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7次會員周年大會 

 

 
日期 : 2021年 2月 1日（星期一） 

時間 : 下午 6時 15分 

地點：  香港婦協郭得勝服務中心（香港灣仔駱克道 435號地下） 

形式： 現場及網上議事 （以 App《Zoom cloud meetings》網上會議議事） 
 

 
 
議程：  

   

1. 通過第 26次會員周年大會會議記錄 （附件 1） 

2. 通過理事會報告 （附件 2） 

3. 通過經審核 2019/2020財務報告  

4. 委任核數師 

5.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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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有限公司  

第 26 次會員周年大會 

會議紀錄 

日  期 :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時  間 : 上午十一時 

地  點 : 香港干諾道中 200 號信德中心 39 樓  

開會形式：採用「網上議事 (以 App《Zoom cloud meetings》線上會議議事)」  

主    席:  何超瓊      

參與網上會議 

選舉會員:  

孔美琪 林貝聿嘉 周轉香 胡陳素英 陳雷素心 陳鄭小燕 

梁靳羽珊 麥樂嫦 湯振玲 黃葉慧瑩 華慧娜 葉賀曾愉 

蔡月嬋 蔡李惠莉 蔡陳蕙婷 蔡關穎琴 盧高靜芝 鄺心怡 

顏尹可欣 蘇陳偉香 蘇曹莊儀   (22 位) 

派代表授權 

參與網上會議 

選舉會員: 

方黃吉雯 王新文 甘劉惠英 伍淑清 朱穎詩 吳玉娟 

余長潔 李華 李楊一帆 何超鳳 何超蕸 林李婉冰 

林苑 周莉莉 周詠琁 金華琴 金鈴 林筠婷 

孟顧迪安 紀文鳳 洪羽緁 胡郭秀萍 陳徐巧嬌 陳馬笑桃 

唐耿梅波 陳慧琪 徐蔡慕慈 梁冬陽 梁秀慧 梁芙詠 

莊敏思 區艷龍 黃汝璞 黃僐橋 勞潔儀 楊章桂芝 

葉蒨瑩 溫麗珊 廖湯慧靄 趙曾學韞 鄭麗萍 趙譚惠冰 

蔡加敏 蔡瑋珊 潘煥珍 潘韶屏 蔣麗芸 鍾黃旭招 

顏吳餘英 顏趙萬珍 關李帶歡 譚胡秀英 羅敏儀 譚惠珠 

關嘉潤 邊陳之娟 蘇佩敏   (57 位) 

列席: 核數師廖榮定 洪麗玲 陳翠芳  

記錄: 周曹麗智 
  

議程 :  

主席何超瓊歡迎各位執委及選舉會員代表出席「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有限公司」(香港婦協) 第 26 次會員周年大會，香港婦協為協助遏止疫情

擴散，減少多人聚集，是次周年大會會議形式採用「網上議事 (以 App《Zoom 

cloud meetings》線上會議議事)」，各參與者均於網上會議開始前報上名稱，

以確認加入會議，議程及大會報告亦已傳發給各選舉會員。參與網上會議

選舉會員人數*_22_位，派代表授權書**_57__份，共_79 位，宣佈已達到開

會法定人數，宣佈會議大會正式開始。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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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過第 25 次會員周年大會會議紀錄 

 1.1 第 25 次會員周年大會會議紀錄已於 2020 年 3 月 23 日以電郵

/WhatsApp 送呈給各位參與會議的會員，並無提問、討論或修改。 

 1.2  由林貝聿嘉提議，蔡陳蕙婷和議，全體舉手一致通過。 

 

2.   通過 2019/20 年度理事會報告 

2.1 主席何超瓊簡報 2019-2020 年會務：過去一年，經歷社會事件及本

年初新冠狀肺炎爆發，令很多活動未能如期舉辦、尤幸經過理事會、

各個委員會、會員及各界友好的努力與支持下，靈活彈性的將活動重

新編排，有關委員會綜合報告詳細列出 2019-2020 年度婦協的整體發

展，詳見附頁。  

 

主席重點報告去年幾項大型活動： 

 

A. 「巾幗建新力論壇」 

香港婦協與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協辦，於 2019 年 7 月 29 日在香港海

洋公園萬豪酒店舉行，論壇圍繞「超越局限、變革、譜新篇」的主題，

匯聚高瞻遠矚，獨具慧眼的巾幗領袖，跨界集思廣益，促進交流合作，

推動女性主導的社會創新力量，擴大女性的國際影響力，成就一股讓

世界看見、具建設性及國際視野的變革力，也發揮婦協作為各界婦女

發展的平台功能。去年於這時期香港正進入艱辛及考驗的時期，後期

能成功推動這活動，是有賴各方面對婦協的堅毅信心及對香港社會的

支持，這活動當時是少數甚至是唯一可以成功舉辦的大型項目。主席

感謝中聯辦、外交部特派專員公署、各界婦女領袖及 20 多位海外嘉

賓繼續來港出席以示對婦協的支持。是項論壇獲得各界高度讚揚，「巾

幗建新力論壇」的圓滿成功，充份顯示婦協在國際間的良好關係，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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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在堅決支持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繼續推進。婦協對於是次活動安

排作出靈活變通，將兩天活動安排，縮至一天半，同日更舉辦一場「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簡單而隆重的晚宴。 

 

同時，論壇是當時難得的一個非官方活動得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

親臨出席，更表達籍著這個平台向全港婦女致謝，也得到全港婦女社

團當日到場作為支持特區政府及特首的重要時刻。主席表示雖然這是

一項簡單活動但是非常值得舉辦，婦協原撥資二百萬港元作為籌辦論

壇經費，但獲得贊助商支持繼續進行，論壇開支比預算減少了二百萬

元，減省後剩餘資金將運用於其他項目支出及捐贈抗疫基金。 

 

B. 團結力量 發揮正能量 

由婦協帶領及以策劃者身份，於兩星期內策劃，於 2019 年 8 月 25 日

聯同全港三十多個婦女團體於合辦，全港婦女守護家園大集會主題：

「還港安寧  守護家園  千帆並舉  乘風啟航」，目的是發揮女性正

能量，向理性及和諧推進，顯示不同層面及界別的婦女們關心社會，

渴望離開暴力，重回安寧生活，愛國、愛港、愛家。這大集會主要是

還原當時社會事實真相，為社會發聲，能憑理性及法律根基尋找香港

由六月份開始發生社會事件的答案，向社會發出正能量，並希望能夠

鼓勵婦女們踏出重要的一步，守護家園。是次集會並不是婦協常規性

活動，但意義重大，對婦協不但是一個好大的考驗，亦盡顯婦協組織

能力及凝聚力。 

 

婦協多年定期派代表出席聯合國會議，代表香港婦女在國際議會上發

言，同時帶領年青婦女出席及觀摩。如去年 3 月，由副主席孔美琪博

士帶隊出席婦女地位委員會，並以「Though Young Eyes – Insp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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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ies of Hong Kong Women」為題舉行平行會議；去年 9 月，何主席

和監察顧問伍淑清到日內瓦參加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 42 次會議，在

大會中兩度發言，向國際社會說出香港的真實情況，並接受了聯合國

日內瓦註冊記者會的集體訪問，說出相關香港的事務，再次彰顯婦協

特殊位置，主席希望會員繼續關心留意多參與本會活動，婦協未來多

運用國際網絡為香港事務發出正面回應及宣讀。 

 

C. 2019 – 2021 年度香港婦協理事訪京團 

2019-2021 年度新一屆理事於 2019 年 7 月就任，香港婦協理事由主席

率領一行 44 人於 2019 年 12 月 6 日到北京拜訪領導機關，獲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宋哲、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華全國婦女聯合

會主席沈躍躍、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三局局長王萍等三位高層領

導人以高規格接見，而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更以高規格接待婦協訪京

團，於人民大會堂香港廳舉辦座談會，隨後於人民大會堂設宴款待。

全國婦聯主席沈躍躍高度評價香港婦協匯聚培育各界婦女人材，發揮

穩定家庭，支持特區政府施政，支持一國兩制，引導婦女增強愛國愛

港情懷等貢獻。 

 

D. 培訓會員  加強連繫 

雖然 2019 年香港難關重重，婦協繼續走進社區、深入社群，繼續舉辦

婦女團體領袖培訓工作坊，邀請政府部門首長、社會領袖及其他行業

的專家擔任嘉賓講者，講解政府政策及與民生有關的措施，增強她們

對社會形勢和民生政策的認識，把愛國愛港之情轉化為發展好香港、

建設好祖國的行動，讓大家更深入認識大灣區，及將年青婦女提升直

接參與大灣區的建設。今年更為本會團體會員舉辦「婦女能力提升 123」

計劃，透過一系列的課程、工作坊、優化組織的運營技巧，促進婦女



香港婦協第 26 次會員周年大會 會議紀錄 5 / 10 

 

團體實行可持續發展。婦協多年開辦不同課程，並組成婦協學友會，

每年都舉辦聚會活動，與各會員保持密切關係，積極支持婦協的活動。 

 

E. 推動「新六藝」 

婦協於 2013 年創立「新六藝」，今年「新六藝」的活動以文藝為主題，

舉辦「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作比賽、「女性文學座談會」、「科

幻小說座談會」，籍著不同形式的活動及座談會，多角度去反映香港

女性的發展，突顯女性在文化上的軟實力及對社會的影響力。這項活

動原定於去年完成，但基於各種原因而需要延期至本年六月，現時情

況亦未能有確實安排，待日後公佈。 

 

F. 關注政府政策、履行對社區的責任 

婦協會員包含不同層面及界別專業女性人士，本會繼續將她們帶入婦

女平台，積極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及成立了小組研究，就婦女議題，

包括健康、兒童及家庭教育、安老和支援照顧者、醫療服務、等等課

題，收集婦女聲音，將整合的意見和建議分別向特首及財政司司長提

交「對 2019 年特首施政報告的建議及回應」及「2020-21 年度財政預

算案意見書和建議」。 

 

婦協於去年應選舉事務處的需求於 2019 年 11 月 24 日區議會投票日，

借出香港婦協郭得勝服務中心作為區議會灣仔區投票站，當日各方協

調順利。本會亦將於本年度繼續借予選舉事務處作為九月立法會選舉

投票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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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支持抗疫、防疫 

I.  捐款予全國婦聯支持湖北抗疫 

香港婦協為了支持全國婦聯姊妹抗疫，婦協略盡綿力，於一呼百

應下，籌募了港幣一百萬元以支援抗疫行動，並已於 3 月 9 日遞

交支票給中聯辦副主任仇鴻接收作為支持全國婦聯作抗疫之用，

以表達心意和關懷。主席表示，由於疫情嚴峻，希望各位能盡婦協

大家庭成員的一份力量，集腋成裘，此募捐行動仍在進行，主席代

表婦協感謝已應允捐贈的會員，希望各位繼續支持捐贈。  

 

主席講解雖然支票已於 3 月初送贈湖北抗疫，因為當時疫情嚴峻

及情況緊急，故此，執委會同意即時抽調了婦協緊急援助基金七

十多萬、論壇活動減省支出後剩餘之款項，及預留給春節聯歡及

三八婦女酒會的預算費用，湊合一百萬港元支援抗疫。因此需要

大家募捐彌補，到目前為止，已收到捐款超過七十多萬，已補回緊

急基金之數，如有更多捐款，可以有更多款項用作全港本地防疫

措施應變支援之用。 

 

II.   防疫應變措施 

由於年初新冠狀病毒肺炎爆發，婦協一直響應特區政府發放重要

政策信息，為協助遏止疫情擴散，避免太多人聚集，本會原定舉辦

的多項活動，包括：「婦協六藝合唱團聖誕音樂會」、「2019-21 年度

理事就職典禮暨春節聯歡大會」、「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

作比賽頒獎禮、「家庭健康月」及「2020 香港各界婦女慶祝三八國

際婦女節酒會」，經過審慎考慮，予以取消。 

 

同時，基於配合政府防疫措施，2019-21 年度第五次執委會及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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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員周年大會亦因此採用「網上議事」形式以線上會議議事舉

行。對於使用這新科技是發展會務的新嘗試，將來可多用科技令

會員人數及連接點擴張。在此，主席再次感謝各執委、理事、會員

的配合，讓婦協會議得以繼續順利完成，並謹代表婦協向各項活

動的召集人及籌委會多月來盡心盡力的籌備，致以衷心感謝。  

 

H. 關注會員  提供健康資訊 

I.  健康熱線 

為了能保持與各會員溝通、聯繫及互動，婦協將會於四月設立健

康熱線，向會員及市民在疫情期間，提供更多健康資訊，有疑問者

可透過 Whatsapp 及 Wechat 查詢，問題會由專業醫生會員義務解

答。 

 

II. 免費婦科超聲波檢查 

因為家庭健康月活動未能進行，本會執委、社區活動委員會副召

集人梁冬陽醫生不希望會員對健康議題上脫節，同時，正值三八

國際婦女節及母親節即將到來，梁冬陽醫生慷慨贊助，為本會會

員提供免費婦科超聲波檢查。本計劃希望籍此提升大家對婦科健

康的意識，與大家共享溫馨國際婦女節及母親節。主席謹代表婦

協感謝梁醫生對會員的關顧。 

 

I. 本年度的活動計劃 

婦協各委員會已開始編排一系列活動由六月至明年初，待疫情過後，

婦協再次向前邁進，展開一連串籌備及推廣工作，其中包括六藝女性

文藝座談會、科幻小說座談會、慶祝國慶活動、婦協合唱團音樂會及

婦協管弦音樂會等等。請各位留意婦協動向，待疫情好轉，婦協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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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總動員踴躍支持參與各項活動。 

 

J.  婦協發展的方針 

婦協認為全港婦女團體應該繼續善用婦女的力量，團結大家聯合成為

一股軟勢力，爭取參與更多特區政府政策諮詢小組的工作，代表香港

婦女表達意見，香港婦協將繼續推動各界婦女全情配合國家的倡議及

各種政策發展，協力維護香港穩定繁榮及為國家發展貢獻，重視面向

國際，鼓勵會員多出席大型國際活動、聯合國會議及其他國際性論壇，

為香港婦女發言，擴闊婦協人脈網絡舉辦國際論壇，及宣揚婦協宗旨。 

 

K. 感謝 

承蒙各界友好信任及支持，熱心推動會務，謹此代表理事會衷心感謝

一直給予支持及建議的：名譽贊助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

中聯辦駱惠寧主任，仇鴻副主任、外交部駐香港特區特派員公署特派

員謝鋒先生、特派員夫人王丹女士，永遠贊助人董趙洪娉女士、曾鮑

笑薇女士及梁唐青儀女士，以及特區政府各相關部門、中聯辦各相關

部門、本會各名譽顧問、監察顧問、諮委，各首席名譽會長、名譽會

長及名譽副會長、各委員會及項目召集人，義務法律顧問、贊助人士

及企業，以及各團體會員、友好團體，並感謝新聞界朋友的支持，秘

書處職員及義工群策群力，尤其感謝永遠名譽主席林貝聿嘉博士的督

促及帶領為本會發展提供很大的執行力。主席感謝廖榮定會計師行廖

榮定先生每年為婦協核數，更捐出費用作為本會經費。今後深盼各界

人士繼續給予本會指導及大力支持，共同推動香港婦女事務的發展。 

 

2.2 盧高靜芝副主席感謝何主席在本年度不穩定的社會環境下，帶領

婦協交出一份出色的成績，她提議通過 2019-2020 年度理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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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振玲和議，全體舉手一致通過。 

 

3.   通過 2018/2019 年度經審核之財務報告 

3.1 經核數師「廖榮定會計師行」審核之財務報告及核數師報告，已

於會議前 以電郵/WhatsApp 送呈給報名出席會議人士。 

3.2 聯席義務司庫蔡陳蕙婷向與會者作出報告： 

  3.2.1 本會 2018/2019 年度之會計制度的要求表示「真實與公允」。 

3.2.2 本會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之年度收入為 319 萬元

(HK$3,193,435)，基本收入為會員的入會費及年費、名譽會長的捐款

及項目餘額。 

3.2.3 總支出 347 萬餘元(HK$3,477,993)，當中包括﹕行政支出、中心

折舊。  

3.2.4 今年盈餘較去年減少 277 萬元(HK$2,777,396)。 

3.2.5「香港婦協郭得勝服務中心發展基金」共籌得 478 萬餘元

(HK$4,782,700)，金額已兌換為人民幣 3,812,882 存入東亞銀行定期

存款，由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定期利息共收到 15

萬 2 仟餘元(HK$152,888)。 

3.3 主席感謝聯席義務司庫蔡陳蕙婷並提議通過 2018/2019 年度經審核

之財務報告蘇陳偉香和議，全體舉手一致通過。 

 

4. 委任核數師 

4.1 本會自 2007 年開始委聘「廖榮定會計師行」為本會核數，提供專

業及高效的財務諮詢及核數服務，謹此致謝，並感謝廖榮定先生

再次慷慨捐出 HK$14,000 作為本會經費。 

4.2 由何超瓊提議，周轉香和議，全體舉手一致通過繼續委聘「廖榮定

會計師行」為本會 2019/2020 年度核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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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事項 

 並無其他事項 

 

6. 散會 

主席於中午 12 時宣佈散會。 

 

 

 

主席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0-2021 年理事會報告 

 

主席 何超瓊 

  

過去一年，對婦協是充滿挑戰的一年。繼前年的社會   

事件，至去年至今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令婦協不少活動都

未能如期舉行。在此逆境之中，感謝各位理事、委員會、會員

及各界友好的努力與大力支持，發揮香港女性的靈活應變和

團結精神，令本會的活動和會務得以繼續推進。有關委員會

綜合報告詳見附頁。 

  

以下報告為 2020-2021 年度婦協的整體發展： 

  

1. 與疫同行  進入新常態 

因應去年年初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為響應政府協助遏

止疫情擴散，減少人群聚集，本會經過審慎考量，多個原

定舉辦的活動，包括：「春節聯歡大會」、「香港女性的

故事」全港文學創作比賽頒獎禮、「家庭健康月」及「2021

香港各界婦女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酒會」等都予以取消。 

 

疫情對社會各界不同行業，以至香港人的生活模式皆造成

影響。疫情下的新常態 – 香港人都開始習慣透過資訊科

附件 2 



技去繼續維持必要的活動，婦協仝人亦緊隨時代的步伐，

紛紛將實體活動轉型至線上舉行。多個專題講座、會議，

包括理事會、執委會，以及今天的第 27 次會員周年大會都

採用「網上議事」形式舉行。感謝各執委、理事、會員的

配合，讓婦協的活動和會議得以繼續順利完成，本人謹  

代表婦協向各項活動的召集人及籌委會多月來因時制宜

和靈活應變，致以衷心感謝。 

 

同時，在這個資訊科技的年代，隨著這新常態的形成，   

預期未來當疫情過後，婦協的活動模式亦將需要與時並進，

在實體活動之外可保留線上參與元素。就讓我們趁此機會

與時並進，多觀察、學習所需技能，以應對不同的變化，

更好地掌握和應用科技，幫助婦協更與時代接軌，為未來

發展做好準備。 

 

2. 國慶系列 

去年，為慶祝 71 周年國慶，本會舉辦了國慶講座系列，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多位重量級的嘉賓，包括香港嶺南大學

協理副校長及歷史系教授劉智鵬教授、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董事陳啟宗先生、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一國兩制研究

中心總裁張志剛先生，及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博士為  

嘉賓講者，分別於三場專題講座，就香港文化歷史、變局



下的中國與世界、以及國家「十四.五」規劃與香港發展與

會員和參加者分享和交流。一連三場的講座反應熱烈，  

吸引了接近 500 人參加。 

 

 當中於 2020 年 9 月 28 日假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麥禮賢劇場

舉行的「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講座，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啟宗先生，大紫荊勳賢分享他對世界格局的見解，

以及轉變中的企業機遇。講座非常受歡迎，當日出席的  

嘉賓包括：外交部駐港謝鋒特派員、中聯辦協調部白靜  

處長、立法會梁美芬議員、立法會邵家輝議員; 秘魯、哥倫

比亞、意大利、巴拿馬和文萊等多國駐港總領事及代表，

香港總商會夏雅朗主席、香港大學張翔校長、香港大學  

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蔡洪濱院長等。線上亦有 260 人參加。 

 

3. 推動「新六藝」 

 婦協於 2013 年創立「新六藝」，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藝術

項目及活動，致力推動女性認識、支持和從「新六藝」     

建立自信，並增加公眾認識「新六藝」女性人才及其對    

社會所作出的貢獻。 

 

繼宣揚演藝、視藝、影藝和樂藝後，去年「新六藝」的活動

以文藝為主題。我們舉辦「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    



創作比賽，鼓勵青少年及大眾參與文學創作，並通過今次

徵文比賽的主題，讓參賽者在寫作過程中，把創意巧思    

融入於今次徵文比賽的主題，思考香港女性在家庭、職場

和社會的處境，多角度去描述和反映香港女性的發展。   

今次比賽反應熱烈，我們收到 500 份來自不同年齡、學校

及社會各階層參賽者的作品，經過專業評審，從「中學組」

和「公開組」各選出冠、亞、季軍及優異獎。得獎作品已  

輯錄於「文藝得獎作品集」，並分發給香港的學術機構和

相關組織，以宣揚並突顯女性在文化上的軟實力對社會的

影響力。 

 

明年「新六藝」將以「體藝」為主題。因應疫情發展，2020

年東京奧運延至 2021 年舉行，「體藝」亦將成為我們 2021

年的重點工作計劃，詳情將於稍後落實。 

  

4. 關注政府政策、履行對社區的責任 

A.    關注社會議題  提交建議書 

婦協一向積極關注政府政策，支持特區政府施政，並會

適時就婦女相關課題收集婦女的意見和建議向政府    

反映。去年，我們分別就「立法會選舉活動建議指

引」、「防疫抗疫基金」、「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諮詢」以及「2020 施政報告」分別向特首及相關政府  



部門提交意見書。 

 

 B.  鼓勵婦女關心社區 

促進婦女關心社會、參與社會事務，一直都是香港婦協的

宗旨，因此，去年婦協亦會舉辦不同的講座，讓婦女更   

關心和認識熱門社會議題。 

 

 2020 年 7 月 16 日舉辦的「香港國安法」講座，邀得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

珠女士主持講座，向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講解「香港國安

法」內容。  講座獲五十個婦女界及工商界團體擔任支持團

體，逾百人報名參加。而 9 月 12 日舉行的「《基本法》

下的三權制衡」講座，亦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梁美

芬議員向與會者《基本法》闡述如何在三權制衡下體現  

主權、高度自治和維持現狀的三個原則。講座反應熱烈，

現場與會及網上參加者於問答環節均表現踴躍。 

 

5. 關注會員    提供健康資訊 

A. 婦協健康熱線計劃 

為了能保持與各會員溝通、聯繫及互動，婦協於去年  

四月設立健康熱線，向會員及市民在疫情期間，提供  



更 多 健 康 資 訊 ， 讓 會 員 可 以 透 過  WhatsApp 及

Wechat   查詢，再由我們將問題轉交專業醫生解答。 

 

 B. 積極保持身心健康齊抗疫 

為了鼓勵大眾在疫情期間留在家中能運用有效方法， 

積極保持身心健康，婦協於 2020 年 8 月 8 日以 Zoom 

形式順利舉辦「抗疫保健及養生訣竅 - 網上指導及分享

會」。分享會分別邀得香港浸會大學體育及運動學系  

副教授雷雄德博士擔任嘉賓，為參加者講解運動與健康

的重要性，鼓勵參加者積極強健體魄預防疾病；和香港

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講師張振海醫師從中醫角度認識

感冒與新冠肺炎的分別，和在日常生活中更可透過飲食

及簡單穴位保健，保持身心康健。分享會反應熱烈，   

吸引百多人參加，參加者均表示兩位嘉賓講解詳盡，  

獲益良多。 

 

6. 植根香港  面向國際 

婦協是全港第一個機構取得「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專業類  

諮商地位之非政府組織」，藉著這身份，婦協多年定期派

代表出席聯合國會議，代表香港婦女向國際社會發言，把

香港婦女的聲意帶到國際舞台。 

 



 今 年 婦 協 將 參 加 第 65 屆 聯 合 國 婦 女 地 位 委 員 會 

(UNCSW65)。由於疫情關係，今年度會議將於 3 月 15 日至

26 日以網上形式進行。婦協已申請並獲批於 2021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三）舉行一場 Parallel Event，主題為「Hong Kong 

Women in the time of the pandemic」，請大家密切留意。 

 

來年，我們將開始籌辦新一屆的國際婦女論壇，期望我們

會得到更多海外婦女團體的支持和參與，將論壇打造成  

一個更具國際性的交流平台，推動女性主導的社會創新力

量，擴大婦女的國際影響力。 

 

 7.      婦協發展的方針 

婦協自 1993 年成立以來，多年來建立了堅實的成就，成為

香港本地婦女組織的典範。繼往開來，婦協立足香港，未來

將更進一歩踏入新階段 - 走向國際，走進國際婦女組織  

團體當中。 

 

面向國際，我們將拓展與本地和海外婦女團體的聯繫，加強

互動交流及討論各項與婦女發展有關的社會政策和實際  

經驗，建立婦協國際婦女界的品牌。 

 



我們鼓勵會員出席聯合國會議及國際組織活動，為香港  

婦女發言，擴闊婦協人脈網絡舉辦國際論壇，把婦協宗旨  

宣揚到國際。 

 

8.    感謝 

承蒙各界友好信任及支持，熱心推動會務，謹此代表理事會

衷心感謝：名譽贊助人 -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

中聯辦駱惠寧主任，仇鴻副主任、外交部駐香港特區特派員

公署特派員謝鋒先生、特派員夫人王丹女士，永遠贊助人 

董趙洪娉女士、曾鮑笑薇女士及梁唐青儀女士，以及特區 

政府各相關部門、中聯辦各相關部門、本會永遠名譽主席 

林貝聿嘉博士、各名譽顧問、監察顧問、諮委，各首席名譽

會長、名譽會長及名譽副會長、各委員會及項目召集人，  

義務法律顧問、贊助人士及企業，以及各團體會員、友好  

團體，並感謝新聞界朋友的支持，秘書處職員及義工群策 

群力，為會務發展提供強大的執行力量。今後深盼各界人士

繼續給予本會指導及大力支持，共同推動香港婦女事務的

發展。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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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工作報告 

香港婦協之主要活動、交流及參與事項 

日期                            項目 

4/2020 婦協健康熱線開始運作 

4-5/2020 香港婦協會員免費婦科超聲波檢查計劃 

6/4/2020 向選舉管理委員會遞交香港婦協對「立法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意見書 

8/4/2020 遞交香港婦協對「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意見書 

28/4/2020 刊登聲明 : 全力支持國務院、香港中聯辦聲明，強烈譴責反對派無視香港市民福祉

惡意污衊 

5/2020 應邀擔任「骨不容緩 – 愛惜自己，更要愛錫媽媽健康」支持機構 
5/5/2020 遞交香港婦協對「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意見書 
8/5/2020 發佈「為母親打打氣」短片及網上音樂書 
8/5/2020 應邀擔任「骨質疏鬆」記者招待會協辦單位 

23/5/2020 刊登聲明 : 全力支持 全國人大為港制訂國安法，納基本法附件三 
23/5/2020 刊登聲明 : 支持國安立法 「守護一國兩制」 

6/2020 應邀擔任「珠海特區成立 40 周年活動」協辦團體  
6/2020 獲邀出任「大灣區傑出女企業家獎 2020」支持機構  

1/6/2020 應「香港各界撐國安立法聯合陣線」之邀請，以團體名義加入為聯合發起

人，永遠名譽主席林貝聿嘉代表出席聯陣之記者招待會  
4/6/2020 與婦協之女企業家團體會面交流  

12/6/2020 向最低工資委員會遞交「香港婦協對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諮詢意見書」  
7/2020 應邀擔任「大灣區婦女創新創業雲服務平台」配合團體 

1/7/2020 本會代表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3 周年」系列活動啟動禮 
1/7/2020 刊登聲明 : 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完成審議及通過港區國安法表示強烈支持 

16/7/2020 《香港國安法》講座 – 由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女士主講 
16/7/2020 與女企業家協會的團體進行相互交流 
17/7/2020 刊登聲明 : 堅決支持《港區國安法》，反對“香港自治法案”及實施制裁手段 

25/7/2020 發函給聯合國人員宣傳香港國安法 
31/7/2020 刊登聲明 : 支持特區政府推遲立法會選舉的決定 
8/8/2020 「抗疫保健及養生訣竅 - 網上指導及分享會」– 由香港浸會大學體育及運動學系

副教授雷雄德博士及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張振海醫師主講 
9/8/2020 刊登聲明 : 「 建 設 力 量 聯 合 聲 明 」 ， 婦協中心為分會場之一  

11/8/2020 刊登聲明 : 全力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讓香港特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運行 

28/8/2020 協助民政事務總署呼籲會員參 與 免費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12/9/2020 《基本法》下的三權制衡講座  – 由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女士主講 
22/9/2020 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遞交「2020 年施政報告」意見書  
23/9/2020 國慶 71 周年講座系列  - 第一講：「香港文化歷史」– 由香港嶺南大學協理

副校長及歷史系教授劉智鵬教授主講 
28/9/2020 國慶 71 周年講座系列  - 第二講：「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 由恒隆地產有

限公司董事長陳啟宗先生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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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28/9/2020 與婦協之香港女企業家團體交流會 
19/10/2020 國慶 71 周年講座系列  – 第三講：「十四 .五規劃」– 由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

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先生主講  
31/10/2020 乳健同躍動 2020 全天候運動教室／線上直播 
11/11/2020 刊登聲明 : 堅決擁護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規範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立下規

矩，社會重回正軌 

18/11/2020 應邀擔任基本法頒佈 30 周年 - 「“雙循環”戰略 –大灣區發展 – 香港業界的未來」

的協辦機構及借出場地 
24/11/2020 本會代表出席《福陞粵劇團 2021 戲寶精選》記者會 
26/11/2020 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婦女融合協同發展框架協議》線上直播，何超瓊主席以短片形

式代表婦協演說和簽署《協議》 
6/1/2021 刊登聲明 : 支持香港警察依法辦事、嚴正執法，強烈反對任何違反國安法以至顛

覆國家行為 

25/1/2021 「精明消費者辦年貨」講座 – 由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黃鳳嫺女士主講 

1/2/2021 第 27 次會員周年大會  

註: 是次會員周年大會報告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2 月會務 



2020-2021 年 
委員會工作報告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1 月由委員會舉辦的活動如下： 

 
1. 女企業委員會 

 
顧  問：顏吳餘英 
召集人：蘇陳偉香 
副召集人：孫蔡吐媚 
 
（一） 活動：「為母親打打氣」 

a. 委員會於 2020 年 5 月特別舉辦「為母親打打氣」活動，希望會員公開表達對媽媽的

愛，歌頌母親。會員需分享與媽媽的合照，及寫下小小的感言及心聲。 

b. 活動得到 36 位人士參加，提交者獲贈一套愛心防疫包，包括口罩 20 個、酒精搓手液

1 瓶(450ml)及消毒濕紙巾 2 包(獨立包裝)，由召集人蘇陳偉香贊助愛心防疫包。 

c. 委員會集合所有參加者與母親的合照及心聲製作了短片及音樂電子書與各會員分享，

宣揚對天下母親的愛，與會員共享佳節，由委員關嘉潤協助製作短片。 

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3&v=rsph1X6q6Sw&feature=emb_logo 

 音樂電子書: https://online.fliphtml5.com/iqxws/wdwh/?1588929416779 

 

（二）拜會及交流 

a. 委員會於 9 月 28 日與女企業家協會的團體進行相互交流及見面，出席的團體及人士

包括： 

婦協女企業委員會   召集人蘇陳偉香、副召集人孫蔡吐媚 

           委員湯振玲、關嘉潤、羅台秦、丘璟珊 

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 主席紀林淑怡、第一常務副主席章曼琪 

亞太女企業家協會  會長周宛賢、會長徐懿靜 

華人女企業家協會  主席石蕙茵、副主席張曉慶、副主席朱喆煜 

國際女企業家協會  司庫陳美真、第三副會長賴楚惠 

大灣區香港女企業家協會 主席謝景霞 

香港中西區女企業家協會 創會會長嚴偉貞、副會長陳德慧 

 

（三）71 周年國慶講座系列：國家「十四.五」規劃與香港發展講座 

a. 講座已於 2020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 假香港婦協郭得勝服務中心舉行，並設線上

及線下講座，邀得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先生主講及

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博士為嘉賓講者。張先生向出席嘉賓講解「五年規劃」的概念、

歷史及制定過程，其後講述「十四五規劃」展望及與香港發展。 

b. 講座由女企業委員會負責，由盧高靜芝副主席致歡迎辭、召集人蘇陳偉香介紹講者及

擔任問答環節司儀、委員關嘉潤擔任司儀。 

c. 當日現場出席有 25 人，網上報名有 80 人，反應熱烈。 

 



 
 

2. 六藝委員會 
顧問：林貝聿嘉 

召集人：盧高靜芝 

副召集人：蔡李惠莉 

 

A. 2019-2020 年度工作計劃為「文藝」，六藝委員會成立了文藝工作小組籌辦有關活動，活

動目的是突顯女性在文化上的軟實力和對社會的影響力，內容包括舉辦 1)「香港女性的

故事」全港文學創作比賽和 2)「女性文學座談會」 。 「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

作比賽已於 2019 年內完滿舉辦，但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及公共衛生安全理由，

「女性文學座談會」需多次改期，最後計劃延至 2021 年 2 月 20 日舉行。 

B. 原為配合 2020 年舉辦的奧運，六藝委員會選定「體藝」為 2020 年度工作計劃，但因應

疫情發展，2020 年東京奧運延至 2021 年舉行，「體藝」亦順延為 2021 年度工作計劃，

詳情將於稍後落實。 

 

六藝文藝小組 
召集人：盧高靜芝 
副召集人：鍾雅妍 

 
（一）「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作比賽 

a. 比賽共收到 490 份參賽作品，包括中學組：404 份，公開組：86 份。 
b. 評審工作已於去年 1 月中完成，每組別共選出冠、亞、季及優異獎(六名)。 
c. 得獎名單及得獎作品已上載於下列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yW0Il-kd2064Wb1G363pOq_ALPxAi6z 
d. 「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作比賽頒獎典禮原計劃於 2020 年春節聯歡上舉行，

但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及公共衛生安全理由，曾先後改期至 2020 年 6 月 6 日

和 9 月 12 日舉行，其後再延至 2021 年 2 月 20 日舉行。 

 

（二）女性文學座談會 
a. 「女性文學座談會」暨「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作比賽頒獎典禮原計劃延至

2021 年 2 月 20 日（星期六/年初九）下午假香港演藝學院戲劇院舉行。嘉賓主持

及講者名單亦已重新落實，包括： 

嘉賓主持：潘麗瓊 (香港) 

小說類嘉賓講者： 

李蘭妮(深圳)、李昂(台灣)、陳若曦(台灣)、黎紫書(馬來西亞)、戴小華(馬來西亞) 

非小說類嘉賓講者： 

周蜜蜜(香港)、周潔茹(香港)、屈穎妍(香港)、何冀平(香港) 

b. 惟根據目前疫情最新發展狀況，仍未能確定何日社交距離限制才會得到放寬，經慎

重考慮後，決定取消舉辦此項活動。 

 



 
 
（三）「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作比賽優秀作品文集 

a. 預期於二月初完成印刷。 

b. 作品文集將郵寄予全港大專院校中文系及學院圖書館、全港中學、顧問們、參加者等。 

c. 特別鳴謝李楊一帆監察顧問贊助出版作品文集。 

 

六藝合唱小組 

召集人：蔡李惠莉 

副召集人：黃葉慧瑩 

 
 （一）   香港婦協六藝合唱團音樂會 

a. 鑑於早前社會事件，原定於 2019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六）理工大學賽馬會

綜藝館舉行的音樂會需改期，及後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委員會決定將原

定延至 2020 年 5 月 9 日（星期六）於香港賽馬會演藝學院舉行的音樂會取

消，再延至 2020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舉行，亦由於疫情再度嚴峻，再

次延至 2021 年 5 月 1 日（星期六）舉行，地點為香港賽馬會演藝學院。 

b. 暫定表演嘉賓為香港城市大學、滬江小學及安基司幼稚園暨國際幼兒園。 

 

（二） 恆常練習 
 合唱團由指揮陳荻威教授每星期一晚上 7 時至 9 時進行恆常練習。鑑於新型冠

狀病毒疫情，於 2020 年 2 月 3 日起暫停練習。合唱團已於 7 月 6 日（星期一）

回復恆常練習，並於 7 月 13 日進行 Zoom 視像在家練習，由於限聚令於 7 月

15 日起再度收緊至四人，恆常練習亦於 7 月 20 日起暫停。合唱團再於 10 月 5

日（星期一）回復恆常練習，為安全起見，團員分為 A、 B 及 C 組，輪流二十

位到婦協現場練習或在家用 Zoom 視像練習，並會制定防疫措施。鑑於新型冠

狀病毒感染情況日趨嚴重，恆常練習亦於 11 月 23 日起暫停，直至另行通知補

課日期。 

 
（三） 合唱團人數 

已於 7 月 3 日進行試音，招募新團員，當日有 5 位新團員加入，現有合唱團團

員 53 人。 
 

六藝管弦小組 

召集人：蔡關穎琴 

（一） Le French May （法國五月藝術節）音樂會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及公共衛生安全理由，六藝管弦樂團團員暫停練習，蔡繼

有學校亦未能派學生參與演出，籌委會決定取消原定於 2020 年 5 月 30 日（星期六）

上午 11 時假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合辦的 Le French May（法國五月藝術節）音樂會。 

 



 

 
（二）六藝管弦樂團音樂會 

a. 六藝管弦樂團音樂會將於 2021 年 4 月 10 日（星期六）假香港大會堂劇院（座位:463）

舉行，並已於 2020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召開籌備會議。 

b. 活動將邀請本會顧問、理事、名譽會長、名譽副會長、會員、嘉賓及公眾參加。 

 

3. 社區活動委員會 
顧問  : 李樂詩 
召集人 : 黃汝璞  
副召集人 : 梁冬陽 
 
（一）「健康生活我做得到」系列活動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9 月） 

 社區推廣日 - 團體資助計劃 

本會推出「健康生活我做得到-社區活動」資助計劃，活動期原定於 2019 年 6 月至 11 月，

惟全港多區有聚眾活動及疫情問題，活動期延至 2020 年 9 月，共 16 個團體參與，資料如

下： 

團體名稱 舉辦之活動名稱 活動進度 

1. 香港基層婦女聯會 上工治未病 已完成 

2. 香港南區婦女會 預防勝於治療「健康生活我做得到」 已於 2020 年 1 月

完成 

3. 離島婦聯、香港東莞社團

總會婦女委員會合辦 

慶祝中華人民國成立 70 周年 

《有型新女性》健康生活共享日 

已完成 

4. 離島婦聯 健康生活在東涌 已完成 

5. 太極耆緣養生會 有「營」有「格」健康生活我做得到 已完成 

6. 康馨婦女會 健身氣功六字訣 已完成 

7. 婦女服務聯會 「食．得健康」工作坊 已完成 

8. 沙田婦女會 健康生活在沙田 已於 2020 年 1 月

完成 

9. 香港醫援會醫療服務 健康多面睇 已完成 

10. 天水圍婦聯 健康生活樂悠遊 – 慶華誕．齊歡聚 已完成 

11. 富恩慧妍之友 健康生活我做得到 已完成 

12. Just Education Services 

Organization Limited 

冰壺同樂發展計劃 已完成 

13. 香港旋風球總會 旋風活力運日 已於 2020 年 7 月

完成 

14.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三「高」飲食指南 已完成 

15. 德田之友 「健康生活我做得到」健康社區月 已完成 

16. 義連班 健康生活我做得到 已於 2020 年 6 月

完成 

 

 



 

 
（二）家庭健康月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及公共衛生安全理由，「家庭健康月」已延期舉行。 

 
（三）「骨不容緩 – 愛惜自己，更要愛錫媽媽健康」 

為提高婦女關注骨質健康，香港婦協與尚至醫療集團 (Virtus Medical Group)、安進

(Amgen)及麥肯健康(McCann Health)合作舉辦「骨不容緩 – 愛惜自己，更要愛錫媽媽健

康」之計劃，於 4 月至 5 月母親節期間，香港婦協為支持機構，負責派發宣傳刊物。 

 
（四） 「骨質疏鬆」記者招待會 

為提高公眾對「骨質疏鬆」的關注，香港婦協與尚至醫療集團(Virtus Medical Group)於

5 月 8 日上午舉行「骨質疏鬆」記者招待會，宣傳保持骨骼健康的重要性，當日召集人

黃汝璞副主席代表婦協出席及致歡迎辭，副召集人梁冬楊醫生簡介骨質疏鬆症所帶來的

影響，活動得到多間媒體報導，包括東方日報、信報、Metro、大公報、文匯報、

Health tag、Healthy D。 

 
（五） 「迷你盆栽護理」工作坊 

原定 10 月舉辦的環保工作坊，因疫情問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已延期舉行。 

 
（六） 婦協健康熱線計劃 

熱線統計 （2020年4月至2021年1月） 

會員查詢 非會員查詢 轉介醫生 其他/不詳 合共來電數目 

1 5 4 2 6 

 

4. 名譽會長委員會 
 

召集人：蔡李惠莉 
當然理事：朱陳美康名譽副會長、唐耿梅波名譽副會長、楊章桂芝名譽會長 
 
 

A.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1 月新加入名譽會長及名譽副會長 
 
 
 
 

新任名譽會長  : 嚴徐玉珊  （由名譽副會長轉為名譽會長） 
      
B. 會長人數 

首席名譽會長   :   10 位 （包括已逝世之劉孔愛菊首席名譽會長、劉葉淑婉首席名

譽會長） 
 

 名譽會長  :   120 位 （包括已逝世之林賴元芳、何李芷苓、李孫文英、李鄭潔

開、黃許佩冰、源林潔和、蘇周艷屏、龔如心、張紫珊） 
 

 名譽副會長  :   99 位 （包括已逝世之吳卓然、周翠娥、姚林秀美、莫朱雪映、 
    許周美閨、楊舒振聲、 陳馬美玉、陳黃梅芳、陳美汎、 
    楊錦珍、劉翁皙、 關黃玉芳、顧水文梅、顧張肇瀾） 



 

 

5. 社會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顧問: 梁愛詩 

召集人: 蔡關穎琴 

副召集人: 勞潔儀、鄺心怡、彭韻僖、何文琪、簡慧敏 

 
A. 講座 

（一） 2020 年 7 月 16 日 - 「香港國安法」講座  講者：香港基本法委員會譚惠珠副主任 

a. 召集人邀得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譚惠珠女士於 7 月 16 日為本會主持「香港國安法」講座，向會員及團體會

員代表講解「香港國安法」內容。 

b. 因限聚令關係，講座主要以網上形式進行，並由召集人蔡關穎琴副主席、副召集

人鄺心怡常委及何文琪律師一同擔任主持。當天，林貝聿嘉永遠名譽主席和盧高

靜芝副主席到場支持。 

c. 講座獲五十個團體應允擔任支持團體，包括本會團體會員及友好團體，主要是婦

女界及工商界別。 

d. 講座有逾百人報名參加，共有 70 名人士參與，包括丁毓珠監察顧問、林貝聿嘉永

遠名譽主席、何超瓊主席、盧高靜芝副主席、黃汝璞副主席、孔美琪副主席、蘇

陳偉香副主席、名譽會長、名譽副會長、常委、執委、理事、諮委等。 

e. 當日特設網上問答環節，共有十多位參加者踴躍發問。 

 
（二） 2020 年 9 月 12 日 -「《基本法》下的三權制衡」講座   講者：梁美芬議員 

a. 召集人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梁美芬議員於 9 月 12 日主持「《基本法》下的

三權制衡」講座，講座內容包括香港回歸前後都是行政主導，而《基本法》體現

了主權、高度自治和維持現狀三個原則。 

b. 因限聚令關係，講座主要以網上形式進行，並由召集人蔡關穎琴副主席、委員梁

淑莊執委及委員金鈴理事一同擔任主持。當天，林貝聿嘉永遠名譽主席到場支

持。 

c. 講座有 70 人報名參加，共有 65 名人士參與，包括林貝聿嘉永遠名譽主席、何超

瓊主席、盧高靜芝副主席、陳鄭小燕副主席、孔美琪副主席、周轉香聯席義務秘

書、湯振玲常委、華慧娜常委、鄺心怡常委、執委、理事等。 

d. 當日特設網上問答環節，參加者均踴躍發問。 

 
（三） 2021 年 1 月 25 日 -「精明消費者辦年貨」講座 講者：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黃鳳嫺女士 

a. 召集人邀得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黃鳳嫺女士於 1 月 25 日主持「精明消費者辦年

貨」講座，講座內容包括加深認識消費者委員會的職能，以及年近歲晚揀選年貨

注意事項等。因限聚令關係，講座主要以網上形式進行，講座共 65 人參加。 

 

 



 

 
B. 提交建議書 
（一）2020 年 4 月 6 日 - 「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意見書 

委員會於 4 月 3 日向本會會員作諮詢，並於 4 月 6 日向行政長官遞交意見書。 

 
（二）2020 年 4 月 7 日 - 「立法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意見書 

委員會於 3 月 28 日向本會會員作諮詢，並於 4 月 7 日向選舉管理委員會秘書處遞交意見

書。 
  
（三）2020 年 6 月 12 日 - 「香港婦協對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諮詢意見書」 

委員會於 5 月 8 日向本會會員作諮詢，並於 6 月 12 日向最低工資委員會遞交意見書。 
 

（四）2020 年 9 月 22 日 -  二零二零《施政報告》建議書  
在主席帶領下，委員會協助成立二零二零《施政報告》工作小組，並向本會會員作諮詢，

經整合意見後，《施政報告》建議書已於 9 月 22 日以電郵方式及親身前往政府總部提交

予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 
 
 

6. 青年領袖委員會 
 

顧問    ：范徐麗泰 

召集人  ：陳鄭小燕 

副召集人：黃葉慧瑩、麥樂嫦 

 
（一）中華歷史文化研修班 

原定於 2020 年 4 月 9 至 13 日假北京中華文化學院舉辦的中華歷史文化研修班，因受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接到中華文化學院通知指該校四月份的研修班全部取消。 
 

（二）5G 講座 

a. 原定於 2020 年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期間假雅辰會舉辦以 5G 技術為主題的講座，鑑

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及公共衛生安全理由，需延期舉行。 

b. 計劃於 2021 年初再次邀請中聯辦譚鐵牛副主任擔任主講嘉賓，確實日期及相關詳情

稍後公佈。 

 
（三）深圳市專家人才聯合會捐贈口罩 

感謝深圳市專家人才聯合會郭清藍副會長兼秘書長向本會捐贈 2,000 個口罩，口罩已由麥

樂嫦執委順利送抵本會，並已回函以表謝意，計劃把口罩轉贈予有需要人士。 

 
（四）籌組半邊天結業學員小組 

為加強半邊天結業學員對婦協的歸屬感，半邊天學員正計劃強化「舊生」小組，旨在聯繫

歷屆學員，鼓勵她們籌辦及參與各項小組活動。 

 

 



 

 
（五）「抗疫保健及養生訣竅 - 網上指導及分享會」 

a. 「抗疫保健及養生訣竅 - 網上指導及分享會」已於 8 月 8 日（星期六）以 Zoom 形

式順利舉辦，鼓勵大眾在家中運用有效方法，積極保持身心健康。 

b. 分享會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邀得香港浸會大學體育及運動學系副教授雷雄德博士擔

任嘉賓，為參加者講解運動與健康的重要性，鼓勵參加者注意均衡飲食配以適量運動，

積極強健體魄預防疾病；第二部分邀得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講師張振海醫師擔任

嘉賓，讓參加者從中醫角度認識感冒與新冠肺炎的分別，在日常生活中更可透過飲食

及簡單穴位保健，保持身心康健。 

c. 分享會吸引百多人報名，反應熱烈，參加者均表示兩位嘉賓講解詳盡，獲益良多。 

 
（六）前往深圳交流拜訪 

鑑於疫情發展，原定於 2020 年 12 月前往深圳與深圳市專家人才聯合會交流拜訪及參觀

深圳大灣區企業發展活動需延期舉行。 

 
（七）第 6 屆半邊天青年領袖培訓計劃 

研究及計劃於 2021 年下半年舉行的可行性，待落實相關詳情後再公佈。 

 
7. 教育訓練委員會 

顧   問  ：  

召 集 人 ： 

副召集人  ： 

李麗娟 
周轉香 

鄺心怡、陳雷素心 

 

  

 

A. 香港婦協訓練課程 

日期 課程名稱 時數 人數 

10/12/2019 – 
(18/2/2020 開始停課) 

 

硬筆書法班 2019 (8) 
 

10 52 

30/10 /2019 –  
(18/12/2019 開始停課) 

 

毛筆書法班 2019 (8) 
 

15 57 

9/1/2020 – 18/6/2020 
 

國畫研習班 (第 40 期) 18 15 

9/7/2020 – 8/10/2020 
 

國畫研習班 (第 41 期) 18 15 

12/11/2020 –  
(26/11/2020 開始停課) 

國畫研習班 (第 42 期) 
 

18 15 

 
B. 僱員再培訓局 (ERB) 培訓課程 

日期 課程名稱 時數 人數 
13/7/2020 – 

(26/11/2020 開始停課) 
互聯網基礎證書課程」(FW007HG-18) 
 

30 9 



 

 
C.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 (與婦女事務委員會、香港公開大學合辦) 

日期 課程名稱 時數 人數 

3/2020 

 

香港電影欣賞 

(公開大學決定 3 月學期取消) 
25 52 

31/8/2020 - 5/10/2020 演講與主持技巧 25 20 

7/8/2020 – 30/10/2020 
 

香港電影欣賞 25 52 

14/11/2020 – 20/2/2021 
 

調解方法與技巧 25 37 

 
 

8. 國際事務委員會 
顧問    ：伍淑清 

召集人  ：孔美琪  

副召集人：葉賀曾愉、洪羽緁 
 
A. 講座 
(一) 「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講座 

a. 講座於 2020 年 9 月 28 日(一)假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麥禮賢劇場舉行，邀得恒隆地

產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啟宗先生，大紫荊勳賢主講，分享他對世界格局的見解，以

及轉變中的企業機遇。 

b. 召集人孔美琪副主席擔任司儀，伍淑清監察顧問介紹講者，何超瓊主席擔

任主持人。 

c. 出席是次講座的嘉賓包括: 外交部駐港謝鋒特派員、中聯辦協調部白靜處長、立

法會梁美芬議員、立法會邵家輝議員; 多國駐港總領事及代表，包括: 秘魯、哥

倫比亞、意大利、巴拿馬和文萊，香港總商會夏雅朗主席、香港大學張翔校長、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蔡洪濱院長、本會監察顧問伍淑清、李樂詩、永遠

名譽主席林貝聿嘉、本港女企業家協會、香港婦協副主席、理事會成員等等。 

d. 線上有 260 人網上參加講座。 

 

B. 舉辦及參與婦協活動 
 委員會已於 2020 年 9 月 11 日（五）與委員商討如何宣傳中國父親節活動，計劃於 2021

年 8 月舉行籌辦比賽、親子嘉年華等活動，以作宣傳。委員會亦計劃與上海市婦聯聯合

發起，於 2021 年滬港連線首次舉辦「他為她，他為家」活動，喚起全國的關注，推動孝

道，讚賞男性/父親對社會、家庭的無私奉獻。 

 

 

 



 

 
C. 參加聯合國會議 

（一）第 65 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UNCSW65) 

CSW65 將於 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26 日舉行，今年度將以網上形式 (Virtual) 進

行。委員會已於 2020 年 12 月 18 日遞交 Parallel Event 申請，主題為「Hong 

Kong Women in the time of the pandemic」並已於 1 月收到申請批准通知，活動暫

定於 2021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三）晚上舉行。 
 

 

9. 會員事務委員會 
顧問  : 李楊一帆 
召集人 : 梁靳羽珊 
副召集人 : 
會員發展 : 蘇曹莊儀、黃林美麗 
會員活動 : 孫蔡吐媚、潘煥珍 
義工團隊 : 胡陳素英、關莫燕華 
團體會員 : 李秋蘭 (海怡半島婦女聯合會)、霍何綺華 (乳癌基金會)、 
 馮翠屏 (東區婦女會) 
 
 
會員資料 : 
                             4/2020 至 1/2021 入會 至 1/2021 會員人數 
1. 選舉會員 1 340 
 普通會員    35 1842                          

36 人        2182 人 
 
2.   4/2020 至 2/2021 入會會員名單 :  
     永遠選舉會員 – 黃林美麗      (共 1 人) 
      
 

     永遠普通會員  – 羅秋媚 梁慧華 梁慧妍 溫嘉路 鄭詩韻 丘璟珊 何樹華

 何沅蔚 孫燕華 孫楊江梅 鄒美玲 黃德琳 梁靄然 凌紫卿

 黃頌萱 黃頌欣 魏方翎 謝佩珊 梁浩頤 梁浩之 陳芷茵

 鄒曉韻 陳佩玲 周朗妍 陳曉君 徐曦 李夢     戴麗鳴

 周淑麗 徐綺蓮 梁陳智明 鍾郝儀 楊美珍 蘇家碧 賴楚惠

 (共 35 人)                          
                                                 
3. 團體會員  共 67 個 
 

4. 附屬團體會員 共 17 個 
 

5. 會籍終止 (包括離世的永遠會員) 
普通會員 : 5 人 
選舉會員 : 2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