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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介 

西貢社區中心乃於一九七零年成立。於一九八九年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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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起，獲得公益金

基線撥款，資助鄉郊長者健康服務。本中心的服務得到不少地區人士及團體認同，近年積極開拓新

服務，包括短期食物援助計劃、流動基層醫療服務、生態導賞社會企業、西灣村郊復育計劃等，更

全面地回應鄉郊地區需要。 

我們於西貢及坑口鄉郊區服務已邁入五十載，為地區幼兒、兒童、青少年、家庭以至長者不同年齡

層的居民提供適切服務，更會就社會特顯問題開展專項工作，例如扶貧服務等，逐漸成為西貢區不

可或缺的社會服務單位。 

我們中心的願景，「連結社區、關愛村民、愛護自然」，希望可以連結社區上不同階層、文化的每一

個人；關愛社區上不論年齡、貧富、遠近的有需要人士，提供適切的服務；愛護這片美麗的山水、

保育環境生態，與人類永續共存。因此，我們一直根據鄉郊及社區的需要積極發展不同服務，貫徹

我們社區中心的使命。 

現時，本中心除綜合青少年服務由社會福利署資助，其它非政府資助服務例如鄉郊長者服務、幼兒

服務等均是自負盈虧，收入來源為服務收費、社會企業收益或各基金撥款包括公益金撥款、李國賢

基金、地區基金等。仰賴社會人士的支持及捐助，本中心服務得以持續營辦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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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序言 

1970年一眾鄉紳及有心人士成立了西貢區社區中心。為了本區青年提供了一個集休閒與學習的場所。

時至今日，本中心已發展成為一所綜合的社區服務中心，為西貢鄉郊區內的幼兒、兒童、青少年、

長者及家庭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及生活支援服務。我們會為有緊急需要的家庭,求助人提供即時介入幫

助，協助他們解決當前困難。然後透過社區資本項目，積極鼓勵受助人與社區連結，用互助互惠嘅

形式，達致助人自助，而不會因為孤立而成為長期依賴者。亦藉以提昇個人的幸福感。善用社區的

力量和天然資源，更可以有效地發展及幫助更多有需要人士。 

中心服務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磨練以及不斷完善，我想代表西貢區社區中心上下，向各位致以衷

心的感謝。感謝大家在過去的日子對本中心的支持和扶持，感謝大家對西貢社區及本區居民的關注

同愛護，在我們共同的努力下，共同建設一個更宜居的鄉郊生活模式。 

來年本中心將邁進 50 週年，我們有三大願景：連結社區、關愛村民、愛護自然。希望連結社區的力

量和天然資源，解決西貢鄉郊的服務需求──為青年人提供更多就業及發展機會、為家庭提供更多生

活支援、為長者提供更多健康照顧服務。以互補互惠，助人自助的精神持續發展及維持我們喜愛的

鄉郊生活模式！ 

西貢區社區中心主席 

袁土星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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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20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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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偉雄 先生 

財     務 張土勝 先生  

董    事 劉玉棠 先生 

劉錦麟 先生 

張溢良 先生, BBS, MH 

李福康 先生 

蕭俊傑 先生 

張丁嬌 女士 

蘇國興 先生 

陳權軍 先生, MH 

溫  強 先生 

專業顧問 黃於唱 先生 

黎明輝 先生 

黃文泰 先生 

法律顧問 車偉恒 先生  

董事會秘書 陳曉園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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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管治 

組織架構 

 

  

西貢區社區中心 

董事會 

總幹事 

服務總監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幼兒及家庭支援服務 

中心行政 

長者及基層醫療照顧服務 

公共關係及資源拓展 

鄉郊支援服務 

業務總監 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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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員 

總幹事 陳曉園 女士 Ms. Angie Chan 

服務總監 譚德開 先生 Mr. Adward Tam 

業務總監 陳培昌 先生 Mr. William Chan 

 

 

服務發展經理 (鄉郊支援及長者服務) 陳潔華 女士 Ms. Eva Chan 

服務發展經理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曾秋娜 女士 Ms. Florence Tsang 

服務發展經理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趙家輝 先生 Mr. Ken Chiu 

服務發展經理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馮素汶 女士 Ms. Soman Fung 

服務發展經理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盧仕璋 先生 Mr. Patrick Lo 

服務發展經理 (幼兒及家庭支援服務) 邱燕卿 女士 Ms. Bossie Hiew 

項目經理 (社會企業) 周堅場 先生 Mr. Jerry Chau 

業務經理 (社會企業) 曾繁康 先生 Mr. Arthur Tsang 

行政經理 (財務) 許建立 先生 Mr. Nestor Hui 

行政經理 (中心事務) 杜慧珊 女士 Ms. Erica To 

公共關係及資源拓展經理 蘇凱君 女士 Ms. Jenny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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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總幹事 

譚景華先生於 2018 年 10 月 12 日正式榮休，並由西貢區社區中心董事會委任陳曉園女士出任中心

總幹事。感謝譚總幹事過去二十五年的卓越領導，帶領中心全體同事，同心同德地將中心發展為一

所多元化的綜合社會服務機構，更全面地回應西貢社區之需要，亦為中心服務發展奠定了紮實的根

基。感謝譚總幹事的傑出貢獻，衷心祝願譚總幹事退休生活愉快。 

 

新任總幹事陳曉園女士於 2001 年加入本中心，曾擔任

青少年服務發展主任，自資服務及社會企業部門主管

及副總幹事一職等多個工作崗位，與本中心近十多年

的新發展服務一同成長。 

相信憑藉陳女士的經驗與學歷，定能帶領本中心繼續

堅守機構的價值及理念，盡心服務社區；同時創造新

的機遇，配合社會及地區的發展，讓機構更進一步成

為一間切合地區需要、緊貼時代變化、創新求變的綜

合社會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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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健康評估架構 

本年度陳總幹事引入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機構健康評估架構」為中心分析評估機構的健康及能

力程度。作為全港五間接收評估的非牟利機構之一，亦可以協助完善該架構，有益於日後其它機構

採用此架構以作改善。 

評估完成後，陳總幹事亦參與了社聯的全新 NGO「機構健康評估架構」分享會，與其它機構分享

及交流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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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事務 

員工培訓 

中心於本年度舉辦了「機構策略規劃工作坊」作

為職員退修日活動，希望與所有同事共同參與機

構未來發展方向的制定。 

工作坊上同事一同回顧了中心歷史，分析機構優

劣危機，了解機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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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設施 

本年度中心因應服務需要，成功申請牌照並加建了天糧食物糧倉、長者飯堂以及幼兒洗手間。 

另外亦添置配合綜合青少年服務家具及設施(青年閣新裝潢)。 

 

  

 

  

幼兒活動室 

長者飯堂及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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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週年預告 

不經不覺，西貢區社區中心已經於西貢及鄉郊地區服務了接近五十年，下年度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

年度將正式踏入五十週年！ 

屆時將會有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包括： 

2019 年 12 月  50 週年啟動禮暨服務巡覽 

2020 年 5 月  週年聚會暨服務分享會 

2020 年 8 月  青少年水上活動公開賽 

2020 年 11 月  出版《西貢故事 - 西貢情．50 載》 

2020 年 11 月  《社區營造與健康照顧的實踐》國際研討會 
 

 

 

 

  

1970 年西貢區社區中心揭幕禮 

2019 年西貢區社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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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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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培養正向思維及解難能力 

針對地區上青少年面對學習問題及社交壓力，中

心與學校及家長充份合作，使用各種方式協助青

少年減少負能量、緩和壓力以及增加自我認同。 

 

強化青少年支援系統 

透過外展手法、社群化及輔助小組為主，個案手

法為輔，引導青少年步向正確行為的認知，學習

團體生活正確的溝通技巧。同時與家庭建立良好

溝通機制。 

 

SEN 支援服務 

支援專注力不足或過度活躍、讀寫障礙及自閉之

兒童及青少年，改善課堂表現。 

  

學校服務 - 飛鷹訓練 

學校服務 - SEN 小組 

關愛村民 

理念 

提供全面的社區支援服務如：鄉郊長者健康服務、幼兒及家庭

支援服務、青少年服務及社會企業生態項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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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實踐/展現平台 

透過多項地區活動讓青年可以有實踐及展現自己

的平台，同時讓年青人多參與社區上的活動，培

養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 

提昇青少年認同感及能力感 

協助青少年建立成功的充權經歷，強化他們的自

信心。期望他們對社會及自己的將來有更具體的

規劃。亦鼓勵青少年能夠籌組自助小組或組織，

增加參與地區活動的次數；對中心的服務能夠提

供意見，甚至對地區事務、政策有倡議的動機。 

強化家庭功能 

針對雙職家長與其子女的問題，透過社群化或輔

助性小組為主輔以個案手法跟進，以社區教育手

法推廣良好親子關係對健康家庭建構的重要性，

提升家長對建立親子關係的重視；提升雙職家庭

關係建立及社區參與度；以及建立雙職家長及鄰

舍間的互助網絡。 

 

  

參與 糧船灣天后誕 

成長的天空 親子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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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及家庭支援服務 

  

「樂啟航 IV」計劃 

連續四年得到李國賢基金資助推行「樂啟航」計劃，本年度開展第四期服務。計劃服務對象為區內

基層家庭(16-20 個月大幼兒及其父母) ，目的為有需要幼兒提供適切照顧及啟導，提升幼兒社交溝

通、概念認知、大小肌肉及自我照顧等能力；提升家長育兒技巧及管教知識，教導家長與子女正面

溝通。 

  

Happy Kids 幼兒成長適應訓練小組 

配合幼兒的發展能力和興趣，分別以六大學習範疇為教學目標，圍繞每月主題設計多元化活動予幼

兒，協助幼兒提升社會適應及學習能力。 

  

樂啟航 互動遊戲 樂啟航 親子旅行 

Happy Kids Happy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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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親子班」服務 

為區內幼兒提供合適場地，協助幼兒正向發展；為區內家長提供專業知識，提升其育兒技巧、管教

知識服務對象。 

  

快樂寶貝(社交/情緒小組) 

為區內幼兒提供合適場地，協助幼兒在社交及情緒上得以正向發展。內容以遊戲為主，讓兒童能夠

自由暢快地把內心世界具體地表達出來、表達正負面感受、困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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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及基層醫療照顧服務 

促進醫社合作 

本年度中心於 2019 年 1 月 12 日舉行了《西貢康健樂同行－鄉郊醫社合作研討會》，讓多位社區領袖、

業界人士及社區關注團體更了解目前鄉郊長者的健康照顧服務需要，並共同探討在鄉郊發展醫社合

作及原村安老的路向。研討會邀請了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先生 BBS 太平紳士、醫護行者主席

范寧醫生、團結香港基金會首席研究員田詩蓓博士以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經理(長者創新及科技) 

陳文宜女士，分享對鄉郊醫社合作未來發展的看法。 

另外，中心亦與不同醫療服務單位合作，並結合於現有服務內容，進一步提升現有鄉郊長者服務。 

重溫研討會片段：https://youtu.be/c6N8IwVD_YA 

  

  

西貢康健樂同行－鄉郊醫社合作研討會 

左起：劉港生先生、陳曉園女士、 

林正財醫生 BBS, JP、范寧醫生 左起：譚領律先生 MH、田詩蓓博士、陳文宜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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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原村安老」服務模式 

以個案管理的手法，為鄉郊長者建立個人化的健康檔案，由護士、物理治療師、社工及保健員等組成的長者

服務外展隊，跟進其檔案並制定合適的跟進服務組合，落實及早介入。另專業同工為有需要長者每星期會提

供上門家居健康評估、康復訓練及醫療護理服務，大大改善隱蔽長者的健康狀況，減輕照顧者的壓力。本中

心亦設有「長者便利車」服務，因應個別不便外出的長者，提供醫院覆診、外出購物等預約接送服務。本年

度亦增加了服務名額、加強服務深度、服務 5 條非公益金資助的鄉村，讓更多有需要長者受惠。 

   

長者日間暫托服務  

針對西貢區內急需照顧，但暫未能獲得政府資助日間服務之體弱的鄉郊長者，中心透過「長者復康中途基地」

(日間暫托中心) 計劃，主要提供認知、運動、防跌訓練及藝術治療，同時舒緩護老者的照顧壓力，延緩長者

依賴院舍的時間。現時，該服務已恆常進行。服務亦設有「長者便利車」接載長者來回服務地點。 

 

  

2 部服務車輛分別由 
「香港公益金 設施資助計劃」及 
「華人永遠墳場基金」撥款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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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郊支援服務 

「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計劃 

「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計劃，為弱勢人士或家庭提供短期食物援助，以協助其解決在生活開支上

遇到的短暫困難。計劃的主要服務對象包括符合資格的低收入、失業、新來港、露宿、因突發事件

需要緊急救濟的人士及家庭。 

  

  

用「以人為本」的方式為長者製作人生故事冊 

26/6/2018 The Standard (HK) 
善心商戶贊助長者愛心團年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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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山探訪義工隊 

由一眾熱愛行山遠足之人士組成的行山探訪義工隊

已經成立一年多。由最初對探訪服務感到陌生及靦

腆，到現在已經跟不同的鄉郊長者建立起親切的關

係。除繼續為長者提供定期健康檢查、家居維修清

潔等，部份義工更經常相約長者用膳、交流近況。

中心社工樂見這樣的發展，亦非常感謝來自各界、

越發狀大的義工隊伍可以與中心相輔相成，將服務

帶入偏遠鄉郊。 

  

  

連結社區 

理念 

透過建設區內資本、提高鄰里互助意識，以鄉郊

的資源和力量服務鄉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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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友」長者社區陪診服務 

本著建立多元化義務工作服務配對、凝聚社區資本的宗旨，中心推行社區陪診服務，由本區經培訓

的陪診員協助居於偏遠鄉郊及行動不便的長者外出及覆診。 

  

Summer 乖孫 

讓社區上的小朋友與一班長者一起歡聚。透過互動讓小朋友認識人生中老年階段、學會關懷體諒老

人家；亦讓長者透過與可愛的小朋友接觸，重拾樂趣。 

  

 

社區陪診員訓練 社區陪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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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海濱樂園購物天地(海濱市集) 

本年度將海濱市集規模擴大，並將市集嘉年華化，定期舉行特別活動如街頭表演等。成功吸引更多遊客。 

並連結更多不同單位，豐富市集元素，帶來更多元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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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導遊樂團(蠔涌鄉土文化) 

  

連繫不同大專院校的教授及學生，透過親身體驗，感受西貢鄉郊蠔涌村風俗文化、了解原住民生活；

與村民對話，了解如何改善社區環境，滿足不同生活人群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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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基金計劃 - 飛越夢想 I  

  

透過師友配對、個人發展規劃、目標儲蓄以及一系列相關活動，促進弱勢社群兒童較長遠的發展，

鼓勵參加兒童規劃未來、養成建立資產的習慣，並同時累積儲蓄和無形資產，從而減少跨代貧窮，

以助他們拉闊人生視野和找尋未來發展路向。 

計劃已於本年度完滿結束。在友師及中心的協助下，所有友員亦已完成他們的個人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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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灣地區復育計劃 

「西灣地區復育計劃」是在本中心全力策動下，首個獲得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撥款支持的專項復育

計劃。項目旨在復育西貢西灣村地區原有的鄉村生態及展示西灣的人文歷史資訊，協助西灣文化的

保存和延續。本年度進行了「西灣遊客資訊中心」的優化工作、持續復墾耕地、舉行各項公眾活動

及教育活動，積極令公眾有機會親身認識和感受西灣村的文化和生態。 

 

 

 

  

愛護自然 

理念 

透過導賞及公眾活動，讓市民對西貢生態特點有

所認識，及對自然保護保育有進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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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闊自然 

推動包括探索、研發及推介具觀賞性及可持續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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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積極開發更多生態旅遊產品讓市民大

眾參與。 

 

火山探知館 

火山探知館是本港首個以火山學為主題的展覽館，由漁農自然護理署設立，本中心營運。探知館講

述古火山及其如何在漫長歲月中塑造香港地貌的故事；作為香港地質公園的門戶，亦提供多元化的

地質導賞團報名服務。 

  

   

西貢火山岩園區海路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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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周末有機農墟 

經過一年經營，今年度將農墟位置遷移到海濱市集對面，使海濱長廊越加豐富熱鬧。並且農墟經常與全港墟市

組織協作互動，亦舉辦不同特別節日如粟米節、西瓜節、洛神花節等吸引更多人關注推廣「有機文化」。 

    

 

西貢海岸清淨運動 

「環保基金 西貢海岸清淨運動」由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展開，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及環境運動委員會撥

款資助，西貢區社區中心主辦。項目召集及鼓勵一班義工進行海岸清淨工作，旨在帶動香港保育海岸的氛圍，

提高公眾對海洋污染和保育的認識，教育市民大眾保護沿岸環境，培養對待自然環境的正確態度，建設更清

潔的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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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會員數字 1,736 

服務節數 2,601 

特別群組 755 

社區策略 1,532 

出席次數 35,425 

網絡人數 3,097 

 

幼兒及家庭支援服務 

活動 30 節 906 人次 

小組 679 節 6,504 次 

個案 38 節 76 人次 

 

長者及基層醫療服務 

鄉郊長者健康推廣 

健康檢查 800 人次 

健康講座 1,440 人次 

健康大使比賽 300 人次 

身體訓練小組 6,240 人次 

大腦健康訓練 320 人次 

健康教育資源中心 3,750 人次 

樂齡長者社區參與 

長者義工訓練 115 人次 

長者興趣班 140 人次 

長者義工家訪 240 人次 

體弱長者支援服務 

個案跟進 60 個 

流動健康中心 270 人次 

照顧者支援服務 90 節 

鄉郊長者社區支援 

長者便利車服務 857 節 

愛心大使(行山探訪義工隊) 130 名 

物資捐贈計劃 120 人受惠 

家居維修計劃 180 節 

社區健康設施改善計劃 1,500 使用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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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闊自然生態導賞 

包團 71 團 2,492 人 

公開團 1080 團 11,709 人 

火山探知館 474 團導賞 10,993 訪客 

 

海濱樂園購物天地 

西貢周末有機農墟 

就業時數  5,680 小時（兼職職位） 

全年創造就業職位數目  
8 個兼職場地管理 

45 個兼職場地技工職位 

全年遊客人次  220,500 人次 

 

西灣地區復育計劃 

公眾團  41 人 

教育團  113 人 

義工活動  80 人 

 

西灣貢海岸清淨活動 義工活動 

2019-01-13 白腊仔 18 人 

2019-01-19 大浪西灣 23 人 

2019-02-24 東壩仔 26 人 

2019-03-17 白水碗 22 人 

2019-03-31 七重石灘 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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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故事 

揚帆破繭 

初次見到董潁洋（MOMO），與我印象中的香港運動員相差甚遠。她個子高高，說話腼腆，穿著校服與一般

的中六女生沒有什麼區別。很難想像她看似弱質纖纖，已經成為港隊成員。 

Momo 在中二的時候參加由中心舉辦的獨木舟訓練活動，從此與水上運動結下不解之緣。在中心的一次水

上活動中，她認識了一位朋友，被她對水上運動的熱愛所感染，這位朋友推薦她參加青訓的選拔，再加入港

隊，藉著這份水上奇緣，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 

運動員生涯並非外界想象中那麼簡單，在兼顧學業的同時，Momo 需要抽時間參加一個星期三次的訓練，

凌晨五點她就要醒來，執拾行裝離開將軍澳的家，前往位於沙田的水上運動中心接受 2 小時的訓練，訓練完

畢再返校如常上學。面對如此高強度的訓練，Momo 從沒覺得辛苦，反而為了自己喜歡的運動而付出努力，

她覺得自己充滿力量。 

水上運動給她帶來的，除了每個星期艱苦的訓練，還有堅韌的意志和不屈不撓的決心。幾年間，Momo 代

表香港參與大大小小不同的賽事，說起最難忘的回憶，她說衝出香港才知道自己的世界是如此的小，在香港，

自己的成績算是不錯，可以排到首三名，出到去代表香港，迎戰來自世界各地的強手，才發現，外面的天地

是如此廣闊，正所謂強中自有強中手，本來滿懷信心出去比賽，最後只能成為陪襯，心中失落在所難免。 

我忍不住問 Momo，那你失望嗎？ 

透過眼鏡，她的目光非常堅定，「我沒有失望，體育場上勝負是非常平常的事情，要接受自己，接受失敗才

能站起來繼續向前行。這是我從一開始加入中心的獨木舟隊時，顏姑娘（中心獨木舟訓練負責社工顏麗華）

教我的，我一直記在心裡，時時鼓勵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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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有什麼話要跟中心的師弟師妹說嗎？ 

聽到師弟師妹這四個字，Momo 忍俊不禁，抖動著肩膀笑起來。這時的她放鬆了下來，一臉的孩子氣。也

許腦海里回想著自己剛加入中心獨木舟訓練時的稚氣和趣事吧。原來 Momo 一直記掛著社區中心，時不時

也會回來探望顏姑娘，與一眾師弟師妹交流心得，也希望以自己作為榜樣鼓勵他們尋找自己的方向和合適自

己發展的平台。她最希望的是，中心可以繼續發展水上活動平台，為區內青少年提供更多不同的嘗試和引導，

讓大家可以在探索中找到自己擅長的方向，在過程中找到滿足感、存在感及認同感。 

西貢山清水秀背山面海，是香港優質的進行水上活動的好地方。而這一天然優勢亦被中心職員看中，結合青

少年服務，希望透過水上活動訓練為區內青少年及居民提供一系列的活動，讓他們更多地認識社區，從而留

在區內發展和建設社區。 

隨著服務不斷發展，現時中心已有超過 60 隻獨木舟，平均每年提供超過 104 節服務，為 416 人次提供活動

及訓練。 

在未來一年，我們希望繼續以相同手法，吸引更多區內青少年及居民參與水上活動，亦嘗試向更成熟更完善

的平台發展，實踐我們「關愛村民．愛護自然．連結社區」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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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傳訊 

   



  

西貢區社區中心 2018-2019 年報  35 

籌款 

SKDCC X emoji®  RUN 慈善跑 2018 

本年度中心舉辦了「SKDCC X emoji®  RUN 慈善跑」，作為機構的大型籌款活動，希望透過活動喚

起市民對居住在遠離市區之鄉郊長者的關注，為他們傳遞愛與關懷。活動籌得接近二十萬善款，作

為自負盈虧的鄉郊長者服務經費。同時，活動亦得到不少善心企業、團體及社會人士贊助或支持，

非常感謝各位善心人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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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協作 

24 小時慈善小艇賽 

受邀作為受惠機構參與西貢白沙灣遊艇會主辦之「24 小時慈善小艇賽」。 

 

連繫及邀請商界伙伴認識及參與中心服務。 
 

  

媒體報導 

 

 

  

2018-04-23 【社情 Scenario】 

基層醫療在鄉村 全面照顧長者健康 

2018-06-02 【RTHK 31 香港電台】 

香港故事 - 你想．香港：登陸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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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31 【香港經濟日報】 

香港地質公園 豈只六角岩柱咁簡單 

2018-11-30 【香港經濟日報 TOPick】 

西貢鄉郊服務隊尋找 300 隱世長者送暖 

2019-01-10 【星島《陽光校園》】 

西灣復育重視豐富生態 

2019-03-28 【政策．正察】 

「老而無醫•上」這麼近 那麼遠 

2019-04-04 【政策．正察】 

「老而無醫•下」基層醫療 因何重要？ 



 

38  西貢區社區中心 2018-2019 年報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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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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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錦權醫生慈善基金 

 李國賢基金會 裕達隆慈善基金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MGCY 明歌知欽慈善基金 

 兒童發展配對基金 香港有機生活發展基金 

 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 綠田園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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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鄉議局 世紀 21 奇豐物業 

 西貢區鄉事委員會 億利建設有限公司 

 坑口鄉事委員會 中電集團 

 香港警務處水警東分區 屈臣氏蒸餾水 

 香港警務處黃大仙警區 蘋果迷你倉 

 香港警務處將軍澳警區 Nippi Collagen 

 漁農自然護理署 安怡 Anlene Hong Kong 

 食物環境衛生處西貢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Sai Kung Yacht Eco Park Tour Limited 

 香港教育局 萬年華燒臘餐廳 

 香港學堂 Hong Kong Academy 葡匯咪走雞葡國餐廳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安信旅遊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黃杜汽車服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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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貢中心李少欽紀念學校 冠銘汽車有限公司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 晉裕有限公司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 西貢區體育會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綠惜地球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學系 基督教得生團契有限公司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 

 天主教新民書院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有限公司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西貢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青彩中心 

 救世軍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將軍澳青年空間 

 明愛西貢長者中心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茵怡青年空間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青年空間 

 仁濟醫院 香港青年協會康城青年空間 

 蠔涌村村公所 香港家庭福利會藝進同學會賽馬會將軍澳青年坊 

 海富樓、海昌樓及海泰樓互委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將軍澳綜合社會服務處 

 聖公會將軍澳安老服務大樓 西貢及黃大仙外展社會工作隊 

 風之孩子 - 接觸即興平台 社會福利署西貢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有機生活社 新界社區中心 

 菜聯社 香港紅十字會東九龍總部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基督教宣道會白普理景林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 

 義務工作發展局 里程工作坊 

 西貢街坊健兒會 西貢浸信會 

 明愛西貢社區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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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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