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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區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協調委員會 工作小組所屬機構之服務簡介 (排名不分先後)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    綜合家庭服務綜合家庭服務綜合家庭服務綜合家庭服務    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    
 為個人和家庭提供全面、整全和一站式的服務以滿足個人及家庭多方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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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兒童為重、家庭為本、社區為基礎」的服務方向而提供一系列的預防、支援和補救性的服務。  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及名稱 地址 聯絡方法 社會福利署 北沙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新界沙田禾輋邨 厚和樓 403-416 室 

電話﹕3168 2903 傳真﹕2607 1896 社會福利署 南沙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 沙田政府合署 831 室 

電話﹕2158 6593 傳真﹕2684 9195 社會福利署 北馬鞍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新界沙田馬鞍山耀安邨 耀欣樓地下 

電話﹕2691 6499 傳真﹕2688 6934 社會福利署 南馬鞍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新界沙田馬鞍山恆安邨 恆安社區中心五樓 

電話﹕3579 8654 傳真﹕2684 9050 明愛蘇沙伉儷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新界沙田沙角邨銀鷗樓 

A 座地下 101-107 室 

電話﹕2649 2977 傳真﹕2686 8740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    保護家庭保護家庭保護家庭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及兒童服務及兒童服務及兒童服務    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    
 為虐待配偶/同居情侶及虐待兒童問題的家庭提供服務 
 保障受到管養或監護事宜影響而經法庭轉介的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務  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及名稱 地址 聯絡方法 社會福利署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沙田)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 沙田政府合署 7 樓 716 室 

電話﹕2158 6680 傳真﹕2681 2557     頁一 2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    鄰里支援幼鄰里支援幼鄰里支援幼鄰里支援幼兒兒兒兒照顧計劃照顧計劃照顧計劃照顧計劃    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    
 配合因工作時間長或不穩定、有特殊困難而未能自行照顧兒童的家長需要，提供具彈性的兒童照顧及支援服務，計劃包含家居照顧及中心託管小組兩種。 
 在鄰里層面提供具彈性的日間幼兒服務，並同時提昇社區互助與關懷。  工作小組服務單位工作小組服務單位工作小組服務單位工作小組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及名稱 地址 聯絡方法 香港單親協會 賽馬會鄰里支援中心 新界沙田廣源邨 廣松樓地下 

電話﹕2994 9527 傳真﹕2777 8776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    家庭生活教育家庭生活教育家庭生活教育家庭生活教育    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    
 透過一系列教育性或推廣活動，例如座談會、講座、小組、家庭活動及展覽等，以加強家庭功能、鞏固家庭關係和預防家庭破裂。  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及名稱 地址 聯絡方法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家庭生活教育組 (沙田) 新界沙田新翠邨 新傑樓地下 23-31 號室 

電話﹕2697 3024 傳真﹕2692 6636 香港小童群益會 沙田區家庭生活教育組 新界沙田馬鞍山 錦泰苑商場 1 樓 

電話﹕2641 8454 傳真﹕2640 1048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    兒童及家庭支援單位兒童及家庭支援單位兒童及家庭支援單位兒童及家庭支援單位    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    
 為家庭提供各類以「成長」為主題的活動，鼓勵家庭善用社區資源，促進家庭成員身心健康發展及和諧家庭關係，建立共融社區。服務對象為 12歲以下的兒童及家庭。  工作小組服務單位工作小組服務單位工作小組服務單位工作小組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及名稱 地址 聯絡方法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沙田家庭成長軒 新界沙田新田圍邨 欣圍樓地下 

電話﹕2605 7155 傳真﹕2602 1424 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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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    短期食物援助計劃短期食物援助計劃短期食物援助計劃短期食物援助計劃    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    
 為難以應付日常食物開支的人士及家庭提供短期的食物援助。  工作小組服務單位工作小組服務單位工作小組服務單位工作小組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及名稱 地址 聯絡方法 沙田婦女會新田總會 新界沙田新田村 42A 電話﹕2633 5566 傳真﹕2633 5466     青少年服務青少年服務青少年服務青少年服務    ––––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    
 為滿足 6至 24歲的兒童及青年不同方面的需要，提供 4項核心活動，即(1)指導及輔導、(2)為身處不利環境的兒童及青年提供的支援服務、

(3)社群化服務及(4)培養社會責任和能力發展。  

 為了協助兒童及青年善用餘暇，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亦提供一些非核心活動，如偶到服務、興趣小組、青少年暑期活動及溫習/閱讀室服務。  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及名稱 地址 聯絡方法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顯徑會所 賽馬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新界沙田顯徑邨 顯運樓地下 

電話﹕2692 2035 傳真﹕2608 2861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賽馬會 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 新界沙田正街 21-27 號 沙田廣場 4 樓平台 

(沙田辦事處) 新界沙田禾輋邨協和樓 2 樓平台(禾輋辦事處) 

電話﹕2691 9170 傳真﹕2606 6351 

 電話﹕2698 3008 傳真﹕2606 6357 東華三院 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新界沙田火炭樂景街 2-18 號銀禧花園第三至第四座平台 

(方樹福堂服務處) 新界沙田穗禾苑商場 

1 樓 18 室 

(穗禾服務處) 

 

電話﹕2699 4100 傳真﹕2602 7167 

 電話﹕2602 1220 傳真﹕2602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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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馬鞍山(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賽馬會青年幹線 新界沙田馬鞍山耀安邨耀和樓地下 

電話﹕2641 6812 傳真﹕2640 3186     青少年服務青少年服務青少年服務青少年服務    ––––    兒童及青少年中心兒童及青少年中心兒童及青少年中心兒童及青少年中心    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    
 鼓勵兒童及青年參與有意義的活動，藉以促進兒童及青年的個人發展﹔透過引導及支持，促進家庭關係及其他人際關係，使他們胸懷社群，放眼世界。服務對象為 6至 24歲的兒童及青年。  工作小組服務單位工作小組服務單位工作小組服務單位工作小組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及名稱 地址 聯絡方法 香港神託會 沙角青少年中心 新界沙田沙角邨 沙燕樓 3 樓平台 1-10 號 

電話﹕2647 8816 傳真﹕2647 4980     青少年服務青少年服務青少年服務青少年服務    ––––    課餘託管課餘託管課餘託管課餘託管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服務簡介    
 為6至12歲的兒童提供支援性質的服務。如他們的家長因事、工作或其他原因暫時未能照顧他們，可考慮使用社區上的課餘託管服務。服務內容包括功課輔導、家長輔導和教育、技能學習和其他社交活動等。這服務是由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及「收費模式」營辦。 

 工作小組服務單工作小組服務單工作小組服務單工作小組服務單    服務單位及名稱 地址 聯絡方法 基督教協基會 沙田家長資源中心 新界沙田大圍新翠邨 新月樓平台 206-208 室及 新界沙田大圍新翠邨新偉樓平台 228-230 室 

電話﹕2601 3017 傳真﹕2699 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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