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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社會資本角度下的活動設計 



曾負責CIIF的計劃： 

1. 「愛心守護家庭互助計劃」5/2007–4/2010 

 

2. 「屯」結愛心家庭計劃    4/2011–3/2014 

 

3. 一家人鄰里互助計劃      7/2012–7/2015 



下列活動是否建立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1. 有母親說其孩子功課有疑問：工作員預算
每星期提供三天的功課諮詢時間 

2. 工作員協助區內行動不便長者向茶餐廳訂
購每天送飯 

3. 工作員安排三十位義工於新年前為不同的
殘疾人士大掃除 

4. 工作員舉辦旅行給家庭參與 

5. 工作員建立義工隊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甚麼？ 

• Social capital refers to the institutions, 
relationship, networks and norms that shap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a society’s social 
interactions. 

 

• These relationships allow actors to mobilize 
greater resources and achieve common goals. 
Such goals may be good for society or good 
for a select group of people. 

(World Bank) 



• Social capital describes the pattern and 
intensity of networks among people and the 
shared values which arise from those 
networks. Greater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generates a greater sense of 
community spirit. 

 

• Definitions of social capital vary, but the 
main aspects include citizenship, 
‘neighbourliness’, social network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UK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社會資本六項概念 

1. 社會網絡 (social network) 

2. 信任及團結 (Trust and Solidarity) 

3. 互助及互惠 (Mutual-help and Reciprocity) 

4. 社會凝聚及包容 (Social Cohesion and 
Inclusion) 

5. 社會參與 (Social Participation) 

6. 資訊及溝通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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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s 

• Bonding: reinforce links between people of similar 
background – focus on strengthening already 
existing relationships (existence of trust). Inward-
looking and exclusive (glue) 

 

• Bridging: relationships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Outward-looking, 
promote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association 
between heterogeneous groups (WD40) 

 

• Linking: linking people across different societal 
levels (the powerful and the powerless) 



何謂社會資本下的活動設計 

1. 活動目標、設計及策略能否建立社會資本？ 

 結合不同人士、團體 

 建立助人/互助網絡 

 ↑社區能力及歸屬感 

 人、家庭、社區變得更好 → 生活更好 
 

2. 基本元件：連繫(互助/助人) 

 連繫的成份： 
 

3. 效率與成效 

信任、參與、合作、付出、持續 



活動目標、設計及策略以建立社會
資本 

1. 有母親說其孩子功課有疑問：工作員預算每星
期提供三天的功課諮詢時間 

• 目的：解決學生功課問題 

 目的：成立義工隊，協助學生解決功課問
題 

 策略：招募─家庭主婦、中學生、大專/大
學生、教師、退休教師 



2. 工作員協助區內行動不便長者向茶餐廳訂購每
天送飯 

• 目標：解決長者食飯需要 

 目標：建立義工隊及合作平台，幫助長者解決
身、心、靈需要 

 設計及策略： 
 營養師安排餐單 

 茶餐廳預備飯餸(平價錢) 

 義工送飯 

 照顧身、心、靈需要 

 



房屋署 

互委會 



房屋署 

問題解決：↑生活質素、社區凝聚力 

互委會 



活動目標、設計與策略以達到 
建立社區資本： 

1. 建立連繫(互助/助人) 

 

獨
居
長
者 

助人團隊 

互助 



2.  如何建立 

a)  信念： 

b)  助人者： 

    隔膜、疏離、沒信心、人哋點睇我     
    →騙人、缺乏機會 

 

  策略  

人有善良一面 

障礙─ 

─ 撻著 

─ 提升能力 

─ 除去戒心 

─ 製造助人的正面經驗 
─ 肯定其付出 



c) 受助者 

 障礙 ─  

 策略 ─ 簡單協助開始、資源介紹、維修、
    買東西、照顧孩子 

   →深入的問題 

家醜、弱者 



d) 手法/形式 

• 自然/自由的選擇 

• 針對問題 

• 地方遠近 

• 工作員介入 

 協助及促進 

* 第一助人行為的出現 

 



助人者 vs 受助者 

• 人同時是助人者及受助者 → “施與受” 
精神 

• 角色轉化：受助者 → 助人者 

 

網絡形成 (連繫的不斷發展) 

• 提供不同的支援 

 





社區角度規劃  
1) 問題 vs 資源 

• 資源(隱藏、閒置、靜態)  

• 分析與主題相關的資源 

 人 

 互委會 

 業主立案法團 

 政府部門：房署、警方 

 學校 

 非政府機構 

 小商戶、公司 

 其他…… 

 ←激活 



2) 預期成果 

• 互助網絡建立 

 發掘有需要的人 

 資源、資訊的認識與掌握 

 轉介合適的機構 

 更有效的幫助 

• 知識─技能的轉移 

• 助人行為的出現 

•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 社區的歸屬感、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