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結社區 

            關愛村民 

愛護自然 



目錄 

2 

03   機構簡介 

04   主席序言 

05   董事會成員 

06   機構事務 

09   抗疫支援 

12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16   幼兒及家庭服務 

18   長者服務 

21   基層醫療服務 

24   鄉郊支援服務 

26   保育項目 

28   其它項目 

機構服務 

29   服務數字 

33   機構傳訊 

36   鳴謝 

38   財務摘要 

39   附錄 



機構簡介 

我們的歷史 
 西貢區社區中心於一九七零年成立 

 一九八九年開始，正式獲社會褔利署資助開辦「兒童及青年中心」服務 

 二零一二年二月正式註冊為「非牟利慈善註冊團體」 

 二零一二年首次獲得民政事務總署伙伴倡自強計劃撥款成立 
「拉闊自然」社會企業 

 二零一五年，獲得公益金基線撥款，資助鄉郊長者健康服務 

 二 零 一 八 年 ， 獲 得 環 保 署 自 然 保 育 管 理 協 議 計 劃 撥 款 推 行 
「西灣復育計劃」 

 二零二一年，自資開發「鐵鉗坑綠趣田園」項目，推動綠色教育 
和保育工作 

過去50年，西貢區社區中心努力地於社區上辦好一所中心，近年積極走進 
社區去「建設」流動中心。此時我們展望將來西貢區社區中心能為村民去 
建立一個幸福感及宜居度高的社區，貫徹實踐「西貢區社區中心」的願景！ 

 

機構簡介 
西貢區社區中心極力推展鄉郊生活支援工作及建立支援網絡。我們以 
「連結社區、關愛村民、愛護自然」為服務綱領，建立鄉郊獨有的服務模式，
改善城鄉之間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令鄉郊生活可得以保存，締造共贏社會。 

 

我們的願景 
為西貢村民去建立一個幸福感及宜居度高的社區 

 

我們的使命 
連結社區．關愛村民．愛護自然 

 

我們的信念 
生而平等、無論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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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兩年，因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各行業都無可避免受到較大影響，而
我們的服務亦因應疫情發展，作出了多項調整，包括新增多項緊急服務以援
助區內居民渡過這段艱難的時間。 

 

        在疫情發展初期，防疫物資短缺，甚至有部分生活物資亦出現緊張，而
西貢鄉郊村落分散，令這個情況更為嚴峻，據前線同事走訪得知，很多長者
甚至連基本的口罩、酒精搓手液也沒有，也因為消息閉塞，他們也得不到相
應的防疫資訊。 

 

        另外，區內的基層家庭亦苦不堪言，物價飆升使得艱難的生活百上加斤，
手停口停加上突如其來的防疫開支，一時間，精神、經濟和健康壓力，幾乎
要擊垮他們本來平靜的家庭生活。 

 

        西貢區社區中心的同事調配因為疫情而暫停的活動及服務人手，分別調
派並組織成抗疫服務隊伍，從多方面著手幫助區內居民，包括：聯繫區內有
心有力人士，組成抗疫義工隊，將抗疫物資送入到村落中，派到有需要的人
手上；籌募緊急援助金，為區內有緊急經濟需要的家庭提供一筆過抗疫援助；
引入外區資源，例如新世界口罩機、賽馬會西貢鄉郊社區抗疫計劃、中電抗
疫慳電齊加油計劃等，讓更多區內居民受惠。 

         

以上各種，實有賴各界慷慨解囊，各位義工出心出力，社會賢達奔走呼籲，
同事緊守崗位全力以赴，才得以實現。 

 

        時至今日，疫情還在持續，我們在抗擊病毒的同時，生活亦慢慢逐步恢
復。我們相信還需要一段日子生活才能全面恢復正常，但是只要有信心，任
何困難將會迎刃而解。以此與各位共勉！ 

 

西貢區社區中心主席 

袁土星 

主席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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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2019-2023屆別) 

會    長 王水生 先生   

副 會 長 張土勝 先生 劉  球 先生 

主    席 袁土星 先生   

副 主 席 劉偉權 先生 陳權軍 先生, MH 

財     務 張土勝 先生   

董    事 巫家雄 先生 
張丁嬌 女士 
溫    強 先生 
劉錦麟 先生 
蘇國興 先生 

李福康 先生, MH 
張溢良 先生, BBS, MH 
劉運明 先生 
駱水生 先生, MH 

專業顧問 王重光 先生 
區潔盈 博士 

陳靜宜 女士 

地區事務顧問 李成輝 先生 
張天送 先生 

張仁初 先生 
劉建光 先生 

法律顧問 許美鳳 女士 車偉恆 先生 

董事會秘書 陳曉園 女士 
(2019-2021) 

陳培昌 先生 
(202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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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管治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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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完成同工專業訓練及發展計劃、工作及能力分析研究、績效

管理系統。亦進行了「領袖培訓計劃」 ，培訓中層管理及具潛質同

事，深化管理層方向、重點及期望。另外亦修訂了「薪酬架構政策」

調整職級及相關資歷職務。 

機構事務 

人力資源系統重整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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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手機應用程式持續開發中。會員

將可通過應用程式進行活動報名、支

援網上付款、獲取中心最新資訊等功

能。 

機構事務 

中心會員/內部使用應用程式 

程式亦可供內部職員使用。職員將可

可在程式內檢查更表、申請及檢查假

期、進行活動點名，以及內部通訊之

用。 

8 



面對疫情持續肆虐，西貢區社區中心繼續為西貢及將軍澳市區

和鄉郊的居民提供支援服務。同時亦不斷連結社會上有心的夥

伴提供抗疫物資，幫助有需要的人士及家庭渡過難關、紓解燃

眉之急。 

 

機構服務 

抗疫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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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馬上抗疫」 

派發抗疫包及食物包。 

賽馬會抗疫基金送診服務 

提供送診服務予鄉郊長者

及長期病患者 



機構服務 

抗疫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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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口罩機計劃 

為合資格的有需要人士及家庭提

供口罩供應，部份未能親身領取

的人士，中心亦派出同事運送到

他們手上。 

西貢鄉郊捐贈抗疫物資 

將物資送入西貢鄉郊。 

中電抗疫慳電齊加油計劃 

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穩定的兒童口

罩供應，提升家庭就慳電方面的

知識，以及抗疫衛生的意識。 



裕達隆慈善基金 

世紀21奇峰物業顧問行 

大有倉集團有限公司 

蘋果迷你倉 

冠銘汽車有限公司 

黃錦權醫生 

拾鄉協會主席李觀榮先生 

張達昌先生 

Ms. Doris Ang 

Ms. Emily Wu 

周詠旋女士 

林惠芳女士 

陳啟明先生 

Sutik 

機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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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援助金 

疫情期間，非常感謝各界善長的慷慨捐助，令有需要的西貢及鄉郊居民可

解燃眉之急。 

西貢區議會 

公益金抗疫支援 

惠康 

點滴是生命 

醫善同行 

西貢Seed點籽 

長隆工程有限公司 

康宏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世紀21奇峰物業顧問行 

港島長青扶輪社 

聖雅各福群會 

真奧社會服務 

寰宇希望 

Iris 

Ruby Tang 

Living with Holy Heart 

惜食堂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慈善基金 

Lee Kwong Yue 

Chow Ka Wing 

Silas 

鳴謝以下組織/團體/善長捐贈抗疫物資 (排名不分先後)  

(物資包括口罩、洗手液、食物飲料等) 

 

抗疫支援 

鳴謝以下組織/團體/善長捐款支持「應急援助金」計劃 (排名不分先後) 



疫情之下，中心不同服務亦因應狀況改變形式，新增不同形式線上服務，

讓服務使用者安坐家中亦可獲得服務。 

機構服務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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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天空 

提升參加者的抗逆力，並協助他們將

學到的知識應用於日常生活，以有效

地面對生活上的挑戰。 

樂學課餘託管計劃 

包括功課輔導、家長指導和教育、技

能學習和社交活動、小組活動，社區

服務或參觀。 



機構服務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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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服務 

提升學生計劃及實踐人生目標的能力， 

探索個人價值、職業取向及興趣。 

線上Band組 

中心樂隊活動改為定期於網上進行，再

由同事剪輯並分享於網上社交媒體平台。 

兒童發展基金第七期—飛越夢想II 

為參與學員擴闊視野、提升個人能力和素質，

以及豐富社會經驗，從而減少跨代貧窮。 

由於疫情關係，部份活動亦改為線上形式，

與學員保持連繫。 

線上興趣班 

繼續有網上為兒童提供興趣班服務。包括節

日活動如線上聖誕聯歡會。 



促進青年本土就業服務是中心本年度開始重點發展的服務。希望透過不

同社交媒體、網上平台以及其它不同渠道，善用機構內外社區服務資源

網絡，提供青年就業支援轉導服務。提供就業資訊平台，建立區內僱主

網絡及提供就業資訊及職位空缺。另外亦提供培訓／實習及工作機會，

提昇求職者的職前準備及相關知識。 

機構服務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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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青年教育、職業培訓 

如青年 （成人）急救證書課程、

陪診員培訓計劃 、樓宇電業工

程講座等。邀請各行業從業者

及專業人士向青年分享。 

 



機構服務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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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 義載車手 

由於疫情影響，本屆DSE的考生面對重大的壓力，加上居住西貢交通不便，

疫情下不少公共交通的班次都有所更改及縮班，令車程時間更難掌握的

情況下，更令考生多增一層無形的壓力。有見及此，中心招募了西貢一

班有心的義載車手，由同事精心編排時間及最佳路線，於考試日接載考

生們上DSE「戰場」。 

一班車手亦非常有心，自發預備了口罩、能量飲品、清水、紙巾、消毒

濕手巾、餅乾，甚至還有備用電池等物資，以備不時之需。這些都充份

體現出「連結社區」、西貢人幫西貢人的精神。 



機構服務 幼兒及家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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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響，幼兒服務亦將部份轉為線上形式進行，例如線上講故事、手工

班等。 

同時疫情緩和時，亦繼續實體服務如學前生活適應小組、管教技巧及家長抒

壓小組等。 

 



機構服務 幼兒及家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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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亦開始發展幼兒自然教育服務，讓兒童自小培育保育意識，對環境及大

自然有更多認識。 



機構服務 長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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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公益樂延年 

疫情期間教導鄉郊長者使用網上視像通訊，將部份服務改於線上進行。 

疫情緩和後，繼續舉行村點小組活動(運動及認知訓練) 。而部份大型活動如

講座等，則以單張形式定期向村民派發。 



機構服務 長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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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中心作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西貢區認可服務提供者，團隊由社工、

護士、物理治療師等專業人士組成。我們提供家居照顧及日間護理的混合服

務模式。服務使用者可以自由組合有關服務，以滿足使用者的服務需要。 

中心的服務專車能夠前往各偏遠鄉村，亦設有上門接送服務。 



日間暫托服務 

中心為急需照顧，但暫未能獲得政府資助日間服務之體弱長者，提供日間暫

托服務。服務以「復康」及「訓練」為主，並以多元化小組活動提供服務，

延緩長者退化，同時減輕家屬的照顧壓力。訓練內容包括認知訓練、懷緬活

動、運動治療、藝術治療、書法治療、防跌訓練。 

機構服務 長者服務 

「自己友」 社區陪診服務 

中心提供社區陪診服務，由本區經培訓的陪診員及便利車到戶接載服務使用

者，前往各醫院及診所覆診或治療。 
20 



遠「觸」醫療車 

遠「觸」醫療車服務由「維拉律敦治．荻茜慈善基金」資助，秉持著

「生而平等、無論遠近」的服務信念，中心為居住西貢偏遠村落的居

民提供流動健康服務。 

透過實證為本的基層醫療健康介入，以流動車形式，為居住於西貢鄉

郊村落居民(包括長者) 提供健康服務，建立一套針對鄉郊的基層健康

模式，實踐「原村安老」的概念。服務內容包括：流動醫療診所及到

戶家居護理、短期治療介入、健康推廣及疾病預防、電子醫療管理系

統、醫療轉介等。 

機構服務 

基層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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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醫療及藥物指導試驗計劃 

本計劃由擇善基金會資助，希望為西貢鄉郊長期病患長者提供社區治

療及跟進，以「視像診症」方式介入， 再由護士、藥劑師及社區健

康大使指導及監測病人用藥以及健康情況。 

中心希望此試驗計劃能成功將社區治療帶給鄉郊長者，並作為一種長

期有效的服務模式，令更多鄉郊長者得以受惠。 

機構服務 

基層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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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贊助 



疫情下社區營造與健康照顧研討會 
疫情之下，有賴各協辦單位及持份者的⽀持，2020年11月14日的研討會得以

順利舉辦。亦非常感謝明愛專上學院提供會議場地。 

會上圍繞三大主題 (1)鄉郊社區建設 – 學術研究與前線經驗；(2)長者健康照
顧 – 香港智慧；(3)基層市民健康照顧 – 環境與社會影響，結合香港及海外的智
慧及經驗展開探討。 

【研討會直播影片重溫】：https://youtu.be/5ne_bMTnoZg  

機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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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醫療服務 

嘉賓講者 

林正財醫生 SBS，JP 香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及基督教靈實協會行政總裁； 
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委員 

KATHLEEN CAGNEY 教授 芝加哥大學人口研究中心總監 

陳慧燕博士 明愛專上學院湯羅鳳賢社會科院助理教授 暨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學位（社區研究）學科統籌 

陳曉園女士 西貢區社區中心總幹事 

車錫英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教授 

樓瑋群博士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總監 

郭志銳教授 賽馬會耆智園總監 

范寧醫生 醫護行者創辦人 

梁以文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 

文國輝先生 香港公民總幹事 

https://youtu.be/5ne_bMTnoZg
https://youtu.be/5ne_bMTnoZg
https://youtu.be/5ne_bMTnoZg
https://youtu.be/5ne_bMTnoZg
https://youtu.be/5ne_bMTnoZg
https://youtu.be/5ne_bMTnoZg
https://youtu.be/5ne_bMTnoZg


「貢」家聚鄉情 

獲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資助，由西貢區社區中心執行，目的是在西貢區內建立

社會資本，建構鄰里支援網絡，推動「西貢人照顧西貢人」的精神。 

機構服務 鄉郊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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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製工作坊 (西貢咸柑桔醃製園) 

健康醫療站 



機構服務 鄉郊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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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互助隊 (義剪培訓計劃) 

親子義工配對計劃  

「貢」家聚鄉情 

透過不同活動及項目，以及網上社交平台的連結，連繫及改善社區上居民及

團體之間的溝通和合作，增強居民對社區的認同和歸屬感，共同解決社區問

題以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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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項目 

拉闊自然 
探索、研發及推介具觀賞性及持續
性的「體驗式生態旅遊」產品 / 活
動予公眾，以推廣西貢區內的自然
生態景點並灌輸保護自然生態的意
識。 

受疫情影響，本年度的生態導賞團
大部份時間需要暫停。而中心承辦
管理之火山探知館亦有部份時間需
閉館。 

西貢有機農墟 
提供一個穩定的銷售平台，讓消費
者與本地有機農民直接接觸，向公
眾推廣有機農業對環境保護及食物
安全的好處。推動本土經濟、環境
保育及簡樸健康生活。 

有機農墟同樣受疫情影響，本年度
大部份時間均暫停營運。 

西灣復育計劃 
項目旨在復育西貢西灣村地區原有
的鄉村生態及收集、整理並展示西
灣的人文歷史資訊，協助西灣文化
的保存和延續。 

由於疫情影響，大部份時間所有公
眾活動繼續停擺，西灣遊客資訊中
心則維持有限度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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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項目 

海岸先鋒計劃 
環境局在「綠色就業計劃」下推行
的海岸先鋒計劃，於西貢區指定海
岸地點進行海岸清潔、針對海洋垃
圾狀況的海岸環境調查和數據收集
等工作。提供就業機會同時透過媒
體推廣保護環境及向公眾宣傳參與
海岸清潔活動，共同建造美麗清潔
的香港。 

郊野公園 
植林優化計劃 
計劃由漁農自然護理署推行，工作
包括：疏伐老化的外來樹木，種植
原生品種樹苗和進行樹木護理工作，
以達到增加郊野公園植林區的生態
價值及生物多樣性，提高植林區的
可持續性和改善林區內的樹木健康。
計劃向公眾推廣植林優化計劃和生
物多樣性的益處，造就公眾親身參
與植林優化計劃的機會。因疫情未
能開展公眾活動，故延長一年完結。 

鐵鉗坑綠趣田園 
中心本年度起，自資開發「鐵鉗坑
綠趣田園」項目，以透過有機耕種、
攀樹等活動去推動綠色教育和保育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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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項目 

海濱樂園購物天地 
(西貢海濱市集) 
西貢海濱市集善用了西貢海濱長廊

的空間，將其打造成為一個全港最

美麗的戶外藝術及創意市集，為遊

客提供假日消閒及購物的去處，以

及推動西貢區的旅遊事業、帶動地

區經濟，更是一個創業的平台，為

年青人及想創業的人士實現他們的

理想。中心主辦的西貢海濱市集本

年度已踏入第十一年，可惜受疫情

影響本年度部份時間需暫停營運。 

西貢水上活動 
訓練中心 
中心於七十年代起已開始有關水上
活動，歷年來培育了不少青少年及
香港獨木舟代表健兒。 

本年度我們重啟水上活動訓練中心，
以「專業指導、活力體驗、安全參
與」為服務宣旨，為大家帶來不一
樣的體驗旅程及同時宣傳水上運動。
更加入獨木舟生態導賞遊，由專業
教練及導賞員帶領，玩樂之餘，更
希望推動生態保育及水上安全。 

當然，由於受疫情影響，部份時間
亦需停止活動。 



服務數字 
2020-2021 綜合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全年服務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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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數字 2498 社區策略節數 89 

服務節數 1261 出席次數 6132 

特別群組節數 716 網絡人次 425 

2020-2021 其它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全年服務數字 

服務人次 3552 服務節數 800 

2020-2021 幼兒及家庭服務全年服務數字 

服務人次 305 服務節數 188 

2020-2021 長者服務全年服務數字 

鄉村公益樂延年 (公益金) 3103 (節) 

第三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32 (個案) 

2020-2021 促進青年本土就業服務全年服務數字 

就業輔導支援 84 (個案) 

就業活動參與 587 (人次) 

就業及招聘資訊日 21 (個) 

僱主連結 9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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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鄉郊支援服務全年服務數字 

關愛基金 597 (人次) 

天糧網短期食物支援服務計劃 
537 (人次) 

34083 (餐次) 

貢家聚鄉情 (社會資本建設)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項目 
        義工及直接參加者 
                     間接參加者 

481 (節數) 
1043 (人數) 

17107 (人次) 

2020-2021抗疫支援服務全年服務數字 

賽馬會西貢鄉郊社區抗疫計劃 1364 (人次) 

新世界口罩機 1620 (人次) 

抗疫捐贈物資派發 1920 (人次) 

中心口罩派發 384 (人次) 

中電抗疫慳電齊加油計劃 140 (人次) 

2020-2021 基層醫療服務全年服務數字 

遠觸醫療車：西貢流動基層健康試驗計劃 146 (個案) 

西貢鄉郊社區視象診症及藥物指導試驗計劃 40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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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線上賣旗 

本年度因為疫情，考慮到公眾及義工的安全健康，我們忍痛取

消上街賣旗，改為線上賣旗。即使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我們

靠著各位善長及義工的支持以及慷慨解囊，共籌得約15萬元善

款，再次感謝大家出錢出力，支持中心的鄉郊長者及弱勢家庭

支援等非資助服務。 

未來，我們仍會盡心盡力，於資源緊缺的環境下努力提供最好

的服務及支援予我們的服務對象！希望大家同心合力， 

共度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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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線上賣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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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線上賣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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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誰共鳴【商業電台881903】 

前線醫生Alice見證與病人之間

的互相體諒及工作夥伴的互相

扶持 

《星期三港案》【100毛】 

深山醫護與隱世老人 

媒體報導 

【明周文化 MP Weekly】 

護士辭掉醫院全職投身鄉郊  

為隱世老人看病 

【信報】 

深入「隱世」村落治療長者身心 

西貢區社區中心遠觸醫療車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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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 

西貢僅一間社署安老中心  

逾三成長者需逾一小時往將軍

澳使用服務 

媒體報導 

【Vogue Hong Kong 9月刊】 

The Frontliners 遠觸醫療車 

【頭條日報】【星島日報】 

登門助隱蔽長者遙距治療 「姑

娘」應徵上山下鄉 

 

【星島日報】 

萬名老友記居西貢鄉郊 倡加強

「流動安老」服務 

【am730】 

街坊以心意卡向「護耆車手」

表達謝意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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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謝以下各政府部門、有關機構、團體及善長於本年度對本中心之指導、
協助、支持及捐贈。 如有遺漏，敬祈見諒！ (以下排名不分先後)  

基金 (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公益金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維拉律敦治．荻茜慈善基金 擇善基金會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裕達隆慈善基金 

兒童發展配對基金 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 

黃錦權醫生慈善基金 

政府部門、有關機構、團體 (排名不分先後) 

西貢區議會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西貢民政事務處 
Hong Kong Golf & Tennis Academy Charity 
Foundation 

社會福利署 
黃大仙及西貢區福利辦事處 

白沙灣遊艇會 

西貢地政處 世紀21奇豐物業 

新界鄉議局 億利建設有限公司 

西貢區鄉事委員會 中電集團 

坑口鄉事委員會 屈臣氏蒸餾水 

香港警務處水警東分區 蘋果迷你倉 

香港警務處黃大仙警區 Nippi Collagen 

香港警務處將軍澳警區 安怡 Anlene Hong Kong 

漁農自然護理署 Sai Kung Yacht Eco Park Tour Limited 

食物環境衛生處 
西貢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萬年華燒臘餐廳 

香港教育局 葡匯咪走雞葡國餐廳 

香港學堂 Hong Kong Academy 安信旅遊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黃杜汽車服務公司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冠銘汽車有限公司 

西貢中心李少欽紀念學校 晉裕有限公司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鳴謝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西貢區體育會 

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基督教得生團契有限公司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學系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有限公司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西貢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天主教新民書院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青彩中心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將軍澳青年空間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茵怡青年空間 

救世軍 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青年空間 

明愛西貢長者中心 香港青年協會康城青年空間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香港家庭福利會藝進同學會 
賽馬會將軍澳青年坊 

仁濟醫院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將軍澳綜合社會服務處 

蠔涌村村公所 西貢及黃大仙外展社會工作隊 

海富樓、海昌樓及海泰樓互委會 社會福利署西貢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聖公會將軍澳安老服務大樓 新界社區中心 

風之孩子 - 接觸即興平台 香港紅十字會東九龍總部 

香港有機生活社 基督教宣道會白普理景林長者鄰舍中心 

菜聯社 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里程工作坊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西貢浸信會 

義務工作發展局 賽馬會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有限公司 

西貢街坊健兒會 
Nord Anglia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明愛西貢社區發展計劃 團結香港基金 

醫護行者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 明愛專上學院湯羅鳳賢社會科學院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 

香港公民 陳廷驊基金會 

賽馬會耆智園 基督教靈實協會 

香港善導會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香港獨木舟總會 社會企業商務中心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 香港有機生活發展基金 

綠田園基金 陳裕合超級市場 

佳仔菜檔 文化烘培 

阿四糖水 點籽 

37 



38 

財務摘要 

收入 2020/21 2019/20 

社會福利署津助 8,945,644 8,722,887 

會費 2,260 8,210 

服務費收入 91,780 411,366 

活動收入 703,181 6,001,015 

其它收入 13,704,249 13,611,469 

  $23,447,114 $28,754,947 

支出與分配 2020/21 2019/20 

薪酬 16,564,621 17,011,882 

水電費 123,292 224,410 

行政支出 458,043 541,517 

存儲及設備 319,824 493,386 

差旅及運輸 55,026 107,965 

活動支出 4,399,537 9,363,272 

維修及保養 8,100 6,500 

租金及差餉 634,571 333,297 

其他運作支出 805,045 772,811 

  $23,368,059 $28,855,040 

有關機構運用整筆撥款儲備及完整財務報表，公眾可於機構網站查看：http://www.skdcc.org/publication.php 

http://www.skdcc.org/publicat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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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網站 西貢區社區中心 SKDCC 西貢區社區中心 

2792 1762 

2791 0247 

skdcc@skdcc.org 

西貢美源街8號 西貢區社區中心賽馬會綜合服務處 
8, MEI YUEN STREET, SAI KUNG, N.T. 
SAI KUNG DISTRICT COMMUNITY CENTRE JOCKEY 
CLUB INTEGRATED SERVICES CENTRE 

www.skdcc.org 

本機構是以「西貢區社區中心有限公司」名義註冊之慈善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