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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Link21 的「公平藍圖」確定「公平諮詢委員會」(EQUITY ADVISORY COUNCIL, EAC) 

為該計劃的關鍵部分，以確保規劃過程中，嵌入問責、共創和親身經驗專業知識。

EAC 計劃為 Link21 提供一個具意義的社區合作的空間，以在整個計劃的發展和實施過程

中，促進公平。這包括重要的諮詢功能，例如整合深入社區經驗、居民情緒和有交通與基

礎設施不公平親身經驗的人的知識。EAC 將在整個計劃的發展過程中，為 Link21 團隊提

供建議，以助確保實質長期參與。

EAC 意識到低收入、有色人種和其他弱勢族群，因各種社會、歷史和制度的障礙，而被排

除於決策參與過程之外。因此，現正推行「酬金試驗計劃」。該計劃投資這些資源， 

以示務求打破參與障礙，並表揚曾經親歷不公平結果族群的內在智慧，予以反映和改善

決策。

EAC 成員將獲得酬金。這酬金並非補償，是為減輕「支出或提供服務」的障礙而設，並代

表 Link21 表揚其貢獻的時間、精力和專業知識。

EAC 酬金試驗計劃

所有「公平諮詢委員會」 (EQUITY ADVISORY COUNCIL, EAC) 個人成員，均可透過以

下文件，以符合獲得酬金的資格。EAC 直接與個人簽訂協議，以提供酬金。根據成員參與

雙月會議（每年 6 次），並在「休息」月份內每月為額外工作最多貢獻 3 小時的情況，每

年將獲得 $2,100；該酬金每季發放一次。

酬金協議需要下列文件：

1. 已填妥的 W9 表格

2. 獲委員會成員簽署的定制個人服務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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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份記錄活動的簡單列表（由 Link21 團隊提供），而該活動得到委員會成員簽署，並

由計劃贊助商（Program Sponsor）或其指定人員批准，當中活動包括出席會議、進

行研究和參與子委員會等，並附上姓名和郵寄地址

「障礙紓緩基金」或「支援津貼」

（SUPPORT STIPEND）  

Link21 除予以酬金，以表揚和感謝成員付出的時間、精力和專業知識外，還意識到某些族

群成員可能因充分參與，而會面對某些額外障礙。因此，Link21 成立一個「紓緩基金」或

「支援津貼」（Support Stipend），作為額外包容機制，可以支援「主動提出需要」的

個人成員。「紓緩基金」並非作「額外酬金」，成員應僅為「能夠參與」，而主動提出需

要。

主動提出需要該基金的會員，每月可獲得 $50（每年 $600）來支援某些需要，例如「高速

上網或數據計畫」的資助、「托兒、眷屬或家庭照顧」的補助，以及「交通費用」等。

個人服務協議

將為 EAC 制定一個「個人服務協議」，並要求每位成員承諾和履行以下職責：

 在任期內，每年最多參加 6 次 EAC 會議，包括提前審查文件來準備會議

 在非會議月份，每月貢獻最多 3 小時，為子委員會工作、研究和審查背景材料，以及完

成分配給成員的其他職務，包括支援計劃分析、政策指導和規劃方法

 代表他們的族群、選民或個人經歷

 知道與委員會工作相關的電郵或書面通訊，均受公開會議法約束

 致力成為族群、員工與領導之間的知識共享平台

 確定其他障礙，並根據「參與需要」主動提出需要「紓緩基金」或「支援津貼」

（Support Sti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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