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出席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互動」會
日期：2004年8月19日

時間：下午1時至4時正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二號活動室



「互動」會程序

歡迎

對簡介會的期望

-基金的目標及期望

-甄選準則

-未來發展方向

成功計劃 分享及影片播放

討論 : 成功的關鍵因素

提升計劃成功獲得挑選的六步曲

討論計劃構思



社區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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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參與「互動」會
的目的?



基金的目的

•鼓勵跨界別協作
•推出具創意的合作計劃
•為推動社會資本更上一層樓



2004年: 基金進入另一階
段

• 特首要求深入民間的囑咐
• 局長期望基金的經驗逐漸影響主流
• 以區為本，植根社區
• 2004年8月發表基金首份工作表現報
告，將基金自2002年8月以來的初步
成績及實質經驗與社會人士共同分享



• 移風易俗，而不是以派錢為最終目的
• 積極，創意
• 發揮個人、社區及社會的潛能
• 透過不同界別的合作，產生互補長短、相輔相
成的凹凸配對效能

• 發掘社會資本
• 並非增加、 補貼或取替現有的社福服務或其他
服務

‧亦不是向商界籌款

‧而是共同創出辦法

基金與別不同的目標及期望基金與別不同的目標及期望



社會資本是社會資本是

•推動現代社會發展的
主要動力之一

•要移風易俗，發展社
會資本，基金與您要帶
動多方面的改變:

- 價值觀﹑風尚﹑個人
才能

- 人與人﹑組群與組群
之間的關係/網絡

- 跨界別的合作平台



基金的甄選準則基金的甄選準則
-資助由「社區自發、從下而上」以地區或社群為本
的計劃

-清晰的計劃目的及預期為社區帶來的轉變

-有明確的策去推動多元社群參與，積極進行凹凸配
對

-建立及鞏固社區的支援網絡

-跳出單向服務為主導的框架

-策動參與對象「當家作主」，發揮自助互助效能

-建立民商官跨界別的夥伴關係

-不單回應社會需要，更建立强韌的社區

-具成本效益的財務預算

-詳細及可行的持續發展方案



• 不是一次過的服務
• 針對資源去投資於提升能力: 有社區回報
• 發揮種子效能
• 引發個人及社區可以共享的成果
• 能夠持續發展

推行撥款背後的策略是推行撥款背後的策略是::

((一一) ) 社會社會投資投資 ((Social Investment)Social Investment)



另一個策略是另一個策略是
((二二) ) 建立合作夥伴建立合作夥伴

((Build tripartite partnerships)Build tripartite partnerships)

提升社會資本互助共
融的社區，必須要
民商官的合作，及
有共同的目標



透過民商官三方合作，達到資源共享

「共」有共融的意思

「享」是經驗分享、交流及知識轉移

「共享」是共同分享建立社會資本所

帶來的成果, 反映於:

-價值轉向: 天生我才必有用「施比受更有福」

-人與人之間關係深化、祥和

-社會制度的轉變 (合作及互助平台)

-積極為共同利益創新機

成果成果: : 共享共享社會資本社會資本



近況近況 : : 獲批核計劃的獲批核計劃的三大主題三大主題，，
6060--70%70%有商界或專業的義務的參與有商界或專業的義務的參與

1.以建設社區共融為目標
例子:南區「愛心邨」計劃、 「寶田鄰舍動力-社區
關懷網絡」計劃

2.著重充能：發掘並提昇參與對象﹝包括邊緣
社群及社區居民的能力﹞
例子： 「助人自助成長」計劃

3.具創意的運作模式，以新的介入點聯繫各獨
特社群，發揮互助共融的效能

例子：北區「想創空間」計劃、天水圍「你我一家
親，生活樂繽紛」計劃



批核批核計劃地區分佈圖計劃地區分佈圖



基金播種基金播種、、投資：初步收成投資：初步收成

•累積至59個計劃（四期撥款合共<$50,000,000)

•4個合併：顯示初步機構間的合作

•預期發展超過164個不同的互助網絡及十多個合作社

•平均由1.4受薪員工發揮帶動的作用，角色淡出

•超過14,000名義工參與，不少由受助者變成義工

•為各社區創造325325職位

•重點在參與者能「當家作主」(共編、共導、共演)

•逾半計劃有民、商的合作

•超過293,000個受惠者

5959

164164

1.41.4

14,00014,000

293,000293,000

十十



計劃的成功因素計劃的成功因素

例子一:「老有所為篇 -長者專門店」計劃 –
救世軍

-有誠意去改變思維

-積極推動長者﹑婦女及其他社區人士的主
導角色

-將「長者專門店」作為區內的聚腳點

-計劃參與者有雄心以自務方式繼續運作



計劃的成功因素計劃的成功因素
例子二 : 「荃郊網中人」-圓玄學院

-深入區內各屋苑居民﹑村代表﹑業主立案法團及商
戶成立諮詢委員會推行及參與計劃

-創造合作的共同目標

-共同回應區內的問題及需要，建立深入的社區支援
網絡

-有20多間商戶(包括銀行﹑燒鵝店及其他中小型商
戶)的支持

-設立就業平台，協助培訓待業人士自力更生的能力，
現時已成功完成了50多份有薪工作的配對



未來的展望

• 計劃必須具有策略性﹑具創意，不應只是
已獲撥款計劃的翻版

• 計劃必須改變傳統思維，運用社會資本的
概念去解決和紓緩社區內的問題。

• 尋找機會，連繫不同的群體，達致建立網
絡，產生凹凸互補的功能。



總結成功的關鍵因素總結成功的關鍵因素 --

撰寫計劃書六步曲撰寫計劃書六步曲



開開 步步

機構要支持有心有熱誠

不要單打獨鬥

在社區要有公信力

籌組一個包括跨界別代表的專責小組 或統籌
委員會

o專責小組或統籌委員會必須對計劃有承擔
(sense of ownership)

o一方面引入各方面的專才為計劃作嚮導

o另一方面是體現跨界別合作的第一歩



掌握政府對基金的掌握政府對基金的期期望望::

施政報告對基金與各界的囑託

基金為建立政府、商界及第三界別
（即非牟利界別）－ 三方面的夥伴關
係播下種子

各部門及界別要研究進一步發展這三
方面的夥伴關係

鞏固和推廣「基金」的成功經驗

以期深入民心

植根社區



踏出成功的踏出成功的第一步第一步
尋求合作夥伴

計劃若果能提出:

1)跨界別(民、商、官三方合作)

2)跨機構

3)跨代

4)跨群體之間的合作

大大提高成功的機會



計劃未獲考慮的原因
• 未能指出通過計劃期望達到甚麼轉變：價值觀？
風尚？社會制度？

• 所提出的計劃與機構現行提供的服務相似或與
現行社福服務重疊

• 未能指出計劃目標及成效跟社會資本有何關係

• 缺乏合作夥伴或跨界別合作

成功的關鍵:
•必須針對社區的需要

• 申請的計劃需要跟機構現行提供的服務不
同，並帶出明顯增值成效

• 有適合的合作夥伴，發揮相輔相成的凹凸
效能(請參考陪月計劃)

• 能夠發揮機構及社區內的強項：發展及加
強現有的網絡及專長

第二步：
制定明確目標



第三步：第三步：
切入點明確切入點明確及及推行手法有創意推行手法有創意

計劃未獲考慮的原因
• 目標對象不明確，亦未能有效
連繫參與對象與社會其他社群

• 著重提供服務，或單向性技能
培訓，又或以提供短期就業為
目的，往往跟現有資源重疊

• 手法欠新意，項目設計過於斬
件式，缺乏連貫性，未能達致
充能又或只製造短綫甚至不切
實際的果效，策略與最終期望
達致的社會資本效能不符



第三步：第三步：
切入點明確切入點明確及及推行手法有創意推行手法有創意

成功的關鍵因素:

• 以創新及互動的手法策動目標對象積極
參與社會及發揮經濟生產力

• 審慎挑選地區「集中火力」推展計劃
• 打破「山頭」主義，尋求更多機構間的
夥伴及跨界別合作，建立真正合作平台

• 跳出提供服務的框框，改變主流服務的
意識型態

• 各項目設計要有連貫性，每個階段要確
立有效的策略，策動各目標對象的積極
參與

• 以社會投資角度出發，以充能為本，設
計一條清晰路線逐步發揮計劃內所有參
與對象的潛能及施予的能力



第四步：第四步：表現指標表現指標及及預期的預期的
社會資本成果與目標社會資本成果與目標

長遠成效即時成果

質素量

要清晰表現指標
– 四個不同範疇



計劃未獲考慮的原因
• 未能清楚說明計劃預期達到的成效

• 更重要是未能清晰體現如何符合基金發展社會資
本的要求，及

• 未能提供具成本效益及明確的表現指標

• 計劃欠缺持續性

成功的關鍵因素:
• 清楚列明計劃期望達到的即時成果及長達的
社會資本成效，並對計劃的回報作更全面及
深入的探討

• 訂立具體實際，及可量度/觀察的成效指標，
而「不是單單著重個人轉變心理量度表」

• 訂立可持續的模式：持續性不單指金錢，更
重要是所建立的網絡、充能的效果是否能推
動計劃自行運作，並發揮滾雪球的效應

第四步：第四步：表現指標表現指標及及預期的預期的
社會資本成果與目標社會資本成果與目標



第四步：第四步：表現指標表現指標及及預期的預期的
社會資本成果與目標社會資本成果與目標

成功的關鍵因素:
• 清楚列明計劃的預期成果:

1)充能: 強調天生的才必有用，發掘群體的
潛能，提昇群體解決問題的能力

2)通過商戶的參與，居民組織之間資源共享，
達致互助互惠

3)提升社區抗逆力，發揮鄰里守望相助的精
神

4)為社區帶來更多機會: 創造就業機會

5)其他…



第五步：第五步：財政預算財政預算
計劃未獲考慮的原因
• 預算不具成本效益，未能體現「社會投資」
• 資源過份集中員工開支，而非投放在充能或
網絡建設等的項目上

• 未能有效運用現有及發掘潛在的地區資源
• 資料不完整﹝未有細分財政項目或填寫每季
資金流動預算﹞

• 計算錯誤！
成功的關鍵因素:
• 預算要審慎，合理及具成本效益
• 善用社區資源: 當考慮招聘額外員工/申請
租金/裝修費用時，首先要考慮機構及社區
本身的資源，並且義工的參與

• 發掘多方面的收入來源
• 考慮計劃日後的持續能力



財政預算制訂須知財政預算制訂須知

原則:合理及具成本效益

預算案年期：最長三年

預算案須包括：

(1) 計劃的收入支出預算表(每項支出及
收入的預算須包括數量、單位及價錢)

(2) 計劃現金流動簡報表(Cash flow) 



預算案是預算案是……

• 執行機構的承諾，是評估計
劃表現的其中一項指標

• 是日後發還款項、監察計劃
及審計的基準

• 與整體計劃發展配合的重要
原素



支出預算支出預算



不獲資助的項目不獲資助的項目

• 計劃生效日期前、期滿或終止之
後的開支

• 一次過消費活動的支出(如飲宴、
嘉年華會和旅行的開支等等)   



獲資助的項目獲資助的項目
以最有效達成計劃目的為本以最有效達成計劃目的為本

(1)非經常性開支

‧指“資產性”開支

• 一次性的
• 例子：設備與器村(電腦及辦公室文儀
器材) 



獲資助的項目獲資助的項目

(2)經常性開支
• 指運作開支
• 例子： 運作開支(水電費及辦公室文儀供應)

樓宇及場地開支(租金)

活動開支(活動物資及供應)

宣傳及推廣(印製海報及橫額)

員工開支(薪金、強積金及員工保險)

義工津貼開支(基本飲食費用及交通津
貼，開支上限為每位義工每日$70)



收入預算收入預算

‧參與者適量的投入

‧ 協辦單位的贊助及捐款

‧ 動員內部及社區的資

‧ 其他(利息收入) 



最後衝線：最後衝線：如何持續運作如何持續運作

• 假如計劃能有效地建立網絡 / 關係/ 
合作模式，則應該可以發揮持續運作
的效果

• 實際的財務預算 自助及互助網
絡必須自行運作而非長期依賴外間的
支援

• 由於長期的服務已獲社會福利署的資
助，因此基金的重點並非資助同類型
的服務

• 推行社區計劃必須精打細算及以公眾
利益為本，不應被「牟利」的動機所
取替



計劃的持續性計劃的持續性

• 鼓勵更多義工參與計劃的策劃及統
籌工作

‧逐漸提升參與者的處事機會, 積
極態度, 及當家作主的信心和能力

• 增加在財務上自我支持活動的比例



建立地區社會資本策略 -成功因素

1. 目標

• 計劃需要同時結合社會共融及勞動市場為目標

• 清楚界定計劃希望策動參與的社群

• 審慎挑選個別地區推展計劃

• 設計一條清晰路線逐步帶領參與對象達致共融及提昇就業能力

2. 推行手法

• 由非牟利機構帶頭，以夥伴模式策動跨界別的參與

• 夥伴機構具一定實力(包括資源，經驗，技能及系統)

• 提昇規模較小的非牟利機構的潛能(包括計劃內的合作夥伴或贊助商)

• 有效策動目標對象積極參與計劃的每個階段

• 計劃內的項目設計要有連貫性

• 所有計劃的參與者需要有不斷學習及求新求變的態度

參考資料：摘錄自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 to take account of the LSC (Local 
Social Capital) experience



開始接受第五五期申請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

20042004年年1010月月1818日日
申請機構須填妥指定的申請表，

並連同有關文件郵遞或親自遞交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秘書處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秘書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香港中環花園道香港中環花園道

美利大廈二十一樓美利大廈二十一樓21252125室室



討論計劃構思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委員會成員

• 鄔維庸醫生，GBS，JP 
(主席)

• 陳智思議員，JP (副主席)
• 陳思堂醫生，JP
• 蔡元雲醫生，SBS ，JP
• 方敏生女士，JP
• 高靜芝女士，JP
• 郭鍵勳博士，JP
• 李張慧美女士，BBS ，JP
• 梁文傑博士

• 吳王依雯女士，JP
• 曹啓樂先生，MH

• 黃敬祥先生，JP
• 王紹爾先生，BBS，JP
• 余秀珠女士，MH
• 阮曾媛琪教授，JP
當然委員：

•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或其
代表

•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或其代表
• 社會福利署署長或其代表



歡迎聯絡基金秘書處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計劃管理主任
伍甄鳳毛女士( 電話：2973 8132)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助理計劃管理主任
高穎姿小姐 ( 電話： 2973 8152)
曾芷詩小姐 ( 電話： 2973 8239)
李漢兒小姐 ( 電話： 2973 8234)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會計主任
孔立基先生 ( 電話： 2973 8153)

如有查詢，或對基金或計劃書申請有任何意見，

歡迎主動聯絡秘書處，可安排約見或出席機構討論



歡迎瀏覽基金網頁

www.hwfb.gov.hk/ciif

秘書處電郵地址：ciif@hwfb.gov.hk

多謝各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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