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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社會資本必讀刊物  非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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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論壇及
社會資本動力獎頒獎禮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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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基金兩年一度的盛事 — 基金論壇及社會資本動力獎
頒獎禮，於2018年12月18日圓滿舉行，在此再次衷心
多謝各位支持。

從籌備到活動舉行當天，我們都得到許多人士的熱
心相助，光是主持及講者就有近四十位，還有出心出
力出意見的基金委員和摯友、撥冗前來參與的各界人
士、協助論壇舉行的七間支持機構、為會場帶來「看
得見的社會資本」的計劃團隊、論壇和頒獎禮的義務
司儀和攝影師等等，不能盡錄。他們聚首一堂只為一
個共同目標：推動各界別參與和協作，善用社會資本
這良方，以建立可持續發展及充滿人情味的香港！

今期基金通訊會詳盡報導論壇各環節的重點內容， 
相信定能為有志推動社會資本發展的有心人帶來不少
啟發。此外，我們亦會介紹社會資本卓越獎各獎項的
得主及獲獎原因，以表揚他們的努力和貢獻。

繼往開來，我們期待論壇和頒獎禮所集結的力量以及
展現的非凡成果，能成為各界有心人繼續推動社會資
本發展的動力，並能感染更多人加入我們的行列，實現
「連結各界力量  共建更美好社區」這願景。

最後，我們謹在此衷心感謝即將卸任的基金委員會主
席林正財醫生以及九位基金委員過去多年的傑出貢
獻，期待您們日後繼續與我們並肩前行，令香港更有
人情味。我們亦在此歡迎各新委員加入基金這個大家
庭，一起推動香港社會資本的發展。有關卸任委員心
聲，請密切留意下期基金通訊。

 基金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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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自2005年開始，就
福祉（Well-being）的量度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以了解社
會及經濟轉變對福祉所帶來的影響，並發展出相關的量度框
架。社會資本正是其中一個被量度的範疇，當中的指標包括
「社會聯繫」、「公民參與和管理」等。

更重要的是，社會資本也是福祉是否能持續發展的其中一個
因素，涵蓋層面包括「對他人的信任」、「對公共機構的信
任」、「通過組織參與義務工作」和「社會上持份者的參
與」等註1。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共機構通過社會管理以塑造
人們福祉固然重要，公民以及社會內不同持份者的參與亦不
容忽視。這種「由下而上」的參與，往往更能適時到位地針
對社區議題「對症下藥」，快速回應社區需要。

社會資本在香港已漸漸由一個十多年前的陌生學術名詞，直
到現在成為各界踴躍參與服務社會的關鍵詞。本屆社區投資
共享基金論壇，以「社會資本　社區良方」為主題，旨在分
享和探討如何運用社會資本這良方，通過跨界別協作，利用
社區內豐富及多元的資本，回應社會急速轉變下衍生的各類
型社區需要，提升市民福祉，共建人情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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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姓名及聯絡方法，以便跟進。

註1. OECD (2017), How’s Life? 2017: Measuring Well-being, OECD Publishing,  
 Paris.(http://dx.doi.org/10.1787/how_life-2017-en)在OECD的成員國家中，金融危機 
 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為了觀察社會及經濟轉變對福祉的影響，OECD 
 每兩年出版一次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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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博士在論壇上致辭時說：「自基金成立以來，特區政府共注資了8億元，當中已批出 
5億6200萬元，用來資助375個計劃，讓不同界別的機構推行多元化的社會資本發展計劃。 
到目前為止，已有超過73萬人次直接參與這些計劃，其中包括約93000名義工及約9200個協
作夥伴熱心參與，一同建立了約2100個互助網絡，大力推動各界發揮凹凸互補精神。」

今年專題論壇的主題為「社會資本—連結各界力量　共建更美好社區」，
邀請了羅致光博士、基金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醫生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
總裁蔡海偉，以及社會資本摯友陳淑薇擔任討論環節的主持人，一同探討
傳統社會服務模式及社會資本建立模式，如何凹凸互補回應社會議題。(有
關專題論壇之詳細內 容，請參閱第5至6頁)

論壇最後由林正財醫生及各專題討論的主持，歸納各專題討論的重點 
和建議，並帶出建立社會資本的成功因素作結。(論壇總結之報導，請參閱
第13 頁)

立即到www.ciif.gov.hk瀏覽照相簿，  
重溫更多論壇精彩時刻。

論壇當日亦設有基金資助計劃博覽。政務
司司長張建宗先生、羅致光博士、基金 
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醫生及副主席關則 
輝先生一起參觀博覽，了解各資助 
計劃內容和成效，並感謝一眾 
計劃團隊在推動社會資本 
方面的努力。

除專題論壇外，基金委員及社會資本摯友，以
及來自社福、商業、醫護、教育及學術等界別
的代表，分別出席了六場專題討論，就不同社
會議題分享經驗及探討跨界別協作模式和成功
因素，討論氣氛熱烈，充滿啟發性。(各場專
題討論的詳細內容，請參閱第7至12頁) 

基金論壇 

兩年一度的基金論壇及社會資本動力獎頒獎禮於2018年12月18日假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吸引約500人出席。不同界別的人士聚首一
堂，分享真知灼見，為建立更多社會資本踴躍交流。

基金藉此再次多謝各界支持和參與，並感謝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
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蒞臨，分別擔任頒獎禮主禮嘉賓及
主持論壇開幕禮，並勉勵各界繼續發揮團結力量，運用社會資本這
良方，共建更有活力和人情味的香港。

第四屆社會資本動力獎頒獎禮
兩年一度的社會資本動力獎旨在嘉許對發展社會資本
有傑出貢獻的個人、企業和機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先生致辭時表示：「社會資本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助
互信，是建立關愛共融社會的基石。希望不同界別繼
續秉承互信互助的精神，共同開拓更多切合社區需要
的協作模式，一起為推動社會資本發展而努力。」 

本年度社會資本動力獎獲獎名單如下
社會資本卓越計劃獎
•「護老紅娘」社區支援網絡
•「新夥相傳」：金齡人士及新來港家庭 
 社會資本協作與社區共融計劃
• 喜安心
•「孤單不再」- 建立可持續跨界別支援   
 照顧者網絡計劃 (第二期)
•「智能長者」青少年科技大使計劃
•「兩脇發功」男士社區連結計劃

社會資本卓越夥伴獎 (企業 / 機構)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大快活集團有限公司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嶺南大學
•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

社會資本卓越夥伴獎 (個人)
•羅勤華  
•李芷穎

本年度「社會資本卓越計劃獎」獲獎計劃由上屆的三
個增至六個，「卓越夥伴獎」獲獎單位則涵蓋商界、
教育界、宗教團體及地區組織。另外，獲頒發「社會
資本動力標誌獎」的企業和機構超過550間，較上屆
大幅增加近七成，反映社會資本理念已深入社會各
界，得到跨界別、跨階層、跨世代的支持和認同。 

（各獲獎單位之介紹及得獎心聲，請參閱第15至23頁。）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論壇 及
社會資本動力獎頒獎禮 2018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論壇 及
社會資本動力獎頒獎禮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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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壇︰�

社會資本 —  連結各界力量  共建更美好社區
香港面對人口老化、住屋短缺、家庭結構改變、青少年發展需要等眾多複雜的社會議題，  
傳統服務模式及社會資本建立模式如何凹凸互補，才能更有效回應這些社區需要？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
光博士、基金委員會主席

林正財醫生以及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在論壇上

分別論及現時社會面對的挑戰，及一起探討
如何善用社會資本以共建更美好的社區。

地區為本　 靈活回應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17年的估算，到2041年本港85歲或以上長者的數目將會達
到51萬8千人，即2016年的三倍，意味著未來40年，未計算現有短缺，我們需興
建多達1200間資助安老院才能滿足需求。如何「千方百計、寸土必爭」，興建
速度似乎也難以追上需求；服務人手亦難以大量增加去配合需求。

羅致光博士表示：「單靠傳統服務應對社會挑戰並不能持續發展。在社區及鄰舍
層面上，仍有大量資源可被開發，這些正是我們的社會資本。如何好好善用，需
各界一起深思。」

跨界別協作平台　 複製有效模式
一個社會資本豐厚的社會，人人互相幫助，很多 問題
不需政府介入已可迎刃而解。在幼兒服務、居家安
老、新邨適應、照顧者支援等各項需求都非常殷切的
環境中，如何發揮社區力量，支援有需要人士？

羅致光博士認為政府可以擔當推動角色，提供資源 以
及在社區建立可持續的跨界別（包括市民、社區組
織、政府代表和地區持份者）協作平台，共謀良方，
各展所長，善用社會資本以回應社區的需要。他並以
商界術語比喻：「基金撥款讓一些創新、具試驗性質
但能針對社區需要的計劃Start Up，經過實證有成效
之後政府可以把該模式Scale Up，嘗試複製到其他 地
區。」

蔡海偉表示，社聯一直致力建立一個跨界別協作 平
台，連結基層組織、社福機構、公營機構、商界及專
業界別，推動各方展開協作。「過去十多年，更多社
福機構透過『商界展關懷』計劃，掌握與商界及專業
界別合作的竅門及重要性。同樣，商界亦明白其角
色，令合作關係更平等及持久。」

跨部門合作　 善用社會資本
林正財醫生表示除了基金資助的計劃，亦希望未來有
更多政府部門能應用社會資本去解決 社會問題，一起
推動跨界別協作和地區為本這兩個元素。「社會問
題日新月異，各區的區情亦有所不同，服務必須
更有彈性、更貼地。故此長遠而言，社會資本不
只是解決社區需要的良方，更是不可或缺的必
需品。」

林正財醫生亦指出：「發展由下而上的社會資本，最能切合區情，回
應社區需要。」社會急速發展，社會服務亦變得專業及專門化，惟同
時帶來不少限制，難以適時解決社區問題。過往不少基金資助計劃，
正是利用社區內獨特的資本（例如訓練街坊成為樓長，關心鄰舍需
要；推動學校開放校園支援有需要家庭等）為社區提供即時支援， 
「地區持份者最了解社區需要，不妨多運用他們的創意，以社區為本
的思維找出解決方案，彌補規範化服務的限制。」

蔡海偉以社聯推行的「社會共享房屋計劃」為例，引證跨界別協作正可善
用社會資本，解決居民的燃眉之急。「我們牽頭之後，民、商、官及不同
機構都迅速和應，出錢出力。各方能一拍即合，建基於大家對社會問題的
共同關注及承擔，亦需要大家對各自不同角色的理解，互相信任。」他喜
見入住家庭慢慢發展出互助互信，「計劃起動後產生骨牌效應，居民之間
亦累積了社會資本，產生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果。」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博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  蔡海偉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主席  林正財醫生

論壇主持、商業電台主席特別
顧問、社會資本摯友 陳淑薇總
結時，建議大家由自身做起，
各界別積極貢獻所長，由下而
上建立社會 資本。

專題論壇完結後，基金就不同議題安排了六場專題討
論，由不同界別的講者與來賓作更深入討論，集思廣
益，內容詳見後頁*。

如欲瀏覽更多論壇照片、重溫觀眾問答詳情等，請瀏
覽www.ciif.gov.hk

*嘉賓發言純屬個人意見，不代表基金立場。內文按嘉賓發言次序排列。

商業電台主席 特別顧問 陳淑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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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　 健康關鍵

講者一致認為「身心社靈」四大範疇互相影響，提倡
「社」(即「社交」)、「社會網絡」這些社會資本重
要元素，是提升精神健康以至全人健康的一個重要介
入點。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陳濬靈博士贊同「社」的重
要，他指出香港約有五百個臨床心理學家，並不足以
應付人口需要：「華人社會受儒家思想影響，講求關
係。自古以來，大家都以『關係』解決生活上的問
題，現代潮語亦有『識人好過識字』，這些正是我們
今日討論的『社會資本』。」

發掘地區領袖　 跨界別協作

浸 信 會 愛 羣 社 會 服 務 處 於 2 0 1 2 起 推 行 基 金 計 劃 
「『家』陪同心」，結連了「社、醫、福」界別以推
動東區成為精神健康社區。總幹事趙漢文分享計劃成
果時表示，要發揮社會資本的力量，需要發掘地區領
袖並讓計劃扎根：「計劃成功發掘潛藏社區的居民及
病人組織領袖，他們不但有心，更為計劃提供聚腳
點。我們提供培訓，讓他們消除誤解，認識精神健康
的重要性並進一步參與，最後更會自發推動網絡，因
為他們都希望自己居住的社區會變得更好。」

港島東醫院聯網是「『家』陪同心」計劃的協作夥伴，
醫院管理局港島東醫院聯網（社區服務）榮譽顧問、 

社會資本摯友黃敏櫻致力提倡及推動專業人士走入社
區。「由於醫管局資源有限，其重點很自然會放在醫治
上，但我們相信病人在每個階段需要不同界別的支援，
所以我們除了有醫療專家，亦引入社福專業等。社會資
本計劃正正提供了平台，讓專業界別之間互相合作及建
立互信，並各自發揮所長協助病人。」

怡和集團思健行政總監徐敏姿亦相信精神健康需要各
界共同關注：「人生花了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工作上，
如果員工精神不健康，會直接影響工作表現。怡和集
團在香港大概有七萬名同事，我們成立了思健這個組
織，在公司內部進行推廣，讓僱員學習精神健康的知
識，亦鼓勵他們將精神健康的信息和知識帶回家庭及
社區。」

改變文化　 拆牆鬆縛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副主席陳崇
一醫生套用「80/20法則」，強調社會資本對治療的
重要：「醫一個病，百分之二十靠專業醫護人員提供
服務，另外百分之八十屬於社會資本範疇，即親友的
關心及同路人的分享等。」他指出，要達至身心社靈
健康，不可單靠一個專業，實有賴跨界別的協作。因
此，透過提倡社會資本，推動各界互助互信、發揮優
勢、聚焦資源，倡導文化改變，為僵化的制度「拆牆
鬆縛」，都有助建立健康心靈及和諧社區。

善用義工網絡　 讓長者充權

長屋設計及長屋科技聯合創辦人雷煒程指出，要實現
居家安老，一個切合長者需要的家居環境相當重要。
「有些小型工程，例如加裝浴室扶手、換抽氣扇等，
不是很難找人做，就是收費高昂。」長屋遂與職業訓
練局合作，訓練學生成為青年安居大使，為長者家居
提供簡單維修和改裝服務。另外，長屋亦為獨居長者
配對居於附近的「青老」(young-old) 義工，透過電子
家居監測系統，留意長者在家的情況，有需要時通知
義工跟進。「我們亦可透過系統收集有用數據，從而
更了解長者的需要，以提供適切服務。」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吳煜明曾督導多個
基金資助計劃的推行。他指出讓長者充權，相信自己
能助人自助，也是推動長者建立社會資本的關鍵。他
又指，透過跨界別協作機制，能連結社福界、醫護
界、商界和地區團體等，大家發揮各自專長，互補不
足，以支援地區長者。「這協作機制不是自然產生，
需要有一個大家共同認受的團體做『中間人』以推動
協作，而不同界別的夥伴亦需要時間磨合。」

跨界別協作平台　地區數據助解難

時任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企業傳訊及可持續發展總
監、社會資本摯友鄧祥兒說，企業參與建立社會資
本，一方面能服務社區，另一方面亦可提升企業形
象、促進業務持續發展，可謂雙贏。現時，商界與不
同界別的合作已愈趨成熟，通過建構跨界別協作平
台，企業與不同夥伴合作，了解社會訴求，與持份者
緊密溝通，更能有效回應社區需要。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總監、社會工作及社會行
政學系副教授樓瑋群博士，引用世界銀行對社會資本
的量度方法，進一步解說社會資本六大範疇，以及跨
界別協作的重要。「建立社會資本的關鍵是找尋建立
互信的方法和締造雙贏的方案。現時，我們缺乏鄰里
層面的地區數據以了解分區特性，對推動建立社會資
本來說並不理想。」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南葵涌社會服務處總幹事周
奕希總結，香港屬於高度規範化的社會，很多事情要
有牌照才能推行，面對人口高齡化，他希望能通過跨
界別協作，一起為社區尋找良方妙藥。

社會各界一直致力推動長者居家安老。長者除了需要親友的關懷外， 
鄰里的支援、跨界別夥伴的無縫合作同樣重要。講者在此環節分享了 
跨界別協作的成功經驗，並帶出建立跨界別協作平台的重要，亦提及 
香港需要更詳細的地區數據以助大家更了解分區特性，從而提供更適切
的服務支援長者。

專題討論一 

結網享耆年
香港生活節奏緊迫，容易對個人健康帶來不良影響。根據世界衛生組
織《組織法》的定義，「健康不僅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是體格、
精神與社會之完全健康狀態」。如何利用社會資本在社區推動「身心
社靈」全人健康，讓個人及社會健康發展是這節討論的課題。

專題討論二 

繁榮鬧市 
健康心靈

吳煜明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總幹事

周奕希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 
南葵涌社會服務處總幹事

鄧祥兒 
時任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企業傳訊及可持續發展總監、 
社會資本摯友

雷煒程 
長屋設計及長屋科技聯合創辦人

樓瑋群博士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總監、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
系副教授

徐敏姿 
怡和集團思健行政總監

陳崇一醫生 
基金委員會評審及 
評估小組委員會副主席

黃敏櫻 
醫院管理局港島東醫院聯網(社區
服務)榮譽顧問、社會資本摯友

趙漢文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總幹事

陳濬靈博士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07 08

專題討論一 - 結網享耆年 專題討論二 - 繁榮鬧市 健康心靈



大有大做　小有小做

香港品質保證局企業業務總監譚玉秀指出，該局正推行
基金資助的「共•商•善舉社會資本計劃」。該計劃參
考ISO 26000社會責任國際指引，結合專業管理模式及
社會資本六大範疇，制訂《企業社會資本實踐指導文
件》，提供一個框架推動商界建立和善用企業社會資
本，以履行社會責任。「《指導文件》鼓勵企業在日常
運作中加入社會資本元素，不止適用於大企業，中小型
公司一樣可以因應業務情況選取合適範疇參與。」

香港寬頻集團持股管理人兼人才關顧及企業社會投資
主管陳振宇，提出「Purposeful Profit」，即公司不止
是單純追求利潤，而是把社區效益與利潤結合。陳振
宇說︰「這也切合我們要『成就香港更美好家園』這
企業信念。我們相信，只要做好事，錢就會自然流入
來。」香港寬頻因應業務專長，與獨立運作的香港寬
頻人才CSI基金推行一系列服務社區的計劃，例如教
授小學生網絡安全知識的「數碼Net人」計劃，或聘
用社會企業營運部分1083電話號碼查詢服務等，對外
在社區建立社會資本。

建立社會資本　由關顧員工開始

嘉里控股有限公司可持續發展及員工投入項目總監潘
慧玲，則分享企業如何對內建立社會資本︰「很多人

喜歡問︰『企業如何回饋社會﹖』彷彿企業與社會是
兩個獨立個體；其實，企業本身就是社會的一部分，
員工既是公司職員，在家中亦擔當父母、子女或照顧
者等角色。」嘉里為員工的子女設立實習計劃，讓子
女與父母一起上班，互相了解，促進親子關係；又研
究公司如何支援在家中擔任照顧者的員工。「希望大
家可以從這個新角度，思考企業如何從內部出發，參
與建立社會資本。」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客座教授紀治興博士，分享如何量度企業參與社區的
成效，以推動更多企業參與建立社會資本。「『資
本』的意思，是指一種能在未來帶來利益的資源。社
會資本就是指能為未來帶來利益的人際關係。」他建
議，要推動商界參與建立社會資本，須有效量度項目
對社會的影響力（Social Impact），如制定投資回報
率（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探討項
目對受惠者有何得益等。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副主席、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董事 – 集團傳訊及投資者關係關則輝總結，不論大
企業或中小企，對內和對外也能參與建立社會資本。
「希望企業多思考怎樣參與跨界別協作。最重要是創
造共享價值，令不同界別也能同時得益。」

開放校園　社家校齊得益

「晴天計劃」是首個由中、小學跨校合作推行的基金
計劃，伯裘書院及潮陽百欣小學通過開放校園，聯手
實踐「社、家、校」協作模式，利用校舍提供課餘託
管以服務天水圍家庭。伯裘書院校長黃頴東分享參與
基金計劃十年的感受：「很多學校都有做社會服務，
我們進一步開放校園是因為我們認為學校是社區的一
部分，有責任為建立共融社區出一分力。開放校園不
但能拓濶學生眼界，對他們的學業和身心成長都有幫
助，這正正是教育的本質。」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潮陽百欣小學前校長林碧珠
認為，老師是學校重要的持份者，得到他們的認同及
支持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做好準備工作以減低風
險，如風險評估、安全指引及工作調配等。老師察覺
到開放校園後，不但沒有增加他們的工作量，反而多
了機構及資源協助老師及家長培育孩子，老師看到效
益，支持度自然會提升。」

香港樹仁大學工商管理學系助理教授林昊輝博士參 
與「晴天計劃」的評估工作，他指出推動學校踏出 
第一步的關鍵在於投入資源：「要有核心資源投入，
讓學校願意在教育這本業以外，開濶網絡平台，並作
為網絡中心，以凝聚及連繫不同界別，發掘及吸納更
多資源。」

從下而上　小區運作

保良局則負責推行另一個基金計劃「童心結網」，其
特色是連繫企業與學校組成「一校一夥伴」。保良局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助理社會服務總幹事梁翠環分享社
福界如何協助吸納商界的支持：「要定下具體的願
景，並抱持強烈的信念及熱誠，令企業夥伴相信在多
方協作下能達到共贏。最後，要透過數據和相片等實
證作成效評估，讓學校及企業對社福機構予以信任，
並一起持續參與。」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黃健偉認為這種「從下而
上」的力量，充份表現出社會資本的理念：「我們透
過合作及在結網中產生信任，促使不同參加者及持份
者對自身角色有所覺醒，然後產生社會資本，這些社
會資本會轉化成物質上的資源，讓計劃在社區裡自務
運作。」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會長
梁佩瑤指出，學校在社區起著關鍵作用：「每個社區
都有學校，學校除了提供硬件如校舍，每一間學校平
均有六百個學生，即連繫著六百個家庭網絡。」她總
結，基金多年來在社區起動「社、家、校」文化，透
過小區運作，強化社區支援學生及家庭的功能，期望
這些果實，再加上政府跨部門合作，可以傳承到其他
地區，讓社會資本遍地開花，社、家、校齊得益。

企業參與服務社區，已成為主流，社區固然在當中有所得
益，企業亦同樣受惠。講者在此環節分享了商界如何善用企
業專長對外（社區）及對內（企業）建立社會資本，這些手
法不但改善業務表現及發展，亦能回應社會需要，從而讓企
業以至整個社區達致可持續發展。

學校是培育下一代的地方，亦是社區的一份子。基金
一直致力推動「社、家、校」協作，講者在此環節分
享以學校為本建立社會資本的經驗，亦探討開放校園
的成功關鍵；以及如何網絡不同界別以發揮協同效
應，協助建立互助互信的關愛社區。

專題討論三

社、家、校互聯網
專題討論四

發展企業社會資本   
建立可持續社會

林昊輝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工商管理
學系助理教授

梁佩瑤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會長

黃頴東 
伯裘書院校長

黃健偉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業務總監

梁翠環 
保良局兒童及青少年服
務助理社會服務總幹事

林碧珠 
基金委員會委員、 
潮陽百欣小學前校長

關則輝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副
主席、恒隆地產有限公司董
事 – 集團傳訊及投資者關係

紀治興博士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 
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客座教授

潘慧玲 
嘉里控股有限公司可持續 
發展及員工投入項目總監

陳振宇 
香港寬頻集團持股管理人兼
人才關顧及企業社會 
投資主管

譚玉秀 
香港品質保證局 
企業業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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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三 - 社、家、校互聯網 專題討論四 - 發展企業社會資本   建立可持續社會



葉小明 
社會福利署觀塘區 
福利專員

陳翠琼博士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執行 
委員會主席

李敬恩 
李國賢基金會董事局成員

李玉芝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 
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

陳念德醫生 
香港醫學會會董、 
社會資本摯友

實證研究  助計劃推行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主席陳念慈，分享了其協會推動的
「動感校園」計劃，如何將精英運動員與學校及社區連
繫，讓運動員的個人資本如堅毅精神、健康形象和正向
思維等得以發揮。「運動員有心貢獻及發揮自己對小朋
友的影響力，計劃讓他們走進校園教小朋友做不同的運
動，並傳揚正面的價值觀，為校園生活加添樂趣和正能
量。」

2018-19香港傑出青年義工鄭煦喬，提出帶動青年建立
社會資本需要「3C」。「第一是機會(Chance)，讓他們
有平台發揮創意和潛能，第二是連繫(Connection)，青
年人需要平台去連繫不同背景和階層人士，從中尋找學
習對象，第三是貢獻(Contribution)，提供具挑戰性、富
滿足感的恆常服務機會，使青年人有機會貢獻所長。」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系主任及教授倪錫欽博士，
亦強調結網的效能。「過往我們透過發展網上外展，
幫助過不少隱蔽或弱勢青年，最初需要社工鍥而不捨和
他們建立互信關係，甚至投其所好陪他們打機等，才能
引領他們與社會重新接觸，建立信心重投社會。」倪博
士指出，以實證研究去驗證計劃推行模式的成效非常重
要。「有客觀、科學化的實證支持，便能更有力地遊說
各界參與，以發揮更大成效。」

善用青年專長  以平台連繫各界
陸續出版有限公司創辦人王仲傑分享其基金計劃「你的
故事．我的啟示社區故事系列計劃」，以創意工業為主

軸，讓青年人透過為長者拍攝生活故事，建立跨代網
絡。「青年人加深認識社區和自己，並學會關心長者的
需要，增添改善社區的使命感。」各界都需要給予青年
人機會，因為青年人的創意和對新事物的認知，往往能
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雙方都有得著。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主席、太陽島
教育基金校董兼校監丁惠芳博士總結時，引用「3C」口
號 — 鼓勵各界別提供更多機會予青年發揮，發掘他們的
潛能；透過建立連繫平台，使青年有機會與不同背景的
人士結網；並與青年合作貢獻社會，「商界以至社會都
需要青年人的創意，設法推動更多青年人參與，實際上
是互惠互利，令多方受益。」

「動感校園」計劃其中兩位星級運動員到
場分享：瑜伽運動員Kiki為計劃創作了主
題曲「勁優秀」，與學生開心唱唱跳跳，
令中小學、特殊學校以至社區都充滿動
感。武術錦標賽冠軍周定宇則教授學生功
夫，令不少學生改善紀律和提升自信。

Nick在接觸過網上青年外展社工後，啟發
他設計網站作為青少年的平台，讓他們可
自組活動，同時一站式搜尋全港青少年中
心的活動，希望扭轉「青少年中心很少青
少年」的現象。

牽頭單位成關鍵 
社會福利署觀塘區福利專員葉小明，分享協助安達臣
道新屋邨居民適應新環境的經驗，帶出社區中有牽頭
單位提供有效的跨部門、跨界別協作平台的重要性。 
「遷入安達臣道的新居民，大部分是社會網絡較弱的長
者及新來港家庭，因此盡早主動及貼地幫助居民融入新
社區更為重要。我們一方面策略性地透個房屋署的入伙
簡介會接觸居民，建立互助網絡；另一方面有組織地邀
請區內的社福機構一起交換資訊，協調大家所提供的服
務，做到資源整合，對症下藥。」她又指出公共資源有
限，但社會資本無限，「安達臣模式」引證了民商官跨
界別協作，能發揮協同效應，有效支援居民。另外，社
區投資共享基金亦會把支援新屋邨居民的工作常規化，
讓有效的模式持續發揮果效。

香港醫學會會董、社會資本摯友陳念德醫生，分享了 
香港醫學會參與基金資助的「社區健康醫學堂」計劃，
透過醫社合作，讓醫護界的專業人士走入社區關懷長
者。「我們並不熟悉社區，也缺乏接觸服務對象的渠
道。計劃搭建的平台讓我們連繫到熟悉社區的夥伴，彼
此凹凸互補，使我們可運用專業才能，適切回應社區需
要。」他說，物色協作夥伴除要理念相同，亦需重視持
久合作，才可令社會資本持續發展。

李國賢基金會董事局成員李敬恩，分享了該基金會現時
的資助計劃範疇（長者及基層兒童），分別透過運動及
幼兒遊戲小組，連繫長者和基層家庭。「我們喜見服務

使用者之間，連結出互助網絡。更令我們欣慰的是，曾
受我們資助的機構都很樂於與新申請的機構分享推行經
驗，無形中機構與機構之間亦建立了互助互惠的關係，
產生更豐富的社會資本。」

協作平台  整合資源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陳翠琼博士，以香港
婦女中心協會借用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舉辦照顧者咖啡室
為例，指出跨界別、跨機構協作可由小做起，只要勇敢
踏出第一步，主動向外尋求資源，自然會發掘出源源不
絕的社會資本。她亦分享了她有份參與的「香港頤年慈
善基金網絡」的目的及發展 — 該網絡由支持本港安老
項目的私人基金會組成，提供了獨特的協作平台，讓不
同基金會交流資訊，協調撥款資助的範疇，避免資源重
疊，甚至聯合資助某些計劃。

社 區 投 資 共 享 基 金 委 員 、 聖 雅 各 福 群 會 總 幹 事 李
玉 芝 總 結 ： 「 要 建 立 源 源 不 絕 的 社 會 資 本 ， 需 有 
牽頭單位提供有效平台，以連結不同界別，並可以整合
社區資源。此外，亦可考慮複製有效的社會資本發展模
式到不同社區。在推動跨界別協作時，不同界別要加強
溝通，建立共同目標和語言，這有助達至持續合作。」

現今社會的議題眾多且環環緊扣，不能單靠政府或單一專業去解決，
持份者必須通力合作，找出可行方案，並調配資源執行解決方法。來
自政府、專業界別、社福機構及私營基金的講者，分享了不同界別如
何透過跨界別協作平台，互惠互利，善用資源為社區對症下藥，帶來
源源不絕的社會資本。

專題討論五 

源源不絕的
社會資本 

青年人充滿活力、創意無限和通曉科技，透過創新
及多元化的平台，青年人可發揮潛能，參與及帶動
建立社會資本，貢獻社區。四位講者分享了多種各
具「亮點」的手法，不但能有效推動青年由服務使
用者轉化成為革新者；亦提供平台讓他們與不同人
士連繫，攜手創建可持續發展及富人情味的社區。

專題討論六

與青少年攜手 
共創可持續人情味社區 

陳念慈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主席

丁惠芳博士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評審及 
評估小組委員會主席、 
太陽島教育基金校董兼校監

鄭煦喬 
2018-19香港傑出青年義工

倪錫欽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系主任及教授

王仲傑 
陸續出版有限公司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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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福祉持續改善的社會資本包括多個
元素，例如：

‧ 個人之間及個人與機構之間的信任；
‧ 通過組織參與義務工作；
‧ 選民投票率；及
‧ 社會上持份者的參與註2。

當中，研究發現「信任」在塑造人們福祉
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就此，經合
組織近年就「信任」開拓了不少研究。例
如經合組織於2017年制定出量度「信任」
的指引註3，文件中包含經合組織及世界各
國量度「信任」的相關工具。研究發現：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Trust in other people)
是經濟增長和社會凝聚力的決定性因素；
而「市民與公營機構之間的信任」
(Citizen’s 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是政策
改革和任何政治制度可持續性的重要組成
部分註4。此兩個元素能令社會在種種轉變
下得以持續發展。

從以上的各項經合組織的研究中可見，面
對迅速轉變的社會，社會資本為提升人類
福祉帶著重要的正面影響力，而社會資本
的發展不但由公營機構推動，而且更需要
不同持分者及人士共同參與才能達致。這
種由下而上的參與正正使社會能以更快速
的方法應對社會和經濟變化而衍生的社區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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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  其他因素包括自然資本、人力資本和經濟資本。
註2.  OECD (2017), How’s Life? 2017: Measuring Well-being,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how_life-2017-en
註3.  OECD (2017), OECD Guidelines on Measuring Trust,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78219-en
註4.  建基於此，經合組織近年正積極推動Trustlab計劃，這是一個國際研究計劃。計劃通過行為科學和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方式，收集有關「人與人之間」及「市民與公營機構
 之間」的信任數據，從而希望了解不同地區4的信任度的發展情況。計劃參與的國家涵蓋經合組織成員國和非成員國，包括法國、韓國、斯洛文尼亞、美國、德國和意大
 利(英國亦將在下一階段參與計劃)。

該框架涵蓋了一系列個人、家庭和社會層面的指標，以及推
動福祉持續改善的因素。在這個框架中，社會資本是其中一
個被量度的範疇，而當中「社會聯繫」(Social connections)
及「公民參與和管理」(Civil engagement and governance) 
被視為量度目前福祉 (Current well-being) 的指標。更重要的
是，社會資本也是福祉是否能持續發展 (Resources for future 
well-being) 的其中一個因素註1(見下圖)。

收入及財富

住屋

健康狀況

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教育及技能

社會連繫

圖：經合組織用以量度福祉的框架

創造未來福祉的資源
(通過保存讓福祉得以持續發展)

目前的福祉

生活質素

物質條件

公民參與和管理

環境質量

個人安全

主觀幸福感

工作及收入

自然資本   

經濟資本   

人力資本

社會資本

面對迅速轉變的社會，不同地區的人民生活及關係建立模式均起了不少的變化，不同類
型的社區需要亦因而衍生。如社會能有效應對此種種社會轉變及社區需要，社會將能獲
得更正面的發展。例如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的成員國家，金融危機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深遠
而持久的影響。為了觀察社會及經濟的轉變對人類福祉的影響(即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好
嗎？)，經合組織就福祉(Well-being)的量度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以了解社會及經濟的轉
變所帶來的影響，並因此發展出相關的量度框架。

以社會資本回應社會需要的國際經驗六場專題討論完結後，各主持人兼基金委員：關則輝、
丁惠芳博士、陳崇一醫生、周奕希、梁佩瑤及李玉芝，
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醫生一起匯報各
專題討論的重點和建議，以回應不同社會議題的挑戰，
並歸納出各項建立社會資本的成功因素。

論壇總結 

社會資本 社區良方

地區為本　適時回應需要

不同社區有不同的人口結構，各區區情獨特，規範化
的服務較難精準地回應社區需要。因此社會更需要發
展由下而上產生的社會資本，以「小區」發展的模
式，把最熟悉區情的社區持份者連結起來，為社區把
脈，並以具創意的新思維對症下藥，適時、靈活地回
應社區需要，彌補現有規範化服務帶來的限制。

建立可持續的跨界別協作平台

無論政府或地區團體都可擔當推動角色，在社區建立
可持續的跨界別協作平台，連結市民、社區組織、政
府代表及不同界別的地區持份者，以發揮各自所長，
共謀良策，回應社區的需要。跨界別協作夥伴結網之
後，亦需營造機會，加強彼此的溝通、信任和能力，
以求持久合作，建立更豐厚的社會資本。

政府轄下的不同部門亦可運用社會資本策略，例如加
強跨界別協作，以地區為本的思維去應對社會議題。

實證為本　複製有效模式

計劃推行機構可建立以「實證為本」的量度、監測和
評估系統，以了解不同的介入策略對回應社區需要的
成效。如有關策略被驗證出能有效回應社區需要，便
可複製到其他地區。

展望未來，林醫生亦以3C作結：「基金會繼續提供機
會（Chance）予有創意運用地區社會資本解決地區
問題的計劃去嘗試；各計劃在社區中更積極地提供平
台，連結互助網絡（Connection）；有成效的計劃固
然值得複製去更多社區，以小區為本的計劃留在社區
持續發展，都能有所貢獻（Contribution）。」

匯報完畢後，林正財醫生作最後總結，重點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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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卓越計劃獎

推行機構︰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資助年期：  2015年3月至2018年2月

推行地區： 葵青
                                                                                             

計劃承接前一期的「愛‧鄰‧社」護助同行計劃，深化
系統式培訓及實習，栽培社區人士及護老者成為「護老紅
娘」，於葵芳、安蔭及長亨社區建立互助平台，並透過

推行機構：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資助年期：  2015年10月至2018年10月

推行地區： 油尖旺

推行機構：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 
 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資助年期： 2015年1月至2018年1月  

推行地區： 黃大仙  
                                                                                             

計劃透過連繫社區義工及組織，動員不同階層人士強化社區
對長者的支援。計劃亦成功建立樓長制社區互助網絡，開設
維修班，培訓區內的退休男士定期為邨內居民檢查及維修

護老紅娘
社區支援網絡

提升資訊溝通，促進社區參與，建立跨界別支援網絡。兩
期計劃發展出兩個獨立註冊組織及一個護老者義工網絡，
於計劃完結後持續支援護老者，延續社會資本的發展。

獲獎心聲

「護老紅娘」社區支援網絡計劃能獲得此殊榮，實要感謝
合作團體及義工們對計劃的承擔和認同，各展所長為葵青
區護老者家庭及長者建立更多鄰里關懷網絡。計劃團隊也
感謝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為計劃的服務模式給予很多建議，
使計劃能於三年間成功推展至多個社區，建立更多護老者
家庭間的「情與義」(人情與義工資本)。

計劃最令人感動和自豪的是，「護老紅娘」核心義工及合
作團體的自發性及持續參與，竭盡所能為護老者家庭及

新夥相傳
金齡人士及新來港家庭
社會資本協作與社區共融計劃 

長者創造不同的非正規服務；並成立了
「葵青健樂社」自務組織以延續計劃
的成效。我們也喜見計劃讓服務對象
變得更積極和有自信，令參與者變為助
人者。

我們謹將這份榮譽送給服務對象、義工
及合作團體，冀望大家繼續將這份「情
與義」傳揚出去，服務更多社區。

計劃藉著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墟市攤位、社區導賞
等，促進金齡人士(50歲或以上人士)及新來港家庭的溝通
及共融，達到凹凸互補。計劃亦積極建立跨界別網絡，先
後與38間不同的協作夥伴合作，亦鼓勵參加者一起服務社
群，由受助者變為助人者。參加者現已成立了「新耆同樂
會」自行策劃服務，有助計劃持續發展。

獲獎心聲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一直本著「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的基督精神服務社會。

面對社會對新來港家庭存有偏見及誤解，使他們自信
低落，未能適應香港生活；同時，不少金齡人士在退休後
也希望尋求新的人生意義；因此，「新夥相傳」計劃將

喜安心 輪椅，並利用協作企業之專長，為長者提供專業的保健資訊。計
劃成立了五個長者自務小組，在邨內定期舉辦活動，令地區支援
網絡持續運作。

獲獎心聲

感謝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對「喜安心」計劃的認同。透過這計劃三
年來的推展，「社區承托長者照顧」(Care by the Community) 的
模式得到肯定。未敢說這計劃有宏大的貢獻，但計劃重視每位社
區人士的參與，深信每點力量和資源連結起來，有助建設更鞏固
及持久的社區網絡，為長者創建一個更好的社區。特此感謝這三
年來648位義工、53個地區組織/企業/團體的無私參與，及香港提
升快樂指數基金在家居安全物品的資助，共同為長者實現了
「居家安老」 這個希望。 

本計劃也令作為社福機構的我們，反
思推展長者社區服務的策略及定位。
我們重視培育自務小組的能力發展，
計劃共成立了五個自務小組持續為社
區服務。未來我們會延續「喜安心」
計劃，建立不同的參與平台，帶動更
多個人及家庭的轉化，建立更多社會
資本以支援長者照顧。

這兩群背景截然不同的人士凝聚一起，讓他們彼此連結，
建立互助網絡。

初時互不認識的新來港家庭及金齡人士，漸漸變得熟悉，
彼此的感情猶如家人，能互相分享喜與憂。計劃亦使他們
發揮才能，縫紉床單給獨居長者、製作食物服務社區，達
至助己助人。「新耆同樂會」自務組織的成立，使他們當
家作主，也使計劃可持續發展。

本會衷心感謝評審團給予本計劃此榮譽、社區投資共享基
金的資助、各合作夥伴的支持，以及金齡人士及新來港家
庭的積極參與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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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卓越計劃獎

計劃從第一期發展至今達六年，以社區巡迴展覽的形式，
為大埔區的照顧者、長期病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服務，並拓
展互助網絡至醫院、私營安老院舍和鄉郊。計劃持續與不
同夥伴合作，包括醫護界、商界、社福界、教會及地區團
體等，並建立了樓長制及互助小組聯會，透過第一期累積
的經驗及區內團體轉介參加者，令更多人受惠。

獲獎心聲

非常感謝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對本會的肯定及長期支持。本
會一直關心照顧者的需要，明白照顧者所面對的處境，以
往單靠本會的資源充其量只能在地區組織小部分照顧
者，支援有限，但得到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支持後，本會得
以運用社會資本手法，去發掘、支援及轉化更多照顧者。

計劃以外展手法成功招募在油尖旺區較難被接觸的男士，
透過舉辦講座、興趣活動、月聚、家庭活動及義工服務
等，強化他們與社區的聯繫，運用其專長貢獻社區。計劃
發揮男士的電工及木工才能，協助不同劇團的後台運作及
道具製作，將傳統男士技能與舞台藝術結合，手法創新。
計劃除擴濶參與者的視野及增強他們的自信，亦建立了跨
界別的協作關係。

獲獎心聲

生命工場從2004年成立，一直相信社會問題源於過度
重視經濟發展，社會變得單一化，抹去了人的獨特性和生
活的多元性。「兩脇發功」男士社區結連計劃正是因此而
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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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年期： 2016年10月至2018年9月

推行地區： 屯門  
                                                                                             

計劃善用學校設施，開放校園以作長者及青少年的聚
腳點，促進跨代共融。計劃由學生及老師教授長者認識
新科技；長者義工則擔任學生的師友，帶領學生作義工

孤單不再 
建立可持續跨界別
支援照顧者網絡計劃（第二期）

推行機構︰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有限公司賽馬會
 太和中心

資助年期：  2015年9月至
 2018年9月

推行地區： 大埔

兩脇發功 
男士社區結連計劃

推行機構︰ 生命工場

資助年期：  2015年2月至
 2018年2月

推行地區： 油尖旺

計劃將男士重新結連，建立兄弟情，並發掘不同男士
技能作跨階層互助網絡，最後成功建立了「兩脇兄弟義工
網絡」及「舞台後台道具製作義工網絡」。這兩個網絡得
以持續發展，實有賴各個友好社福單位及藝術團體協作，
讓男士發揮能力，加強了社區連繫。

感謝基金支持，讓我們以性別角度及男士需要去建立社會
資本。期望本計劃長遠能成為他人的參考，男士能成為
推動社會資本的可行方向，繼續發揮社會上不同群體的
能力。

最後也最重要的，要感謝一群兄弟手足，沒有你們的「瞓
身」參與，這個兄弟團絕不能在社區內卓越地「發功」！
是你們令社區充滿了極具男人味的人情味！

探訪。學生還利用創新科技，設計適合長者的健康產品。
計劃聯繫了學校、教會、商戶及社區團體協作，為長者及
青少年建立不同互助網絡。義工小組現已開始以自務形式
運作。

獲獎心聲
承蒙基金撥款資助我校開展為期兩年的「智能長者」青少
年科技大使計劃，令我們深深感受到學校變成一個「社區
中心」的積極意義。第一，學校有機會開放校園；第二，
開展多元化的活動讓社區長者參與；第三，給予青少年大
量實踐式學習，令他們從小積累社會資本。

關顧天使玉珍是其中一個例子，她曾經是照顧者，作為過
來人深明照顧者的需要，早前十號風球襲港，她得知為長
者送飯的恆常服務暫停，擔心長者因此捱餓，就冒大雨為
長者送上麵包，正是這一個個充滿人情味的故事，令大埔
區變得更美好。

最後，本會感謝基金各委員及秘書處一直以來的支持，無
論是計劃面對的難題或是行政問題，都盡力解答，亦感謝
一直與本計劃同行的姊妹，全賴她們的付出才可以營造出
一個富有人情味的社區。

兩年來，計劃受到不少社區人士歡迎，
更難得的是獲得不少團體及傳媒的
關注，讓我們有機會為長者議題爭取
更多討論空間，更令學校有機會擔當更
重要的角色，為社校合作開拓了一條出
路。

在此謹代表譚李麗芬紀念中學感謝基金
一直以來的支持。期望我們繼續朝著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
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的方向進
發，令香港成為一個互相幫助、長幼共
融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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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義工隊積極策劃不同的義工
活動，動員逾80名義工參與「蘇屋協作計劃」和大型
洗樓式探訪；義工隊並自組「聖誕同歡滿蘇屋」
活動，營造歡樂和諧的社區氣氛，令區內市民認識
計劃。義工隊更主動連繫不同教會，為有需要的蘇屋
居民提供安裝浴室扶手、蚊網、窗簾、層板等免費服
務。義工隊持續探訪約50戶街坊，鼓勵他們由受助者
變成核心服務群作維修服務，貢獻一己所長。

獲獎心聲
對於能夠得獎，恩福堂深感榮幸，除感謝主辦單位認
同我們的工作，也感謝新生精神康復會（新生會）在
這幾年結伴同行，更感謝教會弟兄姊妹為了愛而無私
付出，願頌讚榮耀歸給上帝！

藉着新生會提供社區網絡，讓我們連繫到蘇屋邨重建
一期的街坊，尤其是獨居長者、基層家庭和精神病康
復者，並為他們提供家居維修服務。

這個計劃締造了三贏局面：

1. 我們找到機會，讓弟兄姊妹發揮所長，祝福別人。

2. 新生會能發揮其成立使命，促進社區人士的身心靈
 健康；他們的社工亦身體力行，前來恩福堂分享
 關心街坊的經驗，幫助我們做得更好。

3. 新入伙的街坊能透過計劃，更快適應新社區。

當初我們怎樣認識新生會？一日，我們幾位弟兄
姊妹，透過另一機構探訪一住戶。他們到達時剛錯過
了一部升降機，卻因而遇上新生會的社工，結果就開

展了合作關係。聖經羅馬書八章28節告訴我
們，在上帝的掌管下，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這個計劃正印證着這件
事情！

大快活集團有限公司（大快活）早於2010年已參與基
金計劃，為少數族裔拓展工作機會。大快活於2017年
參與「腦」友鄰舍守護計劃，安排經理及副經理參與
計劃的認知障礙症知識培訓，以加深中層管理人員
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學習應對方法以支援前線員工
提供更貼心的顧客服務。大快活亦讓計劃職員到訪餐
廳，為前線員工提供培訓，務求令集團餐廳成為認知
障礙症人士感到被受接納的空間，為共建友善社會
出一分力。

獲獎心聲

大快活集團很榮幸能獲得基金頒發社會資本卓越夥伴
獎，並感謝合作夥伴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智活記憶及
訓練中心（智活）的提名。這項殊榮印證了我們和社
會服務夥伴的協力合作，肯定了我們的努力。

集團留意到銀髮族日漸增加，社區支援尤其重要，而
智活的「腦」友鄰舍守護計劃，正好切合集團關懷社
區、支援社區之理念，實踐「食得開心，活得精彩」
的企業使命。

在計劃中我們成為愛心商戶，匯聚力量共建鄰里親
情，透過了解認知障礙症患者與照顧者於社區生活遇
到的障礙，大快活團隊於分店提供對應措施及貼心關
愛服務，建構一個無形的支援網絡，建立安全及互助
互愛的認知障礙症友善社區，讓長者與照顧者可於社
區生活，並有更好的互動。

我們特別鳴謝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腦」友鄰舍
守護計劃，以及多謝智活邀請我們一同參與，期待
這次合作能持續發展，支援更多為香港作出貢
獻的長者，為社會累積更多資本，建立富
人情味的社區。

獲獎單位：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參與基金計劃︰「新.里.情」共建蘇屋330

推行機構： 新生精神康復會安泰軒（深水埗）

獲獎單位︰

大快活集團有限公司
參與基金計劃︰

「腦」友鄰舍守護計劃

推行機構：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智活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

社會資本卓越夥伴獎(企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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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業服務有限公司（康業）多年來積極參與基金計劃，包括支援新來
港人士及家庭的計劃，推動社區共融。康業近年積極參與由香港婦女中
心協會推行的三個基金計劃。康業亦主動與不同團體及機構交流意見，
並運用其業務專長，安排旗下工程師及前線人員教導婦女維修知識，提
升婦女技能。企業正研究如何協助提升新來港婦女及單親婦女的就業機
會，並探討組成婦女維修隊的可能性。

獲獎心聲：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康業）自2014年持續支持及參與多項社會資本發展
計劃項目， 動用企業義工隊，利用不同專長，為社區出一分力。

康業於2016年經基金配對認識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婦女中心）後，彼此
一直保持緊密合作，雙方更發展成為策略性夥伴，康業並先後參與多項
婦女中心推行的基金計劃。例如由企業工程義工教授婦女做家居維修，
並攜手服務地區有需要家庭；婦女中心則安排婦女義工協助舉辦康業
「Peacebox 祝福大行動」，不但於開幕典禮當天負責攤位遊戲，其後
更一同將社、商、校所捐贈的禮物，派給有需要的弱勢社群，成為別人
的祝福。康業的管理人員更成為跨界別合作委員會成員，為中心提供意
見，繼續互相連結，促進跨界別合作。

嶺南大學（嶺大）早於2012年已參與基金計劃，協助社區
建立鄰里互助的精神。嶺大於2017年參與民社服務中心推
行的「社區食物互助互聯網」計劃，招募對社會服務感興
趣的學生，與計劃的參與居民互動，共同烹調晚餐、分享
生活經驗等。嶺大並積極協助計劃尋找新的合作夥伴，嶺
大職員亦幫忙作活動紀錄、提供場地及導師。推行機構與
嶺大在計劃完結後持續協作，透過服務研習推動學生持續
服務基層家庭。

獲獎單位︰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參與基金計劃︰
 「孤單不再」— 建立可持續跨界別支援
照顧者網絡（第二期）  

推行機構：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有限公司

獲獎心聲：

衷心感謝社區投資共享基金選出本校為社會資本卓越
夥伴。除了感到榮幸，我們亦為參與本計劃的學生及基層
婦女感到驕傲，因為這個獎項肯定了他們為凝聚社區而付
出的貢獻和努力。

我們一直致力透過與社會上不同機構的合作，為學生提供
多樣化的服務研習機會。學生與社區人士群策群力，發揮
各人所長，提升社區凝聚力和建立豐富的社會資本。

民社服務中心是我們的長期合作夥伴。學生與參與計劃的
基層婦女為接受食物援助的家庭舉辦不同活動，不但擴濶
了彼此的社交圈子，也學習到街坊逆境自強的生命力。此
外，我們亦樂見一眾基層婦女發揮所長，向參與學生及街
坊教授她們的技藝，體現助人自助的精神。

我們將繼續努力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服務研習活動，與各持
份者共建充滿人情味的社區。

獲獎單位︰

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
參與基金計劃︰
耆義鄉土網鄉情

推行機構：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秀群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獲獎單位︰

嶺南大學
參與基金計劃︰
社區食物互助互聯網  

推行機構： 
民社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社會資本卓越夥伴獎(企業/機構)

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委員會）積極鼓勵居於偏遠村落的村民，
參與「耆義鄉土網鄉情」計劃。參與計劃的村民每月定期帶領義工
探訪，由2017年4月開始至今探訪已達66次。委員會並協助計劃
連繫民政事務總署、社會福利署、學校、護士、脊醫、營養師等義
工團隊，為村民製作紀念冊以保留鄉村文化；義工又帶領村民到市
區的超市認識食物標籤、教導他們使用智能手機，加強資訊交流與
溝通。

獲獎心聲：

十分高興能夠獲得社會資本卓越夥伴獎，感謝評選團的鼓勵和
支持！能夠成為第一個鄉事委員會得到此獎項，我們感到十分
榮幸，這亦是對鄉事委員會的社會參與以及過往工作的一個肯定。

我們亦要感謝服務地區多年的女青年會秀群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讓我們有機會參與「耆義鄉土網鄉情」計劃，運用我們村代表的
網絡及計劃內鄉村衛星所建立的鄰里網絡，發揮凹凸互補及協同
效應，使參與計劃的長者能獲得更全面的服務。在此亦要感謝村
代表的主動積極參與。

展望將來，我們將會再接再厲，持續滿足社區上不同的需要，
並推動更多轄下鄉村參與計劃，善用既有的社會資本，令更多有需
要的長者受惠。我們亦期望「耆義鄉土網鄉情」計劃能作更深化的
發展，讓鄉村的獨特人情味散發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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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卓越夥伴獎（個人）

羅勤華女士
參與計劃:「新夥相傳」金齡人士及新來港家庭  
          社會資本協作與社區共融計劃

提名機構: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羅勤華女士為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副主席，經常聯同該組
織義工參與計劃活動；更積極聯繫其他組織加入計劃。她
安排新來港基層家庭、金齡人士(50歲或以上人士)與有特殊
需要的人士一起參與計劃的活動，以建立跨代、跨階層的
共融網絡；又善用其縫紉專長，教授金齡人士及新來港婦
女合力為獨居長者縫製床單，讓金齡人士和婦女達至角色
轉化，學以致用服務社區。

獲獎心聲
很高興獲得社會資本卓越夥伴獎之殊榮，衷心感謝香港中華
基督教青年會佐敦會所「新夥相傳」計劃，提名我參與社會
資本卓越夥伴獎選舉。

「善欲人知，不是真善」。一直以來我默默參與義務工作，並
沒期望得到獎項或讚賞；今次獲得此榮譽，是對我二十多年來
參與義務工作的肯定。除了「新夥相傳」計劃外，我還參與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和其他社區服務。我希望能與家人、共事
多年的家長和會員分享喜悅，衷心多謝他們的支持和信任。

我帶動家長會的金齡人士參與基金計劃，認識新來港婦女，
彼此透過烹飪活動互相交流。計劃也讓我重拾以往車衣專
業，教導金齡人士和新來港婦女縫紉技巧，為獨居長者縫製
床單和枕袋，藉此服務社區，助己助人。

我期望在計劃完結後，仍
能 凝聚不同背景人士，共
同 服務社區及傳遞社會共
融 的信息。

李芷穎小姐
參與計劃:「友‧里 」相助 
          利東漁安鄰里互助計劃

提名機構:  東華三院賽馬會利東綜合服務中心

李芷穎小姐從計劃的參加者轉化成核心義工領袖。她是
遊樂園管理委員會委員，為計劃策劃大型活動，亦擔當
協作夥伴之間的協調角色。作為學校公益少年團主席，她
亦促進少年團與 計劃合作舉辦活動，並動員同學參與義務
工作。她了解社區 特色，因應年輕家庭需要開拓幼兒興趣
班，促進年輕家庭之間的聯繫。

獲獎心聲
很榮幸能夠獲得社會資本卓越夥伴獎。在此衷心感謝東
院 三院賽馬會利東綜合服務中心—「友里相助──利東
漁安鄰里互助計劃」的社工姚偉倫先生和楊玉彥姑娘的栽
培，並提名本人參加此選舉。

我由中一開始參與義工服務至今已有八年，縱使我能力 有
限，但我知道我也可以善用人際網絡和能力去為社區出一
點力。此獎項對我過往的義工服務是一個肯定，亦增加了
我繼續為社區服務的動力。 

參與計劃讓我感到以遊戲帶給別人歡笑，是一種鼓舞。只
要有心就能夠打破隔閡，共建一個人情味社區。未來我會
繼續服務社區，希望帶給別人快樂，為社區增添動力。我
會繼續做好計劃內的「遊樂園管理委員會」委員的角色，
締造更豐厚的社會資本。

基金委員卸任 
轉眼間基金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醫生及九位委員：陳崇一醫生、趙立基、 
周奕希、紀治興博士、梁佩瑤、吳守基、魏綺珊、丁惠芳博士及葉錦誠，
已加入基金委員會達六年，為推動社會資本的發展作出無比貢獻。當中，
林醫生更在2005年(即基金成立不久)已加入基金委員會，可說是見證著 
香港的社會資本在不同年代的發展。 

我們謹在此衷心感謝各卸任委員的無私參與，與我們一起集思廣益，令社
會資本得到更全面的發展和實踐，令香港社會更有人情味。林醫生與各卸
任委員將於下一期基金通訊與我們分享卸任感受，以及參與推動社會資本
發展的心得和經驗，敬請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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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動向
回顧 (2018年7月至今) – 社會資本發展足跡

基金活動

媒介推廣

預告 全靠你繼續支持和參與！

第30期計劃申請
(2019年4月) 基金第30期計劃將於2019年4月1日
至5月31日下午5時正接受申請，歡迎大家連繫各
界夥伴，踴躍申請，發展更多建立社會資本的計
劃。有關申請方法，請瀏覽 www.ciif.gov.hk。

(2018年7月) 基金首度與教育局合作，於去年中推出
首部專為全港幼稚園及初小學生製作的繪本《十兄
妹颱風總動員》，並舉行連串推廣活動，包括填色
比賽、故事分享會，及於公民教育委員會在香港書
展的攤位中展出繪本。基金網站現已設有繪本的網
上版，供讀者瀏覽。我們亦製作了教學示範短片，鼓
勵老師及家長透過這繪本，教導小朋友關愛、互助
等美德。

立即到基金網站www.ciif.gov.hk閱讀《十兄妹颱風
總動員》網上版﹗

《十兄妹颱風總動員》繪本宣傳項目

(2018年8月1日) 第29期基金申請以「協『童』全城動」為主題，
推動社會各界組織社區支援網絡，讓孩子在充滿愛與關懷的社區成
長。在申請簡介會上，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深水埗(南)綜合家庭服
務中心及內地新來港人士服務服務總監湛國榮先生分享了基金資助
的「藍天計劃」如何推動幼稚園家長及社區人士參與，建構社區的
互助網絡。童協基金會讀寫發展項目經理周芳貝女士則分享如何透
過基金資助的「『友•里』相助 － 利東漁安鄰里互助計劃」連結
國際學校及商界合辦活動，支援孩子得到更佳發展。

探訪基金資助計劃 

在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基金探訪了12個資助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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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資本動力獎分享會

快用IG「追蹤」CIIF

基金論壇、社會資本動力獎報導及特輯

(2018年8月31日) 為加深各界認識社會資本動力獎，基金舉行了社會
資本動力獎分享會，吸引逾200名不同界別人士出席。基金委員會副主
席關則輝在會上鼓勵商界以社會資本策略實踐企業社會責任。香港聖
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助理總幹事岑家雄及新創建集團企業傳訊及可
持續發展高級經理許瀞文，分享了雙方在「『康健一線』— 跨專業地
區健康推廣計劃」的協作經驗及挑戰。

(2018年11月) 基金開設了Instagram帳戶，追蹤我們就可以隨時隨地接收窩心的人情味
資訊了！ www.instagram.com/ciifhk

(2018年12月)《頭條日報》、《am730》及 
《晴報》三份報章均刊載了第四屆社會資本動力
獎頒獎禮盛況。再次恭賀各位得獎者﹗

(2018年8月15日) 「新.里.情」共建
蘇屋330

(2018年9月12日)  早晨安達－健康
社區互助計劃

(2018年9月12日)「安達鄰舍網
絡」計劃

(2018年9月13日) 蘇屋新邨新情尋 -
深水埗新屋邨社會資本發展計劃  

(2018年9月20日)「融情」社區 
資本計劃

(2018年9月28日)「腦」友鄰舍守
護計劃 

(2018年9月28日) 翠屏北邨活齡知
「足」社區結連計劃

(2018年10月6日) 大嶼山青年發展
計劃 ─「躍升2」

(2018年10月11日) 第三齡•獨居長
者『4G』安全網

(2018年10月30日) 良伴同行 (2018年10月31日) 「泉心愛里」鄰
里守望計劃

(2019年1月18日) 『安』居『達』
人計劃

基金第29期申請簡介會

 想更新你的個人資料嗎?
 請即填妥以下表格，讓我們為你送上
 最合適的基金消息：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原收件地址 / 電郵 *：  

請選擇填寫以下需要更新的項目： 

公司名稱︰  

職位︰   

電郵:    

電話 (手提)︰  

電話 (公司)︰  

傳真︰   

地址:    
*必填項目

填妥之表格可透過以下途徑交回基金秘書處：

郵寄：香港鰂魚涌海灣街一號華懋交易廣場4樓401- 402室
傳真：2523 7283       電郵︰ciif@lwb.gov.hk

金巴崙長老會香港區會、香港優質
師友網絡有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保良局博愛醫院 東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

竹園區神召會

車路士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救世軍基督教靈實協會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新生精神康復會

香港中國婦女會李樹培夫人 
啟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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