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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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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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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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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介



疫情漸見曙光，大家都抱著復常的希望繼續努力。中心

在本年度的工作重點，也從抗疫的緊急狀態慢慢過渡到推動

區內基層醫療、就業等服務上。藉此機會，我想感謝各社會

基金包括：維拉律敦治 荻茜慈善基金的贊助，讓西貢區社區

中心得以係鄉郊啟動基層醫療嘅服務；最重要係感謝我們的

團隊同事，村長同地區伙伴等，他們懂得因應鄉郊特色，將

服務化整為零，以流動方式送到鄉郊各村。

疫後，我們相信在鄉郊推動基層醫療是刻不容緩的任務，

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多方配合。我們面對高齡化日益嚴重、

城鄉服務資源依然存在傾斜及不平的問題，在鄉郊推廣基層

醫療的起步更是難上加難。

隨著現屆政府推動基層醫療服務的力度大增，我們明白

提升基層醫療之社區滲透性的重要性。

我再次代表西貢區社區中心，感謝各界的支持及關注，

祈請大家與我們繼續並肩同行，讓西貢鄉郊更宜居、樂居！

西貢區社區中心主席

袁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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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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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2019-2023屆別)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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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管治
機構服務架構

津助服務架構



抗疫扶貧支援機構服務

全球最佳社區抗疫計劃大獎

由擇善基金會贊助，西貢區社區中心推行的「西貢鄉郊遠程
醫療及藥物指導試驗計劃」於第九屆健康城市聯盟國際大會
榮獲「全球最佳社區抗疫計劃大獎」。

由健康城市聯盟中國香港支部主辦、世界衛生組織全力支持、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獨家捐助的第九屆健康城市聯盟國
際大會，於2021年11月3日至5日在香港舉行，本屆主題是
「疫情下的智慧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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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扶貧支援機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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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援助基金

為有需要的西貢街坊提供緊急及有特定目的現金援助。
疫情之下，不少西貢街坊及村民都有艱難的時候，透過一眾
熱心的捐助者，中心為合資格並有急切需要的人士提供適切
的援助。



抗疫扶貧支援機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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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童」齊玩流動樂園

由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資助，入村為兒
童及家庭服務。增加西貢市民的正面生活經驗, 促進自信心及
正面思考，協助建立西貢和諧社區。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機構服務

成長的天空 UAP

本年度「成長的天空」目的讓參加的小四至小六學生認識及
體驗擁有抗逆力的好處；提升參加者的抗逆力，包括：效能
感、歸屬感及樂觀感；協助他們轉化所學到的知識，並應用
於日常生活，以有效地面對生活上的挑戰。另外，計劃亦希
望促進家長及老師協助參加者積極面對成長的各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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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機構服務

中學入校服務

本年度中心繼續與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合作，透過不
同的入校服務，如模擬人生、迎新日營、領袖生訓練計劃、
模擬放榜等，提升學生計劃及實踐人生目標的能力，探索個
人價值、職業性向及興趣，協助學生共同面對新高中的困難，
建立領袖生素質及技巧，提升學生計劃畢業出路的動機、面
試技巧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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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機構服務

兒童發展基金第七期—飛越夢想II

本年度計劃進入最後階段，參加學員逐步完成個人發展目標，
讓學員培養個人能力、增加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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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機構服務

樂學天地 - 課餘託管計劃

樂學天地 - 課餘託管計劃透過功課輔導、家長指導和教育、
技能學習和社交活動、小組活動、社區服務或參觀等服務及
活動，為一些因工作、尋找工作或其他原因而未能在課後時
間照顧子女的家長提供照顧服務。同時加強支援服務給有照
顧問題或有社會需要的家庭。

本年度託管計劃受疫情影響，繼續於疫情嚴峻時期提供線上
替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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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機構服務

SEN支援服務

透過不同小組及活動，抒援SEN(特殊教育需要)兒童及其照顧
者所面對的困難、挑戰及回應其需要。服務包括：一對一訓
練、情緒管理、社交學習、自理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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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機構服務

興趣班及青年才藝

本年度中心興趣班繼續以德、 智、 體、 群、 美為主軸培育
兒童及青少年，讓他們得到全人的發展，主題包括：
• 「探索」Exploration
• 「建立」Establishment
• 「分享及確立」Sharing &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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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機構服務

促進青年本土就業

青年就業及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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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啟導街頭行動(外展服務)
社工落區提供輔導及就業服務。

就業資訊及招聘會
區內企業合作舉辦招聘會，於中心即場面試及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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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機構服務

生涯規劃 / 職涯規劃

青年導師訓練計劃
培養青年擔任不同課程導師，例如氣球紮作工作坊、水彩畫
工作坊、布袋絲網印刷工作坊等，讓他們學習帶領小組，增
進領袖才能，同時回饋社區。

暑期工作實習及工作體驗
讓青少年體驗不同工作環境及累積工作經驗，從而充實自己，
為未來做好準備。

水上活動生態導賞課程
為學員提供重點的專業訓練，為日後成為水上活動專業生態
導賞員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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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機構服務

青年水上活動

本年度繼續以「專業指導、活力體驗、安全參與」為宗旨，
向青少年推廣水上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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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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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及家庭服務機構服務

自然共育共學平台

本年度嘗試開拓自然教育的新面向，鼓勵親子共同自然探索，
與家長共學、共育。提供親子義工活動及婦女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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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及家庭服務機構服務

貢童齊Fun享

藉著「貢童齊Fun享」玩具交換平台之「兒童成長及管教技巧
系列講座」，讓家長能學習及交流孩子成長及管教知識與
技巧。
提升區內家長與社區及本中心連繫、強化社會支援網絡，支
援家長在孩子管教及情緒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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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及家庭服務機構服務

西貢家長加油站

藉家長小組連結及凝聚區內家長，讓家長能互相認識、支持、
分享，以達至情感支援、資訊交流及分享教養心得。

本年度透過服務提升區內家長與社區及本中心連繫、強化社
會支援網絡，支援家長在孩子管教及情緒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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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服務機構服務

鄉村公益樂延年

「鄉村公益樂延年」由香港公益金資助，為西貢鄉郊長者提
供「展外到村」的健康服務。
本年度開展了位於北港的服務村點，令更多鄉郊長者受惠；
另外因應疫情放緩，也恢復了行山義工探訪活動。
同時我們亦加強了長者義工陪訓，培養助人自助的精神；
以及繼續服務對面海及蠔涌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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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機構：



長者服務機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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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家居照顧及日間護理的混合服務模式。
本年度加入更多長幼共融元素，以及到戶式外展服務，希望
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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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醫療服務機構服務

遠觸醫療車：西貢流動基層健康試驗計劃
以人為本基層醫療服務分享會

本年度承蒙「維拉律敦治．荻茜慈善基金」贊助的「遠觸醫
療車：西貢流動基層健康試驗計劃」已順利完成，並於2021
年12月舉辦了「以人為本基層醫療服務分享會」，與一眾關
心香港基層醫療的持份者一同探討、交流及反思提供以人為
本基層醫療服務同時如何處理社福機構作為服務提供者的限
制以及聚焦以人為本服務帶來的社會效益。
非常感謝當日多位嘉賓講者，包括基督教靈實協會行政總裁
林正財醫生、醫護行者創辦人范寧醫生、Health and Social
Exchange of Hong Kong 聯合創辦人熊德鳳女士、香港社會
服務聯會總主任黃和平先生、聖雅各福群會高級經理(持續照
顧服務)黃培龍先生、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服務總監(長者綜
合服務)蕭穎女士、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健康與里同行計劃隊長
吳世平先生。
希望日後能繼續與各界人士攜手合作，將基層醫療於鄉郊推
動，令更多鄉郊長者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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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會線上重溫：https://youtu.be/1lHJtzRjUsY

https://youtu.be/1lHJtzRjUsY


基層醫療服務機構服務

西貢鄉郊社區視像診症及藥物指導試驗計劃

由擇善基金會資助及指導的「西貢鄉郊社區視像診症及藥物
指導試驗計劃」為本港遠程醫療先導項目之一，同時應對新
冠病毒社區爆發下西貢鄉郊長者於普通科門診覆診所面臨的
困難。中心旨在透過此先導計劃，與業界分享可靠及可複制
的社醫合作經驗，以促進遠程醫療於社福界別的長遠發展，
並提高鄕郊長者得到基層醫療服務的機會。
本年度計劃已順利完成，並獲多個媒體報導，獲得社會正面
回響。未來希望能夠常規化遠程醫療服務。於西貢鄉郊提供
流動及入戶形式基層醫療服務，以解決偏遠鄉郊村民的醫療
需求，逐漸實現「居家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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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郊支援服務機構服務

社區體驗活動

HKwalls 2021 壁畫活動
本年度中心參與了香港街頭藝術壁畫節 HKwalls 2021 ，將中
心外牆交給一眾藝術家粉飾得充滿藝術氣息。而且一眾中心
會員及街坊都有來參一腳，是十分難得的社區體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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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郊支援服務機構服務

激滾吧! Youth Tuber

由西貢區議會資助的「激滾吧! Youth Tuber」，讓一眾青年
體驗及學習當一個內容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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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郊支援服務機構服務

「貢」家聚鄉情

親子義工配對計劃
讓小朋友學習關懷長者，也令長者開懷地與小朋友相處。

鄉郊義剪隊
義剪隊義工為各村長者剪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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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郊支援服務機構服務

長青同住計劃

本年度計劃進行了多次探訪以及一次共住體驗，讓長者與青
年嘗試一起生活，探索同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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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項目機構服務

西灣地區復育計劃

本年度因疫情而令導賞團於部份月份暫停。西灣遊客資訊中
心亦於疫情高峰期暫停對外開放，翻新了新面貌。
但農夫仍繼續耕作，產出各項特色有機農產品，於網上平台
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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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項目機構服務

拉闊自然

拉闊自然生態導賞社會企業以西貢為起點，推動包括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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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導賞團大部份時間暫停；火山探知館同
樣因疫情而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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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項目機構服務

海岸先峰 KOL Scheme

海岸先鋒計劃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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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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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項目機構服務

綠趣田園 - 開心地

中心於本年度自資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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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後更於2022年初於中心範圍附近增設「綠趣田園開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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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特色項目機構服務

海濱樂園購物天地 & 西貢有機農墟

西貢周末有機農墟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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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溝通；向
公眾推廣有機農業對環境保護及食物安全的好處。
本年度受疫情影響，部份月份暫停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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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海濱市集是一個戶外藝術及創意市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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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受疫情影響，部份月份暫停營運。



服務數字機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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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綜合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全年服務數字

會員數字 3304 社區策略節數 82

服務節數 2435 出席次數 17308

特別群組節數 1354 網絡人次 956

2021-2022 促進青年本土就業服務全年服務數字

就業服務、個案輔導及資訊互助平台 533 (人次)

生涯規劃 / 職涯規劃系列 400 (人次)

成人 / 青年職業培訓 / 訓練 774  (人次)

青年小組 /水上活動及其他服務項目 1806  (人次)

2021-2022 幼兒服務全年服務數字

服務人次 2496 服務節數 274



服務數字機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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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鄉郊支援服務全年服務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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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節數)
1020 (人數)

19105 (人次)

2021-2022 長者及基層醫療服務全年服務數字

鄉村公益樂延年 (公益金) 2741 (節)

第三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33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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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機構傳訊

作為受惠機構參與白沙灣遊艇會舉辦之24小時慈善小艇賽嘉
年華，讓更多團體及公眾認識中心服務。

伙伴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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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8點半《區區小節》【香港電台31台】

西灣地區復育計劃

機構傳訊 媒體報導

人情味‧Net 關則輝【am730】

「 貢 」 家 聚 鄉 情 計 劃 的

「護耆車手」義工，支援區內長者

無耆不有【無綫電視】

鄉村姑娘

時事多面睇【無綫電視】

智慧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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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收入 2021/22 2020/21

社會福利署津助 8,895,372 8,945,644

其它津助收入 14,535,608 11,307,539

活動收入 2,576,604 703,181

公益金資助 1,067,568 1,173,480

服務費收入 520,702 91,780

捐款收入 340,565 96,218

籌款活動收入 -- 163,993

會費 4,805 2,260

其它收入 28,009 963,019

27,969,233 $23,447,114

支出與分配 2021/22 2020/21

薪酬 16,896,455 16,564,621

水電費 210,668 123,292

行政支出 524,664 458,043

存儲及設備 722,657 319,824

差旅及運輸 139,131 55,026

活動支出 7,940,454 4,399,537

維修及保養 -- 8,100

租金及差餉 764,987 634,571

折舊 126,899 228,610

社會福利署津助支出 178,385 1,212,920

雜費 98,097 127,943

27,602,397 $24,13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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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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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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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us Yacht International Ltd.

香港警務處將軍澳警區 萬年華燒臘餐廳

漁農自然護理署 葡匯咪走雞葡國餐廳

食物環境衛生處
西貢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安信旅遊

香港教育局 黃杜汽車服務公司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冠銘汽車有限公司

香港學堂 Hong Kong Academy 晉裕有限公司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西貢區體育會

西貢中心李少欽紀念學校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 基督教得生團契有限公司



鳴謝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

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有限公司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西貢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青彩中心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學系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將軍澳青年空間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茵怡青年空間

天主教新民書院 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青年空間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康城青年空間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香港家庭福利會藝進同學會
賽馬會將軍澳青年坊

救世軍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將軍澳綜合社會服務處

明愛西貢長者中心 西貢及黃大仙外展社會工作隊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社會福利署西貢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仁濟醫院 新界社區中心

蠔涌村村公所 香港紅十字會東九龍總部

海富樓、海昌樓及海泰樓互委會 基督教宣道會白普理景林長者鄰舍中心

聖公會將軍澳安老服務大樓 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

風之孩子 - 接觸即興平台 里程工作坊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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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公民 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

賽馬會耆智園 陳廷驊基金會

香港善導會 基督教靈實協會

香港獨木舟總會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 社會企業商務中心

旭日體育會 Box Of Hope

佳仔菜檔 陳裕合超級市場

阿四糖水 文化烘培

Millennium Well Limited 點籽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WINTEX FASHION ACCESSORIES LIMITED

聖雅各福群會 Health and Social Exchange of Hong Kong 

醫護行者 HandsOn Hong Kong Limited

FLUID Hong Kong 嘰哩咕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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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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貢區社區中心是經認可的註冊慈善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