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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HAD K&T DC/13/9/53A/13/Pt.1  

 

 

葵青區議會  

社區重點項目督導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 (二零一六 )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六年四月八日  

時間：上午十時正至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地點：葵青民政事務處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離席時間  

羅競成議員 , MH (主席 )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譚惠珍議員 , MH (副主席 )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許褀祥議員  上午十時二十一分  會議結束  

郭芙蓉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林翠玲議員 , MH 上午十時十五分  會議結束  

劉美璐議員  會議開始  上午十一時正  

梁子穎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梁偉文議員 , MH 會議開始  上午十一時正  

李世隆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盧婉婷議員  會議開始  上午十一時正  

鮑銘康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潘志成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瑞華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徐曉杰議員  上午十一時一分  會議結束  

黃耀聰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潤達議員  上午十一時四分  會議結束  

 

列席者  

羅應祺先生 , JP 葵青民政事務處葵青民政事務專員  

胡天祐先生   葵青民政事務處葵青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張詠絲女士  葵青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二 ) 

程中汶先生 (秘書 ) 葵青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社區重點項目 ) 

劉趣怡小姐  葵青民政事務處社區健康主任  

 

缺席者  

張慧晶議員      (因事告假 ) 

朱麗玲議員      (因事告假 ) 

http://www.directory.gov.hk/details.jsp?lang=chi&dn=cn%3D1253007818%2Cou%3DHAD%2Cou%3DPeople%2Co%3DGOVERNMENT%2Cc%3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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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強議員 , MH    (因事告假 ) 

梁志成議員      (因事告假 ) 

梁錦威議員      (因事告假 ) 

吳劍昇議員      (因事告假 ) 

周偉雄議員      (沒有告假 ) 

吳家超議員      (沒有告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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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主席歡迎與會者出席社區重點項目督導委員會二零一六年第二

次會議。  

 

2.  委員一致通過張慧晶議員、朱麗玲議員、李志強議員、梁志成

議員、梁錦威議員及吳劍昇議員的請假申請。  

 

通過社區重點項目督導委員會第一次特別會議 (二零一六 )會議記

錄  

 

3.  李世隆議員動議通過上述會議記錄，郭芙蓉議員及潘志成議員

和議。上述會議記錄無須修訂，獲委員會一致通過。  

 

通過社區重點項目督導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二零一六 )會議記錄  

 

4.  潘志成議員動議通過上述會議記錄，梁子穎議員及鄧瑞華議員

和議。上述會議記錄無須修訂，獲委員會一致通過。  

 

討論事項  

 

補選社區健康設施及社區健康宣傳計劃工作小組主席  

 

5.  主席表示，秘書處於本年二月四日收到譚惠珍議員通知，辭任

上述工作小組主席一職，現為其職位進行補選。  

 

6.  鄧瑞華議員提名梁偉文議員擔任工作小組主席。  

 

7.  梁偉文議員表示不接受提名。  

 

8.  潘志成議員提名李世隆議員擔任工作小組主席，郭芙蓉議員及

鄧瑞華議員和議。  

 

9.  主席宣佈由於只有一名候選人，李世隆議員會自動當選為工作

小組主席。  

 

社區健康服務進度匯報及服務監察最新情況  

(社區重點項目文件第 5/R/2016 號及第 6/R/2016 號 ) 

 

10.  葵青民政事務專員簡介上述文件。  

 

11.  潘志成議員查詢長者接受牙科護理服務當天所需提供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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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只需出示香港身份證便可接受服務。另外，他查詢流動牙科診

所新建議停泊位置的申請進度。  

 

12.  專員回應目前長者接受服務時是需要出示由仁濟醫院 (下稱「仁

濟」 )發出的信件。民政處會與仁濟商討有關建議。  

 

13.  葵青民政事務助理專員表示日前已獲長宏邨批准停泊，並會進

一步了解其電力供應情況。青逸軒、華荔邨及葵涌邨等申請則正等

候房屋署回覆。  

 

14.  專員補充民政處會就停泊地點提交進度報告。  

 

(會後註：本處已於本年五月十二日向委員會提交上述報告 (社區重點

項目文件第 10/R/2016 號 )。 ) 

 

15.  主席指仁濟應考慮接受長者只需出示香港身份證便能接受服務。 

 

16.  許褀祥議員認為此服務的電話通知及發出確認信的進度較慢。

另外，他建議民政處向委員匯報個別地點不適合停泊的原因，以便

委員與相關單位溝通。  

 

17.  林翠玲議員建議接受長者卡作身份核對的工作。另外，她反映

發出確認信的進度緩慢及有關仁濟多次要求更改預約時間的情況。

就停泊地點，她建議參考流動圖書車於青逸軒的停泊位置。  

 

18.  劉美璐議員建議診所於葵盛西邨停泊以提供服務。  

 

19.  郭芙蓉議員反映牙科護理服務電話熱線不時未有人接聽。  

 

20.  專員回應指民政處會立即向仁濟清晰反映上述意見。就熱線未

有人接聽的情況，民政處會了解事件。就診所停泊地點，由於診所

每段服務期只能服務約 6 至 8 個地點，因此委員提出的服務地點會

有不同的先後次序。  

 

21.  助理專員指會於會後向委員了解葵盛西邨的停泊位置；而青逸

軒的申請正等待有關物業管理公司的回覆。他歡迎委員一同向管理

公司了解情況，以加快審批過程。就大窩口的停泊地點，他指仁濟

曾就各停泊地點的評估提交實地視察報告，將於會後再提交予委員。  

 

22.  梁偉文議員認為委員不必堅持診所須於其選區停泊。相比另一

間伙伴機構，他認為仁濟職員接聽熱線時的語氣較官僚。另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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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仁濟可於診所內讓未有攜帶「服務使用者聲明」的長者即場填

寫。  

 

23.  許褀祥議員認同仁濟職員接聽熱線時的語氣較官僚。另外，他

建議日後可考慮於項目下的社區健康資源中心提供牙科服務，配合

流動牙科診所，為區內更多長者服務。  

 

社區健康服務工作計劃  

(社區重點項目文件第 7/D/2016 號 ) 

 

24.  葵青民政事務專員簡介上述文件。  

 

25.  許褀祥議員查詢健康教育教材展示的形式，建議向委員提供教

材的電子版。另外，他查詢痛症管理中心及復康班的服務目標及內

容。  

 

26.  專員指民政處樂意向委員提供電子版，但需先諮詢葵青安全社

區及健康城巿協會 (下稱「協會」 )有關做法會否涉及版權問題。  

 

(會後註：協會回覆指，由協會護士編輯的教材主要參考醫院管理局

及衞生署等資料，並已列明資料出處。委員可向秘書處索取電子版

教材。 ) 

 

27.  社區健康主任補充建議取消的音樂治療班及戶外運動班的資源

會分配到痛症管理中心及復康班，服務目標分別增加 400 及 200 人次。

而痛症管理中心是由物理治療師為長者提供每節 50 至 60 分鐘的痛症

紓緩服務。  

 

(會後註：以上痛症管理中心的服務目標為平均每資源中心增加 400

人次，總共增加 1 200 人次。 ) 

 

28.  許褀祥議員查詢上述服務目標的計算方法，並詢問增加的資源

會分配予原有的服務使用者還是新的服務使用者。另外，他查詢每

位長者一般可以接受服務的次數。  

 

29.  專員回應指受惠者的覆診次數是由物理治療師視乎長者的情況

而定。  

 

30. 許褀祥議員表示痛症管理中心應以為長者檢查後並轉介至醫院

管理局作長期治療為目標，並向當局反映社區的殷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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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席建議民政處向協會反映委員意見，並就報名人數適當地調

整服務，盡量為所有已報名的長者提供服務。  

 

宣傳及推廣計劃進度匯報  

(社區重點項目文件第 8/R/2016 號 ) 

 

32.  高級聯絡主任 (二 )簡介上述文件。  

 

33.  許褀祥議員查詢贊助的準則。他反映有贊助機構要求長者於使

用「萬眾同心千歲宴暨葵青社區重點項目牙科醫療車啟用禮」派發

的禮品劵時須填上身份證號碼，情況令人憂慮。  

 

34.  譚惠珍議員指該機構的職員未有了解禮品劵換領程序，經修正

後，長者只要攜同長者卡及到換領店簽署便可換領禮品。她表示任

何已獲取的個人資料不會被濫用。  

 

35.  主席補充早前已通過文件就贊助者的贊助金額作出適當的鳴謝

方式。就接受贊助的準則，他指若收到有附帶條件的捐款，會先與

委員商討。  

 

36.  許褀祥議員追問會否向贊助商提供指引監管其贊助的條件。  

 

37.  梁子穎議員認為任何贊助都不能有附帶條件，而過往區議會活

動的贊助亦沒有出現上述問題。  

 

社區健康設施及健康資訊站進度匯報  

(社區重點項目文件第 9/R/2016 號 ) 

 

38.  葵青民政事務助理專員簡介上述文件。  

 

39.  委員一致通過上述文件。  

 

下次會議日期  

 

40. 下次會議日期及時間容後決定。  

 

 

社區重點項目督導委員會秘書處  

二零一六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