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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辭 

 

 召集人歡迎議員出席 2021-2022年度離島區議會旅遊漁濃、環境衞生及氣候

變化委員會活動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 

 

2. 議員備悉黃漢權議員及容詠嫦議員因事未能出席會議。 

 

議程(一)  2021 /2022 年度旅遊推廣項目及撥款安排 

 

3. 召集人報告，2021-2022 年度活動工作小組獲得離島區議會撥款$400,000，用

作於舉辦離島區旅遊推廣活動。建議作用於三個項目上。 

 

(i) 續建離島區旅遊網頁 

 

4. 召集人向議員介紹文件 TAFEHCCCWG 1/2020 號 (i) 項。召集人報告，秘書

處現時每月定期將離島區舉辦的活動交給網頁製作公司上傳到網頁，並定時更新網

頁內容，讓市民和旅客瀏覽及索取相關資料。網頁製作公司與工作小組簽訂的一年

服務合約將於 2021 年 10月 30日到期。 

 

5. 召集人表示過往曾討論是否繼續離島區旅遊網頁，請議員於本會議再次討論。 

 

6. 梁國豪議員表示，現時較多市民使用手提電話中的應用程式或社交媒體取得

資訊，他認為離島區旅遊網頁與香港旅發展局網頁的資訊重複。 

 

7. 李嘉豪議員詢問離島區旅遊網頁去年瀏覽次數。他同意梁國豪議員的意見，

並認為使用社交媒體比現時網頁的宣傳效果更好。 

 

8. 郭平議員表示，上次會議曾提及使用社交媒體代替現時的網頁。他估計使用

社交媒體需預留更多資源經常更新專頁。他認為如社交媒體不經常更新，宣傳效果

與現時的網頁分別不大。 

 

9. 黃秋萍議員同意郭平議員的意見。 

 

10. 余漢坤議員表示工作小組的撥款不多，預算將不能選擇使用社交媒體。他認

為網頁有一定瀏覽數量，證明網頁仍能發揮用途。他建議可與網頁製作公司研究如

何更容易於瀏覽器搜尋到離島區旅遊網頁，以提升瀏覽人數。他認為應續建此旅遊

網頁。 

 

11. 黃秋萍議員詢問秘書處網頁多久更新一次內容。 

 

12. 郭平議員同意余漢坤議員的意見，他建議可由秘書處安排會議，商討及跟進

以社交媒體專頁取代網頁這個建議。 



13. 何進輝議員同意郭平議員的建議。 

 

14. 秘書回覆已於本年第一季度更新網頁內容，內容包括交通訊息及景點資訊，

並可按需要約半年更新網頁一次。 

 

15. 召集人請秘書處備悉郭平議員所提出的社交媒體專頁提議，並作出跟進。 

 

16. 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投票結果為 10票贊成、1票反對和 1票棄權，續

建離島區旅遊網頁建議獲得通過。 

 

(贊成的議員包括：曾秀好議員、黃秋萍議員、余漢坤議員、黃文漢議員、何進輝議

員、何紹基議員、郭平議員、劉舜婷議員、李嘉豪議員及徐生雄議員。梁國豪議員反

對。方龍飛議員棄權。) 

 

17. 召集人總結投票結果，離島區旅遊網頁將繼續保留。 

 

(ii) 製作離島區風景掛曆 

 

18. 召集人向議員介紹文件 TAFEHCCCWG 1/2020 號 (ii) 項。召集人表示，本會

製作的離島風景掛曆深受市民歡迎，建議聘請專業的印刷公司製作及設計離島區風

景掛曆，在掛曆中展現離島區各個地方的美麗景緻，並向市民公開派發，以宣傳離

島各區的旅遊景點。建議以預算 187,200元印製掛曆。 

 

19. 何紹基議員希望秘書處可跟進及協調有關掛曆風景相片的地區意見，使相片

更有代表性及地區特色。 

 

20. 郭平議員表示，離島區風景掛曆一向深受市民的歡迎，他希望可以預留多些

撥款製作更多掛曆派發給市民。此外，他同意何紹基議員的意見，掛曆中的相片可

由各區議員和鄉事委員會揀選。如時間及情況許可，可舉辦相片攝影比賽，從而挑

選合適的相片。 

 

21. 黃秋萍議員表示，她同意掛曆深受歡迎，並表示往年派發掛曆的日期恰當。她

建議本年度掛曆按計劃日期派發，以增加掛曆的吸引度。 

 

22. 召集人請秘書處備悉議員的意見，並作出跟進。 

 

23. 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有關建議獲一致通過。 

 

(贊成的議員包括：曾秀好議員、黃秋萍議員、余漢坤議員、黃文漢議員、方龍飛議

員、何進輝議員、何紹基議員、郭平議員、劉舜婷議員、李嘉豪議員、梁國豪議員及

徐生雄議員。) 

 



24. 郭平議員詢問秘書處可否增加製作掛曆數量。 

 

25. 秘書回覆會以價低者得的形式進行採購及製作最多數量的掛曆。 

 

26. 議員一致同意授權正、副召集人為代表與秘書處及承辦商跟進有關挑選掛曆

上的相片及資料。如有需要，會召開工作小組會議進一步商討。 

 

(iii) 製作旅遊推廣紀念品 

 

27. 召集人向議員介紹文件 TAFEHCCCWG 1/2020 號 (iii) 項。召集人建議聘請

承辦商製作紀念品推廣離島區旅遊，並在紀念品上印上離島區議會的標誌，向市民

公開派發。財政預算為$198,800。召集人表示可從建議項目中揀選本年度旅遊推廣紀

念品，而實際訂購數量及價錢會視乎報價工作完成後確定。 

 

28. 經商討後，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8票贊成製作三合一伸縮充電線。 

 

(贊成的議員包括：曾秀好議員、黃秋萍議員、黃文漢議員、方龍飛議員、何紹基議

員、劉舜婷議員、李嘉豪議員及梁國豪議員。) 

 

29.   至於製作縮骨雨傘，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結果 10票贊成。 

 

(贊成的議員包括：曾秀好議員、余漢坤議員、黃文漢議員、方龍飛議員、何進輝議

員、郭平議員、劉舜婷女士、李嘉豪議員、梁國豪議員及徐生雄議員。) 

 

30.   至於製作方形萬用插座，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結果 6票贊成。 

 

(贊成的議員包括：黃秋萍議員、黃文漢議員、何進輝議員、何紹基議員、郭平議員、

及徐生雄議員。) 

 

31.  至於製作純棉沙灘巾，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結果 10票贊成。 

 

(贊成的議員包括：曾秀好議員、黃秋萍議員、余漢坤議員、何進輝議員、何紹基議

員、郭平議員、劉舜婷議員、李嘉豪議員、梁國豪議員及徐生雄議員。) 

 

32. 召集人總結投票結果，在四項建議中，工作小組通過製作三合一伸縮充電線、

縮骨雨傘及純棉沙灘巾為本年度旅遊推廣紀念品。 

 

33.    議員一致同意授權正、副召集人為代表與秘書處及承辦商跟進有關紀念品的

細節安排，如挑選紀念品的顏色等。如有需要，會召開工作小組會議進一步商討。 

 

34.   徐生雄議員詢問財政預算是否分配於投票所選出的三項紀念品上。 

 



35. 召集人表示製作紀念品的餘額，可選擇用於製作更多紀念品上或製作更多掛

曆。 

 

36. 郭平議員詢問紀念品有否印上離島區議會標誌。 

 

37. 召集人回應紀念品會印上離島區議會的標誌。 

 

38. 郭平議員詢問如何使用製作紀念品的餘額。 

 

39.   經商討後，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7人贊成把製作離島區風景掛曆及旅遊

推廣紀念品的餘額製作更多紀念品。 

 

(贊成的議員包括：曾秀好議員、黃秋萍議員、黃文漢議員、何進輝議員、何紹基議

員、劉舜婷議員及李嘉豪議員。) 

 

40.   梁國豪議員表示本年度製作的紀念品較適合年青人，他認為可將剩餘的金額

製作掛曆，以配合長者所需。 

 

41.   經商討後，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5人贊成把製作離島區風景掛曆及旅遊

推廣紀念品的餘額製作更多離島區風景掛曆。 

 

(贊成的議員包括：余漢坤議員、方龍飛議員、郭平議員、梁國豪議員及徐生雄議員。) 

 

42.   召集人總結投票結果，製作離島區風景掛曆及旅遊推廣紀念品的餘額用於製

作更多紀念品。 

 

其他：掛曆及紀念品數量分配 

 

43.   召集人簡介上年離島區風景掛曆及旅遊推廣紀念品的數量分配，並建議本年

度各鄉事委員會和各議員辦事處的數量分配比例為 1.5比 1。 

 

44.   徐生雄議員表示紀念品深受區內居民喜愛，他建議增加議員辦事處的分配數

量。 

 

45.   郭平議員表示東涌市區人口較多，對紀念品及掛曆的需求量大。另外，他讚

賞掛曆的設計及內容豐富，深受居民喜愛，期望增加下年度掛曆的數量。 

 

46.   黃秋萍議員表示支持維持上年度的分配比例。 

 

47.   經商討後，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8人贊成，2人反對，2人棄權，維持

上年度的掛曆及紀念品分配比例為 1.5：1，即鄉事委員會分配 1.5份，而議員辦事處

分配 1份。 



(贊成的議員包括：曾秀好議員、黃秋萍議員、余漢坤議員、黃文漢議員、何進輝議

員、何紹基議員、劉舜婷議員及李嘉豪議員。郭平議員及徐生雄議員反對。方龍飛議

員及梁國豪議員棄權。) 

 

48.   召集人表示理解掛曆及紀念品數量難以滿足各區所需，她希望秘書處盡力製

作更多掛曆及紀念品。 

 

49.   劉舜婷議員希望注意掛曆的質素，如紙質或相片質素欠佳，便會減低掛曆的

吸引力。 

 

50.   黃秋萍議員同意劉舜婷議員意見，她表示應在掛曆的價格及質素上取得平衡。 

 

51.   梁國豪議員表示預算的價錢貼近市場價格。 

 

52.   召集人請秘書處監察製作掛曆的程序，並確保產品質素。 

 

議程(二)  討論 2021/2022 年度環境衛生及氣候變化推廣項目及撥款安排 

 

53. 召集人向議員介紹文件 TAFEHCCCWG 2/2021 號。本工作小組於 2021/2022

年度用作舉辦環境衛生及氣候變化推廣項目之區議會撥款為$250,000。 

 

(i)  2021/22 年度離島區「節約能源，低碳生活，應對氣候變化」推廣活動 

 

54. 召集人表示為免受 2019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建議本年度改以訂購及派發紀念

品形式進行推廣活動。秘書處印備本推廣活動及相關紀念品的資訊，隨紀念品均送

各議員，以派發區內坊眾。財政預算為$130,000，實際訂購數量視乎招標結果決定。 

 

55. 梁國豪議員表示按往年使用經驗，太陽能壁燈於戶外使用時被淋濕會導致無

法使用，認為需考慮本年度是否揀選同款壁燈。按街坊過往購買壁燈的經驗，訂購

價錢為$15應比市場價格略高，若再訂購時可多加留意。 

 

56. 郭平議員讚賞秘書處於往年活動紀念品的選擇，在邨內派發太陽能壁燈時引

起小童的興趣，表示可從中教育市民認識再生能源，故建議增加壁燈的訂購數量。

並分享其使用壁燈的情況，於日曬雨淋下仍可正常運作，證明壁燈具有防水效能，

希望保留太陽能壁燈為紀念品之一。亦同意召集人意見，環保袋的數量過多，反而

做成浪費。 

 

  (余漢坤議員約於上午 11時 22分離席。) 

 

57.   方龍飛議員表示太陽能壁燈太易損壞，希望本年度可揀選較耐用的款式。 

 



58. 何進輝議員表示太陽能壁燈十分適合於新界區內使用，建議增加訂購數量。

認為壁燈易壞屬個別事件，並分享安裝壁燈的經驗，建議避免裝置壁燈於猛烈陽光

下儲蓄電能，因高熱下有機會令太陽能板失效。及反映上年度訂購的壁燈儲電量較

少，容易出現電量不足的情況。 

 

59. 何紹基議員同意何進輝議員及郭平議員的意見，亦分享其使用經驗。建議向

生產商查詢壁燈的使用指引並將之提供予使用者，讓壁燈更為耐用。 

 

60.   召集人表示可從建議項目中揀選本年度活動的紀念品次序。 

 

61.   經商討後，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結果 10票贊成訂購環保手壓電筒。 

 

(贊成的議員包括：曾秀好議員、黃秋萍議員、黃文漢議員、何進輝議員、何紹基議

員、郭平議員、劉舜婷議員、李嘉豪議員、梁國豪議員及徐生雄議員。方龍飛議員暫

時離席。) 

 

62.   經商討後，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結果 9票贊成訂購太陽能壁燈。 

 

(贊成的議員包括：曾秀好議員、黃秋萍議員、黃文漢議員、方龍飛議員、何進輝

議員、何紹基議員、郭平議員、劉舜婷議員及徐生雄議員。) 

 

63.   至於訂購水能鐘，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結果 5票贊成。 

 

(贊成的議員包括：黃文漢議員、方龍飛議員、郭平議員、李嘉豪議員及徐生雄議

員。) 

 

64.   至於訂購環保兒童文具套裝，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結果 9票贊成。 

 

(贊成的議員包括：曾秀好議員、黃秋萍議員、黃文漢議員、方龍飛議員、何紹基議

員、郭平議員、劉舜婷議員、李嘉豪議員及徐生雄議員。) 

 

65.   沒有議員贊成訂購布質環保袋。 

 

66.   何進輝議員表示水能鐘用途不及太陽能壁燈廣泛，建議將資源放於壁燈上。 

 

67.   召集人表示因預算有限，建議只集中資源訂購 2 款紀念品。在環保手壓電筒

外，揀選多一款環保紀念品，故建議在太陽能壁燈及環保兒童文具套裝中二擇其一

作訂購。 

 

68.   陳豪勳先生回應在預算內可揀選 3 款紀念品作訂購，但訂購數量將相對地減

少。根據議員們的意見，各人對太陽能壁燈有較高評價，希望可提高壁燈的訂購數



量。建議在太陽能壁燈及環保兒童文具套裝中二擇其一，以增加個別紀念品的訂購

數量。 

 

69.   黃秋萍議員表示現時需決定紀念品種類的數量。若選擇訂購 3 個種類，可多

元化地派發，但每種類的訂購數量較少。若選擇訂購 2 個種類，每種類可訂購較多

的數量。 

 

70.   經商討後，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3票贊成揀選訂購 3個種類的紀念品。 

 

(贊成的議員包括：黃秋萍議員、劉舜婷議員及徐生雄議員。何紹基議員暫時離席。) 

 

71.   經商討後，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5票贊成揀選訂購 2個種類的紀念品，

2人棄權。 

 

(贊成的議員包括：曾秀好議員、黃文漢議員、何進輝議員、郭平議員及李嘉豪議員。

何紹基議員暫時離席。) 

 

72.   召集人總結投票結果，工作小組通過訂購 2款紀念品。 

 

73.   經商討後，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4票贊成揀選環保兒童文具套裝。 

 

(贊成的議員包括：黃秋萍議員、方龍飛議員、李嘉豪議員及徐生雄議員。何紹基議

員暫時離席。) 

 

74.   經商討後，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5票贊成揀選太陽能壁燈。 

 

(贊成的議員包括：曾秀好議員、黃文漢議員、何進輝議員、郭平議員及劉舜婷議員。

何紹基議員暫時離席。) 

 

75.  召集人總結投票結果，工作小組通過揀選環保手壓電筒及太陽能壁燈為本年

度離島區「節約能源，低碳生活，應對氣候變化」推廣活動的紀念品。 

 

76.   議員一致同意授權正、副召集人為代表與秘書處及承辦商跟進有關製作紀

念品的細節安排。如有需要，會以傳閱文件方式或再召開工作小組會議進一步商討。 

 

(ii)  2021/22 年度大嶼山清潔衞生推廣大行動 

 

77.   為免受 2019 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召集人建議本年度改以訂購及派發本地品

牌的洗潔精及氯水進行推廣活動。秘書處印備本推廣活動及相關紀念品的資訊，隨

紀念品均送各議員，以派發區內坊眾。預算為$120,000，實際訂購數量視乎招標結果

決定。並表示議員可同時選擇訂購布質環保袋，如不選擇訂購，則可將預算全數用

於訂購洗潔精及氯水。 



 

78.   郭平議員同意召集人的建議，並表示選擇只訂購洗潔精及氯水。 

 

79.   徐生雄議員表示選擇訂購布質環保袋。 

 

80.   召集人表示現時派發環保袋的次數出現飽和，請各議員再三考量並作選擇。 

 

81.  何進輝議員表示於這兩三年間，已廣泛向居民派發環保袋，建議可於日後再

有需要時再行製作及派發環保袋。 

 

82.  黃秋萍議員贊成召集人的建議，並表示近年各團體組織皆有派發環保袋，居

民所得的數量充足，建議將資源妥善利用於其他地方。 

 

83.  劉舜婷議員同意召集人的意見，建議可於派發此活動紀念品時，提示居民自

備環保袋領取物品，以同時帶出推廣環保效果。 

 

84.  經商討後，議員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7票贊成不選擇訂購布質環保袋。 

 

(贊成的議員包括：曾秀好議員、黃秋萍議員、黃文漢議員、何進輝議員、郭平議

員、方龍飛議員、劉舜婷議員。何紹基議員暫時離席。) 

 

85. 召集人總結投票結果，工作小組通過不選擇訂購布質環保袋，將預算全數用

於訂購洗潔精及氯水。 

 

86. 議員一致同意授權正、副召集人為代表與秘書處及承辦商跟進有關製作紀念

品的細節安排。如有需要，會以傳閱文件方式或再召開工作小組會議進一步商討。 

 

(三) 其他事項 

 

87. 召集人請秘書處準備上述項目及財政預算文件，呈交旅遊漁農、環境衞生及

氣候變化委員會。 

 

(四) 下次會議日期 

 

8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時 40分結束。下次會議日期容後決定。 

 

離島區議會旅遊漁農、環境衞生及氣候變化委員會 

活動工作小組 

2021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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