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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辭  

 主席歡迎成員及社會福利署社會工作主任黃嘉麗女士出席會議。主席表示

秘書處收到通知，勞超傑議員退出財務工作小組。主席要求成員在會議開始前

申報利益，為免利益衝突，成員作利益申報後，不得參與表決有關申請團體的

撥款申請，有需要時可作補充。  

2.  成員就下列項目申報利益﹕  

成員  申請團體名稱  職位  

李蓮議員  

土瓜灣區大廈聯會  

愛民邨衛民樓互助委員會  

愛民邨居民聯會  

委員  

副主席  

會長  

吳奮金議員  愛民邨居民聯會  主席  

楊永杰議員  
九龍城區青年聯網  

九龍城青年協進會  

主席  

主席  

蕭亮聲議員  嘉道理民生關注組  顧問  

左滙雄議員  

愛俊之友  

愛民邨居民聯會  

九龍城青年協進會  

主席  

會長  

委員  

初步審議 2014 至 2015 財政年度九龍城區議會第一輪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

團、志願機構及社區團體舉辦社區參與計劃的撥款申請 (附件甲及乙 ) 

3.  秘書介紹文件，秘書處於去年 10 月發出邀請信，邀請區內互助委員會 (下文

簡稱「互委會」 )、業主立案法團 (下文簡稱「法團」 )、志願機構及社區團體參

與本年度第一輪的社區參與計劃。有關申請於去年 12 月 6 日截止，其間共接獲

137 宗申請，申請總額達 2,066,536 元。由於申請踴躍，主席於去年 12 月 12 日

為有關申請進行抽籤，而抽籤結果已載於附件甲。秘書處按抽籤次序審閱有關

資助申請，首 80 宗申請的詳情已載於附件乙。  

4.  成員先原則上通過附件乙中全部共 69 宗旅行／茶敍活動申請，惟最終是否

批出全部申請需視乎實際金額，於下次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 (下文簡稱「社

建會」 )再作審批。  

5.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區議會 )3 容潔鈺女士介紹附件乙餘下 11 宗非

旅行／茶敍活動的資助申請﹕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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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開心六一兒童節”嘉年華 2014 

6.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容潔鈺女士表示由於是項申請的宣傳海報預算支出超出

區議會的資助上限，故經扣減後，建議撥款金額為 18,000 元。  

7.  成員通過有關申請。  

聚賢戲曲會知音  

8.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容潔鈺女士表示是項活動申請撥款額為 22,330 元，經扣

減其超出區議會資助上限的預算支出項目後，建議撥款金額為 18,238 元。  

9.  成員查詢區議會是否有為「錄影」項目設定資助上限。  

10.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容潔鈺女士表示區議會沒有就「錄影」項目設定資助上

限，過往成員會按個別申請斟酌有關支出項目的資助款額。  

11.  成員通過有關申請。  

互愛聚中秋  

12.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容潔鈺女士表示由於是項申請的橫額預算支出超出區議

會的資助上限，故經扣減後，建議撥款金額為 17,190 元。  

13.  成員通過有關申請。 50:31) 

微笑天地  

14.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容潔鈺女士表示由於雜項的撥款額不能多於核准活動撥

款額的 10%，故經扣減後，建議撥款金額為 49,050 元。  

15.  成員通過有關申請。 50:3 

樂善之友中秋探訪活動  

16.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容潔鈺女士表示是項申請涉及探訪活動，但合乎九龍城

區議會撥款守則所載規定，建議撥款金額為 19,500 元。  

17.  成員通過有關申請。 50: 

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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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自我挑戰體驗計劃  

18.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容潔鈺女士表示是項申請經扣減後的建議撥款金額為

12,885 元。  

19.  成員通過有關申請。 50:54:15) 

社區共融推廣游泳 (2014) 

20.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容潔鈺女士表示由於是項申請的義工便餐預算支出超出

區議會的資助上限，故經扣減後，建議撥款金額為 63,510 元。  

21.  成員認為有關活動只有一日，贊成扣減其幹事酬金。  

22.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容潔鈺女士表示扣減後的建議撥款金額為 62,510 元。  

23.  成員通過有關申請。 501:58) 

關愛傳城  

24.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容潔鈺女士表示是項申請的建議撥款金額為 5,400 元。  

25.  成員通過有關申請。 5 

土瓜灣區國慶嘉年華  

26.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容潔鈺女士表示是項申請的建議撥款金額為 32,950 元。  

27.  成員建議不資助是項申請員工開支。  

28.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容潔鈺女士表示經扣減後的建議撥款金額為 26,950 元。  

29.  成員通過有關申請。 5:01:58) 

「龍城演藝 TEEN 台大匯演」計劃  

30.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容潔鈺女士表示是項申請的原來建議撥款金額為 99,050

元，惟調查發現有關申請團體為單一機構，不符合申領中央行政費的條件，建

議扣除有關資助項目。  

31.  成員建議一併扣除有關申請的員工開支，並查詢申請團體有否向學員收取

費用，以及匯演時要另行租借樂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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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容潔鈺女士表示申請團體擬向學員收取 900 元學費，而

申請撥款時已扣除有關收入。秘書處將要求申請團體就成員的其他提問再作補

充，並於下次社建會匯報。  

巴基斯坦新年慶典  

33.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容潔鈺女士表示是項申請經扣減後的建議撥款金額為

24,895 元。  

34.  成員通過有關申請。 :58) 

其他事項  

35.  餘無別事，主席於上午 10 時 43 分宣布會議結束。  

 

 

                       

主席  

 

                       

秘書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14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