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第 157 次會議紀錄
日期：
時間：
地點：
出席：

缺席：
秘書：

2019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二）
下午 7 時 8 分
香港筲箕灣南安街 83 號海安商業中心 26 樓
丁惠芳博士 文婉玲女士 伍鋭明博士 呂少英女士
李婉華女士 凃淑怡女士 倫智偉先生 許宗盛先生
梁傳孫博士 郭毅權博士 張麗怡女士 曾健超先生
盧華基先生
李榮波先生 陳美珊女士

李祥佩女士
陳芷瑋女士

1. 雖然伍鋭明博士、呂少英女士、曾健超先生及陳芷瑋女士仍在途中，有見已達法定

人數的要求，主席梁傳孫博士宣佈會議正式開始。主席並代表註冊局全體成員歡迎
陳美珊女士履新及首次列席會議。
（呂少英女士到達及加入會議。）
2. 在進入議程前，主席報告在會議之前接收了一封由一千三百多位社工的聯署信，內

容是對註冊局按照法例要求在註冊紀錄冊上載有社工的地址的安排，表示關注，指
有洩漏社工的個人資料之嫌，要求註冊局向政府提出修例，主席已適切地予以口頭
回覆，但沒有具體說明修例工作的進展。
3. 另主席也報告了近日坊間流傳註冊局洩露註冊社工個人資料，雖然流傳的內容並不

真實可信，但由於現時社會的緊張氣氛，故曾一度引起業界的激烈反應，上週初曾
有數千位註冊社工更改了註冊地址，註冊局成員的個別團組有見及此，亦曾在互聯
網上的平台努力澄清，有關恐慌漸見平復。
確認第 156 次會議紀錄
4. 第 156 次會議的紀錄早前已經傳閱。主席經查詢與會者後，確定沒有提議作出任何

修改，遂簽署作實。
跟進先前會議或以傳閱方式處理局方文件的各項未決事務
卡片式的註冊證明書
5. 秘書報告在跟進勞工及福利局時獲悉他們正尋求律政司的法律意見，容後方可回

覆。主席表示雖然他了解建議引入卡片式證明書旨在解決一項法定要求的難題（即
回收已終止註冊人士的證明書）
，但近日與新畢業生閒聊時，知悉他們在獲發紙張式
有簽署的註冊證明書時，滿有喜悅，令他思考紙張式證明書是否仍具保留的價值。
投訴個案第 XXX 號的司法覆核案件
6. 與會者知悉該個案仍有待終審庭裁決是否接受投訴人的上訴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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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重新申請註冊的特別小組報告
7. 與會者知悉該個案仍有待申請人在九月底前呈交補充資料，以完成小組報告。

（曾健超先生到達及加入會議。）
網上持續專業發展系統的申請
8.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說明提出開會討論此項申請，主要是有關(隱去涉及個人的資

料)的東主身份須要澄清，與會者同意並指示秘書與申請人跟進此事；與會者一致同
意批准另一個由(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的申請。
呈報控罪

(1)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9.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與會者繼而討論此事，同意「無罪假設」的原則適用此案，並

指示秘書確認註冊局已收納其呈報，並提醒他在申請續期時不須再呈報此控罪，但
若案件有任何裁決，應適時呈報。
（主席表示辦事處於會議前呈交的會議文件編號 148/2019 號及 149/2019 號，其性質與上
述個案類同，建議於此一併處理，與會者同意。）

(2)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10. 與會者按照先前的討論，同意「無罪假設」的原則適用此案，指示秘書確認註冊局

已收納其呈報，並提醒他在申請續期時不須再呈報此控罪，但若案件有任何裁決，
應適時呈報。

(3)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11. 與會者同意「無罪假設」的原則適用此案，指示秘書確認註冊局已收納其呈報，並

提醒他在申請續期時不須再呈報此控罪，但若案件有任何裁決，應適時呈報。
註冊申請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12. 與會者考慮了申請人重新提交有關定罪的法定聲明及了解其為通常居於香港的資

料，並知悉沒有其他跟進事項後，一致決定通過其註冊申請。
註冊事務
註冊申請

(1)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13. 倫智偉先生表示認識申請人，故不參與決定該案。
14. （刪除業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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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刪除業務資訊）

(2)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16. （刪除業務資訊）

(3)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17. （刪除業務資訊）
18. （刪除業務資訊）

（伍銳明博士到達及加入會議。）

(4)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19. 曾健超先生表示與申請人有數面之緣，(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但不構成利益衝突而須

避席。主席裁定曾先生不須避席。
20. 與會者審閱及討論了在會議上提交檔號 134/2019 有關申請人的文件，並知悉下列意

見：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1. 與會者在考慮是否成立特別小組面見申請人一事，共六位贊成（(隱去涉及個人的資

料)）
，七位反對（(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及(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一位棄權、否決
成立小組跟進。
22. 主席繼而要求表決該項申請，共八位贊成（(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共五位反對（(隱

去涉及個人的資料)），及(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一位棄權下，(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的註冊申請獲批准。

(5)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3. 與會者審閱及討論了在會議上提交檔號 135/2019 有關申請人的文件，認為申請人呈

交的法定聲明內容與法庭的定罪文件內容並不相符，指示秘書跟進後再呈報申請供
審議。

(6)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4. 與會者審閱及討論了在會議上提交檔號 143/2019 有關申請人的文件，認為所犯罪行

屬於輕微，一致通過批准其註冊申請。
續期申請兼呈報控罪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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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與會者同意「無罪假設」的原則適用此案，其續期申請獲一致通過批准，並指示秘

書確認註冊局已收納其呈報，並提醒他在下次申請續期時不須再呈報此控罪，但若
案件有任何裁決，應適時呈報。
第 XXX 號個案紀律委員會報告
26. （刪除業務資訊）

（李祥佩女士此刻曾短暫離席。）
27. （刪除業務資訊）

其他紀律委員會報告
28. 秘書報告尚有兩宗投訴個案已接近完成聆訊及後續的工作，預計可於下次會議呈報。

委任紀律委員會
29. 與會者審閱了檔號 144/2019 的文件，就第 XXX 號投訴個案委任紀律委員會一事，經

考慮了已通過利益衝突查核的備選名單，工作量及案情背景，和任期即將屆滿等因
素後，同意委派以下人士組成紀律委員會，展開研訊工作；因該工作需時，可能超
過 2020 年 1 月中，當中任何委員會成員在該任期屆滿而不會延任三年期的話，與會
者同意個別地延長其現有任期半年，以完成此案的工作：
（刪除業務資訊）
行政事務委員會報告
審閱及通過 2018/19 財政年度核數報告
30. 與會者審閱了檢數師提交的核數報告，通過接納該報告，並同意按檔號 138/2019 的

文件建議，將報告上載註冊局網站和抄送一份予勞工及福利局參閱。
31. 就(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詢問四萬元的員工培訓基金是否足夠一事，秘書報告該預留

基金乃按註冊局在早年制定的培訓政策而撥備，近年來甚少動用，辦事處現在進行
該政策的檢討工作，包括培訓金額上限及以即年開支的方法取代撥備安排，容後以
文件詳細報告及交代。
委任紀律委員會備選委員小組
32. 與會者審視了檔號 145/2019 文件的內容，接納委員會的建議，在個別被提名人補交

履歷文件後，向委員會建議名單上的人士發出委任邀請，待他們同意及簽署保密協
議書後，正式作出委任及刊登憲報。
終止二十元退款計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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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與會者參閱了檔號 146/2019 文件的內容，知悉該退款計劃對鼓勵註冊社工準時於續

期窗內遞交申請以節省投寄掛號信的郵費，完全沒有作用，經了解及討論後，與會
者同意該計劃沒有其他可行的改善空間，主席繼而要求表決處置方法，共六位贊成
於 2019 年底終止該計劃（(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另外六位贊成於 2020 年底才終
止該計劃（(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及(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兩位棄權下，主席行使
決定票，採納了該計劃於 2020 年底終止為最終議案，辦事處在向勞工及福利局報備
修改收費表後，於 2020 年初通告有關決定並如實解釋因由。
改善與註冊社工電子通訊方法建議
34. 與會者參閱了檔號 147/2019 文件的內容及建議，除了(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提出須要

考慮保障註冊社工個人資料的安排，與會者原則上同意採納委員會的建議，採用電
郵及手機短訊的專業發放服務，以改善並加強與註冊社工的電子通訊效率；待辦事
處檢視服務提供者的私隱保障措施及相關項目均符合註冊局對個人資料的保障責任
後，註冊局將額外以手機短訊發出與註冊續期相關的訊息，其他的資訊發放仍按現
行方式處理，即以郵遞或電郵發放。
專業操守委員會報告
涉嫌違反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第 34 或 35 條的舉報程序
35. 與會者參閱了檔號 139/2019 文件的內容及建議，同意採納所建議修改相關程序，即

辦事處日後在得知任何人士於沒有續期後三個月或以上仍繼續從事社工的工作時，
方須呈報註冊局全體會議，以討論是否須要向執法機構舉報。
36. 與會者繼而討論三宗個案，
（刪除業務資訊）
。與會者在研究另外兩宗分別涉及(隱去

涉及個人的資料)的個案後，決定分別致函提醒她們日後注意註冊續期的重要性，而
不採取其他跟進工作。
資格評核及註冊委員會報告
37. 與會者知悉（刪除業務資訊）的學歷認可檢討仍在進行中。(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建議修改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工作小組報告
38. 與會者知悉工作小組暫時沒有工作進展報告。

披露處理投訴個案 XXX 號的兩位成員身份的申請
39. 與會者參閱了檔號 140/2019 文件的內容，
（刪除業務資訊）。
40. （刪除業務資訊）
41. （刪除業務資訊）主席（刪除業務資訊）將之付諸表決，共五位贊成披露（(隱去涉

及個人的資料)）
，六位反對（(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及(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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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下，該項申請遭否決。
42. （刪除業務資訊）
43. （刪除業務資訊）

修訂銀行戶口授權簽署
44. 與會者參閱了檔號 141/2019 文件的內容及建議，一致通過修改於（刪除業務資訊）

的授權簽署安排，詳情如下：
（刪除業務資訊）
45. （刪除業務資訊）的獲授權人(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46. 另有關設於（刪除業務資訊）的投資賬戶，(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為獲授權簽署人，

並刪除(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的名字。
其他事務
47. 沒有其他事務商議。

下次會議日期
48. 下次會議為 2019 年 11 月 19 日，晚上 7 時正舉行。

會議於晚上 10 時 35 分結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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