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第四十七次會議  

會議記錄  

 

 

日期：       2020 年 5 月 6 日 (星期三 ) 

  

時間：   下午 3 時  

 

地點：  香港沙田排頭街 1-3 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 4 樓 401 號會議室  

  

出席者：   葉永成先生  (主席 ) 

 容樹恒教授  (副主席 ) 

 陳毅宇先生  

 陳博智先生  

 張浩賢先生  

 張琪騰先生  

 張勇邦先生  

 朱麗玲女士  

 鍾志樂先生  

 高達倫博士  

 霍啟山先生  

 李致和先生  

 梁栢賢醫生  

 曾紫蕾女士  

 黃婷女士  

 黃寶基先生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代表 ) 

 陳美玉女士  (教育局代表 ) 

 李嘉瑩醫生  (衞生署代表 ) 

 鄭青雲先生  (民政事務局代表 ) 

 孔得泉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代表 ) 

  

列席者：  楊善雯女士  (民政事務局 )  

 劉明光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李碧茜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馮嘉慧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李嘉美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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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麗金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黃文健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馮偉權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秘書 ) 

  

缺席者：  陳穎欣女士  

 韓思思女士  

 連鎮邦先生  

 王威信先生  

 

開會詞  

 

1.   主席歡迎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是次以視像形式舉行的社區體

育事務委員會第四十七次會議，以達致減少社交接觸，與及減低新型

冠狀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主席表示秘書處於較早前以電郵方式發

送會議文件給各委員參閱，如委員在即將討論的議程中有任何直接或

間接的金錢利益，應在討論該議程之前向本委員會申報，而委員的利

益申報情況將會寫入會議記錄中。  

 

議程項目 1：通過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上次會議記錄  

 

2.  秘書處於去年 12 月 13 日將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第四十六次會議

記錄初稿電郵予各委員審閱，直至目前為止，秘書處收到委員曾紫蕾

女士有關修訂會議記錄 7(b)段的建議，經修改後的會議記錄修訂本已

於今年 1 月 8 日電郵予各委員備悉。由於委員在會議上沒有提出其他

修訂，主席宣布通過第四十六次會議記錄。  

 

議程項目 2：續議事項  

 

全港社區體質調查諮詢委員會報告 (CSC 文件 01/20) 

 

3.  主席表示全港社區體質調查諮詢委員會 (諮委會 )在上次會議成立

後曾舉行三次會議，在綜合與會者及學術界專業人士的意見後，已落

實調查計劃的方法論，並提出具體推展方案。主席請諮委會召集人梁

栢賢醫生以投影片形式介紹 CSC 文件 01/20 內容。  

 

4.  梁栢賢醫生多謝諮委會副召集人黃寶基先生、諮委會各委員和專

業人士對調查計劃所提供的意見。他介紹 CSC 文件 01/20 內容。委員

提供的意見要點及諮委會的回應綜合如下：  

   

 (a) 李致和先生查詢調查計劃的建議樣本總數及各年齡組別抽樣

數目的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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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副主席關注調查計劃會否有抽樣選擇偏差 (selection bias)的

情況。他分享 2011-12 年度進行的體質測試計劃曾發現有關

狀況，建議諮委會詳細討論這項目，並當有更多詳細資料時，

讓委員會知悉及提供意見。  

   

 (c) 梁栢賢醫生多謝委員的意見，並綜合回應如下：  

 

  (i) 調查計劃的建議樣本總數為 8 500 個，當中包括由教育

局提供來自香港學生體適能調查所得的 760 個樣本，以

及是次調查計劃各年齡群組所需的 7 740 個測試樣本。  

    

  (ii)  諮委會已留意到上次調查計劃的抽樣情況，因此將會透

過工商機構、工商總會、政府部門、大專院校或非政府

機構聯絡不同類型組別參與調查；而在公開招標委聘專

業機構推行計劃時，亦會要求投標者提供抽取更多具代

表性樣本的方法。諮委會在此事取得進展後會向委員會

匯報。  

    

5.  主席多謝委員的意見及梁栢賢醫生的回應。他表示訂立基準數據

及掌握市民體質變化是十分重要的，期望諮委會儘快展開相關工作，

並適時向委員會報告進度。  

 

議程項目 3：「全民運動日 2020」計劃書  (CSC 文件 02/20)  

 

6.  主席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馮偉權先生介紹 CSC 文件 02/20

內容。  

 

7.  馮偉權先生介紹 CSC 文件 02/20 內容。委員提供的意見要點及署

方的回應綜合如下：  

   

 (a) 張浩賢先生表示「全民運動日」除了繼續鼓勵市民注重恆常

運動外，在防疫期間，可考慮向參加者提供預防感染病毒的

小貼士，例如清潔運動器材及運動後保暖的方法，藉以減少

市民感染病毒的機會。  

   

 (b) 副主席表示康文署可以考慮張浩賢先生的意見，認為現時坊

間、大專院校或活動支持機構已備有相關資訊供參考。此外，

他表示今年活動除了教導市民做運動外，亦可考慮重點介紹

防疫期間在家進行的運動及須注意事項。  

   

 (c) 朱麗玲女士表示在防疫期間舉行的「全民運動日」，其成效及

參加人數可能會受到影響，建議增加播放運動宣傳短片及在

網上提供更多精英運動員的運動示範片段，以鼓勵市民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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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運動及分享運動資訊，協助傳播全民運動的文化。  

   

 (d)    張勇邦先生關心若然 8 月疫情持續，康文署室內設施仍然未

能完全開放使用，「全民運動日」是否能夠如常舉行。他透

露曾有小學家長向他表示擔心室內感染病毒風險較大，因此

建議署方在「全民運動日」當日可考慮舉行半小時的全民家

居運動，結合網上播放運動示範，例如由體育明星帶領進行

室內運動，讓不打算前往室內場地的人士，可選擇在家中跟

著網上示範做運動，令更多市民可以參與「全民運動日」，

而活動參加人數亦不會因為場地實施設施和人數限制的措施

而受到影響。  

   

 (e) 馮偉權先生多謝委員的意見，並綜合回應如下：   

 

  (i) 康文署會因應委員的意見，優化「全民運動日」的活動

內容，並正積極研究在活動當日增設網上播放運動示範

的安排。  

 

  (ii)  康文署於本年 4 月 6 日已開設「網上資源中心」，內容

包括有運動明星的運動示範，供市民瀏覽及在家中跟著

做運動。  

    

8.  主席多謝委員的意見及馮偉權先生的回應。  

 

議程項目 4：「第八屆全港運動會」的籌備工作  (CSC 文件 03/20)  

 

9.  第八屆港運會定於 2020 至 2021 年舉行，主席請康文署李嘉美女

士介紹 CSC 文件 03/20 內容。  

 

10. 李嘉美女士在播放第七屆港運會精華片段後，介紹 CSC 文件 03/20

內容。  

   

11. 主席感謝民政事務局局長繼續委任他為第八屆港運會籌備委員會

主席，並期望在容樹恒副主席及各位委員的鼎力支持下，繼續成功舉

辦第八屆港運會。康文署正積極籌組第八屆港運會籌備委員會，以統

籌港運會的各項工作，並會定期向委員會報告籌備工作的進展。  

   

議程項目 5：其他事項  

 

「滬港青少年體育交流夏令營 2020」  

 

12. 主席請康文署馮嘉慧女士匯報「滬港青少年體育交流夏令營 2020」

(夏令營 )的籌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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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馮嘉慧女士報告自  2005 年起，滬港雙方每年輪流作東道主舉辦此

項活動。去年的夏令營在香港舉行，今年擬定 8 月 3 至 7 日在上海市

黃埔區舉行。初步建議羽毛球、籃球及排球為體育交流項目。交流活

動主要包括兩地運動員共同訓練、友誼比賽、參觀體育設施及遊覽當

地名勝等。活動詳情有待與上海市體育局及各體育總會繼續商討。由

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康文署將會密切留意有關情況，並在 5 月中

與上海市體育局檢視活動如期舉行的可行性；如情況不許可，會考慮

將活動延至明年舉行。  

 

14. 主席多謝馮嘉慧女士的報告。  

 

15. 主席表示教育局希望與委員分享有關網上教學資源「在家進行體能

活動」的資訊。他邀請教育局陳美玉女士向委員介紹內容。  

 

16.  陳美玉女士表示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製作了一系列網上教學資源供

教師參考，鼓勵學生在防疫期間在家進行體能活動，維持良好身體狀

態，實踐健康生活方式。陳女士以投影片形式介紹有關資訊。  

 

17. 主席多謝陳美玉女士的介紹。其後，他請馮偉權先生介紹康文署的

「網上資源中心」網頁。  

 

18. 馮偉權先生表示康文署已於 4 月 6 日開設了一站式的網上資源中

心，提供平台讓市民在抗疫期間安坐家中，在網上參與或欣賞文康活

動。運動方面，資源中心提供明星運動員的強身健體呼籲和家中運動

示範，也有普及健體運動示範影片和互動遊戲。馮先生展示瀏覽中的

網頁及播放明星運動員運動示範的片段，以進一步向委員介紹有關資

訊。  

 

會議結束  

 

19. 主席多謝委員出席今次會議。秘書處將會另行通知委員下次會議日

期。  

 

20. 會議於下午 5 時 05 分結束。  

 

 

備註：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在會議過程中並沒有接獲有委員申報涉及

利益衝突的事項。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2020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