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七期申請簡介會 

鄰里同心 ‧ 躍動青年 
2017年4月11日(星期二) 

下午3:00–5:30 
荔枝角社區會堂 



歡迎瀏覽及下載最新的申請指南 

今日簡介會之投影片及重點重溫 

稍後將上載至基金網頁 

www.ciif.gov.hk 
查詢﹕2503 2017 

第27期申請截止日期 
2017年5月31日 下午5時正 

通知申請結果日期 
2017年11月30日前 

 



1. 建立社會資本計劃之準備功夫 
2. 構思計劃模式方向 
3. 認清申請條件 
4. 評審準則 
5. 三重評審架構及程序 
6. 填寫及提交計劃書 
7. 了解撥款模式及責任 
8. 小貼士﹕計劃未獲考慮的原因 
9. 備妥相關文件提交申請 
10.閱覽提問摘錄 
 
 
 
 
 

(III) 簡介申請要點、評審準則及程序  



跨界別 

介入模式 

你提交計劃書 
的動機和目的? 



跨界別 

介入模式 

你能夠描述你的機構/組織 
和計劃獨特之處嗎?  



跨界別 

介入模式 

你認識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資助計劃之目的是甚麼嗎? 



跨界別 

介入模式 

1.建立社會資本計劃準備功夫 
 

知彼知己: 

  清晰提交計劃書的動機和目的 

 掌握機構/組織、社區和目標對象的强項 

 顯示計劃有能力推動轉變 

 明白個別基金的特色和策畧 

     



跨界別 

介入模式 

 
明白個別基金的特色和策畧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運作與別不同之處 

• 策動參與對象「當家作主」，發揮自助互助
效能，最終達致社區文化轉變 

• 申請機構是基金的合作夥伴，一起推動香港
社會資本 

• 考慮每一份計劃書的潛質 

• 著重與申請機構互相交流及溝通 

• 講解撰寫計劃書的重點及竅門 

 



1.建立社會資本計劃四步曲 

推行計劃 

場地 
 

掌握 

社會資本 

理論 

創造跨界別
協作平台 

掌握 

社區/ 

社群 

跨界別 

介入模式 



提供人力資本及 
工作機會 

提高評估計劃 
成效的質素 

連繫地區網絡 

善用專業知識及網絡 

1.物色適切的夥伴，建立跨界別平台 

共建人情味 
社區 

區議會 
專業人士 
或組織 

政府部門 

學者 

商戶、 
企業 屋邨、 

屋苑管理 

醫護團體 

社福機構 

街坊、 
居民組織、 
互委會 

學校、 
家長教師會 

了解社區需要 
和居民潛質 

居民主導性、 
自發性高 

注入醫護知識 

聯繫學生 
和家庭的基地 

促進鄰里關係 
的平台 

掌握社區民情及龐大動員力 



- 申請者自行構思新的發展社會資本 
 介入模式 

 
- 鼓勵複製成功模式，按地區特色加以
調整及套用 

 

2.構思計劃模式方向 



- 複製成功模式 

2.構思計劃模式方向 

特色計劃 

基金宣傳資料 >> 基金通訊 



3.認清申請條件 

申請資格 
 
以下團體可以提出申請︰ 

 非政府機構（例如福利機構、地區組織及團體等） 

 私營及公共機構（例如商業公司及法定機構等） 

 

以下團體不符合資格提出申請︰ 

 個人 

 政府機構 



3. 認清申請條件(續) 

受資助計劃性質 

• 基金支持由社區自發，旨在建立社會資本的計劃 

• 基金接受不同界別提出的計劃（如福利、社區、商
界、學界…..等） 

• 全港和地區性質的計劃均獲考慮 

• 計劃申請的資助期不應超過三年 

• 計劃不應以牟利為目的，在推行計劃時所得的任何
盈利或額外收入都必須再投放於計劃作持續發展 

 

 



四個範疇，十一項準則 

 
I. 對社會資本建立的掌握 (共10%) 
1. 目標清晰，具發展社會資本的潛質 

2. 準確評估及能夠滿足社區需要  

4. 評審準則 



II. 計劃有效度 (共70%) 
3. 有效及創新的介入模式及連繫策略 

4. 具策略性的活動安排能有效達致計劃的預期目標 

5. 具體及可量度的表現指標，並具備有效的評估工 

 具及方法 

6. 網絡不同持份者參與，有效發揮協同效應 

7. 具持續與發展性及對社會資本建立的貢獻 

8. 合理的財政預算，具成本效益 

4. 評審準則(續) 

 



III. 機構能力 (共15%) 

9.  申請機構/組織的往績，領導才幹及推行優勢 

10. 機構的財務管理能力及穩健性 

 

IV. 其他 (共5%) 

11. 辨識危機/困難及處理能力  /  

       宣傳/推廣社會資本的方法 

4. 評審準則(續) 



5. 三重評審架構及程序 

1. 基金秘書處﹕ 
• 初步評審計劃書申請及核實提交資料 

• 收集政府其他相關部門意見 

• 根據初步評分及視乎需要，將安排跟申請機構/組織面見，
以進一步了解 

• 綜合分析，向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提交建議文件 

2. 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 
• 討論各個計劃書申請，向基金委員會提交初步批核建議 

3. 基金委員會 
• 就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的建議，作出批核決定 



6.填寫及提交計劃書 

1.計劃基本資料: 
 
計劃名稱(中英文)、推
行日期、申請總額、地
區、目標對象、是否該
期主題項目等 
 
 



1.9 計劃簡介: 
 
必須以中文及英文 
，各不多於500字概
述計劃內容，超出
部分不獲考慮，或
發還重寫 
 
註：字體12pt, 
單行書寫 

6.填寫及提交計劃書(續) 



2.1A 計劃整體社會資本成效 
-所有計劃適用，無須填寫 
 
2.1B 計劃具體目的 
評審參考﹕ 
-目標清晰，具發展社會資本 
 的潛質 

2.2 社區需要及推行這個計劃 
    的原因 
評審參考﹕ 
-準確評估及能夠滿足社區 
 需要 

表格第2項開始不得超越12頁  

6.填寫及提交計劃書(續) 



預期成效指標  
2.3A 計劃整體社會資本 
     成效 
-所有計劃適用，無須填寫 
 
2.3B 計劃具體目的 
 

評審參考﹕ 
-須具體及可量度的表現 
 指標 

(A)整體社會資本成效 Overall SC Outcomes 

社會資本成效 SC Outcomes 成效指標 Outcome Indicators 

 

推動社區參與，鼓勵計劃參加者

及義工守望相助，互相支持，促

進社會融合，並加強社區網絡。

這將有助增強市民對社區的歸屬

感，鞏固個人和家庭的社會網

絡，擴大對彼此的支援和協助解

決共同關心的問題。  

 

(所有計劃適用，無須填寫。) 

(Applicable to all projects and applicants do not have to fill in 

this section.) 

成功提升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以下六大範疇的社會

資本： 

1. 「社會網絡」 --「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與家人、親人或鄰

居的接觸更頻密」及「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與不同背景人士

的接觸更頻密」 

2. 「互助和互惠」 --「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在生活上遇到

困難/問題時，可尋求到更多人幫助他們」、「計劃直接參加者及

義工在生活上遇到困難/問題時，可尋求到更多組織/團體幫助他

們」及「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幫助他人的頻率有所提升」 

3. 「信任及團結」--「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對社區內人士的

「信任程度及團結度」有所提升」 

4. 「社會參與」--「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的「參與社區的程

度」有所提升」 

5. 「社會凝聚和包容」--「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表示社區的

「社會凝聚力和包容程度」有所提升 

6. 「資訊及溝通」--「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更容易在社區內

獲取資訊及有足夠渠道反映對社區事務的意見」 

(B) 計劃具體目的 Project Specific Objectives  

具體目的 Specific Objectives 

與 2.1(B)部份相同   

in-line with item 2.1(B) 

成效指標 Outcome Indicators  

請按個別計劃具體目標，在認知、行動、持續性等層面制定可量度

的具體指標  Based on individual project’s specific objectives, please 

set out specific and measurable indicators at cognitive, behaviour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s.  

 

2.3  計劃整體社會資本成效及計劃具體目的之成效指標  

The Outcome Indicators of Overall Social Capital Outcomes and Specific Objectives of the 

project 

「整體社會資本成效」(A 部) 將採用基金所提供的社會資本成效問卷內的指標。請只需填寫「計劃具體目的」之成
效指標(B 部)。 

“Overall SC outcomes” (Part A) will adopt indicators of the soci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provided by the CIIF.  Please set 

out indicators for “Specific objectives” only (Part B). 

 

6.填寫及提交計劃書(續) 



表現指標 

(A)計劃整體社會資本成效  (所有計劃適用，無須填寫) 

推動社區參與，鼓勵計劃參加者及義
工守望相助，互相支持，促進社會融
合，並加強社區網絡。這將有助增強
市民對社區的歸屬感，鞏固個人和家
庭的社會網絡，擴大對彼此的支援和
協助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 

  

註：申請者可利用基金提供的量表以
前中後比對分析的方法，調查計劃對
義工及參加者發展社會資本各範疇的
成效。 

成功提升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以下六大範疇的社會
資本： 

1. 「社會網絡」 --「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與家人、
親人或鄰居的接觸更頻密」及「計劃直接參加者
及義工與不同背景人士的接觸更頻密」 

2. 「互助和互惠」 --「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在生
活上遇到困難/問題時，可尋求到更多人幫助他
們」、「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在生活上遇到困
難/問題時，可尋求到更多組織/團體幫助他們」
及「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幫助他人的頻率有所
提升」 

3. 「信任及團結」--「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對社
區內人士的「信任程度及團結度」有所提升」 

4. 「社會參與」--「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的「參
與社區的程度」有所提升」 

5. 「社會凝聚和包容」--「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
表示社區的「社會凝聚力和包容程度」有所提升 

6. 「資訊及溝通」--「計劃直接參加者及義工更容
易在社區內獲取資訊及有足夠渠道反映對社區事
務的意見」 

2.3A 預期成效指標 - 整體社會資本成效之成效指標  

6.填寫及提交計劃書(續) 



表現指標 

(B) 計劃具體目的  (須具體及可量度的表現指標) 

例子： 
1. 讓社區人士更認識和接納單親

家庭； 

2. 為單親家庭建立支援網， 提升
其抗逆力； 

3. 成功帶動單親家庭建立新的身
份認同，積極參與社區事務。 

 

「認知」層面指標 

80%社區人士表示更明白單親家庭的需要。 

80%社區人士表示更願意與單親家庭成為朋友。 

80%的參與家庭認為其抗逆力有所提升。 

 

「行動」層面指標 

80%參與家庭與社區內不同階層人士成為朋友，互相支援。 

50%參與單親家庭由服務接受者轉化為服務提供者/義工，
以自身的能力，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80%參與家庭與社區團體一起主動關心社區內發生的事務。 

 

「持續性」層面指標 

70%參加者在計劃完結後，與計劃內認識的人士保持聯絡。 

20%成立自務組織，因應社區需要，貢獻所能。 

成立跨界別的社區事務關注平台，並共同擬定了未來兩年
的行動計劃，主動回應社區的需要。 

2.3B 預期成效指標 -計劃具體目的的表現指標  

6.填寫及提交計劃書(續) 



2.4  請詳述計劃發展社會資本的介入策略及目標  

Please describe th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 Objectives of Social 

Capital Building  

請具體說明計劃在特定推行時段達致整體社會資本成效及計劃具體目的  (2.1) 的介
入策略及目標 

Please specify th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nd objectives in achieving the overall SC outcomes 

and specific objectives (2.1) of the project during a particular period. 

    

介入策略一： 

策略目標： 

  

  

介入策略二： 

策略目標： 

  

  

介入策略三： 

策略目標： 

  

2.4 介入模式及連繫   
    策略 
 
評審參考﹕ 
- 清晰及創新的介入   
  模式及連繫協作夥伴 
  的策略 
 

6.填寫及提交計劃書(續) 



2.5 介入策略的預期成果及推展歷程 
評審參考﹕ 
- 具策略性的推行項目及活動安排，能有效達致計劃的預期目標 

6.填寫及提交計劃書(續) 



介入策略Intervention 
strategies 

策略目標Strategy 
Objectives 

策略目標的成效指標 
Outcome Indicators of Strategy 
Objectives 

例：建立「房、福、社」
的協作平台，為單親家
庭建立支援網，並融入
社區 

1.強化鄰里互助網絡 
 
2.提升單親家庭的抗逆力，
並促進被探訪家庭經歷角
色轉化，參與社區事務 

1. 80%接受服務的人士認為在有需要
時，能得到有效支援； 

 
2. 80%的義工及參與家庭能建立互 
       信互助關係； 
 
3. 80%參與家庭更主動關心社區內 
       有需要的人士及家人； 
 
4. 在活動完結後， 80%的義工/參 
       與家庭與在活動內認識的人士保 
       持聯絡。 

2.4介入策略預期成果及目標  

6.填寫及提交計劃書(續) 



2.5 介入策略預期成果及推展歷程   

 

活動 Activity 
 

相關活動 

類別/名稱 

Relevant 

activity Nature/ 

Name 

 

推行時段 

Implementation 

Period 

(MM/YYYY) 

 

輸出量 

Output 

(活動次數及節數

Programme no.& 

sessions) 

 

目標對象 

Target 

Groups* 

 

義工人數  

No. of 

Volunteers 

  

 

參與人數  

No. of Participants  

 

直接 

參與人數 

No. of Direct 

Participants 

 

間接 

參與人數 

No. of 

Indirect 

Participants 

   

A1「鄰舍支援
隊」 

   

6/2015-12/2015 

   

每半年進行3次
探訪，共X次 (

每個參與家庭接
受最少5次探訪) 

   

義工及家庭 (

單親家庭) 

   

80 

  

   

200 

  

  -- 

A2 義工培訓 1/2015-5/2015 

5個義工培訓系
列，共25節培訓
課程 

家庭 (單親家
庭) 

  

50 

(另加30人與
A1重覆) 

--  -- 

6.填寫及提交計劃書(續) 



2.6 成效評估 
工具及方法 
 

-所有計劃適用, 
 無須填寫 
 

 

2.6  成效評估工具及方法  

Tools and Methods for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請按第2.3及2.5項所列出計劃整體社會資本成效、計劃具體目的及個別介入策略成效指標，說明所運用
的評估工具及方法，以及進行相關評估工作的日程。 

Please specify the evaluation tools, methods and time schedule to be used in assessing the outcome 

indicators of overall SC outcomes, specific objectives and individual intervention strategy objectives 

stated in item 2.3 and 2.5. 

  整體成效 

Overall SC Outcomes 

評估對象 

Targets of 

Evaluation 

評估工具及方法 

Evaluation Tools and 

Methods 

日程 

Schedule 

  推動社區參與，鼓勵計劃
參加者及義工守望相助，
互相支持，促進社會融合，
並加強社區網絡。這將有
助增強市民對社區的歸屬
感，鞏固個人和家庭的社
會網絡，擴大對彼此的支
援和協助解決共同關心的
問題 

  

計劃所有參加者

及義工 

運用基金提供的量表，以前

中後比對分析的方法，調查

計劃對義工及參加者發展社

會資本六大範疇的成效，包

括「社會網絡」、「互助和

互惠」、「信任及團結」、

「社會參與」、「社會凝聚

和包容」及「資訊及溝通」。 

  

  

於參加者/義工首次參

與計劃時進行事前評

估，在計劃中期及計

劃完結前三個月分別

進行第二及終期問卷

調查 

  

i)  整體社會資本成效 Overall SC Outcomes  

        (所有計劃適用，無須填寫。) 
          (Applicable to all projects and applicants do not have to fill in this section.) 

6.填寫及提交計劃書(續) 



2.6 成效評估   
工具及方法 
 

評審參考﹕ 
-具備有效的評
估工具及方法 

  具體目的 

Specific 

objectives  

評估對象 

Target of 

Evaluation 

評估工具及方法 

Evaluation Tools and Methods 

日程 

Schedule 

 

    

(與2.1(B)

部份相同 

in-line with 

item 

2.1(B)) 

  

例子： 

1. 參與「鄰舍

支援隊」的

義工 

2. 200個參與

家庭 

3. 100 社區人

士 

4. 參與計劃的

15個團體的

負責人或代

表  

  

  

  

  

  

  

  

例子： 

1. 以問卷作前中後比對分析的方法，

評估計劃對義工、被訪家庭及社區

人士就以下各方面的改變成效。 

義工方面：量度他們能及早辨識有

需要的家庭或人士潛在危機的能力、

持續參與社區活動的狀況等； 

被訪家庭方面：量度他們的社區支

援網絡、自我身份認同/角色、抗逆

力 [註：採用Problem solving 

inventory (Heppber 1988)]、持續參

與社區活動的狀況等； 

社區人士方面：量度他們對單親或

新來港家庭接納程度等的轉變。 

2. 邀請團體的負責人或代表以聚焦小

組或個別面談形式評估總體計劃成

效。 

  

例子： 

1. 首次參與

計劃時進

行事前評

估，在計

劃中期及

計劃完結

前三個月

分別進行

第二及三

次問卷調

查 

2. 計劃推行

中期及計

劃完結前

三個月  

  

ii) 計劃具體目的 Specific Objectives 

6.填寫及提交計劃書(續) 



2.7 關鍵性協作夥伴 
 

評審參考﹕ 
- 網絡不同持份者參 
  與，有效發揮協同 
  效應 

請同時填寫附件三 
「本計劃與協作夥伴機構之利益披露表格」 

6.填寫及提交計劃書(續) 



2.8 相關經驗及推行優勢 
評審參考﹕ 

- 申請機構/組織的往績，  
  領導才幹及推行優勢 
 

2.9 宣傳及推廣社會資本的 
    方法 
評審參考﹕ 

- 宣傳及推廣社會資本方法  
  的有效度 
 

2.10 預計困難及應變方法 
評審參考﹕ 

- 辨識危機/困難及處理能力 
 
2.11 持續與發展方案 
評審參考﹕ 

- 具持續與發展性，及對社 
  會資本建立的貢獻 



3 財政預算 
3.1收入支出預算表 
 
評審參考﹕ 
- 合理的財政預算，   
  具成本效益 
- 機構的財政背景、    
  穩健性 

6.填寫及提交計劃書(續) 



3.2 其他撥款 
- 有否申請其他基金   
  或資助 
 

3.3 提前發放撥款 
- 可申請提前發放撥   
  款，上限為計劃撥 
  款額之首半年營運  
  費 

6.填寫及提交計劃書(續) 



4. 申請機構資料及 
 
6. 申請人聲明 
- 請謹記簽署及蓋章 



7. 了解撥款模式及責任 

撥款模式﹕ 
 採用機構先墊支、基金按季度發還的模式 
 可申請提前發放撥款，上限為計劃撥款額之首半年營運費 
 

計劃整體監管﹕ 
 負責計劃的人事、財務及質素管理 
 按時間遞交進度表現及評估報告及申請發還的開支款項 
 按年度遞交審計報告 
 為計劃制定客觀及有系統的評估，進行前、中期及終期成效

評估 
 計劃推行期間，安排基金進行最少兩次實地探訪 
 遵照撥款協議的規定，主動與秘書處提出有關申請及交代 
 於計劃完成後遞交终期報告及審計報告 

 
 



 著重提供服務、單向技能培訓或提供短期就業，跟現有資源/服務
重疊 

 不符合成本效益及效能 

 缺乏有效的結網策略，例如： 

– 局限於機構原本服務的對象，未有連繫其他社群 

– 建議一籃子服務但缺乏推行重點和彼此連繫 

– 建議的活動流於一次過活動(如飲宴)或消閒大型項目(如嘉年華) 

– 缺乏關鍵性合作夥伴 

 未備有客觀及清晰的計劃表現指標及評估 

 未能有效持續發展 

– 沒有具體的持續發展方案 

– 缺乏讓計劃參與者當家作主 

– 未能建立長遠的參與平台及帶來社區文化的轉變 

 
 

8. 小貼士﹕計劃未獲考慮的原因 



9.備妥相關文件提交申請(申請表第5部份) 

1. 填妥的申請表格正本連同三份副本 
2. 已儲存申請計劃書檔案的電腦光碟一隻 
3. 機構／組織按相關條例註冊之文件影印本 
4. 貴機構最近一年並經審計的帳目或經核証的管

理帳目 
5. 填妥「本計劃與協作夥伴機構的利益披露」表

格(附件三) 

6. 有關申請計劃書的其他附加資料（如適用) 



        10. 閱覽提問摘錄 





第27期申請截止日期 

2017年5月31日 下午5時正 

全套申請文件須送交﹕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秘書處 

香港鰂魚涌海灣街一號 

華懋交易廣場4樓401-402室 

 (備註：計劃書第2部份(計劃詳情) 不得超越12頁, 超出限制的內容將不獲考慮。)  

 

表格﹕可於www.ciif.gov.hk下載 
詳情瀏覽「申請辦法」一欄 

填寫及提交計劃書 



歡迎瀏覽及下載最新的申請指南 

今日簡介會之投影片及重點重溫 

稍後將上載至基金網頁 

www.ciif.gov.hk 
查詢﹕2503 2017 

第27期申請截止日期 
2017年5月31日 下午5時正 

通知申請結果日期 
2017年11月30 日前 

 



歡迎提問及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