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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社會資本逐漸成為一個流行理論，並吸引了不同學近年社會資本逐漸成為一個流行理論，並吸引了不同學
　　
科關注科關注

••美國政治學家美國政治學家R. PutnamR. Putnam（普特南）的兩篇著作引起社（普特南）的兩篇著作引起社
會資本理論廣泛討論：會資本理論廣泛討論：

““Bowling Alone: America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獨自打保齡球獨自打保齡球────美國下降的社會資本美國下降的社會資本》》（（1995)1995)，，及及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Civic America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Civic America””
　　《《公民美國的離奇消失公民美國的離奇消失》》(1996)(1996)

起源及相應的關注起源及相應的關注





普遍社會調查（美國）普遍社會調查（美國）

由由19601960年代開始，重複進行年代開始，重複進行1414次全國性抽樣調查：次全國性抽樣調查：

•• 教會／宗教聯系的參與：教會／宗教聯系的參與：
19501950年代年代 48%  48%  

↓↓ 19701970年代年代 　　　　　　41%41%
•• 工會組織的參與：工會組織的參與：

19501950年代年代 32.5%32.5%
↓↓ 19901990年代年代 15.8%15.8%

•• 家長教師會的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參與：
19601960年代年代 一千二百萬一千二百萬

↓↓ 19801980年代年代 五百萬五百萬
•• 民間組織的參與：民間組織的參與：

-- 婦女小組婦女小組 由由 19601960年代年代　　　　　　 ↓↓ 59%59%
-- 童軍童軍 由由 19701970年代年代 　　↓↓ 26%26%
-- 紅十字會紅十字會 由由 19701970年代年代 　　↓↓ 61%61%



PutnamPutnam (1995)(1995)

““一點點令人感到不舒服一點點令人感到不舒服的的證據，顯示社會社會隔膜證據，顯示社會社會隔膜
越來越烈越來越烈…”…”

•• 在在19801980--19931993年期間年期間, , 打保齡球的人數上升打保齡球的人數上升10%10%

••在同一時間在同一時間, , 組織組織保齡球保齡球聯盟的數目卻聯盟的數目卻……

下跌下跌40%40%





““社會資本包含了一些能促進共同利益的集體行動社會資本包含了一些能促進共同利益的集體行動
的規範及網絡的規範及網絡”” ((WoolcockWoolcock, 1998): , 1998): 

““經濟資本是人們銀行的戶口經濟資本是人們銀行的戶口, , 人力資本人力資本(human (human 
capital)capital)是在人們的腦袋裡是在人們的腦袋裡, , 而社會資本就存在在而社會資本就存在在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裡面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裡面”” ((PortesPortes, 1998):, 1998):

““社會資本是一種資源絡予人及群體社會資本是一種資源絡予人及群體,,它存在於或它存在於或
多或少持久社會關係的網絡中多或少持久社會關係的網絡中”” ( Adler & Kwon ( Adler & Kwon 
1999):1999):





••家庭及小組的關係，家庭及小組的關係，
••可以提供與個人、小組、可以提供與個人、小組、
家庭及家庭及

••社區認同感及共同目的及社區認同感及共同目的及
意向意向

Bonding Social CapitalBonding Social Capital



Bridging Social CapitalBridging Social Capital

與非近親的朋友、伙伴及同事與非近親的朋友、伙伴及同事

的關係；的關係；

可以阻擋社會分化，如：階可以阻擋社會分化，如：階

級、種族及宗教。級、種族及宗教。



Linking Social CapitalLinking Social Capital

它是指擁有不同權力、社會地位及它是指擁有不同權力、社會地位及
財富的不同社會階層的組別之間的財富的不同社會階層的組別之間的
關係關係

它亦是指個人及社區可以從社區內它亦是指個人及社區可以從社區內
當前正規的組織支配資源、概念及當前正規的組織支配資源、概念及
訊息的能力訊息的能力

--



有人的房子起火有人的房子起火……

第二天，鄰居走出來協助這個家庭重建第二天，鄰居走出來協助這個家庭重建
家園。家園。

這一種集體行為不單止在農村可以找到，這一種集體行為不單止在農村可以找到，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會小組中都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會小組中都
會出現。會出現。

有這樣的故事有這樣的故事……....



在鄰舍中存在著有組在鄰舍中存在著有組
織的領袖，他振臂一織的領袖，他振臂一
呼，便呼，便……. . 



鄰舍中的人是受著一些鄰舍中的人是受著一些
規範推動，這些規範讓人們規範推動，這些規範讓人們
知道在這場合最適合的行為。知道在這場合最適合的行為。



是指一些已建立或廣為人接納的角是指一些已建立或廣為人接納的角
色、規則、網絡，並存在於鄰舍之色、規則、網絡，並存在於鄰舍之
間，促進集體行動的合作及協調間，促進集體行動的合作及協調



集體行動建立於居民共同集體行動建立於居民共同
持有的規範及信念持有的規範及信念



1.1.信任的規範信任的規範::
-- 社會信任社會信任::

　　-- 特殊信任　特殊信任　
　　-- 對陌生人的普及信任對陌生人的普及信任

-- 公民／制度上的信任公民／制度上的信任
2. 2. 互惠的規範互惠的規範::

-- 性質性質 –– 場合場合
-- 直接直接 –– 非直接非直接
-- 即時即時 –– 延遲延遲

1. 1. 種類種類: : 正規正規 –– 非正規非正規
-- 大小／容量大小／容量: : 有限有限 –– 可可
擴充擴充

-- 空間空間: : 家庭家庭 –– 全世界全世界
-- 結構結構::
-- 開放式開放式 –– 封閉式封閉式
-- 密集密集–– 稀疏稀疏
-- 多元性多元性 –– 單元性單元性

2. 2. 相關性相關性::縱向縱向 –– 橫向橫向

認知性的維度認知性的維度 –– 規範規範結構性的維度結構性的維度 –– 網絡網絡

社會資本的核心維度社會資本的核心維度





1. 1. 社會工作理論的兩種取向：社會工作理論的兩種取向：

–– 治療導向、問題為本治療導向、問題為本

–– 潛藏導向、能力為本潛藏導向、能力為本

百年發展、治療佔優百年發展、治療佔優

2.2.社會工作實踐兩種取向：社會工作實踐兩種取向：

個人個人vsvs集體集體



治療導向治療導向
專業主導專業主導

潛藏導向潛藏導向
民間主導民間主導

個人取向個人取向 集體取向集體取向

個人或家庭個人或家庭
治療工作治療工作

治療性小組及治療性小組及
院舍工作院舍工作

發展性發展性
個人工作個人工作

發掘、發展發掘、發展
社區資源社區資源





在社區裏在社區裏……..
現存服務現存服務

ICYSCICYSC
IFSCIFSC
DECCDECC

Provision of formal/ Provision of formal/ 
professional care to the professional care to the 
most needy, playing most needy, playing 
mostly remedial mostly remedial 
function and meeting function and meeting 
immediate and urgent immediate and urgent 
needsneeds

Might sustain problems Might sustain problems 
and recreate and recreate 
dependencedependence

基金計劃基金計劃

Connecting different Connecting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in the groups of people in the 
communitycommunity
Promoting mutual aid and Promoting mutual aid and 
cultivating voluntarismcultivating voluntarism
Bridging different social Bridging different social 
sectors: govt., enterprise sectors: govt., enterprise 
&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unity residents
Linking resources to Linking resources to 
complement formal carecomplement formal care
Playing developmental/ Playing developmental/ 
preventive functions in preventive functions in 
the communitythe community
Building up strengthsBuilding up strengths



熟重熟輕？熟重熟輕？





連繫參加者的方法連繫參加者的方法

將個別的參加者與其他的參加者作出將個別的參加者與其他的參加者作出
配對配對

將一小組的參加者與其他小組連繫起將一小組的參加者與其他小組連繫起
來來

將不同的小組連繫到更廣闊的社區將不同的小組連繫到更廣闊的社區



運用小組以連繫個人及社區運用小組以連繫個人及社區

義工小組義工小組

技能訓練小組技能訓練小組



不同社區部門的參與不同社區部門的參與

••專業義工小組專業義工小組
••商界伙伴商界伙伴
••非政府機構或其他非政府機構或其他CIIFCIIF計劃計劃
••政府部門政府部門



關鍵成功因素關鍵成功因素

員工的投入、熱誠和承擔員工的投入、熱誠和承擔

執行機構的信譽和網絡的實力執行機構的信譽和網絡的實力

對社會資本發展策略的掌握對社會資本發展策略的掌握

計劃的切入點和參加者的投入程度計劃的切入點和參加者的投入程度

促進跨界別合作的能力促進跨界別合作的能力

基金的「品牌」效應基金的「品牌」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