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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DC(M)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 3/06-07 號號號號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部門周年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部門周年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部門周年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部門周年計劃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 社區建設社區建設社區建設社區建設    
 西貢民政事務處協助推行： 

 

 

 
1.1 會見市民計劃 提供正式溝通途徑，使區議

員與市民可定期會面。 

西貢政府合署 : 

逢星期一下午二時三十分起，及 

每月第三個星期一晚上六時三十分起 

 

將軍澳分處 : 

逢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起，及 

逢星期三晚上六時三十分起 

(每月第三個星期三晚除外) 

 

區議會全體會議 

 
1.2 

 

社區參與計劃 

 

(A) 清潔香港運動 

各項活動尚待西貢區清潔香港地區委員會最後確定。 

西貢區清潔香港地

區委員會 

 
  

促使公眾人士關心及參與

社區活動，以響應全港性宣

傳運動，或配合區內的特別

需要。 (B) 撲滅罪行運動 

      年內各項活動尚待西貢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最後確定。 

 

西貢區撲滅罪行委

員會 

 

 
   (C) 公民教育 

西貢區公民教育促進委員會將籌辦多項活動。 

公民教育促進委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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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 社區建設社區建設社區建設社區建設 (續續續續)  (D) 青少年暑期活動 

      西貢區青少年暑期活動統籌委員會將籌辦多項活動。 

 

青少年暑期活動統

籌委員會 

 
   (E) 防火運動 

西貢區防火委員會將籌辦多項活動。 

 

西貢區防火委員會 

 
   (F) 道路安全運動 

 西貢區道路安全運動工作小組將籌辦多項活動。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1.3 地方行政 提高居民對地方行政計劃

的關注及信心，鼓勵居民積

極參與及支持與地方行政

有關的各方面工作。 

(A)  區議會 

     (1) 就全港性或地區性的政府政策提供意見。 

(2) 討論一切區內事務，以及就處理該等事務的先後次序提

供意見。 

 

 

    (B) 地區管理委員會 

 協調各部門以提升跨部門的服務及處理和解決地區事務以

積極回應地區的需耍，並繼續與區議會發展及保持密切和諧

而有效的工作關係。 

 

    
(C)   分區委員會/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 

        在西貢成立互助委員會及業主立案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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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康樂及體育康樂及體育康樂及體育康樂及體育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西貢區康樂事務辦事處主辦的活動 

 
 

 活動名稱 舉辦次數 估計參加人數  

 A.大型活動    

 1. 陸運會 1 800  

 2. 長跑賽 1 600  

 3. 水運會 1 500  

 4. 羽毛球比賽 1 400  

 5. 壁球比賽 1 80  

 6. 乒乓球比賽 1 464  

 7. 網球比賽 1 200  

 8. 籃球比賽 2 576  

 9. 三人籃球比賽 2 160  

 10. 足球比賽 1 288  

 11. 排球比賽 2 200  

 12. 手球比賽 2 192  

 13. 堆沙比賽及同樂 2 3,900  

 14. 門球比賽 1 128  

 15. 親子嘉年華 / 康體活動嘉年華 5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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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康樂及體育康樂及體育康樂及體育康樂及體育 (續續續續) B.經常性活動(訓練及康樂活動) 
 

 I.田徑及水上活動  

 1.  游泳進階計劃 81 1,390  

 2.  拯溺(銅章) 4 96  

     

 II.舞蹈及健體    

 1.  舞蹈健體 100 1,888  

 2.  兒童舞 16 320  

 3.  器械健體 100 2,000  

 4.  柔道  2 40  

 5.  社交舞 26 624  

 6.  太極／太極劍 36 1,575  

 7.  瑜伽 33 660  

 8.  小胖子健體計劃 6 120  

 9.  西方土風舞 2 40  

 10. 爵士舞 8 200  

 11. 優質健行 2 40  

 12. 使用健身室簡介會 18 540  

 13. 水中健體 3 60  

 14. 聖誕舞會 1 300  

 15. 健身室月票計劃 3 660  

 16. 武術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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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康樂及體育康樂及體育康樂及體育康樂及體育 (續續續續) III.個人活動   

 1..  羽毛球 49 768  

 2.  小型網球 6 96  

 3.  壁球 31 248  

 4.  乒乓球 18 196  

 5.  網球 65 704  

 6.  圍棋 4 80  

 7.  橋牌 2 48  

 8.  劍擊 2 40  

     

 IV.戶外活動    

 1.  康樂日營/宿營 2 93  

 2.  行山樂 3 144  

 3.  植樹日 1 300  

 4.  市區苗圃 6 300  

 5.  園藝講助 2 60  

 6.  騎馬 2 64  

     

 V.隊際活動    

 1.  排球 3 60  

 2.  曲棍球 1 24  

 3.  欖球 1 24  

 4.  棒球 1 20  

 5.  手球 2 40  

 6.  籃球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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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康樂及體育康樂及體育康樂及體育康樂及體育(續續續續) VI. 其他活動    

 長者活動    

 1. 游泳進階計劃 10 160  

 2. 長者健體 17 340  

 3. 康樂暢遊 4 360  

 4. 門球 20 400  

 5. 八段錦 44 1,320  

 6. 外展健體計劃 40 1,200  

 7.  長者活力體操 6 120  

 8   活力長者計劃 

9.  長者嘉年華 

10. 乒乓球 

11. 日營 

12 

2 

4 

3 

1,800 

3,600 

32 

150 

 

     

 殘疾人士康樂活動    

 1. 康體活動 13 855  

 2. 外展健體計劃 25 750  

     

 其他    

 1. 領取綜援人士活動 1 30  

 2. 邊緣青少年活動 1 30  

     

     

 總計︰  870       49,547  

     

備註:  所有活動以每月西貢區康樂體育活動一覽表公佈作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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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3. 環境改善環境改善環境改善環境改善    

  

3.1 小型環境改善工程 

 

 

在合適地點提供小型康

樂設施或其他社區設施 

 

   西貢民政事務處協助推行的小型環境改善工程擬議項目 

 

 

1.西貢蠔涌南邊圍路交匯處涼亭建造工程           180,000 元 

2.坑口布袋澳涼亭建造工程                          290,000 元 

3.坑口區村名牌及指示牌設置工程                     30,000 元 

4.西貢躉場近白屋別墅空地改善工程                      

200,000 元 

5.白沙灣區村名牌設置工程                       50,000 元 

6.坑口將軍澳區(唐明街;彩明街;毓雅里)花盆設置工程       350,000 元 

7.坑口將軍澳郊遊徑改善工程                           400,000 元 

 

 

食物環境衛生委員

會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     1,500,000 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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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3. 環境改善環境改善環境改善環境改善(續續續續) 

 

 西貢民政事務處協助推行的鄉村小工程：  

工程項目預算 

 

 3.2 鄉村小工程  1. 預留費用作緊急維修工程及村燈保養 

2. 西貢北港凹村車路改善工程 

3. 西貢蠔涌至鹿尾排水渠及行人路改善工程 

4. 西貢新安村排水渠系統改善工程 

5. 西貢山寮往葬區行人路改善工程 

6. 西貢浪徑行人路改善工程 

7. 西貢大環村行人路改善工程 

8. 西貢朗尾至沙角尾行人路改善工程 

9. 坑口茅湖仔近 64-66 號屋現有河道改善工程 

10. 坑口井欄樹近甘澍路行人路維修工程 

11. 坑口壁屋村近入口行人路改善工程 

12. 坑口由寶琳路北至茅湖仔村改善工程 

13. 坑口馬遊塘近 170 號屋渠道改善工程 

14. 坑口白石台近 19-22 號屋排水渠系統維修工程 

15. 坑口檳榔灣新村行人路維修工程 

16. 坑口孟公屋俞屋村行人路維修工程 

17. 坑口孟公屋澳門村渠道改善工程 

18. 坑口五塊田行車通道改善工程 

 

1,500,000 元 

100,000 元 

250,000 元 

200,000 元 

120,000 元 

80,000 元 

70,000 元 

200,000 元 

80,000 元 

100,000 元 

100,000 元 

100,000 元 

150,000 元 

80,000 元 

100,000 元 

120,000 元 

100,000 元 

150,000 元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   3,600,000 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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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3. 環境改善環境改善環境改善環境改善(續續續續) 

 

   

 3.3. 鄉郊小工程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

擬於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開

展的鄉郊小工程計劃項目    

西貢民政事務處協助推行的鄉郊小工程： - 鄉郊小工程地區委員會 

- 鄉郊小工程督導委員會 

  編號                工程名稱 工程項目預算 

(百萬元) 

動工日期 完工日期 開支 

(百萬元) 

 SK – 084 西貢北港地台及石凳建造工程 1.820 2005 年 12 月 2006 年 4 月 0.120 

 SK – 086 西貢沙角尾行車通道擴展工程 2.758 2004 年 5 月 2006 年 11 月 2.035 

 SK – 101 西貢沙角尾村北排水渠改善工程 0.500 2006 年 4 月 2006 年 8 月 0.500 

 SK – 107 西貢北圍鄉村廣場建造工程 0.800 2006 年 4 月 2006 年 8 月 0.800 

 SK – 108 坑口上洋排水渠建造工程 0.768 2006 年 2 月 2006 年 5 月 0.568 

 SK – 110 西貢慶徑石鄉村廣場建造工程 0.347 2006 年 3 月 2006 年 6 月 0.197 

 SK – 111 西貢滘西洲滘西漁民村涼亭建造工程 0.400 2006 年 4 月 2006 年 8 月 0.400 

 SK – 113 西貢孟公窩排水渠建造工程 0.800 2006 年 4 月 2006 年 8 月 0.800 

 SK – 114 西貢打蠔墩行車通道重建工程 0.500 2006 年 4 月 2006 年 7 月 0.500 

 SK – 115 西貢大網仔新村車路改善工程 1.000 2006 年 4 月 2006 年 8 月 1.000 

 SK – 116 坑口白石窩新村排水渠建造工程 1.000 2006 年 4 月 2006 年 7 月 1.000 

 SK – 117 坑口馬游塘路口排水渠改善工程 0.400 2006 年 4 月 2006 年 8 月 0.400 

 SK – 119 坑口東龍島避雨亭建造工程 0.500 2006 年 4 月 2006 年 7 月 0.500 

 SK - 120 坑口孟公屋圍心村至俞屋村排水渠改善工程 1.000 2006 年 4 月 2006 年 8 月 1.000 

 SK - 153 西貢區定期合約工程 2.000 2006 年 4 月 2007 年 3 月 2.00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 14.593   1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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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3. 環境改善環境改善環境改善環境改善 (續續續續) 

 

   

 3.4 鄉郊規劃及改善策略

小型工程 

 西貢民政事務處擬在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展開的西貢區鄉郊策

略小型工程 

 

 

    編號 工程名稱 

 

 

    SK068 井欄樹排水渠(第三期)改善工程  

      

      

     

 3.5 政府部門、區內團體及

委員會 

保持西貢及將軍澳的環境

衞生情況良好，並提醒市民

注意保護環境。 

由食物環境衞生署主辦的活動  

  項目名稱 舉辦次數 估計參加人數 

  清潔香港地區行動計劃   

  正在草擬中，直至二零零六年

四月才有定案 

- - 

     

  地區運動   

  1. 滅蚊運動 3 1,000 

  2. 滅鼠運動 2 1,000 

  3. 歲晚清潔大行動 1 2,000 

  4. 年宵市場 2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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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4. 協調發展計劃協調發展計劃協調發展計劃協調發展計劃 

(規劃署) 

 規劃署提供資料 在適當時向區議會

徵詢意見。 

 4.1 地區規劃 擬備圖則及其他 

文件，以便進行 

有系統的發展。 

(I) 分區計劃大綱圖： 

 

1. 修訂將軍澳分區計劃大綱圖，並處理可能對該圖提出的反

對意見。 

 

   2.   修訂西貢市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並處理可能對該圖提出的

反對意見。 

 

     

     

   (II) 發展大綱圖 :  

     

   1. 修訂已採納的將軍澳發展大綱核准圖。  

     

     

   (III) 發展藍圖 :  

     

   1. 大幅修訂坑口北部、調景嶺、將軍澳中心及小赤沙的發展

藍圖。 

 

   2. 稍微修訂寶琳北及大埔仔的發展藍圖。  

   3. 擬備沙角尾村的發展藍圖。  

   4. 擬備蠔涌及南邊圍村的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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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4. 協調發展計劃協調發展計劃協調發展計劃協調發展計劃（（（（續續續續））））    

     

 4.1 地區規劃  (IV) 發展管制 :  

     

   1. 處理有關西貢及將軍澳的發展建議。  

   2. 處理有關法定圖則涵蓋地區的規劃申請及改劃用途地帶的

要求。 

 

     

     

   (V) 其他 :  

     

   1. 參與各項顧問研究的督導小組、工作小組及研究管理小組。  

    

    

    

� 有關北港及沙角尾分區計劃大綱圖，白沙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井欄樹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蠔涌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大浪灣分區計劃

大綱核准圖的修訂已於 2005 年諮詢區議會。其後，北港及沙角尾分區計劃大綱圖已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其餘的區計劃大綱圖亦會

向其呈交審閱。 

 

� 北港及沙角尾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進一步修訂已在 2006 年 2 月諮詢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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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4.4.4.4.    協調發展計劃協調發展計劃協調發展計劃協調發展計劃（（（（續續續續））））    

(土木工程拓展署) 

    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供資料        

    4.2  地區發展    發展將軍澳及西貢    (A) 建築工程進行中的工程項目        

                    

            1. 770TH - 

 

將軍澳 T1/P1/P2 分層道路交匯處 

 

工程包括行車天橋、行人隧道、消減噪音措施、道路、

行人路、單車徑、交通管制及監察設施及相關的渠務

和環境美化工程。工程在二零零二年五月展開，並於

二零零六年年初完成。道路及天橋已開放通車。 

 

    

            2. 393CL - 富康花園和唐明苑不正常地面沉降修補工程計劃 

 

計劃包括修補富康花園和唐明苑露天地方因不正常

地面沉降所出現的損毀。於唐明苑的主要工程已於二

零零三年中完成。於富康花園的工程亦已於二零零五

年年中完工。 

 

    

            3. 683CL - 

 

將軍澳進一步發展可行性研究 

 

將軍澳進一步發展的可行性研究，目的是為將軍澳的

進一步發展制訂一個綜合計劃，並改善將軍澳的整體

設計。研究在二零零二年七月展開，環保署根據環保

條例批准了將軍澳進一步發展的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而可行性研究亦於二零零五年年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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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4.4.4.4.    協調發展計劃協調發展計劃協調發展計劃協調發展計劃（（（（續續續續））））    

4.2  地區發展    

 4. 782TH - 

 

連接將軍澳第 45 和 55a 區的行人天橋及雜項工程 

 

工程包括建造行人天橋連接將軍澳第 45 及 55a 區，

在 D4 路旁斜坡的改善工程及在 68 區興建地下淤泥

清理室。工程已於二零零四年四月開工，工程進展

順利並預期在二零零六年年初完工。 

 

      

   5. 5048TF 沙頭角、黃石和高流灣公眾碼頭重建工程 

 

工程包括拆卸位於黃石和高流灣的現有碼頭，並建造

新碼頭以取代現有碼頭、加建上蓋、並安裝相關的照

明設備。工程預期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完工。 

 

 

     

   (B) 計劃在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六年度動工的工程項目  

     

   1. 741TH 前往將軍澳第 86 區的北面通道 

 

工程包括建造 550 米長的地方幹路自環保大道連接將

軍澳第 86 區的發展。工程將委託地下鐵路公司進行。

並預計於二零零六年第二季開始施工，並於二零零八

年年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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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5.      房屋房屋房屋房屋 (房屋署) 

(A)西貢區屋／屋苑人口推算 (二零零六年四月至二零零七年三月)(房屋署提供資料) 

 

屋 租置計劃屋 屋 可租可買 屋         苑 私人參建計劃屋苑  

截至 寶林 景林 翠林 厚德 健明 尚德 明德 彩明苑 英明苑 欣明苑 景明苑 浩明苑 頌明苑 裕明苑 煜明苑 顯明苑 和明苑 廣明苑 寶明苑 唐明苑 
康盛 

花園 

富寧 

花園 

安寧 

花園 

富康 

花園 

寶盈 

花園 

累積總

數 

4/06 19520 16200 18500 14100 22000 20600 4800 15500 6487 6172 3463 2624 6194 4419 6560 2260 6609 13847 4033 9765 6784 8999 8248 14460 10401 252545 

5/06 19520 16200 18500 14100 22000 20600 4800 15500 6487 6172 3463 2624 6194 4419 6560 2260 6609 13847 4033 9765 6784 8999 8248 14460 10401 252545 

6/06 19520 16200 18500 14100 22000 20600 4800 15500 6487 6172 3463 2624 6194 4419 6560 2260 6609 13847 4033 9765 6784 8999 8248 14460 10401 252545 

7/06 19520 16200 18500 14100 22000 20600 4800 15500 6487 6172 3463 2624 6194 4419 6560 2260 6609 13847 4033 9765 6784 8999 8248 14460 10401 252545 

8/06 19520 16200 18500 14100 22000 20600 4800 15500 6487 6172 3463 2624 6194 4419 6560 2260 6609 13847 4033 9765 6784 8999 8248 14460 10401 252545 

9/06 19520 16200 18500 14100 22000 20600 4800 15500 6487 6172 3463 2624 6194 4419 6560 2260 6609 13847 4033 9765 6784 8999 8248 14460 10401 252545 

10/06 19520 16200 18500 14100 22000 20600 4800 15500 6487 6172 3463 2624 6194 4419 6560 2260 6609 13847 4033 9765 6784 8999 8248 14460 10401 252545 

11/06 19520 16200 18500 14100 22000 20600 4800 15500 6487 6172 3463 2624 6194 4419 6560 2260 6609 13847 4033 9765 6784 8999 8248 14460 10401 252545 

12/06 19520 16200 18500 14100 22000 20600 4800 15500 6487 6172 3463 2624 6194 4419 6560 2260 6609 13847 4033 9765 6784 8999 8248 14460 10401 252545 

1/07 19520 16200 18500 14100 22000 20600 4800 15500 6487 6172 3463 2624 6194 4419 6560 2260 6609 13847 4033 9765 6784 8999 8248 14460 10401 252545 

2/07 19520 16200 18500 14100 22000 20600 4800 15500 6487 6172 3463 2624 6194 4419 6560 2260 6609 13847 4033 9765 6784 8999 8248 14460 10401 252545 

3/07 19520 16200 18500 14100 22000 20600 4800 15500 6487 6172 3463 2624 6194 4419 6560 2260 6609 13847 4033 9765 6784 8999 8248 14460 10401 252545 

平均 19520 16200 18500 14100 22000 20600 4800 15500    6487 6172 3463 2624 6194 4419 6560 2260 6609 13847 4033 9765 6784 8999 8248 14460 10401 25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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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5.     房屋房屋房屋房屋（（（（續續續續）））） (B) 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七年度公共屋的主要改善工程(房屋署提供資料)  

     

  i) 尚德工程列表  

     

  工程內容 地  點 預計施工日期 

 

  原有大門鐵閘改善工程 所有住宅單位 2006年2月 

  鋁窗維修  所有住宅單位 2005年10月 

     

  ii)  明德工程列表  

     

  工程內容 

 

地  點 預計施工日期 

  原有大門鐵閘改善工程 所有住宅單位 2006年2月 

  鋁窗維修  所有住宅單位 2005年12月 

     

  iii)  厚德工程列表  

     

  工程內容 

 

地  點 預計施工日期 

  全更換食水喉 全六座 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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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6. 土地事務土地事務土地事務土地事務(西貢地政處)  (A) 二ＯＯ六年至二ＯＯ七年度小型屋宇預計批地情況(西貢地政處提供資料)    

       

   
類別 批地個案數目 面積(平方米) 備註 

   小型屋宇批地（包括私人協約 

方式／換地／免費建屋牌照） 

100 6504  

       

   (B) 徵用及清理土地 

       

   工程名稱 工程代理人 預定動工日期 受影響土地 

   工務計劃項目第 434-DS 號－ 

牛尾海污水收集系統第 3 階段 

第 4 區污水收集系統 

渠務署 2006 年 3 月中 政府土地 

   西貢第二公眾碼頭建造工程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06 年 4 月 政府土地 

   工務計劃項目第 7741TH 號－ 

通往將軍澳第 86 區的北面通道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06 年 4 月 政府土地 

   西貢滘西洲滘西漁民村 

涼亭建造工程 

西貢民政事務處 2006 年 4 月 政府土地 

   西貢躉場重建避雨亭工程 西貢民政事務處 2006 年 4 月 政府土地 

   斜坡編號：8SW-C/CR226 水務署 2006 年 5 月 政府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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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6. 土地事務土地事務土地事務土地事務 (續續續續)  防止山泥傾瀉措施－ 

西貢白沙灣蠔涌路 25 號 

斜坡編號：7SE-D/C27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06 年 6 月 政府土地 

 

   防止山泥傾瀉措施－ 

西貢大網仔浪徑新村 

斜坡編號： 

8SW-A/C245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06 年 11 月 政府土地 

   防止山泥傾瀉措施－ 

西貢白沙灣 17 號 

斜坡編號： 

7SE-D/C 136 及 SE-D/332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06 年 12 月 政府土地 

   工務計劃項目第 120CD 號－ 

西貢西貢河、沙下分流箱形暗

渠及北港河之排水系統改善

工程 

渠務署 2007 年 1 月 政府土地及 

私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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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7. 交通及運輸交通及運輸交通及運輸交通及運輸(運輸署)  運輸署提供資料  

     

 7.1 九巴、新巴及城巴

路線發展計劃 

就未來兩年專營巴士服務

的擬議更改，提交每年巴

士路線發展計劃，以配合

人口改變。 

建議推行路線重整、改善班次和提高服務質素，以配合乘

客需求，並在有需要時建議開辦新路線。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7.2 公共交通服務的主要

變動 

確保公共交通服務切合乘

客需求改變。 

持續進行。就有關公共交通服務的主要變動諮詢交通及運

輸委員 會的意見，使服務更能反映乘客需求改變。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7.3 道路改善工程 增強、改善及擴大現 

有道路網，以應付需 

求。 

繼續監察區內的交通流動情況；擬訂及實施必需的改善工

程（包括大型和小型），以應付可能增加的交通流量。下列

主要改善工程預計在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動工︰ 

(i)  普通道／福民路迴旋處擴闊工程；及 

(ii) 寶邑路／寶順路路口改善工程。 

 

下列主要改善工程預計繼續進行／完工︰ 

(i) 將軍澳發展合約 TK57/01 號 – T1/P1/P2 號道路分層交

匯處； 

(ii) 將軍澳區方向指示標誌改善計劃；及 

(iii)興建西貢市北公共交通交處。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7.4 交通管理計劃 確保安全及有效地使 

用現有的道路網。 

檢討一些主幹路口的交通及路段的車速限制，以改善交通

情況及道路安全。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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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8.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統籌局提供資料) 甲、建校計劃： 

為所有中、小學生提供

足夠學額 

 

 

乙、學校改善計劃： 

將現有政府及資助學

校的設備提高至最新

標準 

 

 

 

 

 

丙、法團校董會： 

《2004 年教育(修訂)條

例》已於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各辦學團體

須於二零零九年七月

一日前為其屬下的每

所資助學校成立法團

校董會，負責管理學

校。 

 

啟思中學及播道書院兩所直資中學將於年內開辦。 

啟思中學的建校工程預計於二零零六年末完成，該校於零六／零

七學年學期初先在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校舍運作。 

 

 

第五期（最後一期）的學校改善計劃已順利完成，下列學校新建

大樓預計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前運作： 

(i) 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 

(ii)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iii)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iv)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v) 靈實恩光學校 

 

 

下列學校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一日前成立法團校董會： 

一、 威靈頓教育機構張沛松紀念中學 

二、 寶覺中學 

 

除上述學校外，現已有五所中學及三所小學申請成立法團校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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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8.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續續續續）））） 丁、校外評核： 

教統局由二零零四至二

零零七年到所有公營學

校進行四年一度首階段

的校外評核。 

 

 

戊、校本專業支援： 

提昇學校教與學的水

平。 

 

 

 

己、家長教師會 

聯會： 

 

 

 

庚、校長會組織： 

促進區內中、小學及幼

稚園校長的溝通，以便

在教育問題及專業發展

上的經驗交流 

 

 

三所小學及五所中學會在二零零六／零七學年參與校外評核。 

 

 

 

 

 

 

為提昇學校學與教的水平，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的學者

分別受邀到校提供名為「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及「優化教學協作

計劃」等支援服務。此外，富經驗的校長亦受邀支援新委任的校

長。 

 

 

西貢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成立，現有

二十七所學校家長教師會加入成為會員，計劃年內推展家長教育

活動。 

 

 

西貢區校長會聯同深水及西貢區學校發展組將繼續為本區學

校及學生舉辦多元化的活動，包括教育匯展、教育訪問及中六聯

招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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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8.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續續續續）））） 辛、中六聯招計劃： 

以方便會考生能盡快

找到中六空缺 

 

 

壬、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

學制： 

改革現時高中教育的

班級結構及課程 

 

一如往年，中六聯招計劃仍會在西貢區內中學繼續舉辦。 

 

 

 

 

 

教育統籌局正與中學共同籌劃，以備於二零零九年全面實施

「3+3+4３＋３＋４」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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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9999. . . . 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    

((((黃大仙區黃大仙區黃大仙區黃大仙區    ----    西貢分區西貢分區西貢分區西貢分區))))    

    二零零六年警政大綱二零零六年警政大綱二零零六年警政大綱二零零六年警政大綱    

黃大仙區黃大仙區黃大仙區黃大仙區    

((((西貢分區西貢分區西貢分區西貢分區))))    

    

    確保黃大仙區維持高水平

的良好治安。    

黃大仙區將會以下列項目為優先執法行動黃大仙區將會以下列項目為優先執法行動黃大仙區將會以下列項目為優先執法行動黃大仙區將會以下列項目為優先執法行動：：：：        

        � 透過維持強大明顯的警力，採取情報主導的行動及迅速回應案件

舉報，以遏止及偵查暴力罪行，包括家庭暴力。 

 

� 加強情報網絡，鎖定三合會主要人物為目標及遏止三合會活動如

非法收數以打擊三合會收入來源，從而主動打壓三合會及青少年

匪幫。 

 

� 確保策略性調配資源以防止及偵查「快錢」罪案以及鎖定犯罪

集團。 

 

 

� 採取與多方機構合作的做法以防止毒品罪行，尤以青少年為針對

目標。 

 

� 打擊涉及訪客、旅客及非法入境的街頭罪行，特別是集團式賣

淫活動、街頭騙案及扒竊案。 

 

� 因應情勢加強執行「選擇性交通執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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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9999. . . . 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 ( ( ( (續續續續))))    

((((西貢分區西貢分區西貢分區西貢分區))))    

    西貢分區西貢分區西貢分區西貢分區    ----    警政大綱警政大綱警政大綱警政大綱    

 半年進度半年進度半年進度半年進度 (2005 (2005 (2005 (2005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2121212 月月月月))))    

 

    確保西貢分區的治安維

持高度水平。    

� 提供強大提供強大提供強大提供強大、、、、明顯的軍裝警力巡邏街道明顯的軍裝警力巡邏街道明顯的軍裝警力巡邏街道明顯的軍裝警力巡邏街道，，，，以防止及遏止暴力罪行以防止及遏止暴力罪行以防止及遏止暴力罪行以防止及遏止暴力罪行、、、、

「「「「快錢快錢快錢快錢」」」」罪案和包括非法入境者與持雙程証人士所犯的其它犯罪案和包括非法入境者與持雙程証人士所犯的其它犯罪案和包括非法入境者與持雙程証人士所犯的其它犯罪案和包括非法入境者與持雙程証人士所犯的其它犯

罪活動罪活動罪活動罪活動。 

 

   � 與 2004 年比較，過去一年間西貢分區主要罪案明顯減少 : 爆

竊案下降了 27.4%、劫案下降了 54.5%、車內盜竊案下降了

61.3%、擅自取用車輛案下降了 28.6%、搶奪財物案則無發生。 

 

� 西貢幅員遼闊、海岸長，故向來被視為難以管理的警察分

區；最受關注的罪行仍是爆竊。近月爆竊案有減，各員縱有

佳績，卻不算可喜可賀。 

 

� 西貢分區內各處保持了極明顯的警力，包括調遣總區單位(如

警察機動部隊和衝鋒隊)人員。這些單位人員繼續巡邏及設路

障執勤。 

 

� 最近有三名非法入境者於慈雲山分區被捕，這突顯出警方靈

活分配工作的效值。該三名非法入境者曾於西貢分區、慈雲

山分區、黃大仙區及沙田區犯案。該三名非法入境者被捕後，

有關警區及分區接報的劫案及爆竊案均大幅下降，特別是在

西貢分區。    

 

� 大量小冊子已派予住戶以提高大眾對罪案的警覺及注意加強

家居防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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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9999. . . . 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 ( ( ( (續續續續))))    

((((西貢分區西貢分區西貢分區西貢分區)))) 

  � 我(黃大仙區指揮官)已致函所有爆竊案事主建議他們裝設防

盜警鐘，欣悉大半數事主終於裝設防盜警鐘。有部份事主沒

有裝設防盜警鐘，但他們亦已採取其他保安措施如裝設動靜

感應器、屋外照明和窗戶警鐘。我們必須承認，要偵破這些

罪案絕非易事，防患未然才是上策。 

 

� 2005 年 9 月，警方於西貢分區開始實施一個計劃，鼓勵村民

在村莊入口裝設閉路電視，並在村莊內各顯眼位置張貼告

示，告知訪客村內裝有閉路電視監察村內情況以防非法闖入

者進入村莊。 

 

� 著名的「羅漢松」被盜案件的數字仍保持於低水平，但西貢

分區內動植物仍受竊匪與偷獵賊覬覦。法庭的嚴刑峻法亦有

助遏止此等罪行。 

 

� 與前年比較，跨境犯案者被捕數字下降了 38%。過去一年間

於西頁分區內拘獲因干犯各種罪行的非法入境者共 28 人，持

雙程証人士則有 17 人(其中十一名非法入境者因犯爆竊罪被

捕，八名非法入境者及七名持雙程証人士因偷竊土沉香或羅

漢松被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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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9999. . . . 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  (  (  (  (續續續續))))    

((((西貢分區西貢分區西貢分區西貢分區)))) 

 � 在服務承諾回應時限內處理所有緊急求助電話在服務承諾回應時限內處理所有緊急求助電話在服務承諾回應時限內處理所有緊急求助電話在服務承諾回應時限內處理所有緊急求助電話。。。。     

      � 2005 年，警方接聽了西貢分區共 4,711 個「999」電話，當中

463 個為緊急求助電話。警方只有 8 次未能在服務承諾時限內

處理事件。整體成功率達 98.3%。    

 

     

     

  � 採取以情報為主導的執法行動採取以情報為主導的執法行動採取以情報為主導的執法行動採取以情報為主導的執法行動，，，，遏止與黑社會遏止與黑社會遏止與黑社會遏止與黑社會、、、、色情色情色情色情、、、、藥物及非藥物及非藥物及非藥物及非

法聚賭有關的犯罪活動法聚賭有關的犯罪活動法聚賭有關的犯罪活動法聚賭有關的犯罪活動。。。。 

 

 

   � 本區反黑組採取行動，成功將在濱海區食肆附近因代客泊車

及其相關活動所引起與黑社會有關的問題大幅減少。2005 年

上半年，只接報一宗與黑社會有關的代客泊車事件。 

 

� 包括上述事件，本年西頁貢分區只接報兩宗與黑社會有關的

案件，另一宗案件是涉及學童的襲擊案。 

 

     

     

  � 與政府其他部門與政府其他部門與政府其他部門與政府其他部門、、、、學校學校學校學校、、、、非政府機構及地區人士合作非政府機構及地區人士合作非政府機構及地區人士合作非政府機構及地區人士合作，，，，以防止及以防止及以防止及以防止及

減少不法活動減少不法活動減少不法活動減少不法活動，，，，特別是特別是特別是特別是少年罪行少年罪行少年罪行少年罪行。。。。 

 

 

   � 黃大仙警區是這方面的領導者，不斷竭力聯繫各組織以遏止

青少年罪行及其根源。本區正推行多項有關活動，至今進

度十分理想。現在西貢分區內沒有青少年犯罪問題，但我

們已備有資源可快速應付將來在西貢分區內任何可能發生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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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9999. . . . 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 ( ( ( (續續續續))))    

((((西貢分區西貢分區西貢分區西貢分區)))) 

 � 推廣及執行道路安全條例推廣及執行道路安全條例推廣及執行道路安全條例推廣及執行道路安全條例，，，，以減少交通意外及交通罪行以減少交通意外及交通罪行以減少交通意外及交通罪行以減少交通意外及交通罪行。。。。     

   � 西貢分區內無交通意外黑點，但仍重視藉執法行動及教育駕

駛者與行人以減少交通意外及交通罪行。 

 

� 運輸署已採納警方提出在沙下新發展計劃中設立行人專用區

(全日或部分時間)的建議。這意味著在可見將來非法泊車的問

題應不會增加，並可讓更多警務人員處理他們的主要職務。 

 

 

     

  � 協調所有合法集會及遊行協調所有合法集會及遊行協調所有合法集會及遊行協調所有合法集會及遊行。。。。     

   2005 年間警方協調共六次公眾集會及九次遊行，並無特殊事件發

生。警方會繼續協調所有合法集會與遊行活動。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過去一年[2005 年]對西貢分區而言是非常成功的一年，是近年來最成功的年份之一。通過徐偉雄先生、杜力行先生及徐廣超先生

的重大努力，再加上區議會、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區交通/運輸委員會的支持已使西貢成為一個非常安全的居住及工作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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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9999. . . . 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 ( ( ( (續續續續))))    

((((觀塘區觀塘區觀塘區觀塘區    –    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 

 二零零六年警政大綱二零零六年警政大綱二零零六年警政大綱二零零六年警政大綱    

觀塘觀塘觀塘觀塘區區區區 

 

 確保觀塘區(觀塘分區和將

軍澳分區)治安良好。    

觀塘警區將以下列各項為執法重點目標觀塘警區將以下列各項為執法重點目標觀塘警區將以下列各項為執法重點目標觀塘警區將以下列各項為執法重點目標：：：：     

  � 維持前線強大警力及採取以情報為主導的行動，以防止及偵破暴

力罪案，並迅速地處理接報的罪案，包括家庭暴力案件。 

� 加強情報網絡，針對黑社會目標人物，並打擊黑社會的收入來

源，如非法收數等活動，以便積極打擊黑社會及童黨。 

� 確保策略性調配警隊資源，以防止及偵破揾快錢罪案，以及對付

目標犯罪組織。 

� 採取跨部門合作模式推動預防濫藥措施，特別針對青少年濫藥問

題。 

� 打擊涉及訪客、遊客及非法入境者的街頭罪案，特別是集團式操

控賣淫、街頭騙案及扒竊。 

� 因應情況加強執行「靈活執行交通法例政策」。 

 

     

     

     

     

     

     



 29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9999. . . . 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 ( ( ( (續續續續))))    

((((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 

 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    ----    警政大綱警政大綱警政大綱警政大綱    

 2005 2005 2005 2005 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    

 

  � 派派派派出數目強大的出數目強大的出數目強大的出數目強大的軍裝人員在街上巡邏軍裝人員在街上巡邏軍裝人員在街上巡邏軍裝人員在街上巡邏，，，，清楚展示前線警力清楚展示前線警力清楚展示前線警力清楚展示前線警力，，，，以防以防以防以防

止及制止止及制止止及制止止及制止暴力罪案暴力罪案暴力罪案暴力罪案、、、、『『『『搵快錢搵快錢搵快錢搵快錢』』』』罪案罪案罪案罪案及其他犯罪活動及其他犯罪活動及其他犯罪活動及其他犯罪活動，，，，包括非法包括非法包括非法包括非法

入境者及持雙程證人士所犯的罪案入境者及持雙程證人士所犯的罪案入境者及持雙程證人士所犯的罪案入境者及持雙程證人士所犯的罪案 

 

 

   � 在二零零五年，將軍澳分區共接獲 2,445 宗刑事案件的舉報，

較二零零四年的 2,542 宗減少了 92 宗 (跌幅為百分之三點

八)。 

 

� 觀塘警區成立的兩支特別隊伍會繼續全力打擊低密度村屋

及公共屋邨的爆竊案。在二零零五年，將軍澳分區共接獲 188

宗爆竊案的舉報，較二零零四年的 174 宗增加了 14 宗 (升幅

為百分之八點一)。 

 

� 隨著總區防止罪案科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推行的第一輪公

共屋邨通道管制計劃結束後，第二輪計劃已於二零零五年展

開。為了防止及打擊屋邨爆竊案，警方正與物業及保安公司

以及屋邨管理處攜手合作。年內，本區共舉辦過 12 個防止

罪案研討會。防止罪案科更特別為公共屋邨的保安人員設立

了一條查詢熱線，以便他們隨時就保安上的問題向該科尋求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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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9999. . . . 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 ( ( ( (續續續續))))    

((((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 

  � 打擊搶劫案是本分區另一個重點工作。在二零零五年，共接

獲 44 宗搶劫案的舉報，較二零零四年的 38 宗增加了 6 宗 (升

幅為百分之十五點七)。年內，共接獲 19 宗搶掠案的舉報，

較二零零四年的 21 宗減少了 2 宗(跌幅為百分之九點五)。 

 

� 在過去十二個月，共接獲 140 宗車內盜竊案的舉報，較二零

零四年的 156 宗減少了 16 宗 (跌幅為百分之十點二)。 

 

� 街頭騙案是將軍澳分區的另一關注所在。為了打擊這類罪

案，警區重案組組成了一支特別隊伍專責解決問題。我們要

求將軍澳的銀行職員留意提取大量現金的長者，提醒他們小

心被騙，及同一時間即時通知本區情報組人員採取進一步行

動。此外，警方亦透過派發宣傳單張，以加強長者防騙的意

識。在二零零五年，本區共接獲 29 宗街頭騙案的舉報，較

二零零四年的 36 宗減少 7 宗 (跌幅為百分之十九點四)。 

 

� 在過去十二個月，有 6 名非法入境者及 44 名持雙程證人士

因干犯罪行而在將軍澳內被拘捕；而二零零四年則有 10 名

非法入境者及 59 名持雙程證人士被拘捕。 

 

 

9999. . . . 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 ( ( ( (續續續續) ) ) )     

((((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    

  � 巡警小區專責制巡警小區專責制巡警小區專責制巡警小區專責制自二零零五年初實施以來，運作良好。將軍

澳分區一直維持高姿態軍裝巡邏警力，而東九龍總區會繼續

給予強大的支援。為了打擊搵快錢罪案，警方會貫徹執行強

大軍裝巡邏。有需要時，東九龍總區總部會調派額外資源至

本分區，以應付任何突發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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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 在在在在服務承諾所訂明服務承諾所訂明服務承諾所訂明服務承諾所訂明的時間內的時間內的時間內的時間內回應回應回應回應所有所有所有所有緊急要求緊急要求緊急要求緊急要求  9999. . . . 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 ( ( ( (續續續續) ) ) )     

((((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   � 在二零零五年，將軍澳分區共接獲 21,389 個「九九九」求助

電話，其中有 1,633 個屬於緊急求助。有 11 次未能在服務承

諾訂明的時間內到達，整體成功率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三。    

 

     

  � 透過透過透過透過情報主導情報主導情報主導情報主導的警務工作制止與三合會的警務工作制止與三合會的警務工作制止與三合會的警務工作制止與三合會、、、、色情色情色情色情、、、、毒品及非法賭博毒品及非法賭博毒品及非法賭博毒品及非法賭博

有關的犯罪活動有關的犯罪活動有關的犯罪活動有關的犯罪活動 

 

   � 將軍澳分區與區刑事總部繼續採取聯合行動，打擊區內的三

合會分子，尤其是涉及青少年的案件。區刑事總部亦與總區

刑事總部保持緊密聯繫，以便互相交換情報。此外，透過以

情報為主導的警務工作，我們亦成功令區內的三合會活動受

到控制。 

 

� 有關打擊有組織的街頭聚賭及販毒活動的行動仍在進行中，

區特別職務隊及將軍澳分區的人員一直不惜人力物力，以遏

止這類不法活動。 

 

     

9999.  .  .  .  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 ( ( ( (續續續續) ) ) )     

((((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 

 � 與其他政府部門與其他政府部門與其他政府部門與其他政府部門、、、、學校學校學校學校、、、、非政府機構及一般社區人士建立伙伴工非政府機構及一般社區人士建立伙伴工非政府機構及一般社區人士建立伙伴工非政府機構及一般社區人士建立伙伴工

作關係作關係作關係作關係，，，，以防止及減少非法活動以防止及減少非法活動以防止及減少非法活動以防止及減少非法活動，，，，尤其是青少年罪案尤其是青少年罪案尤其是青少年罪案尤其是青少年罪案 

 

   � 警方繼續採取「跨部門合作」模式處理青少年罪案。警方經

不同渠道，透過與其他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合作，將反罪

惡信息傳遞給年輕人。派發滅罪小冊子、在學校舉辦講座及

推行少年警訊計劃等工作仍會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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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9999.  .  .  .  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警隊事務 ( ( ( (續續續續) ) ) )     

((((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將軍澳分區)))) 

 � 加強宣傳道路安全和執行有關的法例加強宣傳道路安全和執行有關的法例加強宣傳道路安全和執行有關的法例加強宣傳道路安全和執行有關的法例，，，，以減少交通意外及違例事以減少交通意外及違例事以減少交通意外及違例事以減少交通意外及違例事

項項項項 

 

   � 在二零零五年全年，觀塘區交通隊聯同將軍澳分區人員在「交

通執法日」及其他特別行動期間共進行了 419 次行動，目的

是減少涉及行人的交通意外。警方繼續透過教育及執法，加

強市民的道路安全意識。    

 

       

  � 協助所有合法集協助所有合法集協助所有合法集協助所有合法集會及遊行順利進行會及遊行順利進行會及遊行順利進行會及遊行順利進行     

   � 一如以往，警方會繼續採取適當的措施盡量令所有合法集會

及遊行得以順利進行。年內，共有 37 次公共集會及遊行在將

軍澳舉行，期間沒有收到任何不愉快事故報告。 

 

     

  � 打擊恐怖活動打擊恐怖活動打擊恐怖活動打擊恐怖活動     

   � 所有前線人員均清楚知道他們有責任對任何與恐怖活動有關

的可疑事件保持警覺。將軍澳分區正與地方社區及有關組織

保持緊密聯繫，以打擊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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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0.10.10.10.    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    

((((社會福利署提供資料)    

(A)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維繫和加強家庭凝聚

力，促使家庭和睦，

協助個人和家庭預防

或應付問題，並為未

能自行應付需要的家

庭提供協助。 

    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預防、支援和輔導服務。 

將軍澳(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新辦事處將會於年內投入服務，而

將軍澳(東)及(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重置工作亦在積極進行

中。在更完備的設施配套下，將繼續提供全面、多元化及「一站

式」的整合服務。西貢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亦會擴充現有的辦事處，

以加強服務。    

    

                            

10.10.10.10.    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 ( ( ( (續續續續))))    (B) 康復服務 

(1) 提供所需的全面

康復服務，讓弱能

人士盡量發揮他

們的體能、智力及

社交能力。 

 

 

 

 

 

 

位於尚德邨尚美樓新設立的綜合康復服務中心將於年內全面投入

服務。 

 

    

                      

            (2) 教育公眾人士在

社交生活方面為

弱能人士提供平

等及全面參與的

機會，體現「傷健

共融」的精神。    

    社會福利署黃大仙及西貢區康復服務地區協調委員會將統籌並鼓

勵區內康復服務單位舉辦公眾教育計劃，以促進弱能人士與西貢

區居民之間的互相瞭解及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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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0.10.10.10.    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 ( ( ( (續續續續))))    (C) (1) 

 

長期護理服務 

長者宿舍將於本年逐步轉型為長期護理服務宿位，以配合本港逐

漸老齡化人口的需要。 

 

    

         (2) 

 

積極健康的年長生活 

鼓勵區內團體及非政府機構舉辦各項活動以推廣積極健康的年

長生活。 

 

 

         

安老服務 

提供服務，改善長者

福利，使長者能保持

自尊，繼續在社會生

活；並在有需要時提

供住宿服務，以迎合

長者的不同需要。 

 

(3) 加強社區支援服務 

增撥資源，加強長者家居照顧服務。 

 

                   

             

10.10.10.10.    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 ( ( ( (續續續續))))    (D) 兒童及青年服務 

為青年人提供機會及

協助他們成為社會中

成熟、有責任感及有

貢獻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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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0.10.10.10.    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 ( ( ( (續續續續))))        (1) (1) 現代化工程 

香港青年協會茵怡青年空間、香港家庭福利會藝進同學會青年坊

及西貢鄉事委員會西貢區社區中心將會進行現代化工程，使綜合

青少年服務中心成為一個既具吸引力又切合青少年需要的地方，

從而提高服務質素及成本效益。 

 

 

                

綜合青少年服務

中心 

結合兒童及青年

中心、外展社會

工作及學校社會

工作模式，提供

服務予青少年及

父母，藉此幫助

青少年達到個人

成長和發展。 

(2) 將軍澳青少年「夜墟」 

旨在利用將軍澳體育館作為活動場地，於深宵時份為區內的夜青

提供各種有益身心的活動及使用康體設施的機會以減低他們因在

街上流連而受不良影響的機會，活動每隔一個星期五晚上舉辦一

次，活動時間為晚上 11 時 30 分至凌晨 1 時 30 分。 

 

 

                 (3) 課餘託管和學習支援 

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免費名額, 使他們可使用非政府機構為 6

至 12 歲小學生而設的課餘託管服務。 

 

        

   (2) 家庭生活教育 

宣傳及推廣家庭

生活教育。 

 社會福利署及非政府機構會繼續就家庭生活教育，聯合推行宣傳

及教育計劃，以加強親子溝通技巧及互相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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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工作計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0.10.10.10.10.10.10.10.    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社區及福利服務 ( ( ( (續續續續))))社區社區社區社區

及福利服務及福利服務及福利服務及福利服務 ( ( ( (續續續續))))    

(E) (1)

  

社會保障服務 

“欣曉計劃” 乃一

就業援助試驗計

劃，協助綜援單

親家長/家庭照顧

者提升能力，達

至自力更生和融

入社會。 

    社會福利署於 2006 年 4 月起推行一個就業援助試驗計劃名為「欣

曉計劃」，為期 18 個月，凡最年幼子女為 12 至 14 歲的綜緩單親

家長和家庭照顧者均須參加。為協助參加者克服就業障礙，服務

包括： 

i) 協助他們取得最新的勞工市場資訊和其他支援服務，例如由政

府資助的全費豁免課餘託管、社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輔導和

支援服務等； 

ii) 幫助他們訂立積極求職的個人行動計劃； 

iii) 安排直接就業選配； 

iv) 按情況轉介他們參加特別就業援助計劃；以及 

v)提供就業後支援。 

v)v)v)v)        

 

                       

      (2) 自力更生支援計

劃 

    為加強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社署將推行連串措施，協助健全的綜

援受助人尋找有薪工作，擺脫貧困，其中包括： 

i) 擴濶地區就業發展網絡，尋求職位空缺，協助失業綜援受助

人重投勞工市場； 

ii) 加強社區工作，讓失業的綜援受助人在求職期間，能參與社

區服務，貢獻社群； 

iii) 推廣深入就業援助計劃，讓失業的受助人能透過非政府福利

機構營辦的一站式就業服務，加強受僱能力，儘快投入工

作；及 

iv) 加強個案審批程式，防止欺詐行為，濫用綜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