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致力維護個人權利。在提交本小冊

子時，我希望概括地說明有關的政制、法律和行政架構的現況。

為維護人權，我們：

恪守《基本法》，《基本法》載有多項具體保障居民的

權利和自由的條文；

維持法治和司法獨立；

維持政府運作公開、具透明度和具問責性；及

執行法例和採取行政措施以維護個人權利。

為了貫徹這項施政方針，政府所有決策局和部門的配合，

是很重要的。

民政事務局負責統籌根據適用於香港的 6條聯合國人權

公約提交報告的事宜，這些公約分別為：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

罰公約》；

《兒童權利公約》；以及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此外，民政事務局在施政上也負責下列條例：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性別歧視條例》；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以及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另外， 生福利局在施政上負責餘下一條反歧視的條例，

即：

《殘疾歧視條例》。

我們已經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這是一個獨立的法定委

員會，負責推廣和執行三條反歧視的條例。另一個獨立的法

定機構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該署負責推廣和執行《個

人資料 (私隱 )條例》。

除了平等機會委員會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所作的努

力外，民政事務局採取了教育、宣傳和其他行政措施，令市

民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權利，以及有尊重他人權利的義務。

最後，就適用於政府所有決策局和全體部門的《公開資

料守則》方面，民政事務局負責統籌履行該行政守則的事宜。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



個人權利

我們的施政方針是維護和促進個人權利。

為了落實這項施政方針，我們的目標是：

令本港社會認同港人的權利獲得保障

令國際社會認同本港充分維護個人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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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三頁

第六頁

第八頁

第十一頁

成效重點

為了貫徹這項施政方針，我們必須在以下主要工作範圍

取得成績：

一 就個人權利作出檢討

二 訂立和維持必要的法律

和行政措施

三 提高公眾意識和建立歸

屬感

四 採取立法和行政措施以

維護個人權利

本小冊子分為多個部分，分別闡釋以上各個成效重點，

概述我們的主要工作，並列出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指標。此

外，每部分亦臚列為貫徹該施政方針而新制定的主要措施，

並註明負責的機構，以及擬達到的具體目標。



三

一 就個人權利作出檢討

我們致力維護個人權利及勸阻和禁止歧視行為。在這方

面，我們必須確保本港的法律、政策和措施均與《基本法》中

維護個人權利的多項條文一致。

我們定期檢討本港的法例，以確定在保障個人權利和禁

止歧視方面可予改善之處。為保障個人的知情權，我們會監

察可能侵犯言論自由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並取消任何無故限

制言論自由的條文。

此外，我們亦不時作出檢討，務求改善公眾查閱政府資

料的措施 (例如改善《公開資料守則》及改良有關的政府互聯

網網頁 )。

我們決意履行 6條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聯合國人權

公約所訂明的責任，包括定期提交報告。

我們亦會出席聯合國公約監察組織就有關報告舉行的聽

證會，答覆他們的提問。

我們會繼續依期提交報告和出席有關的聽證會。



四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如期進行的法例

和行政檢討的次數。

措施 目標

檢討《性別歧視條例》及

《殘疾歧視條例》，以確定

可改善之處

(平等機會委員會 )*

在一九九九年年初或之

前制定建議，並向有關

的決策局提出

針對執行上所遇到的困難，

對《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進

行檢討

(民政事務局／個人資料私隱
專員公署 )

在一九九九年年初或之

前完成為修訂該條例而

提交的草擬委託書

*  括號內為該措施的主要負責機構

檢討影響依靠贍養費過活的

離婚人士及其子女的法律及

行政措施，以確定可予改善

的地方

(民政事務局 )

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前

制定建議



五

措施 目標

加強與有關方面的聯繫，以

確定《公開資料守則》及政

府互聯網網頁有否可予改善

的地方

(民政事務局 )

在一九九九年年中或之

前定出可予改善的範疇

檢討現時藉以落實各項國際

人權公約的法例和行政措施

(民政事務局 )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一九九八

至一九九九年間向聯合國

提交的報告中 報有關的

措施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內保障人權

事宜與非政府機構加強對話

(民政事務局 )

根據有關的人權公約在

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

間向聯合國提交的報告

中 報非政府機構提出

的意見



二 訂立和維持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

我們採取法律及行政措施以保障個人權利，例如制定：

《性別歧視條例》

《殘疾歧視條例》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以達致平等機會的目標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以保護個人資料的私隱

一九九八年四月，我們針對種族歧視和性傾向歧視發出

了兩份行政實務守則。

為了讓公眾更容易查閱政府資料，各決策局和部門均遵

守《公開資料守則》的規定。此外，它們也在互聯網上設有

網頁。

為了保障離婚人士及其子女的權利，現時法例有助贍養

費受款人若為要求履行贍養令提出法律訴訟。贍養費受款人

如有需要，均可申請法律援助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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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目標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就這些措施進行本地及國際諮詢的範圍

在必要時對現行法例及行政措施進行適時的修訂

針對執行上所遇到的困難，

對《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進

行修訂

(民政事務局 )

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

前將修訂法例草案備妥

以便提交立法會

修訂《公開資料守則》以改

善其執行情況及讓公眾更容

易查閱政府資料

(民政事務局 )

在一九九九年第三季或

之前發出該守則的修訂

本及隨附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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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高公眾意識和建立歸屬感

我們採取了教育、宣傳和行政措施，令公眾更清楚自己

的權利與責任。我們亦會致力提高社會人士對適用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 6條聯合國人權公約所訂明的權利有更多的認識。

透過一系列的教育和宣傳計劃，包括電視宣傳短片、電

視實況戲劇片集、研討會和展覽，我們致力  ：

為所有人爭取平等機會，不論他／她們的性別、婚姻狀

況、是否懷孕、殘疾、家庭崗位、種族或性傾向

鼓勵公眾遵守《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規定以保護個

人資料的私隱

提高公眾對《公開資料守則》和互聯網上政府網頁的認識

我們會定期進行調查，以評估公眾對他們的權利與義務

的意識。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公眾對《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家庭

崗位歧視條例》及《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意識水平

公眾對個人權利的意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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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目標

舉辦以兒童及在校學生為對

象的宣傳平等機會的活動

(平等機會委員會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

度舉辦 70項活動

與不同社會界別建立網絡以

便得到它們的支持， 手消

除歧視

(平等機會委員會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

度與 30個團體會面

為康復團體和公眾編製 7本有

關《殘疾歧視條例》的教育

性小冊子

(平等機會委員會 )

在一九九九年印製該等小

冊子

就人力資源管理程序中關於

保障私隱的問題，擴大為公

營部門和私營機構的資料使

用者提供意見和指引的範圍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

在一九九九年年初或之前

公布《人力資源管理的實

務守則》

宣傳為解決在執行《個人資

料 (私隱 )條例》時遇到的問題

而作的法例上的修訂

(民政事務局／個人資料私隱
專員公署 )

達到在調查中反映出較高

的公眾意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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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目標

加強對《公開資料守則》和

互聯網上政府網頁的宣傳

(民政事務局／政府新聞處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

度，達到根據守則查閱資

料次數和瀏覽互聯網上政

府網頁次數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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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採取立法和行政措施以維護個人權利

平等機會委員會根據現行的反歧視法例 ( 即《性別歧視

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 處理

投訴和採取執法行動。委員會亦已制定了幾套實務守則，以

方便社會人士遵行有關的法例規定。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負責執行《個人資料  (私隱 ) 條例》

及促使遵行該條例的規定。

所有政府決策局和部門會按照《公開資料守則》發放資

料，而申訴專員則負責調查有關未能遵行守則的投訴。互聯

網上會盡量加強提供政府的資料，以方便公眾查閱。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因實施有關條例及《公開資料守則》而獲得處理的個案

數目

已落實的改善措施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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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目標

為促進兒童認識平等機會而

制定教材資料套

(平等機會委員會 )

在一九九九年制定該教

材資料套

實行《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修訂條文所規定的改革

(民政事務局／個人資料私隱

專員公署 )

在二零零零年制定有關

的修訂條文後盡快實行

改革

落實《公開資料守則》的改

善措施

(民政事務局 )

在一九九九年第三季或之

前政府各決策局及部門必

須遵守經修訂的守則

改良政府網頁，提供更方便

的網頁服務

(民政事務局／政府新聞處 )

在一九九九年年初或之

前為所有政府網頁提供

中英對照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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