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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稿 

 

 

旅遊漁農、環境衞生及氣候變化委員會 

離島健康城巿及長者友善社區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日期： 2021年 7月 12日(星期一) 

時間： 中午 12時正  

地點：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海港政府大樓 14字樓 

  離島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余漢坤先生, MH, JP (召集人) 

黃文漢先生, MH 

黃漢權先生  

何進輝先生 

何紹基先生 

黃秋萍女士 

曾秀好女士  

郭  平先生 

徐生雄先生 

方龍飛先生 

劉舜婷女士 

 

 

列席者 

周婉安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離島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 

鍾麗娟女士 漁農自然護理署 署理高級農林督察(農業推廣)1 

梁天兒女士 離島民政事務處 民政事務助理專員(2) 

王迦明女士 離島民政事務處 候任民政事務助理專員(2) 

陳豪勳先生 離島民政事務處 聯絡主任主管(梅窩／大嶼山南) 

何倩婷女士 離島民政事務處 行政助理(鄉郊代表選舉)3 

梁寶琪女士 離島民政事務處 聯絡主任主管(東涌北／青年) 

盧錦慧女士 離島民政事務處 聯絡主任(東涌北／青年)2 

戴月嫦女士 離島民政事務處 聯絡主任主管(東涌南／大廈管理) 

呂翠玲女士 離島民政事務處 聯絡主任(東涌南／大廈管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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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吳靜芯女士  離島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區議會)2  

 

 

缺席者 

王進洋先生 

 

 

~~~~~~~~~~~~~~~~~~~~~~~~~~~~~~~~~~~~~~~~~~~~~~~~~~~~~ 

 

 

歡迎辭 

 

 召集人歡迎各成員及政府部門和機構代表出席會議。 

 

 

I. 通過 2020年 7月 13日的會議紀錄 

 

2. 小組成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紀錄。 

 

 

II. 活動報告及建議 

 

3. 召集人表示，2020-2021年度活報告已於會前送交小組成員參

閱，歡迎小組成員就報告內容發表意見。 

 

(i) 2020-21年度活動報告 

 

4. 小組成員備悉上述報告內容。 

 

(ii) 2021-22年度活動建議 

 

5. 召集人表示，2021-22年度活動建議文件已於會前送交小組成

員參閱。本年度工作小組獲撥款 480,000 元，建議 315,000 元用作舉

辦「離島青年營 2021」、79,000元用作與區內社福機構、地區團體、

醫院、學校、物業管理公司及相關政府部門合辦「東涌關懷行動」、

68,000 元用作舉辦「2021-22 年度離島區健康社區推廣活動」，以及

18,000元用作繼續委託承辦商負責「離島健康城市—面向社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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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網站的管理及運作。  

 

6. 召集人就「離島青年營 2021」的活動建議詢問各位小組成員

有否利益申報，並表示他是離島區青年活動委員會顧問。由於工作小

組副召集人李嘉豪先生已辭任離島區議員，他建議選出一位議員暫時

主持有關「離島青年營 2021」活動建議的討論。 

 

7. 劉舜婷議員表示她是離島區青年聯會副主席。 

 

8. 黃漢權議員提名由黃文漢議員主持有關討論，曾秀好議員和

議。 

 

9. 小組成員以舉手方式，表決是否同意由黃文漢議員暫時主持

有關討論。投票結果為 9票贊成、0票反對及 2票棄權，建議獲得通

過。  

 

(贊成的議員包括：召集人余漢坤議員、黃漢權議員、何進輝議員、

何紹基議員、黃秋萍議員、曾秀好議員、郭平議員、徐生雄議員及

方龍飛議員；黃文漢議員及劉舜婷議員棄權。) 

 

10. 黃文漢議員表示，余漢坤議員及劉舜婷議員可留在席上，但

不可參與討論、決議和投票。 

 

11. 郭平議員希望余漢坤議員在活動舉辦細節上有需要時作補

充。 

 

12. 黃文漢議員表示由於成員沒有其他意見，如有需要，已申報

利益的小組成員可作補充。 

 

(a) 「離島青年營 2021」 

 

13. 黃文漢議員建議工作小組繼續與離島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合辦

「離島青年營 2021」，培養參加者的團隊精神和領導才能，並提升抗

逆及解難能力。是項活動的預算開支為 315,000元，活動詳情載於附

件一。他歡迎小組成員就「離島青年營 2021」的活動建議提出意見。 

 

14. 郭平議員表示成員已在過往會議同意推動青少年活動，詢問

如是項活動未有盡用撥款，能否將餘額用於其他青少年活動，例如東

涌青少年足球活動。如可行的話，他建議以招標形式聘任政府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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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機構為主辦單位。 

 

15. 召集人補充指，315,000元為舉辦四日三夜「離島青年營」的

預算開支，而前年安排有關活動為期五日四夜，預算開支為

380,000 元。他表示籌組委員會認為四日三夜會較合適，初步計劃於

聖誕節或農曆新年期間舉行，惟現時疫情持續，加上須遵守社交距離

措施，區議會原定於本年暑假舉辦的活動均無法如期舉行，相信青年

營成功舉辦的機會亦不高。他會與籌組委員會密切聯絡，預計在 9月

或 10 月決定會否如期舉辦青年營。若未能成功舉辦，他會徵詢區内

青年人的意見，研究可否改辦足球或其他活動。至於如何使用該筆撥

款，需再作討論。 

 

(召集人及劉舜婷議員避席。)  

 

16. 黃文漢議員請小組成員以舉手方式，表決是否同意通過撥款

315,000元以舉辦「離島青年營 2021」，以及繼續與離島區青年活動委

員會合辦「離島青年營 2021」。 

 

17. 小組成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一致通過有關建議。 

 

(b) 「東涌關懷行動」 

 

18. 召集人表示，工作小組計劃邀請區內的非政府機構合辦「東

涌關懷行動」，與社福機構、地區團體、醫院、學校、物業管理公司及

相關政府部門籌辦活動，例如親子紓緩壓力訓練工作坊丶離島導賞團

丶新興運動和義工服務等，讓居民參與家庭活動，改善親子關係；並

建議拍攝「家是東涌」短片，宣揚區內好人好事，協助居民積極面對

逆境，從而建立和諧社區，預算開支為 79,000元。如獲工作小組通過

支持，將向非政府機構發出邀請信。他請小組成員就活動建議提出意

見。 

 

19. 郭平議員表示，過去半年很多市民向他反映丈夫及父親沉迷

賭博，他建議「東涌關懷行動」關注賭博問題，呼籲市民切勿參與非

法賭博，並宣傳戒賭。 

 

20. 召集人表示「東涌關懷行動」會與非政府機構合作，這些機構

十分了解東涌區內情況。工作小組備悉上述意見，亦會與舉辦活動的

機構加強溝通，關注本年度的重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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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召集人請小組成員以舉手方式表決是否同意通過撥款

79,000 元，以舉辦「東涌關懷行動」連同有關建議活動，並發信邀請

區內非政府機構合辦。 

 

22. 小組成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一致通過有關建議。 

 

(c) 2021-22年度離島區健康社區推廣活動 

 

23. 召集人表示，工作小組計劃與專業醫療團體合作，在 2022年

1月及 2月其中三個星期六，在東涌社區會堂舉辦健康社區推廣活動，

並透過離島區議員及非政府機構邀請居民參與，預算開支為

68,000 元。他亦提議邀請非政府機構合辦活動，並歡迎小組成員就活

動建議提出意見。 

 

24. 召集人請小組成員以舉手方式表決是否同意通過撥款

68,000 元，以舉辦「2021-22 年度離島區健康社區推廣活動」及有關

建議活動。 

 

25. 小組成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一致通過有關建議。 

 

(d) 「離島健康城市-面向社區行動」專屬網站的管理及運作 

 

26. 召集人表示，工作小組自 2010年起委託承辦商為工作小組專

屬網站提供管理服務，以發布動向及健康生活資訊。2020-21 年度的

合約將於本年 10月 31日到期，為維持網站運作，建議繼續委託合適

承辦商提供網頁寄存及管理服務，合約期為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因應工作小組成員上年度提出的意見，建議增

加本年度的預算至 18,000元，以委託合適承辦商落實兩項改善建議，

包括建立手機版網頁，以及開設「離島區健康城市-面向社區行動」的

社交媒體(Facebook和 Instagram)帳戶，合約期為 2021年 11月 1日至

2022 年 10月 31日。他邀請民政處補充網站運作情況。 

 

27. 陳豪勳先生表示，「離島健康城市-面向社區行動」專屬網站於

上個財政年度有 14 598次瀏覽，具有宣傳作用。因應小組成員上年度

的意見，現提出改善建議，以加強宣傳之效。 

 

28. 召集人表示，「離島健康城市-面向社區行動」專屬網站可供市

民閱覽有用資訊，本年度項目總開支增加約 10,000元，用以建立手機

版網頁及社交媒體帳戶，擴闊接觸層面。他歡迎小組成員就網站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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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運作提出意見。 

 

29. 召集人請小組成員以舉手方式表決是否同意通過撥款

18,000 元，以委託承辦商管理網站及落實兩項改善建議。 

 

30. 小組成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一致通過有關建議。 

 

31. 召集人補充，上述所有活動撥款申請均須提交旅遊漁農、環

境衞生及氣候變化委員會(旅環會)審閱，獲通過後方可作實。 

 

(會後註： 旅環會於本年 7月 26日的會議上，通過上述所有活動撥款

建議。) 

 

 

III. 其他事項 

 

32. 小組成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 

 

 

IV. 下次會議日期 

 

3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中午 12 時 35 分結束。下次會議日期將另

行通知。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