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社會發展計劃

一、未來五年的社會發展目標

嚴峻的形勢
1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宣誓履行第二任行政長官職務時，形容自己面對的
形勢是嚴峻的，而香港面對的則是前所未有的逆境，並提出特區政府未來
的主要工作目標，包括：帶領香港經濟走出困境，恢復市民對前景的信心，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照顧弱勢社群，倡導自強不息，團結向上。

2

過去五年經濟不斷下滑、失業率不斷上升、政府不斷作出各種改革，但是
社會卻變得愈來愈分化，市民對政府的信任、與政府的關係亦受到很大影
響。政府面對這嚴峻的形勢，需要清楚掌握問題所在及其嚴重性，拿出決
心及團結各方力量，共同解決各項社會問題。

3

面對失業率高達到 7.4%、青年人失業率超越 30%的困境，行政長官在就職
演辭中重點討論改善經濟及失業問題的重要性，並要求每一個問責官員及
整個政府都必須積極幫助市民就業。雖然沒有具體措施，但這段演辭令市
民感到政府真的要做到「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
。然而，失業只是香港
面對的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問題，政府不可忽略其他重要的社會問題，並且
對舒緩及解決這些問題訂定目標及作出清楚承擔。

4

社聯在今年 5 月公布《社會發展指數 2002》1，對 78 個客觀的社會發展指
標作出分析，更於四、五月期間舉行了十七個專題小組討論會，結集一百
四十多位不同界別的學者、專家對香港社會發展各個範疇的意見，從而展
望未來五年香港社會發展的路向。在綜合兩方面的結果後，社聯認為特區
政府必須積極面對以下五個社會問題：






1

貧窮
失業
家庭解體
社會分化
弱勢社群缺乏發展機會

社聯在 1999 年開展香港社會發展指數計劃，透過建立一套客觀、科學化的指標系統，追蹤本
地的社會發展進程及評估本港整體的社會、經濟需要，讓更多人了解到經濟及社會均衡發展的
重要性。社會發展指數亦是一個警報系統，讓市民了解重要的社會問題。社聯已分別在 2000
年 6 月及 2002 年 5 月完成兩次評估並公布有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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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 – 雖然香港經濟在過去二、三十年有可觀發展，但現時有三分一長
者、四分一兒童及青少年生活於低收入家庭2，貧窮率在過去十年不斷上升
(見表一)。事實上，香港收入不均的情況亦愈來愈嚴重，亦比所有其他工業
國家嚴重，以收入最低的兩成住戶賺取當地住戶總收入的百分比為例，香
港遠低於日本、加拿大、英國及美國等國家 (見表二)，亦差不多比所有其
他工業國家為低。特區政府必須正視貧窮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除了因為
支援貧窮住戶將加重政府財政負擔之外，貧窮亦可能帶來不公平及不穩定
的現象。例如，生活在貧困家庭的兒童很容易因為缺乏資源而得不到其他
兒童相同的發展機會，在現時講究全人發展的新教育概念及評核制度下變
得缺乏競爭力。香港在六、七十年代大部分家庭都很貧窮，但經濟起飛為
不少人造就機會，教育制度亦為貧苦學童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貧窮家庭
仍然有一分希望；現時香港市民經常接觸的卻是收入下降、失業、破產等
問題，市民對個人前景的信心愈來愈低，對政府不滿的情緒加劇，亦將影
響社會安定。
1991

在低收入住戶居住人數的百分比
在低收入住戶居住的兒童佔該年齡組
別人士總數的百分比(0-14 歲)
在低收入住戶居住的青少年佔該年齡
組別人士總數的百分比(15-19 歲)
在低收入住戶居住長者佔該年齡組別
人士總數的百分比(65 歲或以上)

年

1996

年

2000

年

11.7%

15.0%

18.3%

17.1%

22.8%

25.9%

11.0%

16.7%

24.7%

24.8%

26.9%

34.3%

表一、香港低收入住戶成員佔全港人口的百分比
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二十住戶
賺取當地住戶總收入的百分比
10.6%

日本 (1993)
加拿大 (1994)

7.5%

英國 (1991)

6.6%

美國 (1997)

5.2%

香港

4.3%
(1991)

2

3.7%

3.2%

(1996)

(2001)

根據社聯「社會發展指數」採用的定義，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低於相同人數住戶的住戶收入中位
數的一半。部分歐洲國家亦以相同概念訂定貧窮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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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低收入住戶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香港與其他國家的比較3
6

失業 – 香港的失業率已高達 7.4%的高位，不同組群的失業問題更加嚴重：
15-59 歲殘疾人士的就業率只及整體人口的六成，失業率則是整體人口的兩
倍半4；在低收入住戶居住的勞動人口則有五分一處於失業狀態5；15-19 歲
青年人的失業率接近整體人口的四倍，超過 30%。另一方面，弱勢社群的
收入亦比其他人低：女性勞動人口的就業收入中位數只有男性的 73%，殘
疾人士及新來港人士的就業收入中位數分別只有整體就業人口的八成及六
成6，這些現象亦直接使香港的貧窮問題惡化。政府必須正視弱勢社群的就
業問題，同時兼顧低學歷、低技術工人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因為即使香港
成功轉型，恢復增長，但著重高增值的知識型新經濟將難以吸納百多萬只
有中三或以下程度的勞動人口，他們的失業問題仍然會成為社會焦點，打
擊市民對社會、經濟發展及對政府的信心，長期失業的人士亦容易失去個
人自信、社會網絡及與社會的連繫。

7

家庭解體 – 社聯在去年向行政長官提交的周年建議書，以十種現象解釋香
港家庭面臨解體的危機。在今年公布的社會發展指數，再次引起社會各界
的關注。社會發展指數指出，在 1991 至 2000 年間，適婚年齡人口結婚的比
率下跌接近四成，離婚數字則上升 1.2 倍，反映市民對婚姻缺乏信心。在
2000 年，每一百對夫婦結婚，便另有 43 對夫婦離婚，情況令人關注。同樣，
家庭暴力事件，包括虐待兒童、配偶及長者等數字，亦不斷提高。家庭解
體影響家庭作為照顧長者、培育下一代成長的基本社會功能，不少社會問
題如青少年濫用藥物、長者孤苦無依、自殺等都是各種家庭問題的副產品。

8

社會分化 – 在多個專家討論會中，與會者指出香港社會缺乏一股動力，推
動整體社會的建設及社會文化的發展，社會愈趨個人化，市民對公共及社
會事務缺乏關心、缺乏積極參與，卻充斥著各種負面的批評聲音；在經濟
越差的情況下市民越著重個人利益，忽略社會責任；對弱勢社群 (如失業
及綜援人士、單身婦女、精神病患者、新來港人士等) 的歧視及排斥更形
惡化。行政長官在就職演辭中提出「人們越來越厭倦爭鬥和內訌，渴求社
會安定和人與人之間的祥和」
，間接反應問題的嚴重性，但能否改善卻仍是
未知之素。政府應該明白，要改變一個地方的文化及素質，並不是一項簡
單及短期的工程，必須倚靠整體社會力量共同推動，而政府更應避免為推
行政策措施而激發社會矛盾。

9

弱勢社群缺乏發展機會 – 上文 (1.6 段) 提及弱勢社群的就業困境，這些
現象亦反映他們缺乏參與社會及發揮自我的機會。事實上，部分弱勢社群
連提升自己就業能力的機會亦沒有，例如：15 歲以上新來港青少年缺乏就

3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1),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 pp182-185.

政府統計處 (2001)，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搜集所得的社會資料第 28 號專題報告書。2000 年數
據。有關殘疾人士的數據不包括弱智人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02)，社會發展指數 2002 暨 1997-2002 年社會發展回顧。
政府統計處 (2000)，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搜集所得的社會資料第 25 號專題報告書。1999 年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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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及職業訓練的機會、再培訓課程未能真正協助低學歷勞工提升學歷及技
能等，都反映香港社會未有因應社會發展需要為弱勢社群提供足夠及平等
的發展機會和空間，協助他們回應社會經濟轉型帶來的衝擊，提升他們自
力更生、改善生活、參與社會的能力。此外，專家討論會亦指出弱勢社群
的生活未有改善，例如：公共房屋的輪候時間仍然偏長、擠迫戶的狀況未
有充分改善、建築物、道路及交通設施未能令殘疾人士自由行動參與社會、
數碼隔閡阻礙基層市民參與社會及就業等。

訂定明確的社會發展目標
10

以上各種社會問題都是近年國際社會十分關注的課題，並非香港獨有。許
多國家及地區均已意識到社會及經濟發展的互動性及互相依賴的特質，運
用新思維，訂定社會目標，吸納社會力量，推行積極措施，以期減低問題
的嚴重性，例如歐洲議會已於 2000 年通過一份「社會融和策略」
，以協助
各國面對困境。

11

社聯建議政府為未來五年施政訂定以下社會發展目標：

未來五年的社會發展目標：
未來五年的社會發展目標：






12

消減貧窮；
消減貧窮；
增加就業；
增加就業；
強化家庭功能；
強化家庭功能；
促進社會融和；
促進社會融和；及
協助弱勢社群全面參與社會。
協助弱勢社群全面參與社會。

政府訂定這五個目標，除了顯示政府的決心，更要著力動員整個政府及社
會的支持及參與，避免重蹈 2000 年施政報告提出的社會政策理念過於狹義
及被動的覆轍7，同時體現聯合國 1995 年哥本哈根社會發展高峰會提出的兼
顧市民權利及義務的目標：

「不論男女…都可行使他們的權利
不論男女 都可行使他們的權利、
都可行使他們的權利、有效地運用資
源，並作出承擔，
並作出承擔，令每個人都享有合適的生活，
令每個人都享有合適的生活，並
為家庭、
為家庭、社區以至人類整體的幸福作出貢獻。」
社區以至人類整體的幸福作出貢獻。」
13

7

我們將在下一章向特區政府提出四個建議，以鞏固香港推動社會發展的基
礎。政府應嘗試在各個政策範疇推行具體政策措施以達到各項社會發展目
標，我們將在第三章列舉多項建議。

有關國際社會及香港政府對社會發展的承諾，請參看附錄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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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社會發展的基礎

2.1

社會發展應以人為中心，不可忽略政府、商界及民間團體/第三部
門8的投入，以及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等不同範疇的均衡發展：
社會

政府
文化

經濟

人
第三部門

商界

政治
圖一、推動社會發展的要素
2.2

然而，正如社會發展指數及專家討論會的結果顯示，香港的經濟及
社會發展並不均衡，缺乏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及文化，亦缺乏市民
參與的機制及傳統，政府、商界及第三部門對推動社會發展的分工
及支持不足，過去社會發展主要乃依靠政府規管及資源投放。社聯
認為，要有效推動社會發展，政府應積極建立以下四個基礎，為推
動整體社會發展提供合適的環境：





跨界別共同承擔推動社會發展；
跨界別共同承擔推動社會發展；
整合的社會及經濟政策；
整合的社會及經濟政策；
廣開渠道 建立社會共識；
建立社會共識；及
建立融和的社會文化。
建立融和的社會文化。

我們將在以下作出分析及建議推行的策略。

8

國際社會常以「公民社會」、「非政府機構」、「非牟利組織」、「第三部門」等詞代表各種非以盈
利為目標的獨立、非政府組織，如慈善及教育團體、教會、專業組織等，幾個名詞的意思相近，
但亦存在不同的重點及理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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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別共同承擔推動社會發展
2.3

政府、市場 (商界) 及第三部門 (民間社會力量) 對推動社會發展
均有其獨特及重要的角色及責任。當三個界別均能負起其應有責
任，我們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等各方面便可以均衡地發展；
當任何一方未能充分履行其角色責任時，另外兩方的努力及補救往
往只是事倍而工半。例如：工作時間過長及壓力過大對僱員的身心
及其家庭成員均造成很大影響，社會服務及醫療團體需要投入大量
資源為他們及其家人提供服務；當一個地方的政府腐敗、法治不能
維持時，商業發展必然大受影響，整體社會的競爭力亦必然下降。

2.4

過去，香港社會對於不同界別的功能出現「過份分工」的情況：政
府負責制定政策及提供資源、商界負責推動經濟發展及捐助公益事
業、第三部門負責提供服務、倡議及促進自助互助，這種「過份分
工」的思維使社會難於訂定共同目標，亦可能令不同界別忽略了自
己應有的其他責任，對於推動跨界別合作亦造成障礙。以工時過長
為例，僱主忽略對僱員應有的責任，令僱員健康受到影響，便需由
社會承擔。

2.5

因此，我們認為各個界別均應因應其獨特角色，對社會發展作出承
擔：






政府對於推動社會發展有帶領、促進、規管的角色：政府應該
把「社會發展」放在主要的策略發展議程內，訂定社會發展
目標，積極推動各界別參與及支持，鼓勵跨界別合作，及對於
影響社會發展的行為提出意見及其他相應行動。同時政府應積
極肯定第三部門的社會角色及價值，亦為其發展提供空間及支
援。
商界雖然以盈利為經營目標，但亦不可忽略其社會責任，因為
一個健康的社會、政治及經濟環境對商業機構的生存及發展亦
十分重要。商界推動社會發展的責任，並不局限於對慈善團體
的捐款，商業機構亦應對其員工及所屬社會負責，為員工提
供一個安全及對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為僱客提供合乎衛生及
其他社會標準的產品，及必須符合社會、經濟及環境等範疇可
持續發展的原則。
第三部門對推動社會發展扮演倡議、
扮演倡議、監察、
監察、直接服務及推動
合作的責任。第三部門團體應倡議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積極
地將國際議題帶入香港社會，同時應扮演監察角色，對各個界
別可能損害社會發展的行為提出意見。在直接服務方面，第三
部門團體除了直接提供社會福利、醫療及教育服務外，亦可為
不同年齡、性別、需要的人士提供個人發展及服務社群的機
會。同時，由於其非牟利性質及服務社會的網絡，第三部門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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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一個平台，與政府及商業機構一同推動社會發展。
2.6

近年，國際社會及不少國家均極力鼓勵政府、商界及第三部門共同
合作推動社會發展。一個由超過 120 個組織組成的國際網絡「商界
發展伙伴」 (Business Partners for Development) 在過去三年在不
同國家推行一系列的工作，引証了三方合作對社區及商界的發展均
帶來更好及可持續發展的效果；美國的獨立界別(Independent Sector)
及澳洲的澳洲使命 (Mission Australia) 亦極力推動有關工作，獨立
界別 (Independent Sector) 指出，只有當這三個界別互相了解、尊
重及支持，社會才運作得最完美。

2.7

三方共同合作的「新社會夥伴關係」9 (new social partnership) 更
被視為解決現時愈趨複雜及互為影響的社會及經濟問題的重要動
力，以推動社會融和、就業、健康生活等等。三方合作的價值，除
了可以加強相互溝通及了解、共同分擔社會發展的責任外，亦可以
透過共同參與而建立對社會的認同感及歸屬感，及透過溝通而建立
共識、互信、網絡及社會資本。三方合作的範圍，可包括社會服務
的提供、第三部門的發展、政策制定及執行、研究等不同範疇。

2.8

對於推動跨界別共同承擔推動社會發展，社聯建議：










2.9

9

政府應扮演推動及鼓勵的角色，對推動三方合作作出承擔，並
清楚釐定政府角色；
透過政府資源及社會捐款，建立一個第三部門合作及發展中
心，負責以下工作：促進第三部門與其他界別的關係及合作、
訂定第三部門發展約章以鼓勵各界支持及參與、研究有關第三
部門的法例及立法、建立第三部門資料庫、為第三部門成員提
供訓練以強化其服務、監察及倡議的功能、推行有關第三部門
的公眾教育、建立與海外相關組織的連繫等；
為第三部門的發展提供一個有利的環境，包括透過稅務措施鼓
勵商界支持及參與社會發展項目；
鼓勵私人機構作出社會承擔，支持及與政府及第三部門一同推
動社會發展；及
鼓勵有關第三部門及從事推動社會發展的不同界別的研究工
作。

除了政府、商界、第三部門外，每個個體亦應負起其應有的責任：
個人健康及發展、照顧及支援家庭、維持社會公義、推動社會發展
等。我們將在探討如何「建立融和的社會文化」時作出討論及建議。

Bridge Builders (2001), Building Bridges for New Social Partnerships”.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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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社會及經濟政策
2.10

社聯認為政府在制訂各種社會及經濟政策時，必須採取「以人為本」
的目標，將「人」放在政策的中心，從而確保可持續的社會及經濟
發展能惠及每一個市民。社會及經濟政策之間存在互為影響、補
足、依賴的特性，忽略任何一方均會帶來不平衡，同時影響兩方面
的發展。經濟全球化為各個國家及地區帶來愈趨複雜的社會及經濟
問題，更需要政府採納整合的社會及經濟政策。

2.11

社聯發表首份社會發展指數報告時，已建議政府採取均衡發展的方
式，兼顧社會及經濟兩方面。今年，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更將「整
合社會和經濟政策」訂定為工作重點，並推薦重視市民參與的社會
影響評估。該委員會亦指出有關策略可推動消減貧窮、發展經濟、
增加就業、社會融和及加強家庭功能。

2.12

過去，香港的社會及經濟政策頗為分割，缺乏整全考慮，同樣出現
「過份分工」的情況，例如：香港在教育及人力發展的投資不足，
未能回應知識型社會及經濟轉型的需要；經濟發展亦未能令每一個
市民受惠，出現貧富懸殊、低收入住戶劇增及家庭解體等現象。這
種分割的經濟及社會發展模式，仍然在 2000 年政府提出的社會政
策理念及對社會發展的責任中顯現出來，難於帶領香港面對全球化
帶來的挑戰及危機，政府實有需要以整合及全面的策略訂定社會及
經濟政策。

2.13

對於推動整合的社會及經濟政策，社聯建議：








成立中央政策研究所，或加強中央政策組的角色，以對各項社
會及經濟政策及立法作出深入研究，評估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及
影響，並鼓勵及促進第三部門對政策及社會問題進行研究；
加強統計處統籌及建立社會發展指標的角色，以建立一套全面
的社會發展指標系統，追蹤不同範疇的發展及不同社群的情
況；
政府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應充分諮詢公眾及立法會，以及對主
要政策進行社會影響評估；具體而言，政府可將現時用作政府
內部政策評審的可持續發展研究評估報告公開，並交由立法會
決定應否進行詳細的社會影響評估；及
政府在制定社會及經濟政策時應充分考慮第一章建議的各項
社會發展目標，並訂定具體指標及承諾 (參看第三章)。

廣開渠道 建立社會共識
2.14

2002 年社會發展指數的結果顯示香港在過去幾年有可觀發展，但香
港市民對政府施政的滿意程度長期偏低，對社會及經濟發展亦完全

8

五年社會發展計劃
缺乏信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專家討論會中指出的「施
政缺乏透明度、過程缺乏公眾參與、推行缺乏監察」等問題。在經
濟低迷、失業率高企及傳媒鼓吹的情況下，缺乏參與機會更令市民
難以支持及認同政府施政。
2.15

一個有權威的政府可以有效地動員社會力量，促進社會及經濟的發
展，而政府的權威則來自人民對政府施政的支持及認同。相反，一
個極權的政府只會換來市民消極、被動、冷漠的回應，得不到社會
的支持。香港政府在過去幾年的施政經常予人封閉及「官僚」的感
覺，經過幾年下來，香港社會已逐漸形成一種埋怨及不信任政府的
風氣，長此下去必定影響政府的管治能力，破壞市民對社會的認同
及歸屬感。

2.16

香港政府在 2002 年 7 月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承諾政府須向市民
問責，更好地回應市民的需要，反映政府亦意識到自己缺乏社會支
持及公信力。政府願意積極作出改善，向市民問責，是特區第二任
政府的一個好開始。

2.17

我們認為若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多聽取各界市民的意見及進行評
估，將可增加社會對政策的支持、減低不能預見的阻力、提高政策
的價值及壽命、加強政府的透明度及問責性、以及促進社會及經濟
政策的整合。政府應加強社會參與政策決定的渠道，從而提高市民
對政府的認受性以及對社會的承擔。具體而言，社聯建議：









為表達政府尊重民意及向社會問責的決心，以及履行行政長官
在今年就職典禮作出的承諾，政府應就如何諮詢公眾意見訂定
清晰的政策及指引，包括資料發放、諮詢時間、程序及對象等，
以確保市民有充分機會就政府施政提出意見；
設立大規模的市民論壇，就重要的社會議題及政策向政府提供
意見；
行政會議及立法會議每月定期舉辦公開的聽證會，讓市民及團
體自行報名發表意見，以加強兩會掌握民意的基礎及增加市民
議政的渠道；
在各諮詢架構中加入相關團體的代表；及
檢討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的辦法，以加強市民參與為目標。

建立融和的社會文化
2.18

香港能否發展成亞洲的國際都會，經濟成果以及環境只是其中因
素，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香港的文化，彰顯香港生活的獨特氣質，發
揮香港的國際魅力，令每一個來香港旅遊、公幹、甚至生活的人士，
感到著迷；同時應建立市民對社會的認同、對作為香港居民的驕
傲、對推動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的承擔。然而，香港文化並沒有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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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社會發展一起進步。
2.19

遊客來到香港，可能會為香港近年的大型建設及效率感到驚嘆，但
香港人那種金錢掛帥的心態、對「非我族類」(如新來港人士、南
亞裔人士) 的排斥、對弱勢社群歧視的態度 (如反對建立復康設
施)，均會令人感到窒息；他們亦可能為香港的整齊、清潔感到讚
嘆，但香港人事事都要政府規管、缺乏主動性的情況，只會令人感
到香港文化的低落。今年，香港政府透過立法及加強政府部門執
法，對亂拋垃圾的違例行為作出懲罰，成效比推行三十年的清潔香
港運動更加明顯，足以反映香港人自私及缺乏社會責任感的問題。
這樣的精神文明可否令香港搖身變成國際都會？這樣的社會文化
又能否維持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香港？美國紐約常被形容為極之追
求個人化及商業化的都會，但 911 事件卻令人感受到當地居民的同
心及對政府的支持，亦促使國際社會更重視建立「社會資本」、社
會團結及市民歸屬感的價值。

2.20

歐洲議會在 2000 年通過「社會融和策略」10，指出社會一向存在各
種向心及離心的拉力，社會矛盾經常存在，最重要的是達到一個平
衡，控制並將社會矛盾及衝突轉化為正面的動力。為達到此目的，
政府及市民均需有推動社會發展、社會團結的決心及承擔。

2.21

我們認為，香港社會應該建立一種融和的社會文化，平衡越趨個人
化、事事講求個人自由及滿足感的文化，從而將人與人、家庭、社
群、以及社會之間的關係拉近；在個人對自我及生命的認同及尊重
的基礎上，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在尊重個人的自由及權利
的基礎上，建立人對家庭、社群及社會的責任感及承擔感。

2.22

香港政府曾經嘗試許多大小不一的公眾教育活動，包括形形色色的
晚會或嘉年華會，但未能有效促進建立健康融和的社會文化，當中
有不少原因：




2.23

10

個人觀念及價值觀，都需要自小培養，家庭及學校的責任尤其
重要，要改變成年人既有的觀念往往事倍而功半；然而，家長
未必有足夠能力及經驗，香港社會對幼童及家長的支援不足，
政府對幼稚園的監管及質素保証亦並不足夠；
單向的知識灌輸對於建立或改變個人的態度或價值觀並不足
夠，社會環境的配合尤其重要；例如媒介不斷鼓吹批評的意
識，間接增加社會各階層的分歧；同樣，政府過份行政主導，
沒有充分諮詢市民的意見，亦難於建立接納及尊重不同意見的
社會文化。

要促進社會融和，不能再依靠一些單元式的教育活動，必須推動整
個社會的參與及支持，社聯建議政府將社會融和定為社會發展目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ocial Cohesion, Council of Europe (2000), Strategy for Social Co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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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同時推行以下措施：










教育 – 教育制度必須確實執行「全人教育」的概念，避免過
份重視學術性及單向性的知識灌輸，平衡德、智、體、群及美
育各方面的重要性，同時協助學生建立對社會、國家以及國際
社會的責任感；
家庭 – 香港社會應積極強化家庭功能，讓家庭有空間及能力
培育下一代；政府、商界、第三部門及每一個個體都應該積極
參與建立一個對家庭友善的生活及工作環境，確保每一項公共
政策及措施不會對家庭功能造成負面的影響；
社區建設 – 政府應加強社區建設 (community building) 的工
作，如成立中央社區建設委員會，以制訂政策，鼓勵居民參與
社區事務，從而建立一個理想的社區生活環境，並透過居民的
參與建立對社會的責任感及歸屬感；
社會資本 – 政府應積極推動建立社會資本，透過社區投資共
享基金在社區建立互信、網絡及社會共識之餘，亦應確保公共
政策及措施的結合，以及推行有關的研究工作；及
媒介 – 鼓勵媒介自律及履行應有的社會責任，避免傳播不良
的意識，例如訂定報導自殺新聞時應有的方式，在滿足市民知
情權及尊重當事人的私隱之間作出平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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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五年的社會發展指標

3.1

我們在第一章建議的五個社會發展目標，需要整個政府的承擔及各
項政策的支持，正如解決失業問題應是 14 個問責官員及整個特區
政府的共同責任。政府應根據各項社會發展目標，在一年內對各項
政策範圍定出具體的社會發展指標及未來五年可達的水平，並定期
向市民匯報各項指標的實施情況。

3.2

以下，社聯根據社會發展指數、專家討論會及其他研討會的意見，
對不同政策範圍提出一些建議，作為政府訂定未來五年社會發展指
標及水平的參考。

消減貧窮
目標 – 確保每一個市民均有基本生活的保障、參與社會及自力更生的機
會、以及個人發展的空間，基層家庭的兒童可以享有與其他兒童
相同的發展及學習機會。
政策範圍

方向

建議

社會福利  確保每位長者享有經濟 1.
保障

 確保貧窮人士得到足夠 2.
的服務及支援
3.

12

盡快為長者提供全民老年退
休保障計劃，透過社會融資
即時為長者提供收入保障，
以補足強積金需要 30 年的
成熟期，才可為退休人士提
供較為足夠退休保 障 的特
性，同時有效控制未來 30
年政府在長者社會保障項目
的開支
(指標：長者貧窮率)
完成社會福利發展規劃
(指標：完成規劃的時間)
檢討以確定綜援在高失業率
時期的角色及目標，加強綜
援的就業支援計劃，以提升
綜援人士就業能力及促進他
們脫貧為目標
(指標：綜援人士透過就業而
脫離綜援的比率)

五年社會發展計劃
政策範圍

方向

建議
4. 檢討綜援制度，並研究為低收
入家庭提供彈性及多渠道
的援助項目，如租金及學童
就學津貼，協助他們滿足各
項基本生活需要，維持工作
意欲，減低領取綜援的需要
(指標：完成檢討的時間)

經濟及勞 
工

將消減貧窮訂為經濟發 5. 在經濟發展策略中確保基層
展政策的目標
勞工獲得足夠的就業及發
展機會，針對低學歷及低技
術人士提供提升技能及學
歷的計劃
(指標：失業率、低學歷人士
的失業率)
6. 研究及確保基層市民有足夠
向上流動的機會
(指標：完成研究的時間)
7. 制定減少貧窮人口的目標
(指標：貧窮率)

 確保勞工享有合理的工 8. 按 需 要 為 個 別 行 業 及 工 種
作條件
(如清潔工、保安) 制定最低
工資政策
(指標：全職基層勞工的工資
水平)
房屋

 紓緩低收入家庭的住屋 9. 縮短輪候公屋時間，並在輪候
需要
期間提供租金津貼
(指標：公屋輪候時間)

運輸

 減低基層市民的交通開 10. 研究對弱勢社群 (如殘疾人
支，避免因無法負擔而阻
士、綜援兒童等) 提供交通
礙他們參與社會
費用補貼
(指標：獲得交通費用補貼的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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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就業
目標 – 增加就業機會，實現全民就業，提升基層勞工及弱勢社群的就業
能力及競爭力，確保弱勢社群享有平等就業機會，基層勞工獲得
合理的工作環境及待遇
政策範圍

方向

建議

 協助學童由學校晉身勞 1.
動市場

提升青少年完成 11 年中、小
學教育的比例
(指標：完成中、小學教育的
適齡青少年的比率)

2.

為新來港人士提供評審學歷
的機制，以確認他們的學歷
及協助他們升學和就業
(指標：成立機制的時間及接
受評審的人數)

3.

在中學提供「職能與學能結
合」課程
(指標：提供「職能與學能結
合」課程的學校比率)

4.

增加為弱勢社群 (如殘疾、
單親及綜緩人士) 提供就業
輔導及試工機會的數目
(指標：有關服務的成效)

5.

透過非政府機構協助弱勢社
群競投公營部門的 外 判合
約，為他們提供提升技能及
就業機會
(指標：外判合約聘用弱勢社
群數目)

經濟及勞  經濟發展政策兼顧對社 6.
工
會及就業的影響
 推動發展工業及本土經
濟，以創造就業

訂定工業政策，以推動香港
具有優勢及可聘用本地工人
的工業 (如製衣業) 的發
展，如提供稅務優惠
(指標：在製造業工作的勞動
人口的數目)

教育

社會福利  促進弱勢社群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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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範圍

方向

建議

 協助低學歷人士就業

7.

鼓勵發展有潛質的本土經濟
行業，如提供租金優惠
(指標：在本土經濟行業工作
的勞動人口的數目)

8.

設定促進各類弱勢社群就業
的目標
(指標：弱勢社群失業率)

9.

鼓勵僱主以合理的工作條件
聘用員工，例如每星期工作
不超過 48 小時，在保障員工
之餘，亦增加就業機會
(指標：勞動人口每週工作超
過 48 小時的比率)

 訂定聘請殘疾人士的指 10. 促進各政府部門、公營及受
標
資助機構設立聘用殘疾人士
的指標
(指標：設立指標的部門或機
構數目)
衛生

 提升職業安全，加強對職 11. 增加治療職業病診所的數目
(指標：有關診所的數目)
業病的治療
12. 設定目標，減低患職業病的
勞工的數目
(指標：患職業病勞工的比
率)

環境質素  推動環保工業

13. 增加回收再造工業及職業的
數目
(指標：在回收再造工業工作
的勞動人口的數目)

強化家庭功能
目標 – 建立家庭凝聚力及抗逆力，促進家庭發揮應有的功能，建立關懷
家庭及家庭友善的社會及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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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範圍

方向

建議

社會福利  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支 1.
援

加強為家庭提供預防、早期
介入及輔導服務，跟進家庭
服務檢討，繼續改善各種家
庭服務
(指標：接受家庭服務的數目
/ 家庭暴力事件的數目)

2.

加強與僱主合作，在工作間
為僱員提供家庭生活教育或
輔導服務
(指標：在工作環境參加有關
服務的男性及女性的數目)

 鼓勵社區互助，支援家 3.
庭照顧功能

加強在社區層面建立社區互
助網絡，建立社會資本
(指標：建立社區互助網絡的
數目)

經濟及勞  建立對家庭友善的工作 4.
環境
工

鼓勵僱主為僱員提供合理的
工作條件及對家庭友善的工
作環境，包括：合理的工作
時間、為家長及護老者提供
彈性工作時間、為男性員工
提供侍產假
(指標：僱主承諾提供對家庭
友善的工作環境的數目)

 公屋編排有助家庭功能 5.
的發揮

在編配公屋時，考慮家庭照
顧長者、殘疾人士及兒童的
因素
(指標：編配長者與家庭同區
居住的比率)

 改善公屋居住環境質素 6.

加快為公屋擠迫戶改善居住
環境，如提供較大單位或相
連單位等
(指標：公屋擠迫戶數目)

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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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範圍

方向

建議

城市規劃  建立對家庭友善的生活 7.
環境

縮短勞動人口平均上、下班
的交通時間
(指標：勞動人口上、下班的
平均交通時間)

 增加適合家庭一同參加 8.
的活動

增加家長能陪伴兒童一起參
與的康體活動及設施
(指標：有關活動及設施的數
目)

9.

增加適合兒童及長者喜愛觀
賞的表演項目
(指標：有關項目的數目)

文康

入境

 促進家庭團聚，讓家庭發 10. 檢討審批單程証的 計 分制
揮培育下一代及照顧家
度，以促進家庭團聚為首要
庭成員的功能
考慮
(指標：完成檢討的時間)

促進社會融和
目標 – 提升市民對社會的歸屬感，增加社會的凝聚力，加強社會資本，
包括社會共識、互信及網絡，減少對弱勢社群的排斥、忽略及歧
視，促進他們全面參與社會。
政策範圍
民政

方向

建議

 鼓勵市民參與社區事
務，推動社區發展

1.

社會福利  鼓勵及促進民間組織的 2.
工作
 促進跨界別合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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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中央社區建設委員會，
鼓勵市民參與社區發展項目
(指標：市民參與社區發展項
目的數目)
促進市民參與義務工作
(指標：義務工作者人數)
成立第三部門合作及發展中
心，推動第三部門的發展，
以及與其他界別的合作
(指標：中心成立時間、跨界
別合作的範疇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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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範圍

方向

建議

 推動社會融和的文化及 4.
訊息

透過跨界別合作，在地區層
面舉行社會融和的教育及社
區參與工作
(指標：參加計劃的人數)

 鼓勵社會資助第三部門 5.

修訂稅務條例以鼓勵慈善捐
款(包括提升現時 10% 認可
慈善捐款的比例、改善有關
遺產稅的條例等)
(指標：認可慈善捐款的數
目)

環境質素  與商界、社區組織及傳媒 6.
配合，推動環保意識

增加市民參與推行的社區及
屋廢物回收的計劃
(指標：廢物回收的比率)

 增加市民參與決策過程 7.

增加政府諮詢架構中第三部
門團體的代表 (包括長者、
婦女、殘疾人士)
(指標：有關代表的數目及佔
所有委員的比例)

8.

檢討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選
舉方法
(指標：完成檢討的時間)

9.

增加在學校提供生命教育
(指標：接受生命教育的學生
的數目)

政制

教育

 推行全人及生命教育

 推廣全校參與融合教育 10. 增加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
計劃
育
(指標：參加計劃的學校數
目)

協助弱勢社群全面參與社會
目標 – 確保弱勢社群享有平等參與社會及全面發展的機會，不會因個人
健康、財政或其他限制而受到歧視或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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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範圍
教育

方向

建議

 落實終身學習的理念， 1.
提高低學歷人士的教育
水平

促進低學歷成年人及長者參
與持續教育及職業訓練、以
獲得認可學歷
(指標：獲得認可學歷的比
率、長者及低學歷人士參與
持續教育的比例)

 為弱勢社群提供就學機 2.
會

促進殘疾人士及少數族裔
(如南亞裔) 人士接受高中
及大專教育
(指標：殘疾人士及南亞裔人
士接受高中及大專教育的
比率)

3.

為低學歷、長者、殘疾人士
提供資訊科技教育
(指標：低學歷、長者、殘疾
人士接受資訊科技教育的
比率)

4.

協助弱勢社群建立互助社會
網絡及組織
(指標：互助網絡及組織的數
目)

5.

增加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輔
導及試工機會的數目
(指標：有關服務的成效)

 為殘疾人士提供足夠的 6.
醫療及輔導

增加公共精神科服務
(指標：精神病患者輪候精神
科治療的時間)

7.

增加為長期病患者提供復康
輔導
(指標：長期病患者接受復康
輔導服務的比率)

8.

增加及鼓勵長者參與「健康
保健計劃」
(指標：長者參與「健康保健
計劃」的比率)

社會福利  協助弱勢社群提升生
活、工作及社會技能

衛生

 加強基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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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範圍

方向

建議
9.

房屋

加強與學校及社區團體合作
舉行健康教育活動
(指標：參與活動的人數、接
受健康檢查的比率)

 在樓宇設計加入無障礙 10. 改建現有樓宇以增加無障礙
的概念
設施
(指標：採用無障礙設計的樓
宇的比率)
11. 將所有公共設施變為無障礙
設計
(指標：所有公共設施變為無
障礙設計的時間表)

交通



制訂殘疾人士無障礙交 12. 訂定無障礙交通策略及規劃
通策略
文件，為改善路面及各公共
交通工具為無障礙設施訂定
時間表
(指標：制訂無障礙交通策略
及規劃文件的時間表)

文康



康體設施的設計切合不 13. 增加長者和殘疾人士可使用
同組群及家庭的需要
的康體設施
(指標：無障礙設計的康體設
施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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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結

4.1

經濟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近年香港經濟低迷亦直接或間接引致貧
窮、家庭解體、社會分化等社會問題。政府在面對經濟轉型的同時，
更應加強社會投資，以達到穩定社會、建立凝聚力、鞏固正面價值
觀以及維持市民對社會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等目標，避免造成社會分
化、疏離等問題。

4.2

國際社會在廿一世紀的目標，是推動社會、經濟及環境等不同領域
的可持續及均衡發展，確保社會及經濟發展能惠及每一個市民，這
亦是每一個政府對市民的承諾。

4.3

社聯今年公布《社會發展指數 2002》
、舉行接近二十次專家小組討
論會，並且以未來五年的社會發展目標及計劃為主題草擬這份周年
建議書，目的是在香港面對全球化及經濟轉型的挑戰時，喚起社會
各界對推動社會發展的支持及承擔，以及在香港最困難的時間，向
政府提出積極的建議。

4.4

社聯參考世界趨勢，並根據香港近年的發展概況，提出五項中期的
社會發展目標，以及為推動長遠社會發展而必須建立的四個基礎，
在專家小組討論會及各個研討會中亦到廣泛支持。社聯希望政府可
以積極參考這份建議書的各項建議，與社會各個界別及市民一同推
動社會發展，令每個市民都有參與社會及經濟的機會、合適的生活
以及推動香港發展的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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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附錄一、國際及香港政府對社會發展的承諾

國際社會對推動社會發展的承諾
A1.

過去數年，聯合國就社會發展舉行了不少國際會議，包括 1995 年
聯合國哥本哈根社會發展高峰會及 2000 年日內瓦千禧會議；其他
的國際組織 (如世界銀行) 亦有關注這個重要的議題。

A2.

世界銀行指出：

「社會發展是平等、
社會發展是平等、全面參與及可持續的發展。」
全面參與及可持續的發展。」
1995 年聯合國哥本哈根社會發展高峰會則訂出了社會發展宣言：

「不論男女…都可行使他們的權利
不論男女 都可行使他們的權利、
都可行使他們的權利、有效地運用資
源，並作出承擔，
並作出承擔，令每個人都享有合適的生活，
令每個人都享有合適的生活，並
為家庭、
為家庭、社區以至人類整體的幸福作出貢獻。」
社區以至人類整體的幸福作出貢獻。」
在高峰會內，各國政府亦訂定了對社會發展的多項承諾，包括：








A3.

11

建立一個能促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及法治的環境；
消除貧窮；全民就業；
建立融和的社會；
維護人類的尊嚴，男女平等及公正社會；
全民獲取優質教育及醫療照顧的權利；
確保政策的改變仍遵照社會發展的原則；及
有效地運用資源以推動社會發展

為了達至以上目標，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訂立每年的工作重點，
2002 年的重點為「社會及經濟政策的整合」11，強調社會和經濟政
策互相依重，及推動兩者之間整合的重要性，以確保可持續的社會
發展。委員會亦建議推行社會影響評估，從而進一步了解經濟政策
和社會影響之間的關係，促進整體的社會發展；社會影響評估非常
依靠社會參與，透過推動相關人士參與其中，讓他們為自己的需要
及整體發展目標努力。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for Social Development (2002), Agreed Conclusions on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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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亦建議：「改善政府不同部門間政策整合的能
力，確保有關經濟、環保及社會等重要考慮事項能與不同領域的政
策分析、設計及推行整合一起…….」12。

特區政府的社會發展政策
A5.

特區政府在 2000 年首次提及社會發展的概念，但在較早前已開展
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包含社會、經濟及環境
的可持續性，並強調採納既能滿足現今的需要，而又不損害後代滿
足他們需要的發展模式，與社會發展的概念十分接近。以下簡述特
區政府在過去幾年提出的社會發展政策及機制：

A6.

1999 年施政報告中，政府公布：




A7.

將成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負責向政府提供專家意見，定
期向市民匯報工作，增進大眾對「可持續發展」的了解；及
規定各決策局提出新的重要政策建議時，須對可持續發展的影
響作出評估，政府將另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科」
，負責監察上
述評估和有關工作，並向委員會提供分析和支援。

政府於 2000 年施政報告中闡明了政府「以仁愛與平等機會為基本
價值的社會政策」及對於社會發展方面的以下四個責任：






提供達至一個人人都能夠參與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特別著重
青少年的教育及在職人士的知識和技術更新；
對老弱傷殘人士提供一個基本安全網；
對失業、低收入及其他弱勢社群提供支援；及
發揚服務和仁愛精神，鼓勵志願工作，創立和諧及充滿活力的
公民社會。

在同一施政報告中，政府亦肯定了「第三部門」的價值，並表示將
繼續與這一領域中的團體加強合作，共同建設香港。
A8.

12

政府提出的社會政策理念以及政府對社會發展的四個責任，是一個
狹義及被動的社會發展議程，主要只是透過教育提供「平等機會」
，
透過社會福利及社會服務為有需要、有困難的市民提供安全網。政
府的社會發展議程，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目標或指標，沒有考慮社會
及經濟發展的相互關係及影響，亦沒有積極措施締造全面及可持續
發展的社會及經濟環境、鼓勵社會各界共同促進社會發展。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1), Policies to Enh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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