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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鳴謝鳴謝鳴謝 

 

  承蒙各個團體及業界朋友的支持，令本論壇得以順利舉行。特

別鳴謝 31 個協辦團體（包括 5 所學院）、業界朋友的支援與支

持，海外及本地嘉賓講者、數十位的社工學生的後勤支援，以及各

好友團體與個人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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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社會工作進步社會工作進步社會工作進步社會工作：：：：民間社會福利論壇民間社會福利論壇民間社會福利論壇民間社會福利論壇 2010 
 

序 
 

 
2009 年夏季，一班志同道合的民間團體朋友在工餘後相聚，侃侃而談，一起分享業界

的美麗與哀愁。民間團體是獨立的組織，素來享有較大的自主性與空間，提出批判的分析

與討論，包括批判現時保守與退步的社會福利觀和社會工作、提出社會福利發展禁區的弊

端、指出整筆撥款的迷思等等，並努力推動社會倡議與進步的社會福利發展觀。 

 

適逢香港於 2010年舉辦國際社會工作會議，集結國際頂級的學術精英，一起討論未來

的社會發展，與此同時，一眾服務基層的前線社會服務從業員及關心社福發展的團體，欲

藉此機會推動更多本地經驗及反思，故成立「民間社會工作及社會福利論壇籌委會」，發

起團體包括：前線福利從業員工會、香港政策透視、社區發展陣線、基層社工。因為，我

們堅信社會工作是公義與道德的實踐，我們不甘於當一個唯唯諾諾的工作者，我們期盼在

理論與實務可發掘更多的可能性。 

 

是次的論壇分三天進行，包括 15/6 論壇前研討會 （題目：「進步社會工作：英國與香

港兩地交流」）、19-20/6 兩天的論壇，討論的主題包括：尋找進步社會工作的可能、家

庭及輔導、青年工作、就業與充權、生態公義、復康服務、社區發展、長者照顧、性論

述、實證為本實務、自助組織與社會參與、及本地進步社會工作的展望。不過，由於時間

及資源所限，尚有其他很多重要的議題未能在是次論壇涉獵，例如：社會福利觀、社會工

作與社會政策、社會保障與社會發展、精神復康、兒童貧窮與權利、新來港家庭、同性同

居暴力、性別觀點與介入、成癮問題、勞動市場彈散化等等… … 這是本論壇的限制。期

盼這些議題沒有被遺忘或忽略，在未來，大家仍會在不同的平台繼續展開及參與討論，共

同開拓進步的出路。 

 

是次論壇得以順利舉行，除了我們 4 個主辦團體的發動之外，還要特別多謝 31 個協辦

團體（包括 5 所學院）的支援與支持、海外及本地的嘉賓講者、數十位的社工學生的後勤

支援、各好友團體、業界朋友的支持及捐款、以及其他學者、社福團體和前線社工對本論

壇提供了很多寶貴意見、提點與鼓勵，讓我們盡最大的能力做到最好。當然，最重要是在

場參加者的參與及支持，「民間社會福利論壇籌委會」的力量，就是來自您們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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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香港特區政府在「新自由主義」及「大市場、小政府」的社會福利觀下，為香

港的社會福利發展定下了多重的發展禁區（包括低稅制、公共開支必須限制於國民生產總

值百分之二十之內等等），「社會福利長遠規劃諮詢」欠缺透明度及持份者的參與，再加

上整筆撥款實施下，造成非政府機構與社署的權力關係與伙伴模式改變，社會服務理念的

改變與衝擊等等，對香港社會福利界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亦對推動「進步社會福利發展

的運動」造成巨大的阻力及障礙。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集結不同崗位同工的力量（包

括：服務使用者、業界同工、前線社工、管理層、機構代表、社工學院、民間與機構團體

等等），重新反思及批判當下的社會工作與政策、重新確立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觀與基本

信念、重新確立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的關係、重新在機構服務理念、服務與政策倡議、前

線實務工作、服務使用者的參與等等，展現推動社會平等與公義的決心。推動「進步社會

工作運動」是一個長期的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對志向的委身，甚至對個人的信

念、價值觀、意志、integrity也是一項重大的考驗與挑戰。 

 

展望未來的「進步社會工作運動」前路仍然十分艱巨，但我們深信微小的力量是有影

響力的，微小及不顯眼的力量能夠在漆黑中綻放出光芒，我們深信，微小但美麗、微小但

有力量及影響力、微小但可以變成強壯！（small is beautiful，small is powerful，small 

could be big!）今天，我們已經不再微小，因為今天您們數百人與我們一起攜手啟動了

「進步社會工作運動」，power is from the people！今天，我們要正式宣佈，「進步社會工

作」的社會運動已經展開了！ 

 

 改變，就在當下開始。 

 

期盼我們以堅定不移的信心及決心，一起委身於這場生命的社會運動，讓我們參與論

壇的活動後，繼續在不同的崗位上，把具批判及反思性的進步社會工作，實踐及融入在我

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與生命裡。 

 

向您們每一位致敬！ 

 

 

何慧芝 

民間社會福利論壇籌委會代表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九日 

 



- 6 - 

 
 
透視背景透視背景透視背景透視背景    

「香港政策透視」是一個獨立的民間團體，成立於一九八四年，成員包括大學教授、講

師、社工、行政及管理人員等不同背景的專業人士。我們深信香港社會需要獨立的論政團

體，發揮民間社會的力量，並致力於研究與評論社會及公共政策，反映民意與倡議公平公

義的社會。 

    

近期工作近期工作近期工作近期工作 
2010 年 5 月 雙月討論會：租金可加可減機制與社會政策非政治化 

2010 年 5 月 舉辦「香港社會福利觀與長遠福利規劃研討會」 

2010 年 3 月 雙月討論會：「民主與生活：如何在日常生活實踐民主」 

2010 年 3 月 舉辦「唐信與全民社會的構想：香港社會政策的反思」（Peter Townsend 
and the Society for People: A Reflection of Social Policy in Hong Kong） 研討

會 
2010 年 1 月 雙月討論會：「政改諮詢」 

2009 年 11 月 本會成立「房屋政策工作小組」及「經濟政策工作小組」就該政策範疇進

行評論及研究工作 

2009 年 11 月 雙月討論會：「校園驗毒與青年工作」 

 

近年研究近年研究近年研究近年研究 
社會凝聚力研究 2009 （2009） 

對《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報告書》及公眾意見書之比較研究 （2009） 

2008 年醫療改革諮詢文件意見調查 （2008） 

2008 年立法會選舉政黨政網研究 （2008）    

 
出版出版出版出版 
《靜水深流---唐信的全民社會構念》（2010） 

《青年工作與充權：理論與實踐》（1999） 

《香港過渡前後社會政策及服務發展評論》（1998） 

《青年：建構與解構》（1997） 

《另眼相看：九十年代社會攻策批判》（1997） 

 

網頁網頁網頁網頁：：：：http://www.hkpv.org 
  
電郵電郵電郵電郵：：：：policyviewers@gmail.com 
 

香港政策透視香港政策透視香港政策透視香港政策透視 Hong Kong Policy Vie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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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陣線社區發展陣線社區發展陣線社區發展陣線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社區發展陣線（下簡稱「陣線」）由一群關注社區發展服務的同工和學者組成，於 2005
年正式成為註冊團體。陣線一直以推動居民參與社區發展、倡導弱勢社群權益和平等公義

的社會、宣揚社區發展精神為目標。陣線的首要組織目標是為「推動香港社區發展工

作」，認為社區發展工作是貧乏社區內不可缺少的社會工作手法。社區發展就是發掘社區

內居民的潛能，透過組織手法，集結居民的力量，提升居民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

介入影響他們生活的社會政策，促進相關政策的改變。 

 
網頁網頁網頁網頁：：：：http://communitydevelopment-cda.blogspot.com 
 
電郵電郵電郵電郵：：：：hkcdservice@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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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社工基層社工基層社工基層社工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2007年 12月，我們幾個人做了件傻事，就是去參選社福界選委會。 
 
明知小圈子選舉不可取，但是我們感覺到社福界危機重重，或者高調參選能引發一些界內

的討論和批判。 眼見社會工作越走越商業化、專業化變得無可置疑、社會工作與社會運

動完全的脫離，我們不能不擔心，社會工作會否變得越來越保守？會否失卻本來為了確保

人民福祉的重要任務？之後，我們斷斷續績的辦工作坊、討論會，希望能引進更多批判聲

音，建立更大的抗衡力量。 
 
今天，我們作為其中一個主辦這個論壇，希望集結更多「心中有團火」的同工、組織者及

服務使用者等反思以上種種，建立社福界的新出路。 
 
網頁網頁網頁網頁：：：： http://grassrootsocialworker.blogspot.com 
 
電郵電郵電郵電郵：：：：    grassrootsocialwork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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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福利從業員工會前線福利從業員工會前線福利從業員工會前線福利從業員工會 

成立於 1996 年，前身是「香港福利工作員協會」 

    

    
我們是我們是我們是我們是「「「「工會工會工會工會」」」」、、、、也是也是也是也是「「「「社社社社會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運動」」」」 
我們是「工會」，因我們團結所有前線福利從業員（包括社工及非社工職系），一起去維

護權益。我們也是一場「社會運動」，因我們打算團結社會福利的使用者及關注者，一起

去改革社會福利制度。 
 
我們是我們是我們是我們是「「「「人民人民人民人民」」」」的福利從業員的福利從業員的福利從業員的福利從業員、、、、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專業人士專業人士專業人士專業人士」」」」 
社會服務走上「專業化」之路，與市民大眾日益脫離，亦使同行分化。在現行政策下，不

特社工，還有非社工職系的同工，及民眾的權利，同受剝奪，成為新自由主義下社會服務

外判化、市場化、合約化的犧牲品。 
 
我們的方向我們的方向我們的方向我們的方向  
（1） 「前線福利從業員工會」與民眾利益結合，與使用社會福利的基層民眾及弱勢社群

連結，是一個保衛社會福利、反對新自由主義，並建構理想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平台； 
（2） 「前線福利從業員工會」以社會服務界（包括醫療、教育、房屋、救助…）的工人/
前線從業員為首要連結對象； 
（3）  有關我們的路向，以上僅屬初步思考，還需各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討論、一起修

改。歡迎提供意見。 
 
近期活動近期活動近期活動近期活動 
我們將舉辦一連串有關社會福利、進步社會工作與社會運動的討論，如您有興趣參與，或

提供意見，或協助，請聯絡本會幹事梁靜珊 
 
Tel: 2410 0360            Email : ivyleung@nwsc.org.hk 
 
[特約報導] 社福青年工作者人工低晉升難 : (好文章~值得一看)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686  
 
[好文章：由一位社工撰寫] 各位社工, 可以用心看完以下文字嗎??? 感謝!!! 因為又三年了... 
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404232427833&id=527008984 
 
本會亦在 FACEBOOK 開了群組，希望召集更多業界同工關注事件，群組：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396003435532 
(關鍵字：無論係 60,70定 80後，都一齊爭取社福助理(PAPW)發展階梯)  
 
WW 工會在 FACEBOOK 開了個 GROUP，歡迎加入，促進交流：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55139013722  
(關鍵字：前線福利從業員工會)  
 
我們希望透過 FACEBOOK 作為平台，  
定期交流一些進步社會福利觀的文章：  
http://www.facebook.com/pages/-Frontline-Welfare-Employees-Union -
FLWEU/135958081236?ref=search&sid=537377676.2444999994..1  
(關鍵字：前線福利從業員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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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ganizers （Institutions） 協辦學院：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香港浸會大學 社會工作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香港樹仁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Caritas Francis Hsu College 明愛徐誠斌學院 社會科學系 

Division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 

Co-organizers協辦團體： 
Greenshop 土作坊 

COURTYARD --- Mutual Support Network among Self-help Groups 四合院 - 民間組織互助平台 

The Forthright Caucus 正言匯社 

Hong Kong Women’s Coalition on Equal Opportunities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 

Globalization Monitor 全球化監察 

Self-help Development Centre 自助組織發展中心 

Community Care and Nursing Home Workers General Union 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 

Youth Union 青年聯社 

Justice & Peace Commission of the H.K. Catholic diocese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Hong Kong Catholic Commission for Labour Affairs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Hong Ko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ssociation 香港永續農業關注協會   

Hong Kong Social Workers Association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Hong Kong Social Workers’ General Union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 Students （FSWS） 香港社會工作學生聯會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Staff Association of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香港青年協會職員會 

Stewards Staff Union 香港神託會社會服務部職工會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of Hong Kong 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香港基督徒學會 

Staff Association of H.K.Y.W.C.A.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員工協會  

Concern Group of Women Poverty 婦女貧窮關注會 

Office of Hon Cheung Kwok Che, Member of Legislative Council 張國柱議員辦事處 

Neighbourhood and Worker’s Service Centre 街坊工友服務處 

St. James’ Settlement Community Centre Services 聖雅各福群會 社區中心服務 

The Greenwise workers Co-operative Society Limited 綠慧公社職工有限責任合作社 

HKCTU Social service unions’ committee 職工盟資助機構委員會 
 

 



- 11 - 

論論論論    壇壇壇壇    程程程程    序序序序    

    
日期：2010年 6 月 19日及 20日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詳見下表） 

 

2010年 6 月 19日（星期六） 

09:15 - 09:45 登記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城大城大城大城大 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 4 樓樓樓樓 5 號演講室號演講室號演講室號演講室 （（（（LT-5）））） 
09:45 - 10:00 大會開幕致辭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主題討論主題討論主題討論主題討論  「尋找本地進步社會工作的可能尋找本地進步社會工作的可能尋找本地進步社會工作的可能尋找本地進步社會工作的可能」」」」 
10:00 – 10:20 
10:20 – 10:40 
10:40 – 11:00 

嘉賓主持：方旻煐女士方旻煐女士方旻煐女士方旻煐女士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 學部主任 
講  者：莫慶聯先生莫慶聯先生莫慶聯先生莫慶聯先生 香港城市大學 社會科學部 高級講師  
                    朱志強博士朱志強博士朱志強博士朱志強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 助理教授 

11:00 – 12:30 台下討論環節 
12:30 – 13:45 午膳 
13:45 – 14:00 登記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平衡討論環節平衡討論環節平衡討論環節平衡討論環節 
14:00 – 
15:45 

 

2.1A2.1A2.1A2.1A 家庭及輔導工作家庭及輔導工作家庭及輔導工作家庭及輔導工作：：：：批判與實踐批判與實踐批判與實踐批判與實踐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 4444 樓樓樓樓 11111111 號演講室號演講室號演講室號演講室    （（（（LT-11））））    
    

� 「「「「IFSCIFSCIFSCIFSC 的社會功能與社會控制的社會功能與社會控制的社會功能與社會控制的社會功能與社會控制：：：：視點與盲點視點與盲點視點與盲點視點與盲點」」」」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朱志強博士朱志強博士朱志強博士朱志強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助理教授    

� 「「「「社工的價值視角與輔導介入過程的關係社工的價值視角與輔導介入過程的關係社工的價值視角與輔導介入過程的關係社工的價值視角與輔導介入過程的關係：：：：反反反反

思與再思思與再思思與再思思與再思」」」」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區結蓮女士區結蓮女士區結蓮女士區結蓮女士    
                     資深社工，現職仁愛堂專業輔導發展顧問 

� 「「「「進步的社會工作進步的社會工作進步的社會工作進步的社會工作：：：：批判與實踐批判與實踐批判與實踐批判與實踐」」」」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何慧芝女士何慧芝女士何慧芝女士何慧芝女士    
                     前線社工，香港政策透視主席 

 

2.1B2.1B2.1B2.1B 青年政策的青年政策的青年政策的青年政策的再思再思再思再思：：：：批判青年工作的未來批判青年工作的未來批判青年工作的未來批判青年工作的未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 4444 樓樓樓樓 16161616 號演講室號演講室號演講室號演講室    （（（（LT-16））））    
    

� 「「「「後青年工作後青年工作後青年工作後青年工作：：：：政策與實踐政策與實踐政策與實踐政策與實踐」」」」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邵家臻先生邵家臻先生邵家臻先生邵家臻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 社會工作系 講師 

� 「「「「青年參與是怎樣的一回事青年參與是怎樣的一回事青年參與是怎樣的一回事青年參與是怎樣的一回事----青年政策倡議的青年政策倡議的青年政策倡議的青年政策倡議的                

背後背後背後背後」」」」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江貴生先生江貴生先生江貴生先生江貴生先生    

                                                    青年聯社召集人    

� 「「「「批判青年工作的實踐空間批判青年工作的實踐空間批判青年工作的實踐空間批判青年工作的實踐空間    ----    青年工作者的青年工作者的青年工作者的青年工作者的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蔡偉畧先生蔡偉畧先生蔡偉畧先生蔡偉畧先生    
              前線社工、文化研究系畢業生 

15:45 – 16:00   （小休） 
16:00 – 
17:30 

    

2.2A2.2A2.2A2.2A 就業服務的狂飆就業服務的狂飆就業服務的狂飆就業服務的狂飆：：：：剝削與充權的可能剝削與充權的可能剝削與充權的可能剝削與充權的可能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 4 樓樓樓樓 11 號演講室號演講室號演講室號演講室 （（（（LT-11））））    
    

� 「「「「失落了工人的社會工作失落了工人的社會工作失落了工人的社會工作失落了工人的社會工作」」」」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蘇耀昌博士蘇耀昌博士蘇耀昌博士蘇耀昌博士    

基層大學、街坊工友服務處幹事    

� 「「「「從就業服務到社會保護制度從就業服務到社會保護制度從就業服務到社會保護制度從就業服務到社會保護制度」」」」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蔡海偉先生蔡海偉先生蔡海偉先生蔡海偉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政策倡議及國際事務業

務總監 

� 「「「「青年就業服務青年就業服務青年就業服務青年就業服務：：：：充權的個案工作充權的個案工作充權的個案工作充權的個案工作」」」」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譚健忠先生譚健忠先生譚健忠先生譚健忠先生 

      香港職工會聯盟 培訓主任 

    

2.2B2.2B2.2B2.2B 生態公義與經濟福利的矛盾結合生態公義與經濟福利的矛盾結合生態公義與經濟福利的矛盾結合生態公義與經濟福利的矛盾結合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 4 樓樓樓樓 16 號演講室號演講室號演講室號演講室 （（（（LT-16））））    
    

� 「「「「社區經濟與生態運動社區經濟與生態運動社區經濟與生態運動社區經濟與生態運動」」」」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鄭淑貞女士鄭淑貞女士鄭淑貞女士鄭淑貞女士 

        聖雅各福群會 社區發展服務    

� 「「「「婦女服務與婦女服務與婦女服務與婦女服務與生產生產生產生產、、、、消費消費消費消費」」」」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陸少琼女士陸少琼女士陸少琼女士陸少琼女士 

                                    綠慧公社職工有限責任合作社 理事長 

� 「「「「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土地土地土地土地、、、、生產生產生產生產」」」」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袁易天先生袁易天先生袁易天先生袁易天先生    

             香港永續農業關注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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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6 月 20日（星期日） 

09:00 - 09:30 登記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城大城大城大城大 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 4 樓樓樓樓  5 號演講室號演講室號演講室號演講室 （（（（LT-5）））） 

09:30 - 09:45 大會致辭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平衡論壇環節平衡論壇環節平衡論壇環節平衡論壇環節 

09:50 - 
11:20 

 

3.1A3.1A3.1A3.1A 社工教我認識社工教我認識社工教我認識社工教我認識““““disabilitydisabilitydisabilitydisability””””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 紫色區紫色區紫色區紫色區 4 樓樓樓樓 901 室室室室 （（（（P4-901））））    
    

� 「「「「如何扭轉殘缺的復如何扭轉殘缺的復如何扭轉殘缺的復如何扭轉殘缺的復康政策與服務康政策與服務康政策與服務康政策與服務？」？」？」？」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張超雄博士張超雄博士張超雄博士張超雄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講師、 

正言匯社社長 

� 論者論者論者論者：：：：李智良先生李智良先生李智良先生李智良先生 

作家，香港大學 比較文學碩士，曾被

診斷有燥鬱症，服食精神科葯物 13 年 

� 「「「「再思殘疾的意義再思殘疾的意義再思殘疾的意義再思殘疾的意義」」」」    

論者論者論者論者：：：：何淑儀女士何淑儀女士何淑儀女士何淑儀女士 

曾從事社區復康工作，主力與殘疾人

士及長期患病者並肩發展自助組織，

以及倡議復康及福利政策的改善 

 

3.1B3.1B3.1B3.1B 沒有發展觀的社區發展工作沒有發展觀的社區發展工作沒有發展觀的社區發展工作沒有發展觀的社區發展工作!? !? !?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 紫色區紫色區紫色區紫色區 4 樓樓樓樓 906 室室室室 （（（（P4-906））））    
    

� 「「「「發展的迷思發展的迷思發展的迷思發展的迷思：：：：進步發展觀引發香港社區工作進步發展觀引發香港社區工作進步發展觀引發香港社區工作進步發展觀引發香港社區工作    

   的思考的思考的思考的思考」」」」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楊鍚聰先生楊鍚聰先生楊鍚聰先生楊鍚聰先生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 講師 

� 「「「「社區發展工作的困局與新嘗社區發展工作的困局與新嘗社區發展工作的困局與新嘗社區發展工作的困局與新嘗」」」」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李大成先生李大成先生李大成先生李大成先生 
社區發展陣線代表 

� 「「「「因因因因「「「「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之名之名之名之名––––大澳經驗大澳經驗大澳經驗大澳經驗」」」」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謝世傑先生謝世傑先生謝世傑先生謝世傑先生 
    前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同工 

11:30 - 
13:00 

    

3.2A3.2A3.2A3.2A 長者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長者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長者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長者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批判性的批判性的批判性的批判性的

視角視角視角視角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 紫色區紫色區紫色區紫色區 4 樓樓樓樓 901 室室室室 （（（（P4-901））））    
 

� 「「「「本港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政策的得失和改本港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政策的得失和改本港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政策的得失和改本港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政策的得失和改    

革的可能革的可能革的可能革的可能」」」」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藍宇喬藍宇喬藍宇喬藍宇喬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老人權益促進會執委 

� 「「「「院舍照顧服務政策轉變對前線員工和服務院舍照顧服務政策轉變對前線員工和服務院舍照顧服務政策轉變對前線員工和服務院舍照顧服務政策轉變對前線員工和服務    

質素的影響質素的影響質素的影響質素的影響」」」」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鄭清發先生鄭清發先生鄭清發先生鄭清發先生    

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理事  

� 「「「「社區照顧者回應的缺席社區照顧者回應的缺席社區照顧者回應的缺席社區照顧者回應的缺席、、、、如何發聲和政府如何發聲和政府如何發聲和政府如何發聲和政府    

角色角色角色角色」」」」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胡文龍先生胡文龍先生胡文龍先生胡文龍先生 
                    關注社區照顧政策人士 

 

3.2B 性如何被論述性如何被論述性如何被論述性如何被論述？？？？ 一場道德角力一場道德角力一場道德角力一場道德角力：：：：以性以性以性以性

罪犯名冊為例罪犯名冊為例罪犯名冊為例罪犯名冊為例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 紫色區紫色區紫色區紫色區 4 樓樓樓樓 906 室室室室 （（（（P4-906）））） 
 

� 「「「「當社福界遇上性罪犯名冊當社福界遇上性罪犯名冊當社福界遇上性罪犯名冊當社福界遇上性罪犯名冊」」」」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何芝君博士何芝君博士何芝君博士何芝君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 副教授     

� 「「「「與與與與『『『『性罪犯性罪犯性罪犯性罪犯』』』』同行同行同行同行：：：：提供服務的反思提供服務的反思提供服務的反思提供服務的反思」」」」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江寶祥江寶祥江寶祥江寶祥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明愛朗天計劃項目主任 

� 「「「「兒童及青少年的性權與性教育兒童及青少年的性權與性教育兒童及青少年的性權與性教育兒童及青少年的性權與性教育：：：：單從單從單從單從『『『『保保保保

護護護護』』』』出發是否上策出發是否上策出發是否上策出發是否上策!?!?!?!?」」」」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陳效能博士陳效能博士陳效能博士陳效能博士 

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 副教授，

一名家長 

13:00 - 14:00 （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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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平衡論壇環節平衡論壇環節平衡論壇環節平衡論壇環節 
 

14:15 –
15:45 

 

4.1A 4.1A 4.1A 4.1A 社會工作的知識生產社會工作的知識生產社會工作的知識生產社會工作的知識生產：：：：實證為本社會實證為本社會實證為本社會實證為本社會

工作的前設與影響工作的前設與影響工作的前設與影響工作的前設與影響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 紫色區紫色區紫色區紫色區 4 樓樓樓樓 901 室室室室 （（（（P4-901））））    
 

� 「「「「實證為本與實證主義的知識論實證為本與實證主義的知識論實證為本與實證主義的知識論實證為本與實證主義的知識論、、、、方法論及方法論及方法論及方法論及    

世界觀世界觀世界觀世界觀」」」」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鄭鈺鈿博士鄭鈺鈿博士鄭鈺鈿博士鄭鈺鈿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 講師 

� 「「「「結合與矛盾結合與矛盾結合與矛盾結合與矛盾：：：：實證為本與進步發展的社會實證為本與進步發展的社會實證為本與進步發展的社會實證為本與進步發展的社會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蕭德健先生蕭德健先生蕭德健先生蕭德健先生 

         社會服務研究員    

� 「「「「實證為本潮流對前線同工的影響實證為本潮流對前線同工的影響實證為本潮流對前線同工的影響實證為本潮流對前線同工的影響」」」」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何振宇先生何振宇先生何振宇先生何振宇先生 
         前線社工 

 

4.1B4.1B4.1B4.1B 自助組織與社會參與自助組織與社會參與自助組織與社會參與自助組織與社會參與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 紫色區紫色區紫色區紫色區 4 樓樓樓樓 906 室室室室 （（（（P4-906）））） 
    

� 「「「「自助自主的空間自助自主的空間自助自主的空間自助自主的空間：：：：自助運動的過去與未來自助運動的過去與未來自助運動的過去與未來自助運動的過去與未來」」」」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梁志遠梁志遠梁志遠梁志遠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 導師 

� 「「「「社會福利變革下自務組織的危與機社會福利變革下自務組織的危與機社會福利變革下自務組織的危與機社會福利變革下自務組織的危與機」」」」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李曉燕女士李曉燕女士李曉燕女士李曉燕女士    

          四合院-民間組織互助平台、木綿社主席 

� 「「「「自助組織發展自助組織發展自助組織發展自助組織發展––––融合與拓展融合與拓展融合與拓展融合與拓展」」」」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陳鈺意女士陳鈺意女士陳鈺意女士陳鈺意女士    

                                                    自助組織發展中心 主席 

15:45 – 16:00小休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總結及大會宣言總結及大會宣言總結及大會宣言總結及大會宣言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城大城大城大城大 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教學樓 4 樓樓樓樓 5 號演講室號演講室號演講室號演講室 （（（（LT 5）））） 
 

16:00 – 
17:00 
 

「「「「本地進步社會工作的展望本地進步社會工作的展望本地進步社會工作的展望本地進步社會工作的展望」」」」    

嘉賓主持：賴建國先生賴建國先生賴建國先生賴建國先生 明愛徐誠斌學院 社會科學系課程主任 
講  者：李建賢博士李建賢博士李建賢博士李建賢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 社會工作系 政策研究組召集人、高級講師 

黃黃黃黃    洪博士洪博士洪博士洪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張超雄博士張超雄博士張超雄博士張超雄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 講師、正言匯社社長 
大會代表大會代表大會代表大會代表 

 

17:00 – 18:00  （公開討論） 

18:00 – 18:15  （大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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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A2.1A2.1A2.1A「「「「家庭及輔導工作家庭及輔導工作家庭及輔導工作家庭及輔導工作」」」」        
 

近年來，提升輔導技巧成為社會工作者培訓的重點，實務的輔導培訓五花百門，輔

導知識越來越專門化、專業化、家庭化與個人化。至於那些輔導知識，是否能回應轉變中

社會的需要、是否能為基層市民帶來長遠的生活改善，箇中的優劣與限制，業界甚少討論

與反思。 

 

一般來說，社工的強項是觀人於微，有較敏銳的觀察力及敏銳力。在輔導房內，每

一節的輔導的成效究竟是做到幾多，「work 到幾多」，輔導員自己最清楚，輔導員對輔導

成效的自我評價，有時候比書面的紀錄（recording）更細膩、更真實、更坦誠。不過，總

有各種原因，輔導但「又 work 唔到」的東西，不會被書面紀錄下來，不會被紀錄下來的

東西，可能是關於前線社工的職能「work 唔到」的問題，包括是社會系統問題、社會政策

問題、不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不平等的社會保障等等。有時候，在缺乏社會制度及政策

的配套及改善下，情緒和心靈輔導劑只能夠為弱勢社群帶來短期的止痛作用，向服務使用

者給予心靈雞湯後，卻仍然未能消除納悶及「唔 work」的感覺。  

 

關於「唔 work」的主流論述，業界普遍認為這是輔導員的輔導技巧不足，或是缺乏

上司的督導。簡單的論述，只會得出簡單的解決方法。由學院的社工教育、以至各社工職

級的工作及職能分類 （前線社工、中層、管理層），把微觀技巧（micro skills） 與宏觀視

野（macro skills） 過度專門分類，使社會工作的任務變得支離破碎、零散化和界線化，更

重要的是，這種發展不知不覺地讓我們把社會問題的詮譯變得簡單與狹義，甚少作深入的

討論與分析，社會工作者更可能不知不覺地成為了社會控制的工具，直接或間接地助長不

平等社會政策的延續。 

 

傳統的個案工作介入技巧有其寶貴及可取之處，如何把基本的輔導技巧及弱勢社群

所 面 對 的 生 活 處 境 的 故 事 ， 由 微 觀 技 巧  （ micro skills ）  貫 穿 至 宏 觀 分 析（ macro 

analysis），把輔導技巧連結至對社會現象的分析，融入進步的觀點與視角，帶領機構、同

工與服務使用者一起反思社會系統與社福政策對其日常生活的影響，並把社工的日常工作

與價值觀連貫起來，切實地實踐平等與公義的價值信念，同共推動更進步的家庭及輔導工

作，是我們今天同共所關心的議題。社會工作，是時候要作深切與批判的反思了！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IFSCIFSCIFSCIFSC 的社會功能與社會控制的社會功能與社會控制的社會功能與社會控制的社會功能與社會控制：：：：視點與盲點視點與盲點視點與盲點視點與盲點」」」」    

講者：朱志強博士（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多年來對尋解輔導模式，親子教育及家庭輔導工作有深入的研究，積極參與前線社工

的培訓，深受家庭服務社工的歡迎。曾撰寫「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檢討—前線同工的觀點 

研究報告 （2009）」，把服務制度的限制與不足，前線同工的處境與障礙，作出深入及批

判的研究與分析，他以行動實踐，走出象牙塔，告訴我們甚麼是真理會越辯越明。 

電郵：ssckchu@polyu.edu.hk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社工的價值視角與輔導介入過程的關係社工的價值視角與輔導介入過程的關係社工的價值視角與輔導介入過程的關係社工的價值視角與輔導介入過程的關係：：：：反思與再思反思與再思反思與再思反思與再思」」」」    

講者：區結蓮女士（資深社工，現職仁愛堂專業輔導發展顧問）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從事社會工作廿七年，有豐富小組輔導工作經驗，多年來

帶領各類成人個人成長小組超過六十個，曾接受香港電台電視部之邀請，出任小組輔導員

並協助攝製心理教育節目「愛子方程式」及「EQ 方程式」。1996 年獲香港社會工作人員

協會頒發全港最優秀社工獎，2010 年獲香港大學頒贈傑出校友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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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進步的社會工作進步的社會工作進步的社會工作進步的社會工作：：：：批判與實踐批判與實踐批判與實踐批判與實踐」」」」    

講者：何慧芝女士（前線社工、香港政策透視主席、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兼職講師） 

畢業於浸會大學社工系，英國列斯大學社會及公共政策碩士，深信社會工作者是一份

堅守價值觀與信念，倡議社會平等與公義的工作，每天努力地透過文字、行動、學習及參

與批判的社會工作與社會運動。 

電郵：policyviewer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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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 2.1B 2.1B 2.1B 青年政策的再思青年政策的再思青年政策的再思青年政策的再思：：：：批判青年工作的未來批判青年工作的未來批判青年工作的未來批判青年工作的未來    
 

由六七十年代開始，本地青年工作便走向一個較補救性的工作向度，而較少提及青年

組群的權益，同時亦欠缺青年政策來肯定青年的需要。往往提及青年的需要，就是以「問

題」來出發；近年，青年服務個案取向亦日漸普遍，而這個問題取向亦更突顯了青少年問

題化的現象。 

 

同時，青年工作的討論點是帶點潮流性的，青年工作的討論沉寂了一段時間，近期又

因八十後青年、援交現象、青年驗毒等有關青年的新聞而再次蓬勃起來。這個青年討論不

斷循環、生生不息。但我們長久而來，所提及的青年政策卻還是不了了之，被擱置一旁，

社會上根本沒有共識需要青年政策來顧及青年人的不同需要，當社會認為青年問題出現

時，便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嘗試解決問題，更甚的有時會是「頭痛醫了

腳」，沒有解決最根本的核心，反映社會欠缺一套完整的青年觀去了解、肯定及回應青年

人的需要。 

 

縱然擁有青年政策也不代表能有效回應青年的需要，因為政策的制訂往往都欠缺最重

要的一部份-青年的參與，又或是只有某部份的青年能被納入邀請作討論的對象。但是沒

有青年的聲音，沒有青年參與的政策制訂，如何讓青年需要被照顧及被肯定？現今的青年

工作者限於種種因素，能與青年人談及與他/她們自身的政策已很少，更不用說與他們一

起爭取，但其實青年工作者正面對著什麼的限制，而這些限制能否被突破？而較批判的青

年工作在現今的本地社會工作又能否實踐？另外，爭取青年權益的民間團體，當與青年爭

取時，又面對著什麼的困難，背後又有什麼理念？就讓我們在《青年政策的再思：批判青

年工作的未來》一節，延續未完的討論。 

    

講者簡介講者簡介講者簡介講者簡介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後青年工作後青年工作後青年工作後青年工作：：：：政策與實踐政策與實踐政策與實踐政策與實踐    

講者：邵家臻（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講師） 

於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任教，香港電台《思潮作動》及無線電視《全民開講》節目主

持，星島日報、AM730、號外、文化現場及明報月刋專欄作家。努力執正自己，出書 19

本，近作為《學習講話》（2009）、《o 靚》（2010）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青年參與是怎樣的一回事青年參與是怎樣的一回事青年參與是怎樣的一回事青年參與是怎樣的一回事    ––––    青年政策倡議的背後青年政策倡議的背後青年政策倡議的背後青年政策倡議的背後    

講者：江貴生（青年聯社召集人） 

以「捍衛青年權」為信念，於 2004 年成立青年聯社，與青年一起爭取切身權益，曾

關注的議題有單身青年申請公屋、考評局失誤、驗毒計劃等。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批判青年工作的實踐空間批判青年工作的實踐空間批判青年工作的實踐空間批判青年工作的實踐空間    ––––    青年工作者的反思青年工作者的反思青年工作者的反思青年工作者的反思    

講者：蔡偉畧（前線社工，嶺南文化研究系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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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A2.2A2.2A2.2A 就業服務的狂飆就業服務的狂飆就業服務的狂飆就業服務的狂飆：：：：剝削與充權的可能剝削與充權的可能剝削與充權的可能剝削與充權的可能    
 

從經濟環境的變化後，香港勞動市場由製造業轉為服務業。在經濟轉型的同時，一些

基層勞工被迫排除在勞工市場以外，就此政府推出不同的就業服務配套，用意在於令基層

勞工「再培訓」，以配合現時的「知識型經濟」。這些就業服務的提供亦交由社福界處

理，提供包括自力更新支援計劃、深入就業輔導、再培訓課程、展翅青見計劃、青年自僱

計劃、中年就業計劃、就業展才能計劃等。 

 

社工的角色亦面對兩難，明知道投入的勞動市場只是充斥著低工資、長工時、零散

化，但機構為了交數施壓給同工，「鼓勵」基層勞工投入這病態的勞動市場，在過程當中

雖然是幫助了勞工重投勞動市場，無形中變相成為勞工剝削的幫兇。 

 

這一節我們請來幾位嘉賓，從搞工人運動、制度下就業服務面對的處境、運用就業服

務的平台做充權工作的角度，探討勞工的剝削與充權的可能，如何在就業服務做得進步一

點。 

 

關注點關注點關注點關注點：：：：    

1. 失落了工人的社會工作 

2. 從就業服務到社會保護制度 

3. 青年就業服務：充權的個案工作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失落了工人的社會工作失落了工人的社會工作失落了工人的社會工作失落了工人的社會工作」」」」    

講者：蘇耀昌博士 

街坊工友服務處幹事，同根社顧問，基層大學成員。半生思索基層及工運路

向，未有結論。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從就業服務到社會保護制度從就業服務到社會保護制度從就業服務到社會保護制度從就業服務到社會保護制度」」」」    

講者：蔡海偉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政策倡議及國際事務業務總監，主要負責社會發展、扶

貧、社會保障和服務等方面的研究和倡議工作。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青年就業服務青年就業服務青年就業服務青年就業服務：：：：充權的個案工作充權的個案工作充權的個案工作充權的個案工作」」」」    

講者：譚健忠先生 

香港職工會聯盟的培訓主任，主要工作是舉辦青年就業服務，及組織青少年

關心勞工權益及其他民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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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B 2.2B 2.2B 2.2B 生態公義與經濟福利的矛盾結合生態公義與經濟福利的矛盾結合生態公義與經濟福利的矛盾結合生態公義與經濟福利的矛盾結合 
 

不少人認為經濟發展、普及福利、生態保護是毫不相干，甚至有所衝突的事。要有普

及性的福利，必須要有穩定而巨額的稅收；政府要得到龐大收入，經濟必須不斷而強勁地

增長；而工業化、現代化的經濟，必然產生許多外延性（externalities），對自然環境、社

群生活造成破壞，如暖化、伐林、精神緊張、家庭解體、暴力行為等。這種邏輯似乎悲觀

地得出，「福利要增長必會導致生態破壞，更吊詭地製造更多社會問題」令人不忿的結

論。以興建高鐵為例，支持者一貫地提出刺激經濟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而反對者則懷疑

其創造就業的能力，較少跳出發展基建及背後的擴張式經濟思維。不幸的是，這些生態主

義者又被批評為脫離現實，無視基層失業失生計的苦況。在這層次上，就業、經濟、福

利、生態一同處於矛盾的位置。 
 

社會福利一直以「集體消費」的面貌出現，大部份的服務亦針對社會再生產的範疇，

如照顧家庭、人力發展、勞動力離開市場的生計問題等。這種社會消費與私人消費有無不

同? 要完善福利制度，提升人類的福利水平，需要什麼社會、經濟條件?近年的工作福利改

革不斷強制剩餘勞動力，重新進入就業市場，希望重建這些底層階級的工作倫理以自力更

生。這是否意味需要更強勁的經濟發展，才可吸納這些勞動力? 但不斷增長的經濟，究竟

有無盡頭或限制呢? 全民就業式的經濟，在解放底層階級，還是壓迫她/他們?  
 

「經濟活動」其實不止於以利潤為本的經濟，香港社會亦出現過很多依附著舊社區、

鄉郊的小規模經濟活動，它們亦不以牟取巨額利潤為目的，反而更接近於等價交換的原始

經濟活動。民間團體及少數福利機構，都以合作社的形式，實踐民主參與的經濟活動，如

共同決策、擁有、分享。不少社區經濟更與「環保」經濟活動有關，如二手物交換、循環

製造物等，不單減少過度消費而對生態有利，更重新讓人體驗生活、生產的民主，抵抗異

化勞動的「自主經濟」。 
 

這些社區經濟活動與生態、土地有多少關係?在社會服務機構中，是否有空間進行這

些嘗試? 社會福利最終目的，仍提升人類的福祉（well-being），不單是政府提供的福利制

度，更涉及整個社會的改革。福祉的內涵應包含了（集體）必須消費品、社群關係、生態

關係等，可滿足到這些物資及精神的需要，避免以人類支配世界的殖民關係對待自然。 
 
思考點思考點思考點思考點：：：： 
 
1. 社會公義、經濟公義與生態公義可否同時存在?  
2. 香港的經濟發展、土地運用，如何破壞既有的土地保護活動（農業）? 重建農業經濟是

否可行? 
3. 福利改革可否讓基層削減工時，甚至從事農業、土地保育的勞動，同時獲得社會的生

活津貼? 
4. 社會服務如何鼓勵生態保護、經濟參與，但又可超越個人生活習慣的改變或強制就

業，達致集體的解放? 
5. 進步的福利，如何將人從異化的工作環境中解放出來?  
6. 如何豐富「社會福利」的指標? 
7. 「經濟活動」是否等同「市場經濟活動」? 這些烏托邦式的經濟活動，是否現實，還是

小圈子活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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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題目題目題目：「：「：「：「社區經濟與生態運動社區經濟與生態運動社區經濟與生態運動社區經濟與生態運動」」」」 

講者：鄭淑貞女士（聖雅各福群會社區發展服務） 
從事多年社區工作。近年將基本生活保障運動，與社區經濟計劃結合起來，從消費面

轉移至生產面，組織綜援人士參與集體生產、消費、接觸土地活動，嘗試超越「自力更

生」的狹義經濟論述。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婦女服務與生產婦女服務與生產婦女服務與生產婦女服務與生產、、、、消費消費消費消費」」」」 

講者：陸少琼女士（綠慧公社職工有限責任合作社理事長） 
曾參與社區中心的婦女小組活動，從關注社區設施擴闊至環境生態與婦女的命運，了

解到兩者密不可分。近年以合作社嘗試對抗主流經濟模式，發展可持續的經濟活動。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土地土地土地土地、、、、生產生產生產生產  

講者：袁易天先生（香港永續農業關注協會） 
有機農夫，關注土地與經濟發展的問題，身體力行地保護土地保護社群價值，積極投

入反高鐵運動。 
  



- 20 - 

3.1A3.1A3.1A3.1A 社工教我認識社工教我認識社工教我認識社工教我認識““““disabilitydisabilitydisabilitydisability””””    
 

近年復康服務出現愈來愈多的社會企業，不斷強調參與市場的重要；同時，近年不斷

發生精神復康者在社區內的傷人事件。這些現象反映什麼? 去院舍化目結果能讓復康者重

回社區生活，較在院舍生活有尊嚴嗎? 過去的復康院舍究竟有什麼問題? 社企、就業（自

力更生）是否讓他們獨立及自主的途徑? 復康政策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社工是在控制復康者還是解放他/她們? 這是更擾人的問題，直指社工存在的意義及道

德價值。我們似乎難以否定復康者面對的困難，如何避免弱化他/她們，挑戰對他/她們不

利的社會安排? 在一般福利機構中，蕭規曹隨的復康服務（如庇護工場?）如何可以進步一

點? 

這節的名稱可能令人誤會我們認為 disability 需要社工來教導，其實相反，我們要探討社工

在建構「殘疾」做的好事、壞事或無所事事。 

 

在過去數十年中，香港存在著不同模式的「復康服務」，但似乎較多的傳統模式，都

以「殘疾」這個健全中心主義（ablism）的角度出發，提供一些「適應性」的社會服務，

嘗試將他/她們融入主流的社會秩序中，甚至與醫療體系共謀地壓迫受害者，主宰了其生

活方式的選擇。不過，外國的經驗其實早已超越這種建構某些少數群體為較次一等的服務

模式，如所謂「社會模式」（Social Model），針對現存的制度、結構、設施，是否不利於

某些少數群體（有利於大部份人士），如使用「不同能力人士」來重新建構社會不同群體

的差異，不以能力 – 生產力作為建構身份的單一元素。 

 

因此，「復康社會工作」可以是進步的，因為殘障的不是個人，而是不平等的社會制

度。 

 

思考點思考點思考點思考點：：：：    

1. 什麼是「殘疾」? 社工/社福機構/社會福利在建構「殘疾」上，扮演著什麼角色? 是否

其他專業發揮共謀角色壓迫了「不同能力人士」而不自知? 

2. 復康運動如何改革復康政策，以至講求速度、生產力的社會結構? 如何達致真正共融的

社會? 能否與其他社會運動結盟? 

3. 有沒有較進步的復康社會工作? 發展自助組織、充權工作有什麼優勢或限制?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如何扭轉殘如何扭轉殘如何扭轉殘如何扭轉殘缺的復康政策與服務缺的復康政策與服務缺的復康政策與服務缺的復康政策與服務？？？？        

講者：張超雄博士（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正言匯社社長） 
曾任立法會議員、大學民選校董，與多個復康的自助組織發起多次的運動，關注院舍

宿位、教育權利；亦曾與多個基層團體合作，爭取改善弱勢社群的福利。 
 

論者：李智良先生（作家，香港大學 比較文學碩士，曾被診斷有燥鬱症，服食精神科葯

物 13年） 
潮粵移民之後，出生於電視宣傳片中那個香港，此後長期滯留。現從事翻譯，為「香

港獨立媒體網」編輯之一。著有中、英語詩歌／小說集《白瓷》（Porcelain）。評論、創

作散見各種報刋，不贅。個人網誌「處決 1938！」見 http://oblivion1938.com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再思殘疾的意義再思殘疾的意義再思殘疾的意義再思殘疾的意義    

論者：何淑儀女士 
曾從事社區復康工作，主力與殘疾人士及長期患病者並肩發展自助組織，以及倡議復

康及福利政策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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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B3.1B3.1B3.1B 沒有發展觀的社區發展工作沒有發展觀的社區發展工作沒有發展觀的社區發展工作沒有發展觀的社區發展工作!?!?!?!? 

鄰舍層面發展計劃，於七、八十年代的房屋運動、基層運動上，擔當了重要組織居民的角

色，服務使用者能夠提昇爭取合理權益的意識，推動政策上改變。踏入九十年代，政府銳

意削減服務，另投放新服務時，卻限制了組織與倡議的元素。時至今日，政府認為社區發

展工作已完成其歷史任務。事實上並非如此，有很多同工依然在社區發展工作的服務中默

默耕耘，另一方面，亦有同工以社區工作的手法，介入不同的服務類別之中。 

有評論認為過去的社區工作，除了重視了權益、改善政策的面向之餘，卻忽略了「發展」

二字。社會需要怎樣的發展？政府近年來大力「發展」新界及離島的土地，換來急速及有

利地產商的發展模式。政府所謂的「發展」，誰是得益者？基層市民在政府的「發展觀」

下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會是趨向更公平抑或更不義呢？社區發展工作又應如何「理解」

發展？面對政府「發展就是更道理」的論述，社區發展工作又有沒有另類的「發展觀」？

「發展取向」與「權益取向」的社區工作有何分別？「發展觀」的缺席，是否失去了社區

發展工作的意義？ 

  我們將嘗試引用內地城鄉差距的例子為背景，借用發展觀作為另一種宏觀分析的工

具，重新開啟我們對貧窮，對生活選擇、生活的可能等覺度，希望我們社區工作有更多完

化的討論及介入。 

 

        

思考點思考點思考點思考點：：：：    

1）現時社區工作的發展及服務上的改變如何? 於新社區上有何新的嘗試? 

2）以大澳組織工作為例子，引入「發展」考量，有甚麼介入上的不同？有何反思價值? 

3）借用大陸中西部地區參與農村發展經驗的發展經驗，對香港社區工作發展有何參考的

作用。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發展的迷思發展的迷思發展的迷思發展的迷思: : : : 進步發展觀引發香港社區工作的思考進步發展觀引發香港社區工作的思考進步發展觀引發香港社區工作的思考進步發展觀引發香港社區工作的思考???? 

講者：楊鍚聰先生（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前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同工，，，，15 年在大陸中西部地區參與農村發展經驗，嘗試把市

鄉發展觀引入香港的組織經驗作參照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社區發展工作的困局與新嘗社區發展工作的困局與新嘗社區發展工作的困局與新嘗社區發展工作的困局與新嘗 

講者：李大成先生（社區發展陣線代表） 

前社區中心同工，20 年社會工作經驗，曾服務精神病康復者、幼童、政黨及現職民間

團體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可持續發可持續發可持續發可持續發展展展展」」」」的社區發展工作的社區發展工作的社區發展工作的社區發展工作    ----    大澳經驗大澳經驗大澳經驗大澳經驗 

講者：謝世傑先生（前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同工） 

10 年青少年福利工作員經驗。16 年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工作經驗，其中 5 年時間

於大澳作組織工作， 09 年 4 月至今為大澳環境及發展關注協會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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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A3.2A3.2A3.2A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批判性的批判性的批判性的批判性的視角視角視角視角    
 

自 1973 年開始，社區照顧可以說是香港長者服務政策的基石。「目前香港長者社區

照顧政策已進一步走向『剩餘化』，長者在社區內接受照顧的目標，也漸漸改變爲老人由

社區提供照顧，因而社區照顧也變成家庭照顧，而所謂社區的互助精神，只是空泛的口號

而缺乏 實質的 內容 」 （〈香 港老人 社區 照 顧：由 政策到 政治 〉 趙維生 、黃昌 榮，
1998）。在缺乏全港性護老者自助組織、護老者未廣泛發聲的情況下，恐怕社區照顧的

扭曲更為嚴重。 
 
另一方面，隨著二千年開始資助機構繼推行一筆過撥款和服務外判，加上政府正計算

實行「錢跟老人走」，並設置入住資助安老院入息審查，凡此種種，都對資助安老院和私

人安老院（含買位服務）的服務質素和員工工作條件造成衝擊。隨著年初「逼老人食糞事

件」出現，再次引起大眾關注院舍服務質素，是時候讓我們作出全面檢視了。 
 
關注點關注點關注點關注點：：：： 
1. 本港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政策的得失和改革的可能 
2. 社區照顧者聲音的缺席、如何發聲和政府角色 
3. 院舍照顧服務政策轉變對前線員工和服務質素的影響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本港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政策的得失和改革的可能本港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政策的得失和改革的可能本港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政策的得失和改革的可能本港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政策的得失和改革的可能」」」」 
講者：藍宇喬女士（香港老人權益會執委） 

多年從事長者工作，關注長者及婦女權益。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院舍照顧服務政策轉變對前線員工和服務質素的影響院舍照顧服務政策轉變對前線員工和服務質素的影響院舍照顧服務政策轉變對前線員工和服務質素的影響院舍照顧服務政策轉變對前線員工和服務質素的影響」」」」  
講者：鄭清發先生（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理事） 

多年來從事長者照顧工作，關注家居服務外判及私人安老院質素，要求社署制定長遠

福利規劃，保障員工權益。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社區照顧者回應的缺席社區照顧者回應的缺席社區照顧者回應的缺席社區照顧者回應的缺席、、、、如何發聲和政府角色如何發聲和政府角色如何發聲和政府角色如何發聲和政府角色」」」」 
講者：胡文龍先生（關注社區照顧政策人士） 

最近成為護老者，雖然只是剛開始照顧中風不久，半身不遂的老父，但卻也因是不久

遠的體驗，記憶尤新，也感觸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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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B3.2B3.2B3.2B 性如何被論述性如何被論述性如何被論述性如何被論述? ? ? ? 一場道德角力一場道德角力一場道德角力一場道德角力：：：：以性罪犯名冊為例以性罪犯名冊為例以性罪犯名冊為例以性罪犯名冊為例    
 

2008年中，法律改革咨詢委員會因為政府要求，就著設立性罪犯名冊的臨時建議作出

公眾咨詢，旨在透過有關政策防止曾干犯性罪行人士從事兒童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

（智障人士/精神病患者）相關的工作，當時不少民間團體都曾就該建議提出反對及關

注。2010年 2 月 2 日，委員會終於發表咨詢報告，表明同意應盡快落實有關建議，政府回

應指可望於年半內執行相關的臨時措施。 
 
有社福機構表明，考慮到來自公眾及家長的壓力，一旦透過性罪犯名冊發現員工曾干

犯相關性罪行，便無可避免將其解僱。我們應保護性罪犯的私隱而無視兒童被侵犯的風

險，還是以保護兒童為由侵犯更生人士的私隱，抑或我們尚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現時方案明顯從僱主和行政的角度出發（只要聘請員工或招募義工從事兒童工作，就

有權向相關機構查冊），僱主／消費者同時分擔了政府在遏止性罪行方面的執法責任，社

福界也難免受到影響。此外，性罪行更新人士是這個方案中最受影響的一群。首先我們要

思考各種性罪行是否都與「侵犯兒童」存在相關性，有關名冊對更生人士來說也是「第二

次判刑」，還有業界人士指出香港性罪行的高重犯率在於現時根本沒有為這些更生人士提

供足夠的輔導及支援服務。我們需要多了解他/她們的處境和需要，以至性權、性罪行與

保護兒童之間的關係。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當社福界遇上性罪犯名冊當社福界遇上性罪犯名冊當社福界遇上性罪犯名冊當社福界遇上性罪犯名冊」」」」 

講者：何芝君博士（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現任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在系內主要教授「社會工作的理論與實

踐」、「性別與社會工作」等學科，研究興趣包括社區發展、婦女與性別等。何博士除了

學院的教育工作外，亦走出象牙塔，積極參與和支援多場社會運動。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與與與與『『『『性罪犯性罪犯性罪犯性罪犯』』』』同行同行同行同行：：：：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服服服服務務務務的反思的反思的反思的反思」」」」  

講者：江寶祥先生（明愛「朗天計劃─性健康重建服務」項目主任）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從事學校社工及家庭服務十多年，開展為曾在童年

有過被性侵犯經驗的成年男性的輔導。在 2008年，開展為有性侵犯他人問題人士提供社

區支持服務，從與尋求支持人士的對話中，認識性侵犯問題在怎樣運作、影響著每一個人

的生活。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兒童及青少年的性權與性教育兒童及青少年的性權與性教育兒童及青少年的性權與性教育兒童及青少年的性權與性教育：：：：單從單從單從單從『『『『保護保護保護保護』』』』出發出發出發出發是否上策是否上策是否上策是否上策!?」」」」  

講者：陳效能博士（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副教授，一名家長） 

陳博士是新婦女協進會執行委員會委員，現正在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任副教

授，近期研究的題目是青少年的性愛觀，同時也是兩名孩子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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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A4.1A4.1A4.1A 社會工作的知識生產社會工作的知識生產社會工作的知識生產社會工作的知識生產：：：：實證為本社會工作的前設與影響實證為本社會工作的前設與影響實證為本社會工作的前設與影響實證為本社會工作的前設與影響    
   

1980年代起，實證為本（又稱證據為本）醫學開始挑戰經驗為本或權威為本的實務原

則，並獲得醫學界普遍支持。及至 21 世紀，社會工作、教育等其他人本服務界別也陸續

引用實證為本作為實務的導向，這似乎成了無可抗拒的趨勢。然而，很多人對實證為本的

了解仍只停留於服務評估層面（FSA、SQS 以至大大小小的申請書／報告書……），甚至

也攪不清實證主義（positivism）、實證為本（evidence-based）和定量研究的關係與分

別。 
 
  事實上，實證為本並非只是適用於學者或管理人員的抽象理念，更加是一套由實務者

持守的工作原則及程序。部份實證為本支持者強調這是運用科學驗證方法去回應受眾的服

務需要、介入手法的選取，以至服務成效評估等實務問題的理想工具，我們卻不得不正視

它對社會工作知識生產的深遠影響。實證為本從來不是一套價值中立的工具，因為當我們

界定甚麼是「證據」的時候，其背後的世界觀某程度上已規範了理論與手法的建立和應用

的走向，這是社工實務者們不得不面對的課題。 
 

實證為本和實證主義是甚麼？它們都是價值中立的嗎？還是存在其特定的知識論、方

法論和世界觀？實證為本為何會廣受人本服務的學者和管理層歡迎？它有何吸引之處？它

能配合社會工作的進步發展嗎？實證為本的潮流對前線同工有何影響？我們應如何自處？

讓我們一同討論、一同反思。 
 
「「「「實證為本與實證主義的知識論實證為本與實證主義的知識論實證為本與實證主義的知識論實證為本與實證主義的知識論、、、、方法論及世界觀方法論及世界觀方法論及世界觀方法論及世界觀」」」」 

講者：鄭鈺鈿博士（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鄭博士在 2005於香港理工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並於該校的應用社會科學系任教

至今。一直關注社會工作的後設理論、價值信念及道德實踐等議題，現任教從後設理論角

度檢視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關係的學科。 

 

「「「「結合與矛盾結合與矛盾結合與矛盾結合與矛盾：：：：實證為本與進步發展的社會工作實證為本與進步發展的社會工作實證為本與進步發展的社會工作實證為本與進步發展的社會工作」」」」 

講者：蕭德健先生（勞工研究員） 

基層大學、中大基層關注組、前線福利從業員工會及基層社工成員。以研究工作維

生，參與社會服務界研究工作（服務檢討、及各式量性、質性研究）歷時七年以上；投入

基層運動十年以上，主要關注弱勢社群、貧窮、勞工、失業及就業等議題。 

 

「「「「實證為本潮流對前線同工的影響實證為本潮流對前線同工的影響實證為本潮流對前線同工的影響實證為本潮流對前線同工的影響」」」」 

講者：何振宇先生（前線社工） 
青年工作者，和很多前線同工一樣，不明不白的成為了實證為本社會工作實踐者。最

近開始認真反思社會工作的知識論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中扮演甚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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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B4.1B4.1B4.1B 自務組織與社會參與自務組織與社會參與自務組織與社會參與自務組織與社會參與    
    

自務/自助組織這個名詞，可能對大家來說已經不再陌生，一般意指擁有某集體身份

及共同處境的社群， 透過互助合作的方法， 自我組織起來。它亦可範指由三數個成員團

結互助組成的復康團體，或是十多位由同路人組成的婦女小組，甚至是由百多人組成，以

爭取權益為目標的社區團體。在 2000 後，隨著社會福利撥款制度改革，志願機構對於自

務/自助運動的參與似乎日漸減少，同時間一些新型態的自務/自助組織卻適時出現， 例如

合作社、社會企業， 社區貨幣管理委員會等，改變了以往傳統的型態。 

 

在香港繼續從事自務/自助組織運動，究竟有何社會意義？我們應該如何重新定義自

務/自助組織？現時的自務/自助組織有什麼種類及特徵? 它們在刻下面對的困難如何？工作

員/組織者/社工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專業介入與不介入，有何準則？組織如何可以在維繫成

員利益及解決共通問題的同時，保持利他精神及社會參與的面向? 

 

思考點思考點思考點思考點::::    

1）社工透過介入自務組織，會否更加認清社工專業與其他專業的分別？ 

2）社福機構期望自務組織獨立的同時，又有沒有提供適切的支援，還是要求自務團體獨

立，其實是削減支援的借口？ 

3）社工有其對自務組織的想法同時，自務組織內組織者，與社工所想的又有沒有差別？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自助自主的空間自助自主的空間自助自主的空間自助自主的空間: : : : 自助運動的過去與未來自助運動的過去與未來自助運動的過去與未來自助運動的過去與未來    

講者：梁志遠博士（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導師） 

前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社區工作社工，現應用社會科學系導師。1989-2007 年間， 

一直從事公屋居民組織工作; 並於 2000 年， 協助成立自助組織發展中心， 長期關注弱勢

社群的自我組織發展方向。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社會福利變革下自務組織的危與機社會福利變革下自務組織的危與機社會福利變革下自務組織的危與機社會福利變革下自務組織的危與機    

四合院—民間組織互助平台 
講者：李曉燕女士（木綿社主席） 

社區組織者，2001-2006 年為屯門區基層和單親婦女提供就業支援服務的同時，推動

多個基層婦女組織的成為合作社和自務團體。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自助組織發展自助組織發展自助組織發展自助組織發展————融合與拓展融合與拓展融合與拓展融合與拓展    

講者：陳鈺意女士（自助組織發展中心主席） 

現為自助組織發展中心執行委員會主席、卓新力量家長網絡副主席。致力推動自助發

展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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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 facebook 群組：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363567287599 

(關鍵字：進步社會工作：民間社會福利論壇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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