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公⺠ 2016－17 年度⼯作簡報 

◼認識「⾹港公⺠」： 
    「⾹港公⺠」是⼀個以社區組織⼿法(community organizing)，以公⺠組
織聯盟(BBO ---Broad-based organizations) 組織社區中不同團體，包括學校、
教會、⼯會、社會服務機構等，建⽴能持續促進社會公義的⺠間⼒量。 
 
    我們以深⽔埗區為起點，致⼒促進公⺠參與。我們由⼀班社⼯、學者、教育
⼯作者及地區組織者組成，以普羅市⺠及團體為對象，組織不同社群及地區團體
的⼒量，藉此促進社群間的聆聽及對話，拉闊社區⼈⼠對⺠主社區⽣活的想像，
參與地區決策，培養公⺠意識，⼀點⼀滴地累積⺠間⼒量。  
 
因此，我們透過「社區聆聽」、「領袖培訓」、「組織聯盟」推動： 
【社區參與】： 
我們持續推動社區聆聽，讓居⺠參與社區事務、在公共性對話中發聲。 
 
【多元參與】： 
推動社區參與中，我們著重社區内不同團體和居⺠的多元化，連結他們共同改善
社區。 
 
【社區⺠主化】： 
我們舉辦⺠間交流會，讓多元的團體和居⺠有具體的平臺交流意⾒，學習彼此聆
聽，在尊重不同下對話、商討社區的共同願景，在⽣活場景中實踐⺠主。 
 
【強化⺠間組織】： 
我們舉辦不同的培訓⼯作坊，爲相關組織内的成員進⾏領袖培訓。⺫的是要壯⼤
⺠間組織內部的實⼒，進⽽連結不同的公⺠組織，強化公⺠社會的⼒量。 
 
    以下是我們在 2016 年的⼯作匯報，希望可以透「社區聆聽」、「領袖培訓」、
「組織聯盟」的⼯作，壯⼤公⺠社會的⼒量。 
 
︎◼社區聆聽： 
    聆聽是回歸社區的第⼀步，也是促進社區參與及凝聚⺠間⼒量的過程。我們
在 2016 年 7 ⽉ 1 號舉辦了「深⽔埗社區聆聽⽇」，聆聽深⽔埗區居⺠對社區的
想法。此外，我們在 2016 年 7 ⽉ 21 及 26 號，分別在深⽔埗區的元州邨及富昌
邨，進⾏社區聆聽，聆聽區內⻑者的想法。 



 
    另外，除了聆聽區內居⺠的想法之外，我們也探訪了區內不同的團體。我們
與實習學⽣分別在 2016 年 4 ⽉⾄ 7 ⽉期間，⾛⼊社區探訪不同的團體，希望連
結社區的網絡。在探訪對象中，有不少是深⽔埗區內的教會，因此我們在 8 ⽉
10 號舉辦了「社區牧養分享祈禱會」，希望教會分享在社關參與的困難，思考如
何有進⼀步的合作，共同關⼼社區的發展。 
 



◼ ︎領袖培訓： 
「⾹港公⺠」推動培訓⺠間團體的組織能⼒，加強社區組織的技巧及內部組織⼒。
培訓內容包括：如何進⾏⼀對⼀，權⼒分析，談判技巧等。 
 
同時，我們著重培訓⼀些⻘年義務組織者，協助加強各成員團體的組織⼯作。未
來計劃預計持續舉辦的社區組織培訓，對象分別為「深⺠聯」成員、其他社區合
作伙伴及⻘年義務組織者。我們希望能夠有系統地為組織及組織者培⼒，預期每
個現有的組織能夠安排兩名的核⼼的成員參與，有助更了解如何在組織內提⾼組
織⼒。 
 
在 2016 年，我們共舉辦了 5 場領袖培訓⼯作坊，包括： 

⽇期 對象 參與⼈數 

2016 年 2 ⽉ 20 & 27 號 義務組織者/對外團體 23 ⼈ 

2016 年 3 ⽉ 19 & 20 號 深⺠聯團體/對外團體 10 ⼈ 

2016 年 5 ⽉ 17 號 實習學⽣ 9 ⼈ 

2016 年 6 ⽉ 10 & 17 號 ⻘年學⽣/對外團體 11 ⼈ 

2016 年 11 ⽉ 19＆26 號 深⺠聯團體及對外團體 10 ⼈ 

 



◼ ︎組織⼯作： 

    我們其中重要⼯作是在社區推動並建⽴公⺠組織聯盟，透過建⽴組織間的信
任，找出共同關⼼的社區議題，促進共同參與及⾏動，成為影響社區決策的積極
⼒量。過去⼀年，我們持續以⼀對⼀組織⼿法接觸區內四⼗多個團體，初步建⽴
關係，希望能夠建⽴緊密的關係網絡，凝聚社區⼒量。 
 
    此外，我們希望壯⼤⺠間組織內部的實⼒，進⽽連結不同的公⺠組織，強化
公⺠社會的⼒量。因此，我們也會⽀援深⽔埗公⺠組織聯盟成員團體的組織⼯作。
我們透過舉辦不同的培訓⼯作坊，爲相關組織内的成員進⾏領袖培訓，嘗試加強
團體內部的組織⼒。 
 
另外，我們亦會協助團體展開不同的⼩組，組織關⼼共同議題的成員，包括：「精
神科夜診」、「視障⼈⼠停⾞場出⼊⼝發聲裝置」、「⻑者關注交通及巴⼠路線」、「區
議會資訊通達」等等。 



◼ ︎⾏動： 
【社區參與圓桌會】 
    我們出席旁聽了 7 次區議會⼤會，在本屆深⽔埗區議會第 1 次⼤會，深⽔
埗公⺠組織聯盟發起⾏動，要求區議員回應區內居⺠及團體的建議，並需要承諾
推動公⺠參與，跟進⺠間政綱內容。深⺠聯提出區議會應設有推動公⺠參與的平
台，並建議「社區參與圓桌會」的初步⽅案。 
 
    我們在第 2 次區議會⼤會，提交「社區參與圓桌會」的原則，並於 2 ⽉ 2
號區議會⼤會中獲得通過，⾹港公⺠仍然持續跟進區議會如何落實計劃。 

 

【全⺠退保諮詢動議】 
    深⺠聯在得知勞福局將於4⽉到深⽔埗區議會⼤會第三次會議討論退保後，
便制定策略，根據候選⼈在⺠間政綱的承諾，分別去信全體區議員及約⾒主要黨
派，要求他們在區議會上動議落實全⺠退保。在深⺠聯發給全體區議員的⽴場書
中，闡明了眾多⺠間團體的共同訴求及原則，當中列明了以下五⼤原則： 
沒有任何經濟審查、全⺠享有 65 歲或以上⾹港⻑者即時受惠 官商⺠承擔、社
會共責，⾮靠單⼀融資來源可持續運作，能應付⼈⼝⽼化⾼峰期劃⼀⾦額，⾜夠
⽔平。 
 



    在會議當天，超過 50 名街坊到深⽔埗區議會，在會前深⺠聯向政府官員及
區議員宣讀了⺠間團體的訴求，街坊亦分別發⾔要求議員⽀持全⺠退保動議。會
上，政府官員重提反對全⺠退保的⽴場，⽽⺠協及勞聯則分別提出包含⺠間訴求
的全⺠退保議案。最後，區議會通過由勞聯提出的臨時動議，促請政府在財政允
許及取得社會共識後⽴即落實免審查全⺠退保，當中亦包含上列五⼤原則。 

 
【資訊通達】 
     我們發現深⽔埗區議會發放資訊的渠道，並不通達，例如：「沒有提供可閱
讀的電⼦版本」、「沒有全⾯提供英⽂版會議紀錄」等等。因此，我們聯同視障公
⺠因應⺠間政綱提出具體建議，遊說區議員，落實區議會資訊通達。最終，在
2017 年 1 ⽉ 10 號，區議會通過動議，推動議會資訊通達。 



【⺠間政綱聆聽⼤會 2016】 
    在 2015 年區議會選舉前，深⽔埗公⺠組織聯盟(深⺠聯)提出了「深⽔埗⺠
間政綱 2015」，除得到 12 位當選的區議員簽署⽀持外，更獲新⼀屆深⽔埗區議
會認同。並通過了推⾏「社區參與圓桌會」，共同履⾏⼤家的承諾。 
 
    藉著新⼀屆區議會快將完成⾸年的任期，我們將於 2016 年 12 ⽉ 11 ⽇舉辦
「⺠間政綱聆聽⼤會 2016」，推動區議會積極聆聽社區的訴求，並為未來⼀年提
出 9 項具體建議，出席的 5 位區議員均承諾將於未來⼀年努⼒跟進。 

 
◼ ︎相關活動： 
    除了⽇常的組織⼯作、培訓外，不同的知識裝備也是為⾏動帶來啟發。因此，
我們舉辦了不同的主題講座，包括：全⺠退保、社區組織與公⺠社會發展、性別
預算、易讀圖⽂製作等等。同時我們亦舉辦/協辦了不同類型的公開活動，成功
接觸到區內⼈⼠，以便展開⽇後深⺠聯組織擴展⼯作： 
 
l 參與預算培⼒⼯作坊 (23/4 及 24/4) 

� 學習台灣在審議⺠主及參與式的預算的理念及技巧 
� 合共約 22 名參加者 
� 透過是次的⼯作坊和交流，促進⾹港公⺠和深⽔埗公⺠組織聯盟去思考，

社區參與圓桌會的⺫的和架構。 
l 【橋底誌】電影放映及討論 (18/6) 



� 合辦團體：守護兄弟⾏動、社區公⺠約章(九⻯⻄)、⼩麗⺠主教室、棚
仔關注組 

� 合共約 30 名參加者 
� 因應區內欽州街布市場布販⾯臨搬遷⾄通州街，或會對該處附近無家者

帶來影響，藉電影放映帶動布販與無家者交流對話，互相理解，以舒緩
⽇後或有機會發⽣的爭議。 

 
l 【世代同⾏】電影放映 (8/7) 

� 以電影吸引公眾參與放映會，並因為電影主題延伸討論有關宗教團體的
社會參與議題 

� 共有約 30 名參加者 
 
l 橋底⾳樂會 (11/9) 

� 合辦團體：社區公⺠約章(九⻯⻄)、⾹港飛躍愛樂管弦樂團、棚仔關注
組、北河同⾏ 

� 合共約 30 名參加者 
� 繼 6 ⽉份電影放映後，以管弦樂及共享晚餐，邀請欽州街布市場布販與

通無家者交流對話，互相理解，減少⽇後因誤解⽽發⽣衝突。 
 
l 第六屆⼈權紀錄⽚電影節 - ⼩⼩難⺠上學去 (社區放映+映後座談會) 

(22/9) 
� 與國際特赦組織⾹港分會合辦 
� 以電影吸引公眾參與放映會及討論 
� 邀請九⻯佑靈堂難⺠事⼯同⼯分享在港難⺠狀況，並與參加者討論社區

應如何回應 
� 共有約 40 名參加者 

 
l 「本⼟勢⼒興起和弱勢社群權益」講座 (7/10) 

� 探討社會撕裂氣氛，以及⽴法會選舉結果的影響 
� 提供討論平台，在場參與的不同團體成員、⻘年及中年⼈⼠互相交流討

論 
� 共有約 40 名參加者 

 
l JCCAC ⽂化藝術界聆聽⼤會 (28/10) 

� 以聆聽及分享會形成，與⽂化藝術⼯作者商討業界⾯對問題及發展⽅向 



� 讓⽂化藝術⼯作者從獨⽴⾝份重新思考⽂化藝術的公共⾯向，與社區發
展更緊密關聯 

� 共有約 30 名參加者 
 
l 「議會選舉為⾹港帶來新的政治⽂化嗎？分析選舉後公⺠社會的現況」講座 

(4/11) 
� 請來許寶強及⾺獄兩位教授作為主講嘉賓，⼀⽅⾯反思為何要做社區組

織及如何做?另⽅⾯提供分析議會選舉到公⺠社會的啟⽰，⾯對威權社
會，要累積社會⺠主的地區組織。 

� 共有約 25 名參加者 
 
l 「進⼊議會，還需要⾛⼊社區嗎？探索選舉後社區組織⼯作的新形態」講座 

(5/11) 
� 以對談形式邀請嘉賓分享年⻘⼀代的組織意念及經驗，讓參與團體的組

織者與參加者⼀同思考社區組織的新發展⽅向 
� 共有約 15 名參加者 

 
l 公共空間社區共享⼯作坊 (8/11) 

� 與習慣 X ⾃然合辦，以公共空間的爭取經驗分享，加上搜集得到的閒
置⼟地資訊 

� 共有約 35 名參加者 
 
l ⺠間政綱聆聽⼤會 (11/12) 

� 由深⺠聯團體表達對⺠間政綱落實的具體訴求，獲席上區議員同意並承
諾跟進 

� 共有約 80 名參加者 
 
l 雙職⼥性的公與私暨「奶滋⽇常」放映會 (17/12) 

� 與婦⼥參政網絡合辦，以電影及餵哺⺟乳議題吸引婦⼥團體參與，並由
經驗分享探討社區配套不⾜及⼤眾的誤解 

� 共有約 25 名參加者 
 
l 「易達資訊製作⼯作坊」(20/12) 

� 與卓新⼒量合辦 
� 提供平台予區內團體了解智障⼈⼠接收資訊的⽅式，參加者中包括視障



⼈⼠、精神復康⼈⼠、團體組織者及設計師等 
� 共有約 20 名參加者 

 
◼成為「⾹港公⺠」的同⾏者： 
    然⽽，建⽴及鞏固以上的⼯作，財政及⼈⼒是我們的挑戰。作爲公⺠組織⼀
員，堅持不收取政府資助作經費，以確保獨⽴性，故此我們唯有依靠⺠間籌集和
申請⾮政府的基⾦來運作。由於基⾦資助的模式須逐年申請，造成財務上不穩定
性。  
    「⾹港公⺠」上⼀次進⾏⺠間籌集已是 2014 年，⽽現時我們⾯對是資⾦的
匱乏。另外，⻑遠來說「⾹港公⺠」需要建⽴來⾃會員團體及⺠間社會穩定的資
⾦來源，以確保其持續性及獨⽴性。這次，我們訂定全年籌款⺫標爲：500,000。  
 
    在未來⽇⼦，我們的⼯作將會持續：  
1. 推動社區聆聽，促進由下⽽上社區參與；  
2. 籌辦「⺠間組織訓練學院」，培訓更多領袖；  
3. 連結多元社群的團體，組織公⺠聯盟，爭取改變  
 
    ⾯向前路，「⾹港公⺠」需要有你同⾏！ 誠邀各位成為我們的捐款者、合作
伙伴，⽀援我們未來的⼯作，⼀同為壯⼤公⺠社會⽽努⼒！ 
 
 
 
 
 
 
 
 
 
 
 
 
 
 
 



⾹港公⺠ 2016 ⼯作⼀覽表 
⽇期 項⺫ 類別 

2016-1-5 深⽔埗區議會第⼀次⼤會⾏動 ⾏動 
2016-1-11 社聯 X ⾹港公⺠－CS 培訓⼯作坊 培訓 
2016-1-16 社聯 X ⾹港公⺠－ 

⻘年培訓⼯作坊（⼤埔） 
培訓 

2016-1-17 社聯 X ⾹港公⺠－ 
⻘年培訓⼯作坊（觀塘） 

培訓 

2016-1-28 深⺠聯約⾒區議員討論圓桌會⽅案 I ⾏動 
   

2016-2-2 深⺠聯約⾒區議員討論圓桌會⽅案 II ⾏動 
2016-2-20＆27 社區組織者培訓兩天⼯作坊（⻘年） 培訓 

   
2016-3-3 社區聆聽培訓－康和 培訓 
2016-3-5 全⺠退保講座暨交流會 主題講座 

2016-3-14 義務組織者會議 I 組織⼯作 
2016-3-19 & 20 社區組織者培訓兩天⼯作坊（深⺠聯） 培訓 

   
2016-4-8 約⾒區議員要求⽀持全⺠退保 ⾏動 

2016-4-12 深⽔埗區議會第三次⼤會⾏動 
（全⺠退保） 

⾏動 

2016-4-16 義務組織者⼩隊會議(深) 組織⼯作 
2016-4-19 義務組織者會議 II 組織⼯作 
2016-4-20 社區步⾛－探訪深⽔埗區不同團體 I 社區聆聽 
2016-4-22 深⽔埗社區組織者 參與式預算培⼒⼯作坊（預備會） 培訓 

2016-4-22＆23 深⽔埗社區組織者 參與式預算培⼒⼯作坊 培訓 
2016-4-27 深⺠聯約⾒區議員討論圓桌會⽅案 III ⾏動 

   
2016-4-30 ⾄ 

2016-5-7 
悉尼考察團 

／ 

2016-5-24 義務組織者⼩隊會議(內) 組織⼯作 
2016-5-27 社區組織者培訓⼯作坊（實習⽣） 培訓 

   
2016-6-1 社區步⾛－探訪深⽔埗區不同團體 II 社區聆聽 



2016-6-2 義務組織者⼩隊會議（深） 組織⼯作 
2016-6-10＆17 社區組織者培訓⼯作坊（⻘年） 培訓 

2016-6-18 社區放映－「橋底誌」 交流 
2016-6-19 全⺠退保⼤遊⾏ ⾏動 
2016-6-22 社區步⾛－探訪深⽔埗區不同團體 III 社區聆聽 
2016-6-26 BBO 組織模式考察團－經驗總結及集思會 主題講座 
2016-6-29 圓桌會籌委會 ⾏動 

   
2016-7-1 深⽔埗社區聆聽⽇ 社區聆聽 
2016-7-8 「世代同⾏」電影分享會 交流 

2016-7-16 康和迎新分享活動 組織⼯作 
2016-7-17 社區約章分享 主題講座 
2016-7-20 社區步⾛－探訪深⽔埗區不同團體 IV 社區聆聽 
2016-7-21 社區聆聽-深⽔埗⻑者(元州邨) 社區聆聽 
2016-7-26 社區聆聽-深⽔埗⻑者(富昌邨) 社區聆聽 

   
2016-8-2 分享 BBO 組織經驗－「台灣社區實踐協會」 交流 
2016-8-4 深社協⻑者社區聆聽 組織⼯作 

2016-8-10 社區牧養分享祈禱會 交流 
2016-8-16 深⺠聯約⾒區議員討論圓桌會⽅案 IV ⾏動 

   
2016-9-5 分享 BBO 組織經驗－「好⺠⽂化⾏動」 交流 
2016-9-6 深⽔埗區議會第五次⼤會 ⾏動 

2016-9-11 橋底⾳樂會 交流 
2016-9-17 JCCAC 天台種植規劃 組織⼯作 
2016-9-18 連結公⺠團體：BBO 組織模式考察團－ 

經驗總結及集思會 
主題講座 

2016-9-22 第六屆⼈權紀錄⽚電影節－ 
⼩⼩難⺠上學去 (社區放映＋映後座談會) 

交流 

2016-9-23 失明⼈互聯會 深⽔埗區居⺠ I 組織⼯作 
2016-9-23 深社協 深⽔埗區居⺠(⻑者) I 組織⼯作 
2016-9-23 精神健康⺠間政綱跟進⼩組 I 組織⼯作 
2016-9-30 失明⼈互聯會 深⽔埗區居⺠ II 組織⼯作 
2016-9-30 深社協 深⽔埗區居⺠(⻑者) II 組織⼯作 



   
2016-10-1 JCCAC 天台種植規劃 跟進⼩組 組織⼯作 
2016-10-6 康和－ICCMW 社區聆聽整理 組織⼯作 
2016-10-7 失明⼈互聯會 深⽔埗區居⺠ III 組織⼯作 
2016-10-7 深社協 深⽔埗區居⺠(⻑者) III 組織⼯作 
2016-10-7 「本⼟勢⼒興起和弱勢社群權益」講座 主題講座 

2016-10-14 失明⼈互聯會 深⽔埗區居⺠ IV 組織⼯作 
2016-10-14 深社協 深⽔埗區居⺠(⻑者) IV 組織⼯作 
2016-10-18 JCCAC 租⼾培訓⼯作坊 培訓 
2016-10-28 失明⼈互聯會 深⽔埗區居⺠ V 組織⼯作 
2016-10-28 深社協 深⽔埗區居⺠(⻑者) V 組織⼯作 
2016-10-28 JCCAC ⺠間⽂化政策聆聽運動 組織⼯作 
2016-10-29 全⺠退保及安⽼政策形勢交流會 主題講座 
2016-10-31 社區資源循環⼩組－社區考察（⽯硤尾、美孚） ⾏動 

   
2016-11-3 精神健康⺠間政綱跟進⼩組 II 組織⼯作 
2016-11-4 失明⼈互聯會 深⽔埗區居⺠ VI 組織⼯作 
2016-11-4 「議會選舉為⾹港帶來新的政治⽂化嗎？ 

分析選舉後公⺠社會的現況」講座 
主題講座 

2016-11-5 「進⼊議會，還需要⾛⼊社區嗎？ 
探索選舉後社區組織⼯作的新形態」講座 

主題講座 

2016-11-6 社區資源循環⼩組－⾹港好薯活動 ⾏動 
2016-11-8 公共空間社區共享⼯作坊 主題講座 
2016-11-9 婦⼥中⼼協會－社區聆聽培訓 I 培訓 
2016-11-9 荃灣明愛社區中⼼－社區聆聽培訓 I 培訓 

2016-11-11 失明⼈互聯會 深⽔埗區居⺠ VII 組織⼯作 
2016-11-11 深社協 深⽔埗區居⺠(⻑者) VII 組織⼯作 
2016-11-16 婦⼥中⼼協會－社區聆聽培訓 II 培訓 
2016-11-16 荃灣明愛社區中⼼－社區聆聽培訓 II 培訓 
2016-11-18 失明⼈互聯會 深⽔埗區居⺠ VII 組織⼯作 
2016-11-18 深社協 深⽔埗區居⺠(⻑者) VII 組織⼯作 
2016-11-19 社區組織者兩天培訓⼯作坊 (深⺠聯及友好團體) 培訓 
2016-11-23 婦⼥中⼼協會－社區聆聽培訓 III 培訓 
2016-11-23 荃灣明愛社區中⼼－社區聆聽培訓 III 培訓 



2016-11-24 油尖旺安泰軒－社區聆聽培訓 I 培訓 
2016-11-25 失明⼈互聯會 深⽔埗區居⺠ VIII 組織⼯作 
2016-11-26 深社協 深⽔埗區居⺠(⻑者) VIII 組織⼯作 
2016-11-26 社區組織者兩天培訓⼯作坊 (深⺠聯及友好團體) 培訓 

   
2016-12-1 油尖旺安泰軒－社區聆聽培訓 II 培訓 
2016-12-1 深⺠聯約⾒區議員討論圓桌會⽅案 V ⾏動 
2016-12-8 油尖旺安泰軒－社區聆聽培訓 III 培訓 

2016-12-11 ⺠間政綱聆聽⼤會 2016 ⾏動 
2016-12-17 雙職⼥性的公與私暨「奶滋⽇常」放映會 交流 
2016-12-20 易讀資訊制作⼯作坊 主題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