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1 月 10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葵青社區重點項目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葵青社區重點項目，包括服務範疇及運作

模式，以及相關的撥款安排，徵詢委員的意見。  
 
建議及理據  — 葵青社區重點項目  

 
2. 葵青區議會建議運用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重點項目計

劃 ”）的一億元撥款加強社區健康服務，作為葵青區的社區重點

項目。建議包括提供：（A）社區健康服務（B）社區健體設施（ “健
體設施 ”）及健康資訊站（ “資訊站 ”）及（C）推動居民支持／參

與社區健康項目的宣傳。有關建議在徵詢持份者（如地區組織、

分區委員會和區內居民）的意見後，已獲葵青區議會通過。經過

完善而公平的遴選程序 1後，葵青區議會決定與仁濟醫院（ “仁
濟 ”）及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協會（ “協會 ”）組成重點項目

計劃伙伴，合作提供服務。有關計劃將於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

撥款後方為落實。  

 
（A）  社區健康服務  
（ I）  長者健康服務  
3. 為改善長者健康狀況，區內居民認為有需要加強為長者

提供健康服務。此外，葵青區議會認為，建議的服務可以凸顯社

會對長者所作貢獻的認同。在長者健康服務的需求中，牙科及眼

1 在 2013 年 6 月，區議會透過在本地報張及區議會網頁刊登告示，邀請非牟利

機構提交建議書。結果共接獲兩份建議書。其後，由葵青區議會議員、多個政府

部門代表，以及兩名獨立的專家組成的評審委員會就有關建議書進行評審。  

立法會CB(2)606/13-14(05)號文件



科服務是須獲優先處理的範疇。  
 
（ i）  仁濟之牙科服務  
4. 適當的口腔護理習慣對於預防牙科疾病十分關鍵。根據

現行的政策，政府的資源分配一直主要用於進行健康推廣和疾病

預防。除了口腔健康的推廣和預防工作，政府亦為市民提供急症

牙科治療（例如止痛和脫牙），以及為住院病人和有特殊口腔醫

療需要的人士，提供特別的口腔護理服務。雖然部分慈善機構亦

提供較為相宜的牙科服務，部分市民，尤其長者，或會因私營機

構醫療費用較高而卻步。基於葵青區內長者對牙科服務的需要，

葵青區議會建議支持仁濟為區內 60 歲或以上的居民（符合資格

從其他途徑獲資助牙科服務的長者除外 2）提供牙科服務。  
 
5. 仁濟會透過兩所流動牙科診所提供有關服務。除了基本

的口腔檢查、止痛和脫牙外，服務項目還包括洗牙、補牙、根管

治療、製作假牙（活動牙托）及製作牙橋。此外，流動牙科診所

亦會進行推廣工作，提高市民對口腔健康和預防牙科問題的認識

和知識。有關服務的詳情以及使用服務的資格準則和審查機制，

載列於附件 A。  
 
6. 病人將須分擔服務的部份費用。這樣可以使建議的服務

惠及更多長者並避免服務被濫用。在顧及這些考慮因素和市民的

負擔能力後，葵青區議會建議承擔大部分的服務費用，病人則須

支付其餘小部分的費用，由洗牙的 10 元至製作假牙的 400 元不

等。此外，葵青區議會決定把每位合資格人士享用牙科服務資助

的上限定為 10,000 元，此金額應足以照顧大部分長者的牙科需

要。  
 
（ ii）  協會之眼科服務  
7. 定期檢查眼睛有助減少不同眼疾（包括因糖尿病引致的

眼疾和白內障）的不良影響。葵青區議會建議支持協會為葵青區

2 例如符合資格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牙科治療費用津貼或現已受惠

於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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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60 歲或以上的居民，提供眼科服務。服務配套包括眼睛檢查、

配置眼鏡及眼科諮詢及診斷服務。  
 
8. 根據建議，協會將安排在社區結合保健中心（ “保健中

心 ”） 3，或在一個流動健康站由視光師進行眼科檢查。患有視力

問題（如老花）的長者 4，可獲資助以 100 元配置一副適合度數

的矯視眼鏡。需要徵詢專科醫生意見的個案，可獲轉介至協會委

聘的註冊眼科醫生，由醫生進行適當的評估、治療及進一步轉

介。與牙科服務的情況類似，眼科服務的使用者亦須分擔部分服

務的費用，即眼睛檢查費用 10 元和專科醫生診金 100 元。  
 
9. 此外，於醫院管理局「耀眼行動」白內障手術計劃（ “耀
眼計劃 ”）5中獲得資助的葵青區長者亦可獲額外最多 5,000元 6及7，

以補貼長者須自行承擔餘額的部分款項。這項安排，旨在鼓勵長

者到私家診所盡早進行白內障手術。長者在完成手術，及向協會

提交參予耀眼計劃的相關證明文件後，有關的補貼款項即會發出。

相關的行政工作會由協會負責，例如審核住址證明，處理付款收

據和處理付款紀錄的簿記。有關眼科服務的詳情，亦載列於附件

A。  
 
10. 為了善用資源，葵青區議會建議限制每位長者只可獲取

上述各項眼科服務及資助一次。  
 
（ II）  社區健康  
11. 社區健康服務的重要性日漸受到醫療專業的認同。健康

教育可向市民灌輸健康訊息，及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以防止／

3 此為協會與香港理工大學醫療及社會科學院合作在葵青區營辦的保健中心。這

間保健中心現提供廣泛的服務，包括眼科檢查。  
4 綜援受助人除外。  
5 白內障手術計劃（ “耀眼計劃 ”）是醫院管理局的一項措施，旨在協助在公立醫

院／診所輪候進行白內障手術的長者。參與計劃的病人可獲 5,000 元資助，到私

家診所進行白內障手術，而病人須支付的自付額為不多於 8,000 元。  
6 綜援受助人除外。  
7 這些額外的資助為所完成的白內障手術的實際費用，減去在耀眼計劃下支付的

5,000 元（即病人須承擔的實際費用）或 5,000 元，以較低者為準。就算病人選

用較便宜的服務也不會獲得任何金錢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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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緩慢性疾病的出現。健康檢查可及早發現疾病，讓病人及時接

受治療。兩者配合得宜，有助控制潛在的醫療成本，並紓緩由人

口老化而產生的問題。  
 
12. 葵青區議會認同社區健康服務的重要性，建議支持重點

項目計劃的兩個伙伴機構推行一系列的社區健康服務措施。這些

措施包括設立五間健康中心（分別開設於葵青區的每個分區內）

及一間流動健康站。這些健康中心會為區內所有居民提供一系列

服務，例如免費健康評估 8和一般健康建議。此外，健康中心亦

會在每星期的不同時段，由註冊專業人士主理，成為護士診所、

中醫診所及痛症管理診所，收取屬市民可負擔的診症費（每次

50 元至 100 元）。另葵青區內 50 至 64 歲的居民或孕婦均可獲資

助接受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服務，但政府防疫注射計劃的受助

人 9並不包括在內。  
 
13. 其 他 服 務 措 施 包 括 探 訪 有 需 要 的 住 戶 （ 例 如 獨 居 長

者），以提供家居清潔及健康建議等服務。同時，兩個伙伴機構

亦會舉辦不同課題的健康講座。  
 
14.  為防止不符合資格人士使用有關服務，服務使用者須

作出自我申報並提供有關文件證明。舉例來說，牙科服務的使用

者必須提供葵青區住址證明和作出聲明以證明他們並沒有從其

他途徑享有相同服務的支援／補貼。另一方面，由於行政費用高，

葵青區議會不建議引入入息審查機制。此外，彰顯社會對長者所

作出的貢獻乃葵青區議會推動社區重點項目之其中一個目標，引

入入息審查將與上述目標有所違背。如發現濫用服務的情況，非

牟利機構將轉介至有關當局（例如警方）以進一步跟進。  
 

8 健康評估包括量度血壓、肺功能、骨質密度評估等。  
9 選定該兩個目標組別的人士，是基於衛生防護中心的建議。65 歲或以上人士已

合符資格申請長者疫苗資助計劃內的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服務。年屆 50 歲或以

上或懷孕中的綜援人士及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持有人，已為政府防疫注射計劃受

助人，因此建議撇除此等群組。  
4 

 

                                                      



（B）  社區健體設施及健康資訊站  
15. 為配合建議中的服務，葵青區議會認為有需要提供一些

硬件設施，讓區內居民獲得有關健康生活方式的資訊，以及適當

設施讓居民改善體質。  
 
16. 葵青社區重點項目將包括採購及設置 16 個資訊站和 120
件健體設施。資訊站會提供有關健康生活方式的資訊、地區相關

資訊及社區活動資訊。區內將設置健體設施如腳踏平台、空中漫

步機及平行攀架。健體設施及資訊站的樣本圖片，載列於附件

B。我們已定出在葵青民政事務處（民政處）與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康文署）10轄下的 29 個地點（例如一些獲妥善管理和人流高

的室內地方）設置有關健體設施和資訊站。民政處將會監督有關

資訊站和健體設施的設計、建造和安裝。該處亦會負責所有健體

設施和資訊站的管理及維修。  
 
17. 總括而言，在葵青社區重點項目下，各項服務開展後 3
年內，預期達到的可量化成績或目標包括：  
 

 30 000 劑季節性流感疫苗  
 16 200 人次牙科服務   
 9 000 人次眼科檢查  
 3 000 宗驗配眼鏡服務  
 2 400 節眼科診症  
 3 000 個外展服務受惠家庭  
 180 節健康教育（涵蓋多達 20 000名居民）  
 120 件健體設施  
 16 個資訊站  

 
上述目標可因應項目計劃展開後取得的經驗，再作檢討和調整。 
 
18. 雖然非牟利機構須為其所提供的服務負責，葵青區議會

10 例如，由康文署管理的體育場館或由民政處管理的社區會堂／中心，將適宜

用作設置資訊站。在休憩處及公園內的空地則是一些可供考慮設置健體設施的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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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政處亦會致力確保有效地監控服務質素。有關的服務範圍和

各項服務水平（例如每年服務最少人次）將詳列於非牟利機構與

民政處簽訂的服務協議中。兩間非牟利機構亦須要採取措施，例

如定期提交報告予葵青區議會和設立投訴熱線，並作出跟進。此

外，葵青區議會及民政處將進行抽樣檢查以監察服務和收集服務

使用者的意見。此外，由葵青區議會議員，民政處代表和獨立專

業人士組成的專門的工作小組將會成立，以負責督導有關監控工

作。  
 
（C）  重點項目計劃的宣傳  
19. 宣傳對於提高區內居民對這個項目計劃的認識和推動

居民支持／參與社區健康服務十分重要。葵青區議會建議展開三

個階段的宣傳計劃，以配合重點項目的進展。民政處會透過專設

網站及傳統媒體刊登廣告推廣這個項目。宣傳計劃亦可在主題相

近的大型地區或全港活動（例如將在 2014 年第四季在香港舉行

的第六屆健康城市聯盟全球會議）進行期間，借勢宣傳。  
 
可持續性  

 
20. 雖然重點項目計劃的資助為一次性撥款，葵青區議會與

其非牟利機構伙伴，會致力確保這個社區重點項目的財政可行性

和可持續性。有關的非牟利機構伙伴已制訂計劃，以自負盈虧的

模式或透過其他來源的資助，在切實可能範圍內繼續提供有關服

務。舉例來說，仁濟提供的牙科服務會在重點項目計劃的資助完

結後，繼續營辦，服務對象將延伸至葵青區的所有居民（不論年

齡），並以全面收回成本的模式運作 11。至於由協會提供的服務，

在重點項目計劃的資助完結後，協會會從其他來源尋求財政支

援，包括透過捐款籌集款項。如所得資助不足，協會便會以收回

成本的模式提供眼科檢查、防疫注射及社區保健中心的服務。協

會並會探討招募專業人員（如眼科醫生）及高等院校醫療相關專

業學生擔任義工的可行性，以支持提供部分服務。   

11 收費會與當其時仁濟的牙科診所的收費相同。 65 歲或以上的病人可獲八折和

“10 元基本口腔檢查 ”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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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  

 
21. 計劃的總預算開支約為一億元。當中，8,000 萬元 12會用

作提供第 3 至 14 段所述的服務三年（牙科服務的服務年期可長

達五年）。 770 萬元（以當日價格計算）會預留作採購及設置健

體設施和資訊站；400 萬元供民政處聘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協助

和監察項目的推展；以及 380 萬元用作進行宣傳計劃。餘下 450
萬元則預留作一般儲備金。計劃的預算開支摘要表載於附件 C。

整個建議的總現金流量表載於附件 C1。有關仁濟和協會所提供

的各項服務之預算開支細目，載於附件 C2。  
 
22. 運作和維修資訊站和健體設施的經常費用為每年 80 萬

元。  
 
實施時間表  

 
23. 暫定的項目計劃實施時間表載於附件 D。簡而言之，在

獲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撥款後，將可於 6 至 18 13個月內開始提供不

同類型的服務。有關的資訊站和健體設施預期可由 2015 年年中

開始，供市民使用。  
 
公眾諮詢  

 
24. 建議的重點項目在葵青區議會獲得一致支持，並在整個

葵青區得到正面回應。我們亦已向各持份者及區內組織，如扶輪

社、獅子會等，簡介這個項目計劃。在 2013 年 4 月，我們舉辦

了公開的公眾諮詢會。在 2013 年 5 月，我們亦徵詢了葵青區的

五個分區委員會的意見。此外，葵青區議會一直透過區議會網頁

邀請公眾提出意見或建議。整體而言，以社區健康為項目主題獲

12 仁濟就牙科服務提出的建議，三年的服務只須 2,720 萬元。葵青區議會決定預

留 1,280 萬元，以便在推出服務後，服務令人滿意時，以及顧及實際需求（包括

使用量和服務種類）後，按比例延伸仁濟提供的服務。  
13 準備時間需時最長的是牙科服務。根據仁濟的估計，至少需要 12 至 15 個月

的時間，才能將兩輛車輛改裝成流動牙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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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廣泛支持。   
 
未來路向  
 
25. 視乎委員的意見，我們會把建議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及

立法會財委會審議。  
 
背景  
 
26.   行政長官在其 2013 年《施政報告》中宣佈在社區重點

項目下，每區可獲預留一次性的一億元撥款去發起一至二個社區

項目。所有社區重點項目需經區議會建議、討論及同意，才能實

施。項目計劃應滿足地區需求，並對社區有可預見並具持續性的

影響。社區重點項目可根據區議會意見及地區需要包括工程或非

工程部份，或兩者兼備。所有社區重點項目的下限為 3,000 萬元，

上限為一億元。  
 
27.  所有 18 區區議會已同意其社區重點項目的初步建議。

一如上文提及的葵青社區重點項目，民政事務總署及各區民政事

務處正與各區議會、相關政府決策局及部門，及其他持份者緊密

聯繫，以推展其他計劃，包括在尋求立法會議員意見及立法會撥

款前檢視其計劃之技術可行性。其餘 17 區所建議的項目已載於

附件 E 以供參考。  

 

 

 

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總署  

20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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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兩間非牟利機構提供的服務 

[(內容暫定，待服務推行後或按實際經驗予以調整)] 
 
目標組別的資格 目標服務水平 

(首三年) 
費用分擔 

(每名使用者) 
服務詳情 

 

可持續性 

 
 

資格審查機制 

 
使用者自付 社區重點

項目計劃

資助 

A. 牙科保健(仁濟) 

葵青區內60歲或以上的居民，但

不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
援”)和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

助項目的現有受惠人 

 

牙科服務 
16 200 人次 

 

由 10 元(洗
牙)至 400元
(製作假牙 )
不等 

 

由 90 元至 
3,600 元不

等 

 

透過兩所流動牙科診所，提供牙科服

務。 
 
除了基本的口腔檢查、止痛和脫牙

外，服務項目還包括洗牙、補牙、根

管治療以及鑲配假牙托和假牙。 

 
流動牙科診所未能處理的個案，將轉

介其他牙科診所或專科診所。  
 
葵青區議會決定把牙科保健的資助上限

定為每位合資格人士 10,000 元。 
 
 
 
 
 

在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的資助下，流動牙科

診所會運作三至五

年 1。  

 
其後，流動牙科診所會

按收回全部成本方式

繼續運作，為葵青區內

任何年齡的居民服

務 2。  

- 使用者自我申報

是否符合資格 
- 葵青區居住證明 
- 與相關機構及／

或政府部門抽樣

審查有關資料 

1 仁濟建議推行為期三年的服務需款 2,720 萬元。如服務成效理想，在葵青區議會同意下，將預留一筆 1,280 萬元的撥款，讓仁濟按比例延伸服務。根據現行建議的

預算計算，預計服務年期可長達五年 
2 收費將會與當其時仁濟牙科診所的收費相同。65 歲或以上人士可享有八折和“10 元基本口腔檢查”優惠。. 

                                                 



                

目標組別的資格 目標服務水平 
(首三年) 

費用分擔 
(每名使用者) 

服務詳情 

 

可持續性 

 
 

資格審查機制 

 
使用者自付 社區重點

項目計劃

資助 

B. 眼科保健 3(協會) 

(I) 綜合眼科檢查 

葵青區內 60 歲或以上的居民 

 

眼科檢查服務 
9 000 人次 

10 元 200 元 於社區結合保健中心(“保健中心”) 4進

行眼科檢查，以及早診斷白內障、青

光眼和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等一般眼

疾。 

 
流動健康站亦會提供免費初步眼科檢

查。 

 
如遇較複雜的個案，將會建議有關病

人考慮到保健中心作進一步詳細檢

查。 

 

在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的資助完結後，協會

將聯同理大，按收回

全部成本方式繼續提

供服務 

- 與 A 部分相同 

 
 
 

 
 

 
 

(II) 眼科診症 

葵青區內 60 歲或以上的居民 

 

眼科診症 
2 400 節 

100 元 400 元 經保健中心檢查後，如發現需要徵詢

專科醫生意見的個案，可獲轉介至由

協會委聘的註冊眼科醫生，按情況進

在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的資助完結後，協會

將尋求其他資助，以

- 與 A 部分相同 

 

3 葵青區議會決定每人只限享用各項眼科護理服務一次。 
4 協會現時與香港理工大學(“理大”)醫療及社會科學院合作營運一間社區結合保健中心(“保健中心”)。保健中心提供多元化服務，包括眼科檢查。居民亦可直接到保

健中心接受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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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組別的資格 目標服務水平 
(首三年) 

費用分擔 
(每名使用者) 

服務詳情 

 

可持續性 

 
 

資格審查機制 

 
使用者自付 社區重點

項目計劃

資助 

行評估、治療或進一步轉介。 及考慮邀請眼科醫生

義診。  

(III) 驗配矯視眼鏡 

葵青區內 60 歲或以上的居民，

但不包括綜援受助人 
驗配眼鏡服務 
3 000 宗 

100 元 400 元 經保健中心檢查後，患有老花等視力

問題的長者可在保健中心驗配一副適

合度數的矯視眼鏡。  

 

在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的資助完結後，協會將

聯同理大，按收回全部

成本方式繼續提供服

務。 

- 與 A 部分相同 

 

(IV) 補貼白內障手術 

已參加醫管局「耀眼行動」白內

障手術計劃(“耀眼計劃”)並已獲

相關資助，但不包括綜援受助人 

450 名病人 不多於 3,000
元 5 

最多 5,000
元 

葵青區議會建議在耀眼計劃之上，為

獲得該計劃資助的人士額外提供最多

5,000元的補貼。 

 

在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的資助完結後，即停止

提供此補貼。 

 

- 除 A 部分所列各

項外，並須提供

成功參加耀眼計

劃的證明文件。 

C. 流感疫苗注射(協會) 

居住於葵青區的 50 至 64 歲人士

以及懷孕婦女，但不包括其他政

府疫苗注射計劃受助人 6 

流感疫苗注射 
30 000 劑 

 

30 元 70 元 在方便易達的地點，例如流動健康站

和社區健康中心，安排注射流感疫苗。 
協會將考慮尋求其他

資助和徵求義工協

助；否則會按收回成

- 自我申報。 

5 根據醫管局「耀眼行動」白內障手術計劃(“計劃”)，參與病人如選擇由私家眼科醫生進行白內障手術，可獲 5,000 元定額資助，並須分擔每宗手術不超過 8,000 元

的費用。葵青區議會建議在計劃之上，為獲得該計劃資助的人士額外提供最多 5,000 元的補貼。因此，受惠者所需分擔的費用將不多於 3,000 元。 
6 選定該兩個目標組別的人士，是基於衛生防護中心的建議。65歲或以上人士已合符資格申請長者疫苗資助計劃內的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服務。年屆50歲或以上或

懷孕中的綜援人士及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持有人，已為政府防疫注射計劃受助人，因此建議豁除此等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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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組別的資格 目標服務水平 
(首三年) 

費用分擔 
(每名使用者) 

服務詳情 

 

可持續性 

 
 

資格審查機制 

 
使用者自付 社區重點

項目計劃

資助 

 本方式繼續提供服

務。 

D. 外展服務(協會) 
葵青區內有需要的家庭，長期病

患者和獨居長者。 
 
 

受惠於外展服

務 3 000 戶 

 

免費 約 430 元 
(每戶計) 

由非政府組織和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

協助找出目標戶。 
  

提供一系列服務例如簡單的健康檢

查、用藥諮詢、家居清潔和小型維修。 

協會將考慮尋求其他

資助和徵求義工協

助，以維持服務。 

- 不適用 

E. 社區健康中心和流動健康站(協會) 

所有葵青區居民              視乎服務項目

而定 7 

 

由 0元至 100
元不等 

由 10 元至

950 元 
不等 

健康中心和健康站會提供一系列服

務，包括健康評估、驗眼等。 

  
健康中心也會把個案轉介合適機構跟

進。註冊護士、中醫師和物理治療師

會於每星期不同時段，在各診所提供

服務。 

 
協會建議在葵青區五個分區設立社區

健康中心。  

協會將考慮尋求其他

資助和徵求義工協

助，以維持服務；否

則會按收回成本方式

儘量繼續提供服務。 

葵青區的住址證

明 

7 健康中心的目標服務水平(人次)如下：健康評估(112 500)、護士診所(7 500)、中醫診所(7 500)、痛症診所(3 750)、復康班(1 800)、音樂治療班(1 800)、健康教育(15 000)、
病人互助小組(3 750)、義工培訓(1 800)、照顧者培訓(1 800)；流動健康站的目標服務水平(人次)如下：健康評估(60 000)、初步驗眼(30 000), 健康輔導(30 000) 及服用

藥物建議(1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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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組別的資格 目標服務水平 
(首三年) 

費用分擔 
(每名使用者) 

服務詳情 

 

可持續性 

 
 

資格審查機制 

 
使用者自付 社區重點

項目計劃

資助 

F. 健康教育(協會與仁濟) 

所有居民 8 合共 180 節健

康教育以及健

康 資 訊 小 冊

子，惠及最多

20 000 名居民 

  

 

免費 約 $60 
(每名參加

者計) 

兩個非牟利機構將委聘專職醫療人

員，例如醫生、護士、牙醫和物理治

療師，提供不同主題的健康教育，包

括精神健康、口腔健康等。 

首三年過後，仁濟醫院

將停止提供健康教育。 

 
協會將考慮尋求其他

資助和徵求義工協

助，以維持服務。 

- 不適用 

 

8 視乎主題而定，每節健康教育的目標組別各有不同(例如：防跌講座的主要服務對象是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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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建議設置的社區健體設施和資訊站樣本 

 
資訊站 

 
 
社區健體設施 
(a) 供長者使用 

  
           
 
(b) 供成人使用 

   

 1 



附件 C 

葵青社區重點項目成本概覽 

 

項目 預算成本 ($'000) 

A) 社區健康服務 
1) 由協會提供的服務 (眼科服務、社區健康服務和健康教育) 40,000 
2) 由仁濟提供的服務 (牙科服務和健康教育) 40,000 

小計 (A)  80,000 
B) 社區健體設施及健康資訊站 
1) 資訊站 2,500 
2) 健體設施 4,800 
3) 應急費用 400 

小計 (B) 7,700 
C)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1) 民政處 4,000 

小計 (C) 4,000 
D) 宣傳 
1) 推行前階段 1,100 
2) 推行階段 1,300 
3) 實施階段 1,400 

小計 (D)   3,800 
 一般儲備  4,500 

總計(A+B+C+D)  100,000 
註：B 項成本以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附件 C1 

葵青社區重點項目總現金流 

 
財政年度 

(年度) 
社區健康服務 

($'000) 
社區健體設施 
和健康資訊站 

($'000) 

非公務員 
合約僱員 

($'000) 

宣傳 
($'000) 

預算成本 
($'000) 

 仁濟 協會 健體設施 資訊站 民政處 
2014-15 4,000 11,000 1,500 2,500 1,000 2,400 22,400 
2015-16 8,800 12,000 3,300  1,000 1,400 26,500 
2016-17 6,400 11,000   1,000  18,400 
2017-18 6,400 6,000   1,000  13,400 
2018-19 6,400      6,400 
2019-20 6,400      6,400 
2020-21 1,600      1,600 

小計    95,100 
社區健體設施和健康資訊站應急費用 400 

一般儲備 4,500 
總計 100,000 

註： 
1. 仁濟在計劃書內提出申領 400 萬元(已納入 2014-15 財政年度的現金流)，用以支付購置流動牙科診所、器材、家具和用具所招致的費用(總費用 50%的按金)。

餘下的購置費用(400 萬元)將於 2015-16 財政年度支付。 
2. 仁濟建議推行為期三年的服務需款 2,720 萬元。如服務成效理想，在葵青區議會同意下，將預留一筆 1,280 萬元的撥款，讓仁濟按比例延伸服務。根據現行建

議的預算計算，預計服務年期可長達五年。 
3. 在 2015-16 財政年度，仁濟只會提供九個月的服務； 在 2020-21 財政年度，仁濟只會提供三個月的服務。 
4. 宣傳計劃之推行前及推行階段均在 2014-15 財政年度進行；實施階段則在 2015-16 財政年度進行。 

 
 



附件 C2 

葵青社區重點項目非牟利機構建議服務的預算成本 

 

服務 
預算成本 
 ($'000) 

仁濟 
 牙科服務 (包括兩所流動牙科診所) 39,700 
 健康教育  300 

小計 (A) 40,000 
 協會 

 眼科服務  6,210 
 疫苗注射  2,450 
 健康教育  930 
 外展服務  1,300 
社區健康中心 19,820 
流動健康站 3,410 
服務推廣 400  
行政辦公室(裝修；租金；水電；資訊系統等) 1,640 
行政職員及費用(例如郵費) 3,740  
審計費 100  

小計 (B) 40,000 
總計 (A+B) 80,000 

 



附件 D

1 宣傳

1.1 宣傳活動  2014年4月 –  2015年9月

2 社區健康服務

2.1 服務提供

  - 牙科服務 2015年10 月 – 2020年9月

 - 眼科服務  2014年10月 – 2017年9月

 - 社區健康服務 2014年10月 – 2017年9月

 - 健康教育 2014年10月 – 2018年9月

3 社區健體設施及健康資訊站

3.1 採購程序 2014年6月至10月

3.2 安裝及測試設施 2014年11月 –  2016年6月

3.3 啓用 2015年7月起

2018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2019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2017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第四季第二季 第三季

20162015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第三季 第四季
目標完成日期工作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二季 (由5

月起)

2020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2014

非牟利機構會盡量尋求其他支助來源或以自負盈虧

模式繼續提供服務       

繼續透過葵青區內之推廣途徑進行宣傳活動 

2014年5月 



附件 E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其他十七區的擬議項目一覽表  

 
區  項目說明  

中西區  美化和活化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毗鄰臨海地

方，成為有生氣的海濱和休憩用地，供市民閒

遊，並舉辦各種社區參與活動，使海港更添活

力。  

東區  興建東區文化廣場，提升區內居民的生活質

素，以及推動東區的旅遊業，並且提供休憩用

地，可作多種用途，包括文化活動。  

南區  於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附近發展海鮮餐飲設

施，以推廣和凸顯南區的漁港文化。  

灣仔  於摩頓臺興建表演和活動場地，為區內居民舉

辦各式各樣的社區建設活動以及文化和康樂活

動。  

九龍城  活化牛棚後方用地，為土瓜灣一帶提供休憩用

地作康樂用途，以及協助向社區推廣文化藝

術。該處會舉辦文化藝術活動，以向社區推廣

文化藝術以及宣傳牛棚的獨特背景。  

觀塘  於觀塘海濱興建音樂噴泉，結合幻化多變的燈

光、音樂元素和特別效果，使該處成為市民休

憩和欣賞海港景色的去處。  

於觀塘瑞寧街興建升降機塔，以提升康寧道遊

樂場整體的無障礙設施。升降機塔將為連接附

近公共租住屋邨與觀塘市中心的主要行人通

道，這些屋邨有許多基層長者居住，升降機有

助長者和殘疾人士融入社區。  

深水埗  於石硤尾興建社區服務中心，提供各種社區服

務，以應地區需要，並擴大當區服務的覆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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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孚興建鄰舍活動中心，設有多用途活動

室，供區內居民舉辦各種活動。  

黃大仙  於摩士公園四號公園興建更佳的表演場地，以

舉辦地區活動或全港活動，從而提升摩士公園

的康樂設施。  

擴建和改善黃大仙廣場，讓團體可更善用這個

區內的理想場地舉辦社區活動。  

油尖旺  於炮台街發展多元文化活動場地，推廣多元文

化，並增進區內不同族裔人士與主流社會彼此

了解，凸顯當區多元文化的特色。  

離島  於梅窩銀鑛灣泳灘進行改善工程，採用更現代

化和美觀的設計，以提升泳灘設施，更好地服

務遊人。  

重建南丫島榕樹灣的南丫島北段公共圖書館大

樓，增加樓面面積，供設立圖書館以及南丫島

文物和照片展覽室，讓居民和遊客上岸後，便

可大概了解南丫島的文物和主要景點。  

北區  改善沙頭角區毗鄰印洲塘海岸公園和中國香港

世界地質公園的地質區域一帶的行山徑，以及

闢建設施，以推廣生態旅遊，並有助該處繼續

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網絡認

可。  

改善粉嶺蝴蝶山和畫眉山的行山徑並闢建附屬

設施，以鼓勵健康生活，推動旅遊業，並成為

該區地標。  

西貢  重建橋咀碼頭，為回應地區的殷切需求，並推

動西貢本土旅遊業。  

興建將軍澳文物行山徑和歷史風物資料館，重

現將軍澳的歷史文化。  

沙田  活化近沙田市中心的城門河河濱，使河濱更舒

適宜人。  

為沙田大圍明渠設置上蓋，以提供康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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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  加強林村許願廣場的旅遊配套設施，使大埔這

個許願的獨特文化得以保存和進一步推廣。  

改裝大埔官立中學以設立藝術發展中心，從而

進一步推動本港特別是大埔區的文化藝術發

展。  

荃灣  重建西樓角花園，把花園的一部分提升為平台

花園，連接港鐵荃灣站外現有行人天橋網絡，

並於地面興建室內多用途活動中心。  

屯門  活化屯門河和毗鄰地方，加入文化元素，使屯

門河兩岸和毗鄰地方更生氣盎然。  

為青少年提供更多設施和活動計劃，促進青少

年發展，並發掘和展現青少年的不同潛能。  

元朗  興建元朗區綜合服務大樓，提供更多地方增設

多元化社區服務，以應區內不斷增加的人口所

需，尤其是青少年、少數族裔人士和新來港定

居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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