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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of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2002-03
CONTROLLING OFFICER’S REPLY TO
WRITTEN/SUPPLEMENTARY QUESTION

Reply Serial No.

S-HAB001
Question Serial No.

Head : 53 – GS : Home Affairs
Bureau
Programme :

(2)

Subhead :

S031

Information Policy

Controlling Officer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Bureau Secretary :
Question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In its reply to the question regarding the promotion of freedom of information
(Reply Serial No.: HAB028 and Question Serial No.: 1022), the Administration did
not indicate whether legislation o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would be enacted.
Would the Administration please respond to that?

Asked by : Hon. HO Sau-lan, Cyd
Reply : We have no plan to enact legislation o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We do not see the
need for this as the Code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has been working well. We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its implementation and will introduce improvements as and when
necessary.

Signature
Name in block letters
Post Title
Date

W K LAM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3 April 2002

Examination of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2002-03
CONTROLLING OFFICER’S REPLY TO
WRITTEN/SUPPLEMENTARY QUESTION

Reply Serial No.

S-HAB002
Question Serial No.

Head : 53 – GS : Home Affairs
Bureau
Programme :

Subhead :

S032

(1)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Controlling Officer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Bureau Secretary :
Question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In its reply to the question regarding the review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Reply Serial No.: HAB042 and Question Serial No.: 1223), the
Administration indicated that an amendment bill setting out all the proposed
“technical” amendments w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the
legislative year 2002-03.
Has the Government consulted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s Office on these “technical” amendments? If so, what are the
results of the consultation? If not, why not?

Asked by : Hon. HO Sau-lan, Cyd
Reply : All the proposed technical amendments to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would
be based on the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PCO). Such proposals stemmed mainly from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the PCO, and partly from views collected by the PCO, in their dail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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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K LAM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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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of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2002-03
CONTROLLING OFFICER’S REPLY TO
WRITTEN/SUPPLEMENTARY QUESTION

Reply Serial No.

S-HAB003
Question Serial No.

Head : 53 – GS : Home Affairs
Bureau
Programme :

Subhead :

S033

(1)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Controlling Officer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Bureau Secretary :
Question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he Administration mentioned “some data users” in the last sentence of the second
paragraph in Reply Serial No.: HAB042 to Question Serial No.: 1223. Who are the
“some data users” in question? If the “nearly impossible burden” refers to erasing
“any personal data no longer required for the particular purpose”, what are those
data?

Asked by : Hon. Cyd HO Sau-lan
Reply :

We have checked with the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PCO)
on the identity of “some data users”. This proposal arises from feedback the PCO has
receiv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PDPO)
through seminars and enquiries. One difficulty encountered by major data users in
Hong Kong like banks and utility companies and which has been brought to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s attention is that they may have maintained records of the personal data
of their customers, say photocopies of the ID cards, collected in the past in microfiche
form. Strictly speaking, compliance with section 26(1) and data protection principle
2(2) of the PDPO would appear to require a data user to go through its documents on a
frequent and regular basis to erase, item by item, any personal data no longer required for
the particular purpose for which they were to be used at the time of collection, as
compared to the requirement of taking “[a]ll practicable steps” under data protection
principle 2(1). As the ID card contains more information than required for the purpose
of opening an account, the data user should have deleted such information. It is,
however, technically not feasible to delete itemised data from a microf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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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K LAM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3 April 2002

Examination of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2002-03
CONTROLLING OFFICER’S REPLY TO
WRITTEN/SUPPLEMENTARY QUESTION

Reply Serial No.

S-HAB004
Question Serial No.

Head :

53 – GS : Home Affairs Bureau

S043

Subhead :
Programme :

(1)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Controlling
Officer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Bureau Secretary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Question :
(a)

Please list the civic education projects whose applications for sponsorship
under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cheme had been turned down in 2000
and 2001. Please give the details of such projects and the amount of
sponsorship applied for.

(b)

As regards the 210 projects to be sponsor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in 2002-03,
what is the total provision earmarked for this purpose?

Asked by : The Hon. LEE Chu-ming, Martin
Reply :
(a)

List of the unsuccessful projects and the amounts of sponsorship requested
under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cheme in 2000-01 and 2001-02
respectively are at Appendix I and II.

In vetting applications under the

Scheme, members of the relevant sub-committee under the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ivic Education have taken into account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content, objectiv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form of participation and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projects. The unsuccessful applications
did not meet or fully meet the above criteria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uccessful
ones.

-

(b)

2

-

We have included a provision of $5,500,000 in the 2002-03 draft estimates
under Subhead 271 – Promotion of Civic Education outside Schools to
spons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 organising civic education projects
under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cheme.

From past experience, we

expect that about 210 projects could be subsidized under the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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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K LAM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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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mmu n i t y Pa r t i c i p a t i o n S c h e me 2 0 0 0 / 0 1
Non-approved Projects

Appendix I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737,050

1.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55 周
年圖片巡展暨“戰爭與和
平”徵文比賽

讓京港兩地市民尤其是年青一代了解侵略
戰爭帶給人民的災難，及宣揚團結精神。

2.

「傷健同心、平等共享」
話劇巡迴演出

令學生及大眾明白殘疾者的境況，提高對
殘疾人士的尊重和接納；從而引發社會大
眾對歧視有更多的反思及討論。

43,400

3.

Caring - I Do

To
enhance
the
IT
educational
resources among primary schools
teachers to promote students' action
of caring and mutual help; To foster
and
enhance
students'
civic
responsibility at community level.

70,000

4.

Training of Children's
Rights Ambassadors

讓青少年認識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並鼓
勵他們發表意見及培養其獨立思考能力。

20,000

5.

Culture of Peace Concert

Interfaith Concert Promoting
Understanding & Peace

Love,

45,000

6.

香港是我家，齊來愛護它

加深學生對香港今昔的認識和重視；關心
愛護香港的人和事，提高對香港歸屬感；
培養學生理想公民素質。

69,000

7.

中國文化面面觀

使學生、家長及本區居民對中國文化傳統
有所認識；培養民族意識。

63,300

8.

環保大行動

使學生及家長認識環保的重要性；培養學
生公德心；提倡合作精神。

22,000

9.

Extraordinary-camp @UST

Help school out-drops to strengthen
their self-esteem and develop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future.

16,350

10.

“香港是我家”攝影比賽

提高市民尤其是年青一代對香港的歸屬感
和自豪感。

65,500

11.

愛心划艇清潔城門河大行
動

推動清潔香港運動、美化城門河兩岸、提
倡環境保護意識、划艇城門河是一家。

80,0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479,900

12.

愛心溢靈風、全賴你和我

培養學生對學校、社區及國家的關愛情
懷，積極參與服務，貢獻社 ，建立關
懷、鼓勵、支持及兼容的校園文化。

13.

屯門元朗區中學辯論比暨
公民教育展覽及嘉年華會

提高青少年對香港的歸屬感，培養優良公
民素質，鼓勵市民對社會的關愛，推廣人
權法概念，履行公民責任。

170,000

14.

「千禧光青年耀社區」–
社區服務及宣傳計劃

培訓青少年關心社會；介紹中國人傳統美
德；從而推動青少年多參與義工服務。

71,100

15.

「香港是我家，消除歧視
齊參加」社區教育計劃

減低社區人士對弱能人士及其家庭的歧
視；讓弱能人士融入社區生活。

79,280

16.

Kely Shadow Puppet

Let
young
people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nd thoughts; and to offer
young people an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community.

25,700

17.

全港「學生時事評論家」
寫作及演講大賽

提高本港大專、中、小學生對時事之興
趣，並且鼓勵他們對社會事務有更深入之
認識及獨到之分析。

33,150

18.

人人知曉基本法

使長者、弱智人士及其家長有機會認識基
本法，行使應有權利。

14,240

19.

〔增廣見聞知多

〕

增強區內中學生對社會的認識，從而增進
他們的公民意識。

9,750

20.

〔擴闊領域新嘗試〕

讓領取綜援人士衝出狹隘的小圈子，擴闊
他們的資訊領域及網絡，從而增進他們的
公民意識。

11,600

21.

"排除萬難，服務老弱傷
殘"青年義工計劃

培養年青一代的公民責任，並向老弱傷殘
人士提供活動，藉以向他們推廣人權法治
概念和提高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

69,640

22.

環保標語創作比賽暨嘉年
華

在區內推廣環保意識，增加居民對環保的
認識。

71,950

23.

選舉網中人

推廣二千年九月立法會選舉，藉此培養年
青人理想公民素質，並鼓勵他們於網上影
子投票中，學習行使選舉投票之公民責
任；增加青少年對選舉制度的認識。

36,77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23,000

24.

青年就業權

協助青年人探討青年就業權；推動青年人
關心香港。

25.

香港小精兵

提高兒童對香港的認識；增強兒童對香港
的歸屬感，關注香港未來的發展。

27,198

26.

「做個好公民」推廣計劃

推廣做一個好公民應有責任，讓市民有正
確價值觀念，履行社會的義務。

70,000

27.

Youth Ambassador Scheme
(2000) - "Concern for
Youths"

Build up sense of belonging, convey
anti-drug message, and learn the
importance of self-discipline among
the youth.

88,650

28.

「香港是我家」之千禧國
慶醒獅觀摩及兒童繪畫比
賽嘉年華

加深市民特別是年青新一代對香港的歸屬
感和對各類傳統中華文化藝術的認識，另
外亦透過資料圖片展覽和攤位遊戲，加深
市民對國家及香港的認識。

34,200

29.

和諧溫馨 Home 攝影比賽

表達融洽和諧家的氣氛，宣揚共建和諧溫
馨家的訊息。

18,700

30.

「零度容忍」反擊家庭暴
力社區大行動

向社區人士提供「零度容忍」家庭暴力的
社區教育，預防家庭暴力及建立和諧社
區，以培養良好的公民質素。

79,380

31.

精靈一族共創新紀元

協助婦女認識資訊世界，關心自己及認識
健康之重要性。

28,100

32.

Community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

To heighten the sense of citizenship
and civic responsibilities in schools
and to train teachers to promote civic
education to students.

52,700

33.

活力公民小先鋒

協助青少年了解自己的公民權利及責任，
使他們認識到社會上及學校家庭內應有之
權利及義務，從而將訊息帶返家中與家人
分享。

7,800

34.

「齊齊做個好市民」繪畫
及漫畫創作比賽

增加小朋友及青少年對公民責任的關注和
了解、鞏固他們對公民教育的認識。

54,210

35.

「人人平等」家庭教育工
作坊

讓父母有機會與子女一同認識愛滋病、學
習如何談性及尊重人權。

44,8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63,470

36.

十載情繫《基本法》

推動年青一代認識《基本法》，並重點帶
出有關「廉政」的章節。還鼓勵青年人多
接觸中國文化傳統藝術。

37.

龍躍頭文物徑古蹟遊

增加學生對新界古蹟的認識；增加學生對
香港圍村傳統文化、習俗和生活了解；透
過加深學生對香港歷史的認識，增加學生
對香港的歸屬感。

7,216

38.

國際人權日 2000

慶祝《世界人權宣言》五十二週年，推廣
及介紹《世界人權宣言》的信念及在港實
施的情況。

76,000

39.

民主發展在香港

回顧及展望香港的民主發展。

75,000

40.

香港是我家‧一家大細齊
參加

發揚愛國愛港理念，推廣「香港是我
家」，鼓勵市民履行公民的責任，提高市
民對中國的認識，宣揚基本法與人權法治
的概念。

50,000

41.

喜慶回歸三週年書法比賽

宏揚傳統中國書法藝術，拓展學生的課餘
活動空間，並響應推廣基本法的活動。

10,300

42.

龍騰千禧 - 文化推廣計
劃

提升參加者對中國歷史、禮教方面的意識
灌輸；致力保存、延續中國國粹。

20,748

43.

龍舞千禧 - 京港少年綜
藝服務暨民宿交流計劃第
二階段

促進香港少年對北京衣、食、住、行等的
了解；由兩地少年合作服務孤寡老人；並
鼓勵兩地少年利用互聯網通信交流，掌握
使用電腦的技巧。

69,820

44.

「尋找香港的故事」青年
探索計劃

發展他們對前膽將來社會有敏銳的觸覺；
提高青年人對香港的承擔感；培養青年人
獨立思考的能力及自主學習的態度；鼓勵
市民參與及關心自己的社會。

50,000

45.

Concern
Our
Youth,
Concern our future

To promote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education to the public; To promote
all-round
youth
development;
To
provide the youth with opportunities
to equip themselves for employment
or studies.

45,0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48,400

46.

「詩書禮樂匯童心」

加深兒童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和重視、
培養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

47.

“香港是我家：「創」出
新香港”

推動青年人建設香港，啟動他們對香港的
環境、文化、未來建設等作出反思。

75,600

48.

「我愛香港—做個好市
民」計劃

推行連串公德教育活動，加強自律能力，
令社會整體公德觀念得以提升。

38,502

49.

公民意識大搜查

擴闊參加者視野，以親身體驗方法去見證
香港的轉變、讓參加者認識香港及國際的
時事新聞、藝術文化及歷史發展、讓參加
者學習新科技，協助參加者認識政府架構
和各部門運作。

17,340

50.

Culture of Peace Carnival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Culture of Peace.

70,000

51.

公德心多面睇

加強兒童及青少年對公德心的關注，做一
個有公德心的好市民。

13,990

52.

「龍的文化」公民教育活
動計劃

介紹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思想，反思中國傳
統文化中衣、食、住三個重要部分在香港
演變的過程。

18,508

53.

跨世紀公民大使計劃

協助參加者認識平等，自由及人權等基本
概念；學習獨立思考，決策能力及積極參
與的精神。

18,500

54.

公民任務之保護環境

鼓勵與教育青少年關注保護環境之重要性
和方法。

12,347

55.

環保行動心連心

(1) 增強參加者認知環保概念。
(2) 激勵參加者從日常生活中實踐環保行
動。
(3) 啟導社區人士認識環保訊息。

25,000

56.

「親親香港結伴行」計劃

增加參加者對香港文化特色、建設、發展
等之認識；鼓勵參加者關注社會事務，加
強對香港之歸屬感。

30,430

57.

強制性公積金僱員推廣計
劃

宣傳強制性公積金。

70,0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20,000

58.

提高投票意慾–網上投票
的可行性

初步討論網上投票的可行性及步驟，希望
吸引新生一代增加投票的意慾，提高投票
率，覆行公民的責任。

59.

千禧「公民」面面觀

提高參加者認識個人權利與義務、人權法
治，讓參加者學習行使公民權利，履行公
民責任。

25,920

60.

基本行動–2000

讓社區人士認識及了解基本法內容，從而
喚起他們關注社區及國家。

10,700

61.

千禧龍之旅

從服務及溝通中吸取知識的一次交流。

36,500

62.

香港是我家

鼓勵青少年認識社區及培養分析能力，加
強居民對公民責任與權利的認識及行使。

26,500

63.

青少年愛與性

探討現時青少年的戀愛觀及性愛態度為主
題，啟導年青人表達他們內心世界，從而
促進青年人與成年人雙向之溝通和理解。

60,000

64.

One On One 公民教育社
區深化計劃

提升整個社區公民意識及氣氛，鼓勵市民
履行公民責任。

59,700

65.

服務社會在青年

讓青年可以認識服務社會的意義，增加對
委身公民教育的機會，籍此培養理想的公
民素質；讓社區人士獲取公民教育的訊
息。主題：香港是我家，齊認識，齊服
務。

40,900

66.

Wellness 人 人 有 權 盃
YMCA 港島東區籃球賽

促進青少年認識《世界人權宣言》冊子內
容； 讓青少年在球賽中建立服從和 體合
作精神；讓參加者體驗選舉和投票的權利
及增加其公民意識。

30,100

67.

「樂」「戲」共譜公民曲

向公眾人士推廣「社會公德」的訊息；讓
小朋友從小培養良好公民的素質，認識及
實踐社會公德；以家庭為一整體，家庭成
員透過一同創作參與。

28,800

68.

衣、食、住、行時光機

提升小學生對中國傳統衣、食、住、行的
認識，並讓家長參與子女的公民教育活
動。

13,6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55,320

69.

香港二千

加強市民對香港特色的認識，提高市民對
香港的歸屬感。

70.

公民教育故事演講比賽

透過故事演講比賽，向公眾傳達公民教育
訊息，增加公民責任感。

86,440

71.

享權護法大追蹤

了解現時智障人士擁有服務的權利和資
源，探討智障人士的人權與法治。

4,524

72.

片片香港情

培養智障人士對攝影的興趣，並增加他們
及公眾對香港的歸屬感。

9,747

73.

香港無邊界

讓基層家庭認識自己的社會，從而提高其
歸屬感。

12,200

74.

齊來推廣私隱法

教育坊眾認識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及其
平日生活常見問題，從而提升公民對條例
之認識，推廣人權法治概念。此外，亦透
過意見調查搜集彼等對私隱條例之認識程
度及意見，並向有關部門作出反映，從而
作出改善工作。

11,580

75.

同根同心–港事齊關心

增進長者對社會事務的認識及關注，提升
公民意識；讓長者有機會表達對社會事務
的關注，實踐公民權利及參與；提供機會
讓長者義工可以較深入討論及分析香港社
會事務，並引發其他長者對社會事務的關
注及興趣。

29,700

76.

環保特工隊

讓長者認識環境污染對香港造成的影響，
從而了解環保的重要性、鼓勵長者培養環
保生活習慣、透過反映污染問題過程，加
強長者關注社區事務的動機，推動香港是
我家的概念。

17,600

77.

「公民教育」 - 千禧年
北京考察體驗計劃

培養學生的道德及公民教育意識、培養他
們對國土的情操。

95,655

78.

「老友記」義工小組

讓兒童學習與長者相處，學習敬老精神，
培養他們履行良好的公民責任，提高公民
質素。

4,100

79.

恩教樂模範公民家庭推廣
計劃

組織家長成為模範公民家庭計劃成員；成
立家長支援及推廣網絡小組。

116,8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34,700

80.

市區重建知多少

令舊區居民掌握「市區重建局」的重建政
策，當日後面對重建時更易適應和明白自
己的權利。

81.

香港是我家

增加街坊﹙特別是新來港人士﹚對香港的
認識，從而提升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

46,060

82.

小公民大使計劃

加深兒童對香港各方面的認識，從而提升
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提升兒童對社區問
題的認知及關注。

70,000

83.

「長青互聯網」關社交響
曲

推動長者達至老有所為及強化青年人「敬
長愛長」的公民教育；藉服務達至「長幼
共融」及共同建設社會的目的。

130,000

84.

「耆英活力投」立法會選
舉活動

加強長者對社區參與的使命感；使地區人
士對長者有較正面的認識，認同他們參與
社會事務的能力；實踐老有所為的精神。

46,570

85.

「青年公民盃–2000 籃球
比賽」

培養一 對公民責任一無所知，且缺乏認
同的青少年人，去開始建立公民意識；鼓
勵當中的參加者，積極參與區內的義務工
作。

25,904

86.

「消除貧窮歧視，共建和
諧你我家」活動系列

讓社區人士對貧窮問題有進一步的認識，
並施以適當的援助，消除對他們的歧視。

64,910

87.

公民權益新領域活動系列

給予義工體驗義務工作的機會；培養他們
協助推展服務的能力及提高解決問題能
力；加強區內兒童及青少年對其權益的關
注。

24,180

88.

環保‧ Com 社區教育系
列活動

給予義工體驗義務工作的機會，培養他們
協助推展服務的能力及提高解決問題能
力；加強區內居民及兒童對環保的認識及
實踐，提升他們的公民素質。

14,500

89.

護老心意互傳送

發揚傳統中國人的美德，推廣「敬老、愛
老、護老」的訊息，達至特首倡議的宗旨
「老有所養」。

70,0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4,800

90.

《香港是我家、選舉投票
應參加》本港一天遊

以宣傳公民義務及投票選舉的重要性為主
題。提高參加者的公民意識，認識參加投
票選舉是公民神聖的職責及義務，鼓勵參
加者積極參與今年的立法會選舉投票，履
行公民的責任。

91.

新世紀青年領袖訓練計劃

讓參加者認識自我，發展智能，並提高他
們對社會及時事的關心，增加對東區青少
年問題的了解。

62,465

92.

回味往昔香港建築 - 展
望末來發展

讓市民注意到香港的建築藝術，理解建築
對地區文化面貌的重要性及了解香港建築
的發展。

46,900

93.

編印「強積金制度知多
D」小冊子計劃

幫助家長教導子女認識強制性公積金制
度。

46,800

94.

「龍情之旅」 - 粵北連
南瑤族自治縣文化交流計
劃

加強學生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和人民生
活的了解，加深學生對中國貧窮問題的了
解，從而學懂珍惜身邊的事物和反思現時
的生活模式。

35,600

95.

打開龍的心

讓不同年齡的人士認識中國的地理、民生
及歷史，從而更了解祖國，增強歸屬感。

43,880

96.

一切從綠色開始

教育活動的參加者，如何透過日常生活去
保護這個屬於他們的環境，愛護屬於他們
的大自然。

46,500

97.

知法「家」「友」站

重整活動參加者對本身犯事行為及對違
法、違規行為的價值觀；推動社區人士提
升對防止罪行的意識。

58,290

98.

我的家園之昔今香港

提升少年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增加他們對
香港是我家的感覺。

19,220

99.

Youth Vision –青年領袖訓
練學院

發掘個人的優點和能力，提升他們的自信
心；訓練青年作為未來的領袖，培養他們
作為領袖應有的質素和技巧；增加青年對
社會的認識和關注。

59,450

100.

「至叻公民樂多 D」公民
教育計劃

增強青少年對社會的關注；從小培養履行
公民責任；讓青少年認識他們身處的社
區，提高他們的歸屬感。

11,28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48,260

101.

青年的響號–青年政綱撰
寫比賽

從而培育青少年的公民意識及社會責任；
搜集及整合青少年對社會事務的意見及訴
求；引發社會人士對青年聲音的重視。

102.

星期"X"檔案

培育青少年批判性思考能力，鼓勵其關心
社會、留意時事。

10,200

103.

好易做個好公民–嘉年華
會

發動年青人及社區人士關心及參與社會事
務，並增加對二千年議會選舉的認識及了
解。

76,830

104.

「法治與基本法」圖文集
徵稿及發行儀式

加強青年一代的法治觀念，了解他們對
「法治與基本法」的理解及要求，引導他
們熱愛社會、投身社會、服務社會。

70,000

105.

香港無限 Touch

喚醒青少年及市民參與及投入香港社區事
務。

69,500

106.

祖國全接觸

喚醒青少年及社區人士關注祖國，從而提
高青少年及社區人士對祖國之認識、興趣
及了解。

40,400

107.

兒童權益無疆界

增加參加者對人權、公民權利及義務的認
識，培養公民責任。

69,000

108.

中國書法碑帖展暨臨書、
文房用品欣賞

透過書法來修養人性的內涵，建立自信而
找回自我。

90,000

109.

學員及長官訓練公民教育
單元

熟習國旗、國歌、國徽、基本法、區徽。

5,000

110.

愛心大行動嘉年華

希望喚起社區人士對香港之歸屬感，倡導
義務工作精神及社區關懷理念。

70,000

111.

我要做個好公民

使長者了解交通及道路安全的重要性、加
強長者環保的意識及重要性、鼓勵長者參
與投票。

12,810

112.

紮根中華–明信片創作比
賽

使中學生增加對祖國的關心及認同。

69,000

113.

漫遊古「腦」旅程﹙棋類
教材﹚

促進青少年認識中國歷代不同的思想，從
而使他們對中國人的身分有更多的認同。

74,7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38,320

114.

千禧立法會選舉之旅

讓長者認識立法會職能；讓長者認識千禧
立法會選舉制度，鼓勵投票；培養長者關
心社會事務及參與精神；推動老人政治教
育；提升老人權益意識。

115.

「中國傳統婚、紛、
Fun」文化計劃

(1) 讓社區人士了解中國傳統婚姻的可貴及
宣揚中國傳統文化。
(2) 向新一代宣揚“執子之手，與子皆老”的
訊息，並表揚參加者對老伴的愛護扶持。

24,060

116.

再續新里程之放眼香港服
務計劃

培養服務對象對社會文化、歷史有更多的
了解，並且提高服務對象對香港的歸屬
感，以及推動服務對象對自然生態環境有
更深認識。

23,960

117.

兩代同植根

讓新來港人士感受香港是他們的家，並對
這一塊新植根地有所認識及提高歸屬感，
從而願意履行他們的公民責任。

12,540

118.

「立法會選舉透視」

提升長者認識立法會之功能，鼓勵長者履
行公民責任，培養理想公民素質。

13,032

119.

活到老、學到老

讓參加者認識中國傳統的考試制度和緬懷
昔日的學習情況；認識古今教育制度的差
異並作出比較。

17,675

120.

香港拼圖–新人類培育計
劃

增加兒童對香港各區的認識、培育其對香
港的整全概念。灌輸公民權利與義務的概
念、提升兒童的公民素質。

28,330

121.

「活出精彩–中年新移民
婦女服務」

為中年新移民婦女提供資訊，增加其認識
作為公民的責任。針對婦女的健康作出推
廣。並組織新移民婦女互助組。

47,130

122.

粵港文化交流團

令學員接觸中國現代生活、親身地領略國
內重點大學的學習環境及設施、體會廣州
市的傳統文化及經濟改革成果、增強學員
的中國意識。

25,000

123.

中國國情圖片展覽

加強全港學生、市民對祖國現況的認識。

118,000

124.

《我愛香港》普通話文藝
晚會

對新移民進行公民教育，讓他們進一步認
識香港，融入社會。

12,0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14,000

125.

「千禧環保齊參與」計劃

參與及策劃環保活動，培養理想公民素
質，鼓勵市民履行公民責任；鼓勵青少年
善用餘暇、充實自我。

126.

龍的心，香港心

向社區青年推廣中國文化活動; 提升香港人
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及重視。

74,194

127.

“飛越 2000”立法局選舉
推廣計劃

增加中學生了解選舉中的公民責任；認識
立法會議員之職能及立法會之選舉方法。

37,300

128.

周未陽光–弱能兒童成長
篇

協助弱能兒童接納個人能力，學習自律，
如何正面表達個人情緒及增強社交能力、
提升學習興趣，啟發他們對課外活動及新
事物的興趣，透過活動參與，讓他們體驗
及培養不同的興趣和發掘潛能、提供個人
或家庭輔導予有需要之兒童及家庭。

32,260

129.

傷健陶藝展才華之樂在陶
器活得精彩

透過參與過程，使傷健人士有機會學習互
相合作及幫助，消除隔膜。亦透過陶瓷展
覽會，推廣傷殘人士有其能力和成就。

73,000

130.

歷奇訓練營

鍛鍊青少年身心。

12,892

131.

「香港、美好的家園」公
民教育活動計劃

促進各參加者共同認識及體會「天賦人
權」、「平等參與」及「香港是我家」的
訊息，並鼓勵傷健互相溝通，增加對香港
之歸屬感。

68,290

132.

【尋找龍的文化】計劃

加深市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和重視，
強化認同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身分。

37,295

133.

「極度追擊立法會 910」

提高青年人對立法會選舉的認識及協助青
年人了解各政黨的背景︰讓他們親身體驗
投票行為。

47,150

134.

未來領袖訓練計劃

讓應屆考生建立互助互信及互相支援的網
絡；參與多項不同類別之社區義務性工
作；提升青年領導才能，培養獨立思考能
力；加強青年溝通技巧及增強其表達能
力；提高青年人對自我的認識及建立自信
心。

103,000

135.

龍之文化

加深市民對中國文化傳統之認識、重視；
並培養青少年理想公民素質。

68,4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62,630

136.

彩虹計劃–情繫香江

增強青少年對香港的歸屬感及公民責任
感；鼓勵青少年勇於發表意見，建立一套
正確而積極的思考方法。

137.

「香港青年眼中的祖國」
- 青少年編輯培訓及書刊
裝作計劃

培訓青少年編輯及書寫技巧；發揮青少年
思考、判斷及創作力；鼓勵青少年履行公
民責任，讓青年人及社會人士了解祖國。

66,500

138.

「嬌陽計劃」–關懷東區
長者系列活動

協助長者自強，引發地區人士共同關注區
內弱老，推廣彼此關顧的精神，培養及提
升社區及公民素質。

35,000

139.

「耆青採訪隊」–關注區
內社區時事活動計劃

加強長者關注社區問題，提高長者積極的
形象及持續學習的精神，增進長者年青人
兩代的溝通及合作精神。

9,800

140.

WWW ‘ 全 民 義 工
COME！’計劃

培訓長者義工，建立一套整全的長者義工
服務資源運作系統；發展長者潛能，貫徹
長者持續學習的理念，讓長者們在退休後
仍能不斷實踐個人才能，吸納新知識，接
觸新事物，與社會步伐同步而行。

65,150

141.

“Yo﹗齊來做個好公民”
小塘家庭營

加強參加者的公民責任感。以家庭為本
位，讓父母及子女共同參與學習，加強親
子關係。

20,000

142.

參觀科學館、警察博物
館、歷史博物館、濾水
廠、公民教育聖誕嘉年華

提高參與者對新舊事物的認識和思考。

53,770

143.

公民教育推廣活動

推廣公民教育意識，培養公民素質，履行
公民服務社會責任。

250,000

144.

荃灣區中、小學生唐宋詩
詞普通話朗誦比賽

幫助中、小學生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
了解。

35,000

145.

長幼龍情繫中華

讓長者運用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知識和
經驗，對社會作出貢獻；並加深區內人士
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和重視。

39,950

146.

「戲如人生？」公民教育
推廣計劃

培養青少年發展正確價值觀及道德標準；
提高他們參與及服務社區，加強青少年對
社區之歸屬感。

69,7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90,000

147.

「朋 者，健也！」 ----推
廣朋黨健康形象計劃

建立朋黨的正面形象，發揮朋黨的潛能及
才華，讓青少年關心社會，服務社 。

148.

〈與你同行〉歷奇體驗營

本活動是透過一些歷險活動，讓參加者從
經驗中學習，更透過分享，學習與別人合
作及共同解決因難，從而建立正面的價值
觀，及培養獨立思考能力，使這些未來的
社會主人翁日後能為香港創造更美好的將
來。

26,060

149.

“青”“庭”義工

讓青年人學習及發揮其策劃及組織的能
力，瞭解公民責任的重要，如何履行公民
責任。

58,750

150.

家中有情

讓參加者認識公民責任之重要性，鼓勵參
加者付出努力關心社會及家庭。

20,975

151.

「山景是我家」大行動

促進山景 之居民對屋 之歸屬感、發動
在屋 內不同服務單位的服務對象一齊參
與服務社區，以建立一個互相接納及關懷
的社區。

33,480

152.

「香港是我家」獎勵計劃

透過設立獎勵制度，向新來港定居人士及
長者灌輸本地公民教育；讓他們增加下列
範疇的知識及體驗︰清潔香港；環保；公
德心；社區服務；及認識基本法。

70,000

153.

新世紀行動

喚醒社區人士關注色情文化。

13,520

154.

「手心相連」計劃

提高新來港定居人士對香港的歸屬感，建
立「香港是我家」的意識。

16,650

155.

宏揚醒獅國萃服務團

發揚中國文化，協助高危青少年建立自信
心及成功感，並提供正確途徑讓他們參加
社區。

17,260

156.

新世紀青年多面體

使同學關心社會，了解祖國，提高公民意
識，培養理想的公民素質。

18,288

157.

親親長者大本營

發揚中國敬老慈幼、重孝重德的傳統文化
及提供機會讓青少年、婦女及長者加深彼
此了解，以消除固有的成見和隔膜。

51,25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39,135

158.

暫定名為「開心跳躍普通
話朗誦比賽」

讓幼稚園和小學生們多講練普通話、讓他
們體會及欣賞到中國文化。

159.

就第三期教育檢討諮詢作出回應，收集青
少年意見。

18,000

160.

『教育‧COM』–香港教
育檢討屯門青少年意見調
查
公民列車

提升區內市民對交通安全的意識；加強公
民責任感，培育出優質的公民態度。

17,500

161.

明日楝樑耀香江

提高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灌輸人權法治
的概念，以及公民的責任。

44,000

162.

慶祝基本法頒佈十週年嘉
年華

促進推廣基本法，加深居民對基本法的認
識。

69,940

163.

千禧中國人公民教育系列

69,330

164.

婦女權益面面觀之(二)

促使兒童及青少年在回顧中國歷史及主要
人物過程中，領略中華民族的堅毅意志及
體生活。
作為去年活動的延續，讓更多婦女明白自
身的權益。

165.

「千年松」獎勵計劃

「鼓勵長者與時並進，參與社會事務服務
社區等活動；並鼓吹敬老精神，培養社會
人士認同長者在家庭及社會中的角色和貢
獻。

70,000

166.

「香港遊蹤」

鼓勵兒童及青少年參與非正規教育活動，
增加他們對香港的認識，培養參加者對香
港的歸屬感。

11,640

167.

Cyber 2000

(1)提高青年對香港的歸屬感。
(2)建立他們「 自信自決自 主」的正面 形
象。
(3)讓年青人認識及掌握電腦知識。

49,900

168.

『選舉我、你、他嘉年華
會』

喚醒南區居民，尤其是青少年關注香港未
來發展，增加他們對選舉的認識，讓他們
知道公民責任和權利，提高對社區的歸屬
感，推動他們積極參與選舉，承擔公民責
任。另一方面，亦讓參與的義工發揮潛質
及所長。

9,200

169.

基本法 10 週年

加深本行業員工、家屬對基本法的認識。

31,700

64,52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69,360

170.

千禧選舉齊參與，和諧社
區 手創”–青年參與千
禧年選舉推廣計劃

探討區內青年狀況並引起關注社區事務；
推動職工積極參與千禧年第一次特區選
舉。

171.

千禧龍情溢香江

促使參加者認識中國文化傳統；加深參加
者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欣賞和重視；向市民
推廣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

27,000

172.

慶祝國慶

加強民族意識，提高國家觀念。

28,675

173.

香港是我家，齊齊愛護她

推廣、宣傳和提高區內居民環保意識。

22,300

174.

香港是我家，保持屋 清
潔及安全 - 防止高空擲
物

保持環境清潔及提供舒適而安全的生活社
區，讓地區人士體會"眾志成城"團結力量
的可貴。

30,980

175.

“香港是我家–清潔齊參
加”

樹立「香港是我家」的精神，堷育年青一
代公德心、公民教育，保持環境清潔，人
人有責，由身邊做起，創造一個美好的居
住環境。

15,150

176.

香港是我家‧齊來愛護她

宣傳和發揮青年人的公民意識，組織青年
人服務社會、提高市民的公民質素。

30,000

177.

To Be a World Citizen :
Consumers'
Rights,
Workers'
Rights
and
Environment.

To arouse awareness of the public
about HK investment in Asia; to
arouse HK people’s concern about the
suffering of Asian Workers and
environment devastation; to establish
solidarity with suffering workers in
Asia.

55,000

178.

性騷擾錄影帶及教材

加深學生及社會人士對性騷擾及性別歧視
的認識；促進中、大學生關注校園性騷擾
問題及處理投訴機制及政策；提供園地，
促進社會人士進一步討論兩性平等的議
題。

45,100

179.

「基本法」路路通

使社區人士及長者認識基本法內有關社
會、經濟、政治、教育、醫療等各層面的
條文，加深市民對此認知程度。

14,85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20,000

180.

青年人，家長和傳媒文化

令學生對傳媒文化有正確認識，增強分析
和選擇的能力；亦希望透過親子活動，拉
近學校和家長的距離。

181.

東涌社區大使計劃

讓東涌居民從多角度認識東涌。

35,300

182.

社區最前線–青年關社計
劃

提升青年人關心社會的意識，及裝備他們
以服務居住於葵青區內惡劣住屋環的居
民。

67,010

183.

青年議會選舉計劃

讓青年認識選舉制度，體驗選舉過程；訓
練青年獨立思考及組織活動的能力。

44,160

184.

「健康生活–幼兒成長之
門」

讓家長及公眾人士認識幼兒的發展特徵。

23,600

185.

Interflow Camp 2000:
"Hong Kong Now and
Then"

Four topics: Eco-tourism,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ity
Development
and Youth Adjustment.
To provoke
participants' inner thoughts about
their role in this changing society.

40,000

186.

公民教育親子樂

教導家長培育子女的公民意識，並透過親
子間共同為社區提供服務，以實踐公民責
任。

8,700

187.

公民教育嘉年華

增加本村居民的社區歸屬感，鼓勵他們履
行公民責任；並向本村居民宣傳人權法治
觀念。

15,850

188.

「小西灣環境調查與服
務」計劃

喚起居民對社區環境的關注；透過服務社
區，推動居民及學生實踐公民義務。

15,300

189.

綠色之旅

讓參加者感受大自然的優美。

51,040

190.

認識新界的文物及生態 西貢北潭涌

讓市民對新界文物古跡及生態環境的保護
工作，有更深刻的了解和重視。

69,856

191.

「理想公民多面睇」活動
系列

使推動者及參加者相互地增加公民的意
識，了解公民的權利、責任和對社會的重
要意義。

39,4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69,300

192.

「I.T.小公民」關注社會
培訓系列

培養兒童及青少年運用資訊科技關心社會、提
升兒童及青少年對香港之歸屬感、讓「小公
民」發揮所長，實踐所學的知識。

193.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reating the Future"

To educate & enhance primary &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70,000

194.

攜手共創新紀元

向社區人士提倡公民教育，培養公民意
識；鼓勵青年人創作；推動各學校推行公
民教育遊戲活動。

68,000

195.

四海情牽八月天之譜出中
華新世紀

讓內地、台灣、澳門及香港的學生，有機
會對彼此所屬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
學術等各方面進行溝通及交流。

200,000

196.

救救地球環保行動

加強村內居民對環保的認識。

28,250

197.

「2000 年校園壁畫創作
計劃」

提高學生對壁畫的認識及興趣。

26,600

198.

聯校音樂交流營

加深同學對音樂的知識及興趣，小組亦希
望多介紹中國音樂，使他們對中國傳統文
化更多的認識。

11,000

199.

「香港是我家、齊來認識
基本法」嘉年華

讓市民更了解基本法，從而對自己身處的
香港，進一步明白我們應有的權利。

25,000

200.

救救地球之塑膠回收大行
動

(1) 提升區內人士的環保意識；(2) 鼓勵區
內之學生參與及響應循環再造的重要性；
(3) 透過展覽及問卷，提高青少年對環境保
護的認識；(4) 鼓勵居民善用及減少用塑膠
用品；(5) 讓居民親身參與回收活動。

61,950

201.

“千禧選舉齊參與，和諧
社區 手創”–職工參與
千禧年立法會選舉推廣計
劃

探討本區職工狀況並引起關注社區事務；
推動職工積極參與千禧年第一次特區選
舉。

69,360

202.

「融入社區、共創未來」

協助新來港學童融入社會，讓本港青年設
身感受到他們在生活遇到的真正問題，學
習如何伸出友誼及互助互愛之手。

47,6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203.

「情繫香港」弱智人士公
民權利及義務教育計劃

讓弱智人士提升自尊感；讓他們認識自己的權
益，培養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提升對香港的歸
屬感。

204.

社會多面體

讓學生了解弱勢社 所面對的因境及其背後的
成因；了解香港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發展。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35,590

12,000

C o mmu n i t y Pa r t i c i p a t i o n S c h e me 2 0 0 1 / 0 2
Non-approved Projects
Name of Projects

Appendix II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1.

醒目公民計劃

推廣「基本法」及人權法治概念；透過讓長者討論時
事新聞，使之關注香港社會發展，提升他/她們的公民
意識。

15,430

2.

愛心之旅

將「義工服務」的概念及關懷有需要
廣給社會上不同人士。

體的訊息，推

90,000

3.

第 一 屆 天 水 圍 區 促進義工與服務對象建立關係，透過義工籌劃及帶領
義 工 聯 席 — 「 青 一連串活動，協助服務對象學習正向的行為和認識自
蔥 歲 月 」 兒 童 成 己的情緒。
長支援網絡

40,900

4.

不一樣的世界

透過與智障兒童溝通，使參與之義工學習關心社會上
的有需要人士。並希望籍此推廣義工服務予香港的新
一代，以鼓勵他們的參與。

30,700

5.

〈 親 子 同 參 與 〉 推動學生及家長參與義務工作，促進親子關係之餘，
義工發展計劃
亦能帶動他們參與和關心社會事務，培養成為盡責的
公民。

70,000

6.

香 港 傳 奇 創 作 比 鼓勵青少年透過多媒體應用發揮創意空間，推動青少
賽
年認識和重視本地文化，培養對植根香港的歸屬感。

66,710

7.

回蔭谷綠化工程

培植 500 棵樹苗，綠化山林大地 ，讓參加者學懂珍
惜大自然的一草一木，藉此體驗生命的可貴。

19,100

8.

有舞得交流

鼓勵大專學生及現職教師學習中國舞蹈，協助在社區
推廣中國舞蹈藝術，提高對中國舞蹈文化的興趣，加
深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

29,800

9.

聯 校 義 工 訓 練 計 鼓勵青年人參與義工行列，服務社會及關懷有需要之
劃
人士，並將切身體驗與人分享，使義工精神得以有效
延展。

30,020

10. 「 與 時 代 對 話 」 鼓勵青少年認識青少年權益及法律；培養青少年獨立
計劃
思考、社會分析及表達組織能力。

78,4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推廣義工服務，培養青少年的社會責任感；呼籲年青
人遠離毒品；協助戒毒青年重新面對新生活，擴闊其
眼界和社交圈子，建立自信心。

14,500

12. 超 凡 義 工 創 建 工 培養青少年關心別人、關心社會的公民意識；啟發青
程
少年的創意思維，培訓人際相處的技巧；推廣青少年
義工體驗。

78,330

13. 青 年 關 社 暨 義 務 提升青年人對社區的認識、了解社區需要及增加其公
工作培訓計劃
民意識的義務和責任。

28,400

14. 『 行 、 心 耀 國 透過教材套的製作，使青少年能了解祖國行政區域的
情』---龍土呈真
劃分及各省市的資料。

60,000

15. 「 龍 行 大 地 神 州 讓香港青少年學生體驗中國粵北同胞生活；反思個人
情」活動計劃
豐裕的現代化生活和價值觀；提升個人對中國的認同
感。

79,070

16. 公民意識 DIY

培養青少年關心自己、別人及社區，從而加強青年人
之自覺性，發展個人潛能；培養青少年人參與社區，
服務人 。

19,500

17. 齊創義務新紀元~ 為欠缺公民責任及情緒智能較低之兒童，針對他們皆
建設好香港
需要學習情緒智能(EQ)，達至與人有和諧之人際溝
通，回饋社會；為建立及維持美好香港負上自己公民
責任。

30,040

18. 識法守法新人類

本服務以提升青少年及社區人士對法律條文的認識，
增加青少年對守法觀念的醒覺，以達至法治精神的執
行。

68,950

19. Take Action 青年 給予青少年一個嶄新的義務工作經驗，發揮個人領袖
義 務 工 作 體 驗 交 才能；推動青少年關注本港及國內社會服務，培養服
流計劃
務社會精神，並且支持弱勢社 的需要。

70,000

20. 「 跨 代 共 創 新 理 透過活動讓長幼互動，從接觸中增加彼此了解，促進
情」計劃
跨代間之關係。給予長者機會，發揮其個人的潛能，
繼續貢獻社會。

15,000

21. 長幼同心顯姿彩

讓耆青義工互相合作，彼此學習及交流，並體驗義務
工作意義和價值，達至合作精神；鼓勵社區人士關心
體弱及有需要的長者，倡導「敬者、愛老」風氣。

21,570

22. 基本法大笪地

提升長者對基本法之認識，並向其他社區人士推廣。

5,354

11. 畫出彩虹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透過一連串訓練，使參加的義工不但可以增強自信心
外，而且更可服務社 ，並且在過程中，學懂如何照
顧自己及照顧別人，幫助別人所帶來之滿足感。

83,000

24. 人 權 法 治 在 龍 城 向居民灌輸人權法治的常識，讓參加者可以將概念轉
巡迴展覽
化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12,400

25. 社區關懷顯愛心

43,000

23. 半邊天計劃

透過活動教導年青人關心長者。

26. 「 關 懷 耆 英 我 做 培養年青一代理想公民質素；協助其履行公民責任，
到 」 青 年 義 工 培 推廣義工服務；鼓勵學生除了學術上之修為外，亦需
訓計劃
加深對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認識和重視。

32,000

27. 長 者 安 居 計 劃 之 讓長者認識自己的重建安置權利及居住權利；增加對
〈家在觀塘〉
區內長者居所了解，有助於清拆時可以實踐其選擇居
所的權利，協助長者安享晚年的生活。

10,900

28. 「 健 康 家 庭 好 公 推行地區社教育活動，提倡公民教育需要由個人認
民 」 小 冊 子 製 作 知，修身及庭教育做起，從而培育子女成為好公民。
及社區教育活動

70,000

29. 齊創社區好公民

加深參加者對中國文化傳統之認識及重視，推動參加
者關心個人權益，關注社區問題，提升公民意識，認
識公民權責，培養理想公民素質。

55,530

30. 共建健康社區

透過公民教育，加深社區內居民對建立「健康社區」
的公民意識，包括環境 生及個人 生。

60,650

31. 社 區 齊 清 潔 ， 美 讓參與的義工及社區人士能夠在認知、態度上獲得正
好家園你我創
面的訊息，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加入「清潔社區」
的行列，提升個人對社區的歸屬感。

76,500

32. 「 生 命 無 限 紛 」 讓少年人感受生命拼搏的力量，了解及認識生命的重
體驗計劃
要，從而愛惜自己的生命，提升對生存、尊重別人的
基本人權概念。

64,240

33. 「義工無彊界」~ 以傑出義務工作計劃為比賽，推動創意及成效兼備的
傑 出 義 工 服 務 計 義工服務計劃。
劃競選

70,000

34. 國際義工年 2001- 嘉獎默默耕耘的義工及義工小組，提升公民素質；鼓
傑 出 義 工 獎 勵 計 勵家長及家庭成員了解義工的服務內容及對社會的貢
劃
獻，進一步給予義工支持及肯定。

72,1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理想長者公民的培育、長者之社區參與、終身教育風
氣之推廣。

91,300

教授長者電腦知識，向社會人士推廣終身學習的意義
及重要性，以長者導師教育長者，可增強長者學習信
心。

102,060

37. 「 長 者 權 責 」 推 給長者灌輸正確的權利與責任意識，提高長者對社會
廣計劃
責任的承擔和認同。

46,946

38. " 香 江 歲 月 " 義 工 讓參加者更加認識中國文化傳統對香港以往生活的影
服務計劃
響，鼓勵區內市民認識香港在人權法治的歷史發展。

45,000

39. 情繫鄉寮

喚起寮屋居民及社會人士對寮屋之關注，盡公民責
任。

75,650

40. 「I.T.人好公民」 強化青少年對好公民的義務和守法的責任感，提升青
活動計劃
少年面對誘惑時的自制力，提供青少年遇到問題時尋
找幫助的渠道。

35,840

41. 公民大使

促使青少年明白及反思正確的公民責任，藉以培養良
好公民素質，盡上公民義務。

70,000

42. 龍 的 文 化 、 睇 真 喚醒社區人士關注中國文化和傳統，提高青少年及社
D
區人士對中國文化和傳統內容之認識及興趣。

31,050

43.

培養小朋友關心社會、注意公德、加強香港人香港心
的內聚力。

30,000

加深市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和重視；提升參加者
對中國歷史、禮教方面的意識灌輸。

12,000

增強參加者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和重視；引起參加
者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加深對民族感情。

20,625

46. 「 知 權 履 義 響 全 認識香港的基本公民權利；提倡公平、公正、廉潔的
城」計劃
法治精神；及強化人人知權守法的責任。

36,300

47. 新界圍村多面睇

喚起學員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欣賞，並培養他們主動學
習精神，訓練他們蒐集資料、觀察、分析和表達的能
力。

5,205

48. 社區關懷獻真情

提倡敬老扶幼，建立關懷社區。

40,400

35. 「 共 創 香 港 終 身
教育新里程」計
劃
36. 「 長 者 穿 梭 資 訊
無限」計劃

策

力為公益

44. 「 龍 情 大 地 」 文化教育推廣計
劃
45. 「 愛 國 愛 港 」 新人類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49. 好公民由我做起

讓參加者認識到什麼是公民教育；從而更關心及認識
一般的社會事務，認同公義與法治精神、以及培養他
們對國家及居住地方的歸屬感。

25,300

50. 社科節

提高同學對社會事務的認識及關注，加強同學的批判
性思維和獨立思考能力。

1,000

51. 聯 校 義 工 領 袖 培 提升青少年公民意識，服務社會；培訓青少年義工領
訓營 2001
袖。

20,000

52. 同 一 「 天 」 空 提升居民對社區的認識，加強居民對地區的歸屬感，
下 ， 共 建 「 澤 」 培養互相關懷及照顧的美德，發掘地區義工及青年領
善新社區計劃
袖。

70,000

53. 香港新世代

探討青少年的社會意識程度；鼓勵青少年關心社會事
務；提升青少年的人權意識及自信心；擴展青少年的
世界視野。

151,450

54. EPS - 義辦事

強化青年人和兒童對義務工作的了解和認識，分享助
人的樂趣，並從活動實踐中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和滿足
感。

32,000

55. 菠 菜 炒 荷 蘭 荳 拌 強化兒童、青年人及社區人士的綠色意識及社會責任
青咖哩汁
感。

41,000

56. 親子暖流傳寒冰

藉親子義工收緊彼此隔膜而建立緊密親子溝通，達至
更加互相認識及諒解支持。將愛心、關懷推廣給不同
背景家庭系統的社區人士。

62,750

57. 「 少 年 心 ， 香 港 培養少年人具有理想的公民素質，開拓空間予他們參
情 」 公 民 教 育 之 與香港事務。希望少年人以「主人翁」的身分介紹及
旅
宣傳他們眼中的香港。

70,000

58. 「 舊 史 新 人 新 作 讓青年人親自去認識了解中國文化，可為香港延續中
風 」 探 索 及 參 與 國歷史及文化的寶藏。培養青年人對中國及香港的感
計劃
情。

70,000

59. 『 小 社 區 、 大 社 培育參加者留意香港社會時事的自發性；提升參加者
會 』 公 民 責 任 體 對「關心及參與社會事務」的認同及信心。
驗計劃
60. 穿梭神州三千載
加深兒童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和重視，培養對中華
民族的歸屬感。

25,500

47,5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61. 香 港 小 童 益 會 推動青少年及社區人士關注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及推行
青 少 年 義 工 環 保 有關環境保護的工作。
推廣計劃

140,880

62. 青 衣 區 小 學 聯 校 學習義務工作的概念及工作技巧，提供機會讓參加者
義工網絡
服務區內有需要人士，加強區內小學間的聯繫，推廣
義工服務精神。

99,700

63. 「 為 我 中 華 」 青 發掘個人獨特能力及領袖質素，從而提升公民之素
年 領 袖 西 安 交 流 質 ; 實行關心他人之公民責任 ; 發揮關心社會及國
實踐計劃
家發展之責任感。

244,230

64. 公 民 素 質 ： 從 小 組織兒童從他們的角度了解不同的社會狀況與兒童發
做起
展的關係；訓練其獨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發揮他們
的創意，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己見和感受；鼓勵家長參
與。

100,000

65. 「人權」小先鋒

26,200

使區內學生明白到人權的概念及自己應有的權益。

66. 拉 闊 關 懷 社 區 大 認識及關心自己的社區，表達對社區的看法及感受。
行動

30,580

67. 濃「龍」的心

認識中國原有的優良傳統及文化特色和民族特性 ，
表達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印象及意見，加深參加者對中
國文化傳統的重視。

49,800

68. 「 新 世 紀 伸 關 組織區內青少年及婦女為義工，讓其聯繫及服務區內
懷 」 義 工 服 務 實 的獨居長者，藉此對社區產生歸屬感，加強對人的尊
踐計劃
重，正化人的價值，建立關懷的社區。

47,300

69. 扶弱 解困 － 關 鼓勵弱勢社 積極參與，自我增值，投入義工服務，
懷社區行動
發揮個人潛能，提升個人自信及價值，讓社區人士對
弱勢社 有正面認識。

38,800

70. 長 者 政 策 雄 辯 擂 由長者鼓勵年青人從不同層面去瞭解長者政策對他們
台
將來的影響；由長者擔任義工，發揮潛能，繼續貢獻
社會；讓長者能擔任自己的發言人，向決策者反映意
見。

106,925

71. 「 禮 貌 球 員 」 訓 讓參加者學習情緒控制及衡突處理、建立互相尊重、
練計劃
和平相處及有「禮貌」的體育精神、宣揚非暴力、重
技術及球品的體育精神。

36,62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72. 「 戲 劇 新 人 類 」 提升青少年關心社會事務的意識及鼓勵他們勇於以話
關 社 時 事 演 藝 員 劇表演，表達自己對社會事務的意見，並感染其他青
訓練計劃
少年，關心社會。

69,280

73. 民 意 心 聲 話 你 知 鼓勵市民對社區事務、社會政策多些討論，表達多些
計劃
意見；加強市民問政及問責的意識；促進市民關心香
港特區事務，培養積極的關社態度及參與社區建設。

21,130

74. 「 公 元 廿 一 」 荃
灣新公民創造計
劃
75. 青年倡導者 III —
「公民權責發現
實錄」

培養市民的公民素質，增加參加者對社區的參與及投
入，培養公民意識。

69,610

使青少年關注公民權責，掌握何謂公民權責，有所反
思，及去嘗試剖析公民權責的意義。

70,000

76. 闔 家 共 創 美 麗 人 加強對區內一些弱勢社 之認識及關懷；一家人共同
生 -- 家庭義工培 參與義工服務，加強家庭成員之溝通，家長更親身教
訓計劃
育下一代如何關懷社區。

11,000

77. 「 同 心 同 行 」 公 鼓勵及推動殘疾人士家長作義工，促進社會人士對殘
民教育推廣計劃
疾人士的認識和接納，讓殘疾人士的家長有更多機會
參與公民教育之工作，提升家長的個人自信及互助精
神。

99,800

78. 親親長者大本營

發揚中國敬老慈幼、重孝重德的傳統文化及提供機會
給青少年、婦女及長者加深彼此了解，以消除固有的
成見和隔膜，讓他們達至「老有所為」。

51,250

79. 齊 來 認 識 祖 國 歷 透過戶外參觀活動和閱讀課外書籍，加深學生對我國
史文化傳統
歷史文化傳統的認識和重視，從而提高理想公民素
質。

6,500

80.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嘉 宣揚中國文化傳統，推動市民了解、熱愛中華民族數
年華
千年國粹。

149,000

81. 「 龍 情 牽 」 青 青 透過本地及國內農村義工活動，讓青少年有機會服務
少 年 義 工 發 展 計 社會，關心社會；並藉著活動，擴闊他們的視野，直
劃
至願意為社會服務。

49,060

82. 粵 北 山 區 之 旅 - 希望同學能認識及了解國內貧乏的農村生活及學習環
清遠行
境，讓他們體會到山區學童在惡劣環境下，仍能珍惜
機會，努力不懈的求學精神。

13,3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83. 《 城 市 散 步 運 推廣散步為最簡單的個人運動; 動員大專院校、社區
動》：(1) 研究中 中心廣招義工；讓活力、歡愉、想象再次回到冷漠的
西區老鋪 (2) 荷 社區，增加居民歸屬感
里活道拼圖

85,000

84. 齊來愛地球

宣傳 4Rs 的環保訊息；增強長者對香港環保情況了
解，關注現時環境污染的問題及影響，明白須為自己
及下一代 想，從而提升他們的環保意識。

10,600

85. 生 命 教 育 實 踐 篇 主題乃為要增強「在職人士及癌症病人家屬」認識現
之「以終為始」
有的社會資源，強化癌症病人的照顧和支持。

71,000

86. 生 命 教 育 實 踐 篇 主題乃為要增強「在職人士及癌症病人家屬」認識現
之「吾愛吾家」
有的社會資源，強化癌症病人的照顧和支持。

121,000

87. 「 童 」 聲 同
「戲 」 － 關注
「童黨」問題青
年錄像創作比賽
88. 紀念抗日活動

透過錄影拍攝，令青年了解「童黨」問題及其禍害，
並建立積極健康的人生觀，提高健康公民意識。提高
有意義之活動，提高青年之創意及藝術思潮。

112,000

透過活動，教育本港青年不要忘記歷史教訓，並鼓勵
他們要多關心社會、國家及國際發生事件。

10,650

89. Leader-in-role：K 讓學員把對毒品的認知，投射在表演上，從而感受和
仔走天涯
領略箇中禁毒的訊息，並且參與過程中，家長和子女
一起經歷，達到親子效能。

98,325

90. 情 繫 東 區 — 領 袖 加強市民對區內資源的認識和貢獻，強化個人的公民
義工推廣計劃
責任和權利，喚醒市民多參與社區的義務工作、關心
社區事務及援助需要關懷或協助之人士，強化個人品
格修為和公德心。

14,000

91. 公民大使

向居民灌輸公民意識；以公民大使作為主題，在屋苑
內推行各項公民教育活動。

60,000

92. 情繫中華

加強大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和興趣；讓參加者傳
統家庭倫理觀得以內化，將之應用促進家庭和諧；讓
青年擴闊視野，體驗堂地生活和習俗，增加他們對中
國文化認識的興趣。

68,060

93. Green Net 綠色網 活動主題是教育區內人士提倡環保意識，由小學生開
絡
始教導環保的重要性，繼而招募青年義工籌辦環保活
動，再而向區內各人士宣傳環保意識，發揮網絡成
效。

12,600

Name of Projects

94. 公民意識遍靈實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希望院舍同工及其家人，院友及其家屬，在參與的過
程當中，能夠學習公民意識，從而能在生活當中實
踐，並推己及人，讓身邊的朋友亦能認識到公民教育
的重要性。

25,000

95. 明 心 義 工 隊 — 認 認識祖國、服務他人。
識祖國之旅

70,000

96. 公民教育百分百

增強學生對國家之認識；鼓勵參與義工服務，從活動
設計、籌辦推行及事後評估中獲豐富得著；勾劃廣東
省各地與香港地區人民、文化及生活方式之異同、增
加了解。

16,000

97. 人人齊上公民課

透過是項活動，使市民親身體會大自然的可愛、加強
對環保認識，親自做好環保工作。初步了解“基本法”
及施行基本法之實例。

5,700

98. 「 愛 心 耀 天 平 」 提高區內婦女及兒童對社區事務的關注，建立對社區
社區關懷計劃
的歸屬感，達至社區照顧的理想，發揚鄰舍守望相助
的精神，故特舉辦「愛心耀天平」社區關懷計劃。

39,500

99. 「 拉 闊 少 年 」 計 提高區內人士對社區事務的關注，建立對社區的歸屬
劃系列
感，並積極關注區內處於不利環境的青少年，達至社
區照顧的理想。

69,180

100. 積極人生傷健路

透過講座，讓傷殘人士分享其在融入社會時面對困難
及克服的經驗，以鼓勵年青一代積極人生；向小學學
生推廣傷健共融訊息。

26,700

101. +01 小 領 袖 訓 練 藉此活動來灌輸正確價值觀和人生觀予區內小學生，
計劃
加強他們的責任感及公民意識，學習紀律和領導才
能，成為出色的領袖，成為社會的楝樑，貢獻社會，
踏上正途。

31,000

102. 旭日計劃

提升青年人「奉公守法」的意識，透過是項活動讓年
青人更深入體會到犯罪後付出的代價，藉以抗衡罪惡
的誘惑。

70,000

103. 青 苗 計 劃 之 小 義 透過義工培訓活動增強弱智，弱能或自閉症兒童的自
工培訓計劃
信心，訓練社交溝通技巧及關懷長者的意識；透過親
子活動協助家長掌握教導弱兒的技巧。

5,440

104. 金 星 義 工 關 懷 先 發揚老人義工服務 的精神；提高義工的自信心及有
鋒
用感；提供服務給兩間護老院，表達對他們的愛意。

11,34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105. 「 長 幼 齊 齊 玩 」 鼓勵長者對社區作出貢獻，服務社 ，充實晚年生
長 者 義 工 服 務 計 活，協助其他長者紓緩照顧孫兒壓力，並提供有益身
劃
心康樂活動予其孫兒；讓長者與家人知道彼此照顧孫
兒或子女的壓力，增加彼此的溝通。

9,400

106. W o r k s h o p s

The project aims at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teachers, parents, members of mass media as
well as teenagers to review and recognize
adverse effects of teenage sexual activities.

37,520

107. 「 香 港 有 窮 幫助同學探討香港的貧窮現象，以建立同學優良之公
人﹖」體驗營
民素質，貢獻社會。

68,200

108. 社區放大鏡

如何做到一個好公民；提升長者之生活質素，使長者
能享有一個積極，豐盛的晚年。

19,100

109. 義工服務推廣月

鼓勵學生參與義工服務；增加學生對社區了解；增加
學生、市民對基本法認識和了解；協助新來港學生融
入社會，提高自信，做個好公民。

12,000

110. 「 共 同 的 家 園 」 透過攝影比賽及展覽，喚起市民關心所住社區，共同
攝影比賽及展覽
改善社區環境，履行公民責任。

70,000

111. 我有份建國

藉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52 周年，重溫我國的歷
程、及讓長者分享他們曾為建國所付出的努力，從而
鞏固長者的公民意識，及進一步把愛國愛香港的訊息
傳至下一代。

5,200

112. 暑期靜思親子營

建立良善的親子關係及師親間的默契，為孩子的道德
涵養，構築健康的環境；大手牽小手，一起來成長。

60,000

113. Get in Gear,
Volunteers

To train the students to have the personal
growth, Develop their leadership, and equip
their skill on the volunteer work to serve the
Community.

116,350

114. 雙 職 父 母 的 角 培養良好的環保意識，共建美好的香港，為未來新一
色 — 「 環 保 精 代樹立好榜樣，使成為一個好公民。
神」由「家庭生
活」開始

46,525

115. 西寧愛心之旅

78,600

on
Sex
Education
and Civic/Legal
Responsibilities

到西寧市兒童福利院探訪，喚起香港青年對弱勢社
的關心、培養他們踏實正確價值觀、促進他們對中國
偏遠地區的認識、體現當地的社會福利服務形式。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116. 「 義 從 中 來 」 義 豐富學生對義工服務的認識，教導他們掌握基本的宣
工訓練
傳推廣義工服務知識；鼓勵學生學習與實踐並重，透
過自行籌辦展覽，將所學應用；推廣義工服務，令廣
大市民認識義工意義。

51,070

117. 「 自 強 自 立 創 新 為使新來港婦女提早脫離困境，必須首先幫助她們建
天 」 — 新 來 港 婦 立積極人生，融入社區，爭取平等，自強自立創新
女交流研討會
天。

15,750

118. 揮 春 接 福 ‧ 鐘 聲 加深市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和重視；推廣長者義
呈祥
工服務，鼓勵長者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培養積極人生
觀念；建立長者形象，落實「老有所為」政策。

5,645

To promote interest in science among Hong
Kong
Students.
To
recognize
science
achievement in HK.

32,000

Improve HK students' English standard and
student's quality

70,000

119. T h e H o n g K o n g
Secondary
School Science
Quiz 2001

120. S u m m e r
English Course
Scholarship

121. 公 民 教 育 嘉 年 華 提高公民意識，反高空擲物。
會

63,850

122. 香 港 與 國 內 交 流 考察內地與本港社會福利服務的異同及交流兩地青年
計劃
義工志願服務經驗。

33,350

123. 清 潔 香 港 我 做 得 透過簡單教導解釋垃圾蟲對環境的影響，及實踐清潔
到
香港。

5,000

124. 彩 虹 新 「 同 」 類 協助本港初/剛踏足同志社 的年青人認識，接納及肯
服務計劃
定自我，並透過實踐不同的服務，幫助有需要的長者
及殘疾人士，以回饋同志社 及社會。

69,720

125. S o c i a l S e r v i c e

In order to develop students' potential and
promote integration, different social services
are arranged for them.

10,960

126. 個 人 私 隱 齊 尊 推廣尊重及保障個人私隱的意識及加深市民對僱傭範
重 ‧ 勞 資 關 係 更 疇中與個人資料有關的法定權利及義務。
共融

52,000

Project for
Junior
Secondary
Students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127. 賀 中 秋 慶 ‧ 國
慶‧燈謎及歌唱
晚會
128. 基 本 人 權 之 生 活
四重奏

與街坊賀中秋、慶國慶；促進街坊、工作人員對中國
文化及祖國國慶認識了解。

32,000

讓會員及社區人士認識基本人權；從中理解法治精
神，做個遵守法紀的好公民。

70,000

129. 同慶回歸四週年

讓市民認識香港回歸是一個值得慶賀的日子；在本地
社區推廣《基本法》；鼓勵市民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57,000/
87,000

130. 訪古索源話香江

加深長者對香港歷史及傳統文化之認識。

14,500

131. 傷 健 平 等 展 才 華
之傷健家庭樂淘
陶
132. 「 傷 健 愛 心 展 姿
采」弱能人士外
展服務

推廣傷殘人士有其能力和成就，以及向公眾人士傳遞
「傷健共融」的和諧訊息。

40,000

讓聽覺受損的義務工作者了解自己的潛能外，更學會
如何面對及推廣義工服務。

7,750

133. 回 饋 祖 國 ﹙ 廣 西 使學生及家長有機會參與扶貧義工服務，建設祖國，
賀州希望工程﹚
回饋祖國。

18,000

134. 開心就在咫尺

鼓勵在香港工作的性工作者學習陪養正面的價值觀，
並以積極態度看待等物；鼓勵她們主動尋求社會資源
及實踐公民責任，提倡一些有關處理情緒的好方法。

32,660

135. “ 公 民 教 育 ”Fun 為區內人士宣傳公民責任、鼓勵市民多參與義工服
Fun Fun
務，及履行其公民責任；為你、我公民活動齊參與。

34,000

136. 清新縣考察團

18,700

讓學生親身觀察體驗中國現況；引領學生比較中國城
鄉文化，生活模式及發展的差異；培養學生主動學習
及分析批判能力；及服務中國農村學生。

137. 《 你 我 認 識 公 民 認識公民責任，組織青年義工來參與計劃活動。
教育》填字遊戲

40,500

138. 貫穿 3D 動感 之 加強青少年關心社會的情懷，對香港一些景點的背景
都
知識作親身體驗，培訓年青人的創意思維和主動性。

7,875

139. 自尊感提升系列~ 提升學生自尊感及自信心；培養學生對香港的歸屬
「 關 懷 小 先 鋒 」 感，體驗公民責任及義務。
義工參與計劃

42,850

Name of Projects

140. Scarf Knitting for
the Elderly in
Winter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To convey concern to elderly by encouraging
volunteers to knit scarf and pay visits to them;
to echo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Volunteers.

4,200

141. 暖 流 行 動 之 健 康 通過培訓義工課程，增強自信，提高服務社
生活日
增強義工服務，鼓勵人人參與。

意識；

31,300

142. 龍 情 化不開 ~~ 國 讓參加者認識及體驗中國的教育模式及培養人才的方
內親子交流活動
法，加深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和重視。

81,400

143. 義之初體驗

提供義工訓練及服務社 的機會，培養其責任感及對
社會的承擔，提高他們的自信及自尊感。

9,300

144. 長青話劇巡迴演

提供機會讓長者親身經驗參與義務工作；發揮老有所
為的精神。

23,000

145. 勞 工 權 益 巡 迴 推 向在職人士及普羅市民介紹及闡述勞工法例及權益。
廣活 動 － 打工
仔權益知多少

69,600

146. 龍城社區透視鏡

認識、了解及實踐在所屬的身分之公民權利與責任；
增進長者對社區資源的認識。

21,500

147. 隨身寶盒

鼓勵婦女消除心理障礙，遇到困難，願意主動求助；
教導她們善用社資源。

56,250

148. P u b l i c

To take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le pet
ownership
to
the
community
at
large
particularly the youth.
Respect for life
begins with concern for animals.

70,000

向區內不同年齡組別的居民宣揚公民教育意識。

19,790

Education Road
Show
Responsible
Pet Ownership

149. 公民教育在屯門

150. 校 園 幹 探 易 合 一 藉著互動形式的小學巡迴，令同學更容易了解及認同
之〈2001 垃圾桶 一些基本的公民責任及意識。
奇案〉（小學巡
迴）

98,000

151. 「 建 樹 香 江 、 愛 培育青少年學生對中國民族歷史文化的認識和鼓勵學
我 中 華 」 — 青 少 生們履行公民責任。
年互動文化交流
成果分享匯展

73,0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152. 「 認 識 國 父 孫 中 認識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生平及革命事蹟，讓學童瞭解
山 先 生 」 公 民 教 近代中國的發展；孫中山先生偉大的人格，學習其不
育計劃
折不扣及愛國的情操； 提升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及歸
屬感。

58,000

153. 義 工 服 務 巡 迴 展 向社區人士推廣義工服務；招募社會熱心人士加入義
暨 義 工 招 募 大 行 工行列。
動

19,850

154. 融 合 計 劃 之 多 點 加深學生對智障學童的了解，培養他們以關懷別人為
認 識 及 關 懷 智 障 己任的使命感；消除學生及社會人士對智障學童的誤
學童
解或偏見。

3,500

155. " 情 繫 中 國 心 " 家 加強青少年對祖國歷史和現況的了解。
庭及青年義工訓
練活動

69,600

156. 各 行 業 青 年 自 我 加深香港青年人對各行各業的了解；探討香港不同行
增值研討會
業的發展前景；促進不同行業在職青年的經驗交流；
鼓勵青年人積極地承擔建設美好香港的公民責任。

70,000

157. 原 始 野 外 訓 練 ： 協助參加者更積極的投入工作，發揮潛能，並加強與
提 升 自 信 心 ， 做 人溝通的能力，使能有效履行公民責任，貢獻社會。
個好公民

4,480

158. 息息相關基本法

推廣及介紹基本法。

42,035

159. 香港福建一家親

使文盲的福建長者能識寫自己的姓名、地址與電話；
使福建長者能知道香港的發展；增加福建長者對社區
生活的歸屬感與認同；提高福建長者的自我價值觀
念。

6,500

160. 勞 工 、 政 治 權 利 調查香港工人對勞工及政治權利的認知情況；向工人
多面睇
宣傳及推廣勞工權益和政治權利。

77,000

161.

推廣義工精神、加強參加者對居住社區的關懷、推廣
積極晚年的精神。

32,100

162. 天 安 門 母 親 運 介紹過去幾十年來人民爭取民主人權的歷程與掙扎，
動 —— 「 政 府 不 並且會以這些事件帶出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的討論，
可免責」教材套
還會介紹相關國際人權公約、國際法中普遍關懷人權
的基本資料。

37,100

英愛心傳萬家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163. 認 識 基 本 法 嘉 年 培養市民對認識基本法的興趣；解釋基本法對香港的
華會
重要性；由淺入深，講解基本法中的要旨及扼要內
容。

50,000

164. "SUPER V"計劃

推廣義工服務，鼓勵人人參與，包括小學生，婦女及
長者；推廣「敬老‧愛心」精神，讓長者感受社區人
士的關懷，而社區人士也能履行公民責任，達至社區
照顧的目的。

75,100

165. 公德處處聞

透過活動，宣揚公德心在社會及地區上之重要性。並
教導市民從小開始養成培養公德心之公民意識。

50,750

166. 燃 亮 愛 心 大 行 動 透過服務同時亦提供機會給予義工與長者、傷殘人士
暨嘉年華(義工嘉 合作和交流，以激發彼此自強不息，將愛心感染他
許典禮)
人，活出積極人生。

54,030

167. 生 之 初 體 驗 — 北
京、上海考察之
旅
168. English Course for
Newly Arrived
Children

培育學生延續中國文化的思想，啟發學生抱著自強不
息的態度、有裝備自己的信念。

50,800

It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our students to
contribute their talents to the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ir homeland; It allows the Newly
Arrived Children to learn and improve their
English.

26,000

169. 『 清 潔 香 港 迎 新 透過是項活動，既可發掘他們的創作潛能，又可給學
歲 』 暨 清 潔 香 港 生們一個有意義的活動。
掛曆創作比賽及
幼兒填色比賽頒
獎典禮

13,300

170. 『 開 心 禮 讓 顯 溫 使學童從小認識尊敬長者及關心別人，是我國文化的
情 』 暨 心 意 咭 創 美德；透過是項活動，既可發掘他們的創作潛能，又
作 比 賽 及 幼 兒 填 可給學生們一個有意義的活動。
色比賽頒獎典禮

13,300

171. 中 國 民 間 藝 術 繽 推動中國民間藝術活動；透過參與藝術活動加深認識
紛樂
和培養市民對中國民間藝術文化興趣；使中國傳統的
民間藝術更加絢麗多彩。

69,880

172. 時 事 政 策 全 面 大 培養理想公民素質，鼓勵參加者履行公民責任；增加
搜查
渠道讓青年人更直接了解會事務及政策；讓他們更了
解現時的社會政策。

64,3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藉著一連串活動及義工訓練，喚起區內居民對環保的
關注，積極提倡及推廣環保意念，提高區內居民公民
意識，以履行其公民責任。

18,950

174. 「 義 氣 仔 女 」 以一系列的義工訓練、講座、實習、反思及交流分
Project V, Youth 享、加強青年人的社會責任感及同情心，亦配合國際
Volunteer
義工年，培訓青年人自發地組織義工活動。
Training Scheme

101,500

175. 一封利是千層意

透過活動，希望參加者能加深了中國文化「利是」的
意義，認識利是的變身與影響，並洞識利是封外型及
圖文設計演變。

63,100

176. 荃 灣 義 工 話 劇 團 加深市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和重視；推廣義工服
之 齊 心 攜 手 傳 務，鼓勵人人參與。
「孝道」

33,770

177. i-future + + —青 讓年青人學習如何紓緩精神壓力；讓年青人了解精神
年 人 積 極 人 生 觀 健康的重要性；建立正面的人生觀。
「培訓」及「實
踐計劃」

119,600

178. Cyber Children on T o e m p o w e r c h i l d r e n t o p r o m o t e c h i l d r e n
rights; To train young leaders to spread
Top of the World

127,480

179. 新 來 港 青 年 公 民 了解新來港青年公民意識問卷調查；推動新來港青年
意 識 調 查 暨 參 與 積極參與社區事務。
社區事務培訓班

69,450

180. 新 來 港 婦 女 公 民 區內新來港婦女公民意識問卷調查；區內新來港婦女
意 識 調 查 暨 參 與 參與社區事務培訓課程。
社區事務培訓課
程

68,700

181. 中國文化新力量

增強社區人士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尊重；增加兒童對中
國文化的認識；讓少年義工學習籌組及策劃活動；增
強社區人士對傳統文化的了解及重視。

107,216

182. 無 限 創 意 畫 順 利 推行親子活動，宣傳和提高區內居民對本區之歸屬
繪畫填色比賽
感。

12,410

173. 綠色巡禮

children's voice and wishes in a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means to prevent abuse and
neglect.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183. 你 都 做 得 到 ！ 認識何為傳媒操守及責任；讓參與者了解香港的傳媒
《 傳 媒 教 育 》 大 問題和現況；培養參加者建立獨立思考能力，訓練他
使義工計劃
們持多角度的眼光批判現今的傳媒問題。

77,800

184. 「 公 民 號 」 列 車 使參加者了解立法、執法的程序及認識基本法；了解
- 探知之旅
各政府部門的工作及各司長的職務；提升參加者的公
民意識及責任；實踐公民責任、服務社 。

23,850

185. 時事問答同樂日

鼓勵參加者關心時事，留意社會動態；讓參加者行使
投票權利，明瞭投票的效用。

3,400

186. P.S.公民互動全接 目的 是透 過小學生﹙Primary Student ﹚電話輔導熱
觸計劃
線，對區內小學生﹙包括新來港內地學童﹚推行互動
式公民教育及加強其對香港社會之認識和歸屬感。

67,530

187. 愛國風

培養及加強年青一代對國家的認識並提高市民學習中
國現代史的興趣，增強港人的國家觀念及提高公民質
素。認識中國的現代史及當代發展，同時探討回歸前
後的中港關係。

136,666

188. 愛 護 環 境 ， 服 務 讓學生培養積極主動地關心時事，服務社會。本校將
社會
會以跨學科、跨學會的形式推行公民教育活動。

29,700

189. 環保新一代

培養公民素質，鼓勵市民履行公民責任﹙愛護環
境﹚，推廣跨代義務工作的概念。

72,000

190. 情 繫 祖 國 ： 西 部 考察認識陝西省，以加強對民族的認識，了解國家開
大開發考察之旅
發項目，培養關心國家發展，體驗文化差異，結識國
內學生，促進交流。

149,730

191. 中 國 法 律 電 腦 網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了解中國法律及其發展是加深
上問答比賽
市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及重視。

75,400

192. 魔 術 長 者 義 工 表 推展魔術義工表演服務，一方面將歡樂帶予孤獨苦悶
演服務
的弱勢社 ，讓眾長者欣賞神秘有趣的魔術技藝。另
一方面培養學生回饋社會的服務精神。

18,000

To enhance the participants' understanding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HK Society; to foster good
citizenship; to instill the concept of 'give and
take' and encourage participants to make
contribution.

53,300

193. 不一樣的接觸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194. 「 鄰 里 互 助 顯 關 提升香港市民的鄰里互助精神，加強大家的公民責任
懷 」 填 色 及 繒 畫 和意識，締造一個和諧互助的社會。
比賽、標語設計
比賽及嘉年華

67,000

195. “ 公 民 教 育 ” 多 教育及培育新一代為良好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
面體
盡其本份，發揮公民意義，使我們在一個美好樂土居
住感到自豪。

20,000

196. 親子義工計劃

組織家長及其自閉症子女為義工，共同參與社區事務
如探訪老人宿舍，保持社區整潔如郊外執拾垃圾等，
從而鼓勵家長關心社區，以及宣傳自閉症人士的正面
形象，獲取公眾人士的接納。

26,900

197. 「 沒 有 不 可
能」—探討視障
人士的就業機會
展覽研討會
198. 「 勇 者 無 懼 」 義
工領袖訓練計劃

培養區內人士接納視障人士融入社會，消除傷健之界
限，增進傷健人士之間的融和工作；介紹視障人士之
工作能力，讓更多市民了解他們的就業需要及決心。

22,400

讓參加者經驗個人的能力及性格的特質，加以反思，
增加他/她的自我了解，發展新一代青年，具備敢於嘗
試，態度積極及創造力的特質，履行公民責任。

19,775

199. 國 際 義 工 年 之 藉 傷殘和健全人士之合作，向社會人士推廣「傷健
「 優 秀 傷 健 服 務 融合」精神；響應國際義工年，鼓勵傷健人士共同積
計劃」表揚行動
極服務社會。

51,500

200. Smoking
Cessation Project

To enhance knowledge on the harm of smoking
and correct attitude towards smoking amongst
secondary students; To arouse awareness of the
harm of second hand smoking and to promote
healthy lifestyles.

25,000

201. 開開心心星期六

使全校師生增強對學前強能兒童的了解，帶領約學前
弱能兒童往太平山頂遊玩及到淺水灣午膳，能令彼此
加強認識與接納。

4,660

202. 豐盛人生在晚年

與老人家建立關係，認識晚年面對的困難，也讓同學
關心社會，學習助人自助，令他們在成長路中更趨向
成熟。希望老人家藉這計劃發揮老年人老有所為，從
中感受到真愛。

27,000

翠 軒 公 民 教 育 認識及增強本苑業戶及居民的公民知識及責任；增加
雙週
本苑業戶間的溝通及對屋苑的歸屬感，以維持和睦的
鄰里關係。

25,000

203.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204. 「 燃 亮 自 己 ‧ 關 藉著小組及義工服務增加學生的自尊感和自信心，培
愛別人」小組
養學生關心他人，服務社會的精神，讓其學習與別人
相處及合作時應有的態度。

9,400

205. 基 本 法 與 我 同 樂 通過有關活動組織熱心家長及青少年參與籌備、策劃
日
的工作，從而提升自我教育的本能，服務社 ，廣泛
推行宣傳教育，促進參加者對基本法進一步的認識及
了解。

10,000

206. 「 愛 心 暖 病 童 」 透過義工訓練及實踐，培養青少年義工服務精神；透
義工小組
過義工服務之進程，讓組員能增強自信及擴闊生活圈
子；讓組員明白珍惜生命之重要。

9,895

207. 「 敬 老 護 老 」 少 透過義工服務，培養青少年「敬老護老」精神；讓長
年義工計劃
者能與年青新一代有互動交流之機會；讓義工能協助
長者享受豐盛晚年，從而建立正面自我形象。

7,935

208. 牛 頭 角 的 故 事 擁有三十多年樓齡的牛頭角 即將面臨清拆，區內的
﹙小冊子﹚
每一商店，每一單位，每一棵樹及每一根草將成為過
去，印製小冊子的目的是把牛頭角 的風貌記錄下
來。

37,150

209. 郵票展覽

推廣集郵訊息，提高市民收集郵票的興趣。

13,080

210. 義工動力計劃

推動大埔區的義工服務。

30,000

211. 水 上 安 全 嘉 年 華 發揚游泳精神，提示水上安全的重要，開心愉快一家
2001
暢泳，水上活動對生活緊張來一份平衡。

35,000

212. 中 國 近 代 史 巡 迴 使年青一代對自己國家的近代歷史加深認識，從而培
展覽及講座
養民族歸屬感。

70,000

213. 義 工 同 心 為 社 鼓勵青年舉辦活動服務社區；關心中國，認識中國加
區 ， 社 共 享 樂 入世貿的前景及中國扶貧狀況，並進行實地考察活
安居
動。

27,610

214. 各 路 英 雄 英 會 進行義工心得交流及分享，並邀約幾個義工演說親身
《 義 工 交 流 營 暨 體驗，"義工服務"的吸引力，怎樣利用餘暇做服務，
頒獎典禮》
道出當義工的苦與樂。

30,350

215. 中 國 傳 統 書 法 比 使參加者有機會一展所長，與其他參加者交流學術研
賽及展覽
究；展覽得獎作品，介紹中國傳統各類型書法，加深
市民對中國文化傳統書法的認識和重視。

70,00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216. 灣 仔 區 《 基 本 提高灣仔各學校學生、各社團、各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法 》 常 識 問 答 比 及市民認識及了解《基本法》，達到向基層市民推廣
賽
《基本法》。

50,000

217. 漁 民 文 化 推 廣 及 提升市民對漁民文化傳統的認識及關注，由漁民親身
體驗計劃
推廣自己的文化傳統，提升其自我價值的肯定及自尊
感。

35,500

218. 長 者 公 民 教 育 推 增加長者對公民權益及義務的認識，加強對社區的歸
廣計劃 - 「全港 屬感；強調長者參與，實踐老有所為精神。
耆英警訊教材套
及獎勵計劃」

82,000

219. 長 者 交 通 安 全 計 讓長者擔任交通安全大使倡導的角色，推動同輩加強
劃
道路安全意識；透過活動推廣及宣傳，促進社區人士
關注長者在使用道路之特性。

70,000

220. 展翅送情懷

招募婦女義工、提供訓練、進行服務、嘉許義工行動
典禮。

51,450

221. 「 色 彩 人 生 」 青 提高自信為主線，並為區內居民在假日提供消閒的好
少 年 潛 能 發 展 計 去處，由已受訓的義工帶動區內其他人士發展與趣，
劃
善用餘暇。

58,570

222. 「 我 思 我 路 」 建 目的是讓青少年反思個人的價值觀，從而建立積極的
立 青 少 年 價 值 觀 人生態度及價值觀。
及公民意識活動
計劃

70,000

223. 中 國 文 化 與 個 人 以中國傳統文化之道，揉合現代社會生活所需，用以
素質教育計劃
提升個人的生活素質，促進人與人之間建立溝通及和
諧的關係。

32,500

224. 環保科技全接觸

促使及教育青少年建立對環保之正確觀念，加深對環
保科技之認識，提升了解香港環保科技的發展，協助
履行環保的親身體驗。

51,900

225. 龍情在香港

關心香港及祖國的發展，加深對社區及香港傳統文化
的認識。

21,180

226. 《2001 飛躍香港 發揚義務工作精神，協助年青人尋找及肯定自我，以
- 過 去 現 在 與 未 香港發展史 － 過去、現在及未來為主題，加深年青
來》系列活動
人對香港歷史及現況的認識，激發他們對香港未來發
展的承擔。

65,240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讓大專生對香港的過去和現今狀況有更深入的了解，
給予他們充分發揮創意的機會，一起構思十年後的香
港，並向大眾及政府反映，喚醒大專生對社會應有的
承擔感。

70,000

228. 第 二 屆 《 假 如 我 以行政長官這一特定角色的扮演，透過政策研究，培
是 行 政 長 官 》 系 訓計劃，走訪政府政策部門，制訂治港方略等活動，
列活動
鼓勵青少年關心，思考、探究香港的政策事務，增強
青少年的公民意識。

70,000

229. 第 十 屆 全 港 中 學 鼓勵中學生關心及留意香港的社會事務，多了解香港
生十大新聞選舉
的社會文化及建立獨立的思考能力，加強對香港社會
的承擔感及歸屬感。

70,000

230. 龍之傳說

加深市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和重視，其間亦會藉
招募青年義工參與籌組及策劃以上活動，推廣義工
服務，鼓勵服務社會。

42,000

231. 「 綠 綠 無 窮 」 之 鼓勵市民履行保護環境的公民責任。關心並共同創造
綠色行動
理想的社會環境。讓青少年義工了解香港現時的環境
狀況，及明白環保的重要性，在社區推廣環保及綠化
工作。

19,000

232. 健康生活多面睇

介紹區內，健康中心，活動中心社康護理，政府給予
的各項優惠醫療計劃，讓他們享用到社區給予的健康
保健資源，活動前會舉行講座。

15,000

233. 歷奇營

拓展營員的生活體驗，令營員明白團隊的精神的重要
及提高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應用於學業及日常生活
中。

8,000

234. 南 風 窗 回 望 暨 讓長者回顧香港過去展望未來，豐富及重整「香港印
「 香 港 今 昔 」 長 象」。此外，幫助長者認識香港回歸後，在公民教育
者攝影比賽
及文物、文化推廣的投資及發展。

6,900

235. 《 吾 同 你 玩 — 讓參者在劇場訓練過程中，能夠對別人多一份的同理
玩玩之旅》
心(empathy)，讓我們的社會多一份溫暖、讓參加者在
訓練完畢後會身體力行主動探訪不同的 體，達至社
區融和。

53,500

236. 理 想 公 民 互 勉 計 互相鼓勵的氣氛下使參加者成為自己理想中的好公
劃
民。

70,000

237. 勞工法例多面睇

69,380

227. 香港藍圖 2010

介紹勞工法例；介紹陷阱工的騙人技巧及司法。

Name of Projects

Objectives and Themes of Project

Amount of
Sponsorship
sought ($)

238. 齊 賀 義 工 年 ， 共 希望增強市民對義務工作的了解及參與。
同齊參與

78,580

239. 法律與生活

為了提高市民對法律的認識，我們設計了各類型主題
的活動，讓各市民多方了解法律體制。

100,000

240. 影象公民在西貢

灌輸公民意識：理解公民定義、公民所需履行的義
務、擁有的權利、推廣義工服務，細心觀察社區內一
事一物。

69,950

241. 齊心清潔運動

喚醒青少年及社區人士關注區內清潔的問題；透過活
動招幕有興趣參與清潔運動之義工。

15,360

242. 可 愛 兒 ， 誰 也 一 增加公眾對弱能兒童及其家庭需要的了解，以及介紹
樣!
現有服務概況，同時讓傷健青少年及弱能兒童的家長
共同參與義務工作及公眾教育活動。

43,500

243. 半邊天下

66,800

透過本計劃以土生土長的基層婦女及新到港的港人妻
子之生活實況作主體，並透過訪問、分享會、及小組
討論，冀能令她們從中分享經驗及互相支持。

Examination of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2002-03
CONTROLLING OFFICER’S REPLY TO
WRITTEN/SUPPLEMENTARY QUESTION

Reply Serial No.

S-HAB005
Question Serial No.

Head : 53 – GS: Home
Affairs Bureau

Subhead :

Programme :

(1)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Controlling
Officer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S044

Bureau Secretary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Question :
a) Please list the projects sponsored under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Funding
Scheme in 2000 and 2001. Please also give the details of such projects and the
expenditure involved.
b) Please list the projects whose applications for sponsorship under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Funding Scheme had been turned down in 2000 and 2001.
Please give the details of such projects and the amount of sponsorship applied
for.
c) How much provision will be provid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for sponsoring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Funding Scheme in 2002-03 (not including Equal
Opportunities (Race and Sexual Orientation) Funding Scheme)?

Asked by : Hon. HO Chun-yan, Albert

Reply
Taking the questions seriatim a) details of funded applications and expenditure are as follows •

2000-01: we approved a total of 39 projects under this Scheme, with a total
resulting expenditure of $1.33 million. Of these, 27 (total expenditure: $0.86
million) related to race and 12 (total expenditure: $0.47 million) to sexual
orientation; and

•

2001-02: we approved a total of 41 projects, with a total resulting expenditure of
$1.48 million. Of these, 25 total expenditure: $0.88 million - related to race,
12 (total expenditure: $0.42 million) to sexual orientation, and four - total
expenditure: $0.18 million - covered both themes.

Details of the individual projects are at Annex A.
b) details of rejected applications and the related amounts were as follows • 2000-01: a total of 25 bids (for a total of $1.93 million) were rejected. Of these,
nine related to race ($0.83 million), ten to sexual orientation ($0.72 million) and
six to both themes ($0.38 million); and
• 2001-02: a total of 32 bids (for a total of $2.52 million) were rejected. Of these,
19 related to race ($1.51 million), eight to sexual orientation ($0.66 million) and
five to both themes ($0.35 million).
Details of the individual projects are at Annex B.
c)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Race and Sexual Orientation) Funding Scheme is the
only Equal Opportunities Funding Scheme that we operate. We plan to reserve
$2.4 million for it in 2002-03.

Signature
Name in block
letters

W K LAM

Post Titl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Date

2 April 2002

Annex A
Equal Opportunities (Race and Sexual Orientation) Funding Scheme
Approved Projects and Expenditure in 2000-01
Projects related to Race
No.

Approved Project

Expenditure Involved

1

Practical Cantonese Class for Migrant Workers

36,874.80

2

Action Through Education : Youth and Students Respond to
Racism in Hong Kong

70,000.00

3

Year 2000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how - Second Show

30,000.00

4

「平等大使」計劃Equality Ambassador

10,022.00

5

「尋找他們的故事」青年探索計劃

35,000.00

6

「平等『新』機會」新來港人士社區共融計劃

18,374.30

7

尼泊爾人士社會服務

11,646.80

8

「平等空間」種族平等話劇推廣計劃

19,995.60

9

Racial Harmony at Christmas - The meaning of X'mas is to share

50,000.00

10

「社會共融」("We" Project)

40,000.00

11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a booklet and audio cassette
designed to help Nepali speakers to learn Cantonese, sponsored by
the Nepal Post (Overseas) magazine

50,000.00

12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

22,182.60

13

『無界限』共融服務計劃

20,000.00

14

「中國心、香港情」

15,000.00

15

Harmony in Cultures

35,269.09

16

Education & Cultural Program on the Promotion of Equal
Opportunities in Hong Kong

26,807.30

No.

Approved Project

Expenditure Involved

17

偏見不存在 — 社區更可愛 — 小學生共融計劃

13,978.30

18

菲「融」計劃, Filipino "Integration"

50,000.00

19

人人無分疆界 — 消除種族歧視行動

8,000.00

20

Training in Computer Software Learning

40,000.00

21

18,885.00

22

Training in food and beverage, seminars on travel and trade and
Cantonese learning
「平平無歧」— 反種族歧視大聯盟

23

『平等機會』社會教育推廣計劃

40,000.00

24

種族精靈大使培訓計劃

28,404.00

25

「“種族”全接觸」

40,000.00

26

Baseline Research on Racial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
Experienced by 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in Hong Kong

75,000.00

27

「平平無歧」文化交流及體驗計劃

30,000.00

Sub-total: ($0.86 million)

24,309.00

859,748.79

Projects related to Sexual Orientation
No.

Approved Project

Expenditure Involved

1

消除歧視Coming Out！

54,997.00

2

「我有無問題？」-性傾向平等機會推廣計劃

50,000.00

3

Gay Men Health Month

60,125.00

4

「平等機會」（性傾向）千禧推廣計劃

50,000.00

5

關注性傾向歧視，由教室開始

35,532.30

6

同志中的性別角色與歧視

37,459.00

7

香港同志社區網頁及社區組織簡介小冊子

8

同心事件簿 - 同志基督徒簡介小冊子

30,000.00

9

「我有我取向 - 中學巡迴及街頭演出」

54,423.50

10

Special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Media Award on Tongzhi Coverage
「第一屆同志議題報道獎」特刊

50,000.00

11

Official Website

49,375.70

12

Public Display of Equal Opportunities on Sexual Orientation
平等機會/性傾向教育展覽
Sub-total: ($0.47 million)
Grand-total: ($1.33 million)

0*

0*

471,912.50
1,331,661.29

* The organisation failed to complete their approved project thus no expenditure involved

Equal Opportunities (Race and Sexual Orientation) Funding Scheme
Approved Projects and Expenditure in 2001-02
Projects related to Race
No.

Approved Project

Expenditure Involved

1

「種族全接觸」take 2

36,544.30

2

種族無界限種籽植香江計劃

60,000.00

3

【不分種族

10,000.00

4

Human rights come alive, (活生生的人權)

40,000.00

5

「種族無彊界」

50,000.00

6

「零隔膜」

7

平等共享】

服務計劃

小天使社區共融交流計劃

25,000.00
40,000.00

8

我們都是一樣, 種族共融計劃

50,000.00

9

「我是我導演, 新來港青年平等機會推廣計劃

30,000.00

10

「同一屋簷下」計劃

10,000.00

11

平等機會街頭劇計劃

26,414.90

12

文化「包融」社會教育推廣計劃

39,994.30

13

Seeking strategies on how to combat racism & discrimination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HK

40,000.00

14

Integrate all gender and race equally in the Hong Kong Society

15

A Cultural Workshop and Newsletter Writing as a vehicle to
help eliminate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in Hong Kong

28,606.60

16

Educational and Training Program

29,948.00

8,385.00

No.

Approved Project

Expenditure Involved

17

Harmony in Cultures

18

The Youths' voice : Hong Kong 2001; the Road to Equal
Opportunities

40,000.00

19

Educational Workshop Series :
Promoting Indian Migrants' Rights, Culture and Ethnicity

18,831.40

20

Capacity Building of Thai migrants in Hong Kong

27,902.50

21

Promoting racial equality & cooperation in HK: training migrant
facilitators/educators on racial equality & migrants' right

22

Strengthen the CMR's Capacity to Promote Migrants' Issues

12,870.00

23

Save the good environment for the happy lives of HK peoples &
HKSAR

55,930.70

24

Causeway Bay Carnival 2002 - Racial Harmony cum Celebration of
New Year

50,000.00

25

千奇百怪運動會

18,000.00

Sub-total: ($0.88 million)

125,941.14

9,570.50

883,939.34

Projects related to Sexual Orientation
No.

Approved Project

Expenditure Involved

1

Equal opportunities

57,032.05

2

每日一句：究極平權版

25,000.00

3

「我有我取向2001, ─全港巡迴演出」

75,000.00

4

『關懷童志計劃』

30,000.00

5

同志法律知識支援活動計劃

30,000.00

6

四分之一家庭, 同志家人雙重歧視, 的困局研討會

7

非常"性向"無限TOUCH

8

Rainbow walk「踏上彩虹」

9

Second Media Awards on Tongzhi Coverage (EXCLUDING the
Award Ceremony)

70,000.00

10

Sexual Orientation Facts & Fallacies

35,000.00

11

Sexual Rights Awareness Day

37,633.00

12

Tongzhi Equal Opportunity Resource Guide

8,500.00
38,038.90
9,996.70

0*

Sub-total: ($0.42 million)

416,200.65

Projects covered both themes
1

「活著便精彩」平等機會社區教育計劃

30,000.00

2

《事關種基》

80,000.00

3

「你‧我‧他」

4

Series 1: Racial harmony starts with the
Discussion on sexual orientation

一樣嗎？

Sub-total: ($0.18 million)
Grand-Total: ($1.48 million)

30,000.00
"minors" Series 2 :

40,000.00

180,000.00
1,480,139.99

* The organisation failed to complete their approved project thus no expenditure involved

Annex B
Equal Opportunities (Race and Sexual Orientation) Funding Scheme
Rejected Projects and Their Amount Applied For in 2000-01
Projects related to Race
No.

Rejected Project

Amount Applied For

1

Same labor : Equal rights

100,000.00

2

「同一天空」計劃" Under the Same Sky" Scheme

3

Conference : Race and Gender in Hong Kong's Multicultural Future :
Migrants and Migration

4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a Nepalese Community Newsletter

5

Trade & Language Training for Construction & Restaurant Workers

6

Tamu's Traditional Cultural shows

7

FORGET-ME-NOT

8

Survey on the sexual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experienced by Thai
migrant workers in Hong Kong

56,000.00

9

Research and awareness - raising programme on racial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 experienced by Indonesian domestic helpers in Hong
Kong

100,000.00

Sub-total: ($0.83 million)

832,620.00

94,480.00
100,500.00

85,000.00
100,000.00
96,640.00
100,000.00

Projects related to Sexual Orientation
No.

Rejected Project

Amount Applied For

1

Support Services for Sex Workers in Hong Kong

2

A study on the 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 of Hong Kong tertiary
students on sexual harassment

100,000.00

3

Gay Men Sports Festival

100,000.00

4

小眾生活齊認識、互相了解除偏見

99,932.00

5

平等機會推動、從研討論壇到傳媒宣傳

98,800.00

6

話說彩虹

88,600.00

7

「彩虹跨過的天空」2001靜修日記

68,000.00

8

婦女新『滋』

34,000.00

9

有個「性」訓練營

21,650.00

10

Women's Encounter

83,920.00

Sub-total: ($0.72 million)

24,000.00

718,902.00

Projects covered both themes
1

『山景是我家』--人人平等齊參與大行動

33,480.00

2

41,560.00

3

了解中國文化， 促進中外一家With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Different Races to Know and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超越自我青少年領袖實踐計劃

4

《我有冇歧視》

5

Diversity in Action - fighting against discrimination through
education
香港是我家- 和諧家園攜手創

6

Sub-total: ($0.38 million)
Grand-total: ($1.93 million)

46,500.00
100,000.00
56,800.00
99,600.00

377,940.00
1,929,462.00

Equal Opportunities (Race and Sexual Orientation) Funding Scheme
Rejected Projects and Their Amount Applied For in 2001-02
Projects related to Race
No.

Rejected Project

Amount Applied For

1

種族平等樂繽紛

100,000.00

2

尼泊爾人士社會服務

3

平等展「新」機新來港人士發展計劃

4

Solidarity of races

86,000.00

5

Year 2001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how

66,345.00

6

無疆界頻道

100,000.00

7

排名不分新舊 - 戲劇植林計劃

100,000.00

8

種族共融

85,250.00

9

突破界線創明天

51,400.00

10

「尋找他們的故事」青年探索計劃

88,000.00

11

種族同類無國界

52,300.00

12

A guide to life in Hong Kong for migrant sex workers

19,250.00

13

"Computer and Cantonese Learning"

99,500.00

14

Publication of booklet and audiocassette for Cantonese learning

90,000.00

15

Language training in Cantonese

16

Let us learn Cantonese

58,800.00

17

Recognition of Asian Migrants' Diverse Culture - An Assertion of
Racial Equality

91,492.50

34,930.00
100,000.00

100,000.00

No.

Rejected Project

18

Open Air Cultural Shows for the celebration of "Loh Chhar" (New
Year) on 1.1.02

35,000.00

19

Intensive Cantonese class in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 primary students.

150,000.00

Sub-total: ($1.51 million)
Projects related to Sexual Orientation
1
青年同志世界
尊重人權

Amount Applied For

1,508,267.50

85,100.00

2

消除歧視

3

Special Publication entitled "Tongzhi and Legal Reform"

100,000.00

4

Second Media Awards on Tongzhi Coverage (ONLY the Award
Ceremony)

100,000.00

5

Promoting Equal Opportunities :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active,
Multifunctional Internet Platform

100,000.00

6

Public Forum on "Tongzhi, their Social Benefits and Legal Rights"

58,000.00

7

Workshop & Seminar - "Gay Intimate Relationship"

72,000.00

8

Project Homophobia - a Chinese book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homophobia

50,000.00

Sub-total: ($0.66 million)

97,000.00

662,100.00

Projects covered both themes
No.

Rejected Project

Applied Amount

1

平等你有份

91,100.00

2

「同一天空下」之平等機會展繽紛計劃

99,150.00

3

反種族、反性傾向歧視辯論比賽

52,400.00

4

平等機會書簽創作比賽頒獎典禮嘉年華會

50,850.00

5

「他的新郎，她的新娘」青年探索計劃

61,000.00

Sub-total:($0.35 million)
Grand-total: ($2.52 million)

354,500.00
2,524,867.50

Examination of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2002-03
CONTROLLING OFFICER’S REPLY TO
WRITTEN/SUPPLEMENTARY QUESTION

Reply Serial No.

S-HAB006
Question Serial No.

Head :

53 – GS : Home Affairs Bureau

S045

Subhead :

271 – Promotion of civic education outside schools

Programme :

(1)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Controlling
Officer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Bureau Secretary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Question : Under Subhead 271 Promotion of civic education outside schools, the
provision for 2002-03 is estimated to be $10,672,000, of which $5.5
million has been earmarked for grants to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 to organise civic education projects under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cheme. Please explain how the remaining
provision will be used and give the details of such items.
Asked by : The Hon. LEE Chu-ming, Martin
Reply :
The balance of $5,172,000 out of the provision of $10,672,000 under
Subhead 271 – Promotion of Civic Education outside Schools in the 2002-03 draft
estimates will be used for organising publicity programmes such as TV and radio
programmes, competitions, seminars etc, as well as the production of educational
materials for distribution to students, parents and members of the general public to
enhance civic awareness and responsibility and to promote various themes of civic
education.
Signature
Name in block letters
Post Title
Date

W K LAM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2 April 2002

Examination of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2002-03
CONTROLLING OFFICER’S REPLY TO
WRITTEN/SUPPLEMENTARY QUESTION

Reply Serial No.

S-HAB007
Question Serial No.

Head : 53 – GS: Home
Affairs Bureau

Subhead :

Programme :

(1)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Controlling
Officer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S068

Bureau Secretary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Question :
The Administration indicated that it had earmarked $1.2M in 2002-03 to promote
three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n human rights, namely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and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 However, it made no mention of the amount of resources to be allocated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CERD). Will the Committee on Racial Harmony to be
set up, carry out any project to promote this treaty? If so, how much resources will
be allocated for this purpose?
Asked by : Hon. HO Chun-yan, Albert

Reply :
We have not sought specific funds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ICERD because two
television APIs (the most expensive form of publicity) promoting that Convention
are already on air and we do not need money for them as the airtime is free.
Similarly, we have adequate stocks of our existing printed materials (comic books,
leaflets, text of the Convention, and so forth). We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ICERD and the principles it stands for through our existing materials and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Funding Scheme. This will also be part of the work of the proposed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Racial Harmony.

Signature
Name in block
letters

W K LAM

Post Titl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Date

2 April 2002

Examination of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2002-03
CONTROLLING OFFICER’S REPLY TO
WRITTEN/SUPPLEMENTARY QUESTION

Reply Serial No.

S-HAB008
Question Serial No.

Head : 53 – GS : Home Affairs
Bureau
Programme :

Subhead :

Oral

(5) Recreation, Sport and Entertainment Licensing

Controlling Officer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Bureau Secretary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Question :
The amount provided by the Hong Kong Sports Development Board (SDB) on elite training in
2001-02 and 2002-03 is $132 million and $135 million respectively. Please give a breakdown
of the expenditure for both years, specifying the items of costs.
Asked by :

Hon. Ng Leung-sing

Reply :
A breakdown of the amount of $132 million and $135 million for 2001-02 and 2002-03
respectively provided by the Hong Kong Sports Development Board on elite training is
as follows :-

Elite Training Programme (ETP) Expenses – 13 Elite Sports
Coaching staff costs (for 13 Elite Sports)
Squad expenses (office and training programme expenses of
Coaching Division; Strength & Conditioning, Athletes Hostel
and meals support)
Sports Medicine and Sports Science
Individual Athletes Support Scheme (Development Sports)
Sponsored Programme(1)
ETP Support Programme(2)
Grants from Arts and Sport Development Fund (ASDF)(3)
Total

2002-03
Budget
$’M

2001-02
Budget
$’M

24.3

24.4

31.7
14.8
1.5
5.3
45.9
11.5
135

30.2
12.4
2.0
5.0
46.5
11.5
132

Notes :
(1) Sponsored Programmes are designated programme expenses for elite sports offsetting by
corresponding sponsorships and donations.
(2) ETP Support Programmes comprise logistic support for Elite Training such as training
facilities support & maintenance, athletes education & career, athletes incentive awards
scheme, and other general overheads related to elite training.
(3) ASDF Grants mainly comprise grants to elite sports for major games preparation.

Signature
Name in block letters
Post Title
Date

W K LAM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4 April 2002

Examination of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2002-03
CONTROLLING OFFICER’S REPLY TO
WRITTEN/SUPPLEMENTARY QUESTION

Reply Serial No.

S-HAB009
Question Serial No.

Head : 63 –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Subhead :

S040

Programme : (3) Local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s
Controlling Officer :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Bureau Secretary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Question : Regarding the consultancy study for the design of a footpath along Pak Wan, Peng
Chau, what is the scale of the study and the total expenditure involved? When will
the study be completed and when will the report be ready?
Asked by : Hon. YEUNG Sum

Reply : The footpath concerned is a Rural Planning & Improvement Strategy Minor Works
Project. The project, together with others, was awarded as a package to a works
consultant firm for design and project supervision, following standard consultants
selection procedures. Construction of the footpath was subsequently carried out by
a contractor and works commenced in August 1999.
However, upon
investigation of a complaint, we discovered that the contractor had, without
authority, deviated from the original design in the course of construction (by
cutting high slopes unnecessarily). The contractor was then instructed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However, despite repeated warnings and
advice, the contractor still failed to perform his duties satisfactorily. In February
2001, Government had taken the decision to re-enter the site.
Upon re-entering,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carry out remedial works. Another
consultant was appointed in October 2001 following standard consultants selection
procedures to redesign the footpath,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amage already done
to the slopes and the natural landscape. The cost of the consultancy is $985,000
and will be completed by July 2002.

Signature
Name in block letters
Post Title
Date

Ms SHELLEY LEE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4.4.2002

Examination of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2002-03
CONTROLLING OFFICER’S REPLY TO
WRITTEN/SUPPLEMENTARY QUESTION

Reply Serial No.

S-HAB010
Question Serial No.

Head : 63 –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Programme :

Subhead :

S041

(1)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2) Community Building

Controlling Officer :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Bureau Secretary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Question : Regarding the consultancy stud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what is the scope of the study and the total expenditure involved?

Asked by : Hon. YEUNG Sum

Reply : The consultancy stud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incurring an expenditure of $115,639 aimed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including its population,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esources,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ation, land use, etc.),
to assess if the existing development in the District was sustainable and to suggest how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c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future development plans for
the District.

The consultancy also studied ways to enhance the role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Council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the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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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 63 –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Programme :

Subhead :

S042

(1)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2) Community Building

Controlling Officer :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Bureau Secretary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Question : Has the Government considered allocating more resources for commissioning more
research project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th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and allowing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res to take part in such projects?
Asked by : Hon. YEUNG Sum
Reply : Funds for District Councils to implement minor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projects were increased from $168.4 million (M) to $209.4M in
2001/02.
The funds are spent on projects endorsed by the District Councils. District Councils are
responsible for identifying projects and deciding on the scale of projects, the relative
priority of the projects, the implementation time-tables as well as the organizations to
carry out the projects. The Government would defer to the District Councils for advice
on which projects to launch including research project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whether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res would be involved in such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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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Serial No.

Head : 63 –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Programme :

Subhead :

Oral

(3) Local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s

Controlling Officer :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Bureau Secretary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Question :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the total amount and number of Urban Minor
Works (UMW)/Rural Public Works (RPW) projects to be carried out in 2002 in the 18
districts?
Asked by : Hon. Wu King-cheong, Henry
Reply : The total amount and number of UMW/RPW projects to be carried out in the 18 districts
are as follows:

UMW Programme
District
C&W
Total cost
7.3
(in $ M)
Total no.
28
of projects

E
8.0

S
5.8

WC
6.0

KC
8.6

KT
6.0

SSP
6.7

WTS
3.7

YTM
11.4

Total
63.5

20

5

14

6

10

17

7

10

117

Is
18

TW
8

ST
8

K&T
7

TP
15

N
24.5

TM
14.5

SK
17

YL
59

Total
171

25

14

15

14

25

36

15

20

60

224

RPW Programme
District
Total cost
(in $ M)
Total no.
of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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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 177 – Subvention: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Subhead : 523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S069

Programme :

Subvention: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Controlling
Officer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Bureau Secretary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Question :
a) What mechanism does the Government have for handling enquiries on racial
discrimination referred by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EOC)? How
many such cases were referred by the EOC in 2000-01 and 2001-02?
b) Of such cases referred by the EOC, how many are complaints and how many are
enquiries? How many cases of complaint have been resolved and how many are
still outstanding? Of those outstanding cases, how many are not addressed by
relevant legislation?
Asked by : Hon. HO Chun-yan, Albert

Reply :
Taking the Hon Member's questions seriatim (a) Following a request that we made to the EOC in February 2001, the Commission
has referred to us the complaints and enquiries that it receives about racial
discrimination. We handle them in the same way as we do those that come to us
direct. Enquirers receive either a straightforward answer, or we may - if
appropriate - send them such materials as copies of our UN reports, leaflets, service
guidebooks, and so forth. Complainants are advised of the legal and/or policy
position in regard to their particular complaint on the basis of the information they
supply. Where the circumstances so warrant, we ask them whether they would like
us to take the matter up with the person(s) complained of. If they do, we then seek
a response from the latter and advise the complainant of the outcome. The basic
details are carefully recorded. In 2000, we received nine referrals from the EOC
and in 2001 we received 61.
(b) we did not record enquiries before 2001 and the nine cases referred to us in 2000
were all complaints. Of the 61 referrals in 2001, 35 were complaints and 26 were
enquiries. We do not record cases as 'resolved' or otherwise. Rather, we record
any advice given and/or follow-up action taken.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point out
that - where complaints entail allegation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on the part of
public bodies - we advise complainants that they may be able to seek redress under
the 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suggesting that they approach the Legal Aid
Department if legal aid is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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