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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出任伊利沙伯醫院行政總監
2001年
出任瑪麗醫院行政總監
2002年
出任醫院管理局港島西聯網總監
2004年
出任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2007至2012年
出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2013年
出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世通申請退出旅議會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在農曆新年期間爆

出多宗內地旅客住宿貨不對辦事件、正被旅遊業議會
暫停會籍的世通假期，昨日突然向議會提出即時退會
，是首次有旅行社在被暫停會籍期間申請退會。旅議
會表示會按章程處理，研究是否接納申請，預計一星
期內有結果。由於旅議會終止會員會籍後，有權施加
高達20萬元的罰款，世通主動申請退會，或可避開繳
付罰款，但有關負責人若日後再辦旅行社，則要經會
籍委員會再審核。

世通假期的旅議會會籍已於2月21日被暫停，直
至議會對其涉嫌違反議會規則的調查工作完成為止，

旅行代理商註冊處早前亦已暫時吊銷世通假期牌照，
世通假期的代表律師曾表示考慮向旅議會上訴，但昨
日下午突然以書面形式向旅議會申請即時退會，但並
未有說明原因。

或可逃避調查及罰款
旅議會主席胡兆英表示，這是首次有被暫停會籍

的旅行社申請退會，議會將按既定程序處理，研究世
通假期是否涉及其他未處理問題，如旅客賠償等。他
指一般情況下，旅行社如不希望再繼續從事旅遊業務
，可申請退出，但由於世通正被調查，議會將要按章

程研究是否接受退會申請，預料一星期內有結果。
胡兆英透露，被旅議會吊銷牌照的會員，旅議會

有權向其施加最高可達20萬元的罰款，而世通假期主
動要求退會，若議會接受其退會申請，議會將不可對
世通作出調查，世通或可逃避罰款。但日後世通負責
人王永堅能否 「捲土重來」再申請會籍辦旅行社，胡
兆英指要再交由會籍委員會審核其申請，但他個人相
信屆時通過審核的機會甚微。

旅行代理商註冊處發言人回覆，註冊處得悉旅議
會正按照既定程序處理世通假期有限公司的退會申請
，註冊處會視乎議會處理結果再依法跟進。

發言人強調，根據《旅行代理商條例》，持牌人
在牌照有效期間，必須是旅議會成員，如持牌人未能
符合這項條件，註冊主任會根據《條例》第19（2）
條撤銷其牌照。

經過多月遴選，政府昨日公布委任前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周一嶽為新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三年任期由下月起生效。政府表示，周一嶽對推
廣平等機會及反歧視具有深入的認識及清晰視野
，深信在他領導下，平機會將繼續在社會上積極
推廣平等機會。對於自己前高官的身份受質疑，
周一嶽表示自身經歷不能抹去，但政府是平機會
監察對象之一，強調如果有政府部門或機構出現
歧視，他會義不容辭地進行調查。

本報記者 張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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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實習記者朱永瀟報道：平機會調查顯
示，半數受訪學生曾受過性騷擾，如講含性意味的笑
話、不合宜地觸碰身體和展示色情物品等，但近六成
選擇沉默以對。

平機會昨公布對本港5,902名大中小學生進行的性
騷擾問題調查結果，顯示半數受訪學生曾受不同方式
的性騷擾，例如含性意味的笑話、要求發展性關係、
不雅姿勢、不合宜地觸碰身體和展示色情物品。受害
男生比例高於女生，青少年則多於兒童和成人。近半
數發生在校園，課室佔四分一。

調查顯示，受到性騷擾的學生會有憤怒、驚慌甚
至影響日常生活的負面情緒，女生比男生較多在心理

方面受影響，男生較多在日常作息和人際關係等方面
有影響。但有五成八的受害學生選擇保持沉默，選擇
報警的有三成四，向家人、師長和平機會求助的合計
四分一。

比一般人想像的普遍
平機會政策及研究專責小組召集人謝永齡表示，

性騷擾問題可能因學生怕尷尬而不敢舉報，因此比一
般人想像的普遍。相對於中小學，大學在性騷擾防禦
方面的宣傳會多一些，但仍然不是每一位師生都了解
其重要性並能在受害後採取適當方式捍衛尊嚴。有些
學校可能出於維護聲譽的考慮低調處理，未能從意識

和制度上落實。
謝永齡強調，根據《性別歧視條例》，學校在防

止和處理性騷擾問題上具法律責任。平機會收到的投
訴中，有一宗來自教育機構的學生，在介入協調之後
，性騷擾者向受害者致歉，該機構也承諾為員工和學
生制訂平等機會政策和守則，同時設立新的投訴機制
，日後所有投訴都將得到清楚記錄，每年也會提供反
歧視培訓。

本港《性別歧視條例》規定，涉及以下事項即是
性騷擾者：一，做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不受歡迎的
獲取性好處的要求；二，做出其他不受歡迎的涉及性
的行徑，而這些行徑是一個合理的人會預期該位受注
視的人士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的。受到性騷擾
後，應立即向有關機構反映，平機會在收到投訴後會
進行調查調解，無法調解的，可向法院提起訴訟。

學者籲提高政治敏感度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余育奇報道：學者表示，

同志平權議題容易演變成政治問題，將是平機會新主席
周一嶽上任後最大的燙手山芋，建議周一嶽提高政治敏
感度。同志團體表示，周一嶽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的
取向是進行研究，而非要求當局立法，他們感到失望，
希望盡快和周一嶽見面。

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指出，施政
報告發表前後，人民力量和工黨聯合發動同志平權遊行
，要求就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進行公眾諮詢，給予了政
府相當大的壓力。同志平權議題現仍是社會熱點，公眾
容易被動員，有關議題若處理不當，可能演變成政治問
題，周一嶽作為新任平機會主席，應提高政治敏感度，
平衡好同性戀人士的利益。

同志公民等六個同志及跨性別團體昨日發表聲明，
指周一嶽並非要求政府進行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只是
聲稱研究，他們對此感到失望，並期望能盡快與周一嶽
見面，希望平機會可以更主動推動不同性傾向及性別認
同人士的平等機會。

較少接觸種族歧視問題
平機會委員謝永齡認為，平機會要處理不少關於政

府的投訴，以政府作為對手，周一嶽在處理時需要把持
得好，亦要注重秉持公道、人權狀況及平等機會推廣等
，相信這方面將會考驗周一嶽的 「功力」，他希望周一
嶽豎立鮮明的獨立形象。

香港融樂會主席王惠芬認為，周一嶽較熟悉殘疾人
士及婦女問題，較少接觸少數族裔及種族歧視問題，期
望他上任後以開放及謙虛態度，加強與少數族裔溝通及
學習，優先處理少數族裔教育問題。她希望周一嶽以 「
醫者父母心」的態度，以實際行動關懷弱勢社群，走入
社區與弱勢人士溝通，融樂會會盡快約見周一嶽。

女障協進會及復康聯盟歡迎周一嶽出任平機會主席
，希望他能夠為本港市民爭取殘疾人士權利，令本港成
為尊重人權的和諧及多元社會。不過人權監察就認為周
一嶽曾在政府工作多年，欠缺平等機會及人權工作經驗
，遴選程序亦無讓公眾參與，對委任感失望。

倡傷殘人士運動不遺餘力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周一嶽因為出任平機

會主席，已辭去匡智會、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
協會會長等職位，匡智會和殘奧會人士昨日均讚揚周一
嶽在會內貢獻很大，對他的離任感到可惜，認為周一嶽
憑藉能力、閱歷和持平的做事方式，能夠勝任平機會主
席的工作，對眾多弱勢社群來講是好事。

匡智會主席楊重光稱，好感激周一嶽在加強照顧特
殊兒童、促進智障人士各方面的發展，以及在籌集資金
方面，給予協會很多寶貴意見，對他的離任 「感到傷感
和可惜」。楊重光強調，周一嶽是一個稱職的人，對殘
障人士的困難有好深的體會，加上他在政府任職一段時
間，對政府內部運作有深刻的了解，亦有廣闊的人脈，
政府任命他為平機會主席是好的決定。

至於有人批評周一嶽不熟悉少數族裔和性別議題，
楊重光表示，沒有一個人是百般武藝樣樣精通，相信周
一嶽的背景有助於他處理有關事務。

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總幹事林俊英表
示，周一嶽在協會服務超過30年，無論是促進本地還是
國際的傷殘人士體育，都做了很多有建樹的工作，他的
離開對協會來說是 「很大的損失」，但他相信周一嶽憑
藉閱歷和持平的做事方式，能勝任平機會主席的工作。

作為前問責官員，周一嶽出任監督政府的平機會主
席有無角色衝突，林俊英認為公眾無需對此過分擔心，
前平機會主席林煥光上任前亦是政府官員，事實亦證明
他是勝任工作，能夠捍衛平機會的公信力。

近六成學生啞忍性騷擾

周一嶽接掌平機會
強調政府若涉歧視必公正調查

現任平機會主席林煥光在去年7月，因兼任行會召集人
一事引發的 「角色衝突」爭議後，決定任期屆滿後不再連
任平機會主席，政府遂於9月中開始招聘工作。早前有傳失
明人士協進會會長莊陳有是大熱接任人選，而政府昨日公
布主席一職落在周一嶽身上。周一嶽表示，在去年12月接
到顧問公司邀請，經過遴選後在周一才得知自己中選。

遴選委員會主席梁智鴻表示，有關職位最初收到36份
申請書，人力顧問公司亦另外提供90個有可能擔任職位的
人士名單給委員會。委員會檢視全部資料後，選出9人作首
輪面試，再經第二輪會面後，決定向行政長官提出建議人
選。梁智鴻強調，遴選過程是公正、公平及謹慎，認為周
一嶽在醫療及康復等，以及對平等機會的熱誠及遠見，加
上他的領導及溝通技能，認為他是適當人選。

4月履新任期三年
周一嶽昨日與即將卸任的林煥光一起出席記者會，林

煥光稱讚周一嶽對平機會工作熟悉，並對幫助弱勢社群的
工作有經驗，認同平機會反歧視的理念。當他知道周一嶽
會接任時，感到特別高興。而周一嶽表示，平機會是保障
人權及反歧視的機構，希望可令社會做到社會共融，無人
受歧視。

周一嶽強調，自己曾經是前高官的背景不能改變，平
機會的工作是為市民服務，政府亦是監察對象。如有任何
政府部門涉及歧視，他會一視同仁、義不容辭地採取調查
行動。他期待與平機會所有委員及工作人員合作，維持高
水平及效率，令香港成為無歧視的社會。由於4月1日起要
出任主席職位，他已辭去其他所有七個職務包括傷殘人士
體育協會及殘奧會會長等。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讚揚，周一嶽有多年在
復康及殘疾人士工作的經驗，對平等機會及反歧視有認識
及熱誠，以及有多年的公共行政經驗，深信他及平機會所
有成員會共同推廣平等機會和消除歧視這些重要的工作。
而在遴選過程中，他及其他成員都有作足夠的申報，相信
沒有利益衝突的情況， 「起碼我捫心自問，我較傾向由幾
位非官方的成員主導討論，我比較多是聆聽者的角色」。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亦對委任表示歡迎，認為周
一嶽有多年有關殘疾人士康復服務的經驗，對維護殘疾人
士的權利，有一定掌握。而前任行政長官及政治委任官員
離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認為，周一嶽出任平機會主席不會
構成任何潛在的利益衝突，亦不預期有關工作會引起負面
公眾反應或公眾觀感。

維護殘疾人士權利
對於周一嶽出任平機會主席，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

議員林健鋒表示，他認識周一嶽多年，指對方一直參與有
關傷健人士和復康人士的工作，做事有心有力。對於外界
質疑周一嶽沒有處理平等機會問題的經驗，又指平機會成
為退休高官俱樂部，林建鋒認為，過往並非所有主席都有
處理平等機會問題的經驗，而周一嶽除了有參與處理弱勢
社群的工作外，亦有政府和行政經驗，是合適的人選。

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認為，周一嶽有公平、正義感，
對社會公共事務很熟悉，是平機會主席的合適人選。民建
聯主席譚耀宗亦認為，周一嶽具備豐富的經驗，是適合的
人才。而只要他已 「過冷河」，獲得批准，就不會有衝突
的問題。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對於同志平權這
個燙手山芋，候任平機會主席周一嶽表示問題難以
迴避，他個人在議題上是較為開放，但不代表平機
會看法。他支持要有廣泛的研究，適當時候做諮詢
，再考慮立法的事。而被問到當平機會主席後會否
繼續按良心發聲，他說只要是言論正確，就應該要
說。

在昨日記者會上，記者多次就反性傾向歧視問
題向周一嶽提問，周一嶽說社會對性傾向問題看法
兩極化，國際上亦一直發展，認為社會及政府都不
可迴避，適當時要進行這方面工作。

周一嶽又表示自己是基督徒，而他都認識有朋
友是不同性傾向，不認為會影響他們的工作能力，
又說同性戀不是有病或不正常，呼籲社會不應歧視
任何人。

對於是否要立法，他說仍未上任，很難即時回

答，立法亦不是一個簡單決定。他說，可考慮作社
會學研究等，讓社會有一定討論；他又相信議題在
他任期內會有一定進展。

鼓勵僱主僱用殘疾人士
至於是否需要立法規定僱主要聘請一定比例的

殘疾人士，他希望僱主是按殘疾人士工作能力聘請
，亦鼓勵僱主僱用殘疾人士。他又希望社會有個別
機構可作示範作用，但是否需要立法要作廣泛討論
。有質疑指他欠缺幫助婦女平權的經驗，他說曾經
做過婦女事務委員會工作，對婦女議題有一定認
識。

現任主席林煥光的工作受到各方讚賞，周一嶽
認為林煥光辦事到位，對他來說是一種壓力，但壓
力亦是動力，他上任後首要是了解平機會的工作，
會與同事將工作發揚光大。

對性傾向問題
社會不能迴避

▲旅行代理商註冊
處早前亦已暫時吊
銷世通假期牌照。
右圖為世通負責人
王永堅

▲林煥光（左）稱讚周一嶽（右）對平機會工作熟悉，並對幫助弱勢社群的工作有經驗，認同平
機會反歧視的理念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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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倫敦2012殘奧會中國香港代表團返港，梁振
英（二排左四）、曾德成（二排左三）及周一嶽（
二排左五）和教練、運動員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