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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計劃坐落的社區 





新屋邨居民普遍面對的挑戰 

• 新區伴隨就業機會、醫療配套、社區設施、街
市及交通設施嚴重不足引發多項適應困難； 

 

• 公屋住戶多為弱勢家庭，包括：租住劏房多年
的貧窮家庭、獨居長者、單親家庭、新來港家
庭成員、少數族裔及復康人士等，面對舊社交
網絡的瓦解，求助無門； 

 

• 只依賴周邊社服機構支援，服務明顯難以完備 



傳統社會服務模式 
於新公共屋邨所面對的挑戰 

• 實際處境：先搬入、後配套 

 

• 問題：服務真空  

 

• 回應策略： 
–  我們不做，誰做？ 

–  一起開荒，一同營造 

–  仿效業界先鋒，重用「離散」策略，以板車隊的形式將青年服務重返社區 

 

• 服務信念 
– 弱勢家庭只要有適時適切的支援，就不再弱勢； 

– 匱乏的兒童，只要「視野」被栽培，自可突破匱乏； 

– 人人皆是「社區聯絡人」，是獨特的資產，是他人的後盾； 

– 關係建立於日常 – 我們走進街坊的日常，也讓街坊進入彼此的日常，讓「共同」成
為我們的身份； 

– 社區最大的資本，街坊最大的承托，建基於社區的互助關係及歸屬感 





服務目標 

1. 協助儼如「開荒牛」家庭，突破新邨荒蕪
環境的限制； 

2. 支援弱勢家庭因搬遷而遇上的多樣挑戰； 

3. 協助建立社區互助支援網絡； 

4. 發掘潛藏的社區資本，加強街坊的可用資
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5. 促進街坊參與社區事務，加強對社區的歸
屬感和凝聚力 



「板車隊」介入工作模型 

介入工作範疇 

  街頭工作 

街站、街頭遊樂團、街頭功輔班                                     

支援網絡建立 

•社區資訊 (學校、街巿、交通、預防騙案…) 

•組織支援網絡 (活用科技 Whats’app group、定期

舉辦樓座糖水/甜品) 

• 愛心大使網絡 
• 跨界別及跨社會福利機構合作                                    

提升社區資本 
•才能交換日、安達臣週日巿集、社區導覽活動  
(石礦場、行山隊) … 等 

•社區姨姨計劃、中心託管服務 

居民的潛在改變 

•社區歸屬感 

•社區凝聚力 

•回饋社區的行動 (如成為
義工、關心屋邨的人和
事、… 等等，一起營造社
區) 



轉變 

回饋社區的行動 

社區歸屬感 

介入手法（範疇）： 

1. 確立環境安全； 

2. 關注及支援兒童的學習事  

   宜； 

3. 認識所住社區；及 

4. 建立優質的社區支援 

應用社區資源（角度）： 

1. 街坊鄰里的投入 

2. 地區領袖的參與 

3. 社工作為引發點 
 



介入模式 … 

是否有效？ 



藉計劃檢討以探究答案 

• 新屋邨居民在服務中是否獲得切實的幫助？服務能否達
到預期的目標？ 
 

• 服務介入後，居民於對社區的主觀感覺有什麼轉變？ 
 

• 服務計劃如何促進居民建立社區的歸屬感與凝聚力？數
據結果可否說明服務模式及相關效用？研究結果對服務
計劃帶來什麼啟示？ 
 

• 不同的社區伙伴 (即如服務計劃的企業義工、社區義工、
學校校長及老師、區議員、… 等) 如何評鑑服務計劃？
彼此如何繼續合作，共建社區？ 



檢討方法 
• 混合檢討研究 

– 量性評量 
• 回塑形式（Retrospective Approach） 

– 評量 初搬來（假定為前測）與 現在（假定為後測）的情況 

• 透過曾經使用服務的邨民，以問卷形式收集目標變項數據 
– 最終有效而可配對問卷：98 份 

• 觀察及比較數據所用的分析策略： 
– 以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探索自設問卷的內在構念數目及聚合

狀況； 
– 題目內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ies, Cronbach’s α）； 
– 成對樣本 t-檢定（Pair-sample t-test）及 統計量 （Effect Size, Cohen’s d）； 
– 變項相關性分析（Pearson’s Correlation）； 
– 層次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 質性訪談 
• 邀約持份者進行訪談 

– 青少年：2 位 

– 家長：4 位 

– 企業義工/社區義工：5 位 

– 地區人士/地區合作伙伴：10 位 （當中包括：校長、老師、物業管理公司代表、社區幹事、

同邨的其他非政府機構的同工、社會福利署觀塘區福利辦事處專員及房署代表） 

• 應用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以結聚資料主題 



量性問卷設計 

• 問卷設計 

– 以學者 Cheung & Lau (2001) 所研發的「多範疇
多角度兒童自我概念量表」（Multi-Perspective-
Multi-Domain Self-Concept Inventory, MMSI），
為量表的構思及設計基礎； 

– 不同的題目組合，反映「範疇」（Perspectives）
及「角度」（Domains）的狀況； 

– 針對計劃的介入手法（範疇）及 應用社區資源
（角度），擬定量表題目 

Cheung, P.C., & Lau, S. (2001).  A multi-perspective multi-domain model of self  
    concept: Structure and sources of self-concept knowledg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1), 1-21. DOI: 10.1111/1467-839X.00072 



 

• MMSI 的驗證性 

因素結構模型 

Cheung, P.C., & Lau, S. (2001).  A multi-perspective  
    multi-domain model of self concept: Structure  
    and sources of self-concept knowledg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1), 1-21. DOI:  
    10.1111/1467-839X.00072 



支援計劃的概念模型 

社區歸屬感 

確立安全環境 

關注及支援兒童的 
學習事宜 

認識所住社區 

建立優質的社區支援 

介入手法（範疇）方面 應用社會資源（角度）方面 

營造社區的行動 

社會工作者作為引發點 

地區領袖的參與 

街坊鄰里的投入 



量性檢討研究的假設 
1. 介入工作有效提升街坊的變項評分； 
 介入手法（範疇） 

a) 確立環境安全 
b) 關注及支援兒童的學習事宜 
c) 認識所住地區 
d) 建立優質的社區支援 

 應用社區資源（角度） 
a) 街坊鄰里的投入 
b) 地區領袖的參與 
c) 社會工作者作為引發點 

2. 街坊的 社區歸屬感 變項評分顯著提升； 
3. 街坊的 營造社區的行動 變項評分顯著增加； 
4. 社區歸屬感、營造社區的行動變項、與介入手法的範疇

變項及角度變項，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係； 
5. 範疇及角度的變項狀況，能有效解釋家長於社區歸屬感

的變異 



量表例子 -１ 

– 確立環境安全（範疇） 

• 7條題目組成 
– 例子： 

» 「社工提供的遊樂服務可協助建立一個安全的遊玩環
境。」 

» 「我的子女有可信賴的社工或義工與他們一同遊玩。」 

• 家長需為每題給予 1分－5分 的評量 
– 「1＝非常不同意」至「5＝非常同意」； 

• 範疇的綜合平均分愈高，代表家長愈確立新屋邨對
子女來說為一個安全的環境 

 



量表例子 - 2 

– 建立優質的社區支援（範疇） 

• 5條題目組成 
– 例子： 

» 「在這個新社區上我能夠找到願意聽我傾訴的人。」 

» 「我會與鄰里街坊一起，關心其他住在這裡而有特別
需要的家庭。」 

• 家長需為每題給予 1分－5分 的評量 
– 「1＝非常不同意」至「5＝非常同意」； 

• 範疇的綜合平均分愈高，代表家長愈同意社區上有
優質的支援 

 



量表例子 - 3 

– 社會工作者作為引發點（角度） 

• 5條題目組成 
– 例子： 

» 「社工提供的遊樂服務可協助建立一個安全的遊玩環
境。」 

» 「社工能給予合適的資訊以助解決生活困難。」 

• 家長需為每題給予 1分－5分 的評量 
– 「1＝非常不同意」至「5＝非常同意」； 

• 角度的綜合平均分愈高，代表家長愈同意社會工作
者作為引發點，給予支援 

 



量表例子 - 4 

– 地區領袖的參與（角度） 
• 4條題目組成 

– 例子： 

» 「我對我所住的，或鄰近社區內的中學及小學，有一
定程度的認識。」 

» 「我能夠在社區活動上認識了不同的社區人士（如：
學校、社區團體、企業義工等），連結起來互相支
援。」 

• 家長需為每題給予 1分－5分 的評量 
– 「1＝非常不同意」至「5＝非常同意」； 

• 角度的綜合平均分愈高，表代家長愈同意地區領袖
的參與，給予支援 

 



量表例子 - 5 

– 社區歸屬感 

• 5條題目組成 
– 例子： 

» 「如果要我重新選一次，我樂於居住在這個新社區。」 

» 「我認為這個新社區擁有濃濃的「人情味」。」 

• 家長需為每題給予 1分－5分 的評量 
– 「1＝非常不同意」至「5＝非常同意」； 

• 綜合平均分愈高，代表家長對社區有愈高的歸屬感 
 



量表例子 - 6 

– 營造社區的行動 

• 5條題目組成 
– 例子： 

» 「我嘗試聯絡鄰里街坊一起關心新社區上所發生的
事。」 

» 「我嘗試參與這個社區上的義工服務。」 

• 家長需為每題給予 1分－5分 的評量 
– 「1＝非常不同意」至「5＝非常同意」； 

• 綜合平均分愈高，即家長愈願意投入參與營造社區
的行動 



量性檢討參加者背景資料 

• 有效的配對問卷：9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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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漏填/不詳 



量性分析結果 - 1 
• 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 以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方法抽取因子 

• 以 Varimax 方法假定因子的轉動方式 

      

– 因子數量：4 個 

– 共計 82.88% 的變異 

標準 研究對象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 

KMO > .5 .92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 (χ2-sig) p<.05 p<.001 



量性分析結果 - 2 

• 量表題號內在一致性結果（Internal Consistencies, Cronbach’s α） 

 Cronbach’s α 

綜合變項 前測 後測 

確立環境安全 .94 .92 

關注及支援兒童的學習事宜 .95 .91 

認識所住社區 .95 .89 

建立優質的社區支援 .95 .89 

社會工作者作為引發點 .88 .82 

地區領袖的參與 .89 .84 

街坊鄰里的投入 .93 .89 

社區歸屬感 .96 .92 

營造社區的行動 .97 .92 



量性分析結果 - 3 

• 成對樣本 t- 檢定 (Pair-sample t-test) 

 (n=98) 前測 後測    統計量
(Cohen’s d) 

 改變
（%）   M (sd) M (sd) t-值 

確立安全環境 2.93 (1.02) 4.33 (.73) -10.85*** -1.10 47.78% 

關注及支援兒童的學習事宜 2.51 (1.23) 4.13 (.93) -11.03*** -1.12 64.54% 

認識所住社區 2.43 (1.14) 4.29 (.68) -14.04*** -1.46 76.54% 

建立優質的社區支援 2.53 (1.14) 4.27 (.77) -12.50*** -1.28 68.77% 

社會工作者作為引發點 2.80 (1.07) 4.37 (.68) -11.61*** -1.19 56.07% 

地區領袖的參與 2.59 (1.12) 4.31 (.74) -12.52*** -1.30 66.41% 

街坊鄰里的投入 2.54 (1.06) 4.24 (.73) -13.39*** -1.38 66.93% 

社區歸屬感 2.74 (1.19) 4.31 (.77) -11.66*** -1.22 57.30% 

營造社區的行動 2.59 (1.24) 4.31 (.72) -12.13*** -1.26 66.41% 

***p<.001 



Effect Size Calculator:  
https://www.uccs.edu/lbecker/index.html;  

http://www.cognitiveflexibility.org/effectsize/ 
  

Cohen, J. (1988).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 Hillsdale, NJ:  
    Lawrence Earlbaum Associates. 

Journal article 

https://www.uccs.edu/~lbecker/
https://www.uccs.edu/~lbecker/
http://www.cognitiveflexibility.org/effectsize/
http://www.cognitiveflexibility.org/effectsize/
http://www.cognitiveflexibility.org/effectsize/
http://www.cognitiveflexibility.org/effectsize/
http://www.cognitiveflexibility.org/effectsize/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de96/cb8ebe6119b28bb041bb3c57ccadc32a3997.pdf


量性分析結果 - 4 
前測 後測    統計量

(Cohen’s d) 
 改變（%） 

  M (sd) M (sd) t-值 
 一般家庭 (n=64) 
確立安全環境 3.02 (.99) 4.29 (.70) -8.08*** -1.03 42.05% 
關注及支援兒童的學習事宜 2.58 (1.21) 4.09 (.88) -8.57*** -1.10 58.53% 
認識所住社區 2.56 (1.15) 4.28 (.64) -10.64*** -1.39 67.19% 
得到優質的社區支援 2.63 (1.17) 4.26 (.71) -9.23*** -1.19 61.98% 
社會工作者作為引發點 2.92 (1.05) 4.34 (.62) -8.83*** -1.13 48.63% 
地區領袖的參與 2.72 (1.14) 4.29 (.69) -9.11*** -1.17 57.72% 
街坊鄰里的投入 2.62 (1.05) 4.21 (.68) -10.13*** -1.25 60.69% 
社區歸屬感 2.73 (1.28) 4.23 (.71) -8.65*** -1.13 54.95% 
營造社區的行動 2.97 (1.22) 4.40 (.71) -8.15*** -1.07 48.15% 

弱勢家庭a (n=32) 
確立安全環境 2.74 (1.09) 4.41 (.80) -7.00*** -1.26 60.95% 
關注及支援兒童的學習事宜 2.45 (1.27) 4.19 (1.04) -6.46*** -1.15 71.02% 
認識所住社區 2.22 (1.10) 4.30 (.77) -8.71*** -1.56 93.69% 
得到優質的社區支援 2.38 (1.08) 4.28 (.90) -8.09*** -1.45 79.83% 
社會工作者作為引發點 2.61 (1.11) 4.41 (.81) -7.08*** -1.26 68.97% 
地區領袖的參與 2.39 (1.09) 4.31 (.87) -8.39*** -1.49 80.33% 
街坊鄰里的投入 2.43 (1.08) 4.29 (.85) -8.29*** -1.47 76.54% 
社區歸屬感 2.37 (1.13) 4.43 (.74) -8.59*** -1.55 86.92% 
營造社區的行動 2.32 (1.01) 4.11 (.86) -8.93*** -1.58 77.16% 

***p<.001 
註a：弱勢家庭總計為32個，包括24個單親家庭、1個長者家庭及7個新來港人士/家庭 

 



量性分析結果 - 5 

• 變項相關性分析結果 (Pearson Correlation, r) 

   社區歸屬感 營造社區的行動 

社區歸屬感 -- .77*** 

確立安全環境 .66*** .64*** 

關注及支援兒童的學習事宜 .66*** .68*** 

認識所住社區 .71*** .83*** 

建立優質的社區支援 .77*** .89*** 

社會工作者作為引發點 .76*** .73*** 

地區領袖的參與 .78*** .86*** 

街坊鄰里的投入 .76*** .85*** 

***p<.001 



模型驗證 1 - 介入手法（範疇）方面 

解釋社區歸屬感的變異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Standardized β 
關注及支援兒童的學習事宜 .31** .18 .07 
認識所住社區 .48*** .12 .10 
建立優質的社區支援 -- .53*** .48*** 
確立安全環境 -- -- .23* 
F-value 55.22*** 48.25*** 39.61*** 
Adjusted R2 52.8% 59.4% 61.4% 
△R2 -- 6.6% 2.0% 

*p<.05; **p<.01; ***p<.001 



模型驗證 2–應用社區資源（角度）
方面 

解釋社區歸屬感的變異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Standardized β 
街坊鄰里的投入 .76*** .24 .14 
地區領袖的參與 -- .54** .33 
社會工作者作為引發點 -- -- .37** 
F-value 128.04*** 71.93*** 55.59*** 
Adjusted R2 56.7% 59.4% 62.8% 
△R2 -- 2.7% 3.4% 

**p<.01; ***p<.001 



解釋建立優質的社區支援的變異 Model 1 Model 2 
  Standardized β 
關注及支援兒童的學習事宜 .73*** .24*** 
認識所住社區 -- .68*** 
F-value 109.49*** 146.14*** 

Adjusted R2 52.8% 75.0% 
△R2 22.2% 

解釋地區領袖的參與的變異 Standardized β 

街坊鄰里的投入 .95*** 

F-value 828.87*** 

Adjusted R2 89.5% 

解釋營造社區的行動的變異 Standardized β 

社區歸屬感 .76*** 

F-value 129.34*** 

Adjusted R2 57.0% 

***p<.001 



支援計劃的成效模型 

社區歸屬感 

確立安全環境 

建立優質的社區支援 

介入手法（範疇）方面 應用社會資源（角度）方面 

關注及支援兒
童的學習事宜 

認識所住
社區 

F(4,93)=39.61***, R2=61.4%  F(3,94)=55.59***, R2=62.8%  

.95*** 

.58*** .37** 

.23* 

.48*** 

.24*** 
.68*** 

營造社區的行動 

.76*** 

*p<.05**;  p<.01;  ***p<.001 

社會工作者作為引發點 

地區領袖的參與 

街坊鄰里的投入 



量性檢討研究的假設 
1. 介入工作有效提升街坊的變項評分； 
 介入手法（範疇） 

a) 確立環境安全    √ 
b) 關注及支援兒童的學習事宜  √ 
c) 認識所住社區    √ 
d) 建立優質的社區支援     √ 

 應用社區資源（角度） 
a) 街坊鄰里的投入     √ 
b) 地區領袖的參與     √ 
c) 社會工作者作為引發點     √ 

2. 街坊的 社區歸屬感 變項評分顯著提升     √ ； 
3. 街坊的 營造社區的行動 變項評分顯著增加     √ ； 
4. 社區歸屬感、營造社區的行動變項、與介入手法的範疇變項及角度

變項，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係     √； 
5. 範疇及角度的變項狀況，能有效解釋家長於社區歸屬感的變異     √ 

1. 社區安全環境的延伸：遊玩安全設施的配套與考量、對人與物提升信任度 
2. 中介變項的出現： 

1. 優質社區支援：建立社區歸屬感的重要基礎； 
2. 社會工作者作為引發點：以吸納及組織不同的社區資源、在地區上與不同的地

區領袖協作（校長老師、社區及企業義工、區議員、屋邨管業處、傳媒、同邨
的其NGO同工等） 



是次量性檢討的限制 
• 是次支援計劃檢討方式：回塑形式（Retrospective Approach） 

– 非隨機抽樣取納樣本； 
– 所收集的量性數據多為與服務計劃仍能接觸的一群社區區民 

• 未能有效收集與服務計劃「較離身」或「較少接解」的社區區民的數據作變化的比較 
• 估計多為對服務計劃有「好感」； 

– 回饋意見有較大機會為偏向正面（Positive Bias），故數據詮釋更需小心 
 

 

• 並未建立控制組，沒法作更客觀的有效對比 
– 只能演譯有較高度參與支援計劃的居民的  前測-後測  的自我變化 

 
• 量表的設計只依從研究員的經驗而設定，並初步依從探索性因素分析（EFA）

及 內在一致性（Cronbach’s α）的結果  
– 建議：以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進一步確立量表的因素

結構，確立量表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或 
– 使用已驗證的量表（Validated scale），來提高構念的量度（Construct’s measurement）

的有效性 

 
• 是次檢討只為初探 

– 建議：取樣的方法、質素及數目應進一步提高； 
– 並以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的分析法，進一步驗證各個潛

在變項（Latent variables）的因果關係，以更穩妥的數據去 確立 及 延伸 有效服務模式 



質性研究方法 

• 同工主要向參與計劃的不同持份者，進行訪談 

 

• 我們共訪問了 21 人，包括 
– 4 位家長； 

– 2 位青少年； 

– 5 位企業義工／社區義工；及 

– 10 位地區人士／地區合作伙伴（當中包括：校長、老師、物業管理公司代表、社
區幹事、同邨的其他非政府機構的同工、社會福利署觀塘區福利辦事處專員及房
署代表） 

 



質性訪談研究結果（1）：早期介入對新公屋居民的重要性 

受訪者表示，本計劃對新入伙居民提供早期介入，有助他們適應新社區及建立人際網絡 
• 「你地嘅服務由預派至取鎖匙提供各種早期介入服務，對我地可更快適應新環境提供左便

捷。我參與過親子活動、轉校諮詢日、社區活動。通過呢Ｄ活動令我好快適應新社區嘅生
活，同加強左鄰舍關係。」（受訪者3：服務使用者－家長、社區義工） 

 
• 「最困難係環境適應、學校、功課問題最困難・・・識多左新朋友，大家互相交流互相支

援，全賴有呢個服務嘅出現。能夠參與當中真係好開心，可讓自己認識到不同種類嘅人及其
想法，對社會認識更多・・・對我好有幫助，情緒支援上最有效。」（受訪者6：服務使用
者－家長、社區義工） 

 
• 「因為新邨入伙，安達於6、9、12（月）做入伙，喺管理公司角度，睇到居民擔心，有社工

幫助居民掌握更多資訊，可加快融入社區。」（受訪者12：物業管理公司代表） 
 
此外，全賴地區持份者大力支持本計劃的早期介入工作，有效協助新入伙居民獲得學習方面的支
援 
• 「本校嘅校園小老師每星期四日，由兩位老師帶領，分成兩個小隊，放學後前往安達邨，協

助進行街頭功輔活動。從過往一年嘅服務中，實在不難發現受眾無論喺學業成績上、對社區
歸屬感上，有明顯嘅提升同改善。」（受訪者16：地區持份者－老師） 

 
• 「流動教室、轉校諮詢日最能幫到新入伙街坊。另外，可讓學校嘅學生貢獻自己嘅力量，社

區建設初期，人力係最重要嘅，學校嘅人力最實在。」（受訪者15：地區持份者－校長） 
 



質性訪談研究結果（2）：計劃能提升社區歸屬感 

多位受訪者表示，本計劃能促進新社區睦鄰關係，建立人際網絡及對社區的歸屬感 
• 「我亦可借此服務得到參與了一些親子活動或社區活動。透過活動認識左一Ｄ街坊，對整個

新社區可以建立一種互助互愛嘅精神，從而成為左一股凝聚力。」（受訪者3：服務使用者
－家長、社區義工） 
 

• 「活動能回應新入伙市民嘅需要，如：入伙資訊、學業、社交、康樂、親子關係。能建立平
台吸引唔同嘅街坊聚集，彼此認識同交流，當中社工能發掘居民能力，引導佢地服務自己嘅
社區，如：探訪長者、交換廣場表演、功輔班義工，以提升居民歸屬感。」（受訪者14：同
邨其他非政府機構社工） 

 
• 「呢種街頭支援服務，體現左昔日鄰里互相幫助嘅睦鄰精神。鄰舍之間互相支援、彼此信任

係對整個社區來說，最彌足珍貴嘅。」（受訪者16：地區持分者-老師） 
 
• 「我覺得上述活動能協助新來居民適應新社區同建立良好鄰里關係。大家可以互相幫助，支

援轉變中遇到各樣挑戰， 如新環境、 學校、裝修等。 同時我親身體驗佢地喺活動中慢慢地
建立屬於佢地嘅社區及支援網絡， 從少少嘅幫助買餸、 睇仔呢D事，慢慢變做社區活動去香
港各處地方，體驗香港並凝造一個實實在在屬於佢地嘅社區。」（受訪者11：社區義工） 
 



質性訪談研究結果（3）：計劃能提升社區資本 

本計劃主要目的為推動居民融入社區，並推廣社區內不同背景人士的互相認識和合作，以達致社
區和諧。當同工詢問受訪者們有甚麼因素促使他們繼續支持本計劃時，大部份的受訪者均提及
到，希望透過自己的參力量及影響力，提升社區中的互助精神。從街坊、社區義工及企業義工等
的投入，反映出本計劃有效提升社區資本。 

 
• 「因為想增加社區中互愛互助的情況。」（受訪者1：服務使用者－中六學生、社區義工） 
 
• 「做義工，學習與人相處，對適應新社區及認識街坊有幫助。」（受訪者2：服務使用者－

中一學生、社區義工） 
 
• 「我參與左預早介入嘅一部份（協助社工做街站），到而家個街坊見親我都好多謝我，可想

而知有幾重要。」（受訪者6：服務使用者－家長、社區義工） 
 
• 「我係週末義工隊召集人，積極發揮個人影響力，帶領身邊親戚朋友了解社區嘅需要。我地

義工隊而家有約五十位義工，來自唔同界別，當中亦有朋友不斷有朋友學生黎體驗義工服
務。我地嘅玩具站、行山隊陪伴佢地熟悉新社區。」（受訪者10：社區義工） 

 
• 「參加社區導覽日後，合作多個活動。社工嘅力量讓我看到效果，新山區需要支援同鼓勵，

呢班社工嘅出現正好貼近需要。社工喺營造正面欣賞、人人有力可幫嘅層面做得好好，社區
營造最重要係咩？係人，只要有人嘅元素出現，先可以有其他嘅事發生。」（受訪者20：企
業義工） 
 



反思 
• 現有新公屋發展模式 

– 邨民先行搬入、再隨後發展及建設社區設施 
 
建議對策/倡議： 
• 唯有重用「離散」策略，注入新穎及合宜的創新工作（Novel & 

Appropriate; Sternberg & Lubart, 1999）以回應新社區區民需要 
• 設立由專職社工負責的新屋邨支援隊 

 
• 短暫的支援工作 

– 有期限的支援工作撥款，不利深耕細作的營造社區工程 
 
建議對策/倡議： 
• 支援工作的撥款延伸至 5-6 年，並應用及早介入的手法盡早疏解社

區危機； 
• 以利長期及進深的地區工作與個案跟進，從而建立深厚的社區資本 

Sternberg, R.J., & Lubart, T.I. (1999). The concept of creativity: Prospects and paradigms. In R.J. Sternberg 
       (Ed.), Handbook of Creativity, pp.3-16.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反思 

• 社工作為引發點 

– 社區資源的組織者 

 

建議策略/倡議 

• 既是個案的跟進者； 

• 更是善用自身及地區資源的組織者，與不同的地區
領袖互相合作以產生協同效應，促使居民對社區建
立歸屬感，承托投入社區營造的行動（義工服務、
共學、社區及政策關注及討論  及  表達/發聲/充權
行動 … 等等） 



隨後的倡議行動事件簿 
 

• 參與「監察屋邨福利規劃聯盟」 

• 舉辦「新屋邨居民交流會」 

• 與居民一同出席立法會公聽會 

• 與邵家臻議員 

– 約見勞工及褔利局局長羅致光 

– 約見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 

– 約見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鄭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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