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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議會文件第 69/2016 號 (傳閱文件 )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2016-17 年度工作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簡介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民政處 )於 2016-17 年度的

工作計劃。   

 

 

持續進行的工作  

 

2.  在 2016-17 年度，民政處將繼續執行一貫的職務，包括支援區

議會及分區委員會等的運作和活動、向有關部門反映地區人士的意見

並作適當跟進、鼓勵大廈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及就大廈管理事宜提

供意見和適當的協助，以及協助政府部門就其建議向地區人士收集意

見。民政處本年度持續推行的主要工作簡列於附件內。  

 

 

2016-17 年度重點工作  

 

3.  在 2016-17 年度，民政處會繼續與黃大仙區議會、地區人士和

政府部門緊密合作，致力促進特區政府在地區層面與市民之間的溝

通、積極推動地區行政發展、加強社區聯絡、改善地區設施、美化居

住環境及在大廈管理事宜提供意見和適當的協助。另外，民政處會重

點推行以下四項工作：  

 

(a)  落實黃大仙區在「地區主導行動計劃」下的建議；  

 

(b)  繼續推展「社區重點項目計劃」下的工程項目；  

 

(c)  繼續推廣黃大仙區青年網絡的發展；以及  

 

(d)  協助二零一六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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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4.  為照顧區內居民對增設圖書館的需求，黃大仙地區管理委員會

(區管會 )建議在「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計劃」 )下以先導方式於區內

設立一所附有圖書館服務的資源中心。擬設的資源中心除了提供圖書

館服務外，亦會設置資訊站，為居民提供最新及切合居民需要的資訊，

包括政府新推出的服務項目內容、津助申請資格及表格、最新的交通

資訊、當區勞工處職位空缺資料等。同時，資源中心將提供報刊閱覽

服務及自修室，為不同年齡組別的居民帶來裨益。  

 

5.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區議會會議上，黃大仙區議會經

討論後，同意透過「計劃」推展資源中心以期盡快回應地區對增設圖

書館及自修室的殷切需求。黃大仙區議會亦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日的

會議上，通過以彩雲 (二 )邨啟輝樓地下 105 室至 106 號室（約七十平方

米）作資源中心之用。  

 

6.  區管會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一日的會議中通過落實啟輝樓的

選址。民政處已公開邀請區內非牟利團體申請設立及營運資源中心，

並安排有興趣的機構出席簡介會及實地視察。期望資源中心可於今年

年底啟用，為區內居民提供服務。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黃大仙廣場擴闊及改善工程  

 

7.  黃大仙廣場擴闊及改善工程已於二零一五年第四季開始動

工，若一切順利，預計工程將於二零一六年第四季完工。工程完成後，

廣場的面積將增加約百分之四十，並設置有不同的設施，如表演舞台

連更衣室及觀眾席上蓋，使參與活動的市民能夠在更舒適的環境參與

廣場內舉行的活動，也讓團體更充分利用這個熱門場地舉辦不同活動。 

 

摩士公園的康樂設施改善工程  

 

8.  摩士公園的康樂設施改善工程已於二零一六年第一季開始動

工，預計工程將於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完工。工程包括增大現有舞台面

積，改善座位，並同時擴建上蓋，以有效阻擋陽光對使用者的影響。

工程完成後可令表演團體及觀眾更有效善用有關場地設施及增加場地

使用率，以舉辦更多不同類型活動如粵劇和話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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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青年發展網絡  

 

9.  特區政府一向非常重視青少年工作，致力為他們提供多元化發

展及學習機會。民政處自二零一四至一五年開始獲得額外資源，成立

黃大仙青年發展網絡 (青年網絡 )，以加強政府在地區層面與青年人溝通

及聯繫。青年網絡由區內九位優秀青年或傑出學生組成核心小組，以

及六

活動計劃。  

 

10.  青年網絡以區內青年主導和帶領，以「認識社區」、「服務社

群」和「貢獻社會」為目標，於區內招募青少年加入網絡成為「青年

先鋒」。透過多元化青年活動、培訓和社會服務，引領青少年確立正

向人生觀、擴闊視野，共同推動社區發展；同時讓社區正面了解年青

人。  

 

11.  青年網絡自成立以來舉辦了超過八十項活動，涵蓋六大篇章，

包括團隊建立篇、生涯規劃篇、認識社區篇、關愛社群篇、貢獻社會

篇及海外交流篇，而其中最受年青人歡迎的活動，包括「獅子仔繪畫

比賽及展覽」、「暑期實習體驗計劃」、「一人一故事社區共融」、

「賞識黃大仙」、「青年主導社區服務計劃」、「獅子仔結伴同行」

社區服務，以及「新加坡青年交流計劃」等。  

 

12.  在 2016-17 年度，民政處會繼續以六大篇章為骨幹，構思和籌

辦更切合地區青少年需要的活動和培訓計劃，其中嶄新項目計有黃大

仙青少年足球隊和籃球隊、黃大仙青年話劇團、快樂小先鋒、夏日學

堂和越南交流計劃等。  

 

 

二零一六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13.  二零一六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舉行。為配合

選舉管理委員會的職務，民政處已於三月至五月期間進行了選民登記

工作，呼籲合資格而尚未登記為選民的人士登記成為選民，以及提醒

選民更改住址後須通知選舉事務處。民政處亦在是次選舉期間協助選

舉管理委員會，根據相關法例及指引籌備選舉的工作，確保選舉以公

開、誠實及公平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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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提交  

 

14.  本文件以傳閱方式請議員備悉，並請議員就民政處的工作計劃

提供意見。  

 

 

 

 

 

 

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六年十月  

檔案編號︰HAD WTSDC 13-5/5/53 Pt.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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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持續推行的主要工作  

 

 

(一 )  黃大仙區議會  

 

 黃大仙區議會 (「區議會」)轄下共有六個委員會、六個常設工

作 /專責小組和一個非常設工作小組 (請參閱附錄 A 的區議會組織圖 )，

並由本處提供秘書處服務及協助舉辦各類型社區參與活動。  

 

2.  區議會在 2016-17 年度共獲得 39,331,000 元的撥款，分別為用

作 推 行 社 區 參 與 計 劃 的 22,200,000 元 ， 及 推 行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的

17,131,000 元。秘書處會全力協助區議會審批各項撥款申請，並會小心

控制支出。此外，秘書處亦會負責處理議員的酬金及營運開支，及為

區議會安排訪問、實地視察、處理申訴和安排接見市民等工作。  

 

3.  在管理地區設施方面，區議會將繼續參與管理各類社區設施，

包括社區會堂、圖書館、公園及遊樂場、體育場館、公眾泳池等。由

民政處管理的社區中心 /會堂則共有七間，包括黃大仙社區中心、慈雲

山 (南區 )社區中心、慈雲山社區會堂、竹園社區中心、東頭社區中心、

鳳德社區中心及彩雲社區中心。民政處會繼續協助區議會管理上述設

施。  

 

 

(二 )  分區委員會的工作  

 

4.  黃大仙區設有四個分區委員會 (「分區會」 )，分別為東分區、

西南分區、北分區以及中分區。本屆分區會任期已於二零一六年四月

一日展開，為期兩年。分區會將繼續積極參與地區事務，包括定期舉

行會議和巡區活動，以及每年舉辦一連串社區建議活動，藉此提升居

民對社區的凝聚力及歸屬感。  

 

5.  西南分區委員會在 2016-17 年度將會舉辦重點活動元宵繽紛

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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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分區委員會每年都會舉辦多項地區活動，在 2016-17 年度將

會舉辦重點活動千歲宴。  

 

7.  北分區委員會在 2016-17 年度繼續舉辦四項社區建設活動，當

中包括探訪長者的義工行動日。  

 

8.  東分區委員會在 2016-17 年度繼續舉辦三項社區建設活動，當

中包括開心新年行大運。  

 

 

(三 )  地區撲滅罪行工作  

 

9.  黃大仙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滅罪會 )現有三十四位非官方委

員，任期由每年四月一日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滅罪會在區內展開各

項滅罪宣傳活動，所需經費來自區議會和其他方面的贊助。除了採用

該年的中央撲滅罪行宣傳運動的主題外，個別分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亦

針對區內的罪案特徵，設有特定的主題。  

 

10.  滅罪會在 2016-17 年度舉辦多項的宣傳活動，包括禁毒時裝比

賽、師友伴成長計劃、家在黃大仙–齊心共 [創 ]頒獎典禮暨嘉年華、家

家友凝~家社融和計劃、女生 TEEN「性」預防性罪行計劃、愛．同行

微電影播放及分享會暨關懷大使活動，及智能．溝通．正能量–親子

溝通計劃。另外，有見近年網上罪行增加，滅罪會特別舉辦「網上自

在遊」–黃大仙區預防網上罪行社區教育計劃以加強宣傳。  

 

 

(四 )  地區防火工作  

 

11.  黃大仙區防火委員會 (防火會 )現有三十五位非官方委員，任期

由每年四月一日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防火會除了就消防安全事宜向

政府部門提供意見外，亦藉著舉辦各項防火宣傳和教育活動，加強居

民的防火安全意識，並會與地方團體、學校和居民組織緊密合作，廣

泛宣揚防火安全的重要。  

 

12.  在 2016-17 年度防火會繼續舉辦多項活動，包括防火救心樂安

康、重陽節防止山火宣傳活動、黃大仙消防局開放日暨防火嘉年華及

火警演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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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地區青年工作  

 

13.  黃大仙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青年活動委員會 )現有三十一位非

官方委員，本屆任期由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為期兩年。青年活動委員會致力推動青年發展，促進青年與社區

之間的聯繫，加強青年對香港的歸屬感。本年度的工作目標是推廣青

年認識社會創新的理念；同時了解文化保育與社會發展的重要。重點

項目包括「潮人文化‧歷史探究」潮州文化考察之旅 2016、「社會創

新」工作坊暨黃大仙青年活動啟動禮及 iU.築動—黃大仙青年創新計劃

等。  

 

14.  此外，青年活動委員會繼續撥款資助區內 10 間學校、18 間非

政府機構及 4 間地區團體於暑假期間籌辦約 300 項多元化的活動，培

養青年多方面的興趣及豐富課餘生活。  

 

 

(六 )  社區聯絡和建設  

 

黃大仙區文娛協會  

 

15.  黃大仙區文娛協會 (「文娛會」)致力在黃大仙區推廣文娛藝術

活動，提高居民及區內人士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及認識，培養居民積極

參與社區的精神。為使文化藝術普及於社區，該會在 2016/17 年度舉辦

不同類型的文娛藝術活動。  

 

(i)  黃大仙區文化藝術節  

 

16.  為黃大仙區最大型的藝術節目，鼓勵本區有才華的人士，推動

本土藝術的發展。今年將會在本區統籌全港才藝大挑戰選拔賽、名家

滙萃書畫展、冬日舞得頂、懷舊金曲夜、綜合表演、粵劇折子戲、粵

曲及多項藝術班組等等。  

 

17.  透過一連串為期兩個月的活動 ,  推動區內社區藝術。  文娛會

會邀請本區的藝術家 ,  中小學 ,  機構及各持份者 ,  讓各階層的人士 ,  

包括青少年 ,  長者和復康人士擔任表演嘉賓 ,  以及負責本傳統文化工

藝攤位 ,  都能夠在平等的藝術空間 ,  來凝造對藝術的追求和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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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黃大仙社區藝術演出計劃 -賞心悅目星期二」  

 

18.  賞心悅目星期二計劃由二零零八年開始推出，至今已舉辦超過

七十場表演，超過一千多隊表演隊伍參與演出，表演者包括學生、在

職人士、退休人士及家庭主婦等。該節目成為了區內居民、團體及學

校的最佳文藝表演平台，除了使表演者展現藝術潛能，更能大大提升

居民的藝術欣賞能力。經過多年努力，它已成為了一個培育社區演藝

人才以及提升文化藝術普及化的長青節目。  

 

(iii)  黃大仙區送暖行動敬老粵劇欣賞會  

 

19.  敬老粵劇欣賞會將舉辦四場，每場會招待一千名長者參與。邀

請廣東粵劇團來港演出，他們華麗的服裝和精湛的演技，過往曾令在

場的長者看得如癡如醉，每場劇目都在熱烈的掌聲中完成。如此豐富

的節目，今年度將會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六至九日在黃大仙廣場舉行。  

 

(iv)  黃大仙區慶祝國慶六十七周年典禮暨步操  

 

20.  文娛會除舉辦文娛活動外，每年亦會聯同黃大仙民政事務處舉

辦國慶升旗禮及步操檢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加強巿民的國

家觀念，培養愛國精神及藉著活動鼓勵青少年朋友加入各制服團體，

培養紀律精神。步操檢閱已於今年十月一日在黃大仙社區中心露天廣

場舉行。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21.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於一九七三年成立，為十八區當中歷史最悠

久的兒童合唱團。合唱團一直以來致力推動區內兒童的音樂發展，透

過音樂訓練，成功啓發兒童的音樂潛能，以及培育了不少音樂人才，

對社區貢獻良多。另外，透過參與不同類型的社區活動，讓學員不但

提升了個人的音樂水平，更建立了良好的品德修養及對社會的責任

感。合唱團自二零一一年開始，每年都與民政處合辦「黃兒佳音處處

聞」聖誕報佳音活動，為社區增添佳節氣氛，並廣受地區人士的讚賞

及歡迎。今年「黃兒佳音處處聞」將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黃

大仙廣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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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  

 

22.  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 (康體會 )致力在黄大仙區發展體育運

動，鼓勵居民積極參與體育活動。在區內舉辦各式各樣的康體活動、

比賽和訓練班，豐富居民生活之餘，並推動巿民多運動，鍛鍊體魄。  

 

23.  為了持續在區內推廣普及運動，康體會於 2016-17 年度會舉辦

各項不同類型的活動和比賽，其中一項重點項目是第六屆無界限運動

同樂日，這活動將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舉行，目的是推廣社區

共融及運動的好處，內容豐富，包括讓傷健人士和少數族裔一同參與

的無界限競技賽、五人足球賽、籃球比賽、體育同樂攤位及運動體驗

活動等。  

 

24.  此外，本年度康體會會繼續舉辦 黃大仙區學界籃球比賽

2016、第四屆黃大仙盃 -五人足球賽、黃大仙區普及運動嘉年華暨足球

推廣日等。還有每年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合辧的運動比賽或同樂日，

計有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黃大仙區分齡田徑比賽、黃大仙區射箭

比賽、黃大仙區飛鵝山歡樂行、黃大仙區除夕社交舞之夜。  

 

25.  培育青年運動員亦是康體會其中一個使命，多年來康體會籌組

了多個體育區隊，代表黃大仙區參加各項全港公開賽事，為地區增光。

各支隊伍包括黃大仙區足球隊、晉龍 W.T.S 籃球隊、黃大仙長風籃球

隊、黃大仙區羽毛球隊及黃大仙區箭隊。  

 

黃大仙區健康安全城市  

 

26. 黃大仙區健康安全城市 (健康城巿 )於二零零七年成立，致力把

黃大仙區建構成一個「健康城巿」和「安全社區」，積極與政府部門、

區議會、地區團體、非政府和商業機構合作，共同舉辧不同類型的健

康安全活動。  

 

27. 為了持續在區內推廣健康安全訊息，健康城市在 2016-17 年度

繼續舉辦「黃大仙安健社區推廣計劃」。推廣計劃涵蓋四大範疇：  

 

(i)  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 (AED)推廣：目的是加強

巿民對救心和急救的認識。一系列活動包括 AED 資助

先導計劃、AED 急救技能訓練課程，以及與防火會於本

年十月十五日合辦的防火救心樂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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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黃大仙防跌八式太極推廣：目的是宣揚太極運動和增加

長者防跌意識。太極師傅會在區內傳授黃大仙區獨創的

防跌八式，並在本年十二月十日舉行「黃大仙區防跌八

式太極嘉年華」。  

 

(iii)  安健及正向人生推廣：會邀請黃大仙四分區委員會、屋

邨 /苑、學校、地區組織、長者中心等合作，舉行安健講

座和正向人生講座，提供身體檢查服務及舉辦家居安全

導賞團，並會繼續支持安健小社區比賽。  

 

(iv)  安健同樂日：於本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期間，逢星期六會

在黃大仙各分區舉辦「安健同樂日」，把安健訊息傳遍

黃大仙每一角落。  

 

 

(七 )  第六屆全港運動會  

 

28. 黃大仙區在第五屆全港運動會中取得優異成績，除獲得總季軍

外，更勇奪「最佳進步社區」獎及「最佳體育風尚社區」獎亞軍。第

六屆全港運動會將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下旬於區內進行選拔，並於二零

一七年四月至五月舉行。  

 

 

(八 )  大廈管理  

 

29.  黃大仙區現有 249 個業主立案法團、 15 個業主委員會及 142

個互助委員會。民政處將繼續積極聯絡區內私人樓宇業主及居民組

織，就大廈管理事宜提供意見，協助他們履行管理大廈的責任。  

 

30.  為加強支援私人樓宇，特別是「三無大廈」的需要，民政處會

繼續配合民政事務總署推行「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第二期），

由總署委聘的私人物業管理公司，為有需要的舊樓業主免費提供一系

列有關大廈管理的專業意見及跟進服務，讓舊樓業主更清楚明白必須

為自己的物業承擔責任，鼓勵及協助業主成立法團，並就大廈的日常

管理及維修保養等事宜向舊樓法團和業主提供專業的意見及協助。  

 

31.  在推廣大廈管理宣傳教育方面，民政處將一如以往舉辦大廈管

理講座，加強居民對大廈管理的認識，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大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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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地區小型工程  

 

32.  本處會繼續配合區議會的意見和決定，推行地區小型工程，以

改善區內的地區設施、居住環境及衞生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