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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基金計劃概覽 
      十年發展概況及成果(截至2014年12月)  

涵蓋面闊 – 共處理22期申請，資助281項計劃分布全

港18區，總撥款額約3.36億 

重新聯繫社區 – 約57萬人直接參與計劃，當中包括

約7萬名義工 

  發揮起動作用 – 動員約7 000個合作夥伴 

  破標籤、新角色 – 約2.8萬名人士由受助到助人 

社區承托 –支援逾3.05萬個家庭 

化冷漠 – 建立約2000個互助網絡 

新機會、新動力 – 逾50個自務組織 



II.基金計劃概覽 

第23期申請﹕ 

1. 獲批核計劃﹕13 個 

2. 撥款額﹕約港幣2千970萬元 

 

第1-23期計劃﹕ 

 共批出294個項目及撥款約港幣3.66億元  



II. 基金計劃概覽 
基金計劃進展(1-23期) 
-截至2015年3月31日- 

資助完成 229 

提前終止 11 

進行中 41 

即將開展(第23期獲批計劃) 13 

總數 294 



II. 基金計劃概覽 
基金計劃地區分佈情況 

 -截至2015年3月31日-   
最多計劃地區 

41個進行中計
劃 + 

13個即將開展
計劃 

元朗天水圍(6+2)、葵青(6+0)、 

九龍城(4+0)、屯門(5+0)、 

荃灣(4+0)、西貢及將軍澳(3+1) 

    註: 部份計劃在多於一個地區推展 
 



計劃主任 
為計劃團隊提供支援，協助解答疑難 

項目名稱 機構名稱 負責同事 

1. Better SHA Teen Café - 關顧青少年身心健康
計劃 

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王浚賢 (Yin) 

2. 「築福里」 - 關顧家庭社區伙伴協作計劃 東華三院朗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3. 「新夥相傳」：金齡長者及新來港家庭社會  
      資本協作及社區共融計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知識管理及策劃科 

4.    晴天計劃-愛傳承 伯裘書院, 潮陽百欣小學 

5.    活出健康．樂在觀龍  香港仔坊會、 香港房屋協會 、  
香港觀龍樓居民協會 

6. 孤單不再 - 建立可持續跨界別支援照顧者
網絡（第二期）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賽馬會太和中心 

曾慧嫻 (Vikki) 
 

7.    醫R互聯網 沙田靈光教會靈光睦鄰中心 

8.   ｢Teen｣‧資‧情 觀塘民聯會 

9. 婦女齊起動．開創姿彩人生 - 建立可持續
跨界別支援新來港及單親婦女互助網絡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賽馬會麗閣中心 

10. 「康健一線」 – 跨專業地區健康推廣計劃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社區醫療支援服務網
絡 

何文懿(Matilda) 
11.    樓住有心人 南葵涌服務中心 

12. 「家」陪同心 社區網絡計劃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精神健康綜合服務 

13.    耆」盼有您  長者院舍支援網絡計劃 基督教靈實協會靈實護養院 



III. 實務安排 
 

由批核落實撥款協議推展 
(必須於2015年11月30日或之前開展計劃) 

 

 



III.實務安排 (續) 

必須詳閱 

  -撥款協議(COG)之細則 及 
  -推行基金計劃備忘 

詳情參考 
http://www.CIIF.gov.hk 
受資助機構須知>公用表格 

http://www.ciif.gov.hk/


1. 優化計劃建議書 

 此建議書須夾附在《撥款協議》(CoG)文件中，計劃團
隊須按基金委員會的建議作出最後修訂或提出修訂建
議 

 

  計劃目的（除非基金要求，否則不可自行作出修訂） 

  修訂網絡策略（如適用） 

  進一步落實關鍵性協作夥伴的參與 

  準確填寫參與人數及義工人數（非人次） 

  加強成效評估工具及方法的描述 

  按撥款總額修訂財政預算 



2. 計劃管理 

（2.1）人事管理 

  按基金協議及核准計劃書的要求進行招聘 

   確保員工具備資格及能力推展計劃 

   為計劃員工提供足夠的支援及督導 

  除協議列明的原因外，更換計劃統籌人或  

     計劃員工必須事先得到基金批准 

  避免利益衝突 



 

 2. 計劃管理(續) 
  (2.2) 監察計劃表現 
    半年度報告及季度款項發還申請 

半年度報告的涵蓋期間及
遞交報告之限期 

申請款項發還之限
期 

1月1日至6月30日 

(7月20日) 

4月20日 

7月20日 

7月1日至12月31日 

(1月20日) 

 

10月20日 

1月20日 



 計劃每6個月進度報告 

 計劃季度申請發還款項表格 

 季度申請發還計劃員工薪酬支出表格  

 資助計劃人手資料表格（如有人事變動） 

 固定資產登記表(如適用)。 

 

 
2.2 監察計劃表現(續) 
       
每季/每半年遞交的文件 



 在計劃推行期間進行最少兩次實地探訪，與參
與者、協作夥伴、義工和計劃隊伍進行交流 

 
 

 
 
 
2.2 監察計劃表現(續) 
 
     
 

     計劃終期表現及評估報告 

 在計劃完成後三個月內提交計劃終期表現及
評估報告 

 
 
  

 實地探訪 



3 財務安排 



3.1 財務安排-計劃前 

1. 開立計劃的獨立指定銀行戶口  
 資料回條 及 銀行帳戶的首張月結單/ 
核實存摺首頁及提存紀錄首頁副本 

 英文戶口名稱 
 維持港元利息的戶口，並需申報於指定
戶口孳生的所有利息 

 若使用現有戶口，必須事先得到秘書處
批准 

 基金協議第5.5條 



  3.1 財務安排-計劃前 (續) 

2. 保險 
1) 僱員補償保險 
2) 公眾責任保險 
3) 活動保險 
 留意: 
• １）涵蓋時段 
• ２）聯合採購，須提供攤分方法 
• ３）計劃開展前向秘書處提交保單核證副本 
• ４）有關支出金額超過＄5000元，須取得三份報價單 
基金協議第10條 
 



 每年四個季度申請發還款項及遞交限期 
 

1. １月１日－３月３１日    該年４月２０日或以前 
2. ４月１日－６月３０日    該年７月２０日或以前 
3. ７月１日－９月３０日    該年１０月２０日或以前 
4. １０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  該年１月２０日或以前 
 

   每季度須遞交的財務文件包括: 
一. 該季度的經核實銀行帳戶月結單/ 核實存摺首頁及提存紀錄副

本 
二. 計劃季度申請發還款項表格 
三. 季度申請發還計劃員工薪酬表格 
四. 固定資產登記表 
五. 有關發票及收據的正本 

 

3.2 財務安排 –計劃中 



二.計劃季度申請發還款項表格 
www.ciif.gov.hk>受資助機構須知>公用表格> 

 



三.季度申請發還計劃員工薪酬表格 
www.ciif.gov.hk>受資助機構須知>公用表格> 

 



四.固定資產登記表 
www.ciif.gov.hk>受資助機構須知>公用表格> 

 



四.固定資產登記表 
www.ciif.gov.hk>受資助機構須知>公用表格> 

 



四.固定資產登記表（附錄） 
www.ciif.gov.hk>受資助機構須知>公用表格> 

 



四.固定資產登記表 
www.ciif.gov.hk>受資助機構須知>公用表格> 

 

留意: 
 

須根據協議內的＜家具及設備清單＞的各個項目進行
採購，不能超出單位價格及數量，否則須事先向秘書
處申請 

有關支出金額超過＄5000元，必須取得三份有效書面
報價單及接納符合規格而索價最低的要約 
 

全部資產均須記錄－單位價格若低於$1000只記錄在固
定資產登記表(附錄)中；單位價格$1000或以上只記錄
在固定資產登記表中 



  五. 提交收據及發票-善用撥款 
 一切有關發票及收據的正本，或計劃統籌人簽署的一切開

支申報予秘書處考慮（基金協議第7.3條） 

 

 所有有關支出金額超過＄5000元，必須取得三份有效書
面報價單及接納符合規格而索價最低的要約(基金協議第
8.1條) 

a) 必須符合公開，公平及物超所值 
b) 報價單的有效期 
c) 及後的採購物品與報價單的項目必需相同 

 
 個別活動總支出超過$15,000，須於活動1個月前提交預算
開支及支出項目向秘書處申請 

 

 3.2 財務安排 –計劃中 (續) 



  五. 提交收據及發票-善用撥款 
 
留意預算餘額， 如：支出限額及收入能否符合協
議。若單一項目的限額預期超出預算，須申請預
算開支調撥並遞交調撥表格（基金協議第5條） 

計劃統籌人簽署式樣需一致 

表格不時更新 
• www.ciif.gov.hk>受資助機構須知>公用表格> 

 

 
 

3.2 財務安排 –計劃中 (續) 



  提交收據及發票-財務管理和預算管制 
 
 受資助者須只將撥款用於計劃目標的用途，並只可按照 

      <核准預算>使用撥款。 

 如下項目秘書處不會付還︰（基金協議第5.１條） 

如: 罰金／個人支出／預先支付 
超逾撥款的開支 
所有基金協議生效日期之前及期滿或終止之後所
招致的開支將不獲發還 

3.2 財務安排 –計劃中 (續) 



 
  審計報告 

 
 撥款超逾港幣$250,000 
 滿一個年度後的四個月內提交 
 發票及收據的正本連同＜申請發還年度審計費用表格＞

遞交 
 支出金額超過＄5000元，必須取得三份有效書面報價單

及接納符合規格而索價最低的要約 
 
 
 
 
 
 
 
 
 
 
 
 

   
 
 

 
 

計劃獲撥款金額  審計費用上限(每年)  

1,000,000元或以下  5,000 元  

超過1,000,000元及  
少於或等於 5,000,000元  

10,000 元  

超過5,000,000元  20,000 元  

3.2 財務安排 –計劃中 (續) 



周年帳目和審計報告 及 終期帳目和審計
報告 
 
 周年審計日期建議至該季度的最尾一日計
算；終期審計日期至計劃完結日期計算－
例如：計劃推行首日為2014年3月1日，
首年審計日期為2014年3月1日至2015年
3月31日止。 

 
 

3.2 財務安排 –計劃中 (續) 



留意: 
 審計師報告內容須參照「獲基金撥款機
構之審計員須知」附件內的審計師報告
樣本 
 

 審計報告的帳目內的項目分類按照核准
預算內的項目作分類。若有變更，須儘
早通知秘書處有關的安排 

3.2 財務安排 –計劃完 



4. 宣傳指引  



 參考「基金計劃宣傳品之準則及製作指引」
(2015年4月版) 
 

 定義：與受資助計劃有關的一切廣告、宣傳資
料及相關的作品（不論是否由基金資助） 
 

 包括印刷品、計劃制服、紀念品、網絡平台、
大眾傳媒等五大類別 

 

 

4.1 宣傳品定義 

 4. 宣傳指引       



 於公眾地方展示﹕基金標誌及受資助計劃名稱，並備有
計劃簡介供公眾參閱 

 於機構網頁展示﹕計劃詳情、基金網頁及facebook fan 
page 之連結、基金簡介等 

 符合環保原則﹕盡量考慮能夠再用的宣傳物資、製作耐
用合宜的紀念品、多採用電子通訊方式 

 符合成本效益﹕簡單為主，所用的方法能廣泛接觸目標
群 

 文字措辭力求淺白易明﹕視乎計劃性質及對象，使用適
切的語言或超過一種語言或方法 

 

4. 宣傳指引(續) 
4.2 基本原則 

www.ciif.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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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動起來 到處人情在」！  

 4. 宣傳指引 (續)       

4.3 基金簡介 



 4. 宣傳指引 (續)       

4.4 標誌 



 符合色版標準 
 位置 
宣傳品當眼處 
如書籍刊物之類，必須印於封面之上 
與其他協作夥伴之標誌擺放須分類清晰 

 大小 
必須按比例縮小或放大 
確保基金標誌清晰可見，展現基金標誌的實物高度不
可少於2 厘米 (中文或英文標誌) 或 2.3 厘米 (雙語
標誌) 

 語言 
如宣傳品採用單一語言，採用該語言之標誌 
如採用雙語，則採用另一組標誌 

4. 宣傳指引(續) 
4.4 基金標誌使用準則 



4. 宣傳指引(續) 
4.4 基金標誌使用準則 

最小比例限制 

23mm 

20mm 



 

審批程序﹕所有相關宣傳資料必須呈交予秘書
處(高級計劃主任及計劃主任)審閱(需時最少
約三個工作天，如內容包含大量文字，則最少
需時五個工作天)，獲得批准後方可使用 

 
呈交製成品﹕連同季度報告一併遞交秘書處作
存檔。部份體積較大的物品，則只需提交相片。 

 

4. 宣傳指引(續) 
 
4.5 程序 



4. 宣傳指引(續) 
 
4.6 社會資本十兄妹 

千里眼 收風易 正義權 韌皮四 橋王五 網網絡 高腳仁 開心八 大聲哥 大喊包 



               

 5.成效評估及制訂每季標誌大事 
        

 

 



5.1 成效評估的意義 

• 加深了解計劃對參加者、義工、持分者及
社區所帶來的正面影響 

• 改善及提升計劃表現的依據 

• 有系統總結及整理發展社會資本的本土經
驗 

• 建構有效協助香港發展社會資本的策略  

 



5.2 計劃成效範疇 

 

(1) 社會資本成果； 

(2) 為滿足社區需要訂立之計劃具體目的 ； 

(3) 個別項目/活動目的之達致情況；及 

(4) 在資助期完結後，計劃能否繼續延展
及深化所建立的社會資本成果。 



參與計劃
首一個月 

每半年 中期 終期 計劃 
完結後 

1.社會資本成果  *  

2.為滿足社區需要訂立之計劃
具體目的 

*  

3.個別項目/活動目的  

4.計劃延展及深化所建立的社
會資本成果 

 

*視乎計劃推行時間，23個月或以下的計劃不須進行中期評估。 

計劃評估工作日程  



               

 

(1)如何評估社會資本成果 
 

 

 



評估工具  
• 基金於2010年底至2012年中委託獨立顧問進行
成效評估。研究結果肯定基金為取得社會資本
成果而推廣的策略。 
 

• 使用基金設計的「社會資本量表」，以便更有
系統評估及整理計劃的社會資本發展表現。 
 

• 社會資本六大範疇：社會網絡、信任和團結、
互助和互惠、社會凝聚和包容、社會參與及資
訊和溝通 



評估形式及內容 

 

• 邀請直接參加者及義工在推展期間，最少
填寫兩次「社會資本量表」[前後對比分析 
(Pre and post test) ] 
 



成效評估的形式 
計劃推行期 參加計劃前測試  

(計劃參加者 

參與計劃首一個
月) 

計劃中期檢討  
(兩年計劃：第11至12個
月進行；三年計劃：第

17-18個月進行 ) 

後測  

(計劃資助期完
結前三個月內) 

23個月或以
下 

 x  
24個月或以
上至36個月 

   

預期回收率：直接參加者 (佔整體直接參加者40%或以上)；義工(佔整體義工40%或以上)。
如計劃的直接參加者及義工人數均高於100人，則可以回收不少於40份參加者問卷及40份

義工問卷 。 



以隨機抽樣形式進行 直接參加者 義工 

前測 (受訪者參與計
劃首一個月內進行) 

80% (直接參加者人數低於
100 ) / 80人 (直接參加者人
數高於100 ) 

60% (義工人數低於100 ) / 60
人(義工人數高於100 ) 

中期檢討 (如計劃推
行期在24 個月或以
上，則需填寫中期檢
討問卷) 

60% (直接參加者人數低於
100 )/ 60人 (直接參加者人數
高於100 )* 

50% (義工人數低於100 ) / 50
人(義工人數高於100 )* 

後測 (在完成計劃前
三個月內進行) 

40% (直接參加者人數低於
100 )/ 40人(直接參加者人數
高於100 ) 

40% (義工人數低於100 ) / 40
人(義工人數高於100 ) 

*如資助計劃在中期評估時，未能回收足夠的問卷數目，計劃團體需就
有關的差額，以隨機抽樣形式，邀請額外直接參加者及/或義工填寫問卷
，而有關人士須為計劃新參加者 (則「參與計劃少於一個月」) 

成效評估的形式：預期回收率 
 



成效評估的形式：隨機抽樣 
• 資助計劃團隊須為每一名直接參加者及義工配以編號，並保

存名單。 
• 如計劃的直接參加者及義工人數均不多於100 人，團隊須分

別邀請編號尾數為「1-8」的直接參加者及編號尾數為「1-6」
的義工參與前測評估，直至回收問卷達到要求數量 (即整體
計劃80%直接參加者及60%義工)。 

• 如計劃的直接參加者及義工人數均高於100 人，資助計劃團
隊須邀請編號尾數為「2、4、6及8」的直接參加者及義工參
與前測評估，直至回收問卷達到要求數量 (即不少於80份參
加者問卷及60份義工問卷)。 



收集資料須知 

• 問卷由直接參加者及義工自行填寫 

• 須檢查回收問卷有否填妥 

• 須為每一名受訪者配以編號及保存名單 

• 須把回收的問卷資料輸入至由基金提供的
Excel檔案。受訪者個人資料 (包括身分證
號碼、住址及電話號碼等)均不應輸入 

• 有關檔案及回收問卷最少須保留至計劃資
助期完結後二十四個月 



             

(2)如何評估為滿足社區需要訂
立之計劃具體目的 

 
 

 



計劃成效評估的目的 

• 計劃成效評估是希望了解計劃預期的目
標能否達到，包括計劃整體達致社會資
本的成果及因應社區需要而設的特定目
標 (例如提升低動機青年的自信心、協
作中年人就業等) 



進行計劃成效的三個量度層次 
• 輸出量 (output) 

– 服務提供數量，例如計劃提供的活動次/節/時
數、直接/間接參與人數，以及參與家庭數目等  

• 結果 (outcomes) 
– 計劃的果效，例如提升個人自信心及解決問題
能力、建立跨界別合作網絡、社會資本發展表
現等  

• 社會影響 (social impact)  
– 計劃對社區及社會帶來的長遠改變，例如社會
資本所引發正面社會果效、社區文化的改變，
包括提升社區凝聚力及抗逆力等  



輸出量 
類別 終期 

(i)  成功建立的特別角色   
 樓長/層長   
 生命導師   
 其他（請說明：          ）   
(ii) 角色轉化   
 由受助者轉化為義工/領袖    
 由參與者/義工轉化為領袖/統籌者   
(iii) 協助就業   
 創造全職職位及聘用待業人士   
 創造兼職職位及聘用待業人士   
 協助待業人士獲取全職工作   
 協助待業人士獲取兼職工作   
 創造工作實習機會   
 協助獲取工作實習機會   
(iv) 成功建立的互助網絡   
(v) 成功建立的組織   
 合作社   
 自務組織   
 社會企業   
 其他 (請說明：__________)   



輸出量：評估形式及內容 

• 計劃團隊需於《計劃進度報告》及《計劃
完成表現及評估報告》提有關預期輸出量
的達致情況。 



輸出質量指標 
• 就計劃的結果 (outcomes)及影響 (impact)，計劃需留意

成效指標的設定應包括三個層次： 

– 認知：受訪者就個別事情及理念的認識及/或認同 

– 行動：受訪者將所認同的事情及理念，在日常生活中付
諸實踐 

– 持續性：受訪者的行動轉變進一步深化，演化成一種信
念/價值觀。此行為轉變已成一種生活態度，不但在計
劃資助期內出現，而且在計劃資助期完結後能持續 

• 應自行設計客觀的評估方法 

• 不應直接把指標轉化為問題  

  (此指標在計劃與基金共同簽訂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協議」    

     (協議)的「標誌大事」中顯示 ) 

 



輸出質量指標制定 
計劃目標 

(Objectives) 
輸出質量指標                           

(Outcome Indicators) 

讓社區人士更
認識和接納單
親或新來港家
庭，從而為單
親或新來港家
庭建立支援網，
提升其抗逆力，
以及成功帶動
單親或新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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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新來港家庭的需要。 
80%社區人士表示更願意與單親或新來港家庭成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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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單親或新來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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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質量指標制定 (續) 
計劃目標 

(Objectives) 
輸出質量指標                           

(Outcome Indicators) 

讓社區人士更
認識和接納單
親或新來港家
庭，從而為單
親或新來港家
庭建立支援網，
提升其抗逆力，
以及成功帶動
單親或新來港
家庭建立新的
身份認同，積
極參與社區事
務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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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質量指標制定 (續)  
 計劃目標 

(Objectives) 
輸出質量指標                           

(Outcome Indicators) 

促進區內外不同界
別、團體的參與及
合作，建立對社會
資本的認同，並願
意繼續於社區內建
立互相關懷的精神 

「認知」層面指標 
80%參與界別及/或團體認同「社會資本」所帶出來的果效。 
80 %參與界別及/或團體願意因應社區的需要，主動貢獻所能，提供協助。 
80 %%參與界別及/或團體認同計劃有效建立跨界別協作的平台，促進彼此的合作
及信任 

「行動」層面指標 
80 %參與界別及/或團體在與社區人士一起參與活動。 
80 %參與界別及/或團體以其所能，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80 %參與界別及/或團體除一般的義務工作外，主動參與計劃的活動策劃中。 
80 %參與界別及/或團體成功推動新夥伴參與計劃，共同建立社會資本 
 



輸出質量指標制定 (續) 
計劃目標 

(Objectives) 
輸出質量指標                           

(Outcome Indicators) 

促進區內外不同界
別、團體的參與及
合作，建立對社會
資本的認同，並願
意繼續於社區內建
立互相關懷的精神 
(續) 

「持續性」層面指標 
80 %參與界別及/或團體，持續參與計劃所建立的協作平台 (例如協助委員會及會
議等)，並共同擬定了未來兩年協作計劃。 
80 %參與界別及/或團體除計劃外，有與地區內其他界別及/或團體建立協作關係
，持續主動回應社會上的需要。 
80 %參與界別及/或團體， 已擬定了未來兩年與計劃內認識的社區人士/參加者保
持聯絡的方案。 
 



輸出質量指標制定 (續) 
計劃目標  

(Objectives) 

輸出質量指標                          
(Outcome Indicators) 

通過家庭配對，提升參
加者能力及自我價值，
並促進被探訪家庭經歷
角色轉化，幫助社區其
他有需要人士 

 

1. 80 %參與家庭成員的自我有能感有所提升 

2. 80 %參與家庭成員的自我價值觀有所提升 



其他量表 
• 自我有能感 
• 自我決定力 
• 自尊心 
• 生涯規劃 
• 動力 
• 情緒管理 
• 親子關係及朋輩關係 
• 解難能力/抗逆力 
• 生活質素 
• 快樂 
• 希望 
• 生活滿足感 
• 家庭關係 

 
 



輸出質量指標：評估形式及內容 

• 直接參加者、義工及持份者 
 

• 中期及計劃資助期完結前三個月共兩次 
 

• 如計劃選用問卷調查方式進行評估，建議
評估工作與社會資本成果評估結合進行  
 

• 所有活動所帶出來的成效，而非評估個別
活動的成效 



輸出質量指標：評估形式及內容 
計劃推行期 計劃中期檢討  

(兩年計劃：第11至12個月進
行；三年計劃：第17-18個月

進行 ) 

後測  

(計劃資助期完結前三個月內) 

23個月或以下 x  

24個月或以上
至36個月 

  



               

 

(3)如何評估個別項目/活動目的
之達致情況  

 
 

 



制訂標誌大事 
介入策略重點: 

• 建立「房、福、社」的協作平台，為單親或新
來港家庭建立支援網，並融入社區 

透過回應社區需要並提升參與者動機、角色轉
化、凹凸互補的策略，建立互動互助，跨代跨
層跨界別的網絡 

提高夥伴的參與角色及性質，建立民官商跨界
別協作的平台 

推動社區層面的參與，增加地區人士對參與及
計劃模式的認同，提升歸屬感及社區凝聚力 



評估形式及內容 

• 所有項目/活動參加者、義工及持份者等 
 

• 了解整個活動項目系列，而非單次活動 的成效 



第一年 (1/2015年至12/2015) 
介入策略 (一) 建立「房、福、社」的協作平台，為單親或新來港家庭建立支援網，並融入社區 
策略目標 1.強化鄰里互助網絡 

2.提升單親或新來港家庭的抗逆力，並促進被探訪家庭經歷角色轉化，參與社區事務 
推行項目的推展歷程 1. 透過「鄰舍支援隊」，為有需要的單親或新來港家庭提供支援，辨識潛在危機 

2. 通過義工培訓，發掘有潛質的接受服務人士轉化為義工 
計劃推展期  

介入策略預期達致的成果 
第1-6個月 
(1-6/2015) 

第7-12個月 
(7-12/2015) 

全年 

A 活動類別/名稱 目標對象 活動次數/節數 新增人數 活動次數/節數 新增人數 活動次數
/節數 

總人數 

A1「鄰舍支援
隊」 

義工 為每個參與家庭提
供最少5次探訪; 20
個被探訪家庭成員
成為義工 

義工 40  為每個參與家庭提
供最少5次探訪; 20
個被探訪家庭成員
成為義工 
 

義工 40 為每個參
與家庭提
供最少10
次探訪; 
40個被探
訪家庭成
員成為義
工 

  

義工 80 
家庭 (單親
或新來港家
庭) 

直接 
參加者 

50(來自單親或
新來港家庭) 

直接 
參加者 

50(來自單親
或新來港家
庭) 

直接 
參加者 

100(來
自單親
或新來
港家庭) 

  間接 
參加者 

  間接 
參加者 

  間接 
參加者 

  

A2義工培訓 家庭 (單親
或新來港家
庭) 

5個義工培訓系列，
共25個培訓課程. 

義工 50  5個義工培訓系列，
共25個培訓課程. 

 

義工 50 10個義工
培訓系列，
共50個培
訓課程. 

  

義工 100 

  直接 
參加者 

  直接 
參加者 

  直接 
參加者 

  

  間接 
參加者 

  間接 
參加者 

  間接 
參加者 

  

B 策略目標的成效指標     
B1接受服務的人士認為在有需要

時，能得到有效支援 
80% 80% 80% 

B2 義工及參與家庭能建立互信互
助關係 

80% 80% 80% 

B3參與家庭更主動關心社區內有
需要的人士及家人 

80% 80% 80% 

B4在活動完結後，義工/參與家庭
與在活動內認識的人士保持
聯絡 

80% 80% 80% 



               

 

(4)如何評估在資助期完結後，
計劃能否繼續延展及深化所建

立的社會資本成果 
 

 

 



評估工具 
• 使用基金設計的「社會資本持續發展狀況
問卷」 

–計劃所建立的社會資本的發展狀況 

–在資助期完結後，計劃的整體運作狀況 

–計劃能/不能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 

–計劃在推動持續發展方案時遇到的困難
及挑戰  



評估形式及內容 

• 計劃資助期完結後六個月及十八個月 

• 受訪者： 

一位對計劃有足夠掌握的職員 

一位曾參與資助計劃的義工及/或直接參加者
代表 

 

• 受資助機構須在問卷發出後一個月內把填妥的
問卷，交回基金秘書處。 

 



               

 

(5.3) 簡介基金提供的協助 
 

 

 



社會資本成果評估部分 

• 提供簡易使用的Excel檔案，供計劃輸入數
據 (有關檔案將在計劃開展時給予資助計劃) 
 

• 為計劃團隊進行基本的數據分析 



強大支援 
社會資本摯友(SC.Net)幫到手 



提問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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