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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議會青年事務委員會  

多元發展工作小組  

第一次會議（二零二一至二二）  

會議紀錄  

 

日期：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  

時間：下午三時三十分至四時十分  

地點：葵興政府合署 10樓葵青民政事務處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離席時間  

唐皓文議員 (主席 )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張鈞翹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張文龍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蔡雅文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周偉雄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韓俊賢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郭子健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劉子傑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國華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冼豪輝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譚家浚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王必敏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俊達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列席者    

王文秀女士  葵青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 (常務二) 

張佩璵女士（秘書）  葵青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常務二)一  

  

缺席者    

郭芙蓉議員  (因事告假 )   

梁嘉銘議員  (因事告假 )   

盧婉婷議員  (因事告假 )   

劉貴梅議員  (沒有告假 )   

梁永權議員  (沒有告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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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成員出席本年度「葵青區議會青年事務委員會多元發展

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  

2.  主席表示在進行討論時，如果成員認為遇有利益衝突，請向工作小

組予以申報。  

3.  工作小組成員一致通過郭芙蓉議員、梁嘉銘議員及盧婉婷議員的請

假申請。  

 

討論事項  

(一 )  討論 2021/22 財政年度活動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由唐皓文議員提出 )  

(多元發展文件第 1/D/2021 號 )  

 

4.  主 席 報 告 葵 青 區 議 會 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 的 會 議 上 通 過 “ 第

16/D/2021號文件－ 2021至 22財政年度葵青區議會財政預算草案”，

向本工作小組撥款 2,050,000元，以舉辦活動包括 1) 推廣電競及藝

術活動 (800,000元 )、2) 同心繪本助學童發展 (500,000元 )、3) 青年

音樂活動 (500,000元 )及 4) 邊緣青年就業輔導 (250,000元 )。  

5.  主席簡介「推廣電競活動」的活動工作計劃、財政預算及建議推行

模式。  

6.  主席邀請成員就「推廣電競活動」的內容發表意見。  

7.  黃俊達議員提出詢問，如欲使用 800,000元的撥款舉辦 2至 3項活動，

工作小組是否須於本次會議討論活動數量，還是交由申請成為活動

合作伙伴的團體自行決定。  

8.  蔡雅文議員建議，申請團體可自行決定活動數量，亦可聯合其他區

一同舉辦活動促進交流，並指荃灣區亦將舉行電競比賽。  

9.  譚家浚議員表示蔡雅文議員的意見有可取之處，但撥款只能用於服

務葵青區的居民。  

10.  主席認同譚家浚議員的意見，並建議有關跨區活動可使用非區議會

撥款的款項舉辦。他亦認同蔡雅文議員的建議，由申請團體自行分

配 800,000元的預算，並補充增加此項撥款的原意是希望能舉辦較

上年更為大型的比賽及讓團體有足夠預算租用較昂貴的設備。  

11.  譚家浚議員詢問秘書處是否需要修改活動內容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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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文秀女士回應，活動內容會根據本次會議的討論內容而定，不會

列明活動數量限制。  

13.  主席簡介「同心繪本助學童發展」的活動工作計劃、財政預算及建

議推行模式，並邀請成員進行討論。  

14.  劉子傑議員表示，上年因時間所限只能購買現成的繪本派發，因此

建議本年度能設計及製作一本以葵青區為藍本的兒童繪本，並以故

事形式講述內容。他指出因疫情不穩的關係，要考慮轉為網上形式

舉辦繪本講座及工作坊的可能性。由於本次活動會有實體繪本分發

予居民，他續詢問秘書處是否需要另設特定工作小組或諮詢站以收

集居民意見並將有關元素加入繪本內容，還是可於本次會議中決定

包含的元素並以此要求申請團體製作繪本予區議員派發，另外本年

度活動是否需要加入防疫資訊。  

15.  冼豪輝議員建議活動內容字眼修改為「在葵青區舉辦社區參與活動

(包括但不限於繪本講座及工作坊 ) ，並為葵青區小朋友提供一本

與葵青區有關的繪本圖書，以推廣本地繪本文化」，給予申辦團體

彈性自行決定社區參與的形式。  

16.  譚家浚議員認同冼豪輝議員的建議及指出社區參與可透過舉辦講

座、工作坊及街站等來收集社區故事及創作素材，該推行模式應符

合職權範圍及社區參與撥款的要求。  

17.  王文秀女士回應，秘書處會以活動及繪本內容考慮是否符合撥款規

定，工作小組可視乎情況決定加入防疫元素，她指出合作伙伴應提

供相關內容予秘書處。  

18.  譚家浚議員補充，上年度的活動模式及目的是希望學童在疫情下仍

能透過繪本學習，所以才會製作防疫單張配合繪本，而本年度的活

動目的與以往不同，是以葵青區為本。  

19.  主席總結，活動內容改為「在葵青區舉辦包括但不限於繪本講座及

工作坊等活動，並製作一本與葵青區有關的繪本圖書」，本次活動

不需提供防疫內容的單張。  

20.  主席簡介「青年音樂活動」的活動工作計劃、財政預算及建議推行

模式，並邀請成員進行討論。  

21.  譚家浚議員表示相比於其他區，葵青區較少舉辦音樂活動，歌唱訓

練班等活動可視為先導訓練，並以歌唱比賽作為最終目標。他正聯

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預留葵青劇院的場地，預計在本年十二月至明

年一月期間的其中一日舉辦比賽。  

22.  劉子傑議員表示， 500,000元預算未必足夠舉辦一系列青少年音樂

活動，提出只集中舉辦一個活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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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蔡雅文議員認同 500,000元預算未必足夠舉辦多個音樂活動。  

24.  韓俊賢議員建議活動內容由「包括但不限於」轉為「例如」，讓團

體有空間發揮，並指應提醒合作團體舉行歌唱訓練班的模式。  

25.  主席詢問秘書處協助工作小組於葵青劇院租借場地舉辦活動的可

行性。  

26.  王文秀女士請工作小組訂定活動舉行的日子，以便秘書處協助葵青

劇院的場地預訂行政工作。  

27.  主席總結活動內容改為「在葵青區舉辦一系列青少年音樂活動，建

議以歌唱為主，例如歌唱訓練班、歌唱比賽及表演活動，以提升青

少年表達能力及藝術感」。  

28.  蔡雅文議員詢問在公開邀請成為活動合作伙伴前確認葵青劇院場

地檔期的可能性。  

29.  主席建議於會後提供日子予秘書處，並在公開邀請信中列明。  

30.  主席簡介「邊緣青年就業輔導」的活動工作計劃、財政預算及建議

推行模式，並邀請成員進行討論。  

31.  周偉雄議員表示對此活動予以保留，因香港青年協會及香港遊樂場

協會均有舉辦由政府撥款的同類型活動，而項目亦與撲滅罪行委員

會的活動重疊，造成資源重覆，故應考慮改為舉辦其他活動。  

32.  張鈞翹議員表示需了解是否有活動打算透過此項目計劃推行。  

33.  冼豪輝議員認同張鈞翹議員，表示要了解申請團體在意向書列明的

活動方向會否與現有服務相近再遴選合作伙伴。他續補充現時有部

分非政府組織主要提供以個案為本的服務，唯區內機構資源有限，

未必能夠以自身資源提供讓青年人到職場實習及培訓的機會。  

34.  周偉雄議員補充有機構提供職業配對服務，如寵物美容、化妝、咖

啡調配、機電維修等等，獲分配的 250,000元預算不足以舉辦多個活

動。他提議將預算改為提供支援及培訓予即將投身職場並遇有困難

的特殊教育需要青年人。  

35.  主席建議活動項目的字眼改為「青年就業輔導」，給予空間讓合作

伙伴自行決定服務對象。  

36.  劉子傑議員表示有關活動已於區議會大會通過，如作出修訂或需交

予工作小組及委員會再次通過，並指周偉雄議員的建議可考慮於下

年度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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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譚家浚議員建議有關活動可待其他工作小組有剩餘撥款才考慮再

舉辦，並表示區內團體未必有能力處理特殊教育需要青年的就業輔

導，相關活動需要交由專門機構負責，亦需時物色。  

38.  主席總結，遴選合作伙伴時應先了解團體在意向書列明的計劃方向，

而特殊教育需要青年的活動可待其他工作小組有剩餘撥款才考慮

舉辦。  

39.  主席表示上述四項活動將由工作小組主席 (即唐皓文議員 )擔當聯

絡人，並邀請成員決定以傳閱方式，或召開會議並邀請申請團體出

席簡介文件的方式進行評審。主席續指希望本年度全體成員能參與

評審。  

40.  譚家浚議員指超過 200,000元撥款的活動需先交予青年事務委員會

審核，再提交至審核委員會通過。由於程序需時，故建議在邀請信

上列明申請團體需一同提交成爲葵青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合作伙

伴意向書 (附件B1(a))及撥款申請表 (附件B1(b))以供考慮，讓工作小

組可同時完成遴選及通過活動撥款的程序。  

41.  冼豪輝議員詢問秘書處過往是否會邀請申請團體出席會議並簡介

意向書及申請表。  

42.  王文秀女士回應上年度沒有此項安排，但可按工作小組決定在邀請

信上列明團體會獲邀於會上簡介活動及接受提問。  

43.  王必敏議員詢問，如不採用主委制，是否需要全體成員出席會議進

行評審。  

44.  主席鼓勵全體成員出席遴選會議，但如有成員缺席，遴選程序將會

交由出席會議的成員進行。  

45.  王文秀女士補充，因應各項活動提交表格的截止時間不同，可能需

要召開多於一次的遴選會議。  

46.  主席表示經遴選後的合作伙伴結果將以傳閱方式供工作小組成員

審閱及通過；而獲工作小組支持及通過的合作伙伴遴選結果亦會提

交予青年事務委員會討論及通過。  

47.  各成員一致通過 2021/22年度工作計劃、財政預算分配、各項活動的

建議推行模式、邀請非政府機構成為活動合作伙伴的方法，以及遴

選合作伙伴之安排。  

48.  主席表示有關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將提交予青年事務委員會於

2021年 6月 11日的會議中討論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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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其他事項   

49.  與會者沒有其他事項提出。  

 

(三 )  下次會議日期   

50.  下次開會日期將另行通知。  

 

 

 

葵青區議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  

多元發展工作小組秘書處  

二零二一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