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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2022



人人社區照顧者 - 社區關懷日



西貢鄉郊遠「觸」康健計劃 – 服務開展禮



樂學天地 - 生日及聖誕派對

中心童軍參與西貢龍舟競賽嘉年華



親子保育先鋒

情緒小管家



Mental Health Check In
Non-Chinese speaking children learned what is stress
and different emotions by this funny program; they
were enjoyable in making handcrafting works.

西貢家長加油站
家長們透過家長小組，互相分享資訊、交流管教心得及情緒抒發
與支援。在忙碌的生活中獲得同路人支持及喘息的空間。



西貢青年節「攀山越嶺」青年動起來計劃



SKDCC x Sailability Hong Kong
銀齡長者及照顧者帆船體驗日



「貢」家聚鄉情 - 鄉郊長者支援計劃

計劃於西貢鄉郊地區推行，透過建立「社、福、醫」跨界別協作平台，
以「家庭為本」作為介入點，招募及轉化區內家庭成員成為義工，建立
「鄉村互助隊」，在不同鄉村內舉辦多元化的社區關懷活動，促進「西
貢人照顧西貢人」的精神；亦透過長青共住及社區集體創作的手法，加
強區內青少年及鄉郊長者之間的跨代交流及合作；並推動「鄉郊長者配
對計劃」，及早識別及支援村內有需要的長者，以建構鄉土人情。

中心榮獲社會資本動力標誌獎
跨平台合作

中銀香港「童」歡樂．「耆」開心．齊共融



跨平台合作
微笑共行「貢獻．共獻」西貢人生命故事採訪

「貢」家聚鄉情 - 鄉郊長者支援計劃

自家製工坊——貢有心織織工作坊 長者配對計劃——瑜伽1+1



足球義工俱樂部 vs Hong Kong Academy
友誼賽



西灣有機農莊@工展會



所有活動及興趣班詳情及安排，以中心最後公佈為準，詳情請致電27921762向負責同事查詢。

班組名稱 舉辦日期 堂數 地點 時間 費用 Fee 對象 內容 名額 備註Remarks:

Class Name Date
Lesso

n
Place Time

會員
(Member) 

非會員
(Non-Mem)

Target Details Quota
負責職員/Staff︰
李貝賢Josephine

幼兒啟蒙繪畫班A 
(1月)
Nursery Drawing 
Class A
(JAN)

07/01-
28/01/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0:00-
11:00

HK$320 HK$360 3-5歲

透過顏色鮮明的油粉彩為
基本，配合不同的繪畫模
式及主題創作，加強兒童
對線條、空間及色彩之間
的運用，從而提升幼兒對
繪畫的信心及創作能力。

10

本課程由資深導師任教
1. 自備：A3畫簿（14.3/4 
x 11.1/4）、25色油粉彩、
圍裙及手袖
2. 繪畫班學員另需帶備基
本文具
3. 此乃長期畫班，舊生可
優先

幼兒啟蒙繪畫班A 
(2月)
Nursery Drawing 
Class A
(FEB) 

04/02-
25/02/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0:00-
11:00

HK$320 HK$360 3-5歲

幼兒啟蒙繪畫班B 
(1月)
Nursery Drawing 
Class B
(JAN)

07/01-
28/01/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1:00-
12:00

HK$320 HK$360 3-5歲

幼兒啟蒙繪畫班B 
(2月)
Nursery Drawing 
Class B
(FEB) 

04/02-
25/02/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1:00-
12:00

HK$320 HK$360 3-5歲

兒童繪畫智多星
FUN A (1月)
Children Drawing 
FUN A 
(JAN)

07/01-
28/01/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2:00-
13:00

HK$360 HK$390
6-10

歲 本課程以多種形式和筆法
去繪畫多元化的題材。透
過不同實物和圖片，讓兒
童學習色彩學、調色技巧。

10

本課程由資深導師任教
1. 自備：A3畫簿（14.3/4 
x 11.1/4）、25色油粉彩、
圍裙及手袖
2. 繪畫班學員另需帶備基
本文具
3. 此乃長期畫班，舊生可
優先

兒童繪畫智多星
FUN A (12月)
Children Drawing 
FUN A 
(FEB)

04/02-
25/02/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2:00-
13:00

HK$360 HK$390
6-10

歲



所有活動及興趣班詳情及安排，以中心最後公佈為準，詳情請致電27921762向負責同事查詢。

班組名稱 舉辦日期 堂數 地點 時間 費用 Fee 對象 內容 名額 備註Remarks:

Class Name Date
Lesso

n
Place Time

會員
(Member) 

非會員
(Non-Mem)

Target Details Quota
負責職員/Staff︰
李貝賢Josephine

幼兒啟蒙繪畫班C 
(1月)
Nursery Drawing 
Class C
(JAN)

07/01-
28/01/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3:00-
14:00

HK$320 HK$360 3-5歲 透過顏色鮮明的油粉彩為
基本，配合不同的繪畫模
式及主題創作，加強兒童
對線條、空間及色彩之間
的運用，從而提升幼兒對
繪畫的信心及創作能力。

10

本課程由資深導師任教
1. 自備：A3畫簿（14.3/4 
x 11.1/4）、25色油粉彩、
圍裙及手袖
2. 繪畫班學員另需帶備基
本文具
3. 此乃長期畫班，舊生可
優先

幼兒啟蒙繪畫班C 
(2月)
Nursery Drawing 
Class C
(FEB) 

04/02-
25/02/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3:00-
14:00

HK$320 HK$360 3-5歲

兒童繪畫智多星
FUN B (1月)
Children Drawing 
FUN B 
(JAN)

07/01-
28/01/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4:00-
15:00

HK$360 HK$390
6-10

歲 本課程以多種形式和筆法
去繪畫多元化的題材。透
過不同實物和圖片，讓兒
童學習色彩學、調色技巧。

本課程由資深導師任教
1. 自備：A3畫簿（14.3/4 
x 11.1/4）、25色油粉彩、
圍裙及手袖
2. 繪畫班學員另需帶備基
本文具
3. 此乃長期畫班，舊生可
優先

兒童繪畫智多星
FUN B (12月)
Children Drawing 
FUN B 
(FEB)

04/02-
25/02/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4:00-
15:00

HK$360 HK$390
6-10

歲

幼兒藝術創作班 (1
月)                     
Nursery Creative 
Art (JAN)

07/01-
28/01/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5:00-
16:00

HK$480 HK$510 3-5歲

通過多元藝術形式創作，
幫助幼兒更好的了解自身
與世界，重視藝術感知和
體驗，培養自主觀察能力，
開發內在潛能，如自信心、
自我表達能力、想像力及
溝通能力。內容：用輕黏
土，其他環保物料創作立
體塑像或生活物件。

8

本課程由資深導師任教
1. 自備：A3畫簿（14.3/4 
x 11.1/4）、25色油粉彩、
圍裙及手袖
2. 繪畫班學員另需帶備基
本文具
3. 此乃長期畫班，舊生可
優先

幼兒藝術創作班 (2
月)                     
Nursery Creative 
Art  (FEB)

04/02-
25/02/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5:00-
16:00

HK$480 HK$510 3-5歲



所有活動及興趣班詳情及安排，以中心最後公佈為準，詳情請致電27921762向負責同事查詢。

班組名稱 舉辦日期 堂數 地點 時間 費用 Fee 對象 內容 名額 備註Remarks:

Class Name Date
Lesso

n
Place Time

會員
(Member) 

非會員
(Non-Mem)

Target Details Quota
負責職員/Staff︰
李貝賢Josephine

兒童藝術創作班 (1
月)                     
Children Creative 
Art (JAN)

07/01-
28/01/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6:00-
17:00

HK$480 HK$510
6-10

歲

通過多元藝術形式創作，
幫助兒童更好的了解自身
與世界，重視藝術感知和
體驗，培養自主觀察能力，
開發內在潛能，如自信心、
自我表達能力、想像力及
溝通能力。內容：用輕黏
土，其他環保物料創作立
體塑像或生活物件。

8

本課程由資深導師任教
1. 自備：A3畫簿（14.3/4 
x 11.1/4）、25色油粉彩、
圍裙及手袖
2. 繪畫班學員另需帶備基
本文具
3. 此乃長期畫班，舊生可
優先

兒童藝術創作班 (2
月)                     
Children Creative 
Art (FEB)

04/02-
25/02/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6:00-
17:00

HK$480 HK$510
6-10

歲

鋼琴班D                        
Piano Class D

1-2月(逢四)
按月
收費

本中心
10:00-
18:30

$ 155                 
(初級)     

30分鐘

$ 165                
(一級)     

30分鐘

本區
人士 本課程採用個別教授模式

上課，透過專業的鋼琴培
訓，教授學生彈奏鋼琴技
巧及樂理。
♪導師可為學員代購買琴書
及為學員報考英國皇家音
樂試。

/ 1.此班組名額已滿，如有
興趣參加的會員，請在中
心的辦公時間內親臨或致
電本中心留名。
2.中心亦有鋼琴租借服務，
如學員卻想租借鋼琴，可
預先致電與負責職員聯絡，
購買琴卡。

鋼琴班B                                          
Piano Class B

1-2月(逢六)
按月
收費

本中心
10:00-
15:30

本區
人士

/

線上元氣日語基礎
課程 (1月) 

06/01-
20/01/2023 

(逢五)
3

ZOOM
線上

16:30-
17:30

HK$195 HK$225
6歲或
以上

本課程為初學者而設，內
容包括基本50音發音、文
法及日常用語及會話。 導
師透過生動的教學方式，
讓兒童輕鬆學習日本之聽、
說、讀、寫能力。

8

備註： 導師皆均考獲N1 
(日本語能力認定書) 合格
或以上成績，豐富教授日
語經驗。線上元氣日語基礎

課程 (2月) 

03/02-
24/02/2022 

(逢五) 
4

ZOOM
線上

16:30-
17:30

HK$260 HK$290
6歲或
以上



所有活動及興趣班詳情及安排，以中心最後公佈為準，詳情請致電27921762向負責同事查詢。

班組名稱 舉辦日期 堂數 地點 時間 費用 Fee 對象 內容 名額 備註Remarks:

Class Name Date
Lesso

n
Place Time

會員
(Member) 

非會員
(Non-Mem)

Target Details Quota
負責職員/Staff︰
李貝賢Josephine

K-Pop Babies (1月)

07/01-
28/01/2023 

(逢六)          
*21/01暫停

3 本中心
10:00-
11:00

HK$400 HK$430 4-6歲 課程利用現時最流行的韓
國音樂，由淺入深教導學
員基礎的舞蹈技巧，並會
加上MV中的招牌舞步，
令熱愛K-POP的你更加投
入，更容易上手。少女時
代、EXO……讓學員跳得有
型有款，趕快吧！趁這個
暑期Be the next K-Pop 
Star。

12

1. 本課程與「Miu‘s 
Theatre & Dance」合辦。
2. 學員請穿著運動鞋及運
動服裝。
3. 本課程設有延續班

K-Pop Babies (2月)
04/02-

25/02/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0:00-
11:00

HK$500 HK$530 4-6歲

K-Pop Dance  (1月)

07/01-
28/01/2023 

(逢六)          
*21/01暫停

3 本中心
11:00-
12:00

HK$400 HK$430
7歲或
以上

K-Pop Dance  (2月)
04/02-

25/02/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1:00-
12:00

HK$500 HK$530
7歲或
以上

Mirror Babies-小
鏡粉(1月)

07/01-
28/01/2023 

(逢六)          
*21/01暫停

3 本中心
12:00-
13:00

HK$400 HK$430 4-6歲

以人氣組合Mirror 舞曲作
藍本，由淺入深教導學員
基礎的舞蹈技巧，並會加
上MV中的招牌舞步，令
熱愛Mirror的你更加投入，
更容易上手 ，讓學員跳得
有型有款, 趕快吧!

12

Mirror Babies-小
鏡粉(2月)

04/02-
25/02/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2:00-
13:00

HK$500 HK$530 4-6歲

Mirror MV Cover 
Dance-中鏡粉
(1月)

07/01-
28/01/2023 

(逢六)          
*21/01暫停

3 本中心
13:00-
14:00

HK$400 HK$430
7歲或
以上

Mirror MV Cover 
Dance-中鏡粉
(2月)

04/02-
25/02/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3:00-
14:00

HK$500 HK$530
7歲或
以上



所有活動及興趣班詳情及安排，以中心最後公佈為準，詳情請致電27921762向負責同事查詢。

班組名稱 舉辦日期 堂數 地點 時間 費用 Fee 對象 內容 名額 備註Remarks:

Class Name Date
Lesso

n
Place Time

會員
(Member) 

非會員
(Non-Mem)

Target Details Quota
負責職員/Staff︰
李貝賢Josephine

跆拳道精英種子培
訓班A
(12-2月)

03/12/2022                          
-

25/02/2023 
(逢六)           

* 21/01 暫停

12 本中心
15:00-
16:00

HK$750 HK$800
5-7歲
或新

生

內容：
1. 教授跆拳道之技巧，藉
以鍛鍊兒童的體能、紀律
和意志力。
2. 本課程設有各級色帶考
試。
3. 屬長期訓練課程，有程
度、級別之分。

10

1. 本課程與「香港跆拳道
正道舘之教練」合辦。
2. 學員請穿著運動鞋及運
動服裝。
3. 本課程設有延續班

跆拳道精英種子培
訓班B
(12-2月)

03/12/2022                          
-

25/02/2023 
(逢六)           

* 21/01 暫停

12 本中心
16:00-
17:00

HK$750 HK$800
8歲或
以上

10

激FUN滾軸溜冰A 
(1月)                       
Roller Class A 
(Jan)

07/01-
28/01/2023 

(逢六)          
*21/01暫停

3

惠民路
滾軸溜

冰場

16:00-
17:00

HK$300 HK$330
初學
的參
加者

透過滾軸溜冰活動，加強
兒童體能、耐力、反應
等…同時亦徙中訓練他們
人與人之間溝通、合作及
個人品格。初階主要教授
內容：前溜叉步轉向、後
溜交叉步轉向、急速剎停、
橫溜等……

8

1. 本課程與專業溜冰導師
任教。
2. 學員請自行準備溜冰鞋
及安排裝備。
3. 本課程設有延續班

激FUN滾軸溜冰A 
(2月)                       
Roller Class A 
(FEB)

04/02-
25/02/2023 

(逢六)       
4

16:00-
17:00

HK$400 HK$430
初學
的參
加者

激FUN滾軸溜冰B 
(1月)                       
Roller Class B (Jan)

07/01-
28/01/2023 

(逢六)          
*21/01暫停

3

惠民路
滾軸溜

冰場

17:00-
18:00

HK$300 HK$330

已懂
滑行
的參
加者

10
激FUN滾軸溜冰B 
(2月)                       
Roller Class B 
(Feb)

04/02-
25/02/2023 

(逢六)       
4

17:00-
18:00

HK$400 HK$430

已懂
滑行
的參
加者



所有活動及興趣班詳情及安排，以中心最後公佈為準，詳情請致電27921762向負責同事查詢。

班組名稱 舉辦日期 堂數 地點 時間 費用 Fee 對象 內容 名額 備註Remarks:

Class Name Date
Lesso

n
Place Time

會員
(Member) 

非會員
(Non-Mem)

Target Details Quota
負責職員/Staff︰
李貝賢Josephine

Fun Fun English (1
月)

07/01-
28/01/2023 

(逢六)          
*21/01暫停

3

本中心
14:00-
15:00

HK$270 HK$300

4-6歲

本課程讓幼兒參與多元化
的教學活動，包括智能運
動、肢體語言及動作、兒
歌及角色扮演，培養他們
的體能、智力、語言及社
交發展，鞏固他們基礎，
迎接小學教育。

10

1.此課程與『莎士比亞學
習中心』合辦
2. 課程由外藉教師任教
3.費用已包筆記及教學材
料
4.學生自備基本文具及顏
色筆

Fun Fun English (2
月)

04/02-
25/02/2023 

(逢六)       
4 HK$360 HK$390

Jolly Phonics (1月)

07/01-
28/01/2023 

(逢六)          
*21/01暫停

3

本中心
15:00-
16:00

HK$270 HK$300

4-6歲

本課程根據英國拼音教學
法Jolly Phonics為基本，
外藉英語老師教授國際認
可音標符號Daniel Jones
的英語拼讀方式，掌握
200個英語字母組合，課
程配合圖像、學習卡、故
事及詩歌方法來學習。

10

1.此課程與『莎士比亞學
習中心』合辦
2. 課程由外藉教師任教
3.費用已包筆記及教學材
料
4.學生自備基本文具及顏
色筆

Jolly Phonics (2月)
04/02-

25/02/2023 
(逢六)       

4 HK$360 HK$390

瑜伽班C (2月)                                            
Yoga Class C (FEB)

07/02-
28/02/2023 

(逢二)
4

本中心
14:00-
15:00

HK$400 HK$430

本區
人士
舊生
優先
報名

現時廣泛流行的哈達瑜伽
(hatha yoga)，最適合初
學人士練習，無論是小孩
以至長者均可學習。本課
堂採循序漸進方式教授瑜
伽式子及呼吸法，藉此加
強身體協調能力。瑜伽亦
是忙碌都市人減輕壓力的
妙法，常習之不僅使頭腦
清醒，更能保持愉快的心
境。持之以恆不但可強身
健體，矯正身體偏差，更
能收美顏修身之效。

10

本課程由資深導師任教
1.參加者請自備水、毛巾
及穿著合適運動服及鞋
2. 此乃長期班，舊生可優
先

瑜伽班B (2月)                                            
Yoga Class B (FEB)

03/02-
25/02/2023 

(逢五)
4 HK$400 HK$430

手指算速算課程(2
月)

04/02-
25/02/2023 

(逢六)       
4

本中心
11:00-
12:00

HK$320 HK$350 4-6歲
手指算課程主要集中訓練
參加者手腦巧算的靈活、
運用及加強計算理念、訓
練學童有系統地對數字進
行整理與歸類，及培養對
數學的信心和學習興趣。

10

1. 此課程由教學經驗豐富
導師任教 2. 課程已包
筆記及練習 3. 
參加者自備基本文具珠心算速算課程(2

月)

04/02-
25/02/2023 

(逢六)       
4 HK$400 HK$430 4-6歲





親子迎春櫻花酥
日期： 14/1/2022 (星期六)

時間： 15:00-17:00

地點： 中心廚房

收費： 每對親子$150 (會員) / $250(非會員)
低收親子$60 *低收會員可申請費用減免，名額2對

對象： 6歲或以上親子

名額： 8對

內容： 活動由經驗導帶領，不需具備煮食經驗。透過一同製作迎春櫻花
酥，促進正面的親子互動，提升親子關係。

備註： 費用包括一份材料，2件櫻花酥

負責職員： 陳潔華 (Eva Missy) 



西貢家長加油站小組
日期： 5/1/2023 - 30/3/2023 (星期四)

時間： 09:30-11:00

地點： 本中心

收費： $0 (會員)/ $100 (非會員)

對象： 6歲至24歲兒童/青少年的家長

名額： 8名

內容： 資訊交流、情緒支援、互相分享、彼此支援

負責職員： 陳文婷姑娘 (Alice)







對面海村
日期： 每隔星期一

9/1/2023、30/1/2023、
13/2/2023 (遊戲班) 、
27/2/2023

時間： 16:00 - 17:30
地點： 對面海村泰湖閣對出空地
收費： 免費
對象： 附近街坊
名額： 20名

外展到村桌遊及故事活動
由中心職員及帶領小義工到各村推廣各項桌上遊戲、圖書閱讀、自由遊戲及各式各樣玩
意。有興趣的小朋友更可以借用玩具及圖書回家玩。
*無需預先報名，可於現場即場參加即可。 負責職員︰張姑娘(Liz)
追蹤FB專頁「Cwdf「貢」「童」齊玩流動樂園」，接收最新活動資訊！

蠔涌村
日期： 隔星期一

16/1/2023 (遊戲班) 、
6/2/2023、20/2/2023

時間： 16:00 - 17:30
地點： 蠔涌村康樂中心
收費： 免費
對象： 附近街坊
名額： 20名

北港坳村
日期： 隔星期五

6/1/2023、20/1/2023、
3/2/2023、17/2/2023

時間： 16:00 - 17:30
地點： 北港坳村村公所
收費： 免費
對象： 附近街坊
名額： 20名

沙角尾村
日期： 隔星期五

13/1、27/1/2023 (遊戲班)

10/2、24/2/2023 (遊戲班)

時間： 16:00 - 17:30
地點： 沙角尾村村公所
收費： 免費
對象： 附近街坊
名額： 20名

https://www.facebook.com/SkdccMrToy
https://www.facebook.com/SkdccMrToy


西貢小龍友
日期： 7/2/2023, 14/2/2023, 21/2/2023 (星期二) 

18/2/2023 (星期六)
時間： 7/2/2023, 14/2/2023, 21/2/2023 : 1630-1730

18/2/2023 : 1030-1130
地點： 7/2/2022, 14/2/2022, 21/2/2022 : 本中心

18/2/2022: 本中心及西貢市中心
收費： $50 
對象： 6歲或以上兒童
名額： 6名
內容： 想小朋友懂得用攝影眼看世界影靚相？小朋友將於活動中體驗不

同的創意攝影，學會一些基本的攝影技巧和提供一次外出西貢市
中心街拍的機會，實踐堂上所學。無須專業器材，只須學會一雙
攝影眼便能成為小龍友。

備註： 小朋友於活動中需自備手機或輕便相機，並需自行妥善保管。
負責職員： 沈sir



哇！蛙娃 Funny Fun Frog
日期： 20/1/2023 (星期五)

時間： 16:30-17:30

地點： 集合及解散: 本中心

收費： 免費

對象： 6歲或以上兒童

名額： 6名

內容：  傳授角蛙及小丑蛙知識
 近距離觀察及接觸角蛙
 體驗角蛙/小丑蛙餵食

備註： 內容與9/12/2022之「哇！蛙娃」相同

負責職員： 沈sir







青年職業培訓/訓練
青年就業培訓計劃

此活動為青年就業提供職前培訓及工作實習。
• 提昇青年對職業的工作知識及安全意識
• 提昇青年對職業的工作態度
• 提昇青年的自信心
本中心社會企業包括西貢海濱市集、西貢農墟
及水上活動訓練中心提供實習機會及就業機會。
對象：16-24歲青年

青年就業培訓計劃給新加入

的成員提供職前/在職技能訓

練、職安健和實習機會。

仲有團體合作活動及訓練。

培訓及工作機會，加入我們！

工作時薪：$60起

活動報名及查詢：2798 9073 /2792 1762 周Sir



青年/親子獨木舟體驗活動
為青年人帶來不一樣的體驗旅程活動，推廣水上運動，並
提升青年對水上活動的安全意識及興趣，激發未知潛能。

服務內容：
1. 獨木舟訓練課程
2. 獨木舟體驗旅程/獨木舟生態遊
3. 西貢區青少年獨木舟訓練計劃Olympic Hope
4. 龍舟體驗計劃

5. .學校及企業團團訓練（水上歷奇及旅程/生態包團）

水上活動訓練中心 - SKDCC

報名及課程查詢
WhatsApp: 9343 8647

電話：2798 9283 / 2792 1762 (曹小姐)

https://www.facebook.com/kayak.training.centre
https://www.facebook.com/kayak.training.centre




西貢長者健康網絡：此Facebook專頁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為鄉村公益樂延年一部份，提供各類健體資訊、社區健康資源、

健康咨詢等等予長者，藉以鼓勵他們建立建康生活習慣。

Like & Share 西貢長者健康網絡

https://www.facebook.com/%E8%A5%BF%E8%B2%A2%E9%95%B7%E8%80%85%E5%81%A5%E5%BA%B7%E7%B6%B2%E7%B5%A1-112926510882871
https://www.facebook.com/%E8%A5%BF%E8%B2%A2%E9%95%B7%E8%80%85%E5%81%A5%E5%BA%B7%E7%B6%B2%E7%B5%A1-112926510882871


備註：所有活動及興趣班詳情及安排，以中心最後公布為準，詳情請致電27921762向負責同事查詢。

中心現有不同保育項目，

詳情可在網站 www.skdcc.org 查閱

 拉闊自然生態導賞社會企業

 西貢有機農墟

 西灣復育計劃

 海岸先鋒計劃

 郊野公園植林優化計劃

 大欖郊野公園荃錦營地管理計劃

 綠趣田園



中心會員手機應用程式
中心最新推出會員手機應用程式，希望以後
同大家溝通及活動報名更加方便！
重點功能
 會員可透過此應用程式知悉中心資訊、

特別通告及小組通訊，接收中心最新消息
 查閱已報名活動、個人會藉資料

 活動報名及透過電子支付平台繳費

登入及啟動步驟
1. 下載並安裝程式
2. 啟動程式並輸入登記電郵及登入密碼
3. 如未登記成為會員，可在會員APP內註冊，

註冊後將於2個工作天內啟動會籍
(如有需要，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7921762，讓職員優先為你辦理)

4. 啟動後可開始使用中心會員手機應用程式
5. 手機應用程式可作為電子會員證，取代實

體會員證

下載
中心會員
手機APP

於Apple App Store / Google Play搜尋 SKDCC

iOS：https://apple.co/3u9oXLJ

Android：https://bit.ly/2QTLDSd

iOS Android

https://www.facebook.com/SKDCC
https://www.facebook.com/SKDCC
https://apple.co/3u9oXLJ
https://bit.ly/2QTLDSd


會員登記 - APP內註冊

選擇註冊
個人會籍 或
家庭會籍

選擇註冊新會員

https://www.facebook.com/SKDCC
https://www.facebook.com/SKDCC


會員登記 - APP內註冊

閱讀聲明後按繼續填寫所需資料

https://www.facebook.com/SKDCC
https://www.facebook.com/SKDCC


會員登記 - APP內註冊

如註冊家庭會籍請按
繼續註冊子咭，填寫
第二位家庭成員資料

完成後按繼續會彈出
同 樣 畫 面 ， 如 有
第三位家庭成員可按
繼續註冊子咭；如已
全部填寫完成請按
註冊完成



會員登記 - APP內註冊
註冊完成後會看到此畫面。
職員將於2個工作天內核准
您的會籍，屆時可以正式
登入使用會員APP。
如有即時使用需要，可於
辦公時間內致電27921762，
讓職員優先為你辦理核准
手續。

另外，會員亦需於註冊
成功後於會員APP內或親身
到中心繳交會費。
如發現會員未有繳交會費，
中心有權停止會員使用
會員程式或其它會員福利。



會員登記 - 繳交會費

選擇活動報名 選擇合適的
會員費選項

會藉 收費

個人 $20

附屬會籍
(家庭成員或
監護人)

$5/每人

家庭
$30(3人)
$30(4人)
$35(5人)



管治團隊

總幹事： 陳培昌

服務總監： 陳潔華*

行政總監： 胡子慶

項目總監 - 公共關係： 蘇凱君

中心行政

余蔚欣 劉大麟

白倩兒 張蔓丹

鄭晴伊 何七嬌

郭好妹 唐志英

保育項目

曾繁康 李慕韞 石宝兒

嚴寶運 陳綺雯 袁宗儀

廖寶洪 梁積英 陸皓翔

林永興
*註冊社工

社會服務

陳文婷* 周堅場 譚嘉晴* 曾憲㦡*

方心惠* 姚德錦* 李日朗 劉廣文

杜子傑* 曹善頤 蘇美寶 李明蘭

施曉琳* 潘俊軒 周炳森 姚穎儀

曾春燕* 鄭翠虹* 湯文軒 黃健生

李貝賢 吳嘉薇* 黎志華 劉寶華

潘潔貞 沈子謙* 陳依華 周陽明

張睿珈 蔡錦蘭 蘇翠儀 陳愛明

張沛筠 林佩珊 文蓮枝 李秋麟

祝紅飛 蔡少明 郭倩敏

杜偉德



~亦可在中心網站 www.skdcc.org 查看~

http://www.skdcc.org/


~亦可在中心網站 www.skdcc.org 查看~

http://www.skdcc.org/


落實服務標準提供優質服務
為了向市民提供優質服務，本中心受社會福利署津助之服務已全面落實其釐
定的「16項服務質素標準」及定時作出檢視，範圍如下：

標準一 ：服務資料 標準二 ：檢討及修訂政策和程序

標準三 ：運作及活動紀錄 標準四 ：職務及責任

標準五 ：人力資源 標準六 ：計劃、評估及收集意見

標準七 ：財政管理 標準八 ：法律責任

標準九 ：安全的環境 標準十 ：申請和退出服務

標準十一：評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標準十二：知情的選擇

標準十三：私人財產 標準十四：私隱和保密

標準十五：申訴 標準十六：免受侵犯

中心對上述各項標準定有推行的政策和內容，市民如有需要查詢或提供意見，
歡迎與中心職員接洽。我們願為您不斷地改善及優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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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倡自強撥款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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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獲得生態自然保育基金撥款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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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服務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幼兒及家庭支援服務

長者及基層醫療照顧服務

鄉郊支援服務

社區網絡及資本建設項目

生態保育項目

成為會員!

任何人仕均可申請成為本中心會員，申請手

續簡單，只須填妥申請表格及並親臨本中心

繳交年費便可。或可於中心會員APP登記。

新會藉有效期至31/3/2027屆滿，請留意閣

下會員証有效日期，並請盡早辦理續証申請。

會藉 收費

個人 $20

附屬會籍
(家庭成員或監護人)

$5/每人

家庭
$30(3人)
$30(4人)
$35(5人)

http://www.skdcc.org/support_us.php?cate=2
http://www.skdcc.org/support_us.php?cate=2




暴雨 / 颱風
雷暴
警告

黃色
暴雨

紅色
暴雨

黑色
暴雨

一號
颱風

三號
颱風

八號颱風
或以上

中心開放/活動安排 活動舉行前一小時開始生效 活動舉行前兩小時開始生效

中心開放 照常 照常 照常 暫停開放 照常 照常 暫停開放

中心內舉行之室內活動 照常 照常 照常# 取消 # 照常 照常# 取消 #

出外活動
( 參觀、交流、宿營等 )

照常
*( 如預計天氣迅速惡

化，中心可取消
活動 )

照常 取消 取消 照常 取消 取消

野外活動
( 野外露營、旅行

水上活動、遠足等 )

如 屬 社 會 企 業 項
目(獨木舟或龍舟
等水上活動除外)，
需 視 乎 活 動 地 區
實 際 天 氣 而 定 ，
帶 隊 職 員 或 導 師
作 最 終 決 定 ； 如
屬 社 會 服 務 ， 當
雷 暴 警 告 範 圍 覆
蓋 活 動 地 區 時 ，
活 動 將 會 取 消 或
延期

照常
*( 如預計天氣迅速惡

化，中心可取消
活動 )

取消 取消

照常
*( 如預計天氣迅速惡

化，中心可取消
活動 )

取消 取消

備註：
1. 所有已繳交的費用，包括班組註1、活動註2及服務註3，如因「惡劣天氣 或 疫情」不可抗力之因素(一般依據政府/政府部門指引)，將不會安排補堂及依

據機構退款政策安排有關退款，參加者報名前須先閱讀有關條款。
2. 會員及訪客請避免於天氣惡劣情況下前往中心。
3. 倘若八號或以上颱風或暴風信號及黑色暴雨警告除下時，距離中心當日關閉的時間不足兩小時，當日將不會開放。
4. 以上事項，中心不會作另行通知，如有查詢，請致電-2792 1762  天氣查詢電話-1878200
5. 本中心保留一切活動最後安排之權利。
#天文台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幼兒班組/活動/服務停止。
唯幼兒託管服務在天文台懸掛三號風球/紅色暴雨警告信號，仍會開放予有需要的人士，但家長需確保接送幼兒的安全。

* 如預計天氣迅速惡化，中心可取消活動。 在8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取消後，中心於三小時後儘快恢復服務。
註1﹕班組泛指各室內活動小組、興趣班 註2﹕活動泛指戶外活動、遊戲日等 註3﹕服務泛指室內及戶外進行之服務

退款手續：
1. 於本中心報名的退款者請於公佈活動取消日期後一個月內，預約負責職員申請退款，逾期恕不辦理。退款手續完成前，參加者應妥善保留收據。
2. 本中心亦不設網上退款服務。
3. 所有透過網上報名所收取的手續費將一概不獲退還。

機構退款政策：
1. 如因「惡劣天氣 或 疫情」不可抗力之因素(一般依據政府/政府部門指引)而無法推行之服務：

• 如因惡劣天氣 / 疫情 而停辦之班組或活動，如屬
 興趣班及遊戲學習小組(即：Playgroup)，本中心不會另行補課或改期，所交費用將扣除20%行政費用後退回餘額；
 班組或活動，將安排改期(唯所改日期如參加者未能出席，所繳費用恕不退還)或取消。取消活動所交費用將扣除20%行政費用後退回

餘額。
• 弱勢家庭可獲豁免因以上原則取消班組/活動而扣除之行政費用：

 包括(但不限於)：領取在職家庭津貼、書簿津貼及綜援受助人。
2. 如中心主動提出班組及活動 更改 或 取消(如：參加人數、場地安排或其他因素)；參加者所繳費用，會按程序全數退回。
3. 本中心不接受參加者因私人事故，而缺席活動之退款申請。
4. 個別班組/活動受個別資助款項單位退款指引所限，機構將按之為準；並會將有關條款註明於活動報名資料上，參加者報名前須先閱讀相關條款。
5. 所有透過網上報名所收取的手續費將一概不獲退還。
6. 本中心保留更改活動及退款決定之權利。



Stay Safe & Healthy!



中心場所內已張貼
「 安 心 出 行 」
二 維 碼 QR code
到 訪 中 心 人 士
可 自 主 通 過 掃 瞄
「二維碼」，記錄
自 己 進 出 中 心
的時間，協助減低
病毒在社區散播的
風險。
如 有 場 所 出 現
COVID-19 確 診
個 案 ， 程 式 會 向
相關用戶發出通知
和作出健康建議。





連結社區 關愛村民 愛護自然

西貢區社區中心 SKDCC 西貢區社區中心

skdcc@skdcc.org

西貢美源街8號 www.skdcc.org

2791 02472792 1762

https://www.facebook.com/SKDCC
https://www.facebook.com/SKDCC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aKA07DzV-q4biaRCt3HGEA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aKA07DzV-q4biaRCt3HGEA
http://www.skdcc.org/
http://www.skdc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