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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基金)於2002年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

在社區推行多元化的社會資本發展計劃，推動市民及社會各界發揮

凹凸互補精神，齊心建立跨界別協作平台及互助網絡，

從而建立互信、社群互助網絡、合作精神、社區凝聚力等社會資本，

讓個人、家庭及組織互相支持，讓社區能力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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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今期主題故事介紹的六位網絡「耆」兵，都善用了各自的才藝，為自己和社區編織互
助網絡，改寫了人們眼中「長者就是受助者」的形象。訪問中，他們幽默風趣地分享
種種有趣的結網故事、人生經驗，熱情地展示他們的才藝；說得興起時，有的還即席
吟詩作對、演繹《獅子王》故事、唱粵曲......實在令人感受到他們對生活的熱愛，更
印證了一個積極愉快的晚年，對長者自身、他的家庭，以至整個社會都有莫大好處。

此外，今期「R&D信箱」會介紹一些高齡化國家利用社會資本，提升長者生活質素
的成功例子；「A	New	Look	at	CSR」則會介紹新創建集團，如何利用企業專長與基
金計劃合作，支援長者需要。

誠如基金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醫生所說：「人口老化，為社會帶來挑戰，亦帶來機遇」。
長者擁有的不只是才藝，還有智慧、經驗及知識，這些都是珍貴的社會資本，值得
我們更多肯定和欣賞。今天，就由多些欣賞你身邊的長者做起！	

基金秘書處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香港長者人口愈來愈多，當中正擁有不少寶刀未老
的「耆」兵。他們有著豐富的見識閱歷、人生智慧、
才能手藝以至人際網絡，如能善加利用，不但可以
幫助長者達至積極樂頤年（Active Ageing）1，活
出精彩人生，同時亦能為社會增加寶貴資源。

基金資助推行的計劃中，就有各式各樣、多才多藝
的「耆」兵。他們在計劃中發揮所長，以生命影響
生命，連結跨代情誼，擴大社區的互助網絡，同時
令自己的生活更豐盛，做到老有所為。今期我們邀
請了當中六位具備不同才能的「耆」兵，介紹他們
怎樣發揮力量，幫助香港建立社會資本。

多個基金計劃的團隊代表，亦會以他們的實戰經
驗，分享動員「耆」兵力量的經驗及成效；身兼基
金及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林正財醫生，則會從
社會資本角度，探討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與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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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衞生組織在2002年提出積極樂頤年(Active	Ageing)的概念，通過提升「健康(health)、
參與(Participation)及安全(Security)的機會，以改善長者的生活質素」。當中「積極」是指
持續參與社會、經濟、文化、公眾事務等領域，而退休、生病或是行動不便的長者，都可
以用不同方式參與社會。(http://www.who.int/ageing/active_age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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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才
多藝

「耆」兵遍社區

快樂耆兵

高婆婆
74歲的高婆婆自十多年前由女兒介紹來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黃大仙長者綜
合服務中心「玩吓」，不知不覺愈玩愈投入，幾乎被當作了中心的員工。
她興高采烈地告訴我們，星期一至五都會來中心，朝八晚六，風雨不改，
幫手做登記、主持活動、開會、參加興趣班......忙得不亦樂乎；加上中心
不時有外出表演和義工活動──由口琴表演到講故事；由探訪老人院、做
家訪到做社區嚮導，總之力有所及的，有時間她都會去幫忙。每個月的日
程填得密密麻麻，她笑言子女和她飲茶也得提早預約。過去兩年高婆婆共
做了多達890小時義工服務，因而獲頒傑出義工榮譽獎。

在黃大仙住了逾半世紀，高婆婆對這區非常有感情，更和區內很多街坊相
熟。近年她加入了社區關注組，觀察到區內需改善的地方便向區議會反
映。她舉例說商場往中心的指示牌，就是她「成功爭取」的。

高婆婆在戰時受槍傷，自小缺了一臂，卻無損她樂觀、積極的性格。「有
時街坊不開心找我傾訴，我便勸她們『睇開啲，唔好自尋煩惱呀』。」活
得充實、心境開朗正是她長壽健康的秘訣之一。她打趣說不少街坊視她為
「人辦」，紛紛跟她來中心「八吓玩吓」，她亦樂於擔任社區中的快樂耆
兵，用笑聲和行動感染更多公公婆婆！

舞藝耆兵

宋伯伯
宋伯伯為了訪問，特別穿起了白襯衣和西褲，準備表演他的才藝─華
爾茲！原來他曾在社區中心上社交舞蹈班，在「社區食物互助互聯網」計
劃認識了數個香港城市大學學生後，大家除了一起飲茶、打球外，還切蹉
「舞」藝，在舞蹈工作坊上由宋伯伯教他們跳華爾茲！

72歲的宋伯伯雖然獨居，但生活並不孤單，樂於連結不同群體。他在中心
學攝影，近期正積極拍攝食物相片，供中心舉辦相展之用。他和一班喜歡
攝影的老友記，有時還相約旅行拍照。他更愛用平板電腦，拍下舞蹈導師
的示範在家重溫。這麼能接受新事物，怪不得宋伯伯和大學生也相處得很
融洽。

到中心領取愛心飯餐也讓他認識了不少來取飯的街坊，遇到有「特別 
加料」時便互相通風報訊：「快點來取飯啦！」現在他空閒時會做派飯 
義工，又會主動介紹有需要的長者來中心。「有人帶著來，就不會怕醜
了。」這番話由靦覥的他說來，令人感到是過來人的肺腑之言，也為他 
「不再怕醜」而鼓舞。

武藝耆兵

鍾伯伯
鍾伯伯說話聲如洪鐘，行動敏捷，完全看不出有八十多歲。
來港才十年的他笑稱自己「地方又唔熟，朋友都唔多個」，
不過他在中心取飯時，卻很快成為人氣之星，大家都愛圍著
聽他唱粵曲。

健談開朗的鍾伯伯，很容易和人打開話匣子，他懂得來中心
取飯，也是因為「多口」和在公園吃飯的「老友記」聊天時
得知。他的結網秘技除了唱歌，還有無盡的笑話和天南地北
的話題，他身上更隨時袋著幾首自創的打油詩，邊吟詩邊解
說來搞氣氛，對他完全無難度。

曾任體育教師的他，打功夫亦有一手。他耍拳舞槍時虎虎生
威，以前還曾授徒。中心社工笑稱未來可邀請鍾伯伯開班，
進一步把他的才藝發揮出來！

參與計劃：社區食物互助互聯網

推行機構：民社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參與計劃：社區食物互助互聯網

推行機構：民社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參與計劃：「康健一線」 – 跨專業地區健康推廣計劃 

推行機構：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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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吹水」耆兵

威哥
69歲的威哥坦言最初是被「兩脇發功」計劃的免費活動吸引而來，雖然一群男士
最初都怕醜不出聲，但後來熟絡了發現大家「麻甩」得來充滿正能量，吹水吹得開
心，不知不覺就能解開心頭鬱結。

從事中港貿易的他，強項是溝通連繫，於是每逢計劃有大型活動要組織兄弟幫手，
他便擔起領班的角色。當中心有事需要幫忙，小至在中心「當更」，大至參與舞台
幕後工作，他有空就來幫手。威哥不諱言以前從未做過義工，但計劃令他很有歸屬
感，加上「男士愛認叻，不想光是攞著數，也希望有所付出」，於是愈做愈多、愈
做愈起勁。「我們都是自發去做，不想只是受助，互助更加開心，更有滿足感！」

威哥感謝計劃令他接觸到很多新事物，擴濶眼界。他說：「以前怎會想到自己可
以去後台搞搞震？」和一班兄弟相處下來，發現大家各有強項，有人會玩音樂、
寫大字、做小巴牌、整雞煲......也令他感到很多驚喜。「這班兄弟真的令我感到
好自豪！」交遊廣濶的威哥，還開始介紹朋友來中心「吹水」，加入這個有情有
義的兄弟幫。

生命耆兵

廣洪伯伯
年近70的廣洪伯伯入住靈實護老院近兩年，因「『耆』盼有您．共融
社區－長者院舍互助計劃」而認識了劉錦、Brenda等一班年輕義工，
透過恆常探訪，一起聊天、製作糕餅、種菜，彼此建立了跨代情誼。
半年來，廣洪伯伯和他們分享自己過往的經歷，製成了他的生命故事
集。廣洪伯伯說和青年人相處，令他更有朝氣和活力；而兩位青年人
則感染到伯伯的樂觀開朗，有助他們更懂得與家人相處和面對學業的
壓力。

健談的廣洪伯伯年輕時很活躍，熱愛潛水，現在他雖然行動不便，仍
經常在院內發揮親善大使角色，主動和新院友及義工交談，介紹他們
認識其他院友和照顧員；又會唱歌娛樂活動能力較差的院友。他更會
隨院舍職員外出做義工，在屋邨派菜給獨居長者。他說：「我喜歡參
與不同活動，做得來的我都想去做，不想由早到晚躺在床上。」

製作生命故事集，不但連繫了廣洪伯伯和義工，他的家人也在幫忙尋
找相片的過程中，發掘了不少溫馨回憶；他這個經驗也帶動了其他院
友齊齊參與。廣洪伯伯樂見自己的生命故事集，能鼓勵更多人藉著分
享交流，讓彼此的生活變得更豐盛，跨代的情誼更濃郁。

道具耆兵

強哥
戲稱自己是老頑童的強哥，是「兩脇發功」男士社區結連
計劃的中堅份子，無論是電腦課程、體育活動，以至學做
曲奇餅、肥皂，他都興緻勃勃來參與。當計劃連結的跨界
別劇團有舞台劇演出，他和一班兄弟即盡獻所長撐到底。
擅長金工、木工的他協助製作舞台道具，木頭車、吊燈都
一一由他巧手做出來。強哥笑說：「那時一班兄弟，誰有
空誰便上中心開工，大型道具我則在家自己做，阿仔也有
幫手！」

強哥坦言曾渡過數個月悶得發慌的退休生活：每早嘆茶，
然後去公園坐坐、聽收音機、看報，但實在捱不住，很想
「揾嘢玩」，結果碰上「兩脇發功」計劃。他自言以前只
顧工作，沒什麼朋友，但計劃帶給他來自五湖四海、各行
各業的好兄弟，大家上來開會吹水，不知多開心；幫中心
擺攤位、街站，對他猶如朋友聚會。

強哥不久要作出另一新嘗試──表演粵劇。他又正在參與
計劃的義工課程，預備日後幫手做家訪。他自言現時生活
非常充實，感激計劃開啟了他的生命新一章，「日日都充
滿新意，誰說退休就是等日子過？」

參與計劃：「兩脇發功」男士社區 
 結連計劃

推行機構：生命工場

參與計劃：「兩脇發功」男士社區結連計劃

推行機構：生命工場 

參與計劃：「耆」盼有您．共融社區－ 
 長者院舍互助計劃

推行機構： 基督教靈實協會-靈實護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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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子傑
民社服務中心 
項目幹事

吳詠怡
聖公會福利協會 
社區醫療支援服務網絡 
項目經理

陳宇豪
生命工場計劃社工

吳仲偉
基督教靈實協會 
靈實護養院社工

林玉貞
基督教靈實協會 

靈實護養院營運總經理

「耆」兵力量如何發揮？

實戰經驗多面睇

紥根社區的忠實夥伴
民社服務中心(民社)項目幹事趙子傑(Kenny)認為， 
推動長者的社區參與不一定由典型的長者服務出發，
可以有不同手法，例如民社推行的「糧友行動」就透
過派發愛心食物接觸到不少較被動的長者。

「『老友記』肯來接受服務是很重要的一步。大家建
立關係後，可逐步發掘他們的強項，慢慢就可邀請他
們做義工或參加其他活動，讓他們感到仍有能力，經
歷角色轉化。」Kenny指不少長者都愛妄自菲薄，常
謙稱「自己咩都唔識」，但只要有找到合適活動予他
們發揮，並從旁鼓勵，便能成功推動他們。

Kenny稱「耆」兵在結連長者方面最有心有力，因為
長者少用通訊科技，倚靠「人傳人」來交流資訊。 
「我們擺街站或搞活動也接觸不到的隱蔽長者，往往
一班厲害的耆兵就接觸得到。」他認為機構可善用長
者經驗，因為長者在社區紥根，對社區最熟悉，很
清楚社區有什麼需要；而且長者一般對計劃很有歸屬
感，很樂意為計劃出力，是忠實夥伴。

豎立長者正面形象
聖公會福利協會社區醫療支援服務網絡項目經理吳詠
怡(Gaile)推行「康健一線」計劃，充份感受到「耆」
兵的親和力，特別是探訪長期病患長者時，「耆」兵
更易打開話題。

Gaile認為推動長者參與，機構在構思服務時要突破
框框，迎合新一代長者的需要，而家人的支持亦很 
重要。如快樂「耆」兵高婆婆忙於參加中心活動和做
義工，家人並沒有抱怨，更作出配合，給婆婆空間活
出精彩晚年。「長者有演出時，家人來欣賞是最好的
支持。不妨邀請長者家人來參與活動，讓他們了解長
者在做什麼，明白長者原來比他們想像更能幹。」

Gaile不諱言普遍人仍感到長者是弱勢的受助者，但 
其實很多長者仍活力充沛，有很多能力、人生經驗、
人際網絡可以貢獻社區。「讓社會人士認同長者是社
會寶貴資源，建立長者的正面形象是重要工作。社會
氣氛改變了，自然更多長者願意走出來，發揮自己的
才能。」

接觸新事物　帶來成功感
生命工場計劃社工陳宇豪推行的「兩脇發功」男士社
區結連計劃，主要對象為中年男士，但也不乏60歲以
上的「兄弟」參與。阿豪認為正因「男士計劃」的活
動沒特定的年齡界線，大家可因應興趣和能力參與，
故此「未認老，不想去長者中心」的男士，便被吸引
而來，這亦無形中促使計劃跨代結網。

阿豪欣賞參與計劃的兄弟人生閱歷豐富，多才多藝，
而且樂於接觸新事物。「有機會接觸年輕時未接觸過
的事物，會很有成功感。」計劃亦會製造機會讓他們
發揮所長，貢獻自己的能力，如做後台工作或其他義
工服務，「他們不少以前從未做過義工，現在卻是樂
此不疲。」他指這班兄弟另一強項是包容力強，未來
會組織他們探訪有需要的社區人士，如受精神病困擾
的朋友。

阿豪留意到一些兄弟年輕時沒時間交朋結友，現在正
好透過參與社區活動重新出發。他笑說：「我很歡迎
他們拿著『兩脇發功』的名義到處結網識人。大家網
絡愈結愈大，互相得益。」

院舍內外持續結網
基 督 教 靈 實 協 會 靈 實 護 養 院 營 運 總 經 理 林 玉 貞
(Christine)及社工吳仲偉(阿偉)，讚賞住院長者能在計
劃中發揮橋樑的角色，連繫家人、義工、院友、照顧
員、社區人士，令彼此關係更緊密。

Christ ine認為這些「耆」兵在計劃中是凝聚各方的
關鍵人物，他們不只接受服務，還藉著分享自己的生
命故事，讓義工有機會深入了解他們，明白老弱的長
者也有豐盛的過去，為義工帶來啟發，以生命影響生
命。而邀請家人參與製作生命故事集，也增加了家人
連繫和了解；就連照顧員也在協助義工了解長者狀況
的過程中，對工作更添滿足感。

阿偉則指出健康狀況較佳的院友，在院舍內外也可 
成為結網「耆」兵，「像廣洪那樣，他常幫助我們接
待義工、新院友，介紹院內設施；到屋邨派菜時會主
動和領菜的獨居長者談天，義工的結網能力也未必及
他。」他們希望計劃能讓更多人明白，長者入住院舍
不代表生活封閉，仍可在網中發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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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故事 - 「耆」兵力量如何發揮？ 實戰經驗多面睇



林正財醫生是基督教靈實協會行政總裁，
身兼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及安老事務委員
會 主席。他認為人口老化，為社會帶來挑戰，亦
帶來機遇：透過發展社會資本加強鄰里之間守望
相助、促進跨界別協作，以及善用「老友記」的
能力，不但能紓緩醫療及福利系統所面對的壓
力，亦能更適切地回應社區需要。

強化家庭及社會角色  由冷冰冰到暖洋洋

面對人口老化，大家可能會理所當然地認為，必須增加醫
療服務及社會福利才足以應付需求，林醫生則認為大家
卻忽略了家庭及社區其實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家庭提
供很大支援，只是我們往往忽略了。例如一個住在家中的
長期病患長者，他們的起居生活，其實大部份時間是由
他的家人照顧，而不是醫院的醫生或護士。這些家庭成員
一般被稱為『Informal carer』(非正式照顧者)，另外還有
朋友、鄰居、義工等都承擔著照顧長者的責任/義務/工
作，其實這些就是社區支援網絡，亦就是社會資本。」

「政府的安老政策一向是『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所以如何做到居家照顧，便
要 家庭成員一同努力，整個社區提供支援。又舉一個例子，要照顧不良於行的獨居長者，傳
統想法是找一隊人天天送飯，可想而知這需要很龐大的團隊。若我們提倡鄰里互助，就好像
我們小時候一樣，左鄰右里邀請長者一同用膳，問題不但得以解決，原本冷冰冰的服務亦變
得很有人情味，對長者身心社靈的健康亦有極大幫助。」

跨界別協作  擦出新思維

人口老化造成的問題，不是單一機構或界別可以解決。林醫生指出要全方位支援長者及其照
顧者 家庭，必須集合跨界別力量發揮優勢互補：「不同界別一定要合作，而且是建立持久的
合作網絡，並且要突破傳統框框，例如探訪服務不一定要找社福機構去做，其實教育機構、
學生都可以做。而擅長『度橋』的商界，則可助提供新思維、新方法，一同緩解人口老化的
問題。」

發揮銀髮力量  令社會持續發展

林醫生認為人口老化既是挑戰，亦是機遇，「長者擁有智慧、經驗及知識，當中不少更是退
休的專業人士，這些都是社會資本。他們不少更擁有財政資本，這亦為發展銀髮市場，帶來
經濟誘因。」他期望未來可進一步發揮這些退休人士的力量，「現在一談到創新，我們就會
想起年輕人，但我見到不少公司是長者跟年輕人『拍住上』，年輕人固然很有創意，不怕失
敗，長者就有經驗，他們可以讓一些天馬行空的想法『落地』，更切合現實環境。」

林醫生更指出建立社會資本，對社會起鞏固的作用。「社會資本是種穩定劑，特別是香港，
一個充滿壓力的地方，如果大家的退休生活開心、積極及健康，我相信整個社會亦會穩步 
發展。」

訪問尾聲，林醫生分享了他應對將來退休的「儲蓄」心得：「現在我除了儲蓄社會資本， 
積極結交朋友，亦身體力行儲蓄『健康資本』。我很喜歡踏單車，希望持之以恆地做運動，
讓身體健康些，將來需要少一些醫療服務，減少家人及社會資源的壓力。」

基金祝願各位身心社靈健康，人情味常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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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宜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經理(長者創新及科技)、
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

潘芳芳
演員及主持

只要夕陽好，那怕近黃昏

面對人口老化，你認為推動長者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對長者個人及
社會有多重要？

隨着醫療科技進步及出生率下跌，人口老化是全球廿一世紀最重要
的趨勢之一。老人常被錯誤標籤為社會負擔，但其實只要有合適的
空間，長者便能發揮他們的技能及經驗，他們的豐富人生經驗亦令
他們更有智慧。

社會不斷的進步，有更多人明白到「老有所為」的意義。未來的
新世代長者，教育程度更高和更健康，讓他們善用這段「黃金歲
月」，積極參與社區活動，透過不同程度及方式參與社會、經濟
及家庭等活動，不但可提升長者的生活質素，他們的能力更絕對可
貢獻社會，成為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一股新動力，為社會帶來正面影
響。人們常認為「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但我卻認為「只要
夕陽好，那怕近黃昏」！

愛要及時

轉眼已到6月，今年過半了；執筆之時，後天周日就是父親
節，作為子女仍能夠表示孝心是感恩的事。當我們每天如常
地在生活和工作中拼搏，父母長輩也在匆匆歲月中漸漸老
去，某天偶一抬頭，才驚覺他們已不一樣。父母總是體恤子
女的，懂得自找樂趣，安排生活秩序，知道子女忙碌，也不
多作要求，問起時也許只是說句: 忙都要爭取時間休息呀、
有沒有吃飯，有甚麼我可以幫忙就出聲。

我平日工作繁重，但每個周末都努力陪伴爸媽，飲茶行街
看似一般但充滿樂趣，能夠親近他們之餘，也了解他們身
體變化，作出適時的關懷和跟進；聆聽爸媽細數生活的人和
事，如果當刻自己身心感到疲憊，確實要多加忍耐，免得他
們覺得是在嘮叨煩擾。能夠親近父母長輩，就要珍惜，愛要
及時。

讓長者與社會脈搏相連

在我日常的生活及工作上，與「老友記」的相處都令我獲益良
多。只要我們願意聆聽，就會得著不少智慧及生活的啟發。他
們「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信念及實踐，鼓勵著我無懼
困難，面對人生起跌。

面對人口老化，可以說是社會的挑戰，但是正所謂「人老心不
老」，長者實在有很多可以貢獻社會的地方，特別是他們的智
慧和經驗的承傳。社會也很需要他們繼續投入及付出，這不單
可以讓長者繼續與社會的脈搏相連，為社區及鄰舍出一分力，
也為他們帶來更豐盛的人生。

與長者維繫關係可以很簡單，只要打一個電話，表達一聲問候；
或是關心的探望都可以令長者感受到温暖。我認為大家相處，
彼此關懷體恤尤為重要。如果時間許可，能夠幫助其他有需要
的長者就更好，例如做義工去探訪獨居長者、平日對鄰舍長者
送上湯水，或是對長者友善設施表示支持，也會使我們的社區
更溫馨和諧。

老有所為，天天精彩！

真正令我開始接觸長者和懂得跟他們相處，可說是《開心老友記》這節目。

以前所接觸的長者就只有外婆，而受照顧的，是我；感覺上長者就是老人家，
過著老老實實的生活。自從十年前開始製作《開心老友記》，因為要負責
聯絡、資料搜集、寫稿，所以要直接和受訪的「老友記」接觸，甚至和不同的
長者機構聯絡，去瞭解長者和他們的需要。接觸下來的老友記原來很多都是老
有所為，天天精彩！

他們真的像《射雕英雄傳》中的老頑童周伯通，好像到了人生一個新起點，返
老還童，對生命重新有積極的期盼，開心地活在當下。看著一位位八、九十歲
的「老友記」，即使對寫書法，包糉子都是滿目的喜悅、滿心的知足，徹徹
底底地感動了我。

記得有一位「耆」才伯伯，看見我電話的圖籤是某個卡通人物，他來錄影時竟
用紙黏土做了六、七隻那卡通人物給我，那種漫不經意、樂在其中的心意，不
單是我最大的鼓舞，也是我待人處事的學習榜樣。

每三個星期一次、大約七小時的拍攝，是我期待的約會。即使和初相見的
長者，聊著的話題仍是「你們好叻！」，「我們很開心！」......我總是感到溫
暖和羨慕，只因他們是親切的、充滿童心的「老友記」！

鍾志平
創科實業有限公司創辦人、
社會資本摯友

黃傑龍
香港房屋協會行政總裁兼執行總幹事、
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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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識別及轉介區內體弱長者，推動
社區人士關注及支援邨內長者

• 廣源邨業主立案法團
• 恆生管理學院
•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 沙田靈光幼兒學校

社

執行機構 : 沙田靈光教會靈光睦鄰中心

計劃推展期 :  2015年8月22日至
  2017年8月21日

對象 : 區內長者、婦女及青年

推行地區 : 沙田廣源區 (主要廣源邨)

資助金額 : $1,312,000

主要協作夥伴:  

醫療界 : 沙田威爾斯醫院-社區復康部、
  廣源醫護愛心團隊

社會福利界 : 沙田靈光教會、廣源邨禧年浸信會 

居民組織 : 廣源邨業主立案法團

學校 : 沙田靈光幼兒學校、恆生管理學院、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計劃目標

1. 以「健康」為介入點，幫助區內居民結網，並運用
 社交網絡增加健康資本，促進鄰里之間互惠互助。

2. 培訓及組織廣源邨內婦女、青少年、家長及年輕
 長者成為跨代「醫R健康大使」，持續關心及服務
 社區，從而培養鄰里守望相助的精神，建立鄰里
 支援網絡。

3.  建立「醫、福、社」跨界別協作平台，支援區內
 長者需要，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社區支援網絡。

熱心的蘇女士在計劃開展時成為
「醫R健康大使」，至今已有一
年多。她憶述：「有一次乘電梯
時，我留意到有位『生面口』的
伯伯，在我主動攀談下得知他是
新遷入的獨居長者，我便介紹他
認識計劃，鼓勵他參加活動，並
陪他逛屋邨，認識附近買餸及日
用品的地方。」關心街坊儼然已

社區為家  鄰里為親

馮婆婆居於邨內多年，是計劃其中一
個被關顧的獨居長者，她表示：「我
以前很少參加社區活動，自從認識計
劃後，每星期都來中心量血壓、做運
動，身體比以前更健康，還認識到不
少街坊和『老友記』。計劃義工又會
定期來探訪及關心我，比我的仔女還
要照顧我呢！」九十多歲的陳婆婆，
亦滿心感激地表示：「健康大使來探
訪我，知道我家的水喉壞了，便找義工來維修，令我不用
擔心，日常生活能回復正常。」兩位婆婆簡單的分享，道出
了計劃動員不同背景的義工支援長者的精髓和意義。

位於沙田的廣源邨自成一角，擁有紅磚牆、大鐘樓、倚山
而建的歐陸式設計，令人仿如置身英國紅磚小鎮。這兒
有接近三十年歷史，近年獨居長者及雙老家庭不斷增加。
「醫R互聯網1」計劃發揮這個小社區的優勢，將居民連結
起來，彼此支援，增加社區的社會資本。

計劃採用「醫、福、社」協作模式，以「健康」為介入點，
針對長者的需要，積極在邨內舉辦以「健康」為主題的
活動，招募居民(尤其婦女及青年)成為跨代的「醫R健康大
使」，以五人為一小隊，配對關顧有需要的長者家庭，在
邨內建立長者的支援「互聯網」。

是蘇女士生活中的一部份，她表示：「計劃令街坊互相認
識和熟落，鼓勵鄰居互相照應，大家親密得有如家人呢！」
伯伯亦很感謝蘇女士的關心，表示：「遠親不如近鄰。」
計劃現時已經組織了十組「醫R健康大使」小隊，由組長協
助組織及推動組員，探訪已配對的長者，支援長者的身心
靈健康。

 「醫」+「R」 = 人情味

除了有醫院，計劃還有
一個重要的醫護界協作
夥伴─「廣源醫護愛心
團隊」。召集人黃廣成娓
娓道出團隊的由來：「我
們是一班醫護人員，最初
因相約在廣源區跑步而聚
在一起，後來對這區產生

 1.「醫R互聯網」計劃的「醫」代表醫護團隊，「R」代表居民(Residents)

醫 R 互聯網 

醫R健康大使: 由區內婦女、青少年、家長及年輕長者組成，接受醫護訓練後，
協助推行健康活動，並配對區內有需要長者，發揮鄰里守望相助的精神，建立長者鄰里支援網絡

跨界別持份者攜手編織長者鄰里安全網，
支援長者及護老者的需要，建立居家安老的社區

透過醫護界的資源，提升長者及護老
者關注身心健康的意識

• 沙田威爾斯醫院-社區復康部
• 廣源醫護愛心團隊
• 區內醫務診所

• 健康守護站 (量血壓)
• 健康守護平台(健康講座、運動班等)

• 「醫R健康大使」訓練及分享會
• 樓座關顧行動
• 配對探訪

了感情，便組成了『廣源醫護愛心團隊』。」團隊組成的過
程不但有趣，更可發揮成員的強項，提供身體檢查訓練予
「醫R健康大使」。就以量血壓為例，雖然看似簡單，卻別
具意義。有別於很多長者中心設置自助量血壓機，團隊卻
堅持由「醫R健康大使」為長者量血壓，希望藉此親身接觸
長者，與他們建立關係。因此除了量血壓的技巧，他們亦
著重傳授與長者的溝通技巧予一班健康大使。此舉充分體
現出社會資本計劃中，各界凝聚的人情味元素。

計劃推行了一年多，二十位來自「醫、福、社」的協作夥
伴代表、「醫R健康大使」、區內長者及社區人士已組成
「廣源健康互聯網」，定期舉行分享會，就廣源邨的健康
配套需要提出改善建議，持續將廣源區建立為居家安老的
社區，實踐計劃的「醫」、「R」互聯網理念。

現時的廣源邨除了有紅磚牆、大鐘樓和歐陸式設計外，
還充滿著濃濃的街坊情......

醫

以「健康」為介入點，組織跨代「醫R健康大使」關心及服務社區，
建立鄰里支援網絡，並搭建「醫、福、社」跨界別協作平台，

支援區內長者需要

計劃策略

1. 醫R健康大使: 50位「大使」已配對100位有需要長者；10位核心醫護人員參與定期探訪，關注長者的狀況

2. 「廣源健康互聯網」: 由跨界別的協作夥伴及地區持分者定期開會交流

跨界別
協作

活動
項目

建立的
互助網絡

• 社區關愛探訪
• 社區教育活動

招募及訓練義工，協助發掘及轉
介有需要的長者

• 沙田靈光教會
• 廣源邨禧年浸信會
• 廣林浸信會
• 基督教宣道會廣恩堂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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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新創建)重視企業社會責任，設立可持續發展委員
會為集團定立方向及目標。企業傳訊及可持續發展總監鄧祥兒(Sheila)
表示，新創建鼓勵旗下業務善用各自專長，集結跨界別力量，適切
回應社會需要，透過參與建立社會資本，讓企業和社會得以可持續發
展。新創建獲頒2016社會資本卓越夥伴獎(企業)，以表揚其對香港社
會資本建立作出的努力及貢獻。

創建新動力

集團在香港的業務涵蓋海陸空及建築工程等，現時有一
萬五千名員工，當中約一千六百名為核心企業義工，
Sheila說新創建一直把社會資本理念納入企業社會責任
的策略中：「我們對『社會資本』這個社會學名詞並
不陌生，因為它包含的理念其實存在已久：就是善用專
長，建立長遠、持續及互惠互利的關係，而非只提供單
次性的慈善服務。」

Shei la指集團的理念是，善用不同界別所長，互補
不足，一起服務社會。「社福機構知道如何在社區推行
計劃，亦掌握服務對象的需要。企業則有人力物力、專
業技能及知識。而新創建作為綜合企業，我們除了擁有
關係密切的成員公司，多元化的業務更可以連繫不同業
務夥伴及社區夥伴，一點一點，一線一線，織成很大的
網絡，以及產生強大的協同效應。」

1. 青健坊是新創建集團慈善基金及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合作成立的社會企業，專為身體機能受損及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提供
 一站式的日間照顧服務，包括專業護理、復康治療、認知訓練及社交康樂等，以促進長者身心健康。

 「四個轆」巧遇「兩個轆」

集團的企業義工隊「新創建愛心聯盟」成立16年，平均
每年組織及參與超過100項服務。Sheila坦言義工隊亦面
對挑戰：「這麼多長期義工，他們已經做過不同類型的
服務，我們可以如何注入新思維、新動力，激發更多員
工參與呢？」因此，新創建參與了基金舉辦的「跨界別
合作會面」，期望透過這個平台尋找新夥伴商討新合作
計劃。

會面成功促成好「姻緣」，集團先後參與了由復康會
推行的「SMARTCare‧有您友里」照顧者支援網絡計
劃，以及由聖公會推行的「康健一線」- 跨專業地區
健康推廣計劃。

Shei la表示集團一直關注社會老齡化問題，該兩個
計劃均以健康為介入點，關顧長者及長期病患者，大家
便一拍即合。她舉出一個善用企業專長，支援計劃的例
子：「我們的企業義工有很多是車長、技工、工程師，

他們有手藝有愛心，我們便構想到善用維修車輛的技能
至長者的輪椅上。因此，我們跟聖公會合辦課程，培訓
義工維修輪椅的技巧。企業義工則透過定期探訪，替老
人家的輪椅作例行檢查及簡單維修。」

由Speed dating開始  建立互信關係

Sheila笑言參與「跨界別合作會面」好比Speed dating
（極速約會)。雙方因理念相近開始「拍拖」，但初時不
熟悉對方，便先展開一些短期合作，待建立互信後，就
可開展更有策略及影響力的長期計劃。

Sheila續說，這些跨界別平台對商界來說十分重要：
「有些規模較細的成員公司及很有心的業務夥伴，曾向
我們表示不知如何實踐企業社會責任。透過這些跨界別
平台，商界可以一次過認識很多社福團體，繼而選擇有
共同關注議題的組織商討合作方案。」

大勢所趨 多方得益

企業的參與，不單在社區建立了網絡，同時亦在集團內
累積了社會資本。「我們的同事分布全港不同地方，透
過參與社會資本建立的活動，不但能橫向凝聚各部門
的同事，縱向連繫管理層和前線員工；亦能增強成員
公司在業務需要以外的溝通及互信。」

除參與基金資助計劃，新創建亦出錢出力，於不同社區
為不同群體建立社會資本：包括為北區長者建立聚腳點
「青健坊1」，透過家訪、社區活動，為居於偏遠鄉村的
長者及其家庭建立社區支援網；於葵青及荃灣試行「創
建生涯路」計劃，透過培訓、企業參觀、師友輔導及工
作影子體驗等，支援及承托青少年發展。

Sheila認為推動社會資本的建立是極具意義的工作：
「這個亦是大勢所趨，一方面上市公司須披露有關社區
參與的資料；另一方面，社會亦愈來愈期望多一些關心
社會及善待員工的良心企業。」

查詢電話
2503 2055

基金定期舉辦跨界別合作會面讓各界代表互相交流，共建社會資本。
有興趣參與成為基金計劃協作夥伴的企業，歡迎聯絡基金秘書處。

多元化業務

創建社會資本

企業、社會齊邁向

可持續發展

鄧祥兒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企業傳訊及可持續發展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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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CIIF 一起成長

不經不覺認識社區投資共
享基金已有十多年。

自2005年開始，在基金
委員會首任主席鄔維庸醫
生及其他委員身上學習到
社會資本的理念。透過基
金計劃的參與和計劃團隊
的分享，讓我對社區有更
深厚的認知，可以從不同
角度去理解弱勢社群的需
要；而跨界別協作更是計
劃成功的關鍵。

在主席和各委員的領導
下，我對基金寄予厚望，
香港成為有人情味的城市
亦指日可待。

黎雪芬
卸任基金委員、香港中文大
學醫學院策劃處總護士長

提高社會凝聚力
及互信

不經不覺已在社區投資共
享基金服務了12年。我的
工作主要是參與審批及評
估基金申請計劃。感激各
委員多年來對基金的投入
和貢獻，從申請計劃的
內容反映出，機構負責人
對社會資本的認識及基金
要求的認同已有明顯的提
升。更重要的是，基金對
計劃的評估指出計劃的成
效卓越，對提高社會凝聚
力及互信有極大的貢獻。

梁祖彬教授
卸任基金委員會副主席、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
行政學系榮譽教授

「獅子山精神」
是社會「軟實力」

在擔任基金委員這六年間，
我感受到基金努力地建立社
會資本，集合各方資源，連
結跨界別力量，就好像膠水
一樣，把各種制度和人緊扣
在一起。

可惜現今社會，人們生活
節奏急速，無暇關心周邊的
人和事，就連鄰舍碰面也只
會點點頭，難以深入交談。
基金多年的工作就如愚公移
山，雖然阻力重重，但喜見
凝聚了不少有心人，我也在
其中得著無限鼓勵。社會各
界重視「人情味」的建立，
我相信是基金多年來工作的
成果。

我深信「獅子山精神」不單
是向上奮鬥的打不死精神，
也是社會發展必不可少的
「軟實力」，希望基金能讓
這份精神傳承下去。我會繼
續努力，在各方面守望
您們，加油！

司徒永富博士
卸任基金推廣及發展小組委
員會副主席、鴻福堂集團控
股有限公司總經理兼執行
董事

為建築社會資本
添磚加瓦

光陰似箭。成為過去兩屆基
金委員，對我最有里程碑意
義的事有三：1)在前主席及
秘書長引領下，將不易理解
的「社會資本」概念，以
「人情味」及「結網」等名
詞令它變得更加直接，更容
易向社會傳達它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參與其中；2)在
現任主席林正財醫生的引領
下，推動社會資本主流化，
主動敞開CIIF 的大門，連繫
更多已在實踐社會資本的
有心人及機構、企業；3)通
過推廣，以及港交所對上市
公司的社會責任工作披露要
求，推動更多企業投入於社
會資本的建設工作。

在此祝願新任委員及摯友在
此平台上，繼續為建築社會
資本添磚加瓦，令香港人生
活更快樂、更有人情味。

金民豪
卸任基金推廣及發展小組委
員會主席、北京萬達文化產
業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

讓香港繼續
充滿人情味

參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
會，就是社會資本的建立。

有幸成為基金委員會的成
員，讓我認識了一群對社會
充滿愛的委員，他們來自各
行各業，官、商、民、學界
均有代表獲邀。他們一同貢
獻各自獨特的觀點、豐富的
經驗及社會網絡，為香港加
添人情味。

過往六年參與批核計劃的
工作，見證一個又一個計劃
於社區成功推展，透過民、
商、官、醫、校等跨界別聯
繫，為不同的社群建立互助
網絡。這不但充份證實基金
運用得宜及成效顯著，同時
亦為香港人連結社群，不至
於疏離孤單。深盼這優良的
工作及傳統，繼續讓社會資
本計劃於社區實踐，讓香港
各社區充滿愛及人情味。

羅淑君
卸任基金評審及評估小組委
員會副主席、香港小童群益
會總幹事

人人都是
社會的資本

成為基金委員前，我曾參加
過基金舉辦的社會資本論
壇。當時我對社會資本毫無
認識，只覺得基金的工作
很有意義和創意。當我退休
後，獲委任為基金委員時，
既感興奮也有些擔心，因為
我從前不是做社福工作，不
知道能否勝任。

在過去六年，我已轉化成一
有機會就向身邊的人介紹社
會資本的「社會資本」。我
深深體會到自己的經驗、學
識及人際網絡，能在委員會
內發揮作用。這正是基金宣
傳社會資本時，常提到的
「凹凸互補」及「結網」的
社會資本元素。

基金委員的工作雖已完成，
但社會資本的概念已深植我
體內，未來我仍會繼續推動
建立社會資本，希望能為社
會帶來更多人情味。

陳詠梅博士
卸任基金委員、香港提升快
樂指數基金義務總幹事

建立社會資本，
散發正能量

六年前，我有幸成為基金
委員，參與推動社會資本發
展，轉眼六年任期便過去
了。透過參與基金工作，我
深深感受到政府、商界、巿
民共同參與推動發展社會資
本的重要，並見證了不少弱
勢社群從中獲益，體現助人
自助的精神。

這段期間，我有幸參與不
少具創意的社會資本發展計
劃，藉不同界別的參與，
相互合作，持續發展社區網
絡，跨越界別、種族，建立
社區互助互信、共融的文
化，讓不可能變得可能，發
放正能量。

這六年的委員工作令我獲益
良多，更認識很多不同界別
的朋友。最後，我祝基金未
來連結更多夥伴，共同建立
社會資本，為社會發揮最大
效益。

鄭泳舜
卸任基金委員、
深水埗區議員

卸
任
委
員
心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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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與人的關係出發

投身社福界三十多年，Roger一直專注兒童及青少年
發展工作。他和青少年及家長的溝通一直很好，自覺選
對了路。直至工作的第四個年頭，一件事令他有深刻的
反思。「有一次，一對母子在活動上吵吵鬧鬧，我即時
的想法是趕走她們，但在場的一個義工卻很有耐性，
慢慢讓她們安靜下來。後來我才發現，原來那對母子
一個患精神病，一個智障；她們曾來過中心，我卻從沒
為意。」這件事令Roger意識到，自己漸漸只看到工作
需要，而忽略了人的價值。

「有人在路上暈倒，路人有的叫救護車、有的拿水、
有的拿藥油。大家群策群力，主動拿出自己的能力幫
人。」一次上班途上的經歷，讓保良局兒童及青少年
服務督導主任陳富德(Roger) 印證了推行「童心結網建未
來」計劃（童心）的理念──人情味不是紙上談兵，而
是要內化、實踐。社會中有熱心、樂於助人的人，自然
會帶動其他人。

這些人是人情味的種子；這些互助互信的行動，就是
社會資本。

Roger決定放下工作，進修一年後重新上路，從此不忘
以人為本。「遇上CIIF，給我另一次反思。我們提供服
務，很多時定出指標，若參加者達到某個人數，活動後
某方面有提升，就代表工作有成效，很少會從人與人的
關係出發。」「童心」的計劃核心是人情味，過程中他
會不時反思，自己對下屬有人情味嗎？團隊對學校、夥
伴有人情味嗎？他指出「童心」的特別之處，是不只令
參與者開心，還讓他們感到支持和關心。

蘊釀令信念變得堅實

出席完基金舉行的簡介會後，Roger和團隊用了一年
時間去蘊釀，直到大家都對社會資本和人情味教育有
更多掌握才遞交計劃，但正式開展計劃時，尋找夥伴並
不順利。「那時學童自殺案較多，學校希望針對防止自
殺做工夫，人情味教育顯得次要。幸好同事有著堅定信
念，再三向學校解釋，人情味教育不只能提升同學的抗逆
力，還能如撒播種子般感染整間學校、家庭以至社區。
最後成功連結了四間荃灣區的小學。」

團隊協助每間小學連結了不同企業、長者中心等，組成
跨界別網絡，由認知、關係、結構三個層面鞏固人情味

教育。「透過在學校舉行互動劇場，讓學生們體會
及思考何謂人情味，再藉工作坊培訓他們成為人情味
大使；然後提供平台如探訪長者，讓他們有機會實踐並
服務他人；最後進一步促成夥伴合作舉行活動，鞏固彼
此關係。」

Roger說小朋友在學校和家庭的轉變，如懂得體恤
別人、主動幫忙，讓人很窩心。小朋友與長者建立的親
密關係，更讓他感到很美妙。「現在學生放學經過老人
院時，會跟他們揮手，這種關係不是一兩次探訪便可建
立的。另外，有小學生探訪完長者中心，觀察到長者不
大懂得用智能手機，便主動提出舉辦手機應用班，由他
們教長者。小朋友由被動參與變成自發，這種轉化亦反
映了社會資本的成效。」

用心灌溉　以人為本

Roger坦言最初對社會資本的理解，就是發揮個人
能力，貢獻社會。現在他理解到發展社會資本，
能令社會更有人情味，加強互助互信，令大家受
益。他笑言：「小朋友教曉我，可能拍拍膊頭、鼓
勵一下，這種人情味比責罵更有建設性，更有推
動力。」

Roger認為用心灌溉，以人為本，令社會資本計劃推展
更順利，更見人情味。未來，Roger希望計劃能擴展至
葵青區，讓人情味種子進一步散播。

童心結網  

人情味種子
用心灌溉

陳 富 德
保良局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督導主任

計劃簡介
「童心結網建未來」計劃旨在推動
「商、校、家、社」跨界別合作，
建構互助社區網絡及平台。計劃初期
由社工主導配對「一校一夥伴」，並
由企業義工擔任「結網起動員」，與
學校/家教會組成「夥伴委員會」推行
活動，以提升兒童及青少年之抗逆能
力，學懂欣賞、尊重、關懷別人。計
劃亦會連繫長者中心，目標是在地區
建立持續的跨界別服務平台，將抽象
的人情味觀念轉化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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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動銀髮網：

改善長者健康 
善用長者潛能
面對全球人口老化，提升長者生活質素成為

世界各國的關注點。今期的「R&D信箱」

將為大家介紹人口老年化較嚴重的歐洲及

日本，如何運用社會資本，提升長者生活

質素，以及為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

社區建立互信互惠的支援網，提升長者的精神及身體健康

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Ca ta l on ia )，為支援社區孤獨
(loneliness)及受情緒健康困擾的長者，在市內三所初級保健
中心運用社會資本模式發展出一項社區支援計劃。計劃分為
兩部分:

1. 協調市內的初級保健中心、長者中心及社區設備機構
的部門，為參與機構的專業人士及長者義工提供各類型
培訓，提升他們對孤獨長者需要的認識，以支援計劃
的推行；

2. 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小組活動、輔導服務及社區探訪
 等。部分參與長者更會經過培訓成為義工，與其他義工
 一起服務社會。

計劃引入計劃前後
追蹤研究的成效評估，

研究結果顯示計劃完結後兩年：

44.7% 39.5%
參與長者與小組成員
已建立持續的社交關係

參與長者更參與
計劃以外的社區活動。
而且參與長者的

精神健康得到持續改善。1

阿茲海默症
咖啡室

歐洲多個國家均設有阿茲海默症咖啡室 (Alzheimer café)，
這是專為支援阿茲海默症患者及其照顧者而設的社區互助
平台。在咖啡室內，提供支援的不同界別人士、阿茲海默
症患者及其照顧者，以及社區人士均能參與各類型互助及
教育活動。此模式亦在美國等地出現。

隨著人口老化，日本的醫護需求愈來愈大。然而，在一些
偏遠地區，長者因著不同的原因 (如貧窮、區內沒有足夠
醫護服務、需要到遙遠的地方接受醫療服務等)，導致不
少長者減少使用醫護服務，忽視個人醫護需要。

其後有研究發現，如社區內的社會資本(包括信任及互助
互惠)愈豐厚，長者忽視個人醫護需要的情況便會愈少。例
如居民在社區裡建立互信，鄰舍可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義
務接送服務，或提供經濟支援幫助有需要的長者乘坐交通
工具，此舉能間接改善長者的健康狀況。2

善用長者潛能，

推動社區跨代共融

發展社會資本除了可協助長者提升生活
質素，亦可為整個社會帶來不同的正面
果效。如能善用長者潛能，更可推動社
區跨代共融，累積更豐厚的社會資本。

東京的中央區、神奈縣川崎市及滋賀縣
長濱市，曾於2004-2007年以社會資本發展
模式，在社區推行「跨代同理心計劃」
(Intergenerational Sympathy Program)。
計劃旨在招募長者接受有系統培訓後成為社區
義工，定期到區內的幼稚園、小學及公眾幼兒
中心，為小朋友提供義務性質的故事分享及遊
戲活動。計劃除了與區內的學校及幼兒中心合
作外，更與其他專業組織及人士連繫，以提供
專業的支援，包括：繪本圖書及圖書閱讀；講
解長者及幼兒的需要等。

有關的計劃成效評估發現，計劃透過跨代溝通
及互動能有效幫助參加者建立互信、互助互惠
的網絡，並且能改善長者的身體和心理功能，
以及兒童的健康教養。3 

1. Coll-Planas, L., G. del Valle Gomez, P. Bonilla, T. Masat, T. Puig and R. Monteserin 
(2017) ‘Promoting social capital to alleviate loneliness and improve health among 
older people in Spa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25(1): 145-157.

2. Mizuochi, M. (2016) ‘Social capital and refraining from medical care among elderly 
people in Japan’,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16: 331, DOI 
10.1186/s12913-016-1599-8.

3. Yasunaga, M., Y. Murayama, T. Takahashi, H. Ohba, H. Suzuki, K. Nonaka, M. 
Kuraoka, R. Sakurai, M. Nishi, N. Sakuma, E. Kobayashi, S. Shinkai and Y.
Fujiwara (2016) ‘Multiple impacts of an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 in Japan: 
Evidence from the Research on Productivity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Sympathy 
Project’, Geriatrics Gerontology International, 16(Suppl.1): 98-109.

有關社會資本的研究其實是很有趣的課題，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歡迎與基金秘書處研究及
發展主任聯絡。下期見！ 

愈來愈多長者選擇居家安老。如何在社區提供各類型支援    (包括身體和精神)，改善長者在社區的生活質素，已成為一
個重要的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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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淑英婆婆

吳再華婆婆 鄰里關愛無界限
精神康復者在社會上往往被標籤及誤解，令他們感到不易融入社區。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和悅軒透過「鄰里常在．社區資本共融計劃」，幫助康復者由受助轉化成助人，
發揮個人潛能服務健明邨居民，從而改善社區人士對康復者的印象。計劃亦推動健明邨居民認識情緒
及精神健康，促進鄰里守望、互助互愛，重建社區的人情味，使有需要的居民願意積極面對及求助。

參與社會 ── 發揮個人潛能
Shirley和Rebecca同受情緒病困擾，計劃開展初期，她們接
受培訓成為關愛互助大使，在健明邨推廣精神健康訊息；更
發揮個人潛能，成為手工藝班導師，將知識傳授給街坊。

Rebecca對在健明邨做家訪感受最深，她說：「街坊和我坦
率地分享個人故事，令我感到被接納及欣賞。」計劃令
Rebecca更積極參與社會，與健明邨居民建立互助互信的關
係，她滿足地說：「做義工的得著比付出更多！」

Shirley亦認為計劃能夠協助社區建立連繫，鼓勵更多人
「主動幫人，不用怕羞」，她說：「人情味其實一直存在。」
計劃協助康復者融入社區，發揮凹凸互補的精神，締造關愛
社區，令健明邨人情味處處。

積極求助 ── 從絕望活出希望
阿英為健明邨街坊，患情緒病多年，曾因藥物的副作用而停止服藥及覆診，令病情轉差，出現失眠及情緒低落。阿英透過
資訊展認識了計劃後，主動向我們求助，接受轉介重新接受精神科治療。其後，她睡眠質素得到改善，情緒也較安穩。現
在她會帶同女兒在計劃做義工，關心邨內有需要居民。阿英說：「做義工令我學懂幫助他人，人也變得開朗了。」

推行機構：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和悅軒

晴朗天空下的緣份
獨居生活多年的淑英，於2013年隨家人搬到新社區──啟德發展區的德朗邨居
住，但自搬入後便受著婆媳糾紛困擾，中心社工一直跟進她與家人的相處。年逾
八十的淑英，雙膝關節退化，出入需用柺杖輔助，不過她性格樂觀，在2014年
成為中心會員後即加入義工探訪活動。後來基金資助中心推行「助鄰有『里』
心計劃」，成立「有『里』心探訪隊」，配對「鄰里大使」與一戶長者，透過
長期穩定接觸，讓雙方建立更深厚的情誼。淑英與再華，就是因此而結緣。

再華在2015年中經歷喪偶之痛，中心個案社工留意到她缺乏鄰里支援，便轉介
她參與「助鄰有『里』心計劃」，協助她擴濶鄰里網絡，並安排「鄰里大使」
淑英每月探訪她。

互相扶持成摯友
經過四次探訪後，她們成為了好友，不時相約去飲早茶和做
運動。原來她們同在廣州長大，每談到廣州的童年生活便說
過不完，加上她們都喜歡打乒乓球，更不愁沒話題。雖然淑
英現在行動不便，兩位「高手」未能過招，但再華會窩心地
安慰她說：「講吓都開心啦！」茫茫人海，她們一個找到同
行者得以走出喪夫陰霾，一個則覓得知己助她從家庭壓力中
透一透氣，成為互相支持的摯友。

我們期望「助鄰有『里』心計劃」繼續在區內配對更多像淑英與再華般的「有緣人」，
由探訪與被訪轉化成朋友關係，互相支持鼓勵，散發人情味。正如本計劃「配對」了基
金後，有更多資源去舉辦多元化的鄰里網絡活動，可以為這新社區築起互助網，加添更
多人情味。

推行機構：保良局温林美賢耆暉中心

Rebecca(圖中)以關愛互助大使
身份協助手工藝班

關愛互助大使Shirley (圖右)
悉心教導健明邨街坊

  

 助鄰有「里」心
計劃  

鄰里常在．
社區資本
共融計劃

來稿要求：文字、圖畫、相片加說
明等，形式不限；文字稿不多於800
字，並提供最少8張相關的清晰相片	
(不少於700k)

投稿方法：將電子存檔之來稿及相片	
電郵至基金秘書處	 (janmak@lwb.gov.
hk)；將畫作郵寄至︰香港鰂魚涌海灣
街一號華懋交易廣場4樓401-402室社
區投資共享基金秘書處；以任何方式遞
交，均須註明「基金通訊投稿」。

提醒事項：請投稿人/機構確保所提
供作刊登之個人資料及相片，已取得
有關人士及相中人的同意，基金對來
稿擁有最終編輯權，投稿人所提供的
資料將不予發還，如有特別需要請	
註明。

＜來稿天地＞歡迎計劃團隊、 
參與者、義工、協作夥伴等 
踴躍投稿，分享參與計劃的感
想、體會和當中的感人片段。 2423

來稿天地 -  助鄰有「里」 心計劃  								來稿天地-鄰里常在．	社區資本	共融計劃



第27期計劃申請簡介會

探訪基金資助計劃

第26期獲批核計劃團隊交流會及培訓工作坊

「跨界別合作會面」活動

基金動向
回顧 (2017年3月至今) – 社會資本發展足跡

基金活動

預告 全靠你繼續支持和參與！

備註：了解更多基金活動詳情，請瀏覽基金網頁www.ciif.gov.hk 及基金Facebook 專頁www.facebook.com/ciif.hk

第28期計劃申請簡介會

26

(4月1日)陳國康博士、陳泓斌、李玉芝、譚家明、黃德祥醫生和阮水師於4月1日獲委任為基金委員；而關則
輝則獲委任為基金委員會副主席，任期兩年。同時，梁祖彬教授、陳詠梅博士、鄭泳舜、金民豪、黎雪芬、
羅淑君和司徒永富博士於3月31日卸任。我們在此再次感謝離任委員對基金工作的貢獻，並期望新任委員就
本港社會資本的發展向我們提供寶貴意見。委員會現有20位非官方委員，詳見基金網頁www.ciif.gov.hk。

(4月11日)基金於4月11日假荔枝角社區會堂舉行第27期計劃申請簡介會，
主題為「鄰里同心‧躍動青年」，吸引逾二百名來自不同界別人士出席。
會上社會資本摯友陳詠梅博士，分享如何以不同模式讓年青人成為社會 
資本。保良局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助理社會服務總幹事梁翠環、兒童及青少
年服務督導主任陳富德及生涯規劃及理財教育中心計劃主任鄭啟良，則分
享了「童心結網建未來」計劃的推行經驗。

四、五月期間，社會資本摯友探訪了三個基金資助計劃，摯友與計劃團隊、
義工及參與計劃人士直接交流，體會當中的結網力量及計劃成效，並交流
建立社會資本的經驗。

(4月28日)基金委員黃德祥醫生及阮水師，聯同摯友趙鳳儀、
高碧霞、梁意貞、盧瑞盛、盧惠英及游秀慧到九龍灣彩霞邨
探訪由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智活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推行
的「腦」友鄰舍守護計劃，了解計劃如何連結「醫、社、福、
校」的力量，在觀塘四彩區(彩德邨、彩盈邨、彩霞邨及彩福
邨)建構「認知障礙症友善社區」。

活動上兩位「社區守護員」與出席嘉賓分享照顧者遇到的困難及參與計劃
的得著，其後摯友們探訪兩間位於邨內的「愛心商戶」，了解這個互助互
信網絡，如何支援患者及其照顧者的身心靈需要。

(5月23日)基金委員譚家明，聯同摯友盧瑞盛、龍允生、鄧祥兒及謝中建
分別探訪了兩個於啟德新區推行的基金計劃。第一站是香港聖公會九龍城
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推行的「酵母‧生命起動」關愛社區計劃，活動上多
位義工及愛心酵母大使分享參與心聲，再由平時為小朋友講故事的故事姨
姨，演繹人情味故事《帽子萬歲》，令會場充滿歡樂氣氛，並充分體會角
色轉化(由新區居民成為社區大使)帶來的生命起動力量。

第二站是保良局溫林美賢耆暉中心推行的「助鄰有『里』心」計劃，多位
義工、參加者及協作夥伴分享參與計劃的親身體驗，從鄰里間互相關心及
幫助的經歷中，體現到助人助己和鄰里守望相助的精神。

(2017年第四季)基金將於2017年第四季為新一期計劃舉辦簡介會，歡迎大家連繫各界夥伴，踴躍申
請，發展更多社會資本計劃。詳情容後公布，請密切留意基金網頁www.ciif.gov.hk。

基金新委員

社會資本摯友周年聚會暨委任禮2018

(2018年第一季)新一屆社會資本摯友周年聚會暨委任禮將於2018年第一季舉行。詳情容後公布，敬請各
位摯友踴躍出席！

(7月5日)為推動基金計劃團隊與有潛質成為計劃夥伴的各界代表互相交流，基金於7月5日在銅鑼灣禮頓山
社區中心會堂舉辦「跨界別合作會面」活動，來自不同企業及計劃團隊約100人出席。

於2016年獲得社會資本卓越夥伴獎(企業)的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及童協基金會(Kids4Kids)，在會上分享了
如何透過跨界別協作，善用企業專長與計劃團隊建立互助互信，有效凝聚社區。企業與計劃團隊更於互動
環節中分享及交流經驗，探討合作機會。

(5月８日)第26期計劃申請的主題為「跨代共融  網中顯人情」，共接
獲45份合資格計劃書；基金委員會於3月通過撥款支持共8項計劃申
請，總撥款額約二千萬港元。基金秘書處於5月8日假香港太空館演講
廳舉行第26期獲批核計劃團隊交流會，簡介開展計劃時有關行政、財
務、宣傳和成效評估的安排，讓8個剛獲撥款計劃準備開展工作。

在交流會完結後，基金秘書處亦隨即為所有計劃團隊舉行了「跳出框
框 推動社區持續發展」培訓工作坊，吸引約120人出席。聖雅各福群
會社區經濟及社會企業項目主管鄭淑貞分享如何有效結集地區資源，
推動計劃持續發展。生命工場計劃主任陳宇豪則分享在推行基金計
劃「兩脇發功」男士社區結連計劃時，如何發掘男士優勢以及地區網
絡，善用多元社區資本。

問卷調查 
為了讓《人情味.Net》的內容精益求精，我們特別隨本期附上問卷，希望各位
抽空填寫，給予我們寶貴意見。各位亦可登入 https://goo.gl/S7Dx8J 填寫電
子問卷。

為答謝各位，填妥並於2017年10月31日或之前交回問卷的讀者均可獲贈CIIF 
USB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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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基金)於2002年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

在社區推行多元化的社會資本發展計劃，推動市民及社會各界發揮

凹凸互補精神，齊心建立跨界別協作平台及互助網絡，

從而建立互信、社群互助網絡、合作精神、社區凝聚力等社會資本，

讓個人、家庭及組織互相支持，讓社區能力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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