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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議會  

教育、健康及社會福利委員會  

二零二零年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六日 (星期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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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緯烈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馮君安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陳嘉琳女士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陳耀初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周賢明先生，BBS，MH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鄭仲文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張展鵬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張偉超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蔡明禧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秦海城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鍾錦麟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范國威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何偉航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黎銘澤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黎煒棠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林少忠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梁衍忻女士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梁  里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呂文光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陸平才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謝正楓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王卓雅女士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葉子祈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余浚寧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四十二分  

呂卓穎女士  (秘書 )  西貢民政事務處行政主任 (區議會 )3  

 

列席者   

張美雄先生  西貢區議員  

方國珊女士  西貢區議員  

劉啟康先生  西貢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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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睿先生  西貢區議員  

李賢浩先生  西貢區議員  

趙燕驊先生， JP 西貢民政事務專員  

周達榮先生  

黃婧烆女士  

西貢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 

西貢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2) 

麥慧敏女士  西貢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1) 

林綺萌女士  

胡偉光先生  

廖仲謙先生  

西貢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2) 

西貢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3) 

西貢民政事務處一級行政主任 (區議會 ) 

 

缺席者    

柯耀林先生  

 

  

歡迎詞   

 

  區議會主席鍾錦麟先生歡迎各位委員出席西貢區議會教育、健康及

社會福利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 )2020年第一次會議。  

 

2.  鍾錦麟先生表示，秘書處在會前收到通知，柯耀林先生因離港公幹

未能出席會議。由於沒有委員反對，鍾錦麟先生宣布根據西貢區議會會

議常規第 51(1)條批准有關的缺席申請。  

 

I.  選舉西貢區議會教育、健康及社會福利委員會主席  

 

3.  鍾錦麟先生表示，西貢區議會於 2020 年 1 月 2 日的全體會議上同

意，委員會的任期為兩年，即由 2020 年 1 月 2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以及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在任期完結後可以連任。在當日全體會議上，

大家亦同意委員會以即場舉手方式，由一位議員提名委員會主席和副主

席，並由另一位其他議員和議，然後以舉手投票的方式互選。候選人須

獲得簡單多數票 (即在所投的有效票中（不包括棄權者）取得較多票數而

無須超過一半票數 )以當選為主席或副主席。  

 

4.  鍾錦麟先生表示，根據西貢區議會會議常規第 35(1)條，委員會主

席或副主席人選應由已加入委員會的委員提名及和議，報名的截止日期

為 2020 月 1 月 8 日，而秘書處於報名截止後，於 2020 年 1 月 9 日透過

電郵傳閱形式請全體會議通過各委員會成員名單，並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把名單電郵予各議員。  

 

5.  鍾錦麟先生請各委員就選舉委員會主席進行提名。  

 

6.  黎銘澤先生提名陳緯烈先生出任委員會主席。蔡明禧先生和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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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陳緯烈先生表示願意接受是項提名。  

 

8.  由於只有一個提名及在沒有反對情況下，鍾錦麟先生宣布，陳緯烈

先生自動當選為委員會主席。  

 

 

II.  選舉西貢區議會教育、健康及社會福利委員會副主席  

 

9.  主席 (陳緯烈先生 )請各委員就選舉委員會副主席進行提名。  

 

10.  梁里先生提名馮君安先生出任委員會副主席。葉子祈先生和議。  

 

11.  馮君安先生表示願意接受是項提名。  

 

12.  由於只有一個提名及在沒有反對情況下，主席宣布，馮君安先生自

動當選為委員會副主席。  

 

 

III.  西貢區議會及各委員會二零二零年暫擬會議時間表  

 ( S KD C( EHSWC)文件第 1 / 20 號 )  

 

13.  主席請委員參閱會議文件有關教育、健康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的會議

日期。  

 

14.  由於委員沒有反對，主席宣布有關委員會的會議時間表獲得通過。 

 

 

IV. 其他事項  

 

(一 ) 有關《邁向 2025：香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及行動計劃》社區參與資

助計劃發還墊支款項申請事宜  

( S KD C( EHSWC)文件第 2 / 20 號 )  

 

15.  主席請委員備悉 SKDC(EHSWC)文件第 2/20 的內容，文件已開列各

委員的利益申報資料，如文件中的資料不正確或有所遺漏，請委員即時

作出申報，並於會後填妥利益申報表格，交回秘書處存檔。另外，委員

應於會前申報利益或更新有關資料，以便秘書處可於會前以電郵將委員

填報的利益申報資料發給各委員省覽及備悉。如委員對某一申報委員所

提供的資料或其與有關組織的關係有疑問，應即時在席上提出討論及由

委員會作出決議。  

 

16.  主席續指，根據「至營健康攻略」的獲資助者的來函，他們已完成

五項活動，但以下活動未能舉行，包括：「撇甩 3 高好快樂」社區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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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營在起跑線」：兒童營養講座及「營彩天地」工作坊。上述活

動原定於 2019 年 11 月至本年 1 月舉行，但因近月的交通狀況不穩定，

為保障工作人員及參加者的安全，獲資助者決定提早於去年 11 月下旬結

束計劃。秘書處已聯絡獲資助者，整個計劃已招致的開支為 13,659.30 元。 

 

17.  由於沒有委員反對，主席宣布通過向獲資助者發還在籌備及推行活

動時招致的開支。  

 

 

V. 下次開會日期  

 

18.  主席表示，下次會議定於 2020 年 3 月 5 日 (星期四 )上午 9 時 30 分

舉行。會議於上午 9 時 42 分結束。  

 

 

西貢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零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