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第五十次會議  

會議記錄  

 

 

日期：       2021 年 1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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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浩賢先生  

 張琪騰先生  

 張勇邦先生  

 朱麗玲女士  

 高達倫博士  

 霍啟山先生  

 李致和博士  

 梁柏賢醫生  

 連鎮邦先生  

 薛慧萍教授  

 曾紫蕾女士  

 黃婷女士  

 王威信先生  

 黃寶基先生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代表 ) 

 王慶宜女士  (教育局代表 ) 

 蘇佩嫦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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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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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寳儀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李淑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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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事缺席者：  陳穎欣女士  

 陳婉婷女士  

 韓思思博士   

 

開會詞  

 

1.  主席歡迎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包括首次參與會議的教育局代表王

慶宜女士和衞生署代表蘇佩嫦醫生，出席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第五十

次會議。  

 

2.  主席衷心祝賀今年在授勳名單中獲行政長官頒授勳銜或作出嘉許

獎狀的三位委員，包括容樹恒教授和陳毅宇先生獲頒授榮譽勳章；以

及陳穎欣女士獲頒授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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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秘書處於 2021 年 5 月 27 日將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第四十九次會

議記錄初稿電郵予各委員審閱，直至目前為止，並沒有收到委員任何

修訂會議記錄的建議，而有關會議記錄已於 2021 年 6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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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九次會議記錄。  

 

議程項目 2：續議事項  –「全民運動日 2021」報告 (CSC 文件 03/21) 

 

5.  主席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馮偉權先生以投影片形式報告

「全民運動日 2021」的成果。  

 

6.  馮偉權先生報告 CSC 文件 03/21 的內容。    

 

7.  主席多謝馮先生的匯報，亦感謝康文署同事的努力，發揮創意，

讓市民在疫情下仍可以參與「全民運動日」，並鼓勵市民恆常參與運

動。由於委員沒有提問，隨即進入議程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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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3：「第八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報告 (CSC 文件 04/21)  

8.  主席表示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最新發展，第八屆港運會順延

一年，定於 2021 至 2022 年舉行，秘書處已積極跟進港運會的各項籌

備工作。主席請康文署江寳儀女士以投影片形式介紹 CSC 文件 04/21

有關「第八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報告。  

 

9.  江寳儀女士以投影片介紹 CSC 文件 04/21 有關「第八屆全港運動

會」的活動內容。  

 

10.    主席多謝江女士的匯報，並表示秘書處會一直密切留意疫情的最

新發展，積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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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委員未有意見，隨即進入議程第 4 項。  

 

議程項目 4：其他事項  

 

(i) 全港社區體質調查諮詢委員會報告  

 

11. 主席請全港社區體質調查諮詢委員會召集人梁柏賢醫生報告「全港

社區體質調查」的進度。  

 

12. 梁柏賢醫生就「全港社區體質調查」進度報告，表示「全港社區體

質調查」約章簽署儀式在六月三十日在荃灣體育館順利舉行。秘書處

根據隨機抽樣方式抽出的公司或機構名單，發信邀請參與調查工作，

反應良好，但因應疫情影響，所收集的樣本數量不多，與 8,500 目標樣

本數目還有一段距離。隨後時間，秘書處會借助大型活動例如健康博

覽、工展會等，設立調查站為入場人士進行測試，希望緊貼工作時間

表，收集足夠樣本進行數據分析。  

 

13. 主席多謝梁醫生的報告，由於委員沒有提問，便進入隨後的其他事

項。  

 

(ii)  一站式網上資源中心「康文署寓樂頻道」推動體育發展  

 

14. 主席請康文署馮偉權先生報告有關康文署的最新動態。  

 

15. 馮先生表示行政長官在 2021 年施政報告中提及康文署將會豐富一

站式網上平台「寓樂頻道」的內容，並會把 101 入門教室體育系列的

範圍擴大至大部分常見的體育項目及新興運動，以進一步推動體育發

展。該系列透過精英運動員的示範和講解介紹各類運動的基礎知識，

現已順利推出 21 種熱門運動的短片，其中包括有香港健兒參與的奧運

項目。康文署將再推出其他流行運動例如帆船運動、拳擊、獨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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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術和運動攀登等至少 40 種其他運動的短片，以加深市民對不同運動

的興趣和認識。  

 

16. 馮先生播放一段 101 入門教室體育系列最新上架第 21 集：三項鐵

人第一輯的運動短片，而康文署亦將於 11 月 5 日上載三項鐵人第二輯

的短片，歡迎各委員收看。  

 

(iii)  二零二零年東京奧運會回顧  

 

17.   馮先生表示寓樂頻道會加入二零二零年東京奧運會精華片段，讓

市民深入認識了解香港運動員在國際體壇上取得的成就。有關片段分

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共有 19 條片段，是香港運動員在東奧取得一金、

兩銀、三銅佳績的比賽片段，而第二部分共有 17 條片段，是 7 月 23

日開幕禮至 8 月 8 日閉幕禮的每日精華片段。  

 

18. 馮先生播放一段香港劍擊代表張家朗在東京奧運會的比賽片段，供

委員參考。馮先生指上述片段於 11 月 8 日在寓樂頻道正式上架，供市

民欣賞。除此之外，康文署現時正剪輯香港代表隊在東京 2020 殘疾人

奧運會奪獎的精華片段，並預計將於今年 12 月前推出，希望各委員可

協助向各界持份者宣傳及推廣以上的東京奧運會回顧短片。  

 

19. 馮先生請康文署江寳儀女士介紹寓樂頻道內的普及健體運動「行山

樂」的資訊。  

 

(iv)   普及健體運動「行山樂」  

 

20. 江寳儀女士指根據早前公布的「社區體質測試計劃」調查結果，遠

足是最多市民參與的體能活動之一。因此，康文署希望透過康文署網

頁、寓樂頻道和宣傳小冊子介紹香港 44 條各具特色的遠足路線，並製

作路線的縮時影片供市民參考，而有關影片亦參考國際攀山聯盟的難

度評級和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所提供的資料。以上 44 條遠足路

線主要分為 4 大類，分別為接觸大自然路線共 13 條；海闊天空風景路

線共 11 條；歷史古蹟追蹤路線共 9 條；和親子合家歡樂路線共 11 條。 

 

21. 江女士表示有見於網頁內的縮時影片已拍攝多年，為進一步吸引市

民瀏覽及參與遠足運動，康文署今年起會將 44 條影片陸續優化，並與

中國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商討後，首先㨂選了 8 條較受歡迎的路線作

優化，有關優化工作包括重拍影片，其中主要豐富沿途路線的介紹 (例

如所經風景和古蹟等 )，讓市民在享受遠足的樂趣之餘，更可藉此增加

對香港景色的認識。此外，影片內容亦包括前往路線的交通安排、中

途休息位置、洗手間位置及行經路線的注意事項，以方便市民在出發

前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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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上其中一段路線影片「炮台山下有將軍」已完成及上載於寓樂頻

道內，而另一影片「馬鞍山下過昂平」亦預計將於今年 11 月完成，康

文署將會陸續優化及上載餘下的 36 條路線影片，供市民欣賞，歡迎各

委員瀏覽。  

 

23. 主席多謝馮先生和江女士的報告。  

 

(v) 教育局「躍動校園  活力人生」計劃  

 

24. 主席請教育局王慶宜女士就有關計劃作出報告。  

 

25. 王慶宜女士介紹教育局於今年 10 月 5 日啟動上述計劃，透過全新

舉辦多元化的學生活動和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支援學校全方位推動體

育活動，鼓勵學生建立恆常參與體能活動的習慣。計劃內容多元化，

包括舉辦一系列的精英運動員分享會，鼓勵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及態

度 ;製作不同的教材如中華民族舞蹈和武術，推廣體育與中華文化等。

教育局亦加強推動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和學校舞蹈節等，反應踴躍。

同時，局方亦與大專院校研究將資訊科技應用在體育方面上，協助教

師推動體育。有關資料亦已上載於專題網頁。希望各委員會支持及推

動有關計劃。  

 

26. 主席多謝各政府部門的報告，各委員經垂詢下未有提問。  

 

會議結束  

 

27. 主席多謝委員出席會議。秘書處將會另行通知委員下次會議日期。 

 

28. 會議於下午 4 時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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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