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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議會青年事務委員會  

性別平等及性教育工作小組  

第一次會議（二零二零）  

會議紀錄  

 

日期：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六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二時五十二分  

地點：新界葵涌興芳路 166-174 號葵興政府合署十樓  

     葵青民政事務處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離席時間   

  譚家浚議員  (主席 )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劉子傑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蔡雅文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列席者   

陳偉強先生  

 

葵青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 (常務四 )  

 

 

蔡嘉林先生（秘書）  葵青民政事務處行政助理 (葵青 )區議會 (四 )   

  

  

缺席者  

 

 

郭子健議員  （未有請假）   

黃俊達議員  （未有請假）   

   

   

 

 

會議內容  負責人  

開會辭   

1.  主席歡迎各位成員出席本年度「葵青區議會性別平等及性教育工作

小組」第一次會議。  

 

 

議程事項  

 

(一 )  討論 2020/ 21 財政年度活動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2.  主席表示葵青區議會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二日的會議上通過 “第

31/D/2020 號文件－葵青區議會二零二零至二一財政年度財政預算草

案 ”，向本工作小組撥款 350,000 元，以舉辦下列兩個活動項目，包括

性教育活動及基層婦女權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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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負責人  

3.  主席邀請各位成員就活動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分配提出建議和發

表意見，並建議先討論獲得 20 萬撥款的性教育活動。  

 

4.  主席表示就性教育活動已有一個大概的構思，並指出十八區區議會

甚少使用區議會撥款去籌辦相關的活動。今年，本工作小組希望利用

20 萬撥款在兩個社區推行性教育工作，包括葵涌區和青衣區，並就推

行模式提出兩個建議，建議如下：  

 

(i)  活動的第一部分是舉行工作坊，分為不同節數去講解不同的

主題，包括性教育、懷孕知識和家長與子女間應如何處理與性

有關的題目。  

 

(ii)  活動的第二部分是設立流動圖書館、舉行展覽及設有性教育

遊戲的活動日或工作項目。  

 

 

5.  主席詢問各成員就性教育活動分為兩個部分的意見。  

 

6.  劉子傑議員意見如下 :  

 

(i)  現時疫情千變萬化，不知道疫情發展至甚麼地步，並表示擔心

工作坊會受到影響，所以詢問會否有一些應變措施，防止因為

疫情關係而導致活動不能夠開展，請求主席可否就上述方面

講解多些。  

 

(ii)  區議會、政府以至教育局在性教育和基層婦女權益層面的工

作都比較少。是次工作小組作為首創，展開上述活動，自己

表示十分贊同。  

 

7.  主席回應疫情是不可預知，相信工作小組或政府的工作都在不可預

知的狀態，每天都要應變處理。假設我們按照程序，即使在今天能完

成處理財政預算，還需要在委員會通過。在稍後時間，遴選委員會要

處理遴選團體作為活動合作伙伴的工作，認為最快都要在 9 月底才能

正式展開活動的工作，而根據秘書處的意見，有可能是在 10 月頭。  

 

(秘書處備註 :  遴選委員會即指  “評審團 ” 。 )  

 

8.  主席建議某些活動如常推行，但會在活動推行時作出審視及調整。

一些人群聚集的活動，我們可以制訂緊急或第二個方案。經與秘書處

溝通，主席期望工作小組在活動初期能與團體舉行一次會議，商討如

何處理活動的事項。另一個會議則是在活動中期或後期 (即要遞交收支

結算表 )舉行，工作小組成員與團體討論活動成效或作出評估，甚至在

遞交收支結算表時提供協助。主席希望除這次會議後，額外舉行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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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負責人  

兩次會議，稍後會與秘書處商討時間。  

 

9.  主席再次詢問工作小組成員就性教育活動的意見如下 : 

 

(i)    活動的第一部分是舉行工作坊；  

(ii)  活動的第二部分是設立流動圖書館，建議以網上形式去處

理租借手續，甚至直接把圖書寄往借閱人士家中，以處理

人群聚集的情況。  

 

10.   蔡雅文議員表示傾向支持主席所述第二部分的活動，因為工作小

組不可預知疫情的發展。工作坊雖然好，但需因應情況而要作出適當

的調整，認為流動圖書館可優先進行，然後再考慮舉行工作坊。  

  

11.   主席請求秘書處備悉蔡雅文議員的意見。在發出邀請時，工作小

組與團體商討可否先舉行流動圖書館，如有空間才處理工作坊，最後

亦視乎會否接獲團體提交的計劃書和財政預算。如各成員沒有意見，

第一個活動即 20 萬元的性教育活動就以上述的框架進行，並讓團體

提交計劃書，並進行遴選。主席詢問工作小組成員是否同意此安排。  

 

12.   工作小組成員沒有意見，一致通過上述安排。  

 

13.   主席建議討論基層婦女權益活動。在詢問各成員意見前，主席有

以下的想法 :  

 

(i)  舉行一個手作工作坊，把區內未有工作的基層婦女的剩餘勞

動力在社區釋放。我們會向她們提供資助，並與區內的年青人

合作製造一些產品，例如布口罩及防疫物資，相信婦女擅長這

方面的工作；  

 

(ii)  產品會轉贈區內有需要的人士，如基層團體或弱勢社群。  

 

14.   主席相信使用區議會撥款去做上述工作，並把產品轉贈區內基層

人士是合適的。  

 

15.   主席詢問各成員就基層婦女權益活動的推行模式的意見。  

 

16.   劉子傑議員向秘書處提出詢問及意見如下 :  

 

(i)  每個手作製成品是否需要註明由葵青區議會贊助及工作小組

協辦等資料；  

 

(ii)  活動方向是好的，因為社區內有很多退休人士和家庭主婦除

了要湊小朋友上學放學之外，他們有剩餘時間可以為社區提

供勞動力，這為第一步。之後，活動可擴展至中年男士，釋放

更多的勞動力，稍後可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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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主席請求秘書處陳偉強先生就製成品問題解答。  

 

18.  陳偉強先生回應劉子傑議員提及的問題，指每個製成品是否需要

包含上述資料視乎實際情況。根據區議會要求，紀念品是需具有區

議會資料，分別在於該物件上或該物件的包裝上。另外，主席的構

思是需要有一個合作伙伴，該合作伙伴需舉行工作坊教導人們如

何製造布口罩直至完成後如何派發，我們需要與合作伙伴溝通。若

每個布口罩都繡上與區議會有關的資料，成本可能十分高，所以在

包裝上顯示到資料就可以，即不需在口罩上顯示。  

 

19.  主席表示當有合作伙伴後，再與他們商討在包裝上需要達到的要

求。  

 

20.  主席提出基層婦女權益活動有 15 萬的撥款，除了有第一部分，亦

會有第二部分。由於社區缺乏托兒服務，我們可以推行輔導班，讓

區內的基層婦女可以照顧區內的基層小朋友。本人收到一些意見，

希望能做到上述第二部分的工作。  

 

21.  主席詢問各成員對基層婦女權益活動第二部分的意見。  

 

22.  蔡雅文議員表示他會把第二部分理解為托兒中心，培訓不是一個

大問題，反而要找一個合適地方，值得探討。  

 

23.  主席回應上述問題應交由合作伙伴自行決定有否空間去處理。  

 

24.  蔡雅文議員提出自己負責的選區有小童群益會，他們都有提供類

似的服務，但礙於空間問題不能再提升服務。以地區為例，難以要

求居住在荔景的居民，托兒到青衣，然後再回荔景。  

 

25.  主席理解蔡雅文議員的意見，並建議秘書處備悉，稍後視乎合作伙

伴的計劃書，若是可行的，則推行；若是不可行，則不推行。主席

認為可就此方向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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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主席提出就上述兩個基層婦女權益活動的大綱，內容細節需於收

到計劃書再作商議，並詢問各成員對活動大綱的意見。  

 

27.   工作小組成員沒有意見，主席建議利用上述的推行模式去處理基

層婦女權益活動兩個部分的活動及按既定程序進行。  

 

28.   主席提出相關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將於 2020 年 8 月 5 日提交予青

年事務委員會會議中討論及通過。  

 

(會後備註 :  由於疫情關係， 2020 年 8 月 5 日的青年事務委員會會議

已取消，相關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以傳閱文件方式進行，並於 2020 年

8 月 10 日通過。 )  

 

29.  主席提出現在推選各項活動主委，在進行前先確認推選程序，建

議以舉手方式表決來進行投票。但是，在這個工作小組，很多議員在

大會曾討論活動主委制是否最合適的方法。主席作出一個大膽的建議，

在這個工作小組不使用活動主委制及不選出活動主委。我們會以工作

小組名義，透過集體決定或授權遴選工作小組去處理相關工作。作為

是次工作小組主席，本人會作為兩個活動的聯絡人，不以一個活動主

委身份去處理任何活動。  

 

(秘書處備註 :  遴選工作小組即指  “評審團 ” 。 )  

 

30.   主席詢問各成員是否同意上述安排。如果同意，工作小組會授權

評審團進行遴選工作，至於活動細節則由工作小組各成員共同商議及

負責。  

 

31.   劉子傑議員詢問是否需要再次加入評審團。  

 

32.   主席回應不需要，原因是本工作小組只有 5 名成員。  

 

33.   劉子傑議員認為不需要再討論評審團問題，直接交由工作小組所

有成員處理便可以。  

 

34.   陳偉強先生更正 :  雖然這個工作小組只有 5 名成員，但有些工作

小組成員數目比較多。在以往的機制下，活動主委需要邀請最少 4 名

成員組成活動合作伙伴邀請團，這為最低門檻。現時由主席邀請最少

4 名成員加入，剛巧本工作小組只有 5 名成員，完全符合組成邀請團

的要求。相反，其他工作小組可能有十至二十多位成員，但邀請團都

只需有 5 位成員便可組成，所以工作小組都要授權邀請團 /評審團去處

理相關事務。  

 

35.   劉子傑議員詢問是否一定要遵循上述的做法，及反問相關做法不

是已經在上次的區議會會議 (行政、財務、社區重點及其他社區健康項

目委員會 )中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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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主席回應表示暫時未修訂，並指出上次會議只對葵青區議會撥款

使用指南作出修訂而非架構上，相關文件仍需處理，建議在行政、財

務、社區重點及其他社區健康項目委員會再次討論活動主委制及相關

遴選工作是否可以取消，最終交由區議會大會處理。現時本工作小組

未能處理上述問題，但認為本工作小組成員已經是評審團的成員，只

不過是工作小組授權評審團處理遴選工作，亦無需召開會議。  

 

37.   主席請求陳偉強先生解釋評審團不是以公開會議形式處理的原

因。  

 

38.   陳偉強先生回應表示以往活動主委會在會議外邀請 4 名成員及商

討事項而不需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因為此做法比較有效率。  

 

39.   主席認為評審團雖是在會議外處理相關工作，但為了遴選工作是

公開透明及不存在私相授授，希望評審團的討論內容需呈交至工作小

組。  

 

40.   主席詢問各成員對處理評審團的做法的意見。  

 

41.   工作小組成員沒有意見，一致通過上述安排。  

 

42.   主席提出邀請合作伙伴的做法。根據以往做法，工作小組會使用

局限性邀請遴選非政府機構擔任合作伙伴，意思是由活動主委推薦一

些在名單上的合作伙伴，之後再交由評審團處理，從 5 個中選出一個。 

 

(秘書處備註 :  邀請團利用協商等方式，透過集體決定從「葵青區活動

重點舉辦機構」名單中選出最少 5 個機構，向他們發出邀請信，就活

動計劃提交意向書，最後由評審團作遴選商議，以決定最終的合作伙

伴。 )  

 

43.   主席指出議員及同事都曾討論過遴選非政府機構擔任合作伙伴

的做法，建議不希望使用局限性邀請，而是使用機制上允許的另一種

方法，即公開邀請，以遴選非政府機構擔任合作伙伴。   

 

44.   主席詢問使用公開邀請以遴選非政府機構擔任合作伙伴的意見。  

 

45.   主席認為如果各成員同意使用上述做法，在完成所有程序後，會

將本工作小組兩個建議活動，於區議會網站登載邀請通知。如有非政

府機構願意合作，他們可提交意向書。若多於一個非政府機構提交意

向書，評審團會就其意向書作遴選商議。  

 

46.   主席表示不清楚區議會網站的瀏覽人數，因此希望各成員能多作

宣傳，吸引非政府機構合作。  

 

47.   主席建議採用上述做法，令工作小組的工作達致公開及透明。  

 



 7  

48.   工作小組成員沒有意見，一致通過上述安排。  

 

49.   主席表示上述做法沒有違反現有的程序和指引，並於稍後與秘書

處商討發出公開邀請的時間。秘書處會於區議會網站登載邀請通知後

透過電郵通知主席及工作小組各成員。  

 

(會後備註 :  邀請通知已於 2020 年 8 月 11 日登載於葵青區議會網站。) 

 

 

50.   主席請各成員備悉上述安排。  

 

  

(二 )  其他事項  

 

 

51.  與會者沒有其他事項提出。  

 

 

(三 )  下次會議日期  

 

 

52.  議事既畢，如有需要召開下次會議，秘書處會另行通知。   

 

 

葵青區議會性別平等及性教育工作小組秘書處  

二零二零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