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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黃大仙及西貢區福利辦事處 

2017至 2018年度工作計劃 

 

年度主題 : 「生命澆灌生命‧以愛連繫社區」 

 

1.  引言 

  

黃大仙及西貢區的持份者和社福機構一直關注地區需要，致力使黃大

仙及西貢區成為環境友善、鄰里和諧及關愛的社區，使不同年齡群組的居

民能安居樂業。 

 

   社會福利署黃大仙及西貢區福利辦事處 (下稱福利辦事處) 擔任協調

及推動地區福利服務的角色，一直積極回應社區人士對福利服務的關注及

需要。有見兩區在 2016至 2017年度對學童及長者自殺事件的關注，福利

辦事處在雙年度工作計劃的中期報告中隨即調校內容，推出多項預防性的

地區活動及服務計劃，務求在補救跟進工作以外，加強預防和教育的措施，

讓社區不同年齡人士珍惜生命。 

 

本年度，福利辦事處在去年累積的工作成效及已建立的伙伴關係作基

礎，推動地區社福機構構思以「生命教育」為主題的活動及服務計劃。我

們相信「生命教育」是一項需要終生學習和探討的課題，每一個年齡或服

務組群在其人生不同階段也會思索人生意義和經歷各種挑戰。最近學童和

年青人以結束生命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實令人悲傷，我們尤其著重家長在

「生命教育」及維繫家庭成員關係的角色，希望家長能夠充分發揮其在家

庭崗位上的功能，培養子女開懷正向的人生觀，並鼓勵和陪伴他們積極面

對人生。福利辦事處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及服務計劃讓區內居民學懂怎樣

對待自己的生命，如何順境自處、逆境自強，從而珍惜生命，在個人、家

庭、鄰里至社區層面，都能注入正面思維，讓不同年齡或服務組群皆能互

相分享經驗，產生協同效應。 

 

   福利辦事處將透過以下四個層面的工作目標，展開 2017至 2018年度的

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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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目標 

  個人層面 - 逆風航行愛生命   

 家庭層面 - 關愛和諧樂滿家  

 鄰里層面 - 鄰舍關顧齊共享   

 社區層面 - 義助共融耀社區   

  

我們會透過下列的工作策略，制定工作範疇以達到以上的工作目標： 

 

3.  個人層面 - 逆風航行愛生命 

  

 工作策略意向 

 社會服務工作是一個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福利辦事處期望在黃大仙

及西貢區透過推動個人化的生命教育活動，使更多人尤其弱勢社群包

括處於不利條件的兒童及青少年、傷健人士、長者及其照顧者等，在

社工陪伴下一起走過逆風航行的生命旅程。此外，我們會加強青少年

和家長的「生命教育」工作，鼓勵他們共同自我增值，提升個人抗逆

力，鞏固他們正面思想和積極人生觀。我們希望透過集結不同專業的

智慧和資源，幫助青少年學懂體會生活的趣味、尊重生命和愛惜生命。 

 

 工作範疇及重點 

  為鼓勵弱勢社群兒童規劃未來和培養積極正面的人生態度，第六批「兒

童發展基金計劃」於 2017年 4月展開，讓這些兒童因應其個別發展的

需要，利用基金資源規劃人生，提升個人抗逆能力和才能，以建立無

形資產。黃大仙及西貢區參與第二批校本計劃及第三批校本計劃的中

小學會繼續推行校本模式計劃至 2019年。 

 

  福利辦事處本年目標為超過 500 名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地區青少年發

展資助計劃」下的現金援助，讓處於弱勢尤其是有經濟困難的兒童及

青少年能在困境中堅持多元學習，發掘自己的興趣及持續為自己增

值，並計劃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向。 

 

  兩區青少年及家庭服務社工一向關心區內青少年精神健康和身心發

展，尤其關注學童自殺問題。因此，兩區青少年及家庭服務社工成立

工作小組，分別與將軍澳醫院社區青少年專科診所及黃大仙聖母醫院

家庭醫學專科診所，在其原有資源上建立地區診治轉介機制。兩區有

關服務單位社工可轉介被情緒、性及行為問題困擾的兒童及青少年至



3 

 

所屬區份的診所，接受兒科或家庭醫學專科門診服務。以上轉介機制

透過跨界別協作模式，及早介入及適時協助有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

鼓勵他們在備受困擾的生命路上積極面對困境，尋找生存目標。 

 

 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的情緒健康及學童輕生問題，西貢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將聯同香港神託會匯晴坊及區內家長教師協會舉辦兒童及青少年

情緒健康講座，藉此提高家長對子女情緒健康的意識，以正面態度處

理情緒病患者的需要，並讓家長了解有關社區支援服務；同時及早識

別有需要的家庭，為他們提供適切的個案輔導或家長支援小組服務。 

 

 在現今重視「贏在起跑線」的社會觀念下，一群身處高危環境的街頭

青少年往往被標籤為「輸在起跑線」的弱勢青少年。為讓這些街頭青

少年能定下人生目標、建立自我價值及健康人生觀，香港基督教女青

年會將軍澳青年外展社會工作隊由 2017年 3月起開展「五夜場計劃」

的試驗計劃，深宵時分在將軍澳調景嶺體育館定期安排各類夜間康體

及教育性主題活動，讓這些夜青可在安全及合適場地進行有規律及健

康活動，並在活動過程中透過社工的引導尋找適合自己的人生路向。 

 

 事實上「贏在起跑線」的觀念，除了影響青少年的自我價值外，亦深

深影響了家長培育子女的態度。青少年在傳統升學的選擇外，亦可透

過發掘自己興趣、認識不同的就業機會，為自己的未來作多元化的發

展。西貢區的家庭及青少年的服務單位會集結力量，推出「生涯規劃」

活動，協助青少年透過探索自己的潛能、認識不同職業、了解職場的

環境和工作實務及掌握相關職業的銜接課程或培訓資料，為自己尋覓

和規劃更精彩的人生路。此計劃亦鼓勵家長參與，同步了解現時社會

就業情況，探討子女投身不同行業的可行性及發展機會。我們希望此

計劃讓家長和子女一起成長、增值、為未來籌謀。 

 

 我們不論年紀、地位與身份，人生中都必須經歷生、老、病、死不同

階段。智障人士與我們一樣要面對這些自然定律，甚至同樣經驗親人

離世的傷痛，同樣有權利及有能力認識死亡。黃大仙及西貢區的殘疾

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分別透過以生命教育為主題的服務計劃，為機構員

工提供生命教育培訓，繼而於服務單位推行「生命教育計劃」，以「表

達藝術治療」作為橋樑，透過藝術媒介讓殘疾人士及其家屬明白生老

病死是每個人生命中會經歷的階段，同時為殘疾人士及家屬於人生的

不同階段提供支援，陪伴他們經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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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大仙區內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讓長

者能繼續發揮所長，貢獻社群；中心亦鼓勵長者多留意區內的環境設

施，適時表達意見，為區內長者建立一個友善安居的社區環境。區內

活動如「耆藝匯聚放義彩 2017」、「嗇色暖意獻耆年 2017」、『黃大

仙區推廣長者健康運動計劃 2017 – 晴「心」老友記』等，使長者有學

習新事物，發展才華的機會，並且懂得多關注自己的身心靈健康。長

者藉著義務教授畫藝、表演樂器和武術在社區內展現「老有所為」精

神的同時，亦與其他參與者交流如何能活得豁達、活得積極的人生態

度。 

 

  黃大仙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本年度以「金齡起動‧各界共融」為服務主

題，因應區內 55 至 64 歲的「金齡」人士在開始或預備退休的階段中

所經歷個人及家庭層面等的角色轉變，透過一系列生命教育活動，包

括成立男士義工隊，協助他們適應角色的轉變，強化與家人的溝通與

了解，進而利用一己所長服務貢獻社區，推動社區和諧。 

 

  本年度西貢區「關心女性 SHE健康生活計劃」會繼續關注區內婦女個

人心靈健康及需要，透過一連串及多元化活動，提升婦女自身對生命

價值的關注和創造個人選擇空間，並推動婦女參與社會服務，從而建

立自信和支援網絡。而西貢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除了透過一連串多元化

活動關心區內婦女身心靈健康及需要外，本年度亦以「樂也融融」為

主題，開展少數族裔融合服務，透過教授少數族裔婦女常用中文，幫

助她們融入社區及處理子女學習上的需要。 

 

4.  家庭層面 - 關愛和諧樂滿家   

  

 工作策略意向 

 家庭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份，亦是維持個人的基石。福利辦事處在兩

區提倡個人身心發展的同時，亦非常著重向家庭宣揚「生命教育」的

意義。我們透過推動多樣化的家庭活動，強調和諧的夫妻關係對發揮

家庭功能的影響，亦讓家長明白作為父母在陪伴子女成長和協助其解

決日常困難的重要角色。此外，我們會加強家長的教育工作，尤其希

望家長不應過度注重子女學業成績和工作成就，而忽略了維繫親子關

係的重要。我們相信只要父母和子女能了解彼此的需要、接納雙方的

異同和獨立性，便可發揮家庭獨有的資源、潛能及抗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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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範疇及重點 

  兩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本年度將繼續推動增強受困擾家庭的抗逆能

力，支援兩區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家庭尤其家長，開設家長互助小組，

並透過家長教育及情緒支援，讓家長小組持續及成長，發揮互助精神，

以提升他們在擔當家庭角色的抗逆力。 

 

  社會福利署黃大仙區兩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本年度以「觸‧動人生」

為題，透過不同的生命課題，增強家長的抗逆能力，支援家庭在社區

的功能。慈雲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透過舉辦講座/活動，包括「與你共

翔」互助小組支援家長管教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子女、「夫婦關係小組」

幫助夫婦增進溝通及有效發揮父母職能、「共享親職離異父母協調工

作坊」向離異父母灌輸以兒童福祉為本的觀念、「親子獎勵計劃」和

「閱讀越快樂親子伴讀小組」鼓勵家長陪伴子女閱讀及以遊戲增進親

子關係等。而黃大仙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則以「生命教育」為導向，推

出以家庭為本的小組活動，包括「快樂 Café」、「美麗人生」、「動

力送望愛」等，幫助婦女家長發展潛能，促進家庭成員彼此了解及締

造有愛的家庭。此外，兩間中心會舉辦一系列家長講座，加強他們對

子女成長需要和生活文化的觸覺，鼓勵家長建立良好親子關係而非只

集中於子女的學業成績，並宣揚珍愛生命和親子互愛的信息。 

 

  社會福利署西貢區三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本年度延續去年「小小夢

想‧家」計劃的正向精神，開展「愛與夢飛行」計劃。在正向心理學

的基礎上，舉辦小組活動，提倡積極人生觀，鼓勵家人一同分享生活

喜悅。計劃透過向區內各中小學生及社區人士派發通行護照及鼓勵完

成「熱愛人生」、「尊重生命」、「關懷他人」及「珍惜生命」等任

務，讓參加者從多角度感受、體悟及反思生命價值。其中更將愛惜生

命的觀念透過互動棋盤融入日常生活中，讓父母與子女一同感受生活

的樂趣和認識生命意義。中心亦會與社區其他界別攜手合作，舉辦講

座和生命教育工作坊，協助他們認識時下青年人的文化喜好，從而加

強家長與子女的溝通和改善彼此關係。此外，「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

家長小組」亦為家長建立支援網絡，強化家長彼此的扶持，認識對孩

子因材施教的道理，並學習舒緩壓力，提升家庭快樂指數。中心亦會

與區內其他福利服務機構或學校團體合作，安排家長或老師以「過來

人」身份分享幫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的寶貴經驗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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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及兩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一直相信要避免家庭

暴力事件的發生，促進家庭凝聚力是必要及基本條件。兩區中心及服

務課本年會延續「凝聚家庭、齊抗暴力」的服務目標，繼續配合中央

宣傳工作，籌辦不同的教育小組及講座以促進家庭和諧。此外，保護

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及嶺南大學視覺研究系將合作推出「藝術創作工作

坊」，目的是提供一個安全的平台讓曾目睹/經歷家庭暴力事件的兒童

可以透過藝術媒介抒發其內心的感受，並學習整理內在的情緒，建立

合適的表達渠道，重燃自信及希望。 

 

  多年來獲黃大仙區議會及西貢區議會撥款推展的多個跨界別、跨歲群

和跨專業的服務計劃如「家家友凝~家社融和計劃」、「『快樂拼圖』

開心家庭建社區計劃」、「『愛己愛家愛社區』計劃」、「『家』添

動力愛和平」等，在本年度繼續推廣家社和諧，隔代互愛包容及接納

為方向的活動。其中本年度「家家友凝~家社融和計劃」以「生命無價、

社區有情」為主題，協助居民建立積極健康的生活態度，並進一步發

展協作平台，透過大型社區服務及社會教育活動，鼓勵居民以行動關

懷家人，促進黃大仙社區家庭和諧。另外，「『家』添動力愛和平」

社區計劃本年會透過不同工作坊培訓和平大使，教授他們以非暴力方

式處理衝突，並在社區、校園和家庭的層面推廣和平的信念。計劃亦

會透過「和平日」凝聚發放和平訊息，希望在西貢區繼續宣揚及推廣

愛生命、愛家庭的訊息。 

 

5.  鄰里層面 - 鄰舍關顧齊共享 

  

 工作策略意向 

 福利辦事處銳意透過在鄰舍層面建立社群互助網絡，讓個人、家庭及

組織互相支持，有助及早識別有需要家庭，推動和諧及健康社區。福

利辦事處並透過連繫區內不同部門和界別、區議會、學校、教會、社

福機構及地區團體，推廣鄰里守望相助及關懷社區的訊息，加強鄰里

支援及建設健康和諧社區，讓社區能力得以提升。 

 

 工作範疇及重點 

  以關懷鄰里為主軸，黃大仙區的「橫樂一家親」計劃，本年度透過盆 

菜宴、微電影比賽、「生命同行大追蹤」等活動推動鄰舍及家庭建立

睦鄰之情。活動鼓勵樂富及橫頭磡邨的居民及社區人士不分年齡和背

景，放下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想法，多關顧有需要的鄰舍，陪伴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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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融洽的鄰里社交網絡，以愛連繫社區。 

 

 由東頭邨 6 個社福單位及地區團體組成的「東頭珍惜生命聯盟」，過

去 10年來一直在東頭邨致力建立融和、正向及鄰里守望的社區。本年

度聯盟繼續培訓「守望大使」，透過社區義工進行家訪，接觸區內隱

蔽及有需要人士，薪火相傳，建立互助網絡，凝聚居民力量，發揮鄰

里守望精神，為東頭邨居民推廣珍惜生命的訊息。 

 

  西貢區「翠林服務協作聯盟」本年度繼續在翠林區深化推廣居民鄰里

間關懷，守望相助的觀念，多為鄰居設想，齊心建立一個和睦關愛的

社區。地區內不同的群體以實際行動體現人與人之間的關愛，提倡珍

惜身邊的人和物。 

 

  福利辦事處會繼續透過「將軍澳南小社區協作網絡」推動區內不同界

別交流及協作，以建立鄰里關顧及快樂的社區。協作網絡本年度將以

「生命教育」為主題，透過舉行「好人好事」表揚計劃，宣揚社區關

愛。同時透過委任區內互委會、物業管理公司或業主立案法團等屋苑

代表出任「陽光大使」，與區內服務單位協作，推廣正向心理及鄰里

互助的訊息，鼓勵有需要及低動機的家庭及早尋求協助；協作網絡並

舉辦「快樂人生」環區跑等活動，向居民傳遞快樂七式的訊息。 

 

 社會福利署西貢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在本年度推出以「鄉郊濃情」為題 

的外展服務，接觸西貢鄉郊村落，推廣中心服務，並識別需要尋求幫

助的居民；中心亦會與地區其他服務單位合作，舉辦義工活動探訪鄉

郊長者，為他們提供剪髮服務、舉辦講座及節日活動；此外，明愛西

貢長者中心獲得「老有所為活動計劃」2017-18年度撥款推出「鄉郊情‧

鄰舍心」計劃，與區內各福利服務單位合作，安排義工每月家訪及電

話慰問鄉郊長者，安排交通接載行動不便的長者出席聯誼活動、健康

講座、簡單身體檢查等，以鞏固鄉郊鄰舍支援網絡，並讓居住偏遠或

行動不便的居民都能感受社區的關愛。 

 

  黃大仙及西貢區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綜合社區中心)一直透過不

同地區活動聯繫區內地區團體，宣揚精神健康及正向思維的訊息。本

年度黃大仙區綜合社區中心將透過「利民關懷網：樂區 2017」計劃推

展生命教育，讓精神病康復者向區內社會服務機構的同工及學校師生

分享其生命故事，推廣關注精神健康、健康生活及正面的人生觀，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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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精神病康復者與社區人士的互相了解，達至傷健共融。 

 

 西貢區的綜合社區中心分別以「慢捕人生@慢言‧愛」及「平行生命

的相遇」生命教育計劃，推廣「慢活」概念及調節壓力的重要，以建

立正面的情緒，並提倡以家書為媒體來關心身邊的人與事，連繫身邊

人。同時，為鼓勵精神病康復者及社區人士建立正向人生價值及明白

生命的意義，綜合社區中心以藝術治療工作坊、專題講座、學校分享

及展覽活動分享正能量，關懷及愛惜家人訊息。 

 

6.  社區層面 - 義助共融耀社區 

  

 工作策略意向 

 福利辦事處與區內的持份者及社福機構，本年會持續推動跨服務、跨

歲群及跨專業的服務計劃，齊心協力建立黃大仙及西貢區成為包容互

愛，大同互助和快樂團結的社區。在不分年齡、種族、社會階層的共

融情況下，各人無私地為社區出一分力，透過助人的過程，與其他義

工和受助者在人生歷程中相知相識，生命得到激勵和感染，同時讓社

區得以健康地成長。 

 

 工作範疇及重點 

  福利辦事處鼓勵每位居民都參與義工服務，體驗做義工帶來的快樂、

滿足和意義，並以「人人做義工 生活不一樣」為主題訊息，將義工精

神融入日常生活之中。透過「社區愛心商戶表揚計劃」及地區義工嘉

許禮，鼓勵地區團體及商戶，善用自身資源，服務區內有需要的人士

及家庭。同時，鼓勵更多個人、小商戶和居民透過不同平台分享義工

的助人故事，感染他人加入義務工作行列，為社會增添正能量。 

 

  福利辦事處自 2014年開始透過「耆樂相傳」義工服務計劃在兩區共配

對 14 間安老服務單位及 15 隊青少年義工隊，透過定期的關懷探訪，

彼此建立了關係並且保持連繫。服務計劃將兩代人的生命經歷連繫起

來，燃點關愛。本年度福利辦事處繼續鼓勵這些安老服務單位及青少

年義工隊深化推行的形式，讓安老院舍的長者擔起「生命老友記」的

角色，進入校園或青少年群體中，分享人生故事和技能，一同服務社

區有需要的群體，成為「生命拍檔」。藉此讓安老院舍的長者能展現

餘暉，同時青少年亦能學習如何敬老愛老，珍惜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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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黃大仙工商業聯會」自 2015年開始邀請黃大仙區內 4間長者地

區中心及 14間長者鄰舍中心的長者出席每年一度的「敬老愛老樂融融

敬老宴」，筵開數十席，以行動表達對黃大仙區獨居及清貧長者的關

懷，並為長者的生活注入能量。 

 

  在支援地區弱勢社群方面，福利辦事處繼續透過「嗇色園緊急援助撥

款 - 支援弱勢家庭」協助兩區有緊急需要的人士及家庭，為他們提供

實質援助，讓他們渡過困境，感受社區關懷。 

 

  鄰舍輔導會黃大仙康盛支援中心「康盛‧熱愛傳城 2017」之「身心靈

融和社區」計劃透過培育殘疾人士、其家長、青少年及長者成為「康

盛大使」，於社區推動注重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及靈性健康等活動，

讓社區人士認識身心健康訊息。「康盛大使」透過展示其個人的潛能，

把正能量推己及人，讓家人、朋友及社區人士認識生命的意義。此外，

區內康復服務單位亦透過推動社區人士關注區內的無障礙設施，提出

具體意見，實踐平等參與，促進社區和諧共融。 

 

  將軍澳及西貢區內的安老服務單位今年度會與將軍澳醫院老人內科合

作，舉辦一系列的長者健康工作坊，以「醫社合作」的模式，從預防

角度出發，讓居住於將軍澳及西貢區內的長者得到適切的健康醫療知

識。而兩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婦女/青少年義工亦會發揮「醫社合作」

的精神，在醫院提供義務工作服務，傳送關愛互助的訊息，並透過幫

助面對逆境人士而領悟「生命教育」的意義。 

 

  黃大仙區「快樂人生社區健康推廣計劃 2017」(下稱計劃)的籌委會分

別透過「快樂七式」課程、小社區活動在區內積極推動快樂和諧信息。

本年度黃大仙區「快樂人生社區健康推廣計劃」以「生命教育」為主

題，除了一直推動的「快樂教練」課程外，計劃將以「傳承快樂」嘉

年華作啟動禮，起動黃大仙區的快樂動力，並且將「快樂七式」主題

的製作短片，以不同形式在黃大仙區內發放，宣揚快樂訊息；同時把

過去以快樂七式推行的社區活動集結成「快樂秘笈」，以文字向公眾

推廣快樂人生的訊息。今年度亦舉行「最快樂家庭」選舉，嘉許得獎

的家庭，期望透過他們的經驗將正能量發放到黃大仙每一角落。 

 

  西貢區「快樂人生社區健康推廣計劃 2017」(下稱計劃)本年度除了繼

續舉辦「快樂教練」課程外，亦積極推動「快樂人生」社區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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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簡易的內容向不同群體推廣快樂七式，務求使快樂人生訊息能深入

不同階層和背景的居民。本年度將會進入幼稚園及中小學推廣計劃，

籌委會成員相信「快樂父母」才能培育「快樂孩子」，因此，計劃將

與幼稚園合作舉辦「快樂人生親子組」社區版課程，讓父母能認識快

樂七式，建立正面的管教方法，讓孩子快樂成長。此外，亦會在區內

中小學推廣計劃，開辦「快樂人生」社區版課程或「快樂教練」課程，

讓參與的中小學生懂得如何提升抗逆力及解難能耐，減低負面思想。 

 

 

社會福利署 

黃大仙及西貢區福利辦事處 

2017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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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特色及福利服務概況 

 

西貢區 
 

(1) 西貢區概況 

 西貢區位於新界東南，包括西貢、坑口鄉郊和將軍澳，以及數十個大小不一的島嶼。以面積計

算，是全港18區中第二大的行政區，佔地達12680公頃。 

  

(2) 西貢區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 

 項目 西貢區 全港 在全港18區中之排名 

 
人口 

459 100 

[佔全港6.3%] 
7 249 800 7 

 長者人口 

(65歲以上) 

67 300 

[佔本區14.6%] 

1 102 500 

[佔全港15.2%] 

8 

[11] [與離島區並列] 

 
少年人口 

(0-14歲) 

52 700 

[佔本區11.5%] 

828 900 

[佔全港11.4%] 

7 

[8] [與南區、葵青及

沙田區並列] 

 

 
年齡中位數 42 42 

8  

[與油尖旺、深水埗、

九龍城、葵青、荃

灣、屯門、北區及大

埔區並列] 

 
家庭住戶數目 

147 900 

[佔全港5.9%] 
2 498 900 7 

 家庭住戶平均人數 3.0  2.8 - 

 

 
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31,500 $25,200 

16  

[以最貧窮計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016年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 

根據規劃署 2015-2024年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人口推算數字，2024年西貢區人口達 534 700人。 

 

(3) 西貢區部份社會指標與全港的比較  

 
家庭暴力  

西貢區  

數字  

佔全港  

百分比  

在全港18區中之排名 

 虐待兒童  (註一)  45 5% 8 

 虐待配偶 /同居情侶  (註二)  143 4.3% 13 

 虐待長者  (註三)  18 2.9% 14 

     

 

 新來港人士(註四)  

西貢區  

數字  

佔全港  

百分比  

與2015年比較 

 1631 4.2% 90.1% 

     

 青少年犯罪  西貢區數字  與2015年比較 

 青少年罪犯  

(被捕人數 )  

(註八)  

10 –  15歲 38 -38.7% 

 16 –  20歲 98 8.9% 

 10 –  20歲總數 136 10.5% 

     

 
社會保障  西貢區數字  

佔全港  

百分比  
全港總數 

 綜援個案  

(註六)  

年老 4,207 2.9% 144,666 

 殘疾/健康欠佳 1,612 3.9% 41,593 

 單親 713 2.7% 26,804 

 低收入 207 4.0% 5,149 

 失業 344 2.4% 14,089 

 其他 261 6.0% 4,380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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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援個案總數 7,344 3.1% 236,681 

 

 社會保障 西貢區數字 佔全港 

百分比 

全港總數 

公共福利金個案  

(註六)  

高齡津貼 10,397 4.3% 238,904 

長者生活津貼 22,880 5.1% 446,771 

高齡津貼及長者生活

津貼個案總數 

33,277 4.9% 685,675 

普通傷殘津貼 6,108 5.1% 119,881 

高額傷殘津貼 1,183 5.3% 22,203 

傷殘津貼個案總數 7,291 5.1% 142,084 

公共福利金個案總數 40,568 4.9% 827,759 

  

自殺(註七)  西貢區總人數  36 

  

(4) 福利服務 

 4.1 家庭服務 (5 間 /  隊) 

  4.1.1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4 間)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由家庭資源組、家庭支援組和家庭輔導組整合而成，從「兒童為

重、家庭為本、社區為基礎」的服務方向提供一系列預防、支援和補救性的服務。服

務包括為有需要的個人或家庭提供家庭生活教育、親子活動、諮詢服務、義工培

訓、外展服務、互助小組、輔導和轉介服務等，並提供延長開放時間服務。目前區

內共有4 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分別由社署及非政府機構營辦。 

    

  4.1.2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1  隊) 

   社署轄下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協助虐待兒童及虐待配偶事件中的受害人及其家

人克服創傷，重過健康的新生活，及保障受到管養或監護事宜影響而經法庭轉介的

兒童的利益。本區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黃大仙/西貢)的服務範圍包括黃大仙及

西貢兩區。 

   

 4.2 青少年服務 (13 間 / 隊) 

   現今香港的青少年經常受到多方面的壓力，例如家庭問題、功課上的困難、朋輩的

影響及外界的誘惑。因此，我們需要為青少年提供適時支援，以協助他們健康成

長。目前區內共有： 

   8 間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1 間 兒童及青年中心 

   1 隊 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服務黃大仙及西貢區） 

   1 隊 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服務將軍澳南區及提供日夜展混合模式服務） 

   1 隊 深宵外展服務隊 

   1 間 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服務黃大仙及西貢區） 

    

 4.3 安老服務 (27 間 / 隊) 

   安老服務的信念是使長者能夠有尊嚴地生活，並為他們提供適當的支援，以期實踐

「老有所屬、老有所養、老有所為」的理想。透過一系列支援服務，照顧長者各方面

的需要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盡量使他們留在熟悉的社區環境生活。同時，亦為

有需要的長者提供院舍照顧服務。目前區內共有： 

  4.3.1 長者社區支援服務 (17 間 / 隊) 

   2 間 長者地區中心 

   5 間 長者鄰舍中心 

   3 隊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  (其中2隊同時服務黃大仙及西貢區） 

   3 隊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4 間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4.3.2 安老院舍照顧服務 (10 間) 

   8 間 護理安老院  

   2 間 護養院  (一間為自負盈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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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康復服務 (55 間) 

   康復服務的目標是協助殘疾人士盡量發展體能、智能及適應社群生活的能力、鼓勵

他們融入社會，從而享有與其他人一樣的平等權利。目前區內共有： 

  4.4.1 殘疾兒童服務  (21 間) 

   2 間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12 間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 

   3 間 特殊幼兒中心 

   3 間 兼收輕度弱智兒童的兒童之家 

   1 間 輕度弱智兒童之家 

     

  4.4.2 成人住宿照顧服務 (16 間) 

   1 間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2 間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暨庇護工場或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6 間 展能中心暨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1 間 嚴重肢體傷殘兼弱智人士宿舍 

   2 間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2 間 弱智人士輔助宿舍 

   2 間 中途宿舍 

     

  4.4.3 日間訓練服務/職業康復服務 (9 間)  

   3 間 展能中心 

   2 間 庇護工場 

   3 間 輔助就業 

   1 間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4.4.4 社區支援服務 (9 間) 

   1 間 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 

   2 間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1 間 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中心 

   1 間 聽覺受損人士綜合服務中心 

   2 隊 

2 隊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隊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 

  

(5) 黃大仙及西貢區義工服務 

 社會福利署於1998年起推動一項全港性的「義工運動」，以「人人做義工 生活不一樣」為主題訊

息，鼓勵每市民都參與義工服務，體驗做義工帶來的快樂、滿足感和人生意義，並將義工精神融

入日常生活之中。同時透過地區義工嘉許禮及「社區愛心商戶表揚計劃」，表揚及鼓勵更多地區

團體、小商戶和個人加入義務工作行列，並藉此促進義工服務的分享及經驗的承傳，攜手共建關

愛社會。 

 

截至2017年1月31日，本區義工服務分區辦事處的累積登記義工人數超過 9000人；同時在本區的

261間義工運動參與機構中，亦有超過30,000名義工協助各機構推行各項義工活動。本區推廣義務

工作服務協調委員會於2016年5月21日舉行黃大仙及西貢區義工嘉許禮2015暨「愛心商戶」表揚計

劃頒獎禮，藉以嘉許長期服務義工、家庭義工、愛心屋苑以及30間「愛心商戶」。 

 備註   

 註一 ： 保護兒童資料系統 - 2016年1月至12月新呈報個案數目 

 註二 ： 虐待配偶/同居情侶個案及性暴力個案中央資料系統 - 2016年1月至12月新呈報個案數目 

 註三 ： 虐待長者個案中央資料系統 - 2016年1月至12月新呈報個案數目 

 註四 ： 民政事務總署及入境事務處 - 2016年1至12月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 

 註六 ： 社會福利署 - 截至2017年2月28日數字 

 註七 ： 香港警務處 - 2016年1月至12月自殺統計數字 

 註八 ： 西貢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 2016年1月至12月西貢及將軍澳區青少年罪犯被捕人數 

 

社會福利署  

黃大仙及西貢區福利辦事處    

2017年4月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sub_listofserv/id_residentia/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sub_listofserv/id_homeformod/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sub_listofserv/id_hsphm/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sub_listofserv/id_careattcas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