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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通過的會議記錄 )  
西貢區議會  

二零二一年第二次特別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 
時間︰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點︰西貢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周賢明先生，BBS，MH(主席 )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呂文光先生 (副主席 )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陳嘉琳女士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陳緯烈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張展鵬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張美雄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張偉超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蔡明禧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秦海城先生  上午九時四十一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馮君安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何偉航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黎煒棠先生  上午九時四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林少忠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劉啟康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李嘉睿先生  上午九時四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李賢浩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梁衍忻女士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梁  里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王卓雅女士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葉子祈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余浚寧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四分  
蔡凉凉女士 (秘書 ) 西貢民政事務處高級行政主任 (區議會 ) 

 
列席者  
周達榮先生  西貢民政事務處署理民政事務專員  
鄭智榮先生  西貢民政事務處高級聯絡主任 (1) 
林綺萌女士  西貢民政事務處高級聯絡主任 (2) 
吳偉明先生  西貢民政事務處高級聯絡主任 (3) 
廖仲謙先生  西貢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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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者  
陳耀初先生  
鄭仲文先生  
方國珊女士  
陸平才先生  
柯耀林先生  
謝正楓先生  
王水生先生  
 

主席表示法定人數已足夠，會議正式開始。  
 

2.  主席表示在 5 月 25 日舉行的 2021 年第一次特別會議上，經考慮各方

面的情況後，他認為應盡快選出西貢區議會副主席。雖然有多位議員先後

表示未能出席是次會議，但他仍決定於今天召開特別會議，他就此致歉，

並希望各位議員體諒。  
 
3.  主席表示，下列議員已於會議前按規定提交缺席會議通知書，包括： 
 
 陳耀初先生，原因為有居民就緊急事務約見。  
 方國珊女士，原因為處理私人事務。  
 陸平才先生，原因為通知期不足三天，難以安排教學工作調動；

不符合過去西貢區議會主席／副主席補選／選舉通知期不少於七

天的做法，有違大眾對西貢區議會的期望。  
 柯耀林先生，原因為通知期不足三天，難以安排工作調動；不符

合過去西貢區議會主席／副主席補選／選舉通知期不少於七天的

做法，有違大眾對西貢區議會的期望。  
 王水生先生，原因為處理家事。  

 
4.  主席續表示，下列議員已於會議前就缺席事宜通知秘書處，但未有按

規定提交缺席會議通知書，包括：  
 
 鄭仲文先生，原因為身體不適。  
 謝正楓先生，原因為身體不適。  

 
5.  葉子祈先生表示，他不同意陸平才先生和柯耀林先生的缺席申請，原

因是召開是次特別會議並無違反任何指引。此外，陸先生稱因通知期過短

而未能出席是次會議，但事實上他不時缺席區議會會議或因其他工作早

退，因此葉先生認為陸先生的操守未必能夠符合公眾的期望，而公眾對議

員的最基本期望是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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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席表示在 5 月 25 日決定召開是次特別會議時，已有議員表示未能

出席，其後的表決亦只有 14 名議員選擇在今天舉行特別會議。  
 

7.  葉子祈先生認為陸平才先生和柯耀林先生藉着請假原因指責其他議

員，但事實上舉行特別會議的安排沒有違反指引。  
 

8.  主席表示，是次會議是在各位議員互相體諒的情況下才得以順利召

開，但出席的議員亦應體諒其他議員因不同原因申請缺席，因此除非有過

半數議員反對，否則有關缺席申請將獲得通過。此外，他認為《西貢區議

會會議常規》(下稱「《會議常規》」)就處理缺席申請的安排較其他區議會寬

鬆，如議員認為需要有更嚴緊的安排，可在日後的財務及行政委員會會議

上作出討論。  
 

9.  張偉超先生請各位議員備悉陸平才先生的缺席申請中指出「不符合過

去西貢區議會選舉通知期不少於七天的做法」，並非會議常規的內容。  
 

10.  主席補充，議會在 5 月 25 日當日根據《會議常規》賦予的權限，在

半數議員同意的情況下，由他本人決定召開今次特別會議。他再次因未能

配合每一位議員的日程致歉。  
 
11.  由於沒有其他議員反對，主席宣布根據《會議常規》第 51(1)條批准

有關缺席申請。  
 
I.  選舉西貢區議會副主席  
 
12.  主席表示，由於他在 2021 年 5 月 25 日當選西貢區議會主席，並辭去

西貢區議會副主席一職，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 )第 64(2)條的規定，

當主席或副主席的職位懸空，議員必須在區議會於有關職位懸空後首次舉

行的會議上互選選出主席或副主席。鑑於議員在 5 月 25 日會議上的討論，

他決定在今天召開西貢區議會 2021 年第二次特別會議，以選出西貢區議會

副主席。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62(5)條，「主席及副主席須於其擔任區議

會議員的期間，擔任主席及副主席職位。」換言之，今天選出的區議會副

主席會由當選後任職至本屆區議會完結為止。  
 
13.  主席續表示，西貢區議會副主席的選舉將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 )附表 5 和《會議常規》附錄 II 所列的程序進行。主席以外的所有議員均

可互相提名為候選人，競選副主席一職。秘書處於 5 月 25 日致各議員的電

郵已夾附《區議會條例》附表 5 和區議會副主席的選舉程序。截至提名時

間結束時，即今天早上 8 時 30 分，秘書處收到兩份競選副主席提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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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提名人：林少忠先生，由蔡明禧先生提名，並由梁里先生與何偉

航先生附議。  
 獲提名人：呂文光先生，由秦海城先生提名，並由馮君安先生與梁

衍忻女士附議。  
 
14.  主席續表示，由於需要進行投票，在選舉副主席前，請各位注意以下

事項：  
 

選舉程序   
 秘書處職員會逐一向每位在席議員分發列明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姓

名的選票一張。選票上的候選人姓名，按候選人的香港身份證號碼

次序排列。每張選票的背面均會蓋上民政事務處的蓋章。  
 任何議員如在投票結束前出席選舉，均可參加投票。在宣布投票結

束後才到達選舉現場的議員，不得參加該輪投票。如有另一輪投票，

則該議員可參加投票。  
 他會宣布獲得絕對多數票的候選人或在抽籤中勝出的候選人當選區

議會副主席，而絕對多數票是指在所投的有效票中 (不包括棄權票 )
取得過半數票。  

 如所投選票的有效性出現爭議，他會決定應否重新進行投票。他就

所投選票是否有效所作出的決定為最後決定。  
 

填劃選票  
 議員獲發選票時，會一併獲發一塊附有「✓」號印章的膠板。議員

可在其座位上或前往會議場地內設置的投票間蓋印，但不可將選票

帶離會議場地。議員把選票放入投票箱前，須向民政事務專員／會

議秘書展示已對摺選票和蓋於選票背面的民政事務處蓋章，以證選

票的真確性。  
 

何謂無效選票  
 如有以下情況，主席可決定選票無效：  

-  選票上沒有蓋印以示所投選的候選人；  
-  選票並非以所提供的印章蓋印；  
-  投票人投選超過一名候選人；  
-  選票上有任何文字或記認而可能藉此識別投票人身份；  
-  投票人沒有在選票上於所選候選人姓名右邊的空格內以印章印上

一個「✓」號。有別於立法會或區議會選舉中的眾多選民人數，出

席區議會主席／副主席選舉的議員人數不多，任何異常的蓋印方

式可能容易被他人辨識而影響投票結果，而且要求議員須在選票

上所選候選人姓名右邊的空格內以印章印上一個「✓」號並非難以

理解和實行。故此，任何並非在選票指定空格內以印章印上一個

「✓」號的選票均應視為無效選票；  
-  投票人的選擇意向不清晰；  
-  選票相當殘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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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票無明確選擇以致無效等。  
 
投票時限  
 投票時限為 15 分鐘，或於最後一位在席議員投票後結束，兩者以較

早者為準。  
 如議員在投票前須離開會議場地，須將已領取的空白選票交還民政

事務專員／會議秘書。離場議員必須在有關指定投票時段內返回會

議場地和領回選票，方可投票。議員如欲在有關指定投票時段後領

回選票或投票，均不會受理。  
 
抽籤安排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競選副主席，而各人均獲得相同票數，則須進

行另一輪的投票。如進行另一輪投票時，競選副主席的候選人仍然

獲得相同票數，則該等候選人須抽籤決定誰人當選副主席。屆時他

會在進行抽籤前講述抽籤程序。  
 
15.  張展鵬先生表示，主席剛才指今次選出的副主席會由當選後任職至本

屆區議會完結為止，他對此感到疑惑，因在本屆初選舉主席和副主席時，

議會曾進行協商，決定本屆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為兩年，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他質疑當時的協商是否違反守則，並詢問主席以甚麼標準決定副

主席的任期。正如他在 5 月 25 日舉行的特別會議上表示，基於現時的政治

環境和議會狀況的急速變化，而前副主席的任期亦將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結束，他詢問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是否必須直至本屆區議會完結為止，並

希望兩位候選人能遵守當初的協商結果。  
 
16.  主席表示，按照《區議會條例》第 62(5)條，「主席及副主席須於其擔

任區議會議員的期間，擔任主席及副主席職位。」換言之，今天選出的區

議會副主席會由當選後任職至本屆區議會完結為止。他指出，在 2020 年    
1 月 2 日選舉西貢區議會主席和副主席時，他並未有對張展鵬先生作出任何

承諾；而根據該次會議記錄，議會只會於 2021 年年底就西貢區議會轄下    
七個委員會再作檢討，包括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的安排等，雖然或許有議

員希望主席及副主席的任期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完結，但除非主席或副主

席辭去職務或辭任區議員，否則兩者的任期都會橫跨整屆區議會。因此，

他不會安排兩位副主席候選人公開回應張展鵬先生的問題。  
 

17.  何偉航先生詢問，會議是否有預留時間讓其他議員向兩位副主席候選

人提問。  
 

18.  主席表示，如有過半數在席議員同意，便可預留時間給議員和兩位候

選人作交流。鑑於各位議員或需於會後處理其他公務，他建議只讓兩位議

員提問，並分別提供三分鐘時間予兩位候選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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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由於有 12 位議員，即過半數在席議員同意，主席宣布上述建議獲得

通過。  
 

20.  何偉航先生的提問如下：  
 
 團體可申請區議會撥款以舉辦活動，區議會可從而與地區團體互動

交流，但對於沒有申請撥款的區內團體，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促進區

議會與他們的聯繫和合作，以推動社區發展。  
 有何新辦法讓區議會就社區需要進行更多討論和推展更實質的工

作，特別是針對社福相關和涉及照顧者、獨居長者和傷健人士的個

案。  
 

21.  梁衍忻女士的提問如下：  
 
 是否理解鄉郊議員最關注的問題，以及相關事項的跟進辦法。  
 可否講出社區營造及社會創新委員會 (下稱「社創會」 )的三個工作

方向，以及會如何協助委員會達成有關目標。  
 
22.  呂文光先生的回應如下：  
 
 就如何嘗試與沒有申請區議會撥款的團體合作，他會盡量出席區議

會的不同活動，並會與團體討論合作方案。事實上，他現正聯同不

同委員會的主席與團體溝通，以合辦活動。如日後議員知悉有團體

有意申請撥款以舉辦活動，可和他一同與該些團體交流，以研究合

作方式。  
 認為可成立工作小組以跟進社福相關的個案。他明白社會福利署難

以與有需要人士建立溝通渠道，因此區議會作為民間和政府的溝通

橋樑，可邀請持份者出席工作小組會議以表述意見。  
 認為鄉郊的交通問題和發展方向最為鄉郊議員關注。  
 社創會的工作方向包括文化藝術創作。  

 
23.  林少忠先生的回應如下：  
 
 認為議員可向有意申請區議會撥款的小型團體提供協助。  
 議會可透過區內屋苑的管理公司和業主立案法團找出需要協助的獨

居長者和傷殘人士。  
 就鄉郊的問題方面，他會多聆聽有關西貢公路改善工程的意見，包

括持份者對第二期改善工程有關隧道方案和沿線擴闊方案的意見，

然後與政府部門溝通。事實上，他由上任至今，一直沒有忘記於西

貢公路發生的一宗大型交通意外，事故發生後，西貢區議會立即成

立專責小組跟進事件。除交通問題外，他認為漁業發展、對漁民的

支援和文化發展最值得關注。  
 
24.  主席表示，投票將以不記名方式進行，請會議室內的傳媒避免拍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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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投票選項，亦應避免拍攝投票間內的情況。  
 
25.  林少忠先生詢問是否可提供時間讓兩位候選人進行自我介紹。  
 
26.  主席認為林少忠先生應在較早時段提出有關建議，而候選人應在剛才

的三分鐘內把握時間自我介紹。  
 

27.  主席續表示，當派票完畢後，秘書處會向議員展示投票箱，以證明箱

內沒有任何選票。另外，議員可選擇在座位上或投票間內投票，如議員蓋

印時發現有任何問題，可向秘書處職員示意，以獲發新的選票。他請議員

先對摺選票，然後才把選票放進投票箱。他重申無效選票的定義如下：  
 
 選票上沒有蓋印以示所投選的候選人。  
 選票並非以所提供的印章蓋印。  
 投票人投選超過一名候選人。  
 選票上有任何文字或記認而可能藉此識別投票人身份。  
 投票人沒有在選票上於所選候選人姓名右邊的空格內以印章印上一

個「✓」號。有別於立法會或區議會選舉中的眾多選民人數，出席

區議會主席／副主席選舉的議員人數不多，任何異常的蓋印方式可

能容易被他人辨識而影響投票結果，而且要求議員須在選票上所選

擇的候選人姓名右邊的空格內以印章印上一個「✓」號並非難以理

解和實行。故此，任何並非在選票指定空格內以印章印上一個「✓」

號的選票均應視為無效選票。  
 投票人的選擇意向不清晰。  
 選票相當殘破。  
 選票無明確選擇以致無效等。  

 
28.  主席宣布開始投票，秘書處會在投票期間記錄已投票的議員。他請議

員在投票期間保持肅靜。  
 
29.  主席宣布投票結束，並請秘書處安排點票。  
 
30.  主席宣布派出的選票總數為 21 張，票箱內的選票總數為 21 張。  

 
31.  經檢視選票後，主席宣布沒有問題票。  
 
(點票以唱票形式進行 ) 
 
32.  主席宣布林少忠先生獲得 7 票，呂文光先生獲得 11 票，另有 3 票棄

權票。由於呂文光先生獲得絶對多數票，主席宣布呂文光先生當選西貢區

議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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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事項  
 

33.  會上沒有其他事項。  
 
34.  是次會議於上午 10 時 14 分結束。  
 
 
西貢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一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