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福利署沙田區福利辦事處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工作計劃

「沙田人・愛同行」

目的

本文件旨在介紹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沙田區福利辦

事處（下稱「辦事處」）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的工作計劃。

地區特色及需要  

2. 根據規劃署編製的《人口分布推算  2020-2028》，按區議會

分 區 劃 分 ， 二 零 二 零 及 二 零 二 一 年 沙 田 區 的 推 算 人 口 分 別 為  
706 000 及 717 800，為全港人口最多分區。當中  65 歲或以上的長

者推算人口分別達  127 000 及 136 000，預期未來沙田區的長者人

數會持續增加。另外，政府統計處出版的《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人

口及住戶統計資料》顯示，二零一九年沙田區共有  235 100 個住

户，而平均每戶有  2.9 人，可見區內家庭結構主要為核心家庭。  

3. 社會經濟方面，政府統計處《  2018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顯示，沙田區的貧窮率為  14.9%，在所有區議會分區中排行第九。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 沙田區有  15 408 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個案

佔全港總數約 7%，其中

，

77%為長者或殘疾人士個案，其次為單親

，

人士個案，佔  14%。來年，區內將會相繼有新公共屋邨及資助出售

房屋落成，我們預計除了安老及康復服務外，市民對家庭、兒童及

青少年的服務亦會有一定需求。

工作回顧  

4. 辦事處一直在地區層面負責策劃及統籌區內的社會福利工

作，在社署恆常提供的福利服務之外，透過與跨界別的協調和合

作，在區內推行多元化的社會福利服務。去年，我們以「資源共享

聚愛沙田」為主題，聯繫及連結區內不同的非政府機構、團體、學

校、政府部門等相關持份者，於七大工作目標包括：  (一 )家庭及兒

童福利服務、  (二 )安老服務、  (三 )青少年服務、  (四 )康復服務、  (五 )
支援新屋邨居民及建立關愛社區、  (六 )義工服務及  (七 )特別社區／

學校支援服務的基礎下，在區內進行了超過  250 項協作計劃及活

動，參與及受惠人次超過  46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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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工作重點  

5. 經歷過去年艱難的時間，社會上各階層的市民均受到不同

程度的影響，同時亦考驗個人和家庭的抗逆力。為了鼓勵大家一起

積極面對各種挑戰，我們以「沙田人・愛同行」作為今年的主題，

並制定了以下四大工作目標：

（一）關心身邊人，強化家庭功能  

6. 辦事處緊密協調區內的福利服務單位及地區團體，在二零

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舉辦了「牽手同行小組」、「彩虹〝侶〞程」婚

姻小組及「快樂家庭月」大型社區活動，以建立家庭凝聚力及強化

家庭功能，合共  1 400 人次參與。另外，透過「你入局、即中伏」

的宣傳短片及舉辦「愛・加力」嘉年華和同系列的多項小組活動，

以促進家庭成員間的關懷和支持，合共  1 600 人次參與。在支援離

異家庭服務方面，辦事處為區內同工、持份者和學校人員舉辦多場

「共享親職」服務簡介會和兒童管養權的培訓講座，另安排到訪去

年新成立的「共享親職支援中心」，藉以提升業界的專業知識及敏

感度，總參與人次超過  600。在公眾教育方面，辦事處亦舉辦「共

享親職」家長教育講座，以及在區內人流集中的地方利用流動宣傳

車及設置流動諮詢站，向社區人士宣揚「共享親職」的訊息及加強

教育工作，約  2 400 人次參與。辦事處為區內合共  140 位社工及教

師舉辦了兩場「處理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培訓工作坊，並為高衝突

家庭舉辦了「共建和諧家庭」男士學習小組、「婚姻方程式」專題

講座，和「童聲童戲」表達性藝術治療小組，以加強推動「停止家

暴」學習計劃，以及支援身處父母婚姻衝突或家暴中的兒童，約  
200 人次參與。  

7. 今年，面對社會的急速變化、疫情的衝擊及經濟下滑，家

庭成員在經濟、子女管教、家庭關係、情緒管理等各方面皆承受着

沉重的壓力。為了應對當前的挑戰，辦事處會透過協調區內福利服

務單位及非政府機構推行具針對性的服務計劃及籌辦不同類型的

活動，其目標旨在強化家庭功能、舒緩家庭壓力、支援有需要家庭

及重塑和諧健康的家庭關係，內容包括：  

(i) 辦事處會聯同區內福利服務單位，透過舉辦多元化的小

組及各項活動，重塑個人與家庭的關係，提倡正向思維

及積極互動。同時，會繼續與學校及福利服務單位合作

推廣正向親子溝通技巧，並製作第二輯「你入局、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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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宣傳短片，從青少年的角度出發鼓勵他們與父母進

行正向溝通；  

(ii) 辦事處會聯同區內福利服務單位舉辦「關懷家庭大使」

計劃，組織及推動義工探訪有需要的家庭，及早識別及

介入有潛在危機的個案，以提供適時的支援。我們亦會

推動區內福利服務單位及地區團體響應「快樂家庭月」

並以「一起服務  2020」為主題舉辦社區服務日，鼓勵社

，

區人士及家庭透過參與義務工作，關懷有需要人士，共

同創造快樂體驗，建構關愛社區。辦事處亦明白基層家

庭的生活更受疫情影響，會聯繫福利服務單位及地區團

體加強提供支援服務，其中包括贈送物資及舉辦更多家

庭活動，以協助他們積極面對和渡過逆境；  

(iii) 為區內的核心家庭加強幼兒照顧服務，並配合新設立的

資助獨立幼兒中心開展全日制託兒服務，與營辦機構合

作推廣幼兒照顧服務及培養育兒的技巧，為家長提供所

需支援；  

(iv) 辦事處將繼續在地區宣揚「共享親職」的訊息，亦會為

離異父母提供專業輔導、小組活動及專題講座，讓離異

父母掌握如何有效合作溝通，並會為受影響的子女提供

個案及小組支援，以減輕他們因父母分開產生的傷痛，

讓兒童得以健康成長；及  

(v) 辦事處亦會為區內的前線社工和專業人員安排培訓工

作坊、分享會及相關活動，並且促進業界交流和溝通，

及早識別和介入有需要的家庭，以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二）加強社區協作，推動安老扶弱  

8. 沙田區的長者人口持續而顯著增加，安老服務一直是辦事

處工作計劃的重點之一。去年，我們除了透過兩個「沙田區長者服

務協作計劃」、 28 項「老有所為」活動計劃及探訪區內的私營安老

院，推動及協調區內非政府機構提供不同內容和形式的安老服務，

亦響應社署在全港推行的「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及「護老

同行」計劃，推行了一連串有關認知障礙症的社區宣傳及教育活

動。在沙田區完成推行的安老服務計劃及活動合共有  59 個，受惠

人次超過  15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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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承接去年的工作方向及效應，今年辦事處會繼續推動居家

安老，以及支援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及護老者為重點，包括以下

各方面的工作：  

(i) 加強區內長者服務單位的協作，推廣以小區模式共同

為區內的長者及其家人提供全面的支援服務，同時讓

有需要的長者、家人和地區人士更容易掌握有關服務

的資訊；  

(ii) 成立「沙田人・愛同行－腦友大聯盟」，加強與醫院、

非政府機構及相關政府部門協作，支援患有認知障礙

症的長者及護老者，舉辦跨專業培訓和分享會，並推

行公眾教育活動，以加強社區人士對認知障礙症的認

識，推動社區互助；及  

(iii) 舉辦「沙田區護老者嘉許計劃」，支持和肯定護老者

在照顧體弱長者上的努力和貢獻，同時喚起社區人士

對護老者的關顧。  

10.  去年，辦事處協調區內康復服務單位進行七個「沙田區康

復服務協作計劃」，在此計劃下為區內的殘疾人士提供服務或舉辦

了不同性質的活動。在辦事處的協調下，相關非政府機構下的服務

單位亦合作推行了  50 項社區精神健康公眾教育活動、共融嘉年華

及殘疾人士照顧者嘉許計劃等項目，藉此提高社區人士對精神健

康的關注，以及關顧殘疾人士和他們的照顧者的需要。  

11. 辦事處今年會繼續促進區內康復服務單位的協作，為殘疾

人士及長期病患者提供所需服務。有關工作項目如下：  

(i) 協調區內康復服務單位推行「沙田區康復服務協作

計劃」，特別關注年長的殘疾人士及支援他們的照

顧者，以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及其家長；  

(ii) 加強區內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康復服務單位、

社署服務單位、醫院、學校、社會服務機構及相關政

府部門的交流，合作舉辦有關社區精神健康的公眾

教育活動，以提升沙田區居民對精神健康的關注及

對精神病康復者的接納；及  

(iii) 鼓勵及推動康復服務單位加強對殘疾人士照顧者的

支援，包括加強宣傳暫顧服務和舉辦舒緩壓力活動，

以及安排義工訓練和探訪，達致社區關愛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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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育青少年，促進全人發展  

12.  辦事處去年通過推行不同的協作計劃及培訓項目，包括資

助青少年服務單位推行合共  16 項「沙田區青年社區大使」協作計

劃，幫助青少年建立正向及積極價值觀。計劃共培訓了  153 名青

年社區大使，他們更透過義工服務回應區內的需要。為促進青少年

的精神健康，辦事處聯同青少年服務單位，為區內的中學生舉辦互

動講座及體驗活動，增進學生對情緒病及精神病患者的了解及提

高其敏感度。同時，我們整理了與青少年精神健康有關的資訊總

覽，發放給區內的服務單位及地區人士，方便查閱及轉介個案。為

了讓青少年認識安老及康復服務的工作範疇及發展機遇，辦事處

透過培訓及安排中學生到區內的安老及康復單位進行影子工作體

驗，共有  77 名青少年接受了相關培訓，他們的反應非常積極。  

13.  政府在上年度增撥資源，於全港中學實施「一校兩社工」，

以及在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辦事處為協助沙田區的駐校社工

迎接開學的挑戰和建立區內的協作網絡，舉辦了一系列分享會和

導向活動，包括處理懷疑虐待兒童個案的相關程序和個案分享、地

區精神健康服務介紹等，並安排臨床心理學家為學校社工和輔導

老師講解有關處理學生情緒的方法。  

14.  辦事處今年將繼續協調區內的青少年服務單位，舉辦不同

的活動，包括：  

(i) 透過資助及協調區內各青少年服務單位，並配合「沙

田人・愛同行」工作主題，推行「沙田區青年關懷大

使」協作計劃，鼓勵兒童及青少年參與不同主題及多

元化的培訓和活動，建立正向和積極的人生觀、提升

其抗逆力、發揮自我潛能，並透過義工服務關懷區內

的弱勢社群及新屋邨居民，將歡樂及正能量帶到社區；  

(ii) 協調區內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及提供駐校社工

服務的非政府機構，舉辦不同活動以加強青少年對精

神健康問題的敏感度及增強他們的求助意識，為有需

要的青少年提供適時的支援；及  

(iii) 繼續推展「職・夢－社福護理工作體驗計劃」，為中

三或以上有志在社福界，尤其是護理工作發展的青少

年提供職志培訓。除安排青少年到區內的安老及康復

服務單位進行參觀及影子工作體驗外，亦會培養他們

護老助弱的意識，讓他們認識安老及康復服務的工作

環境及發展機遇，擴闊青少年對個人生涯規劃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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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攜手互助，共建關愛社區  

15.  因應去年的社會氛圍，辦事處聯同區內不同社會服務單位

為沙田區居民打氣，合力舉辦名為「沙田心靈加油站」的大型項目，

在二零一九年十至十二月期間，於沙田十個小區舉行連串街站，配

合精神健康流動宣傳車及服務每個小區的福利服務單位，透過派

發精神健康資訊及心靈打氣咭、體驗活動、簡易篩查評估、與居民

傾談或提供即時情緒支援及轉介服務等，關顧居民的情緒及介紹

求助資訊。  

16.  另外，我們亦通過「綠絲帶」關懷行動及嘉許禮，動員義

工力量，協助居民融入社區，強化睦鄰關係，並支援弱勢社群。辦

事處及八個於新翠邨提供服務的福利服務單位舉行了大規模義工

探訪，藉此增加新翠邨居民對社區資訊的認識，並物色隱蔽或需要

關顧的人士接受服務。同時，辦事處聯同區內七個為水泉澳邨提供

社會福利服務的單位舉辦日營，藉以加強家長教育子女技巧及培

養親子關係。  

17.  新屋邨支援方面，辦事處協調區內為碩門邨提供社會服務

的政府及非政府單位，成立「碩門邨社會服務推廣工作小組」於邨

內設置服務諮詢站、舉辦嘉年華活動及社區導賞活動，藉此增加與

區內居民的接觸，並增加居民對社區及社會服務的認識。辦事處亦

已成立「駿洋邨社會服務推廣工作小組」，並制定策略以迎接駿洋

邨新入伙居民。  

18.  本署一直積極推動義務工作，辦事處通過舉辦「沙田區傑

出家庭義工」及「沙田區兒童義工」選舉以表揚及肯定他們對社區

的貢獻。我們亦繼續推動地區團體提名區內無私服務的小型商戶，

參加由社署義務工作統籌課主辦的「社區愛心商戶表揚計劃」，並

資助不同福利服務單位，舉辦「關懷家庭大使」項目以組織及推動

義工探訪有需要的家庭，宣揚鄰里守望及社區共融等正面訊息。  

19.  今年，辦事處將繼續聯同其他政府部門及非政府福利機構，

在區內合作舉辦各項活動和推動義工發展，共建關愛社區，並協助

新屋邨居民融入社區，包括：  

(i) 繼續協調區內為碩門邨提供社會服務的政府及非政

府單位，針對碩門邨居民的需要，舉行不同活動及轉

介有需要的居民及家庭到相關服務單位，以協助碩門

邨居民融入社區，強化睦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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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通過「駿洋邨社會服務推廣工作小組」，聯同區內為

駿洋邨居民服務的社會福利服務單位，制定策略及預

備迎接駿洋邨新入伙居民，協助居民盡快適應新社區

的生活，以及認識服務當區的福利服務單位；  

(iii) 在弱勢社群較多的沙角邨，透過「綠絲帶」工作小組，

統籌並帶領為該屋邨提供服務的福利服務單位，協力

推動鄰里關顧工作及加強地區支援網絡，藉此推廣

「綠絲帶」  (Care & Share)鄰里守望的訊息；及  

(iv) 除繼續舉辦「沙田區傑出家庭義工」及「沙田區兒童

義工」嘉許禮以表揚他們對社區的貢獻外，更計劃增

添「沙田區義工計劃  2020」，盼望通過推行自訂的愛

心社區計劃，推動及鼓勵義工更積極參與社區事務，

讓他們發揮所長，進一步實踐「沙田人・愛同行」的

精神。  

20. 另外，有見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稍為緩和，辦事處推

行「沙田人・愛同行」社區關懷計劃，積極與區內的福利服務單位、

社區團體及其他政府部門攜手合作，關顧區內的弱勢社群，建立關

愛社區。計劃內容包括一連串不同形式的社區關懷活動，包括饋贈

物資予有需要的人士、安排關懷探訪、推動小區協作，舉辦相關活

動等，務求為區內不同界別的人士提供所需支援和推動互助精神，

活化社區。

總結  

21.    請各委員備悉沙田區福利辦事處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的工作計劃。

社會福利署

沙田區福利辦事處

二零二零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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