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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區議會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財務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記錄  
 
日期  ﹕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日 (星期四 ) 
時間  ﹕  下午二時三十二分  
地點  ﹕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海港政府大樓 14 樓  

中西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  
  
主席   
黃健菁議員 *   
  
副主席   
彭家浩議員 *   
  
委員   
鄭麗琼議員 *   
楊浩然議員  (會議開始至下午 4 時 11 分 )  
甘乃威議員 ,  MH*   
許智峯議員  (下午 3 時 02 分至下午 3 時 35 分 )  
吳兆康議員  (下午 2 時 36 分至會議結束 )  
伍凱欣議員 *   
張啟昕議員 *   
何致宏議員  (下午 2 時 35 分至會議結束 )  
梁晃維議員  (會議開始至下午 4 時 20 分 )  
任嘉兒議員 *   
葉錦龍議員 *   
黃永志議員  (下午 2 時 55 分至會議結束 )  
楊哲安議員 *   
  
註：    
* 出席整個會議的議員  
(  )  議員出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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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梁子琪先生 ,  JP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  

黃詩淇女士  中西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楊頴珊女士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黃慧欣女士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區議會 )2 

陳國英先生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行政助理 (區議會 )6 

莫智健先生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  

文志超先生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1 

邱嘉慧女士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2 

朱麗雲女士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恩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註冊社工   

洪藝女士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西環綜合社會服務處單位主任   

杜曉楠女士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觀龍樓社區工作辦事處社會工作幹事  

陳妙蘭女士  聖雅各福群會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社工   

張海華女士  聖雅各福群會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經理  
吳偉基先生  香港聖公會聖馬太長者鄰舍中心社工   
黃慶禧先生  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社會工作員   
李鉻文先生  西柚健體會召集人   
曾善明女士  西柚健體會義工  
黃雄德先生  智在環保項目統籌  
黃思俊先生  智在環保項目助理   
方志恒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副教授 (香港研究學院副總監 )  
黃冠能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計劃導師 (香港研究學院 )  
許曉玲小姐  香港教育大學行政助理 (香港研究學院 )  

黎賢結女士  悅聲劇團主席   

蔡曼娜女士  如心劇團主席  

何劍儀女士  粵劇演藝坊秘書  

李美娜女士  依蓮娜曲藝社主席  

鄭玉蘭女士  彩鳳翔粵劇團主席  

鄭美琪女士  中華文化藝術發展研究會  

吳寶娟女士  詠紫紅劇團主席  

鄭淑文女士  粵劇戲曲研習協會主席  

 
秘書：  

李天賜先生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區議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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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2.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會議，為避免人群聚集，主席期望是次會議盡量不超

過四小時，會議亦不招待公眾人士旁聽，秘書處將安排簡要的人手，進入會議室的

傳媒及議員助理亦需登記真實姓名及電話號碼，方便有需要時進行追蹤。同時，主

席亦指出會議室地方有限，不希望旁聽人士數量過多，進入會議室的人士需要接受

以紅外線非接觸方式進行的體溫檢查，及需自備並佩帶口罩。因衛生問題，秘書處

是次會議將不會提供茶杯，並以紙包飲品代替，歡迎議員取用。主席表示是次會議

每項議程設兩輪發言，議員每次發言限時 2 分鐘。  

 

第 1 項：通過會議議程  

(下午 2 時 33 分) 
 

3.  會議議程獲得通過。  

 

第 2 項：通過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財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記錄  

(下午 2 時 33 分) 
 

4.  主席表示秘書處於截止日期前收到議員提出的修正建議，亦已呈檯供委員

參閱，若沒有委員反對，有關記錄將獲得通過。  

 

5.  委員會通過修正後的第三次會議記錄。  

 

第 3 項：作重點監察的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一覽表  

(中西區區議會財委會文件第 74/2020 號 )  

(下午 2 時 34 分) 
 

6.  委員會備悉有關撥款資助活動一覽表。  

 

第 4 項：區議會及屬下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撥款申請  

(中西區區議會財委會文件第 75/2020 號至 77/2020 號 )  

(下午 2 時 35 分至下午 3 時) 
 

7.  主席請委員參考文件第  75/2020 號，是次會議將會審議由區議會或轄下委

員會及工作小組提交的 1 份區議會撥款申請及 1 份地區小型工程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76/2020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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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席請委員考慮撥款 350,000 元予文化、教育、醫療、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

會以推行「 2020/2021 年度中山紀念公園、卑路乍灣公園及荷李活道公園綵燈賀佳

節」，並歡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 (區議會 )2 黃慧欣女士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行政助理 (區議會 )6 陳國英先生  

 

9.  鄭麗琼議員詢問是次撥款申請通過後是否會開始招標程序，並詢問其他委

員若是次申請的撥款不足以支付招標所列價錢，或未有承辦商回覆，應如何處理。  

 

10.  秘書表示第三次財委會上已向委員說明本年度中西區區議會有 338 萬元專

項撥款作文化藝術用途。就議員關注撥款是否可作其他用途，民政事務總署已於會

前回覆指希望議會盡量配合有關要求。他表示是次活動是文化藝術活動的其中之

一，若議員希望提高是次計劃預算以配合本年度就有關推行文化藝術活動的要求，

可於本年度預算分配作出相應調整。  

 

11.  甘乃威議員建議先行開展招標工作，待承辦商回覆有關價格後再作決定，他

表示議會早前曾決定是次活動會比以往規模較小，惟若有關報價仍與以往相若，應

再作討論或增撥款項，不應任意推翻早前通過的預算決定。此外，他建議於下次會

議上檢討文化藝術專項撥款的使用情況，再探討有關執行事宜。  

 

12.  黃慧欣女士表示秘書處會根據早前財委會通過的 35 萬元預算邀請報價，惟

本年中秋節日為十月上旬，因此時間非常緊迫，秘書處會盡快邀請報價，惟若報價

高於批出撥款，會視乎各議員的意願以傳閱方式增加撥款以重新邀請報價。  

 

13.  甘乃威議員不解為何要重新邀請報價，他指早前已提及若縮小規模招標的

結果仍然超過是次批出撥款，可以申請追加撥款，詢問在甚麼情況下部門需要重新

邀請報價。  

 

14.  黃女士回應指若沒有承辦商報價或報價超過預計的價錢，按政府規定預算

表內的各項預算需要作調整，因而需要重新報價。  

 

15.  甘乃威議員指明白若沒有承辦商報價需要重新邀請報價，惟不明白為何當

報價高於預算時需要重新邀請報價。  

 

16.  黃女士回應指會後會再作了解，若不需重新邀請報價，會以傳閱方式向各議

員申請追加撥款及繼續有關程序。 (會後備註：由於所得報價高於批出撥款，秘書處

已於 7 月 23 日以傳閱方式向委員詢問是否同意追加撥款，惟未獲通過。秘書處會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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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作出跟進。 )  

 

17.  主席希望秘書處能盡快就有關結果向議員報告。  

 

18.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77/2020 號 )  

19.  主席請議員考慮撥款 885,000 元予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以推行「中西

區設施維修及改善工程 (2020-2021)」，並歡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高級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  莫智健先生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1 文志超先生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2 邱嘉慧女士  

 

20.  鄭麗琼議員詢問文件中所指「清洗豐物道海濱休憩用地渠管設施上的塗鴉」

的地渠管是指捐山窿公園的渠管遊樂設施或是一般地下渠管，亦希望得知所指塗鴉

為何。  

 

21.  文志超先生向與會者展示「捐山窿公園」渠管遊樂設施上有關塗鴉，及部門

清洗後以石屎漆覆蓋有關渠管遊樂設施的照片。文先生指文件列出的工程為已完成

或進行中工程，部門曾接獲市民投訴公園內有塗鴉情況，因此按一貫程序處理有關

塗鴉。  

 

22.  楊哲安議員表示曾到訪有關公園，而早前的設施顏色均是灰色。他認同政府

部門按程序處理是次突如其內的塗鴉，惟認為有關塗鴉並不是想像般差劣，因此希

望政府主導，由對藝術有興趣及有相關技術的年青人美化有關設施，惟因有關設施

主要為親子設施，應避免有關美化帶有極端意識、商業及政治成份。他認為政府可

考慮美化有關公園以增加創意成份。  

 

23.  甘乃威議員表示以石屎漆覆蓋有關渠管遊樂設施或會使他人再次塗鴉，認

為是浪費金錢及時間。他認同可考慮邀請有興趣人士為設施進行美化，並可在區議

會網頁邀請有興趣人士提交草圖待議員選擇，再美化有關設施外觀。他表示繪畫者

不會在其他繪畫者的創作上添加其他圖案，惟若有關設施被清洗，繪畫者或會再次

進行塗鴉。  

 

24.  任嘉兒議員認同其他委員提及開放部份設施予藝術家發揮創意。她亦希望

部門於修復有關設施時需要有標準依據，例如應以同一種物料覆蓋整個設施，或以

原先方式進行填補油漆，以避免顏色不一等突兀情況出現。她認為部門於其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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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油漆工程時可以更美觀方式進行，而非單純遮掩有關塗鴉了事。  

 

25.  副主席希望部門以附件的方式提供工程的資料予各議員，因文件中提及的

工程內容較簡略，議員未必清楚工程資料。此外，他詢問部門是否可以就有關預算

列出細項及種類，使議員清楚理解有關開支。  

 

26.  主席詢問現時是否有待辦工程需要於是次撥款申請通過後開展。  

 

27.  文先生指文件列出的是上一財政年度進行或已完成的工程，讓議員備悉本

計劃下工程的類型。他表示是次申請的撥款是預計將來需要作緊急維修時的開支，

並非實際使用的金額，因此未有有關預算提供。他指本計劃旨在先取得預算，待有

需要時再進行緊急維修工程，若未有緊急維修工程需要進行，則無需動用有關撥款

額。他續指第二次財委會上委員已批出部分撥款應付四月至六月期間的緊急維修工

程開支，是次撥款申請為先行為本年度餘下季度的緊急維修工程開支取得預算。就

議員提及豐物道海濱休憩用地渠管設施上的塗鴉，文先生表示有關遊樂設施有不同

活動及展覽進行，惟有關項目不會影響有關設施的顏色及結構，有關渠管遊樂設施

最初設計原意為原始味道的石屎渠管，惟亦有意見向部門反映認為有關設施需要美

化，他認為議員可決定如何平衡原先提出的原始味道及美化有關設施，議員亦可先

行收集居民意見，部門作為場地管理者對不同意見持開放態度。他續指與任議員就

修復有關設施的看法一致，部門已根據原本顏色調配石屎水覆蓋有關塗鴉，惟部分

石屎成份因久經陽光照射變得淺色，而展示的照片攝於本年一月，現時或已經變成

類近顏色，部門亦會與工程組反映有關意見，於日後進行工程時均衡塗上有關物料，

避免有太大對比。  

 

28.  鄭麗琼議員詢問若邀請區內人士美化現有的灰色石屎渠管設施，是否需要

以社區參與撥款舉辦，並納入文化藝術專項活動。  

 

29.  文先生指有關活動以社區參與撥款舉辦較為合適，因地區小型工程指引規

定撥款不可用於舉辦設計活動吸引市民繪畫設計圖，惟收到有關設計稿後則可考慮

以地區小型工程撥款進行上色。  

 

30.  秘書表示利用社區參與撥款舉辦活動以吸引市民繪畫設計圖會較為合適，

惟進行有關工程的開支未必可以以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支付，有需要時可諮詢相關部

門意見。  

 

31.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第 5 項：地區團體的撥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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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區議會財委會文件第 78/2020 號至 89/2020 號 )  

(下午 3 時至下午 4 時 02 分) 
 

32.  主席請議員參考財委會文件第 78/2020 號，是次會議將審議 10 份撥款申請，

涉及款額為 273,092 元。主席提醒各委員如與申請團體有利益關係，必須於討論有

關申請前作出利益聲明。  

 

(財委會文件 79/2020 號 )  

33.  主席請委員考慮撥款 17,300 元予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恩悅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以推行 Adventure Couple，並歡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討論文件第 79/2020 號至第

80/2020 號︰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恩悅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  

註冊社工  朱麗雲女士  

 

34.  副主席表示文件 79/2020 及 80/2020 同屬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恩悅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提出的申請，惟兩份文件分別指申請機構是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及

《公司條例》成立，因此詢問機構是否以不同條例註冊。  

 

35.  鄭麗琼議員提醒各委員文件 78/2020 的附件列有社會福利署對各申請撥款

計劃的意見及是否支持撥款供議員參考。  

 

36.  朱麗雲女士回應指由於兩個活動分別由中心不同職員填寫申請表，因此出

現是次兩個不同資料，惟機構是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及《公司條例》成立。 

 

37.  葉錦龍議員表示兩個申請雖由相同機構提交，惟若申請表內內容不一致，會

使公眾及議員混亂。他不希望因此質疑有關團體的管理表現，並希望機構日後遞交

申請時列明機構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成立，若列明以《公司條例》成立，或

會被視為牟利機構，議員在審視時或會有不同的考慮。  

 

38.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80/2020 號 )  

39.  主席請委員考慮撥款 8,480 元予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恩悅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以推行超越… 2020。  

 

40.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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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委會文件 81/2020 號 )  

41.  主席表示秘書處早前接獲申請機構通知將取消是次撥款申請，因此有關申

請不會於是次會議上作出討論。  

 

(財委會文件 82/2020 號 )  

42.  主席請委員考慮撥款 47,630 元予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西環綜合社會服務處

以推行小空間大世界 2020 社區支援計劃，並歡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西環綜合

社會服務處  

單位主任  洪藝女士  

 

43.  葉錦龍議員表示文件未有提及門票分配的詳情，而受惠人士為青少年、學生

及低收入家庭，詢問參加者如何報名參加活動，有關參加準則及公眾是否可以參加。 

 

44.  洪藝女士回應指中心備有一份源自第一屆關愛基金的低收入家庭及「N 無

人士」名單及資料，機構亦會每年審視有關名單，確保名單上人士為有需要的低收

家庭，例如是否領取全額書簿津貼、並非居住在公共房屋、及家庭月入不超過某一

水平等等因素。此外，她表示本年亦會有其他關愛基金及有關資料庫提供，機構亦

會針對名單中人士提供服務。  

 

45.  鄭麗琼議員詢問參加者付費的費用是否用於活動導師費及茶點開支。  

 

46.  洪女士回應指整個項目為非牟利，所有的收入全數用於支付導師費及茶點

等開支。  

 

47.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83/2020 號 )  

48.  主席請委員考慮撥款 28,746 元予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觀龍樓社區工作辦事

處以推行關愛社區計劃，並歡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觀龍樓社

區工作辦事處  

社會工作幹事  杜曉楠女士  

 

49.  葉錦龍議員指對申請中大部份活動沒有意見，惟其中一項活動「鄰里樂聚

行」的參加者人數為 50 人，詢問秘書區議會撥款是否可資助機構舉行旅行。  

 

50.  秘書回應指區議會可撥款予旅行型的開支，惟旅行的參與者若非弱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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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區議會一般只會資助交通及宣傳開支，而是次申請的撥款主要涉及支付旅遊巴及

參觀費用，因此符合相關規定。  

 

51.  葉錦龍議員詢問活動的對象是否主要為觀龍樓居民。  

 

52.  杜曉楠女士表示由於中心位於觀龍樓內，因此活動地點大多位於機構中心，

惟招募對象為全中西區居民。  

 

53.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84/2020 號 )  

54.  主席請議員考慮撥款 25,278 元予聖雅各福群會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以推行

永不言休—墟市體驗計劃 2020，並歡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聖雅各福群會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社工  陳妙蘭女士  

聖雅各福群會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經理  張海華女士  

 

55.  黃永志議員詢問活動舉行的地點。  

 

56.  鄭麗琼議員表示活動應於中西區內舉行，詢問機構是參加由其他機構舉辦

的墟市活動或是自行安排有關墟市。  

 

57.  張啟昕議員表示申請預算表上列有墟市攤檔租用開支，因此希望得悉舉行

地點及活動形式，若機構是參加由其他機構舉辦的墟市活動，希望了解有關活動詳

情。  

 

58.  葉錦龍議員表示活動印刷 400 張 A5 的單張宣傳費用是 320 元，比市場上的

價格較貴，希望機構解釋印刷地點及詳情。  

 

59.  陳妙蘭女士回應指得悉中西區內曾舉辦墟市活動，亦曾代表其他機構參與。

若中西區有其他機構舉行墟市活動，是次活動將會租用部分攤檔，否則機構或會舉

辦小型墟市活動或申請臨時小販牌照並設置流動攤檔作擺賣。她續指有關 320 元的

A5 單張宣傳費用是於網上報價所得，並由中心職員自行設計。  

 

60.  葉錦龍議員表示有印刷公司網頁顯示印刷 600 張 A5 單張只須 295 元，因此

對機構申請 320 元表示懷疑。此外，他認同機構希望長者參加並體驗墟市活動，議

會過去亦有舉辦上環假日行人坊及西區副食品市場嘉年華等墟市活動，若機構能回

應會參加甚麼機構舉辦的墟市活動，委員會更容易判斷活動是否可以執行而通過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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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61.  黃永志議員詢問機構會參加甚麼機構舉辦的墟市活動及有關租用攤檔數目

詳情。  

 

62.  陳女士回應指印製單張時會因應實際情況將撥款用得其所。此外，她表示機

構若符合租用由區議會舉辦的墟市活動的攤位條件及資格，在時間許可下會申請參

與有關活動。而由於墟市活動多於週末舉行，考慮到參與的 20 名長者的體力，將會

申請一個攤檔，每名長者亦會參與 2 至 3 小時的工作。  

 

63.  鄭麗琼議員表示去年的上環假日行人坊因社會事件取消，區議會亦正考慮

本年度是否繼續舉行，屆時秘書處或可發信邀請所有區內非政府機構以低廉租金租

用活動攤檔，而關注墟市政策工作小組將於稍後時間舉行會議，並探討於秋冬時分

於區內舉行墟市活動。  

 

64.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85/2020 號 )  

65.  主席請議員考慮撥款 18,462 元予香港聖公會聖馬太長者鄰舍中心以推行

「桌．藝」遊蹤，並歡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香港聖公會聖馬太長者鄰舍中心  社工  吳偉基先生  

 

66.  鄭麗琼議員詢問活動是否包括所有可於桌上舉行的遊戲，並詢問有關作品

展覽是否會於機構的展覽櫃展出。  

 

67.  葉錦龍議員表示申請文件中列明活動有藝術設計及桌上遊戲成份，並支持

機構推廣桌上遊戲以避免長者患有認知障礙症，希望機構代表可以向委員介紹有關

活動。  

 

68.  吳偉基先生回應指活動標題中的「藝」及「桌」字是分別代表和諧粉彩的藝

術概念及桌上遊戲。此外，他表示活動以到戶服務為主，協助認知障礙症患者及輕

度腦部受損長者提供認知訓練。近年桌上遊戲再次受歡迎，因此活動會選擇符合參

加者程度及興趣的桌遊作為介入手法，以鼓勵參加者多使用腦部。他指獨居長者的

認知機能正常惟四肢能力不足，因此未能到中心參與活動，故活動會培訓義工提供

到戶訓練，以簡單桌上遊戲鼓勵參加者多使用腦部。而機構會將參加者繪畫的和諧

粉彩畫放置於港鐵站內的展覽櫃展出，供市民欣賞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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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70.  副主席代為主持會議。  

 

(財委會文件 86/2020 號 )  

71.  副主席請議員考慮撥款 37,730 元予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以推行「由心出

發  2020-2021」社區參與計劃，並歡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  社會工作員  黃慶禧先生  

 

72.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87/2020 號 )  

73.  副主席請議員考慮撥款 20,000 元予西柚健體會以推行徒手健體跑步保健，

並歡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西柚健體會  召集人  李鉻文先生  

西柚健體會  義工  曾善美女士  

 

74.  許智峯議員作出利益申報，他表示據他了解西柚健體會的社團註冊人員中

有民主黨成員，請主席裁決 7 名民主黨在席委員是否應避席。  

 

75.  主席詢問 7 名民主黨在席委員在機構內是否具有實務。  

 

76.  許智峯議員回應指 7 名民主黨在席委員在西柚健體會未有實務，惟有其他

民主黨成員在西柚健體會內具有實務，因此認為存在利益衝突，及需要避席，惟尊

重主席的裁決。  

 

77.  主席表示根據指引，若議員在團體內不具實務及職位，仍可參與有關討論、

決議及投票，惟若有關委員希望避席不參與討論及表決，她會尊重有關做法。  

 

78.  甘乃威議員表示與議員有密切關係的非政治組織過去均不會主動申請區議

會撥款，而他在是次會議內方得悉有民主黨成員為申請團體的負責人，建議其他委

員以一視同仁的方式處理有關撥款申請。他指委員會之所以決定不撥款予政府委任

的分區委員會，並不是因為其內部有政治組織成員，而是其政治意味濃厚。過往議

員相關的衛星組織不會申請相關撥款並不是受區議會條例禁止，惟為避免嫌疑，當

議會決定不撥款予各分區委員會、相關政府團體及由建制人士擔任成員的地區組

織，亦不應撥款予由民主黨成員擔當要務的組織。他表示不會參與是次團體申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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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惟作為多年區議員，提醒各委員中西區區議會有前述傳統，不會撥款予與委

員有關的團體撥款申請，並指第三次財委會上曾處理類似情況，亦以相同準則處理。 

 

79.  任嘉兒議員表示知悉有政黨背景的委員表達關注，因此詢問團體會否在聽

取議員的考慮後與組織有關政黨成員相討，她表示委員會可押後其申請，供團體先

作內部討論，決定是否繼續申請或撤回申請。  

 

80.  葉錦龍議員作出利益申報，指西柚健體會內的其中一名執事成員曾是其成

立的團體執委，惟有關團體已解散，因此詢問是否有利益衝突。  

 

81.  副主席表示沒有利益衝突。  

 

82.  葉錦龍議員續指同意任議員的建議，因此建議西柚健體會代表與團體內部

討論是否撤回申請。  

 

83.  副主席表示許議員避席的做法並非必須，因在座的民主黨委員並非有關組

織成員，因此沒有利益關係。此外，區議會常規及財委會的撥款守則內沒有列明若

議員所屬組織成員在申請機構內擔當職務時須作出利益申報，因此避席與否屬議員

自行決定，惟會尊重有關決定。另外，他表示本屆區議會對撥款申請有新的準則及

做法，惟有關原則未有列明在守則條文中，委員亦會堅持有關原則，並已於上次財

委會上討論及通過有關決定，以避免出現前述利益嫌疑，詢問機構代表是否希望押

後撥款或另作回應。  

 

84.  李鉻文先生回應指有關民主黨執事成員負責文書工作，並非活動導師及義

工，因此不會獲得撥款的任何款項。就議員建議押後申請，他表示團體可考慮轉換

另一位非民主黨成員處理團體的文書工作，亦同意押後是次申請。  

 

85.  副主席回應指問題並非在於該成員在團體所處理的工作為何，而是當團體

提出申請時，區議會早前訂立的原則便已經適用。此外，他表示若各委員對團體希

望押後申請沒有意見，歡迎團體在處理內部事情後，留意區議會網頁及於下次財委

會會議時再次遞交申請。  

 

86.  委員會不處理有關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88/2020 號 )  

87.  副主席請議員考慮撥款 49,466 元予智在環保以推行綠色社區齊實踐，並歡

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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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在環保  項目統籌  黃雄德先生  

智在環保  項目助理  黃思俊先生  

 

88.  葉錦龍議員作出利益申報，指曾與機構早前申請賽馬會撥款合辦抗疫活動，

因此詢問是否有利益衝突。  

 

89.  副主席回應指若委員並非機構成員便不屬利益衝突，並指他及其他議員都

曾與有關團體合作，惟未有任何具實務的職位，因此不需要作出利益申報。  

 

90.  黃雄德先生就文件的活動地點作出補充，他指原希望申請康文署用地舉行

活動，惟早前接獲署方以電郵回覆，指暫停處理有關申請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機構

考慮西環公眾卸貨區碼頭，及團體辦公室對開空地作為後備的地點，活動會盡量申

請康文署用地，惟希望議員明白有可能未能申請有關場地。  

 

91.  葉錦龍議員指不明白康文署為何不批准環保團體租用場地，並指「捐山窿公

園」是由民政事務處管轄，若其他考慮場地未能借出，詢問民政事務處是否可以借

出「捐山窿公園」作為是次活動場地，或協助與康文署了解不借出場地的原因。  

 

92.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梁子琪先生回應指現時「限聚令」仍然生效，由於申請

機構舉辦活動的參與人數多於現時「限聚令」列明的人數，因此需要視乎活動當天

有關條例是否仍然生效及有關細節，若「限聚令」仍然生效，借出有關場地會有困

難。  

 

93.  主席表示據她了解，申請區議會撥款的活動大多以項目形式申請，不明白是

次申請項目為何包括員工強積金開支，詢問是否不應批准機構就長期員工的強積金

開支納入是次撥款申請。  

 

94.  任嘉兒議員指梁專員提及現時因「限聚令」而未能借出場地，惟團體申請舉

行活動的時間為 9 月至 11 月，詢問若屆時「限聚令」已失效，民政事務處是否可以

借出場地予機構舉行活動。  

 

95.  葉錦龍議員對梁專員以「限聚令」回應議員及團體表示困惑，他表示「限聚

令」沒有科學根據，若以此規例限制議員及機構租用部門場地，及為康文署不批准

租用場地提供藉口是難以理解。他明白疫情嚴峻，惟活動舉行的 9 月至 11 月期間的

疫情情況及是否仍有「限聚令」仍屬未知數。他認為以「限聚令」迴避機構不能租

用場地，理由並不充份，詢問若康文署不借用有關場地予機構及撇除「限聚令」因

素，民政事務處是否可借用「捐山窿公園」等由部門管理的地方予機構舉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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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梁專員回應指難以估計「限聚令」是否會於較後月份仍然生效，惟強調民政

事務處需要遵守「限聚令」的規定，若疫情舒緩，及「限聚令」不再生效，部門可

考慮借用民政處管理的地方予申請團體。  

 

97.  何致宏議員詢問早前通過的部份撥款申請的參加者人數超出 50 人限制，詢

問是否不應批准有關撥款，擔心活動舉行時仍有「限聚令」生效，使區議會違例。  

 

98.  秘書表示撥款守則內區議會可批出員工開支，惟其批准額不應超過整體項

目的 25%，而員工開支的定義為機構為此活動而額外招聘的臨時員工薪金，或現有

員工因舉行有關活動所涉及的超時工作薪金。  

 

99.  鄭麗琼議員表示申請表內指預計參加人數為 1,500 人次，而活動會舉行 3

次，詢問是否代表每次活動約有 500 人次參加。她表示屆時若仍有 50 人為上限的

「限聚令」生效，活動是否需要分開舉行 30 次活動，亦詢問機構代表若屆時「限聚

令」仍然生效會如何處理。  

 

100.  葉錦龍議員表示「限聚令」限制 50 人以上聚會，惟仍容許親政府團體無視

社交距離舉行遊行示威，是隨意搬龍門的例子。他指估計活動參加者是並非於同一

時間集中在活動場地，相信有 1,500 人參加活動問題不大，重申問題是部門是否可

以借出場地予團體推行活動。  

 

101.  黃永志議員表示由於現時無法預計「限聚令」何時失效，因此建議先通過撥

款予機構進行籌備等工作。  

 

102.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89/2020 號 )  

103.  副主席請議員考慮撥款 20,000 元予香港教育大學以推行香港研究體驗導賞

團︰從中西區出發，並歡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香港教育大學  副教授  方志恒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  計劃導師  黃冠能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  行政助理  許曉玲小姐  

   

 

104.  副主席表示贊成是份撥款申請，中西區較少有文物、歷史、哲學及教育活

動，社會亦較忽略香港本土政治史，認為是份活動目的值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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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葉錦龍議員詢問是次活動內容涉及中西區體驗導賞團及講述區內的文化，

是否可列入文化專項撥款的 338 萬元內。  

 

106.  梁晃維議員表示與葉議員有同樣問題。  

 

107.  秘書表示申請的活動內容與公民教育活動較為類近，若有地區團體提交文

化藝術活動申請，有關活動將列入專項撥款當中，惟預算上不能預計有多少非政府

團體會申請藝術文化活動，若議員認為是次活動屬於文化藝術性質，可以納入有關

專項撥款範圍內。  

 

108.  副主席表示申請團體地址位於大埔區而非中西區，因此請議員考慮是否運

用酌情權通過撥款申請。  

 

109.  鄭麗琼議員詢問活動如何招募文件中提及的 40 名參加者，及是否需要在區

內位置設立報名處。  

 

110.  黃永志議員認同導賞團的理念，區內有不少居民希望了解區內的特色及文

化，鼓勵機構可舉辦更多同類型活動，議會日後亦可與機構合作推行有關區內城市、

歷史的工作。  

 

111.  甘乃威議員表示支持舉辦更多與區內文化、歷史、藝術有關的研究活動。他

表示團體可以推行更多有關工作及舉辦包含不同範疇的活動。他表示過往議會的文

化藝術專項撥款大多用作歌唱及粵曲表演，認為需要均衡發展。他歡迎教育大學到

中西區推廣區內歷史活動的工作，並指過往並非因申請團體地址不在中西區內而拒

絕撥款，而是希望活動可以讓區內居民及社區得益。  

 

112.  方志恒博士回應指是次申請中西區區議會撥款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中西區

內有很多重要歷史故事及建築文化。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一直推行體驗式學

習課程，在不同區議會亦有規劃不同的導賞團。他希望是次可以先以試行形式在中

西區舉行小規模導賞團，以講解香港以往的政治歷史的文化，希望吸收是次舉辦活

動的經驗以使日後可以推行更多有關活動。是次活動以中西區居民為目標，希望舉

行兩個各有 20 名居民參加的導賞團以體驗中西區的歷史，若是次活動反應良好，希

望將來可與中西區區議會合作，日後議員及部門若認為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

可以提供協助，可隨時聯絡並探討不同的合作方向。此外，他表示由於香港教育大

學是首次申請中西區區議會撥款的團體，因此只可以申請 2 萬元撥款。而活動會透

過社交媒體及海報方式宣傳，亦可探討由秘書處及議員協助派發資訊予區內居民的

可能性，最重要是可使中西區居民受惠，以了解更多中西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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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黃永志議員詢問活動會如何培訓導賞員，他表示據了解香港中文大學曾有

學生探討於各區舉辦同類型導賞團，惟未有提交申請。此外，他知道有其他人士希

望在其他區推行同類型導賞團，詢問機構可否協助推動有關活動。  

 

114.  方博士回應指香港研究學院現時主要針對中學生及大學生推行體驗式學習

課程，由於是次撥款以小規模形式試行，因此於香港研究學院內抽調計劃導師及青

年學者協助帶領活動導賞團。日後在資源許可下，機構可考慮協助培訓中西區居民

作為區內導賞員講解區內歷史。  

 

115.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第 6 項：藝術文化活動的撥款申請  

(中西區區議會財委會文件第 90/2020 號至 98/2020 號 )  

(下午 4 時 02 分至下午 4 時 09 分) 
 

116.  副主席請委員參考文件第 90/2020 號，今次會議將會審議 8 份共 160,000 元

的藝術文化活動的撥款申請。他表示有關的申請已在 6 月 11 日舉行的第三次文教

會獲得議員通過支持有關撥款並請各議員有需要時作出利益申報。  

 

(財委會文件 91/2020 號 )  

117.  副主席請委員考慮撥款 20,000 元予悅聲劇團以推行戲曲悠揚中西區，並歡

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悅聲劇團  主席  黎賢結女士  

 

118.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92/2020 號 )  

119.  副主席請議員考慮撥款 20,000 元予如心劇團以推行如心戲曲會知音，並歡

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如心劇團  主席  蔡曼娜女士  

 

120.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93/2020 號 )  

121.  副主席請委員考慮撥款 20,000 元予粵劇演藝坊以推行粵藝濃情聚社區，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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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粵劇演藝坊  秘書  何劍儀女士  

 

122.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94/2020 號 )  

123.  副主席請委員考慮撥款 20,000 元予依蓮娜曲藝社以推行良朋粵韻匯知音，

並歡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依蓮娜曲藝社  主席  李美娜女士  

 

124.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95/2020 號 )  

125.  副主席請委員考慮撥款 20,000 元予彩鳳翔粵劇團以推行彩鳳翔粵劇團  -  

粵劇承傳耀中西  紫釵記精選版，並歡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依蓮娜曲藝社  主席  鄭玉蘭女士  

 

126.  伍凱欣議員表示上次文教會會議上機構代表未能解釋為何彩鳳翔粵劇團與

中華文化藝術發展研究會使用相同通訊地址。她對兩個機構的利益關係有所保留，

並會就是次撥款申請投棄權票。  

 

127.  鄭玉蘭女士回應指機構的會址位於中西區，亦已有數十年歷史，她亦搬遷至

文件中的通訊地址居住，而中華文化藝術發展研究會聘用了另一位鄭女士作為統

籌，為方便接收信件而使用與彩鳳翔粵劇團相同的通訊地址。  

 

128.  在伍凱欣議員棄權及沒有其他委員反對下，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96/2020 號 )  

129.  副主席請委員考慮撥款 20,000 元予中華文化藝術發展研究會以推行戲曲粵

韻展姿采，並歡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中華文化藝術發展研究會  活動統籌  鄭美琪女士  

 

130.  伍凱欣議員表示基於機構未能解釋兩個通訊地址相同的利益關係，因此對

是次撥款申請同樣投棄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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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在伍凱欣議員棄權及沒有其他委員反對下，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97/2020 號 )  

132.  副主席請委員考慮撥款 20,000 元予詠紫紅劇團以推行詠月戲寶星滿堂，並

歡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詠紫紅劇團  主席  吳寶娟女士  

 

133.  鄭麗琼議員表示文件中列明表演者 3 人的酬金共 3,000 元，並指導師費設有

每人每小時 300 元的上限，詢問表演者酬金是否同樣設有上限。  

 

134.  秘書回應指中西區區議會撥款守則列明導師費上限為每人每小時 300 元，

惟表演者津貼沒有設定上限，因視乎不同活動的性質會邀請不同的表演者，因此難

以統一撥款上限。  

 

135.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98/2020 號 )  

136.  副主席請委員考慮撥款 20,000 元予粵劇戲曲研習協會以推行霓裳粵劇耀中

西  2020，並歡迎下列嘉賓出席會議︰  

 

粵劇戲曲研習協會  主席  鄭淑文女士  

 

137.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第 7 項：區議會撥款活動的監察安排  

(下午 4 時 09 分至下午 4 時 12 分) 
 

138.  副主席表示根據《運用中西區撥款守則》，下列活動由首次申請撥款的團體

舉辦，將由民政事務處派員強制監察：  

 
財委會文件編號  活動名稱 申請機構 

財委會文件  
第 89/2020 號  

香港研究體驗導賞團：從中西區

出發 
香港教育大學 

 
 

139.  副主席表示餘下 16 個活動建議抽出不少於三分之一，即 6 個活動以作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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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經過抽選後，有關活動為：  

 
財委會文件編號  活動名稱 申請機構 

財委會文件  
第 94/2020 號  

良朋粵韻匯知音 依蓮娜曲藝社 

財委會文件  
第 92/2020 號  

如心戲曲會知音 如心劇團 

財委會文件  
第 98/2020 號  

霓裳粵劇耀中西 2020 粵劇戲曲研習協會 

財委會文件  
第 85/2020 號  

「 桌 • 藝」遊蹤 香港聖公會聖馬太長者鄰舍中心 

財委會文件  
第 93/2020 號  

粵藝濃情聚社區 粵劇演藝坊 

財委會文件  
第 84/2020 號  

永不言休 一 墟市體驗計劃 2020 聖雅各福群會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第 8 項：其他事項  

(下午 4 時 12 分至下午 4 時 40 分) 
 

140.  副主席表示議員曾於第三次財委會上查詢本年度中西區區議會獲得的文化

藝術專項撥款 338 萬元是否可用作其他活動用途，秘書處於第三次財委會後已向民

政事務總署查詢，並已於早前向議員作出有關回覆。  

 

141.  秘書補充指總署希望中西區區議會本年度文化活動撥款應符合 338 萬元水

平，以符合有關專項撥款的目標用途。而早前甘乃威議員曾建議於第五次財委會上

視乎屆時文化藝術專項撥款的使用情況再作討論，加上不同委員會及工作小組亦會

召開會議討論本年度擬推行的活動，若委員同意，秘書處將於下次會議上匯報文化

藝術專項撥款的使用情況，供委員決定有關餘額的運用。  

 

142.  葉錦龍議員表示可以以更廣泛的角度看待文化藝術，並舉例油尖旺區曾舉

辦「角色扮演」的文化活動。他亦認同甘議員建議，可於下次會議視乎文化藝術專

項撥款的餘額，探討區議會是否可以舉行包含次文化、流行文化及音樂等不同文化

的大型活動，使區議會除舉辦節慶活動外，亦可舉辦文化內涵較高的活動，亦舉例

議會可與本港不同大專院校聯合舉辦展覽活動。他希望秘書處可回答「文化藝術」

的定義，及是否只局限於部分類型活動。  

 

143.  鄭麗琼議員表示她擔任主席的的中西區事務工作小組將於稍後進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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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小組舉行的「戶曉名劇喜迎春」及「中西區倒數除夕夜」亦屬於區內文化活動，

分別涉及 25 萬元及 50 萬元，過往會邀請多位知名藝人作為嘉賓，惟本年度活動或

邀請其他表演者以節省開支，若其他委員對活動有任何意見可向她提出。此外，她

表示長者工作小組早前曾討論本年度舉辦的活動，建議舉辦「長者藝術日」之類的

藝術活動，讓區內團體及長者進行表演及設立攤位。  

 

144.  甘乃威議員建議「上環假日行人坊」可邀請區內街頭表演者進行表演以取代

大型舞台表演。他建議關注墟市政策工作小組及其他工作小組可以探討舉辦有關活

動時加入邀請區內街頭表演者演出的藝術元素，活動亦無需興建大型舞台。他建議

在文化藝術專項撥款中預留推廣街頭表演藝術的撥款，供議會不同委員會及工作小

組申請，為不同活動加入街頭表演藝術元素。  

 

145.  梁專員回應指部門對「文化藝術」沒有準確的定義，因此在計算 338 萬元專

項撥款時會採取相對寬鬆態度，若活動與文化藝術有關便會納入有關計算當中。  

 

146.  秘書表示既然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將會舉行會議討論如何運用區議會撥

款，秘書處將於第五次財委會上匯報最新的專項撥款使用詳情，供議員決定如何使

用餘下撥款。  

 

147.  副主席表示會前接獲健康社區工作小組提出希望就本年度預算由 35 萬元增

加至 50 萬元以舉辦中西區健康節有關活動，詢問各位議員是否同意有關增撥及需

被抽調的條目。  

 

148.  秘書表示健康社區工作小組已於早前舉行會議，組員亦已閱覽去年健康節

的預算開支，並同意難以用 35 萬元預算舉辦大型的健康節活動，因此希望委員可增

撥 15 萬元開支予有關工作小組，及商討由甚麼條目調撥款項。  

 

149.  鄭麗琼議員表示除調撥款項外，詢問各委員是否同意她以區議會主席身份

尋求外間曾合作的機構贊助不同活動，並舉例上屆的健康節、上環假日行人坊及除

夕活動亦獲得賽馬會及其他非政府團體贊助，若委員同意，她可致函有關機構，尋

求有關資助，以減低所有活動開支由議會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支付的可能性。  

 

150.  其他在席委員未有反對有關做法。  

 

151.  秘書表示可協助搜尋上年度曾贊助區議會活動的機構記錄，亦詢問委員若

同意增撥 15 萬元至健康社區工作小組，將由哪一個條目抽調有關撥款。  

 

152.  鄭麗琼議員詢問第三次財委會討論撥款分配時是否尚餘部分撥款未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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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153.  秘書回應指第三次財委會討論撥款時，各委員同意將餘下撥款暫時撥予供

非政府機構申請的條目內，有關預算數字為約 190 萬元，連同是次會議批出的撥款，

本財政年度議會共約批出 70 萬元撥款，根據過往經驗，餘下約 120 萬元撥款是足夠

供非政府團體於剩下月份申請舉辦活動撥款。  

 

154.  任嘉兒議員表示作為健康社區工作小組主席，曾向賽馬會了解有關資助事

宜，惟六月至七月是會方的財政年度完結期，會方亦通知最快需要於本年九月才可

提供有關資助與否結果。惟她相信因疫情對會方財政收入有較大影響，因此即便會

方同意資助，有關金額亦未必能涵蓋健康節大部份開支，請各委員考慮將部份撥款

撥至健康社區工作小組。  

 

155.  甘乃威議員表示認同若工作小組在討論後有財政困難可以要求財委會增撥

預算，增撥與否亦需要視乎有關工作小組的活動性質，例如在現今疫情及暴政下，

更需要健康社區工作小組推行活動，他認為供非政府機構申請的約 190 萬元撥款是

足夠有餘可調撥款項予其他工作小組。另外，他表示早前得知區議會主席接獲民政

事務總署信件，詢問部門轄下分區委員會及其他政府團體是否可申請議會撥款，他

指各委員於早前會議已提及不能，亦沒有權利阻止任何合法及合資格團體申請撥

款，惟財委會亦已通過動議清楚闡述委員的立場，有關立場仍未有改變。他認為政

府可自行給予撥款予政府委任的團體，無需向區議會申請撥款。他表示委員會並不

會動用供非政府團體申請的撥款，批款予部門轄下分區委員會及其他政府團體，而

會向在社區有需要的機構撥款。  

 

156.  葉錦龍議員認同於供非政府團體申請的預算中抽調有關撥款至健康社區工

作小組。他表示明白賽馬會或財政緊絀，惟相信政府的獎卷基金財政充裕，詢問是

否可向獎卷基金尋求贊助。他相信既然獎卷基金可用以興建隔離營地，理應可贊助

與健康有關的其他活動。  

 

157.  鄭麗琼議員指甘乃威議員提及的信件，是民政事務總署早前致函她本人，提

及財委會於第三次財委會上委員曾表達地區團體可申請社區參與計劃撥款，詢問她

有關地區團體是否包括分區委員會及部門地區組織，及有關決定是否取代第二次財

委會上委員通過的有關動議。她表示曾與上任民政事務專員清楚說明所有合資格團

體均可向區議會申請撥款，惟須經由 15 位委員討論及投票決定是否通過撥款，她會

委託秘書處職員，連同是次會議通過的第三次會議記錄，回函至民政事務總署，表

明議會歡迎分區委員會等所有合資格團體申請區議會撥款，惟屆時各委員會細心審

閱每一份的申請及投票是否通過撥款，並非她一人可決定有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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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秘書總結指各委員不反對增撥 15 萬元予健康社區工作小組，將從供非政府

機構申請的預算中抽出，若日後獲其他團體贊助，可回撥有關餘額至其他條目預算。 

 

159.  鄭麗琼議員表示過去區內非政府團體曾與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如中西區

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地區統籌委員會舉行不同活動，她希望使用文化藝術專項撥款

與有關地區機構合作舉辦少數族裔的藝術分享日，並舉例曾參與有關活動，由少數

族裔婦女為參加者繪製類似紋身畫像，她希望在中西區舉行更多同類型的活動。  

 

160.  主席指前任專員任內曾推行中西區清潔街道服務及在本年度抗疫活動預留

約 100 萬元撥款，詢問梁專員是否會跟從有關方針繼續清潔街道，或是有其他新想

法以進行本年度抗疫活動。  

 

161.  鄭麗琼議員詢問部門是否有區議會撥款以外的資源推行清潔街道等衞生工

作，例如過去曾詢問議員有關區內街道衞生黑點以加強清洗。此外，她表示區議會

上一財政年度曾撥款約 130 萬元以於本年年初進行清潔街道、購買口罩及搓手液等

等抗疫物資，她詢問各委員如何使用本財政年度預留的 100 萬元抗疫預算，例如清

洗街道、及收集催淚氣體樣本等工作。  

 

162.  甘乃威議員詢問本財政年度預留的抗疫 100 萬元預算是否暫時未有實質工

作計劃，他建議以傳閱文件方式向委員徵詢有關具體建議，以盡快進行有關工作，

並於下次財委會上通過有關撥款，避免未能動用有關預留撥款。他指據過往經驗，

若未能於九月至十月的有關會議上通過開展有關項目，或會未能盡用有關撥款，加

上需要時間進行相關工作，因此建議會後以問卷形式詢問各委員是否有具體的建議

工作。此外，他表示委員會早前決定不會撥款予部門轄下分區委員會及有關地區團

體，惟認為可以由議會聯同曾與有關團體合作的非政府機構舉辦不同活動，例如為

少數族裔舉辦藝術活動、為新來港人士舉辦不同活動、及為區內有需要人士舉辦資

訊科技相關活動等等，希望區議會主席可有關非政府團體聯絡，以舉行與防火、資

訊科技、新來港定居人士、交通安全等有關活動，無需由政府委任的團體舉辦，以

便於下次會議前計劃有關活動內容，及提交有關撥款申請。他希望秘書處搜集過去

與部門轄下委員會及地區組織合辦活動的非政府機構資料，交由區議會主席聯繫相

關機構計劃不同活動。  

 

163.  副主席表示由於事出突然，認為委員需要時間考慮不同撥款的使用，他表示

有委員建議以傳閱的方式徵詢委員對撥款用途的意見，他指各委員若希望盡快舉辦

不同活動及使用有關撥款，可留意議會不同會議的舉行日期及時間，遞交文件討論

與非政府團體合辦活動及如何使用抗疫的 100 萬元預算等事宜。  

 

164.  甘乃威議員建議不同工作小組盡快舉行會議，並將決定舉辦的活動建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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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前提出，否則難以於財政年度完結前完成有關活動及善用預留的撥款。此

外，他表示不明白為何部門未有安排由區議會聘請的全職合約職員協助控制區議會

facebook 直播的器材，他認為控制有關錄影只需把鏡頭對準發言人士，及適時拉近

或推遠鏡頭拍攝對象，無需專業攝影技術，希望資訊科技工作小組可協助處理。他

指若秘書處指有關合約職員未能協助有關工作，往後便不應繼續聘用，他亦會於日

後會議提交文件討論議會是否仍有需要繼續聘用有關合約職員。  

 

165.  副主席希望各委員於會後考慮不同撥款的使用安排，以便於日後會議討論。 

 

第 9 項：下次開會日期  

(下午 4 時 40 分) 
 

166.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財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月八

日，撥款申請截止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五日。  

 

167.  會議於下午 4 時 40 分結束。  

 

 

會議記錄於  二零二零年十月八日通過  

 

主席：黃健菁議員  

 

秘書：李天賜先生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零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