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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說：一隻手掌拍不響，人情味亦然。只得一個人的話，
人情味就無處產生。希望社會有更多人情味，就要更多人齊
心協力。因此，基金一直推動不同界別互助互補，��
發揮１＋１＞２的協同效應，為社會建立更多社會資本。

「共•商•善舉」的重點，驟看是「商」──希望推動更多
商界以建立社會資本的模式，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創造共享
價值，讓社會達致可持續發展；其實，更重要的是「共」，
除了商界的參與，還需要不同界別，每個你、我、他，共同
貢獻各自的專長和力量。�

更多手掌一起拍和，掌聲自然更大更響亮，有更多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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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新年新計劃！

今期我們會為大家介紹一項「高回報」的基金計劃──「共．商．善舉」社會資本計
劃。香港品質保證局（HKQAA）自去年開始推展這項由基金資助的計劃，其特點是	
「投資」的企業和人愈多，整體社會得到的回報就愈高，社會和企業亦得以持續發展。

我們又以三個基金計劃的商界參與例子，展示無論大企業到小商戶，都可發展其	
「企業資本」並投資於社會，共創雙贏。

大家熟悉的「家燕媽媽」薛家燕，會在「SC.Net．Net人Net」分享她的人情味故事，
以及熱心參與社會事務的原因；「Together	 WE	 Create」邀得張堅庭、吳安儀、阮
水師及趙鳳儀分享他們對商界參與共襄善舉的看法；「A	New	 Look	 at	CSR」則會
介紹美國輝瑞科研製藥，醫病也醫心的CSR哲學。

新一年，基金在此祝願大家笑口常開，人情味常滿！		

基金秘書處

出版：勞工及福利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地址：香港鰂魚涌海灣街一號華懋交易廣場4樓401-402室
電話：2503 2017 傳真：2523 7283
電郵：ciif@lwb.gov.hk 網址：www.ciif.gov.hk

版權屬勞工及福利局所有。 
歡迎轉載，唯須在轉載前聯絡基金秘書處徵得同意。
如不欲接收基金的資訊(包括此通訊刊物)，請以電郵或傳真通知基金秘書處， 
標明「停止接收資訊」及提供中、英文姓名，以便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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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商‧善舉

商界愈來愈重視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到建立社會資本的重
要。有商界人士打趣說：「因為我們『欠』了社會！」既
然取諸社會，便要用諸社會，但投放在社會的「成本」如
何可以為大眾帶來更高回報，社會和企業亦得以持續發
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加入社會資本元素，正是一個高
回報方法。基金去年初資助香港品質保證局（HKQAA）
開展「共．商．善舉」社會資本計劃，為商界參與建立社
會資本提供簡明框架。	

建立社會資本	
可持續發展

基金推廣及發展小組委員會主
席關則輝說：「許多企業都很
熱心履行社會責任，所推展的
工作亦具備社會資本元素，欠
缺的只是有系統的框架去整理
及 加 強 現 行 措 施 ， 以 建 立 更
強大的社會資本。香港品質保
證 局 為 期 三 年 的 『 共 ． 商 ．
善舉』社會資本計劃，制訂及

推行《企業社會資本實踐指導文件》，為商界提供一個簡明框
架，建立社會資本以履行社會責任，有助社會和企業邁向持續
發展。」

香港品質保證局制訂的《企業社會資本實踐指導文件》，除了
參考ISO 26000社會責任國際指南1，亦結合專業管理模式及社
會資本六大範疇2。為令指導文件的內容更加「貼地」，該局邀
請了多間企業參與試驗計劃，以助持續優化指導文件。目前參
與試行計劃的協作夥伴包括：香港航空有限公司、香港寬頻網
絡有限公司、希慎興業有限公司、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新世界
發展有限公司，以及友盟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擔當橋樑角色		促進跨界別合作

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盧偉國議員博士
工程師表示，除了制訂指導文件外，
該局亦會透過培訓及嘉許計劃，協助
企業、社福機構等跨界別從業員掌握
社會資本的理念，邁向專業化發展。
「本局會擔當橋樑角色，讓企業與社
福機構及不同類型的持分者，建立互
信的夥伴關係，促進跨界別合作，共
同發揮創意及互補精神，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

該局現時亦為「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提供評級服
務，並正研究建立社會資本履行社會責任的表現與應用於該指
數的「可持續發展評級及研究」之關連，為企業提供更大推動
力，促進其可持續發展表現。

大有大做　小有小做

是否大企業、上市公司才可以參與？關則輝笑言：「我們一直認
為大有大做，小有小做。大企業資源較多，參與規模確實能較
大、方式亦較多。例如香港其中一間快餐集團，就曾與基金計劃
合作，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工作機會以及培訓班等。但小商戶亦
有其優勢，例如一間屋邨藥房就發揮地利之便，與基金計劃一起
支援邨內的認知障礙症街坊(詳情請參閱後頁)。」

透過「共．商．善舉」社會資本計劃，基金希望「履行企業社會
責任時，加入社會資本元素」這理念能落地生根，成為一種恆常
做法。關則輝勉勵商界，踏出這一步其實並不困難，只要深化現
有的CSR工作即可。他舉例：「例如義工服務，可否由服務十
個不同機構，每個去一次，改為兩個機構但服務五次，以建立更
持久的關係？與不同界別合作，可否加入更多界別？」這些小改
變，已能建立社會資本，令企業和社會達至雙贏。

「共‧商‧善舉」社會資本計劃內容
 1. 制定及推行「企業社會資本實踐指導文件」，提供簡明框架，建立社會資本 
  以履行社會責任

 2.  訂立專業人員註冊制度，提升實踐社會資本的手法及質素

 3.  訂立社會資本項目註冊制度，表揚致力建立社會資本項目的機構及從業員

 4.  建立社會資本網站，促進專業經驗交流

 5.  舉辦嘉許禮暨分享論壇，總結經驗及分享成果

基金非常歡迎各大小企業參與建立社會資本。如希望成為資助	
計劃的協作夥伴，或想了解更多，請與基金秘書處聯絡	
(電話	Tel.：2503	2017					電郵：ciif@lwb.gov.hk)。

註1： ISO 26000社會責任國際指南於2010年出版，是國際標準化組織(ISO)與企業、各國
政府、國際特赦組織等人權團體、綠色和平等環保團體、國際透明機構等反貪污運
動團體協商多時的成果，目的是希望企業能落實社會責任，將企業所獲成果與社會
一同分享。ISO 26000有七個核心主題，包括企業管治、人權、勞動實務、環境、公
平營運實務、消費者議題、社區參與和發展。

註2： 社會資本六大範疇包括：社會網絡、互助和互惠、信任和團結、社會參與、社會凝
聚和包容，以及資訊和溝通。

關	則	輝
基金推廣及		
發展小組委員會主席

盧	偉	國
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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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
大做 小有

小做

善用專長  相得益彰
無論是大企業或小商戶，
作為社區一份子，
一樣可以貢獻專長，
共襄善舉，
建立社會資本。

聘用少數族裔　推動共融

參與計劃：「家庭Power Up－跨種族『家、鄰、社』
 社會資本計劃」及「共融種子」跨種族社會
 資本發展計劃

推行機構：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麥理浩)

大企業需要穩定又可靠的人手維持營運，同時也能為有需
要人士提供工作機會。大快活自2010年起便善用這企業特
質，先後參與兩個推動社會共融的基金計劃，持續為少數
族裔提供工作機會。

早於十多年前，大快活已聘用少數族裔，但不同種族的
員工之間，出現了不少溝通和文化差異問題。透過參與基
金計劃，大快活聘用由麥理浩轉介的少數族裔人士，雙方
一起為新入職的少數族裔員工提供中文及職業技巧培訓。
麥理浩又為大快活的本地員工舉辦多元文化敏感度訓練，
講解少數族裔的文化、生活習慣、宗教和相處要點等，
讓不同族裔的員工及管理層更了解彼此的文化差異。

大快活一方面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就業機會，另一方面，
公司參與計劃後亦對多元文化有更深認識，員工之間
相處更融洽，少數族裔員工對公司更有歸屬感，可謂「多
贏」。現時，推動社會共融已成為大快活實踐企業社會責
任的新模式。 

參與計劃：「愛‧鄰‧社」護助同行計劃、
 「護老紅娘」社區支援網絡計劃

推行機構：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麥理浩)

力新的企業義工隊自2011年開始參與基金計劃，他們參與的緣起是因為他們的員
工年紀較大，更容易明白長者的需要，於是便與麥理浩展開服務長者的協作。

由於區內不少長者均行動不便，難以自行徹底清潔家居。義工上門探訪時，
見長者家居環境惡劣，亦不知從何入手。於是，力新便發揮其專長，不單為
長者提供家居清潔及顧問服務，更為義工舉辦清潔技巧工作坊。

經過多年合作，力新和中心之間默契漸生，雙方建立了長遠的夥伴關係，可謂
合作無間。

大快活集團

力新清潔有限公司

街坊小店　不遺餘力

參與計劃：「腦」友鄰舍守護計劃

推行機構：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中心)

位於彩霞邨的東成藥行，有二十多年歷史，
是街坊聊天的聚腳點。雖然只是一間地區小
店，但藥行一樣懂得善用專長，實踐鄰舍守
望相助精神。

東成藥行發揮地利以及與街坊熟稔的優勢，在「腦」友鄰舍守護計劃中擔任「愛
心商戶」，協助識別區內疑似認知障礙症患者（如留意長者光顧時，會否重覆購
買某種用品）、主動向患者提供協助（如找續時清楚講解找續銀碼），並在有需
要時通知中心作出跟進。

東成藥行店子雖小，亦願意借出場地，讓中心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生活技能訓
練、防走失演習等；店內又擺放了計劃的宣傳品，令更多街坊接觸到計劃資訊，
加深對認知障礙症的了解，建立更包容和友善的社區。

善用專長　服務長者

東成藥行

無論是大企業或小商戶，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時，不妨

多考慮企業專長及員工技能，實行「大有大做，小有

小做」，凹凸互補，讓人情味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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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Howe 
Community Enterprises

Howe Tasty
Café

Inspiring
Change

Shop

WWW

營運網站
來改善該區的
資訊與溝通

學習
新技能

與地區組織
合作

結識
新朋友

West Howe
Now

工作
俱樂部

企業社會責任已成為環球商業社會的重
要課題。不少研究已發現企業實踐企業
社會責任時，通過不同形式的協作，可
以真正達到具持續發展、社會與企業雙
贏的局面；當中，企業的持續參與及投
入非常重要，而這種參與形式正正是社
會資本所重視的。今期R&D信箱將會為
大家介紹外國的企業如何在企業內外發
展社會資本，以及當中的得著。

如何在企業內發展社會資本？
近年商界推動以Enterprise 2.01 的發展模式，
改善企業的管理及營運。由於Ente rp r i se 
2.0涉及利用企業內部的網絡及信息，因此在
這概念建立後，其他學者相繼研究如何以社
會資本方式發展Enterprise 2.0。例如學者
Hannu Makkonen及Kustaa Virtanen2，就以
在西班牙、芬蘭、英國及美國的IBM公司作成
效研究，發現以社會資本方式發展Enterprise 
2.0能有效為企業帶來以下效益：

1.結構層面
    Structural

Enterprise 2.0的使用有助於連繫
企業內不同部門及專業的人員，
從而作出非正式及自願的專業知
識交流；

2.認知層面
    Cognitive

Enterprise 2.0的使用有效
提供了及時的溝通渠道，
有助傳達和建立企業文化
和方向；及

3.關係層面 
    Relational

除一般工作的用途，Enterprise 2.0亦會為員工之間
建立有意義(例如與實際工作有關的事務) 和情感的支
援及協作，從而增加團隊精神及對企業的歸屬感。然
而，研究亦發現此效益須取決於參與的員工之間的信
任程度。

布爾根蘭長期面對年輕專業人口外移，以及婦女地位相
對較低的社會情況。有見及此，地區政府聯繫地區內的
夥伴，包括地區組織、高等技術學校及商界等，發揮凹
凸互補之效，以增加地區就業的機會，例如為當地婦女
及女學生提供有關「信息和通信技術」(ICT)工作培訓和
就業機會，此舉不但改善了女性的經濟地位，亦解決了
企業長期面對專才不足的問題3，更令地區的經濟再次發
展起來。

在歐洲，不少經濟發展較緩慢的地區，地區政府鼓勵企業
善用地區的社會資本，推動當地的經濟發展。例如：

除了企業參與發展地區的社會資本，歐洲亦有不少地區反
過來，通過居民的互相聯繫，以社會資本模式成立地區的
中小型企業，從而令社會獲得持續發展的機會。例如位於
英國般尼茅夫的西豪威鎮，當地人口只得一萬左右，由於
人口不多，地區服務只能滿足當地人的基本需要；而且當
地居民的健康、經濟及學歷水平，均較鄰近地區的居民為
低。有鑑於此，當地居民於2009年成立了註冊公司West 
Howe Community Enterprises，並營運至今。

West Howe Community Enterprises旨在改善該地區的資
訊及交流，令居民生活得更美好，其業務包括 1. 製作報
章“West Howe Now”；2. 營運網站4來改善該區的資訊與
溝通；3. 開辦“Inspiring Change Shop”，讓居民在此購買
廉價物品，並成為居民一起學習新技能及結識新朋友的地
方；4. 與地區組織合作，協調社區的一系列活動，包括義
務健康助手、工作俱樂部、經營“Howe Tasty Café”，以
及舉行“Give and Take Day”等。

由於企業的業務能滿足社區的需要，因此開業後數年已獲
得盈利，社區與企業達到雙贏局面。現時企業每年盈利已
超過港幣一百萬，在當地屬於中小型的企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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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地利
布爾根蘭
(Burgenland)

英國
般尼茅夫西豪威鎮

(West Howe, 
Bournemouth)

註1. Enterprise 2.0是由哈佛商學院Andrew McAfee教授(2009)所提出，他參考Web 2.0被青少年和大學生用來
建立社交網絡的經驗，認為將Web 2.0的概念應用於商業有其發展潛力，並建議將Web 2.0工具和技術移
植到企業中的概念，以幫助員工、合作夥伴、供應商和客戶共同建立互動的網絡，並共享信息。
[參考資料：McAfee, Andrew (2009) Enterprise 2.0: New collaborative tools for your organization’s 
toughest challenges, Harvard Business Press.]

註2. Makkonen, Hannu and Kustaa Virtanen (2015) ‘Social capital approach on Enterprise 2.0: A multiple 
case study’ 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27(10): 1212-1225.

註3.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Working Conditions (2005) Regional Social Capital in 
Europe,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註4. http://www.westhowe.net/home/4542213504
註5. http://listings.findthecompany.com/l/110675628/West-

Howe-Community-Enterprises

企業
社會資本

的形式
及應用

Enterprise

2.0

企業除可在內部發展社會資本外，亦可在企業外參與建立
社區的社會資本。企業在過程中不但能貢獻社會，更能為
自身帶來效益。?那麼 企業以外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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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有心企業十個「讚」
主題故事所提及的企業參與例子，像為街坊、長者、少
數族裔提供了一支盲公竹，引導他們去安全地帶，為香港
加添人情味及溫暖。這些企業低調地參與社會服務，更
顯真摯，我給他們十個「讚」！

我經常參與社會服務，當中有兩個活動，給我的印象特
別深刻： 

1. 懲教處邀請我到監獄做廣播節目，與在囚青年人分享
經歷，鼓勵他們重建生活。我告訴他們以前我不愛讀
書，會考只有一分，生活不開心。幸好後來愛上打桌
球，令我生活變得充實及有方向，每天專注練習，最
終成為職業桌球手，經常代表香港到外國比賽。  

2. 我受樂施會邀請參與「關懷在職貧窮」活動，和清潔
工人興姐上樓收垃圾。原來要將滿滿的垃圾車推動
是很困難的；提起重甸甸的垃圾放入垃圾槽時，自己
也很易被扯進去！遇到超大袋垃圾，更要逐件背去垃
圾房！好慘！

這兩次服務讓我領略到，給予在囚青年鼓勵、協助，就
可助他們重投社會；工人付出大量體力及汗水，值得全
香港人關心及尊敬。

其實香港很多基層／弱勢人士，只需要有人「扶一扶」，
就可以生活得好一點，我們的社會也會更有人情味。

吳 安 儀
世界女子桌球冠軍

參與社區		為城市補充維他命
城市本身是一個有機體，街巷、大廈建築是硬件，行人
住客是細胞，惡菌是問題，益菌是平衡問題的武器。如
果一間公司建立在城市之內，他必然是有機體的一部
份。上上落落，出外午餐，社區有如身體的器官，而自己
的公司員工自然是身體的一部份。參與社區等於為城市
補充維他命，自己及其他人、物皆有好處，投入愈多，對
社區感情愈發深厚。當社區是個人及企業記憶的一部
份時，我們不輕易以利潤數字為最高境界，員工們對社
區愈有感覺，對公司的歸屬感愈強。如果企業領袖對地
區投放豐富的時間與資源，員工當然知道高層對自己也
當如是，最後賺的就是：雙贏。

哈佛把收生標準作了一個很大的改動，把分數從第一位
降至很低的位置，而社區服務及環保意識等成為收錄新
生的最高標準，因地球是一體，城市、社區也如此。

張 堅 庭
電影導演、演員、編劇和監製

與社福機構結盟　定點定期服務
最近我參加了基金安排的實地探訪，與「『耆 』盼有您• 
共融社區互助計劃」的團隊及學生義工交流。同學藉多
次探訪與長者建立互信，了解他們的過去，為他們編寫生
命故事冊。同學都很認同與社福機構結盟和多次探訪的
重要。其實，企業在策劃義工服務時，這概念同樣重要，
以下有幾點策略可作參考：

1. 建立長期服務的夥伴
2. 集中資源定點、定期服務
3. 善用企業優勢
4. 栽培企業義工領袖，倡導義工精神
5. 定期分享及慶祝成果

當中第一、二點尤其是建立社會資本的重 要步驟。 
透過長期、定點、定期服務，就能建立互信，使服務事
半功倍。

我退休前在港燈工作，公司的義工服務對象主要是港島
區長者。幾年前有同事提出一些退休同事，特別是獨居
的，都需要服務，但卻未能受惠。公司立即支持這建議，
資助同事買小禮物定期探訪退休同事，與他們飲茶敘
舊。這個服務更突顯一句名言──善事由家做起。

從那時開始，同事們互相配合，有些去探訪院舍／長者
中心的老友記，有些去探望退休同事，落實了「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的美麗景象。

阮 水 師
基金委員會委員

堅持		為社區帶來改變
我很喜歡今期封面故事的主題—「共•商•善舉」。過往
我也曾透過不同平台(如攜手扶弱基金、「伙伴倡自強」
社區協作計劃等)與很多社企和團體合作，又試過提供
平台讓青年人在假期中獲取工作經驗。

我非常鼓勵企業按公司情況組織義工隊，持續參與不同
的社會服務，讓員工從義工服務中獲得滿足感，繼而將
義工精神推展至家庭和鄰居，讓更多人感受到香港是一
個充滿愛的地方。

最近一次探訪基金計劃團隊的活動，讓我感受很深的，
是義工那份堅持。不論老人或小童，互信關係都很需要
時間去建立。來自不同界別的義工(包括學生、地區人
士、社工、企業等)堅持定期探訪，彼此攜手協作，凹凸
互補，讓有需要人士得到尊重和關愛。我相信義工因堅
持而為社區帶來改變，那份滿足感實在非筆墨所能形
容。只要大家善用資本(你身邊的人脈網絡)和努力堅持，
必定能在不同崗位上為社區發光發熱。

趙 鳳 儀
社會資本摯友、海天堂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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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機構 :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竹園馬田法政牧師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計劃推展期 : 2016年11月14日至2019年11月13日

對象 : 地區居民

推行地區 : 黃大仙區竹園南及北邨

資助金額 : $2,772,000

黃大仙竹園南及北邨於八十年代落成，依山而建，環
境清雅，邨內居住著一群熱心居民。「樓住愛」計劃
舉辦身心靈健康活動，當中有250名義工協助，其中
70多位居民成為樓長，為獨居、雙老及隱蔽長者建立
社區互助網絡。

「樓」住好鄰舍  「竹」起互助網
70多位樓長是社區的「收風耳」和「千里眼」，
於社區生活或與街坊閒談間發掘及掌握不同長者的需
要，並主動拔刀相助，例如有長者受傷、平安鐘損壞
或不懂預約門診服務等，樓長便迅速提供支援或轉介
資源，成為長者的「及時雨」。

街坊少梅就體會過及時雨的溫暖。較早前她因在手術
後行動不便，終日在家悶悶不樂，年輕樓長小源知道
後隨即探訪她，並為她維修電腦和製作筆記，讓她可
以安坐家中在網上學習「八段錦」。長者樓長金好則
負責關心和開解少梅，緊密與她聯絡，成為同座的好

照應。在兩名樓長雙劍合壁協助下，少梅終於面露
歡顏，並表示：「在我的康復過程中，樓長的體貼
和關懷，猶如在冰天雪地中給我溫暖，令我感到不
孤單。」。現時，計劃的70多位樓長已為竹園南及北
邨搭建了鞏固的互助網絡，讓各「樓」座居民都居
「住」在「愛」己及人的社區。

計劃目標  

1. 以身、心、靈健康作介入點，凝聚邨內居民，建立
 團結及互信的社區氣氛

2. 培訓樓長及組織鄰里互助隊，為獨居、雙老及隱蔽
 長者編織關懷支援網絡

3. 建立跨界別協作平台，促進不同社區團體關注及回
 應長者需要

社
轉介居民、協助宣傳、
反映社區需要
竹園北邨業主立案
法團、竹園南邨
互助委員會

福
轉介義工、
合辦活動/服務

區內社會服務單位、
義工組織

校
健康支援服務、
探訪長者

大專院校醫護學系、
區內學校

醫
提供醫護
知識培訓
聖母醫院、
私人執業醫生

商 探訪長者
積金局義工隊

樓長：邨內居民接受培訓後，關注社區需要，並連結各專業提供支援，配對有需要長者，建立守望相助的鄰里支援網絡

策　        略

網    絡     建    立

成立跨界別平台
以制訂方案回應長者需要組織鄰里互助隊舉辦健康活動凝聚居民

 竹園南北邨
長者網絡關注組長者支援網絡樓長網絡

共建「樓」「住」「愛」的人情味社區

同心協力　適時而作

居民泉叔笑說：「住了30年，因參加計劃，才第一次
進入青少年中心結識年輕人，感到自己也年輕了！」
玉珍亦興奮地說：「護士教識我使用血壓計，日後便
可以幫鄰居量血壓了！」

計劃連結了醫院、地區組織和社福機構，使參加
者能夠擴濶社區資源和人際網絡。同時，計劃成
立了「竹園南北邨長者網絡關注組」，推動跨界
別團體同心協作，當察覺到區內人士有需要時，
便會迅速採取行動作出回應，促成地區組織和夥
伴之間的互助與互惠。相信在關注組的帶動下，
竹園南北邨不但是個「樓住愛」的屋邨，更是一
個人情味豐厚的社區。

樓住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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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能長遠發展，關鍵在於人。而社會資本的累積，便有賴凝聚各界別
人才的網絡，為社會共策良方。」輝瑞香港(輝瑞)總經理梁國強
(Stephen)的管理哲學是以人為本，企業在實踐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工
作也放手交由員工作主，「輝瑞推動關愛文化，從關顧同事需要開始，
建立快樂投入團隊；進而由內而外，將關愛亦帶到社會，同事由心出發
推動他們熱衷的義工服務，積極為社會走多一步。」作為藥業公司，輝
瑞希望CSR工作能善用自身企業優勢，並配合社會需要，「對症下藥」
來制定CSR方針及項目，造福社群。

建立社會資本

「義人幫」 Ｘ  基金計劃
「義人幫」成立十多年，服務對象多元化，包括社會服
務、環保、以至關心被遺棄動物等，目前每月約有兩次
義工活動。他們先後參與過兩個基金計劃，分別是救世
軍推行的「LIFE M.A.S.T.E.R. 生命啟航計劃」及基督教
家庭服務中心推行的「鄰里常在．社區資本共融計劃」。
輝瑞與CIIF結網源於2011年，Stephen成為社會資本摯
友，認識到社會資本，並與不同界別的人連結，得到更
多機會發揮企業專長，貢獻社會。

輝瑞合規事務主管尹兆熹(Andy)，是上屆「義人幫」幫
主，當時負責帶領企業義工團隊。他憶述這兩次合作讓
他獲益良多：「最初參與『LIFE M.A.S.T.E.R.』是由
Mentoring(師友計劃)開始，希望運用自身企業專長，令
青少年有更多得益，於是提議加入同事分享不同性質的
工作及發展方向；我們亦想到，青少年除了需要職業導
向的支援，家長的溝通與支持同樣重要，Stephen繼而
親自出馬，和家長分享如何和子女溝通、老闆聘用員工
的心得等，令家長更了解青少年面對的現實處境。」

Gloria則分享在「鄰里常在‧社區資本共融計劃」
中，義工會配搭區內成為鄰里大使的街坊，一同探訪
獨居長者。義工隊幫手上門替長者檢查家居，看看需
要安裝什麼安全設施。「同事們服務前接受機構的訓
練，知道要留意什麼地方，如餐枱、浴室，在關懷和
幫助他人的同時，亦能學以致用，把所學的應用在自
己身邊的長者身上。」

輝瑞香港總經理

梁 國 強  (Stephen)

由下而上 員工更投入
談到輝瑞的CSR工作，Stephen坦言全部都是由下而
上，管理層只擔當背後支持的角色，在員工需要時才
「出動」。故此是次訪問，也邀請了輝瑞義工團隊的
核心人馬一起分享。

輝瑞保健消費品香港星馬區域總經理梁明慧(Gloria)是
企業義工隊「義人幫」的「贊助人」(Sponsor)，提供

資源支持義工隊建議的義工計劃，策劃及帶領的工作
仍是由前線義工隊隊長及員工推動。多年來參與「義
人幫」活動，令Gloria體會到由下而上的好處：「放
手讓員工去想去做，推動力比由管理層指派更好。而
且，當公司支持員工的建議，他們自然會更投入，對
公司更有歸屬感。而公司的CSR工作，亦能帶出更多
意想不到的新思維。」

網絡力量  長遠關係
Andy說：「兩次合作都很具啟發性，令我們體驗到網絡
力量，跨界別合作比起我們自己做，成果、效率都
更理想。而協調不同界別合作最重要的技巧，是互相
聆聽、深化對話、不怕提出意見，才能令服務做到最好。」

輝瑞現時的CSR工作，既有單次性，也有長期合作的
服務。Gloria坦言雖然不少服務都是由單次開始做，但
如合作得好、同事又能發揮所長，互相得益，便可建立
長遠的合作關係。 

Andy認為長遠合作的好處，是大家有時間互相認識，
取長補短，令服務更精準，讓社區有最大得益。輝瑞作
為藥業公司，正正希望服務能做到對症下藥，令社會藥到
病除。「這就要透過深厚認識、長遠合作才能做到。」

助人為快樂之本
CSR工作如何能持續、吸引更多人參與？Stephen相
信一句老生常談的話：「助人為快樂之本」。「只要
有機會、有能力，人人都想幫人。『義人幫』製造機
會及建立平台，讓員工運用工作專長持續幫助社會，
還可帶同自己的家人朋友參加，甚至提出自己關心的
服務對象。員工會因此感到很有滿足感及成功感，同
時感受到公司貢獻社會的價值。」

Stephen結語，「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企
業做好自己本份，再而推己及人，運用自身優勢以回
應社會需要，能發揮最大社會效益，共建長遠的社會
資本。」

關愛由心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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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姨 X 社會資本
=

譜出人情味
藝人薛家燕，人稱家燕姐、
好姨。鏡頭前的她為觀眾
帶來歡笑及正能量，但其實
她亦曾經歷人生低谷：於二
十多年前離婚，成為帶著三
個孩子的單親媽媽。苦盡甘
來，家燕姐轉化其人生經驗
去支援其他單親家庭，並一
直為兒童及家庭的發展作貢
獻。她於2013年成為社會資
本摯友，透過其知名度及影
響力，發展社會資本，為社
會累積更多的人情味。

CIIF：為何加入成為社會資本
摯友？

家燕姐：如果藝人可以出一分力
感染及影響大家，我十分樂意去
做。2013年被邀請成為摯友，可
以與一班願意為香港社會出力的
摯友發揮個人不同力量，我認為
十分有意義。

轉化單親媽媽經驗
成就自己及他人美好人生

CIIF：可以分享你助人自助的經驗嗎 ﹖

家燕姐：當年離婚，一個人帶著三個小朋友，很吃力，
情緒很波動，壓力亦很大，幸好，「好姨」這個角色受到
觀眾歡迎。當時香港單親協會邀請我出席講座分享單親
的經歷，我一口答應，因為每個人都可能遇到婚姻挫折，
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面對、如何尋求協助。

CIIF：你如何轉化經歷成為助人良方 ﹖

家燕姐：講座上有朋友哭起來，我叫他們不用擔心，因為
我是一個好例子，他們面對的我也經歷過。我告訴他們
要「自助、自強、助人」。自助是不要氣餒，因為很多
事情只能自己幫自己；
自強是要記著自己
的強項，發掘自己的
價值，不要因一次挫
折而失去自信；最後，
當重拾自信，就去幫
助人，分享愛。

CIIF：助人過程中你有何感受 ﹖

家燕姐：幫助人令自己開心愉快，好像事事亦變得順利，
我自己亦信心大增。另外，我亦與很多婦女成為好朋友。

CIIF：有沒有遇過難忘的事 ﹖

家燕姐：有位太太在我拍劇時打電話向我傾訴，她一直
在哭，當談到一半我又要「埋位」，要分開好幾次來
傾談⋯⋯她現在是個女強人，孩子考進了好學校，自己又
遇到另一半。其實只是一個午夜談話，但可以幫她堅強
起來，亦令小朋友有一個安穩的家，我真的很開心。

提倡守望相助  互助互愛
支援家庭及兒童發展
CIIF：你認為發展社會資本對現今社會有何重要？

家燕姐：我記得小時候住鑽石山，大家守望相助，鄰舍有
喜事，家家戶戶會送上心意，如果有人生病，大家又會問
候。現在少了這些關懷，隔籬鄰舍各有各忙，互不認識，
有事真的會求救無門，人與人之間多了隔閡，令人擔心。

CIIF：這是你創立家燕媽媽藝術中心的目的嗎 ﹖

家燕姐：對，我認為我們要加強推廣親情、友情、鄰里守
望、互助互愛。我們教孩子排舞，告訴他們這並不是個人
表演，是整體合作，過程中大家要團結，以禮待人，以愛
相處。其實中心多年來都虧蝕，但我仍希望出一分力，因
為小朋友是我們將來的棟樑，他們的成長過程會影響其
發展，亦影響未來整個社會。

CIIF：中心又如何支援家長 ﹖

家燕姐：中心提供了一個平台讓父母互相交流，互相
支持。其實，現今當家長並不易，孩子每日成長，我們就
每日學習，而社會又進步，我們就更加要互勵互勉。  

CIIF：最後，你認為個人可以怎樣建立社會資本 ﹖

家燕姐：我認為大家要多些關注香港社會
發生的事物，並以「學習」、「支持」及
「分享」的心態去參與，貢獻自己的力量。
當各界人士都發揮所長，就可以好似
《皆大歡喜》的歌詞一樣：「唏呀唏呀唏，
團結一心有新轉機，那怕是萬呎風浪，
都可挽手沖天飛！」，社會定能
發展得更繁榮、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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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湊社區能力  關注照顧者需要
對於照顧者與病患者，Zoe認為兩者同樣需要被關注，
因為當照顧者身心疲累時，不但影響其照顧家人的
能力，更有可能令他成為另一個病患者。此外，照顧者
在病人復康歷程擔當重要角色，故此，支援照顧者的
工作，讓照顧者更好地發揮他的社會功能，是不容忽視
的。如何有效地承托照顧者家庭？Zoe斬釘截鐵地回答
說：「社會資本！因為社會資本強調社區能力及跨界別
協作，只有將不同界別的專長、人脈網絡及資源拼湊在
一起，築起一個安全網才可以承托照顧者的家庭。若然
安全網有一個洞，就必須有人去縫補。」

充當織網人  呼籲各界無縫交接
接觸過無數同路人的Zoe感觸地說：「有很多照顧者都
講，短跑他們可以衝過，但長期病患好比長跑，大家都
不知道這條路要走多遠。如果有同路人的一句『我明，
我都經歷過這個狀況』就可以讓照顧者不再孤單，不再
單打獨鬥。」

在「SMARTCare」照顧者支援網絡計劃中，Zoe的角色
是 一 位 織 網 人 ， 負 責 網 絡 不 同 界 別 和 組 織 ，
讓他們發揮所長、凹凸互補，如港島東醫院聯網醫護人員
及早辨識和轉介高危照顧者到社福機構；地區團體提供
社區資訊予快將離院的長期病患者家庭，讓他們積極
重投社區；社福機構舉辦照顧者支援的活動和服務，
協助他們建立同路人網絡。「我們很希望照顧者家庭
由離開醫院到重返社區，每一站都有人交接，適切地
關注照顧者的身心需要。各界能齊心建構鄰里關懷及
互助的社區。」這便是Zoe及合作夥伴一直建立豐厚社
會資本的畫面。

充滿挑戰   幸有小天使在旁
相信有心就會事成的Zoe笑談：「雖然連結不同界別和
社區人士並不容易，但只要你盡心做事，特別是好事，
總有小天使在適當時候出來扶你一把。」她特別感謝柴
灣區大廈居民協會副會長康太及港島東醫院聯網社區及
病人資源中心服務統籌黃敏櫻女士Daisy充當她的盲公
竹。「康太及Daisy十分熟悉社區及醫院環境，教曉我
什麼時候『埋位』跟地區及醫院部門建立關係，促進日
後能順暢合作。」

Zoe亦娓娓道出：「雖然近年照顧者家庭悲劇頻生，
但我們沒有氣餒。我仍記憶猶新，在一個簡單而大型的
地區照顧者健樂日中，義工熱心推廣，提升街坊對照顧
者的關注，令社區多一點關愛。」

另外，她亦憶述《一念無明》的導演黃進先生在參與醫
護人員午餐會時，成功提升了醫護人員對男性照顧者的
關注。

寄語同工：膽大心細面皮厚
作為社工亦是過來人的Zoe由衷分享：「我經常鼓勵
病患者和照顧者，即使身處逆境，還有很多值得感恩
的地方，例如家人關係變得密切，身心靈有所成長。
同時，亦不要吝嗇向摯親說一句感謝的話，讓他們感到
就算多辛苦也是值得的。」

最後，Zoe分享了隨身四個錦囊：「第一：要厚面皮，
不怕醜；第二：『識人好過識字』，掌握人脈網絡；
第三：主動，尋找不同場合的機遇；第四：抱著『撞板
多過食飯』的屢敗屢戰心態。如能做到這四點，沒有事
情可以難到你了！」

馬 麗 霞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副經理

馬麗霞（Zoe）在大學主修歷史，畢業後曾在政府
做文物古蹟保育的工作。Zoe的摯親在她上大學時，
確診患上腦血管畸形瘤，幸得到教會朋友及醫生的幫
忙，家人得以及早治療。她懷著感恩的心表示：
「曾受人恩惠渡過難關，希望自己都可以幫助人。」
因此，她轉行到社福機構工作，完成社工課程後，便
投身復康及支援照顧者的行列。

「我是過來人，

我當過照顧者，

我是      過來人        由古蹟     
              到社區：

 明白家庭成員有病，

整個家庭承受很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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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社區更有人情味       就係你幫我      我幫你

 個個都做得到…啦啦啦

我哋社會資本十兄妹        輪流舉啲例子同你分享

收風易
消息靈通，記憶力強，

觀察入微，對街坊的專長、
需要、背景皆瞭如指掌，
遇上問題要找人幫忙，

聯絡他就可以轉介合適的人。

正義權
身材健碩，力大無窮，富正義感，
愛抱打不平，儆惡懲奸，
喜歡幫助弱勢社群。

韌皮四
堅毅不屈，曾經歷許多人生起跌，
磨練出超凡的解難能力。
樣子嚴肅，處事認真，
令人望而生畏，卻心地善良。

橋王五
快人快語、創意無限、

聰明多計，
每次想到好主意就會發光。

千里眼
十兄妹中最年長，
頭腦靈活，
擁有豐富的人生經驗，
是一位睿智長者。 

多啲同老人家傾計，
關心吓佢哋，

例如教吓佢哋用智能手機，
都係社會資本嚟架！

阿強識修理家電、珍姐就係湊仔能
手、

威哥就熟電腦⋯⋯無人係萬能，

但識多啲人就可以變成樣樣都能。

左鄰右里有麻煩，無
豉油又好、

壞電器又好，幫得到
就幫，

一場鄰居梗要互相幫
忙！

我有隨身
三寶：

膠布、紙
巾、同情

心，

見到人仆
親，

可以馬上
送上關心

。

進出商場時，把門扶一扶，方便其他人，自己又開心。

十兄妹其餘五人下期會繼續同大家分享建立社會資本的好方法，請大家密切留意。下期見﹗

豉
油

洗衣機壞咗

無
豉
油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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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共樂
 樂在其中

我是「活躍銀齡」
社區自強計劃的參加者英婆婆。

剛退休時，我和很多長者一樣，並沒
什麼興趣和活動打發時間，也沒有到
長者中心參加活動。直至一次偶然參加
了計劃的「快樂椅子舞」活動，一大班
人有講有笑，聽聽歌、跳跳舞，不但開拓
新興趣，更多做了運動和交了很多新朋友。

在這裡結識了一班老友記，從此參加活動、
做義工都不愁沒伴，我亦不時鼓勵身邊的
朋友、街坊來這裡參加快樂椅子舞或其他
自主共樂活動。後來我還接受了義工培訓，
「升級」做了九龍城區的團長，和一班義工
協助中心職員策劃活動給長者。

其中，令我和一班義工特別雀躍的是「自主
共樂－湯水共享」活動。活動前幾個星期我們
就會一起商量煮什麼湯水、怎樣製作、去哪裡
購買湯料。煮好湯之後，我們會分發給一眾街
坊。大家圍著一起喝湯，真的很開心。平時除
非兒女回家吃飯，否則我自己很少煲湯，怕煲
多了浪費。現在煲了湯能跟街坊一起分享，既
可以幫助人，自己有得飲又不怕浪費，可說一
舉三得！ 

來稿要求：

 文字或相片均可；

 文字稿不多於80字；相片不少於700K，
 須配以說明文字不多於40字

投稿方法：

請於2018年5月31日或之前將稿件連同個人姓名、
聯絡電話及郵遞地址

 電郵至：ciif@lwb.gov.hk；或

 郵寄至：香港鰂魚涌海灣街1號華懋交易廣場
 4樓401-402室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秘書處；或

 Inbox至CIIF Facebook專頁

 來稿請註明「人情味報料區」

注意事項： ‧請投稿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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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人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會被基金用於跟進投稿及送出紀念品。
 ‧提供個人資料屬於自願。如未能提供足夠資料，我們可能無法為你跟進有關事項。
 ‧除以上指定用途外，基金不會以收集得到的個人資料作其他用途。你可電郵至ciif@lwb.gov.hk要求查閱或更改在這裡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活躍銀齡」
社區自強計劃長者義工
英婆婆

有時做完義工，中心職員讚我熱心，打趣說要
給我義工津貼，我都會笑著回應：「不用了！
除非你給我一萬幾千！」然後大家笑作一團。
其實做義工不辛苦，我自己都
樂在其中！中心職員打趣說
現在的我像「村長」一樣，
社區上很多人都認識我，
我要多謝計劃，令我認識了
很多朋友，生活變得
充實和有生氣。

「活躍銀齡」社區自強計劃於九龍城區及東區
為長者織網及開拓更多社會資本。推行機構尊
賢會透過計劃讓長者充能，與他們一同策劃長
者友善的活動，連繫鄰里積極參與，達至自主
共樂的目標。

人情味就在
身邊。

日常生活中
是否有些好

人好事，

令你感到人
間有情？

一個人情味
小故事，

就是一份正
能量，

讓香港更有
愛。

歡迎你與我
們分享，讓

人情味廣傳
。

來稿一經於
《人情味.N

et》或

CIIF Faceb
ook採用，

可獲贈CIIF
 USB一枚。

人情味報料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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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社區健康醫學堂
推行機構：香港醫學會

醫
社

合  

作 

「社區健康醫學堂」計劃
已推行了一年，我們初接觸地區單位
時往往會被問到，香港醫學會的醫生為何會
走進社區？醫生的職責雖然是在醫院或診所醫治病人，但醫生也是社區
的一份子。本計劃旨在讓更多市民了解醫生在社區的角色，並帶動更多
醫護人員為社區建立健康網絡，鞏固基層醫療，在社區實踐醫社合作。

共建社區健康網絡

推行計劃期間，我們的團隊了解到更多長者的需要，原來透過持續探訪體現到鄰里的日常關顧對獨居長者非常重要。踏入計劃的第二年，我們將繼續拓展服務，以培育和鞏固社區網絡。

「老友記外展大使隊」
的老友記義工薛女士

一月份我參加了第一次探訪活動，我的組員包括醫生、護士、藥劑
師、醫科學生等。看到他們積極熱心、不辭勞苦的參與，令我深受
感動。被訪長者跟我這個住在柴灣區的老友記義工談得很起勁，甚
至願意說出心底話。他們見到有醫生探訪也特別興奮，更主動請教

醫生自己的健康狀況。

 「老友記外展大使隊」
的醫科學生黎同學
在十次探訪中，我參加了八次。參與服務
後，讓我反思當初選擇唸醫科是為了學習
「醫人」而不只是醫病。故此，探訪長者
讓我學習如何與他們溝通、了解他們的生
活和困難，對我將來行醫及人生路途均有
幫助。 

「老友記健康大學」的老友記學員梁女士
今年四月我參加了課程內的郊遊活動，重拾行山的樂趣，現時每星
期行山一次，身體變得健康了，小病也隨之減少。我跟朋友分享在
「助行器具的使用及保養」課堂上學到的知識，令朋友懂得為母親
選購合適的輪椅。

計劃名稱：「智能長者」青少年科技大使計劃
推行機構：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長幼共融  帶來快樂和動力

「我相信快樂是種令人健康和幸福的靈丹妙藥，
我在譚李麗芬中學的同學身上找到了。」

長者冰心時常掛著微笑，對人十分友善，經常主動幫助別人，是眾人的
「開心果」，但原來開心果背後亦有很多辛酸故事。她曾因經濟轉型而失業，

更不幸患上癌症，幸好豁達開朗的她並沒有被打垮。

同學是「靈丹妙藥」
冰心透過長者學苑認識「智能長者」青少年科技大使計劃，最初只打算參加一些課程，例如學習
使用手機通訊軟件。活動中，同學擔任「小老師」教導長者使用手機，他們的愛心和活力令冰心
非常欣賞，「雖然同學性格迥異，但全都很有禮貌，不厭其煩地回答我們的提問，和他們相處真
的很快樂！」冰心漸漸由參加者變成義工，希望有機會與同學分享人生經驗和服務他人。

冰心曾帶領同學外出探訪獨居長者，每次她都盡心盡力地幫忙準備活動，並在過程中教導同學
正確的態度及價值觀。縱使活動後感到疲累，但冰心形容同學是她的「靈丹妙藥」：「他們給
我很多正能量和快樂，令我感到年輕了，身上的病痛彷彿也隨之消失！」。

「同學短訊問候，像家人般窩心！」
冰心很珍惜每次與學生們的相聚，與一些較熟稔的同學還會私下聯絡，間中互相問好或
相約一起活動。其中她與林巧嵐同學最熟絡，「縱然年齡相差很多，但無阻我們成為好朋
友」。冰心笑言收到同學的問候短訊最令她窩心，一句簡單的問候和祝福，背後的心意和
人情味皆難能可貴。

透過計劃，冰心從同學中得到快樂和動力，積極參
與社會服務；同學則在冰心身上學會與長者相處，
領略她永不放棄的精神。我們期望計劃繼續透過科
技加強學校與社區聯繫，促進長幼共融，發揮長者
和青少年的力量之餘，亦令他們活得更豐盛。

同學是我的

靈   丹   妙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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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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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委員會主席、行政會議成員、安老
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醫生分享人口老
化所帶來的挑戰，以及如何透過創新思
維，如時間銀行等概念，建立社會資本
讓長者居家安老。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智存記憶及認知訓
練中心高級服務經理吳美娟，分享基金
資助的「腦」友鄰舍守護計劃，如何推
動觀塘四彩區居民認識認知障礙症，匯
聚力量建構「認知障礙症友善社區」。

媒界推廣

《am730》「人情味 .Net」專欄

《am730》 邀請基金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醫生及副主席關則輝撰寫「人情味.Net」專欄，於2017年8月起
逢星期二，與市民大眾分享有關社會資本的人情味故事。請大家繼續留意及支持，並可瀏覽基金網頁
www.ciif.gov.hk或基金Facebook專頁重溫昔日文章。

第29期計劃申請簡介會

(2018年第三季) 基金將於2018年第三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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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密切留意基金網頁www.ciif.gov.hk。

探訪基金資助計劃

第28期計劃申請簡介會

跨界別合作會面 

第2７期獲批核計劃團隊交流會及培訓工作坊

基金動向
回顧 (2017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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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資本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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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至10月)基金早前就《人情味.Net》的內容進行問卷調查，在此再次感謝各位讀者的寶貴意見。我
們根據調查結果，迅即調整本期內容，例如精簡字數、放大字體等，並因應讀者期望加入全新欄目「人情味
報料區」，讓讀者一起參與提供人情味故事。我們將繼續努力，精益求精。

(2017年10月-12月)基金在2017年第四季探訪了五個基金資助計劃。多名基金委員會委員及社會資本摯友一起
參與，了解計劃推行情況，並與協作夥伴和參加者交流。 

(2018年第二季) 為鼓勵學生關愛社區，在日常生
活參與建立社會資本，基金正製作一本簡明、有
趣的社會資本繪本，免費派發予全港小學及幼稚
園使用。繪本預計於2018年第二季面世。

《人情味.Net》讀者問卷調查結果

(2017年12月13日)基金於12月13日在添馬政府總部舉行「跨界別合作會面」，來自企業/機構及基金資助
計劃團隊逾160人出席。基金推廣及發展小組委員會主席關則輝、副主席盧金榮博士、企業及計劃團隊，
在會上分享了企業/機構參與建立社會資本的理念和經驗。活動讓不同界別的夥伴和團隊互相認識，並開始
商討合作方案。

(2017年11月23日) 第27期計劃申請的主題為「鄰里同心 • 躍動青
年」，共接獲52份合資格申請書；基金委員會通過撥款支持共20項
計劃申請，總撥款額約4千萬港元。基金秘書處於11月23日假美孚
社區會堂舉行第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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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剛獲撥款計劃作好準備。

(2017年12月4日)第28
期 計 劃 申 請 簡 介 會 於
12月4日假香港中央圖
書館舉行，主題為「結
網享耆年」，吸引200
名 來 自 不 同 界 別 人 仕 
出席。

(10月9日)孤單不再—建立可持
續 跨 界 別 支 援 照 顧 者 網 絡 計 劃 
(第二期)

出席者包括基金委員陳崇一醫生及社會
資本摯友趙鳳儀、高碧霞。

( 1 0 月 1 9 日 ) 鯉 ． 生 意 興 隆 旺 ． 
好鄰網計劃

(11月27日)婦女齊起動•開創姿
彩人生 — 建立可持續新來港及單
親婦女互助網絡計劃

出 席 者 包 括 基 金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關 則 
輝、基金委員周奕希、黃德祥醫生及
社會資本摯友鄒正林、周轉香、符俊
雄、梁祖彬教授及鄭臻。

出席者包括基金委員陳國康博士及社會
資本摯友鄭臻、古麗芳。

(11月28日)「耆」盼有您．共融
社區 — 長者院舍互助計劃

出席者包括基金委員趙立基、阮水師及
社會資本摯友趙鳳儀、余秀珠、吳綺薇。

(12月18日)Better SHA Teen Café — 
關顧青少年身心健康計劃

出席者包括基金委員阮水師及社會資
本摯友伍甄鳳毛、符俊雄。

交流會完結後，為所有計劃團隊而設的「可
持續發展的社會資本」培訓工作坊隨即展開，
約100人出席。基金委員會委員、時任聖雅各
福群會副總幹事李玉芝分享了推行可持續發
展社會資本計劃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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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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援網絡，

從而建立互助互信、守望相助、社區凝聚力等社會資本，

讓個人、家庭及組織互相支持，令社區能力得以提升。

「社區動起來，到處人情在」！

香港鰂魚涌海灣街一號華懋交易廣場4樓401-402室 
Room 401-402, 4/F, Chinachem Exchange Square, 1 Hoi Wan Street, Quarry Bay, Hong Kong

電話 Tel. ：2503 2017
傳真 Fax. ：2523 7283

電郵 Email ：ciif@lwb.gov.hk
網址 Website ：www.ciif.gov.hk

與我們聯絡 Contact Us
勞工及福利局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