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社區發展服務的角色及功能 

未來發展方向 
 

「七一大遊行」給予社會一個重要的訊息 — 聆聽社會的聲音，回應社會的需要。 

 

社區發展服務發揮的角色及功能 
 

社區發展服務凝聚社區力量以解決社區危機 

 

1. 一個穩定團結的社會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原動力。要發揮團結市民、

促進市民與政府的溝通，社區發展服務發揮「橋樑」的角色。而近年每當社

會出現危機，社區發展服務積極回應及協助市民疏導不滿的情緒，凝聚社區

力量以解決危機。當中不乏至今仍記憶尤新的例子，如： 

 

「非典型肺炎」疫情中，各區社區中心善用過去已建立之社

區組織及網絡，推動社區互助，團結，凝聚和諧的社區氣氛，

尤其是處於疫區的牛頭角明愛社區中心，聯合區內業主立案

法團及中心已建立之各社區支援網絡而發動「對抗非典型肺

炎『黃絲帶』運動」(牛頭角明愛社區中心，2003)、各區社

區中心動員已組織之義工協助派發「抗炎包」、成立「家居清

潔隊」及「社區健康大使」等。這些貢獻有助作好社區預防，

發揮穩定社區，互助自助的良好社區基礎，促使社區能萬眾

一心共同關懷及建設香港的社區。 

 

2000 年大澳棚屋火災中，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大澳社區工作

辦事處的社工發動已組織之社區網絡，協助居民疏散，安撫

情緒並協助居民災後安排，為遠離市鎮及缺乏社區服務之小

社區提供全面的社區支援服務。(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2001) 

 

1999 年石硤尾山泥傾瀉事件中，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石硤尾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同樣即時介入協助災民，並迅速地

運用已建立之網絡，促使居民發揮互助的功能，並同時協助

居民聯繫房屋署等部門，讓區內的弱勢社群能盡快上樓，得

到安置，當中亦組織義工協助搬遷。(李、張、余，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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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市民與政府溝通 

 

2. 香港正面對各方的挑戰，民心脆弱，社區組織工作實在不能忽視，而由政府

資助的社區發展工作，多年來一直協助政府將服務滲透至社區當中，積極參

與及支持各區區議會工作，協助居民了解社會政策、參與社區表達意見，促

進市民與政府溝通。這些功能，在這個時候更為重要。 

 

以社區整體(Holistic)需要為出發 

 

3. 社區發展服務以社區整體(Holistic)需要為出發，其服務跨越服務對象類別和

社會階層以回應及預防個人、家庭及社會不同層面的問題。對象包括：長者、

婦女、男士、兒童、少數族裔、失業人士、新來港人士、長期病患、私樓居

民、低收入人士、領取綜援人士、負資產、受社區重建影響的居民等；關注

社會不同層次的問題，如社會共融、社區健康、環境改善、長者住屋權利、

天台屋政策等。 

 

發掘及動員社區的資源並發展多邊服務關係，以填補服務的空隙 

 

4. 服務亦發掘及動員社區的資源，使能有效地以社區的力量解決所屬區域的需

要。同時，與區內以服務對象為基礎之安老、兒童及青少年、家庭及復康服

務互相配合，發展多邊服務關係，以填補服務的空隙，發揮相輔相承的效果。

以下表列出一些社區發展服務回應區內弱勢社群的需要的例子。 

 

服務項目例子 機構/單位 (資料來源) 

社區共融 

「社區復康 – 精神健康服務」計劃 堅道明愛社區中心與西區精神科中心合

辦 (堅道明愛社區中心，1998) 

「同一屋簷下共融行動」內地新來港

家庭之社區關懷支援網絡 

堅道明愛社區中心 

(堅道明愛社區中心，1999) 

「傷健融合」服務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與學前

弱能兒童家長會(西南區)合辦 (香港仔

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1998) 

「對面海關懷互助顯愛心」計劃 香港明愛社區發展計劃  
社區凝聚及社區照顧 

「耆鄰閣」- 湯水義工服務 牛頭角明愛社區中心及區內婦女義工  

(牛頭角明愛社區中心，1998) 

社區睦鄰推廣計劃 荃灣明愛社區中心 (曾，2003) 

鄉郊南亞裔人士社區服務 元朗大會堂社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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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新航線」新來港家庭支援計劃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社區網絡及社區參與 

跨區長者互助增權網絡 香港明愛社區發展服務 (謝、陳，2003) 

私人樓宇社區互助計劃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團體及社區工作

部 (王，2003) 

「同根社」新來港婦女自助組織 

(2003 年 9 月起正式成為一註冊團

體，繼續協助區內新來港婦女適應香

港生活)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綜合鄰舍計劃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2003) 

關注長者權益小組 由十二個跨區綜合鄰舍計劃的服務受助

人組成的自助小組(服務計劃已終止) 

發展社會資本 

就業輔導及創造就業職位 仁愛堂社區中心 

「無限生機二手店」、「萬能阿姨」 荃灣明愛社區中心 

「荃灣區環境改善計劃」及 

「扎根社區扶貧啟動計劃」勵志園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老圍鄰舍層面社

區發展計劃 (陳，2003) (蘋果日報) 

「廢事靠晒你」廢物回收環保計劃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社區經濟互助計劃」及「社區公園」

(居民參與城市規劃之項目) 

聖雅各福群會 

社區教育  

社區健康促進服務計劃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2003) 

社區教育(多邊合作伙伴模式) 

「凝聚社區心連心 – 健康社區實踐

計劃」 

香港聖公會牛頭角社區發展中心 

牛頭角明愛社區中心 

竹園神召會牛頭角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樂華綜合社會服務

處 (2003) 

註一：除特別註明以外，上述服務項目仍在提供之中。 

註二：各項服務項目簡介見附件一 

 

以社區各階層人士的參與為動力 

 

5. 而上述的例子亦說明社區發展服務是以社區各階層人士的參與為動力、組織

社區人士、建立自助互助的社區網絡為載體以維繫社會關係；並以培養及鞏

固社會凝聚力為目的，支援區內特別需要的弱勢社群，讓他們意識個人權利

與社會的關係，最終達到個人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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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社區照顧 建立凝聚共融社區，同時提升社會資本，使社會可持續性地發展 

 

6. 社區發展的服務單位，包括社區中心、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工作員均運

用不同的社會工作技巧，包括情緒輔導、增權、社區網絡、社區參與、社區

教育 – 意識的提升及社區照顧，以建立凝聚共融的社區，同時提升社會資

本
1，以社會可持續性地發展為最終服務目標。 

 

社區發展服務的未來定位 – 發展社區照顧、建立共融的社

區、提升社會資本 
 

以綜合的服務模式，提供多元化社區建設及發展服務以建立互助團結的社區 

 

7. 提供全社區多元化服務，協助居民解決社區問題；推動公民教育及社區參

與；協助個人成長及建立所在地作為社區活動的基地均是以建設社區作為軸

心，由補救性到發展性的工作，以沒有標籤的形象，按地區需要為出發，提

供綜合化的服務予不同群體。既具彈性，又可填補社區的服務空隙。同時服

務會按著社會需要的轉變，提供不斷革新的多元化服務。這種以社區為主體

的綜合服務模式，正是世界性的服務發展趨勢（梁、1999）。同時，服務強

調社區照顧，建立共融和諧的社區，提升社會資本，使社會可持續性地發展

發動及組織社區的群體。 

 

持續發展多邊合作的服務關係 

 

8. 而社區中心服務，將繼續以其多元性的特色，與社區內不同的組織、地區議

會、民間團體、安老、兒童及青少年、家庭和復康服務，在不同層次及領域

上發展多邊合作，串連及發揮合作的動力。 

 

照顧社區弱勢群體的特殊需要 

 

9. 同時，服務必需保持對社區內弱勢群體的敏銳觸覺。社區發展服務的單位將

要更主動地接觸民眾，包括新居港人士、失業人士、低收入家庭、長期病患

者、精神病復康者等，對隱藏的問題保持高度的敏銳性，尤其是社區中心，

其更能靈活調動資源，提供即時的服務，以填補服務的空隙。根據社聯(1999)

的調查顯示，社區中心的同工清楚表明服務將繼續服務區內有需要及困乏之

群體及填補社區服務空隙為首要工作，繼而組織社區照顧的工作，促進居民

對社區的參與及歸屬感。 

                                                 
1 「社會資本」指一些社會行為，如社會網絡、互助組織、社會凝聚力等，這些非經濟性的社會

行為，可能會產生經濟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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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0. 社區發展服務是跨服務對象、回應不同層面的社區需要與問題的綜合社區服

務，透過多元的手法滲透於社區之中，同時照顧偏離市區之小社區，動員社

區資源，如與區內其他綜合性的服務及地區團體發展多邊合作關係，提供跨

越服務對象的橫向社區發展服務，以解決社區內的問題與需要，進一步推動

社區照顧，建立共融和諧的社區，提升社會資本，使社區可持續性地發展發

動及組織社區的群體。 
 

11. 未來，社區發展服務仍會透過社區教育、社區組織和社區照顧等工作手法及

理念以推動和發揮上述的服務角色與功能。基於各社區發展服務的整全性，

而各服務單位亦於其所屬地區已建立良好社區網絡及伙伴關係，於現時的社

會環境下均能進一步協助推動可持續性的社會資本發展。例如： 

 

i. 在「沙士」疫症後，社區發展服務的單位能善用過去已建立之居民

組織，包括私人樓宇的居民，回應「全城清潔大行動」以成立「社

區健康大使」推動有關的工作及社區公民教育，經組織、訓練和凝

聚後，居民長遠地仍能持續關注社區健康及衛生問題； 

ii. 各服務單位均可更有系統地發揮其組織的角色，協助成立更多的私

人樓宇或公共屋 的居民組織，如大廈維修及管理或組織業主立案

法團等互助組織，鞏固社區溝通，同時透過這些網絡推展不同形式

的社區教育工作，如：選舉教育、社區藝術發展、防火及滅罪等。 

iii. 同樣地，社區組織的手法均能協助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區，透過社

工協助下成立自助互助網絡，繼續協助其他新進入社區的少數族裔

人士； 

iv. 另一方面，各服務單位亦會繼續推展社區經濟活動，推動本土經濟

發展之餘，開創就業機會，協助失業者重投勞動市場，而減低社會

經濟成本。 

200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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