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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共享，齊建網絡，服侍貧窮」
教關沙田區扶貧研討會

2014年3月18日

社會福利署
沙田區助理福利專員

顧國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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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人口及地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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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人口及地區資料 (1)

沙田區2011年約有六成半人口居住在公共
房屋，包括出租公屋屋邨(15個)、租者置其
屋屋邨(5個) 、私人機構參建居屋屋苑(7個)

及居者有其屋屋苑(18個)

另有約29 000人居住在約48 條原居民鄉村。
此外，沙田區有四個輕工業區，包括大圍、

火炭、小瀝源及石門



5

沙田區人口及地區資料 (2)

面積： 6 940公頃

範圍： 沙田及馬鞍山區

人口： 630 273人，是全港18個區議會分區
中人口最多，佔全港人口8.9% *

*根據規劃署2013-2021人口分布推算，估計到2021 年時沙田區人
口仍是全港之冠，將增至711 700人(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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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人口及地區資料(3)

長者人口(65歲或以上)：
72 285，全港排行第五

獨居及二老長者數目：

8 200及6 900，分別佔沙田區長者人口約
11.3%及9.6% 

青少年人口(6 - 24歲)：
124 393，全港排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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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人口及地區資料(4)

單親人士及未成年子女：

6 338及7 537，全港排行分別第五及第四。與單
親爸爸或單親媽媽同住的平均未成年子女數目
均為1.2名，是全港數目最低的五個區之一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
12 273，全港排行第五

少數族裔人士：

28 387，全港排行第九，其中以印尼及菲律賓
人佔最多，分別為沙田區少數族裔人口的8.8%
及7.5% 



8

沙田區人口及地區資料(5)

住戶平均人數：

3.0，稍微高於全港數字2.9

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 23,040

全港排行第八，比全港入息中位數
$20,500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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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人口及地區資料(6) 
沙田區綜援個案數據
(截止2014年1月的活躍個案 16 628宗，佔全港6.39%)

個案數字 佔沙田區百分率

高齡人士 8 972 54%

傷殘/健康欠佳人士 3 395 20.4%

單親而附年幼子女 2 176 13.1%

失業人士 1 039 6.2%

低收入人士 500 3.0%

其他 546 3.3%

總數 16 62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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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人口及地區資料(7) 
近年落成及將會落成的公共屋邨

相關屋邨 住戶數目

欣安邨 (2011年5月入伙) 2 587伙 (人口﹕6 800)

美田邨第四期
(2013年4月入伙)

1 300伙 (人口﹕3 050)

豐和邨 (前公務員宿舍舊址)
(2013年5月入伙)

1 607伙 (人口﹕4 660)

水泉澳邨 (預計2015-16年入伙) 10 700伙 (人口﹕30 000)

碩門邨二期 (預計2018年完工) 3 010伙 (人口﹕9 210)

火炭區 (預計2019年完成第一
期、2021年完成第二期)

4 780伙 (人口﹕14 000)

欣安邨二期 (預計2024年完工) 1 600伙 (人口﹕4 900)

總數 25 584 伙 (人口﹕72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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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的貧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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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貧窮人口，按區議會分區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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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沙田區的貧窮情況

沙田區有29 800個貧窮住戶及
76 400名貧窮人士，貧窮率為
12.8%，低於整體（15.2%），
18區中排第13位。
長者貧窮率為31.2%，在18區中
排第14位；區內貧窮住戶多過一
半（55%）為非從事經濟活動住
戶（16 400戶）。
在職住戶的貧窮率為7.4%，在18
區中排第10位；而兒童貧窮率為
15.5%，在18區中亦排第10位。
貧窮住戶有約五成（53%）居於
公屋；約四成半（46%）居於自
置居所，其中近九成（88%）並
無按揭或借貸。
由此可見，相比其他地區而言，
沙田區的貧窮情況或不算太嚴重。

註： (*) 排名按各區的相關貧窮率由高至低排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主要貧窮數字
（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

貧窮住戶 29 800 

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 16 400 

貧窮人口 76 400 

兒童 13 500 

長者 22 100 

居於在職住戶 39 600 

貧窮率（及其排行*） 12.8% （第13位）

兒童 15.5% （第10位）

長者 31.2% （第14位）

居於在職住戶 7.4% （第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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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與扶貧相關的

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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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與扶貧相關的福利服務(1)

沙田區福利辨事處 (下稱「辦事處」) 負責統籌
及協調區內社會服務單位及社區資源，為有需
要的社群提供服務

透過地區福利研討會、福利策略委員會及不同
服務範疇的服務協調委員會，加強不同界別、
地區人士及各政府部門的參與，共同探討區內
福利服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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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與扶貧相關的福利服務(2)

-支援家庭及兒童

將會推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為這些家庭提供適當
援助，鼓勵持續就業，並促進這些家庭中的兒童及青
少年向上流動，打破跨代貧窮的惡性循環

按照扶貧委員會早前通過的建議，在關愛基金下試行
綜援受助人獎勵計劃，鼓勵身體健全的綜援受助人就
業，自力更生，脫離綜援網

「關愛基金」先後推出了24個援助項目，惠及多個不
同群組，包括兒童、長者、殘疾人士、病人、新來港
人士及少數族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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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與扶貧相關的福利服務(3)

-支援家庭及兒童

自2009年2月開始，推行短期食物援助計劃，
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短期食物援助計劃，期間
持續優化服務，並於2014年3月1日，將兩個服
務需求較大的服務計劃分為四個，令服務計劃
總數由5個增加至7個，以加強服務和管理的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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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與扶貧相關的福利服務(4)

-支援家庭及兒童

提供多元化的幼兒照顧服務：近年推出的「鄰
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是一項加強的幼兒照顧
服務措施；服務更具彈性及更方便使用，並促
進社區參與及鄰里互助。社署透過非政府機構
在全港18區推行計劃，為6歲以下兒童提供照
顧服務。而2014年度施政報告亦已提出，將會
增加社區保姆服務名額，並將服務對象延至9

歲以下兒童，並同時增加營辦機構可獲的撥款，
以提高服務的社會工作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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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與扶貧相關的福利服務(5)

-支援家庭及兒童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結連區內非政府福利機構，
於新落成及位於較偏遠地區的屋邨，舉辦不
同類型的外展活動，加強居民對區內福利服
務的認識，鼓勵有需要的人士和家庭及早尋
求協助，並培訓「關懷家庭大使」義工網絡，
探訪及支援有需要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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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與扶貧相關的福利服務(6)

-支援青少年

為部份營辦機構提供額外資助，於全港18區
增加收費減免名額，於平日晚上、星期六、
日及學校假期提供延長服務時間至晚上9時

服務內容除原有的功課輔導、家長輔導、教
育、技能學習外，還包括成長及發展活動、
義工服務、戶外活動及參觀等，並為學童提
供小吃或飯餐

加強課餘託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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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與扶貧相關的福利服務(7)

-支援青少年

推動社會福利界、商界和政府建立三方伙伴合
作

進一步鼓勵商界和團體與學校合作，協助主要
來自基層的學生全人發展，政府將會預留額外
專款，提供配對資金，為基層家庭中小學生推
行更多課餘學習及支援項目，提升相關兒童的
學習效能及籌劃生活的技巧，從而減低跨代貧
窮的危機；並且可協助他們的父母平衡工作及
督導兒童學習的壓力

「攜手扶弱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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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與扶貧相關的福利服務(8)

-支援青少年

運用和結合從家庭、私人機構、社會及政府
所得的資源，為弱勢社羣兒童的較長遠個人
發展提供支援

基金通過個人發展規劃、師友配對和目標儲
蓄計劃，協助參加計劃的兒童規劃未來、養
成建立資產的習慣，並同時累積金融儲蓄和
非金融資產，以提升他們管理資源和規劃未
來的能力

「兒童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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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與扶貧相關的福利服務(9)

-支援青少年

持續運用的資源，透過資助計劃及
現金援助，協助地區上處於不利環
境的兒童和青少年獲得適當發展的
機會

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



24

沙田區與扶貧相關的福利服務(10)

-支援長者

 在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增設「長者生活津貼」，補助
本港65歲或以上有經濟需要長者的生活開支

 廣東計劃：為年齡在65歲或以上，選擇移居廣東的
合資格香港長者，每月發放現金高齡津貼，以應付
因年老而引致的特別需要

 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65
歲或以上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在任何日子和時間
以每程$2的優惠票價乘搭港鐵一般路綫、專營巴士
及渡輪

經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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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與扶貧相關的福利服務(11)

-支援長者

持續增撥資源，增加長者日間護理服務名額和
家居照顧服務名額

自2009年9月，試行「錢跟人走」的概念，推
出第一階段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向長者中心增撥資源，加強對長者的支援，包
括加強資訊、輔導，以及處理護理需要的評估
和申請等服務

加強社區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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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與扶貧相關的福利服務(12)

-支援長者

增撥資源，讓長者地區中心增聘社工人手，
以提升對患有老年癡呆症長者及其護老者的
支援服務

把「護老培訓地區計劃」常規化，作為津助
長者中心舉辦護老者培訓活動之用

探討以試點形式設立綜合長者服務中心的可
行性，在社區為長者提供一站式、跨專業的
醫護及社會服務

加強社區照顧服務



27

沙田區與扶貧相關的福利服務(13)

-支援長者

 繼續透過多管齊下的方式，增加安老宿位的供應

 提高所有「改善買位計劃」和「護養院宿位買位計
劃」宿位的資助額

 增撥資源，將持續照顧安排推廣至資助護養宿位

 提升新合約院舍宿位的服務，加強對長者的照顧和
支援

 委託安老事務委員會在未來一年就院舍住宿照顧服
務券作出探討

加強住宿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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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與扶貧相關的福利服務(14)

- 地區福利工作

沙田區「關愛社區」協作計劃

辦事處於2013-14年度的工作計劃以「關愛‧從家庭
到社區」為主題，透過小區協作平台，建立更緊密
的地區支援網絡，以跨界別、跨專業合作形式推行
「關愛社區」協作計劃，以回應社區需要，強化家
庭功能，支援弱勢社群，關顧老弱及有需要人士。
內容包括:

1. 小區分享會 - 就小區需要分享經驗及商討如何促進
地區協作

2. 推行協作計劃 - 當中包括因應美田邨第四期及豐和
邨新入伙家庭的需要，來自西二分區及西一分區不
同服務界別的社會服務單位在相關屋邨舉辦地區協
作計劃，藉此介紹地區資源及社會服務，以及支援
有服務需要的弱勢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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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與扶貧相關的福利服務(15)

來年工作計劃

於2014-15年度，辦事處的工作計劃將以「家添關愛
暖沙田」為主題，繼續與區內的跨界別合作夥伴齊
心協作，結連地區資源去幫助沙田區弱勢社群，並
在沙田區內推廣關愛文化，讓社區充滿愛和溫暖

繼續透過小區協作平台及不同計劃項目，加強區內
的社會服務機構與地區團體/人士合作和溝通，開拓
資源，服務地區內有需要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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