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號︰HAD K&T DC/13/35-9/45B/20  

 
葵青區議會  

行政、財務、社區重點及其他社區健康項目委員會  
宣傳及社區關係工作小組  
第一次會議紀錄 (二零二零 ) 

 
日期：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二日  
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四十分  
地點：葵青民政事務處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韓俊賢議員 (主席 )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張鈞翹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蔡雅文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周偉雄議員  上午十時四分  會議結束  
劉子傑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永權議員  上午十時十分  會議結束  
   
列席者   
張文龍議員   
張愷妮女士 (秘書 ) 葵青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區議會 )一  

 
缺席者  
林紹輝議員  沒有告假  
梁志成議員  沒有告假  
梁嘉銘議員  沒有告假  
盧婉婷議員  沒有告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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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主席歡迎工作小組成員出席宣傳及社區關係工作小組第一次會

議 (二零二零 )。  
  
討論事項  
 
討論 2020/21 財政年度活動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宣傳及社區關係文件第 1/D/2020 號 ) 
 
2.  主席簡介如下：  
 

(i)  宣傳及社區關係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是在獲得區議會撥款

的情況下，透過舉辦不同類型活動，致力加深居民及社會

大眾對葵青區議會的認識和了解，並在區內締造和諧的社

區環境。  
 

(i i)  根據本年五月十二日舉行的第一百二十三次葵青區議會會

議上通過的第 31/D/2020 號文件，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

度預留予本工作小組的撥款額為 900,000 元。  
 

(i ii )  邀請各成員就宣傳及社區關係文件第 1/D/2020 號的工作計

劃及財政預算分配發表意見，包括：活動名稱、活動內容、

推行日期及撥款金額。  
 
3.  蔡雅文議員詢問為何文件的總撥款額為 750,000 元。  
 
4.  主席回應指本年的工作計劃未必可充分運用 900,000 元的總撥款

額，因為花費太多於印刷上會引致環保問題。根據去年製作紀念品，

即年曆、揮春及利是封，共使用了 149,154.5 元。本年已增加製作紀念

品的撥款至 500,000 元，歡迎議員就撥款金額或項目提出意見。  
 
5.  張鈞翹議員表示早前曾提及使用環保物料製作利是封，詢問現時

有沒有報價資料參考。  
 
6.  主席回應指現時沒有實際的報價，基本上是使用建議撥款的金

額。由於環保物料的價錢或會比一般物料高，若議員認為製作紀念品

的建議撥款金額有上調空間，可作討論。  
 

7.  張鈞翹議員表示對建議撥款的金額沒有意見，但希望了解該建議

撥款金額可印刷多少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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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席估計紀念品的數量如去年般，即利是封約 60,000 包；大年曆

約 2,000 個；中年曆約 11,000 個；而細年曆因為需要放入居民信箱，

故其數量為約 190,000 個（每區 6,000 個）。  
 
9.  張鈞翹議員對紀念品的數量表示保留。大年曆每區只分派約 60
個，但細年曆每區則分派約 6,000 個，唯其分區只有約有 4,000 戶。  

 
10.  周偉雄議員提出意見如下：  

 
(i)  表示大年曆的數量不足夠。根據去年經驗，每分區只獲得

30 至 40 個大年曆。  
 

(i i)  對細年曆的數量表示保留。舉例指葵盛東邨有 6,300 戶，按

現時細年曆 6,000 個的建議，即有 300 戶沒有細年曆。但有

些分區只有約 4,000 戶，詢問餘下的細年曆該如何處理。他

建議細年曆按各區的住戶數目分派，以避免有些分區不足

夠，有些分區有剩餘的情況。  
 

(i ii )  表示中年曆對居民是吸引的。他指出房屋署也會派發年曆

給每一戶的公屋單位，區議會的年曆是錦上添花。  
 

(iv)  表示往年揮春數量亦不多。  
 

(v)  建議印刷年畫或財神，居民對此感興趣。  
 

11.  張鈞翹議員指出有些區議會會派發財神，此舉受商戶歡迎。  
 
12.  主席回應如下：  
 

(i)  去年揮春有四款，每款 7,000 張，總數量為 35,000 張；財

神年畫的總數量為 1,800 張；利是封的總數量為 61,000 包。

而用於製作紀念品總額為 149,154.5 元。  
 

(i i)  認同數量未必足夠，故增加了本年的撥款。  
 

(i ii )  解䆁製作細年曆是為了可放入居民的信箱，作宣傳區議會

之用。  
 

(iv)  知悉不同分區的戶數有差異，希望在會議上可決定紀念品

的數量。  



負責部門  

4 

 
13.  周偉雄議員補充往年的紀念品，包括利是封及揮春，除了由各區

議員分派外，亦會預留一部份在區議會的年宵攤位派發，故除每個議

員的預算外，也要預算在年宵攤位派發給居民的數量。  
 
14.  主席回應如下：  

 
(i)  指因為去年取消了年宵，故今年也沒有計算需要在年宵攤

位派發的數量。由於未知今年會否有年宵，希望避免因沒

有年宵而需更改數量的情況。  
 

(i i)  希望在會議上可決定利是封、大年曆、中年曆、揮春及年

畫的數量。細年曆的數量希望得知每分區需要的數量，再

作決定，避免浪費。  
 

15.  周偉雄議員表示現時較難得知各區需要的數量，或需發信於各區

議員，以估算數目。  
 
16.  主席估計最少戶數的選區也有 4,000 戶，建議以約數來獲取報

價。  
 

17.  劉子傑議員詢問若利用環保物料製作利是封及進行利是封回收

的工作，是否在宣傳及社區關係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  
 
18.  秘書回應指推動環保工作不屬本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  

 
19.  梁永權議員提出意見如下：  

 
(i)  在資源合理上，不反對印刷細年曆放入區內居民的信箱，

以達至宣傳的效果。但若花費太多於印刷上，擔心環保問

題及惹人垢病。  
 

(i i)  由於本年製作紀念品的的建議撥款增加了兩至三倍。根據

經驗，揮春及利是封受居民歡迎，建議可增加其數量。  
 

(i ii )  就回收利是封的環保活動，可容後再議或在其他工作小組

討論。  
 
20.  蔡雅文議員詢問可否聘請工作人員撰寫揮春。由於今年不能人

群聚集，詢問可否先聘請工作人員撰寫揮春，及後由區議員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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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周偉雄議員擔心疫情反覆，而揮春一向受居民歡迎，建議印刷

套裝揮春及年畫派發給居民。  
 

22.  主席表示贊同印刷套裝紀念品派發居民。他解釋本年增加了建

議撥款是為了避免人群聚集，希望透過放入居民信箱的形式派發紀念

品。  
 
23.  蔡雅文議員詢問有些屋苑不準許放入居民信箱，可否在區議會

郵寄給居民。  
 
24.  主席建議可先作申請。  
 
25.  蔡雅文議員指出荔景臺的政府部門宿舍，不准許區議員放宣傳

品於居民信箱。  
 
26.  主席回應如下：  

 
(i)  表示在區議會郵寄或會產生不公平的情況，備悉議員的意

見。  
 

(i i)  總結議員均希望增加賀年紀念品的數量。  
 

(i ii )  指去年大年曆的數量是 1,090 個；中年曆的數量是 10,550
個，細年曆的數量是 3,850 個。他希望議員討論本年印刷

的數量。  
 

27.  劉子傑議員建議本年大年曆的數量為 3,200 個（ 31 個分區，每區

100 個，當然議員 50 個，秘書處 50 個）。  
 

28.  周偉雄議員提出意見如下：  
 

(i)  認為細年曆不是太受歡迎。因為有很多居民會參看手機上

的年曆，長者也看不清細年曆上的字體。  
 

(i i)  建議製作一款比細年曆大一點的尺寸，讓長者可在年曆上

寫下複診日期。  
 

(i ii )  同意大年曆的數量為 3,200 個。  
 

29.  主席建議大年曆的數量為 3,500 個，指或有機會於年宵時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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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梁永權議員不贊同製作太多不同尺寸的年曆，擔心造成浪費。  
 

31.  主席認同三款尺寸的年曆便足夠並宣佈休會五分鐘，讓議員參考

去年紀念品的樣板。   
 
（休會五分鐘） 
 

32.  主席宣佈復會，指出本年希望增加細年曆的數量，故在中年曆

數量上有所調節，希望議員就紀念品的數量發表意見。  
 

33.  梁永權議員建議中年曆的數量為 3,500 個。每個區議員 100 個，

餘下可給予區議會秘書處記錄或派發給區議會有往來的機構。  
 

34.  主席宣佈大年曆及中年曆的數量各為 3,500 個，每區 100 個。他

詢問秘書細年曆的尺寸。  
 
35.  秘書回應指細年曆的尺寸為 6.75”X 5.5”。  

 
36.  主席相信一般公屋及居屋的信箱，可放入細年曆。  

 
37.  梁永權議員表示屋邨有幾種尺寸的信箱，但常見的是房屋署的

標準信箱。  
 

38.  主席表示年曆的尺寸在報價時可稍作調整。  
 

39.  梁永權議員提出意見如下：  
 

(i)  認為細年曆日曆的部分無需改動，只是年曆底板的尺寸或

有不同，認為底板尺寸可在會後討論。  
 

(i i)  擔心有些人可能不使用細年曆時，或會丟棄細年曆造成浪

費。他建議每區派發 5,000 個。  
 

40.  周偉雄議員表示葵涌邨有最多戶數，約 7,000 戶。  
 
41.  主席總結議員意見如下：  
 

(i)  大年曆的數量為 3,500 個。  
 

(i i)  中年曆的數量為 3,5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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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  細年曆的數量為 156,000 個（ 31 個分區，每區 5,000 個，

當然議員 500 個，餘下 500 個作備用）。若各區議員發現

有所不足或過多，可再作互相調配。  
 

(iv)  詢問議員對利是封、揮春及財神年畫數量的意見。  
 
42.  劉子傑議員建議在年曆底板印上區議員名單、其聯絡電話及區

議會的圖案。  
 
43.  主席總結議員在休會時的意見及提出意見如下：  
 

(i)  指在年曆底板印上區議員名單及其聯絡電話，若大年曆有

位置可加入區議員的辦事處地址。  
 

(i i)  有議員指出「安居樂業」不受居民歡迎。  
 

44.  張鈞翹議員提出意見如下：  
 

(i)  指出居民拿取「出入平安」的揮春後，會拿取一對揮春，

較常是「心想事成」及「身體健康」的揮春，會剩下「安

居樂業」的揮春。  
 

(i i)  建議除「出入平安」外，製作四款的揮春。  
 
45.  梁永權議員建議製作一套有五張的揮春，分別為一張橫向的「出

入平安」，及其他四款直向的揮春。  
 
46.  主席總結議員意見如下：  

 
(i)  指印刷一包五張揮春，分別為一張橫向的「出入平安」，及

其他四款直向的揮春。  
 

(i i)  邀請議員討論揮春的字樣，如：「心想事成」、「身體健康」、

「萬事勝意」、「財源廣進」等。  
 
47.  周偉雄議員指出去年因為區議會選舉或沒有時間製作更多款式

的揮春。但曾有「家肥屋潤」、「學業進步」等揮春。往年區議員會

在辦事處門外或在街站放置數款的揮春讓居民挑選。  
 
48.  梁永權議員提出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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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不贊成散裝派發揮春。  
 

(i i)  指出區議會某一年曾把數張揮春放在一包，方便居民拿取。 
 

(i ii )  建議揮春字樣不應涉及宗教、迷信及政治色彩。建議使用

一般居民可接受的字樣，如：身體健康。  
 

49.  蔡雅文議員指出若揮春的數量為 7,000 包，每區只獲分配二百多

包。  
 
50.  梁永權議員建議資源許可下，每區 500 包揮春。  

 
51.  蔡 雅 文 議 員 指 出 按 梁 永 權 議 員 的 建 議 ， 揮 春 的 總 數 量 或 需

14,000 包。  
 

52.  梁永權議員指出若每區 500 包揮春，總數量需 15,000 至 16,000
包。  
 
53.  蔡雅文議員認為建議撥款金額是足夠的。因為已減少了中年曆及

細年曆的數量。  
 
54.  主席總結議員意見及回應如下：  
 

(i)  紀念品的建議撥款金額是足夠的。  
 

(i i)  揮春的字樣為「出入平安」、「心想事成」、「身體健康」、「萬

事勝意」及「合家平安」。  
 

(i ii )  揮春的總數量為 15,750 個（ 31 個分區，每區 500 個；當然

議員 250 個）。  
 

(iv)  就福字揮春，因有議員反映去年沒有燙金及在某些部分有

綠色，故今年的福字揮春會有燙金。他詢問議員會否將福

字揮春與其他揮春一同包裝。  
 

55.  梁永權議員提出意見如下：  
 

(i)  認為福字揮春未能與其他揮春一同包裝。  
 

(i i)  建議福字揮春的數量與其他揮春的數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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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蔡雅文議員詢問去年福字揮春的數量為何。  
 
57.  主席總結議員意見及回應如下：  

 
(i)  指去年福字揮春的數量為 7,500 張。  

 
(i i)  福字揮春的總數量為 15,750 個（ 31 個分區，每區 500 個，

當然議員 250 個）。  
 

(i ii )  指去年利是封的數量為 61,000 包，每包為港幣 1.1 元。  
 

58.  周偉雄議員建議報價時取一個環保物料及一個普通物料的價錢。 
 
59.  梁永權議員建議利是封的數量每區為 2,000 包。  

 
60.  主席總結議員意見及提出意見如下：  

 
(i)  指出有些區議會去年印刷太多利是封被媒體報道，故希望

本年可使用環保物料。他建議報價時取一個環保物料及一

個普通物料的價錢。  
 

(i i)  利是封數量與去年不變。  
 

(i ii )  財神年畫去年的數量為 1,800 張，價錢為港幣 5,400 元。他

希望議員討論印刷什麼尺寸的財神年畫。  
 
61.  周偉雄議員提出意見如下：  
 

(i)  指出若普通的住宅張貼了 A2 財神年畫便不能夠將貼揮

春。故往年是印刷 A3 尺寸的財神年畫，而反應也不錯。  
 

(i i)  建議財神年畫每區的數量為 500 張。  
 
62.  主席建議財神年畫每區的數量為 200 張，當然議員 100 張。主席

詢問其他議員對數量有沒有意見。其他議員沒有意見，一致通過。  
 

63.  張鈞翹議員詢問獲得報價後，是否需行政、財務、社區重點及

其他社區健康項目委員會 (行財會 )批准。  
 

64.  梁永權議員詢問是次活動是否需要找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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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劉子傑議員詢問去年是哪一個合作伙伴。  
 

66.  主席回應如下：  
 

(i)  是次活動需要公開邀請合作伙伴。  
 

(i i)  去年的合作伙伴為長安婦女會。  
 

(i ii )  行財會可以傳閱形式批准工作小組的工作大綱。  
 
67.  梁永權議員希望盡快以傳閱形式獲得行財會批准工作小組的工

作大綱。  
 
68.  主席簡介如下：  
 

(i)  指出印刷紀念品的數量及字樣，會按議員在會上討論的結

果。  
 

(i i)  進入討論拍攝合照及印製區議會宣傳會見市民計劃海報的

活動。他知悉其他區議會已經拍攝了合照。在區議會的告

示板上可看見區議員的合照及區議員的簡介。該活動亦希

望宣傳區議會會見市民計劃。其建議撥款為港幣 50,000 元。 
 

(i ii )  邀請議員參考往年的樣板。  
 

69.  主席詢問議員對拍攝合照及印製區議會宣傳會見市民計劃海報

的活動沒有意見，其他議員沒有意見，一致通過。  
 
70.  主席表示進入討論製作葵青區居民手冊的活動。他希望製作葵

青區居民手冊，介紹區內的衣食住行、醫療、福利、健康等相關信

息，並設有網上版及印刷版，供居民接收相關信息。  
 
71.  梁永權議員贊同製作葵青區居民手冊，但希望計劃可包含電子

版及考慮不同年齡階層的需要。  
 

72.  主席備悉有關意見，會在招標時要求葵青區居民手冊需考慮不

同年齡階層。  
 
73.  主席詢問議員對工作大綱的建議撥款及推行模式有沒有異議，

即製作紀念品的建議撥款為港幣 500,000 元；拍攝合照及印製區議會

宣傳會見市民計劃海報的建議撥款為港幣 50,000 元；製作葵青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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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的建議撥款為港幣 200,000 元。其他議員沒有意見，一致通過工作

大綱的建議撥款。  
 
選舉各活動主委  
 
74.  主席指現時工作大綱有三個活動，大部份工作小組也是主席作

活動主妥。詢問大家希望主席作各項活動的主委，還是不同活動有不

同的主妥。  
 

75.  周偉雄議員建議主席作各項活動的主委。  
 
76.  主席表示若議員沒有異議，主席會作三項活動的主委。其他議

員沒有意見，一致通過。  
 

77.  主席指出工作小組的活動會透過公開邀請以遴選非政府機構擔

任合作伙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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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合作伙伴結果亦會再提交

予行財會的委員討論及通過。  
 
其他事項  
 
78.  蔡雅文議員詢問活動剩餘的款項可否撥入其他活動的撥款。因

為往年區議會的合照，若放置的時間較長會有脫色的情況。他建議以

金屬印刷的技術印刷區議會的合照。  
 

79.  周偉雄議員提出意見及詢問如下：  
 

(i)  詢問海報可否貼在「問號亭」，讓居民了解葵青區議會的

議員名單。  
 

(i i)  建議海報可加入議員名單、電話及辦事處地址。  
 

80.  主席備悉有關意見。  
 
81.  秘書回應如下：  

 
(i)  指根據《葵青區議會撥款使用指南》第 7.6.3(a)項，工作小

組和指定組織若活動的修訂或變更涉及改變活動性質，或

所需的撥款額超出原先獲批款額  20%，有關的申請須提

交至區議會 /有關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作重新考慮。在未獲

區議會 /有關委員會批准前，獲資助者不得作出相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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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變更。  
 

(i i)  若兩個活動均有財政的修改，需提交至委員會作重新考

慮。  
 

82.  周偉雄議員建議盡快獲取報價，及後修訂建議撥款。  
 
83.  主席備悉有關意見。  
 
下次會議日期  
 
84.  下次會議日期待定。  
 
 
葵青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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