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三至○四年度公民教育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紀錄  

 
日期：  二○○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 
時間：  下午四時  
地點：  香港灣仔修頓中心三十樓會議室  

 
出席者：  香灼璣先生   (主席 ) 
 陳展霞女士  
 陳錦祥先生  
 張玿于女士  
 黎葉寶萍女士  
 林沛德女士  
 高志森先生  
 譚榮根博士  
 黃碧嬌女士  
 張永雄先生  (教育統籌局 ) 
 林文儀女士  (社會福利署 ) 
 梁家永先生  (香港電台 ) 
 戴健文先生  (香港電台 ) 
 伍國明先生  (廉政公署 ) 
 梁悅賢女士  (民政事務局 ) 
 劉月英女士  (民政事務局 )(秘書 ) 
 
列席者：  張耀輝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彭叔平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 ) 
 錢惠嫦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 
 黎國治先生  (民政事務局 ) 
 陳美英女士  (民政事務局 ) 
 
缺席者：  陳嘉敏女士    
 陳念慈女士  
 陳德明先生   
 周厚澄先生  
 馮崇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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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心怡女士  
 龍子明先生  
 彭敬慈博士  
 鄧達智先生  
 狄志遠先生  
 伍淑清女士  
 容永祺先生  
 唐文光女士  (民政事務局 ) 
 劉偉炳先生  (政府新聞處 ) 
 廖勝斌先生  (香港警務處 ) 
 黃繼兒先生  (律政司 ) 

 

(一 ) 開會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下列出席會議人士：﹣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梁悅賢女士。梁女士

接替已調任的曹振華先生；  
 

 香港電台教育電視部總監戴健文先生。戴先生接

替已調任的蕭景路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康樂事務經理張耀輝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總聯絡主任彭叔平先生及聯絡主任

錢惠嫦女士。他們會就「全民種花」計劃與委員

交換意見。  
 
(二 )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 委員會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三 ) 跟進上次會議事宜  

  「一人一花」計劃  (上次會議紀錄第 21 段 ) 
 

3. 有關計劃將於議程第四項作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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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全民種花」計劃  
 (文件  CE 4/2003) 
 
4. 主席告知委員，「對抗非典型肺炎」專責小組在六月

十七日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行會議後提出是項計劃，期望在

該署「一人一花」計劃的基礎上，推動全港市民參與種花活動。

該計劃以學生為對象，並於二○○○年開始在校內推行；有見

及此，小組建議改稱此計劃為「全民種花」計劃。  
 
5. 主席請「抗炎」小組秘書陳美英女士簡介文件。簡介

完畢，康文署張耀輝先生補充說，計劃將於全港十八區同時推

行，經區議會派發小盆栽予參加者在家中栽種，植物成長後可

用以綠化家居、送給社區中心等或種植於康文署轄下公園內的

社區園圃。各區的種植活動可配合該署的「地區綠化義工計劃」

舉行，該署會指導參加者種植及提供場地作舉行活動之用。計

劃開展時十八區同日舉辦活動，並舉行一個開幕典禮，以示隆

重。  
 
6. 黃碧嬌女士就計劃提出下列意見：﹣  
 

 計劃可促進全民同心，一起美化社區，而將植物

種於康文署的園圃，可善用該署的優質種植管理

服務；然而此安排只可說是錦上添花，其在美化

社區的意義上，較原來撥地種花的構思為遜色。  
 
 期望有其他政府部門如地政總署及路政署等參

與，以便推展計劃至所屬土地。鑑於公共屋 已邨

實施「屋 清潔扣分制」，建議邀請房屋署合辦計邨

劃，盼能配合社區衞生措施，改善公屋的環境。  
 
7. 主席回應說，在六月十七日的會議中，「抗炎」小組

曾與地政署初步探討撥地種花的構思，在考慮土地的管理、計

劃的執行及委員會的資源等因素後，小組建議採用漸進方式推

廣種花活動，視乎首次推行這計劃的成效，委員會可考慮會否

延展計劃至其他土地。至於美化公屋環境方面，主席表示，他

早前曾在一個非正式場合向房屋署建議，透過屋 管理諮詢機邨

制，將合適的屋 土地交予住戶管理及作綠化用途，藉此 聚邨 滙

創意，加強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及責任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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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就林沛德女士提出加强推動全港學校參與種花的建

議，張耀輝先生回應說，康文署現正在校內推行兩項種植計

劃： (一 )「一人一花」計劃  -- 本年有二十七萬學生參加，盆

栽在成長後可用以綠化家居和校園，或存放於該署的社區園

圃。 (二 )「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 公開予全港學校申請，鼓勵

在校園多種植花木及舉辦綠化活動，本年有七百多間學校參

加。就主席的提問，張先生表示，該署已向學校積極推廣上述

計劃，參加與否由個別學校決定；如所有學校同時參與，該署

現有的公園土地及相關資源可能不敷應用。  
 
9. 林沛德女士認為，在學校的層面而言，如由教育統籌

局主導，當可推動增加校內綠化土地及提昇種花活動的意義。

張永雄先生回應說，教統局十分支持是項計劃，但基於資源上

的考慮，較為務實的安排，是在現有學校綠化計劃基礎上，推

行首階段的社區種植計劃。  
 
10. 主席總結委員的意見，並補充說，計劃將於二○○四

年上旬推行，預算啟動期的活動經費約八十萬元，而有關持續

性的經費將另作安排。委員一致通過文件的建議，「抗炎」小

組將跟進落實計劃。  
(張耀輝先生、彭叔平先生及錢惠嫦女士於此時離席。 ) 
 
(五 ) 香港青年發展議會邀請合辦「青年高峰會議」活動  
 (文件  CE 5/2003) 
 
11. 秘書簡介文件及香港青年發展議會於八月二十六日

提供的補充資料。有關合辦的申請贊助款額為十萬元。  
 
12. 主席稱，是項邀請涉及委員會的撥款機制，以及《全

城清潔策劃小組報告》提出有關委員會聽取青少年意見的工作

建議，這兩個課題將於稍後召開的集思會作深入討論。  
 
13. 梁悅賢女士指出，委員會每年透過「公民教育活動資

助計劃」鼓勵社區組織推廣公民教育活動，現行的機制包括廣

泛邀請各機構遞交申請、就申請內容作詳細審批、考慮資助款

額及監察撥款的運用等。是項合辦申請偏離了資助計劃的機

制。鑑於公民教育的範疇廣闊，如純以活動的公民教育意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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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尺度，預期其他類似申請也能符合這方面的準則，因此不

宜個別處理此申請，尤其是有關邀請函並未提供活動計劃的詳

細內容及收支預算等資料。她建議委員會先行設立審議該類建

議的機制，例如制定與非政府機構合辦公民教育活動的原則及

每年的主題，再根據這些原則考慮此申請。  
 
14. 黎葉寶萍女士贊同委員會應力求公正，根據申請程

序、活動內容及審批原則處理所有的撥款申請。  
 
15. 張玿于女士亦認為委員會的資助機制過往行之有

素，並可確保公眾資源運用合宜；如有可調整的空間，應針對

該方面作出檢討。至於申請程序及時間表，應請有關機構盡量

依循，以免公平的原則受質疑。  
 
16. 譚榮根博士建議委員會每年預留經費與非政府機構

合辦公民教育活動及特設推廣主題，以配合社會的變化及增加

工作的靈活性。  
 
17. 陳錦祥先生贊同各委員的意見，尤其是委員會應主導

非政府機構循既定程序提出撥款申請。另一方面，委員會應檢

視現行撥款機制是否有足夠彈性，以因應社會發展而作出相關

調整。  
 
18. 高志森先生建議可請青年議會提供已舉行座談會的

受眾及將編訂「青年新文化」報告內容等詳情，委員會才進一

步考慮合辦的安排。  
 
19. 黃碧嬌女士指出，青年議會的邀請函並無明確表示是

否同時申請委員會的資助及合辦是項活動，因此建議分別就這

兩方面作出回應。此外，黃女士認為獲委員會資助的機構在籌

辦公民教育活動方面普遍都表現出色，惟部分組織限於其地區

性而未能更廣泛推廣有關主題信息。她十分贊同委員會針對社

會情況，特定公民教育推廣主題，例如是項推動青年文化的課

題，是「七一」遊行事件後社會所關注的，亦可藉以聽取青少

年對公民教育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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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張玿于女士認同創建新時代年青人新文化，及幫助他

們建立正面價值觀的重要。然而委員會應作主導，並請青年議

會先行磋商高峰會議的具體內容及進行方式，才考慮會否合辦

此項活動。  
 
21. 主席總結討論的要點，並請秘書分別就委員對贊助及

合辦是項活動的意向函覆青年議會。另外，委員會將參考這例

子，於集思會詳細檢討現行資助計劃的撥款機制。  
(會後備註：致青年議會的覆函已於九月二日發出。 ) 
 
(六 ) 小組委員會工作進度報告  
 
22. 社區參與小組召集人周厚澄先生因事未克出席會

議，故由秘書作下列簡報︰–  
 

 本年度「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 獲委員會資

助的二百二十項活動正在籌備或進行中，小組委員

將透過監察機制評估各項活動的成效。  
 
 來年度的資助計劃  -- 待集思會進行討論後，有關

工作重點將載列於申請章程內，供申請者參考。  
 
23. 召集人陳錦祥先生及陳展霞女士分別 報研究及資滙

源發展小組和宣傳小組的工作進度。有關報告及委員的補充如

下︰–  
研究及資源發展小組  
 
 兒童公民通訊期刊  -- 《麻雀仔》第十期正進行籌

備工作，預計於九月中派發給全港小學，而第十一

期將於明年初出版。  
 
 “Match”中學生雜誌  -- 小組通過與啟勵扶青會

合作，編製一本名為“ Match”的中學生創作雜

誌，以年輕人的語言和風格傳達公民教育信息。新

雜誌將取替報章公民教育《藍天空》漫畫專欄。建

議於本年底合辦三期後作詳細檢討。高志森先生表

示十分支持委員會以接近年青人的方式向他們推

廣公民教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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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年座檯月曆  -- 月曆將於本年底派予市

民，主題是本土藝術家，透過他們在不同藝術上的

成就，以及積極參與社會事務，見證良好公民素

質。因應梁家永先生的建議，小組會考慮將設計上

載委員會網頁，讓市民自行印製月曆。  
 

 新移民康樂遊戲  -- 向新來港兒童宣揚公民教育

信息的互動遊戲正在製作中，該棋盤將針對不同對

象有簡體、繁體及英文版本。主席建議於有關說明

書加入註解，以茲說明。  
 

 基本法互動劇場  -- 正考慮委用「春天實驗劇團」

負責劇場的構思、綵排及於本年底至明年初作十多

場試點式演出。首場擬於十二月二日假灣仔會議展

覽中心舉行的演出，屬傑出青年協會主辦「明日領

袖高峰論壇」其中一項環節。高志森先生表示，有

關劇團與他現時工作的「春天舞台劇製作有限公

司」為兩間獨立的公司，他已於八月六日的小組會

議上詳細申報利益。陳美英女士補充說，有關投標

及利益申報均已按既定程序處理。  
 

 民政事務局本年五月的電話意見調查  -- 綜觀去

年七月、本年一月及五月進行電話訪問所收集公眾

對公民意識的三次意見調查結果，最多受訪者希望

得到改善的情況，均是「亂拋垃圾或隨處吐痰」或

「在非吸煙區內吸煙」。其中選擇前者的人數持續

上升，而選擇後者的則明顯下降，估計公眾可能因

「全城清潔計劃」有關加強檢控的措施而提高對改

善前者的期望。這些數據會送交各小組參考，以便

在日後的工作計劃中跟進。  
 

宣傳小組  
 
 第二輯「迪迪仔周記」動畫短片  -- 新一輯短片將

於九月十三日及十四日分別於無線電視翡翠台及

亞洲電視本港台啟播。沿用上一輯的安排，主角「迪

迪仔」將於每集短片結束時提出一條問題，邀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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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在網上留言版分享感受，並在收集意見後於「迪

迪仔」網頁作出總結回應。此外，已安排由六月至

十月期間推出一連串的宣傳活動，包括於九月初在

藍田啟田商場舉行的新聞發布會。小組稍後亦會考

慮選輯部分短片，安排於路訊通等車廂影視資訊系

統播放。  
 

 「迪迪仔周記」網頁  -- 小組特別就第二輯動畫的

播出，安排網頁換上新版面及更新內容，並因應「抗

炎」小組的建議增設以「抗疫」為主題的網上遊戲。 
 

 重新製作「公民教育委員會網頁」 -- 已選定製作

公司重新製作這網頁，並將與該公司進一步商討工

作細節。  
 

 新一輯「公民教育故事」  -- 將以「迪迪仔周記」

人物為故事主角，已審閱劇本及安排於十一月推

出。市民可透過免費電話熱線收聽，或瀏覽委員會

網頁收看動畫版故事。  
 
24. 主席請委員參考於會議席上提交的「抗炎」小組工作

進度大綱，並感謝宣傳小組及其他小組作出配合及協助，尤其

是製作共四輯電視宣傳短片及《疫境情真  生命光輝–好人好

事實錄》。主席隨即請秘書處於會議上播放該四輯宣傳短片。  
 
(七 ) 其他事項  
 
 (甲 ) 《全城清潔策劃小組報告》有關公民教育的建議  
 
25. 主席稱，「全城清潔策劃小組」於八月九日發表的報

告中，提出加強公民教育委員會的角色和擴大其工作範疇，務

使更能滙聚創意，加強市民的公民責任感，推動全民積極參與

社會事務。秘書處已將該報告分發給各委員參考。  
 
26. 上述報告指出，於本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十九日

期間，因隨地吐痰及亂拋垃圾而遭檢控的人士中，以二十一至

四十歲這個年齡組別的人數最多 (佔總人數百分之四十 )。有關

數據見會議席上提交的圖表，各小組在編訂公民教育及宣傳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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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時亦會參考這些數據。  
 
 (乙 ) 申請資助訂印《國父孫中山先生紀念集》  
 
27. 主席告知委員，他於八月二十六日收到是項由中西區

區議會陳捷貴議員轉達孫穗芳博士的申請，有關來函於會議席

上提交。鑑於委員會尚未收到供參考的紀念集，主席請委員可

先就處理這申請的原則發表意見。  
 
28. 梁悅賢女士指出，此紀念集與剛討論的青年高峰會議

活動有共同之處，兩者皆是已籌備或製作了內容，才向委員會

提出撥款申請。相反，委員會過去與其他機構合辦的公民教育

刋物，由內容的編訂以至出版的對象，均全權負責。為公平處

理其他類似的申請，她傾向首先制定相關撥款準則，再考慮此

申請。  
 
29. 與會者就申請進行了詳細討論，各委員的意見總結如

下︰–  
 
 考慮重點   
 (由張紹于女士、梁家永先生及陳錦祥先生提出 ) 
  

 認同提高青年學生民族意識的重要，但可商榷是

否以出版孫中山先生紀念集的形式達致這目的。  
 
 對於以三萬、六萬或九萬本的定額數目出版紀念

集有保留。  
 
 本年度「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的申請已經審

批。鑑於紀念集的簡體字版已在內地發行，委員

會在未參閱此書內容及缺乏在香港訂印所牽涉版

權的情況下，不宜就這申請作特殊考慮。另有關

版權的事宜應直接與孫博士商討。  
 

 委員會在特殊的情況下，會彈性處理推廣公民教

育活動的撥款申請。例如因應非典型肺炎事件，

本會在五月以來，與政府及非政府機構合辦了一

系列的「抗炎」活動，便是基於社會有熱切期望



 - 10 -

而展開的。是項申請並無迫切性，因此應透過撥

款機制處理。  
 
撥款機制  
(由梁悅賢女士、張紹于女士、戴健文先生及張永雄

先生提出 ) 
 

 申請的資助額 (約六十多萬至一百九十萬元 ) 遠超

「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的撥款上限 (每項活動

七萬元 )，建議委員會亦以此申請為例，一併於集

思會檢討資助公民教育活動的撥款機制。  
 
 調整機制的方向包括：(一 )擴大資助計劃，以涵蓋

類似紀念集的申請；(二 )每年特定推廣公民教育活

動的主題，從而聚焦，並另設機制，處理就特定

主題而提出的撥款申請；(三 )預留撥款，因應不同

的社會情況考慮個別個案，並可透過與申請者的

合辦活動，安排彈性運作。  
 
推廣安排  
(由陳展霞女士、黃碧嬌女士及張紹于女士提出 ) 
 
 可考慮其他成本效益高的安排，以推廣紀念集。

例如透過委員會的網頁、康文署的圖書館及教統

局等向年青學生及市民大眾作好書推介；或可考

慮製作紀念集的網上電子版，供市民閱覽。  
 
30. 主席感謝委員就申請所作情理上的考慮。主席總結各

委員的意向，並請秘書致函陳捷貴議員，說明委員會因申請資

料的不足，及需要調整撥款機制，而暫時未能處理此申請。  
(會後備註：致陳議員的覆函已於九月二日發出。 ) 
 
 (丙 ) 「廉潔新 Teen 地」親子活動系列  
 
31. 廉政公署伍國明先生向委員會滙報是項廉署與公民

教育委員會、青年事務委員會及香港電台合辦的活動籌備情

況，並感謝主席及其他嘉賓答允灌錄有關電台宣傳聲帶及主持

大型活動開幕。活動分為兩個主要部分，包括由本年十月十五



 - 11 -

日至十一月二日，連續五個星期日在港台第一台「訴心事家庭」

播出的親子節目，把親子教育及誠信文化信息帶給聽眾；及於

十月二十六日在錦田「音樂農莊」舉行親子繽紛日，透過大型

戶外活動接觸約六百名家庭成員。廉署將於稍後另函邀請委員

出席有關活動。  
 
 (丁 ) 公民教育委員會集思會  
 
32. 主席籲請委員踴躍出席定於九月二十二日舉行的集

思會。討論項目包括未來工作方針、宣傳策略及《全城清潔策

劃小組報告》提出有關本會工作的建議。民政事務局何志平局

長將出席這個會議。  
(會後備註：集思會改於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在中央圖書館舉

行。 ) 
 
(八 ) 下次會議日期  
 
33. 下次會議將於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下
午四時於灣仔修頓中心三十樓會議室舉行。  
 
34. 議事完畢，會議於晚上六時五十分結束。  
 
 
 
公民教育委員會秘書處  
二○○三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