出現專責委員會審批本身或由其轄下工作小組提出的申請的情況。其次，財務委員會應該提高透

明度，上載有關撥款申請、項目預算、評估報告等文件予公眾查詢。

5.2	 實踐參與式性別預算	 以參與完善監察

	

區議會現時只在活動進行時或之後才進行監察，令居民只可以被動地就個別項目提供意見，無法於

制訂預算時提出更多關於社區需要和地區發展方向的看法。相反，如果實行參與式預算的話，則可

令居民不單只參與項目監察和評估，還更早參與制訂預算及分配撥款這些前期階段，切實被納入撥

款循環當中。雖然區議會現在並無機制進行參與式預算，但同時亦沒有任何明文規定區議會採用何

種方式商議及制訂、分配預算，只要最終由區議會大會通過便符合制度上的要求。換句話說，只要

區議會作出承擔與嘗試，是可以將部分預算劃定作指定用途的「預留撥款」，讓區內居民在相關財

政年度內按照參與式性別預算的方法，從下而上的商議各地區內不同性別人士的需要之緩急輕重，

預期撥款可達到的社區發展目標，例如：不同性別人士平等參與決策、支援照顧者和認可其價值

等，以決定撥款的用途和優先資助的項目，諸如增加對不同性別人士的社區支援服務。

不過，在區議會整體預算沒有增加的情況下，推行參與式預算無可避免會影響各專責委員會可能獲

分配的預算，削弱區議會推行的意欲。本研究建議政府應該考慮透過社區參與計劃，設立在社區層

次推行參與式性別預算「專款專用」的撥款。而婦委會現時提供的「資助婦女發展計劃」亦是一個

可行的參考，建議可透過增加婦委會撥款，在地區推動參與式性別預算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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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需要為參與的居民提供適切的培訓，讓其累積社區內的相關經驗，參與式性別預算可以先導

計劃的形式進行，在部分區議會試驗，當中應該首選具備下列條件的區議會：

1.	 設有婦女事務或關注貧窮議題的專責委員會─因在區議會以專責委員會作基本架構，並於其轄下

工作小組處理具體事務的運作方式下，可以統籌先導計劃，並提供行政支援；

2.	 曾運用性別角度審批資助申請、具備在重大項目進行前或期間進行廣泛諮詢區內居民的經驗，或

有較佳資訊透明度者；

3.	 設有財務相關的委員會─基於已有集中處理財務事宜的慣常做法，整理區議會撥款狀況及項目資

料供區內居民進行參與式性別預算的基礎較為理想。

5.3	 加強性別聯絡人的角色						以性別角度審視項目和工程

由於現時性別課題聯絡人在區議會的撥款制度內並無擔當特定的角色，難以發揮婦委會預期的作

用，本研究建議婦委會應該連同區議會，清楚界定和加強性別課題聯絡人的職能和責任，討論由性

別課題聯絡人在「資助婦女發展計劃」中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必然加入統籌該項撥款的專責

委員會，並須由性別課題聯絡人為各項資助申請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以決定撥款優次。至於其他區

議會撥款方面，如社區參與計劃，應該設立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機制，由性別課題聯絡人協助申請者

應用婦委會的性別主流化清單檢視項目，改善項目以符合性別平等的大原則。有別於現行區議會中

偏重行政、財政上的低標準，欠性別角度的撥款準則，性別主流化清單提供更仔細的指標，透過清

單檢視項目是否達標，區議會可以發現計劃當中被忽略的性別面向，以及其可能對不同性別人士所

造成的影響，讓計劃可以作出調整和改善，務求盡量滿足清單中各項目的要求。換言之，清單以向

上調整改善的方向補足撥款準則，並為釐定撥款優次提供具體而客觀的基礎。現時正值區議會換屆

的時期，婦委會可利用此時機，在區議會委任新一屆性別課題聯絡人之前，為其重新定位。

為了達到上述目標，婦委會有必要為性別課題聯絡人提供更全面的支援，包括有關性別主流化的培

訓，以及如何在撥款及項目監察中推動性別平等的實務指引，協助該性別課題聯絡人掌握進行性別

影響評估和性別預算的知識和技能。由於區議會在推動性別平等的經驗上有差異，性別課題聯絡人

在日常區議會工作中可能面對不同的困難，本研究建議建立由性別課題聯絡人、婦委會、學者、非

政府組織組成支援網絡，交流正面的經驗和主要的障礙，進行地區性別數據收集和分析，並討論適

切區議會處境的改善方法。

5.4	 推動性別主流化培訓	 助區議員運用性別議題組織居民

除了性別課題聯絡人，婦委會和區議會應該加強協作檢討區議會在性別主流化的措施，落實在地區層

面推動性別平等，並考慮邀請關注性別平等的民間團體，為區議員提供以地區為本的性別主流化培

訓，促進區議員理解推動性別平等與地區事務的關係，並採用性別觀點檢視區議會撥款和地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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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限制

6.1	 問卷回收結果令人失望		區議會回覆缺乏誠意

本研究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問卷回覆交還率的問題，難以取得計劃所需要的資料，各區區議會的回覆

普遍予人缺乏誠意的觀感。以問卷甲部有關撥款申請人基本資料及委員會撥款分佈情況為例，部分

區議會表示因為問卷要求的整合方法與區議會紀錄不同，因而無法填寫，但事實上有區議會（灣仔

區議會）能透過問卷提供所要求的資料，此理由實在難以成立。更何況，問卷乙部註明了「提供財

政報告文件檔」的另類回覆選擇，甚至有「未能／拒絶提供相關資料的選項」，以提高區議會回覆

問卷的彈性，唯最終大部分區議會選擇以其他形式的書面回覆，而未有填寫問卷，令人感到區議會

似有迴避參與有關公眾關注及監察的研究之嫌。

6.2	 各區架構不一欠系統整合		網上資料調查極不便利			公眾監察難度大增

為了補充因區議會低度回覆而缺少的資料，研究員嘗試從區議會的網頁上搜索資料。研究發現區議

會的資料一概以會議紀錄的形式根據時序發放，而部分涉及財政的會議更以閉門會議形式進行，區

內居民及公眾無法了解會議內容。而且，並非每個區議會均設有負責財務或撥款相關事務的專責委

員會，撥款申請則由不同的專責委員會（地區設施、康樂及文化、社區事務等等）自行審議，區內

居民或公眾需逐一翻查追溯，增加公眾監察的區議會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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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htm。瀏覽日期：2015年8月5日。

婦女事務委員會（2015年9月7日），資助婦女發展計劃，取自http://www.women.gov.hk/colour/tc/collaboration/collaboration_

fund.htm瀏覽日期：2015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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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區議員訪談問題撮要

撥款過程

1.	 區議會年度撥款分配的程序

2.	 區議會年度撥款分配的準則

3.	 影響撥款的關鍵持份者﹙主席、各委員會主席、區議員、區議會秘書處、民政署、區內團體？﹚

4.	 財務委員會或撥款小組的職能、角色、文化、透明度

5.	 處理不同意見的情況

性別角度

6.	 區議會中的性別觀點

7.	 性別主流化或其他與性別平等相關的措施

8.	 推動性別平等議題的助力及阻力

9.	 性別課題聯絡人的角色和作用

經驗和意見

10.	 居民參與的空間、機制

11.	 區議員嘗試提高居民參與的經驗

12.	 對現行撥款準則的意見，包括：內容、監察

13.	 改善撥款分配、機制的建議

14.	 改善的助力和阻力

15.	 如何看區議會撥出部份款項作「參與式項目」

1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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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大綱

I.	 引言

II.	 區議會撥款的涵蓋範圍

III.	 撥款

IV.	 活動類別及推行模式

	 1.1.1	 政府部門推行的活動

	 1.1.2	 非政府機構推行的活動

	 1.1.3	 區議會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推行的活動

V.	 撥款的資助範圍

	 5.1	 資助範圍

	 5.2	 活動的資助上限

VI.	 申請區議會撥款

	 6.1-6.2	 申請詳情

	 6.3	 申請資格準則

	 6.4	 區議會撥款申請的宣傳

	 6.5	 處理申請的程序及撥款批核

	 6.6	 審批準則	

VII.	 行政及財政安排

	 7.1	 採購物品和服務

	 7.2	 資本物品

	 7.3	 發放撥款的安排

	 7.4	 活動所得的收入和撥款餘款

	 7.5	 贊助和捐款

	 7.6	 活動的變更

	 7.7	 公眾責任與意外保險

VIII.	 監察機制

	 8.1	 進度報告和總結報告

	 8.2	 區議會的巡視及評估

	 8.3	 公眾監察

	 8.4	 提前終止活動

	 8.5	 非政府機構違反資助條款及條件

	 8.6	 門票分配

IX.	 利益衝突

X.	 向公眾負責

	 10.1	 區議會的角色

	 10.2	 獲資助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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