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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中西區文康會文件第 2/2016 號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  

中西區區議會  

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轄下  

各工作小組的組成及相關安排  

目的

就組成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中西區區議會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 (以下

簡稱「文康會」 )轄下的工作小組及相關事項，徵詢各委員意見。  

背景

2.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文康會共成立了下列三個工作小組：

(a)  長者服務工作小組  

(b)  醫療衞生及復康服務工作小組

(c)  公民教育工作小組  

3. 根據以往的慣例，工作小組的任期隨委員會的任期定為兩年，並須由最少

四名區議員組成。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各工作小組的名單及職權範圍現載於

附件一﹔各工作小組的成員組合及舉行活動的次數及活動的資料分別載於附件

二及附件三，以供參閱。工作小組成員包括議員及所屬委員會的增選委員；如

有需要，工作小組可邀請政府部門或其他機構的代表列席會議。  

徵詢意見

4. 請各委員就下列事項提出意見及作出決定：

(a)  是否需要保留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文康會轄下工作小組（見附件一）； 

(b)  是否需要重組文康會轄下工作小組；如需要，應如何重組；  

(c)  檢討及訂定本屆文康會轄下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成員組合及任期；

及  

(d)  於會上就本屆文康會轄下的工作小組邀請最少四名議員加入，並選出

工作小組的主席。

文件提交

5. 本文件將於二月二十五日的文康會第二次會議上討論。區議會秘書處將於

會後發信邀請委員加入各工作小組。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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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  

中西區區議會  

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轄下  

各工作小組名單及職權範圍  

 

長者服務工作小組  

1.  向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建議推行地區長者服務，並滙報小組之決議，

並待之確認為最終決定；  

2.  探訪區內長者服務機構，聽取長者對服務及福利的意見，並與長者機構合辦

長者活動；及  

3.  就長者服務及福利政策，以及區內長者服務及福利向政府提供意見。  

 

及復康服務工作小組  

1.  研究中西區提供的基層醫療服務，並就改善有關服務向政府提出建議；  

2.  監察醫院管理局為本區居民所提供的醫院服務，並向醫院管理局提議如何改

善現有服務；  

3.  協助推行中西區區議會之長者醫療計劃；  

4.  與相關部門及工作小組舉辦活動，為本區居民提供醫療服務，以提高本區居

民對健康的關注；  

5.  研究本港的醫療制度與政策及作出建議；  

6.  統籌區內每年之「國際復康日」活動；  

7.  推動中西區的復康活動及改善復康服務；  

8.  提高本區居民的傷健一家觀念；  

9.  研究全港有關復康服務的設施、政策和制度，努力建設無障礙通道城市，並

作出建議；及  

10.定期向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匯報工作小組的決議。  

 

公民教育工作小組  

使市民  

1.  認識及實踐尊重、負責、關愛事物的價值觀，以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  

2.  認識及實踐共建健康家庭，推廣重視家庭核心價值，建造互信互愛、和諧共

融的家庭環境，並將和睦健康的氣氛推展至整個社會；  

3.  認識及履行公民的權利及義務；  

4.  瞭解香港作為一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國際性城市所具備的特

點，包括認識基本法和現行的社會、政治、經濟及法律等各種制度；  

5.  獲得較全面的政治及社會知識，樹立自由、民主、法治及公義的觀念；  

6.  加強香港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歸屬感及認識未來的挑戰；  

7.  提倡友愛互助精神，推廣義工服務，鼓勵人人參與；  

8.  了解中國的歷史及現狀，認識其傳統及文化，並關注中國未來發展；及  

9.  定期向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匯報工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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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  

中西區區議會  

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  

轄下各工作小組的組織架構及成員組合  

 

工作小組  

 

主席：  由區議員擔任  

 

組員：  

1.  區議員  

(除小組主席外，另須有最少三名區議員 ) 

 

2.  增選委員  

(文康會的增選委員可選擇是否加入工作小組；人數不限 ) 

 

3.  其他機構代表  

(個別工作小組可按實際需要議決邀請其他機構代表成為組員 ) 

 

列席人員： 工作小組可按實際需要邀請政府部門或其他機構的代表列席工

作小組會議  

 

秘書：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區議會 ) 



附件三

會議的次數

(2014/15)
2014年所舉辦的活動 2015年所舉辦的活動

1 長者服務工作小

組

5 1. 關懷中西區獨居長者行動2014 1. 巡迴探訪區內各長者服務單位 2015

2. 無障礙運動日暨食肆推選活動 2. 動感耆技薈萃

3. 星級廚師與您分享愛心食譜 3. 護老凝聚社區情

4. 長者友善社區計劃2014 4. 耆樂數多酷

5. 耆義兩心知2014 5. 漫遊中西區 Tour Around C & W

6. 網絡建立凝關愛 6. 「曙光行動」鄰舍互助關愛計劃

2015-167. 喜愛傳愛樂社區2014 7. 耆青交流樂融融

8. 和諧家庭護老樂盈營 8. 家 Fun 健樂行

9. 綠色怡情樂耆園 9. 魔幻「耆」緣

10. 至 Fit 體適能計劃 10. 「義仁同行」計劃

11. 同行活樂在社區 11. 關懷中西區獨居長者行動 2015

12. 長者友善路路通2014 12. 耆義兩心知 2015

13. 友愛伴耆心 13. 去舊迎新 大掃除

14. 譜出健康心靈樂章 14. 長者友善社區計劃 2015

15.

15

15. 創藝展耆能

16. 運動顯活力 16. 唔止運動咁簡單

17. 優質晚年齊參與 17. 漫步人生路

18. 巡迴探訪區內各長者服務單位2014 18. 恬靜人生

19. 印製長者日曆 2015 19. 「愛」伴同行

20. 長者制服隊伍義工培訓 20. 長青共融揚愛心

21. 長者友善空間

22. 鄰里關懷遍社區

23. 齊來動起來

24. 印製長者日曆 2016

2 醫療衞生及復康

服務工作小組

4 1. 2014/15中西區健康節 1. 2015/16 中西區健康節

2. 中西區國際復康日2014 2. 中西區國際復康日2015

3 公民教育工作小

組

8 1. 「為下一代 共建廉潔將來」中西區

倡廉活動

1. 「人情公價 ?」音樂創作計劃

2. 2014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2. 護老同遊立法會

3. 中西區青年立法會議員訓練計劃2014 3. 關愛傳千里

4. 「『義』人同行．夢想啟航」義工服

務計劃

4. 中西區．社區寶貝檔案

5. 溫情暖中西 5. 中西區青年立法會議員訓練計劃 2015

6. 潮商愛心暖童心計劃 6. 「我們這一家」之愛回家系列

7. 中西區廉潔選舉推廣活動

8. 2015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9. 社區印記．青年攝影義工隊計劃

中西區區議會轄下

各工作小組

於2014-15年度舉行會議的次數

及於2014年1月至2015年9月期間所舉辦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