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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沒有後悔，有愛就不會後悔，就算明天死了也可以呀！」死而無憾，談
何容易？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先生從容不迫地談到他的人生哲理。這位愛地球
而身體力行堅持炎夏不開冷氣的「保環」分子，早前獲邀擔任《第三屆社會服
務管理人員領袖發展培訓計劃》的分享嘉賓，說的不是環境議題，而是從建立
天文台的公眾形象，到團結多個環保組織成功守護塱原濕地作例子，道出「機
構需要提高社會影響力」的重要性，還有他看透生死的豁達人生觀，讓大家看
到自然保育話題以外不一樣的林超英。

建立機構影響力　推動社會改變
最後讓你堅持下去的
係責任定係愛 ?林超英：

文：周靜雯　李穎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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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保環」？這是林超英對自我身份的解說：「我
不是環保人士，我是一個保護環境的人。很多時候
『環境保護』的出發點是為了減少人類生活與健康
的各種污染源頭，較常建基於恐懼，令你害怕自己
的生活與健康受影響，因而不再破壞環境，保護的
其實是人類而不是生態環境；久而久之當人類習慣
了這些恐懼後，破壞環境的行為便會故態復萌。只
有愛才會持久，因為我愛大自然，為了它什麼都肯
做，所以我是『保環』人士。」

未雨綢繆，為機構累積正面形象
林超英在 2003 年起出任天文台台長，2009 年退休；
他指剛上任時天文台的公眾形象較差，除了經常被
傳媒批評，就連同事也不敢對外表明「天文台員工」
的身份。他笑言：「俾人知道你在天文台工作，是
會被罵的！」林超英強調，機構必須先做好自己的
本業，才可增加機構曝光的機會，建立正面形象，
從而爭取民意支持。因此，林超英在任台長期間，
除了推出《台長網誌》以加強機構與公眾的連繫外，
更與傳媒合作撰寫多篇介紹天文台的專題報道，增
加公眾對天文台的認識，「記得當時有篇報道是講
天文台不是男士天下，女員工一樣大有前途，好受
歡迎！」

至於天文台內部，林超英則推行「開心事業」，1 以
愉快工作為中心，讓天文台同事在事業中得到開心，
並在開心當中把公眾服務的事業做好；例如在休息室
張貼一些天文台的正面報道，讓員工們增加自豪感及
歸屬感，「起碼夠膽同人講我是做天文台的。」雖然
天文台仍然會受
到負面批評，但
長時間累積的正
面形象，可減輕負
面消息出現時對
機構帶來的傷害。
他指出「機構一
定要在閒時就建
立正面形象，待
有危機時才補救
已經太遲了。在
風平浪靜時要積
極保持正面形象，
那麼就算將來要
扣分，也不至於
扣到負分；若然
從來都是零分，
那即使是扣一分
都會變成負分！」

“ 「	機構一定要在閒時就建立正面
形象，待有危機時才補救已經
太遲了。」

營造公論，提高機構影響力
現今世代，因為互聯網的驅使，早已衍生不少討論
區及關注組，還有其他政團、社團、財團及環保團
體等等，社群生態變得複雜，非牟利機構 (NGO) 如
何在當中突圍而出，發揮社會影響力？林超英承認
是十分困難的，特別是當有不少 NGO 的定位較模
糊，就更需要想盡辦法生存，「你就算不能成為創
新領導者，也要做個 Quick	 Follower ！」確立清晰
目標，因時制宜，正是現今 NGO 的大方向。不過，
機構在推動社會改變時，總會面對很大阻力，林超
英認為此時需多加留意當時的社群生態，連繫理念
一致的伙伴團體一起宣傳推廣，營造公論以至取信
社群，從中建立機構在社會的影響力。林超英提到：
「如何令機構的觀點成為大多數？就是要營造公論，
把故事講好，得到大眾的支持。要成功推動社會改
變，通常要花上 8 至 10 年時間。」

1	 https://www.hko.gov.hk/tc/abouthko/happy.htm

最後讓你堅持下去的
係責任定係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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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天文台「開心事業」海報	

圖片來源：https://www.hko.gov.hk/tc/
abouthko/happy.htm

“ 「	你就算不能成為創新領導者，	
也要做個 Quick	Follower ！」

林超英以「守護塱原濕地事件」作例子，時任香港
觀鳥會主席的他，為了守護這片大量野生動物特別
是雀鳥的棲息地，當時以親筆信形式呼籲會員向政
府反對落馬洲支線穿越塱原，同期亦就事件呼籲海
外人士支持保育行動。林超英說：「建立影響力不
能單打獨鬥，要聯合其他機構宣揚訊息，所以當時
找來外國專家佐證。數月後，開始越來越多人認識
『塱原』是什麼一回事了。」林超英指，人都是非
理性動物，喜歡聽故事；所以先要把故事講好，以

林超英先生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賴君豪先生，連同《第
三屆社會服務管理人員領袖發展培訓計劃》學員合照。（活動於
2021 年 12 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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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抓緊大家眼球，再配合數據及實證，令大眾對
「塱原」產生了愛，自然可以得到更多支持。多場
聯合守護運動引發公論，亦成功守護塱原濕地。但
林超英強調，成功是偶然的。在推動生態保育的路
上，挫敗是平常事，只有永不放棄，才偶有進展。

言行合一，建立個人影響力
作為機構管理層，建立個人影響力同樣重要，這樣才
能更有效帶領員工及機構前行。至於如何建立個人影
響力，林超英提出以下幾點：首先要清楚自己想做什
麼，並要相信自己所做的事、相信自己擁抱的信念及
價值，必定要「	Walk	 the	Talk	言行合一」，才能令
人信服。除了「知己」，管理層同時需要「知彼」，
要先了解他人的需要，才能把自己的信念連繫到別人
的所需所想。其次是說服力，要把你的理想及道理說
清楚，讓大家跟你擁有共同的價值。那麼當大家看到
你身體力行的時候，自然心悅誠服。

談到親和力，林超英笑言他的親和力也是訓練出來，
「人的可塑性十分高，可以改變自己的表現；我本
來是沉默寡言的，問我太太就最清楚不過了！她認
識我的時候就知道我話不多，也不明白她為什麼會
喜歡我，哈哈！但因為工作需要，我就要表現得健
談，親和力慢慢打造出來。」因此，魅力也是從中
展現出來嗎？林超英認為，魅力是不斷累積正面的
東西及小成功而成的，當中更會經歷多次失敗，但
千萬不要被失敗打沉，「我們要忘掉失敗的感覺，
記住的只是失敗的經驗。不要因為一次的失敗而覺
得自己就是失敗，更重要的是要記取教訓。」林超
英強調，在推動社會改變的路上一定會遇到很多障
礙，但當你對自己所做的、所信的、所堅持的事情
有愛時，那份愛便會讓你放不下，「最後讓你堅持
下去的係責任定係愛 ? 那一定是愛，因為愛才能持
久。」當你擁有個人影響力時，便較容易為機構建
立社會影響力，推動更多社會改變。

【關於「守護塱原濕地事件」】

1998 年，當時九廣鐵路公司（現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提出的上水至落馬洲支線鐵路方案，需在塱原濕地上興建高架橋作連接，無疑將會
把塱原一分為二；而當西鐵第二期完成後，更會把塱原再分為三，意味著這個全港最大的淡水濕地正式面臨被徹底摧毀的危機。2 於是香港
觀鳥會帶頭發起聯合運動，聯同長春社、各保育團體及公眾合力抵抗，令原定鐵路方案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成功被否決，整個拯救塱原運
動持續了 22 個月，更獲得國際的關注及讚揚，並在 2000 年 12 月 18 日的《時代雜誌》被列為千禧年全球五大最好的環境新聞。3	

圖片來源：https://www.hkbws.org.hk/cms/join-us-tw/zh-tw/project-tw/habitat-management-tw/lv-tw/lvupdate

2	 https://www.facebook.com/hkbws/posts/3194381963984487
3	 https://www.facebook.com/cahk1968/posts/1016053836597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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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達逍遙，因為知道自己的渺小
正如林超英所言：「做喜歡的事就不會後悔，因為
愛是不求回報，有愛就不會後悔。」只要對這件事
有愛，他願意盡力付出，而不被外界影響；天文學
如是，觀鳥如是，守護自然也如是。不過，擇善固
執之下，林超英自小有著豁達的人生觀；他憶述，
在他就讀中二時的某個仲夏夜，他仰望星空，發現
天空是無色的，它是一個空間，而人就存在這個偌
大的空間裡。這刻除了讓林超英對天文學產生了興
趣，更令他頓覺人類的渺小，「變得豁達就是因為
知道自己是多麼的渺小，這一刻，在世界、在大局
之中，我們的影響是有限的，不應被世事影響自己
內心的愉悅。」

Vol.32	|	HKCSS Institute	| 建立機構影響力　推動社會改變

看透生死，從心所欲不踰矩
林超英的豁達，在他 50 歲時更進一步昇華	-	看透生
死。「這晚突然覺得自己是會死，是真的會死！在
腦中『啪』一聲就醒了，整個人變得不一樣；既然
人終須一死，所有事情自然會看得開，沒有事情有
問題了。」林超英坦言，作為高層，更需學會看輕
自己，「要看得起自己，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世界；
但同樣要學懂看得低自己，明白世間不是所有事情
我們都能解決。樣樣事也要自己擔當，會瘋掉的！」
因為對自己所做的事有愛，林超英指自己人生已經
無悔了，更打趣地說：「人生沒有後悔，有愛就不
會後悔，就算明天死了也可以呀！」退休後的林超
英，全情投入推行愛護環境的工作；正如《論語·
第二章·為政篇》所道：「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
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這恍如林超英
的人生寫照。

“ 「	要看得起自己，相信自己可
以改變世界；但同樣要學懂
看得低自己，明白世間不是
所有事情我們都能解決。」

“ 「	做喜歡的事就不會後悔，因為愛
是不求回報，有愛就不會後悔。」

“ 「	忘掉失敗的感覺，記住的	 	
只是失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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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社會服務界面對的挑戰與日俱增，處理危機更是機構管理人
員日常工作重要的一環。學如逆水行舟，方能帶領機構在新常態
下安然渡過。在《第三屆社會服務管理人員領袖發展培訓計劃》
的課堂中，邀請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陳智思先生 (Bernard) 分享處理危機的智
慧。陳智思先生在人生各階段中經歷不少逆境，但都能迎刃而解
甚至轉危為機，當中的竅門特別是其心態及處事方式，值得機構
管理人員借鏡。

陳智思：Never Say Never!
轉危為機的領導術

文：游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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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時期的磨刀石：
Think out of the Box

Bernard 兒時到美國留學，在加州波莫納學院修讀
學士學位時，健康突然轉差，一天到晚不斷進出醫
院，故在大學頭三年只能以半讀方式完成部分課程，
大大影響了 Bernard 的讀書計劃。他本來是唸經濟
學的，在休養期間，為了能盡快完成學位，他修讀
了不用經常上課的藝術科。這樣就算在醫院或家裏，
他都可以用自修方式拿取學分，亦同時培養了他對
藝術的興趣。到大學第三年，當時 Bernard 藝術科
的學分已經與經濟科的學分不相上下。雖然修讀經
濟有助未來打理家族生意，但 Bernard 知道如果他
選擇藝術科則可繼續在課堂以外用功課作品來獲取
學分，故決定主修藝術好讓他可以盡快畢業。到大
學第四年，Bernard 的健康好轉，可回校上堂及預
備畢業作品集。Bernard 同屆的其他藝術科同學各
有自己的專長，亦早已開始整合四年間的作品以預
備畢業作品集。對當時的 Bernard 來說，如何在僅
有的時間內預備一份不俗的畢業作品集，在同儕中
突圍而出，確實是一個挑戰。

面對時間不足的局限，Bernard 靈機一觸，決定採
用「點畫」這個繪畫方法來準備畢業作品集。因為
點畫這個繪畫方法比較冷門可以避免作品跟同屆其
他同學直接比較，而且點畫所需的作畫時間也比較
短，估計大概需要兩個半月完成整個作品集。面對
迫在眉睫的死線，Bernard 在準備過程中仍不斷找
尋可以加快完成作品集的方法。他發現其作畫所需
時間主要取決出於兩個因素，其一是作畫的白畫紙
太大，故將畫紙的呎吋由 5 呎 *6 呎，縮小至 18 吋
*24 吋；其二是畫作太多顏色，故把彩畫轉為黑白
畫。這些方法讓作畫時間明顯縮短，但仍有加快的
空間。仔細思量後，Bernard 想到了一個更省時的
方法，就是把原來的「白紙畫黑」（白色畫紙配上
黑色顏料）改成「黑紙畫白」（黑色畫紙配上白色
顏料）。然而，白色顏料不容易採購，故忽發奇想
就地取材使用塗改液作為顏料，最終順利趕及完成

作品集如期畢業。Bernard 笑言每次畫「塗改液畫」
只能限時兩小時，否則會吸入過量化學物質而中
毒！

在畢業作品的展覽會上，Bernard 的作品雖然不是
備受讚賞，但其冷門的「點畫」繪畫方法卻成功讓
他突圍而出，吸引不少目光。每當有人走過都會好
奇地問一句：「Wow,	what	is	it?	」回望求學時期，
Bernard 認為成功的關鍵在於「Think	 out	 of	 the	
box」。雖然 Bernard 的大學生涯大大給身體狀況
打亂了，面對困境，他不但沒有放棄，反而讓自己
跳出傳統的思維框架去解决學分不足以及畢業作品
集的難題。即使 Bernard 沒有同儕般的藝術造詣，
但他願意嘗試較冷門的繪畫方法，並在作畫過程中
不斷嘗試、修正	(Trial	and	Error)，從錯誤中學習，
最終順利如期畢業，為他打開成功之門。

危機促成變革　打進強積金市場
在 1999 年，特區政府正籌備推出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強積金）。	Bernard 當時作為立法會保險界議
員，收到業界不少中小型銀行及金融機構對推行強
積金的憂慮。首先，中小型金融機構規模小，在成
本因素下，建立強積金管理系統時難以與大型金融
機構較量。然而，因強積金服務與發薪服務黏性很
強，如不參與強積金市場，企業將面臨失去原有客
戶，這對中小型銀行及金融機構而言是一大危機，
大大影響了它們的營運空間。

Bernard 深知中小型銀行及金融機構（包括當時
他管理的家族企業	 -	 亞洲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正
處於風高浪急之際，不進則退，唯有逆水行舟，所
以牽頭與六間同業開會討論應對方法。企業代表先
後分析自身強項及各可行方案。中小型銀行的強項
在於其龐大的客戶群，不足之處則是缺乏強積金營
運經驗。所以他們先研究與國際金融機構合作的可
能性，希望可借用國際金融機構在外國管理退休金
的經驗，並以自身龐大的客戶群與國際金融機構洽

Bernard 的點畫作品：

《Simply	Hot》 《Land	of	the	White	Elep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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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有利的合作條款。然而，洽談後發現香港難以完
全採用海外模式，即使是國際金融機構，亦需要在
現有系統作出調整，才能適合於香港應用。最後
Bernard 牽頭與另外六間中小型銀行組成聯盟，開
設一間公司建立自己的系統，以管理及運作強積金
相關業務。七間金融機構雖然大小不一，卻能在數
星期內達成合作協議，迅速就股權、盈利分配及管
理等機制達成共識，例如新公司的管理權是以各金
融機構名稱的英文順序輪流擔任的。Bernard 認為
當時的成功關鍵源於危機感，當大家面對危機且有
共同目標時，危機正正促成了變革，才能在短時間
內解決種種問題，不作拖泥帶水。經過約二十年的
發展，新公司成為市場上份額第三大的參與者，名
為銀聯信託有限公司。

有危便有機　康民醫院經驗
Bernard 的家族企業亦有在泰國開拓醫療產業。康
民醫院於 1980 年開幕，而新醫療大樓則於 1997
年啟用，定位為服務中產階層的私家醫院。然而，
1997 年的金融風暴泰國首當其衝，當時泰銖大幅貶
值，直接影響醫院的營運狀況。

Bernard 深信有危便有機，在動盪的金融市場下，
為醫院想了一條出路。泰銖貶值意味着醫院收費對
海外旅客而言具競爭力，因此醫院的定位改為發展
醫療旅遊，吸引海外旅客。此舉最終獲得成功，關
鍵在於美國本地醫療費用昂貴，美國人即使購買機
票到泰國求診，亦節省不少費用。另外由於中東國
家的醫療系統尚未完善，當地富人會到鄰近國家購
買醫療服務，故對康民醫院而言則是機遇。然而，

花無百日紅，2020 年的新冠疫情把倚賴醫療旅遊產
業的康民醫院給予沉重一擊，各國實施入境限制，
通關日子遙遙無期。

Bernard 笑言，康民醫院現時唯有再變陣，部署本地
人服務。企業要在時代巨輪下生存，需要不斷思考機
構的定位。危機或許是機遇，作為服務提供者，需要
不斷改進，以應對外間變化及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結語：Never Say Never
Bernard 在課堂中以「Never	 Say	Never」作為總
結，勉勵機構管理人員在面對逆境時要保持積極的
心態，嘗試跳出傳統的思維框架，分析並找出問題
的根本，再透過不斷的改進及修正，便能在逆境中
轉危為機。危機並不可怕，最重要是機構管理人員
的心態，將之視為革新機構的契機。

陳智思先生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蔡海偉先生，連同《第三屆社會服務管理人員領袖發展培訓計劃》學員合照。
（活動於 2021 年 9 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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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機構健康評估
HKCSS Institute 現 正 推 出

「NGO 機構健康評估」網上問
卷平台，讓各社福機構能透過
評估，了解機構的健康程度，
以此作為機構發展的參考。

了解更多「NGO 機構健康評估」細節及問卷平台登記程序
請瀏覽：https://bit.ly/3lOESeA

網上問卷平台正式投入服務

“ 我對於 OHA 感興趣，打算向機構主管
推薦使用。”

“ 應以開放及勇敢的態度關注機構的健
康狀況，並著眼於改善措施。”

一系列的訓練課程已於 2021 年 3 月順利舉行，
參加者的反饋如下：

平台
特色

實時追蹤
問卷回應

情況

豐富圖表
分析

自動計算
數據

業界基準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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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籌劃的「非政府機構薪酬調查 2021」
有賴社聯機構會員的支持，經已順利完成。調查結果發佈會亦於
2022 年 3 月 10 日 舉 行。 是 次 參 與 調 查 的 機 構 會 員 有 135 間，
創歷年新高，涵蓋 54,011 位全職員工，約佔社聯機構會員總員
工的 77.5%。1 參與調查的機構會員規模：大、中、小型機構分
別佔 24.4%、21.5% 及 54.1%，而非社會福利署（社署）資助
機構佔 44.4%。除了薪酬調查外，本年度亦進行了福利調查及疫
情下有關人力資源政策趨勢的專題調查，盼能為業界提供最新資
訊。調查的數據截取日為 2021 年 10 月 31 日。

後疫情時代：
人才挽留及發展的智慧整合

文：游俊威　許澤洲

「非政府機構薪酬調查 2021」諮詢委員會委員包括：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陳麗群女士（召集人）（第二行左一）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課程客席講師黎鑑棠先生（第一行左三）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高級講師錢文紅博士（第一行右一）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名譽助理教授林亢威先生（第二行左三）

香港小童群益會人力資源經理梁裕斌先生（第三行左二）

社聯職員包括：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賴君豪先生（第二行左二）

HKCSS Institute 主管李穎祺女士（第一行右二）

HKCSS Institute 項目經理游俊威先生（第一行左二）

HKCSS Institute 程序幹事許澤洲先生（第一行左一）

1	 估算參考載於 2021 香港社會服務機構會員資料數據庫內的數據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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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薪酬調查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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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陳麗群女士
概括了薪酬調查的主要結果。就報告有關機構
「自行制定無固定增薪點的薪級表」的結果顯示，
由 2015 年涵蓋了 50.5% 機構，共 26.1% 員工，
2021 年已上升至涵蓋 52.6% 機構，共 33.6% 員
工。另一方面，「沿用公務員的固定薪級」的結
果則由 2015 年涵蓋 49.5% 機構，共 20.9% 員
工，下降至 2021 年涵蓋 44.4% 機構，共 15.5%
員工。從以上可見，制定及檢討薪級表已是業界
的趨勢。

本年度的薪酬調查成功為 65 個基準職位作仔細
研究。調查範圍包括職位薪級表及員工薪酬的
中位數，並且提供各職位近 8 年的薪酬變動情
況。為提供更仔細的數據，薪酬調查分別以大、
中、小型機構、受社署資助機構及非受社署資助
機構作詳細分析。調查結果顯示，共有 113 間
機構於今年向 28,508 位全職員工加薪，佔總員
工 52.8%。參與機構的薪酬整體加幅於加權後為
3.9%，與 2020 年相比下降 1.8%。就大、中、
小型機構而言，薪酬整體加幅於加權後分別為
3.8%、4.4% 及 4.3%。就受社署資助機構及非
受社署資助機構而言，薪酬整體加幅於加權後分
別為 3.9% 及 3.8%。但值得留意的是，在比較
2020 年和 2021 年的薪酬數據時，它們的調薪有

1	 估算參考載於 2021 香港社會服務機構會員資料數據庫內的數據得出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　陳麗群女士

機會受參與調查的機構數目及規模不一等因素所
影響。此外，其他因素包括薪酬調整與公務員的
薪酬調整掛鉤以及新冠疫情的影響，這些都是機
構進行數據分析時需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是次調查反映參與機構員工流失率有回升
趨勢，整體員工平均流失率為 20.6%，而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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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dents Co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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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ctly Following MPS

Modeled MPS Structure with Slight Fine-tuning of
the Amount of Each Pay Point

Modeled MPS Structure, taking MPS Pay Midpoint
for Particular Jobs as Maximum Point, WITH Fixed

Incremental Points, each Approximately
Equivalent to 3.9 %

Self-Developed Graded Salary Scale WITH Fixed
Incremental Points, each Approximately

Equivalent to 3.9%

Self-Developed Graded Salary Scale WITHOUT
Fixed Incremental Points

Others

參與調查機構所採用的薪級表及其覆蓋的員工

主要調查結果 - 薪酬調查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課程客席講師黎鑑棠先生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課程客席講師黎鑑棠先
生 (KT) 概括了福利調查
的主要數據。超過 84%
的參與調查機構提供優於
法例基本要求的年假日
數。至於非法例要求的假
期，當中以恩恤假及婚假
至為普遍。整體而言，參
與調查機構在過去兩年亦
提升了其醫療福利，超
過 86% 的參與調查機構

會為常規員工 (Regular	 Staff) 提供門診及住院
醫療福利。有關員工非直接薪酬成本佔整體薪酬
成本的比例，顯示醫療福利的支出由 2019 年的
1.22%，上升至 2021 年的 1.97%，或許顯示在
疫情期間，機構願意為員工提供更多醫療福利。
KT 緊接分享了有關機構計算員工非直接薪酬成
本，對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性及一些想法。就整

年及 2019 年的數據分別為 13.9% 及 20.9%。
流失率最高的職位首五名分別為：籌募助理 / 前
線籌募人員 (38.8%)、公共關係 / 企業傳訊 / 市
場推廣主任 (35.9%)、項目經理 / 主管 (34.3%)、
公共關係 / 企業傳訊 / 市場推廣經理 (33.7%) 及
籌募經理 (33.6%)。此外，當問及招聘最困難的
五個職位時，首五名分別為社工 (33.3%)、個人
照顧工作員 (22.5%)、工人 (21.6%)、登記護士
(18.9%) 及物理治療師 (18.0%)。

體薪酬策略 (Total	Rewards	Strategy) 而言，主
要可分為基本薪金、福利、按績效評核的獎金、
培訓及發展和工作環境，當中以基本薪金、福利
和按績效評核的獎金較容易計算。而培訓及發
展和工作環境則與良好的人力資源政策及機構文
化有關，例如開放的溝通、公平的待遇、個人發
展機會、晉升階梯及足夠的機構支援等。如機構
能在上述項目整理各個崗位在整體薪酬策略的開
支，便能在往後的人力資源規劃上事半功倍，從
而有效地挽留及發展人才。

至於疫情下有關人力資源政策趨勢的專題調查，
結果顯示超過 80% 的參與調查機構有實施遙距
工作政策，其中四分之三機構有為員工提供所需
設備，當中包括 Office	365 帳戶、手提電腦及虛
擬私人網絡 (VPN)。在遙距工作政策下，參與調
查機構表示除了員工指導及溝通變得困難外，安
全及私隱亦是現時所面對的挑戰。KT 指出，為
了讓員工能適應遙距工作的模式，機構應盡量提
供足夠的支援及與員工定期溝通，並制定遙距工
作的政策流程。以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為例，
關於如何使用 Zoom 程式，機構應制定一套指
引，規範使用 Zoom 的程序、錄影後檔案的存放
位置及何時需要刪除等。除此之外，機構亦要制
定一套風險管理措施，模擬假如有四分之一同事
未能出勤，如何確保服務可以繼續運作。另外，
機構亦可考慮中央統籌發放信息的渠道，例如透
過 WhatsApp 群組發放與疫情有關的政策。以快
速檢測為例，單位主管要留意如何收集及處理同
工的個人資料，例如疫苗接種記錄及檢測記錄，
以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

主要調查結果 - 福利調查及專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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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調查機構在 2020 年及 2021 年的薪酬加幅



Vol.32	|	HKCSS Institute	|	NGO薪酬調查 2021

本年度的分享環節主題為「人才挽留及發展的策略及實務措施」，分別邀請了良管善治工作室創辦人及顧問、
前香港紅十字會秘書長陳啟明先生 (KM) 及 CareER 聯合創辦人及行政總裁崔宇恒先生 (Walter)，分享他們
在這方面的智慧。

提升員工向職心，展現人性化的一面
KM 以人性化的角度切入，分享他對人才挽留及
發展的看法。KM 坦言以社福界的資源，機構的
薪酬待遇及福利組合難以與商界競爭；與其集中
在物質性的條件吸引員工，不如提升精神上的滿
足感，亦更合乎社會服務機構的本質。因此在人
才挽留及發展上，注意力應放在以人情化的方式
維繫員工的向職心 (Employee Engagement)。當
中，管理層或人力資源經理可從以下四個範疇入
手，分別為 (1)強調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2)
品牌建構 (Branding)、(3) 提升人際聯繫 (Human 
Bonding) 及 (4) 促 進 學 習 與 發 展 (Learning & 
Development)，藉此「俘虜」員工的心和對機構
的獻身與忠誠。具體執行方法如下：

在人力資本方面，應
視員工的奮鬥為推動
機構成功和發展的
主 要 動 力。 在 日 常
工作中，管理層應為
員工營造足夠的空間
使其發揮所長，避免
過於微觀管理，過程
中連繫員工的工作與
機構理念間的關係，
讓員工感到自己的崗
位對機構有所貢獻。
例 如， 接 受 外 界 採

訪機構服務項目時，應由員工代表機構作為第一
線的發言人，因他們才最熟悉有關服務和最有感
的人。管理層可專注於策略制訂、內部協調及危
機管理等幕後角色。在品牌建構方面，正面的機
構品牌是有力的物質條件替代品，既有助吸引應
徵者，成為薪酬待遇以外的重要考慮因素，同時
亦提升員工的精神滿足感和自豪感。具體措施可
著眼於怎樣能讓員工對機構使命產生獻身精神，
例如提升員工對機構願景、使命和核心價值的認
知，突出機構與眾不同的特色；在招聘時亦應選

良管善治工作室創辦人及顧問、
前香港紅十字會秘書長陳啟明先生

分享環節主持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名譽助理教授林亢威先生

擇與機構文化相近的應徵者；管理層的言行要以
身作則，成為使命模範，以相同態度對待服務對
象和員工。另外，亦可透過內部的嘉許計劃或推
薦員工參與外間獎項，使員工的成就與機構的成
功相結合。在人際聯繫方面，強化團隊合作精神
作為日常工作的基礎，促進同儕間的公私友誼；
避免凡事都「全民動員」或「單打獨鬥」的兩極
工作文化。因此要鼓勵團隊建立活動，和促進欣
賞及關懷的工作氛圍，構建一個關係情誼友善的
工作環境，讓大家感受到周遭充滿情感上的支
援。在學習與發展方面，可著眼以「發展」多於
「訓練」的學習模式，重視讓員工體驗真實的工
作環境而非單純課堂教授，包括鼓勵職位輪換或
署任上一級的職務。另外，可透過制定員工的個
人發展計劃，讓他們感覺個人成長與機構的未來
發展有同步的關係。

KM 以 Zig Ziglar 的名言作總結：「You don’t build 
a business. You build people and then people 
build the business.」，勉勵機構管理層以發揮員
工潛能為責任，實際上更能推動機構的不斷發
展。以另一個說法而言，「員工付出並不為你（管
理層），卻因你而付出和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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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易地而處
作 為 一 間 小 型 NGO 的 掌 舵 人，Walter 認
為 與 員 工 相 處 之 道 在 於 接 納 和 包 容 的 胸
襟 (Acceptance)、 讓 員 工 安 心 的 一 致 性
(Consistence) 和對服務成效執著的行動力 (Timely 
Action)。只有與員工建立相互尊重信任和坦誠的
關係，才能成功挽留人才。

接納和包容的胸襟 (Acceptance)
正所謂「十隻手指有長短」，每個人都有其獨特
性，當中包括其獨特的優劣，Walter 明白團隊合
作不是追求單一化，作為管理層要學會接納並且
創造一個合適的工作環境予員工，給予足夠的信
任及彈性，好讓他們發揮所長，展現其獨特一面。
CareER 致力創造更個人化的工作環境，除了提供
生日假及為員工慶祝生日外，員工的內線電話號
碼亦以其生日日期為結尾，凸顯機構對員工的重
視。另外，CareER 亦為員工提供進修津貼，協助
其個人發展。CareER 對員工展示信任，員工可自
行制定上班時間和在家工作的日子，以便切合個
人需要，更為員工提供工作專用的手提電話，以
便員工分隔開工作與生活。如此好讓員工能訂立
個人化的工作環境，於工作中更為專注。

讓員工安心的一致性 (Consistence)
Walter 認為機構需在
「 價 值 觀 」 及「 行
事」兩方面保持讓員
工更易猜度和有跡可
尋 的 一 致 性， 才 能
給予員工安全感，提
升士氣。有言道「上
為之，下效之」。價
值觀是機構的核心，
如何令機構上下清楚
之餘且不是「光說不

練」，箇中玄機便在於嘗試。不論前線或行政崗
位，CareER 鼓勵所有員工分享對願景、使命及
核心價值 (VMV) 的看法，亦相信親身與服務使用
者接觸至為關鍵，員工在體驗過後便可將所思所
想與大家分享，在過程中加強對 VMV 的理解和思
考，自然更願意在機構工作。此外，管理層行事
不可朝令夕改，需保持一致，員工才不會無所適
從。另外，機構也重視員工的績效，對員工按不
同崗位的要求做好期望管理和預先溝通，這一致

性可讓員工清晰了解其工作的要求繼而獲得安全
感。Walter 希望做好帶領者的角色，不斷從錯誤
中鍛鍊領導才能，營造良好工作氛圍，保持機構
的活力及工作成效。

對服務成效執著的行動力 (Timely Action)
作為管理層，面對問題需及時反應，作出下一步
行動，當中便要學會「Less is more」，用最簡單
的方法而言，與其問「該做什麼」，反之可能思
考「不該做什麼」更為重要。例如，不該將不適
合的人放到不合適的崗位，以致影響其工作表現；
亦不該開展不適合的服務項目，以致團隊力不從
心；或是盡量避免安排不必要的會議和做不必要
的報告，會議總是精簡的比冗長的好。當機構省
去許多不必要的事情後，面對挑戰和危機時才能
騰出空間去積極面對。除此以外，管理層不吝嗇
向員工表達自己的感受和軟弱亦非常重要。管理
層若面對難題，不妨直接向員工表達自己的軟弱
和擔憂，同心協力解決難題。當員工表現良好時
也該論功行賞。

挽留人才是一門「難學難精」的課，而 Walter 認
為 CareER 作為小型機構，更著重以人為本，將
僱傭關係建立在尊重之上。在推行新的政策前，
不妨先代入員工角度思考，務求尋找出最合適雙
方的處事之道。若員工感到被尊重和理解，工作
自然更得心應手。

本年的薪酬調查結果盼能為業界提供最新的資訊及數據，讓機構思考及分析，從而與時並進，推動機構持續
發展。若需要更多與「NGO 薪酬調查」相關的資訊，請與 HKCSS Institute 聯絡。

CareER 聯合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崔宇恒先生

分享環節主持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高級講師錢文紅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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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3 年起，社聯為社福界按年進行《非政府機構薪酬調查》*。調查由來自
社福界、商界和人力資源行業的代表和專家組成諮詢委員會進行督導，盼能為
業界提供及時並仔細的薪酬及福利數據，讓業界更有效地制定人力資源策略，
從而推動社會服務的發展。

本年度的《非政府機構薪酬調查》將於 10 月開始，調查預計在 2023 年 1 月完成。我們誠意邀
請 貴機構參與本年的調查，參與機構除可獲完整報告一份外，也可出席於 2023 年 2 月舉辦的
調查結果發佈會。去年，參與的機構會員共有 135 間（當中包括 75 間受社署資助機構及 60 間
非受社署資助機構），涵蓋業界的人力資源約 77.5%#，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會將於 2022 年 9 月下旬舉辦簡介會，介紹調查之背景、目的、設計及時間表，有興趣參與的
機構亦可就調查提出意見，以便問卷更貼合業界的需要。此外，本會亦會在 2022 年 10 月下旬
舉辦問卷填寫工作坊，簡介調查問卷之內容及填寫問卷注意的地方。

*《非政府機構福利調查》由 2016 年起隔 2 至 3 年進行，本年度並不會進行。
# 估算參考載於 2021 香港社會服務機構會員資料數據庫內的數據得出

「調查結果有助機構面對人力資源的挑戰」

「發佈會的嘉賓分享環節十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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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辦的第六屆「Meta 慈善公益日」
(Meta Good Causes Day) 於去年 12 月 16 日圓滿舉行，活動
獲逾 150 位社福界同工參與。今屆 Meta 慈善公益日以「社會共
融」為主題，當日邀請到幾間 NGO 的合作伙伴及資深社會工作
者與同工分享他們如何推動社會服務，與不同群體同行，邁向社
會共融，以及如何利用 Meta 品牌下的平台讓更多人認識他們的
服務及社會需求；Meta 專業團隊更於席間介紹品牌如何推動香
港慈善工作，以及 NGO 運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推廣社區
服務的技巧及策略。

Meta 慈善公益日 2021
擁抱多元文化　促進社會共融

文：鄭浩瑩　李穎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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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Q】
善用社交媒體　找出潛在的小眾

今年的人氣劇集《大叔的愛》為不少香港市民帶來
LGBTQ+ 的新面向，打破了一些傳統對性小眾的框
架和標籤。但是在現實社會中，性小眾仍受到不同
的壓力和挑戰。Meta 的 Pride@ 團隊今年與香港小
童群益會「性向無限計劃」合作，合力推動本地多
元、平等、共融的社會及文化。計劃成立於2007年，
是全港第一個為 LGBTQ+ 年青人與其家長提供服務
及支援的社會服務。計劃主任鄒恒女士 (Hannah)
分享性小眾青年對自身性傾向的不同疑慮，如自身
性傾向與大眾不同的困惑，以及性向會否為他們在
社會中遇上更多難關等。計劃除了為對性傾向感疑
惑的青年提供性教育、預防濫藥及朋輩支援小組等
服務外，Hannah 與團隊發現性小眾的家長亦會為
子女的性傾向感到自責，不知如何與他們展開對話，
因此計劃亦為家長提供輔導服務，協助並支援他們
消化和接納子女的性向。此外，計劃亦為教師、社
福界同工及大眾開辦工作坊，讓大家對性小眾有多
一點認識，盼能讓性小眾於社群中建立他們的支援
網絡、促進與家人的溝通、探索自我以及在社群中
找到最舒適的位置自處。

另 外， 今 年 團 隊 與 人 氣 YouTube	 頻 道「 啱
Channel」合作，以「性傾向」為主題拍攝街訪短
片，至今已吸引到超過 14 萬人次觀看。計劃亦致力
利用社交媒體 Facebook 及 Instagram 宣傳推廣服
務，利用輕鬆的手法接觸服務對象，並提升大眾對
性小眾及其社群文化的認識。Hannah 表示計劃的
最終目標是希望有需要的青年及家長在線上接收到
資訊後，能走到線下親身尋求幫助。

社交媒體宣傳分成三階段，逐步接觸並與服務對象建立連繫。

（左）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賴君豪先生、（中）Meta	大中華
區總裁梁幼莓女士、（右）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先生

【少數族裔】
同行同創　建立不一樣的社群

「導賞團是個啟發對話的好機會，團中任何人都可
自由分享或提出疑問。」香港基督教勵行會註冊社
工	Jeffrey	Andrews	(Jeffrey) 及救世軍新界西綜合服
務助理高級主任沈曉楓先生 (Corn) 積極推動社區種
族共融的工作，由 Corn 帶領的「Hi Stranger!」計
劃鼓勵少數族裔青年成為嚮導，帶領社區人士走入
他們的生活社區遊覽，細訴他們在香港的一點一滴。
計劃現今有超過 30 位少數族裔青少年成為社區嚮
導，Corn 表示少數族裔中的每一個人都有他們的生
活和故事，大眾不應為「少數族裔」烙下標籤，大
眾須打破此隱性偏見才可達至社區共融。而 Jeffrey
需在重慶大廈開展「Hi ChungKing!」計劃，從這幾
年社會動盪的香港中，Jeffrey 深深感受到在香港生
活的每一個人必須攜手愛護這家園，在積極參與社
區工作的同時，Jeffrey 透過在 Facebook 的宣傳，
於 2019 年 10 月首次為香港市民舉行重慶大廈導賞
團，報名反應比預期中更熱烈。團員在導賞中十分
積極發問，讓他發現香港大眾對少數族裔的文化並
不了解，且十分好奇，更確立他對提倡種族共融的
決心。Jeffrey 更表示重慶大廈內其實有不同的少數
族裔，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他們每人都非常歡
迎大眾了解他們的故事，只要大家踏前一步去嘗試
和感受，社區就能更緊密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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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of Differences】
善用科技　打破現實界限

親身體驗是了解他人感受的最好方法。以「多元共
融，引領社會向前」為宗旨的黑暗中對話（香港）
基金會希望透過體驗提升大眾對多元人才（殘疾人
士）的了解及同理心。為了讓到訪者更深入了解不
同小眾的生活和感受，黑暗中對話（香港）基金會
由以往主要提供視障體驗活動，轉型成一個提供視
障、聾人及肢體殘障體驗的 NGO。行政總裁朱月
如女士 (Cora) 分享疫情期間機構因停業良久造成
的財務危機，以及團隊如何面對及調整未來發展目
標。席間 Meta 業務策劃與營運負責人王為堯先生
(Julian) 亦分享了 Meta 團隊早前親身參與黑暗體驗
的感受，他表示體驗讓他感受到無力感，發現當失
去了日常最依賴的視覺後，原來生活上的小事都會
變得不再簡單。雖然失去感官，但社會仍與我們緊
扣，只要互相尊重和包融，世界可變得更有大愛。
透過機構講解，Meta 同事亦得悉視障人士平日如何
透過程式輔助他們使用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
品牌下的社交平台，Julian 表示體驗後讓他體會到
科技或服務並不應只為大眾而設計，企業亦不能忽
略社會小眾的需要，而當中需與 NGO 緊密聯繫，
了解社會的需要，互相學習，產品才能不停創新，
不停進步。

為身邊的不公平出一分力
當你目擊有人在經歷被歧視、欺凌、騷擾等不公對
待時，你會否成為一個「Active	 Bystander」？一
個積極的旁觀者能阻止事件進一步惡化，甚至阻止
悲劇發生。Resolve	 Foundation 發佈了《 結 伴 同
行 始於日常：推動平等香港》行動指南，由香港平
等機會委員會資助出版，亦是香港第一本中英對照
的平等指南。透過真人故事、數據及指引等教導市
民如何成為積極的旁觀者。

全港約有 590 萬市民在使用 Meta 旗下的社交媒體工
具，Meta 自成立至今以「讓人們有力量建立社群，
讓這個世界更緊密。」為宗旨，在發展不同科技的同
時，Meta 亦致力履行社會責任，希望為建構互助、
安全、多元、參與度高及包容的社區出一分力。

成為社福界的最佳伙伴
積極履行社會責任

Meta 香港公共政策經理譚雋蘭女士 (Maggie) 分享
Meta 在過去一年間與各社區組織及政府部門合作，
推出履行社會責任及促進經濟發展的計劃。當中包
括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辦的「社福機構數碼工作
坊」，提升社福界同工使用社交媒體的知識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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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與衛生署合作推動社區抗疫工作，在 Facebook	
推出疫苗接種地點尋找及預約功能，鼓勵市民積極
接種疫苗。此外，Meta 亦會定期為不同社群如大學
生、青年企業家及中小企舉辦培訓及網上安全講座，
希望善用其品牌的平台及科技回饋社區。

善用 Instagram 及 Facebook 平台功能
與觀眾緊密互動

現 今 年 輕 人 大 多 使 用 Instagram 與 親 朋 互 動，
Instagram 亦成為了他們接收資訊的主要平台。
Meta 大中華區客戶方案總監徐毅程先生 (Harry) 為
同工們介紹機構可以如何運用 Instagram 的功能於
網上推廣服務。Harry 指出，機構宜將用戶名稱設
定為簡單易明的名稱，讓讀者於數秒間得悉頻道的

主題。另外，Instagram	是一個以照片主導的平台，
如希望增加頻道的觸及率，機構需保持帖文照片的
美觀及連貫性。Harry 亦重點介紹了 Instagram 的
「Story」功能，機構透過 Story 功能可以用更生活
化的方式與觀眾互動，亦是打破 NGO 既有較守舊
的形象的好方法。

Facebook 作為主流社交平台之一，亦是 NGO 主
要與大眾溝通的平台。Meta 推廣經理周子烈先生
(Charles) 則分享了 Facebook 推出的最新功能，
讓專頁管理員可於手機上管理不同專頁，甚至投放
廣告。Charles	亦表示與其他專頁互動是宣傳自己
平台的好方法，此舉能讓其他平台的讀者留意到自
己的專頁，從而擴闊自己的觀眾群。

圖片來源：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Instagram

今次已經是 Meta	在香港舉行的第六屆慈善公益日
(Good	Causes	Day)，亦是事隔兩年再次舉辦的實
體慈善公益日，實在是難能可貴。有賴 Meta 及社
區伙伴香港社會創投基金 (SVhk) 團隊的努力，活動
才得以圓滿舉行。盼各界能繼續攜手，讓社區不被
聽見的，可以被聽見；不被看見的，可以被看見，
一同邁向社會共融。

「Meta 慈善公益日 2021」
活動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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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有興趣進一步了解機構可如何利用 Facebook
及 Instagram 進行有效的宣傳及推廣，請密切留
意 HKCSS	 Institute 與 Meta	 今年將舉行的新一
屆「社福機構數碼宣傳企劃系列 -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管理工作坊」。活動內容及報名詳情
請留意 HKCSS	 Institute 網站。您亦可登記成為
HKCSS	 Institute 會員，確保第一時間以電郵方式
收到最新活動及報名資訊：https://institute.hkcss.
org.hk/portal/member/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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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各行各業正面對人才流失及斷層的挑戰，社會服務機構的人
才挽留及培訓尤其重要，「建立人才」更是重中之重。傳統的培訓
都較著重於以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為中心。有沒有想過，解決問題的
方法其實可以由團隊共同創造？團隊，是大家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再精明能幹的人，總不能單打獨鬥，拿著再好的解決方法也得與
一個好的團隊共同協作，各司其職，才會事半功倍。那麼，我們又如
何可以令員工們主動成為團隊中的一分子，投入參與，從中吸取經驗
繼而成長，達到為機構「建立人才」的願景呢？

其中一個可以幫助大家建立人才的技巧就是學「AI」！然而此「AI」
非 彼「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 工 智 能 )， 而 是「 欣 賞 式 探 詢
(Appreciative Inquiry)」。HKCSS Institute 在去年 12 月邀請到彼得．
德魯克管理學院首席講師尹祖伊博士舉辦《建立欣賞文化 推動組織變
革》工作坊，與 HR 同工們分享如何透過「AI」去建立欣賞文化，培
育人才，推動組織變革。

文：許澤洲

NGO 都要學「AI」？
建立欣賞文化　推動組織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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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欣賞，再互信，然後投入
「欣賞式探詢」是一個使人投入及參與建設他們理
想的組織和世界的過程，以強項為本 (Strength-
Based)，相信各人自身的強項，利用每人手上已有
的資源，再在「協作」和「對話」的基礎上共創未
來，使成員為組織作出貢獻。「欣賞式探詢」著重
先建立成員間的互信關係，再結合團隊中不同成員
的正向經驗，共同協作，完成目標。而它的其中一
個特點是讓團隊成員主動「投入」和「參與」。「欣
賞式探詢」有三個重點：假設、聚焦和相信。

1)	 假設：透過提問與對話找出成員的強項、價值
觀、盼望與夢想，在問答的過程中為成員帶來
轉化。

2)	 聚焦：探詢的過程集中於討論什麼會為我們帶
來生命力，如何能充分利用已存在的優勢，好
讓我們能夠發揮得最好。

3)	 相信：探詢過程是充滿肯定和感恩的，相信成
員的能力能夠帶出團隊最佳狀態。

4D 循環 - 由探索到實踐
第一步：發現 (Discover)
在發現 (Discover) 這一步，我們將有機會更深入地
了解組織的正向核心、團隊成員對主題的焦點和智
慧、以及過往成功的例子。按著定立的主題，鼓勵
成員回望過去，回想以往成功的經驗（高峰經驗或
最精彩的時刻）並分享成功的原因，透過集合成員
的集體知識及智慧，去討論及發現更多，如理想的
工作模式或團隊關係等。過程中，參與者會產生積
極及正面的感受，並開始浮現更新和改變的端倪。

第二步：發夢 (Dream)
在發夢 (Dream) 這一步，是挑戰現狀和實現潛能的
階段。團隊成員可以就著自身工作、成員之間或組
織層面上提出一些超越過去、大膽創新、看似天馬
行空的想法，這些很可能是他們對該事物的夢想和
期許。成員一旦對事物有了夢想和抱負，便會充滿
活力及動力。如此一來，我們可以整合成員的想法，
制訂一個正面、具衍生力及創新願景的方案。

第三步：設計 (Design)
在設計 (Design) 這一步，團隊成員是時候將前兩步
的經驗和想法化諸為現實。成員將會提出實際的解
決方案及其背後的想法和設計。簡單來說便是將「構
想」具體化。成員需對此有全盤詳細的計劃，將實
現「夢想」所需的步驟都羅列出來。團隊可能有需
要就此計劃尋求第三方的支持（如上級的支持或資
助），那麼具體化的「夢想」（計劃書）便可以用作
說服他人之用。

第四步：成全 (Destiny)
最後是成全 (Destiny)，就是實行計劃的時候了。在
此階段可以開始組織及建立工作組，招攬有意參與
的成員並分配工作，定義行動計劃的目標、優先次
序 (Now	/	Soon	/	Later) 及行動計劃的負責人 (Who	do	
What	by	When)，並根據成員的專業知識將工作委派
給不同的團隊成員。

發現
Discover

1

設計
Design

3

成全
Destiny

4

發夢
Dream

2

參與當日工作坊的同工們，會利用積木表達計劃，即時體驗「欣
賞式探詢」的技巧。（工作坊於 2021 年 12 月舉行）

肯定主題，圍繞發問
實行「欣賞式探詢」前需要選定「肯定式主題」，
選擇的主題要明確及清楚。例如探索哪一方面可以
提升某個工作流程的成效、有哪些要素能夠令機構
有生命力及長遠的成長等等…... 如此一來，圍繞主
題發問才能帶領我們找到最切合的答案。當選定主
題後，便可以按「4D	循環」(Discover、Dream、
Design、Destiny) 去實行「欣賞式探詢」。

在過程中，我們要強調正向提問與對話，鼓勵正面
的肢體語言、回應及追問。我們要知道聆聽是為了
學習對方的經驗、了解對方的想法及明白對方的滿
足點及價值觀。因此我們不應對對方的說話有任何
假設、批判或評價。

欣賞式探詢「4D 循環」



1	 曾謝傳崇與許文薇（2014）。〈國民小學校長正向領導、肯定式探詢與教師希望感關係之研究〉。《教育研究學報》，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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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s://www.khulisa.com/evaltuesdaytip-use-humor-to-demistify-
monitoring-and-evaluation/

【欣賞式探詢發展歷史】
•	 80 年代中期由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的 David	Cooperrider	和其團隊研發。

•	 90 年代早期廣泛於非牟利組織應用，隨後在各類商業機構應用。

•	 90 年代後期開始發展 4D模式的正向核心：Discover	發現、Dream	發夢、Design	設計、Destiny	成全。

•	 2000	年後被廣泛應用，出版不同的書本和學術文章。

•	 現備受肯定為帶動組織的一套正向變革哲學及方法，並持續在不同範疇試驗和發展。

「欣賞式探詢」強調的是正面以及人的強項，而非
關注問題及修正錯誤；但這並不是忽略問題，只是
不聚焦於問題之上，而是轉個角度去重述，作出正
向提問，從以「問題解决模式」改為以「人的發展
模式」去提問。

將過去最好的，成就未來更好的
「欣賞式探詢」為團隊創造了一個對話、結連、被
聆聽、被重視、復和及關係重建的機會，鼓勵並讓
大家變得更正面和積極並欣賞團隊的和而不同。組
織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學習和創造永不枯竭的
泉源。所謂的「探詢」其實是探索組織中未開發的
「積極因素」。「欣賞式探詢」希望我們充分利用
已有的優勢，在團隊共同合作系統思考的情境下，
建構組織變革的正向資源，並激發出組織的共同願
景，去達到目標。1 過程中注意的焦點是過去的高峰
經驗，由於有成功的經驗，大家會有信心在此基礎
上設計和構思，共創未來。最後，祝願大家可以「將
過去最好的，成就未來更好的」。

以
「
問
題
解
决
模
式
」
提
問

以
「
人
的
發
展
模
式
」
提
問

?? ??
我們的弱項是

什麼？

我們的強項是
什麼？如何能
夠充分發揮我
們的強項？

什麼地方出了
問題？

我們在那些地方
可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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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社會服務管理人員
領袖發展培訓計劃
以「凝聚力量　發揮社會影響力」為主題的《第三屆社會服務管理人員領袖發展培訓計劃》（下
稱 ELDP 2021）共有 29 間社會服務機構的高管精英參加，並於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
月完成第二及第三階段課程。ELDP 2021 的課程除了讓學員在知識、視野及領導力上有所提
升外，亦結集了一群有心有力的社會服務高管人員，在機構及服務發展上互相支持。期間經歷
第五波疫情，課程轉為網上授課，學員們在嚴峻的疫情下互相支持、交流及慰問，一同迎難而
上，充分體現了 ELDP 凝聚社福界力量、推動業界發展的宗旨，共同為社會創造更大的影響力。

疫情之下　凝聚力量　迎難而上

8th October 2021
Assessing and Improving 
Organisation Health 

Module 2: Organisational Health and Growth

分享嘉賓：陳曉園女士
< 前西貢區社區中心總幹事 >

講者：陳啟明先生 
<	良管善治工作室創辦人及顧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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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th November 2021
People Development and 
Succession Planning

分享嘉賓：梁嘉寶女士

<	Time	Auction 聯合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

22nd October 2021
Service Portfolio 
Management

分享嘉賓：王兼揚先生
<	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部主管 >

5th November 2021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講者：黃於唱教授
<	香港明愛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院教授
及副院長（研究）>

講者：卜福晨先生
<	資深社會工作者、大專院校兼任	
講師及導師 >

講者：邱達民教授
<	香港明愛專上學院電子計算及信息

科學院教授 >

分享嘉賓：楊建霞女士<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 >

講者：廖國泰先生<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人力資源發展管理	委員會會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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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th December 2021
Working with Public Sector

Module 3: Network and Influence for Boundary Spanning

分享嘉賓：譚贛蘭教授 

<	新生精神康復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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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d December 2021
Innovation and Leading 
Change

講者：黃英琦女士
<	Good	Lab	好單位執行主席 >

分享嘉賓：林家禮博士

<	時任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

學員除了參觀數碼港園區及了解數
碼科技的最新趨勢外，亦與多間初
創公司代表進行交流，了解如何將
創新數碼科技應用到社福機構上，
以提升工作效率及服務質素。

講者：陸樺先生
<	Good	Lab 好單位行政總裁 >

分享嘉賓：林超英先生 
<	前天文台台長 >

分享嘉賓：陳欽勉先生 
<	香港房屋協會行政總裁兼執行總幹事 >



28th January 2022
NGO Branding and Stakeholders 
Management

Risk Management

14th January 2022
Fostering Medical-Social 
Collaboration and Cross-Sectoral 
Engagement: Strategies,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30th December 2021
Managing Crises and Media Relations

講者：李瑞冰女士
<	灼知服務有限公司董事 >

分享嘉賓：林正財醫生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會議成員 >

當日課堂安排模擬記者會，讓學員練習應對傳媒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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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嘉賓：朱月如女士<	黑暗中對話（香港）基金會行政總裁 >

講者：馬錦華先生

<	長者安居協會創會總幹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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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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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Certificate in Accounting Practice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for Non-financial Professionals in NGOs
社會服務機構會計實務及財務管理進階證書課程（專為非財務人員而設）
Introduction
This certificate programme is specially designed to help NGO 
non-financial professional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accounting/ 
financial issues to master more advanced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managing NGO finance.

Objective
• To provide more in-depth knowledg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 for centre supervisors / service managers in 
managing NGO finances

• To help managerial staff master budgetary control and 
monitoring for making good decisions

• To develop appropriate strategies for funds development and 
fundraising from financial perspective

• To assist centre supervisors/ service managers in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risk-based internal control, and handling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 with 
confidence

Course Structure

會計證書 Certificate in Accounting
Vol.32	|	HKCSS Institute	| 證書課程

Session 3
Date:  7 September 2022 (Wednesday)

Financial Perspective of Funds Development and 
their Strategies for NGO’s Sustainable and Long-
term Growth
➢ Fundamentals of fund development, different and 

diversifying fund sources and their strategies

• To identify and describe different funds development and 
their sources

• To explain the strategies of how to obtain funds for NGO’s 
sustainable and long-term growth

• Case studies on why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is so important 
today

➢ Fund-raising policy, campaigns and events execution from 
financial perspective

• To explain fund-raising policy, different campaigns and 
events execution for NGOs

• To practise campaigns and events execution on how to do 
better fund-raising for NGOs

Session 4
Date:  14 September 2022 (Wednesday)

Risk-based Internal Control,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 for NGOs
➢ How to set-up a risk-based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for NGOs?

• To master techniques of how to set up a risk-based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under the COSO Framework

• To study potential control areas for review/ investigation 
under Lump Sum Grant subvention system

• To monitor potential (operating and financial) risks for 
projects/ activities

➢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 for NGOs

•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inancial reporting requirements

• To master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for external 
statutory compliance

• To grasp the public accountability issue on external financial 
reports

Important Note: 

Participants are expected to possess knowledge on fundamental internal 
control and basic guidelines given in Lump Sum Grant Manual by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before enrolling in this course.

（課程內容只提供英文版本）

Course Code: 22A-C03

Session 1
Date:  17 August 2022 (Wednesday)

Budget Management and Budgetary Control and 
Monitoring for NGOs
➢ Practice of budget preparation for NGO

• To practise budget preparation and walk through the whole 
budgeting process

• To master areas of concern during budgeting process and 
get to know how to tackle those areas smartly 

➢ How to conduct budgetary control and financial monitoring 
for NGO?

• To practise budgetary tools used in services shaping for 
better budgetary control

• To study limitation of those budgetary tools

• To execute financial monitoring for achieving better end 
results

Session 2
Date:  23 August 2022 (Tuesday)

Strategic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in NGOs
➢ Cost for short-run financial decisions and break-even 

analysis

• To study relevant costs decisions and understand how they 
assist us in making better short-run financial decisions

• To master the use of break-even analysis, its application and 
limitations in NGOs 

➢ Strategies in price setting, analysis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self-financing projects

• To master techniques of pricing strategies, price setting and 
analysis for self-financing services and projects

• To formulate appropriate strategic financial decisions for 
self-financing services and projects

Important Note: 

Participants are expected to possess basic knowledge of cost information 
and budgetary planning before enrolling in this course.

Important Note: 

Participants are expected to possess basic knowledge of running self-
financing services and projects before enrolling in this course.

Course Code: 22A-C01 Course Code: 22A-C02

Course Code: 22A-C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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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Details

Course Code : 22A-C01 to C04

Date :

22A-C01 Session 1: 17 August 2022 (Wednesday)

22A-C02 Session 2:  23 August 2022 (Tuesday)

22A-C03 Session 3:  7 September 2022 (Wednesday)

22A-C04 Session 4:  14 September 2022 (Wednesday)

Time : 0930 – 1745 (7 hours per session)

Duration : 28 hours (for full certificate)

Venue :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Vaccine Pass & “Leave 
Home Safe” QR Code

:

• All participants are required to scan the “LeaveHomeSafe” venue QR code and 
present their Vaccine Pass for verification to show evidence of vaccination or medical 
exemption certificate upon entry to the class venue.

• Depending on the latest pandemic situation, the mode of course delivery might 
change to online class.

• No refund or course withdrawal will be made due to non-fulfillment of QR code 
scanning and Vaccine Pass verification and/ or change of course delivery mode.

Target Participants :
NGO managerial & supervisory staff (non-financial professionals) responsible for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operations of subvented and / or non-subvented services of NGOs

Class Size : 30

Selection Criteria :

• The course is not offered on the basis of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 Screening of applications by HKCSS Institute and the trainer for eligibility for taking the course 
may apply. Cheque Payment only.

• Priority will be given to applicants who:

> enroll in the full certificate programme; and
> have previously completed “Certificate in Accounting Practice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for Non-financial Professionals in NGOs” organised by HKCSS Institute.

Language :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Session 1 / 2 / 3 / 4
(7 hrs per session)

Full Certificate
(28 hrs in total) 

Fees $1,390 each session $5,280

Fees for HKCSS Agency 
Member Staff

$1,290
(Payment received three weeks before the 

session commences: $1,120)

$4,900
(Payment received on or before

27 July 2022:  $4,260)

Enquiries : 2876 2434 or institute@hkcss.org.hk

Certificates
Certificate of “Advanced Certificate in Accounting Practice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for Non-financial Professionals in NGOs” will be 
issued by the HKCSS Institute to participants up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all four sessions with 80% attendance in total.

Mr. Steve Lam was previously the Deputy Director (Finance &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a local 
NGO. With his experiences in the financial profession of over 30 years and in the social service 
organisations, he can provide insights to NGO staff in topics relating to financial management. 
Prior to joining NGO sector, he had rich experiences in financial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taxation in the commercial sector. Steve is also an experienced 
trainer in many similar training courses for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and is a popular speaker in 
many NGO seminars with topics in relation to financial management. He is now an Honorary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and currently holds the qualifications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Chartered 
Management Accountant and Certified Practising Accountant (Australia).

Mr. Steve Lam 林志輝先生
BSc (Econ), MBA, FCMA, CPA (Aust), FCPA
Financial Management Consultant

Tr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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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課程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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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數碼及社交媒體
推動社會服務

在數碼轉型的新世代下，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及溝通都有著不同程度的改變。隨著數碼轉型的
大趨勢，社福機構在傳統的線下服務模式以外，亦可善用數碼及社交媒體平台提升服務知名
度，同時更有效地發掘及連繫到潛在的服務對象。科技日新月異，社福界應如何裝備自己，
提升數碼營銷和社交媒體管理的知識和技能，讓機構在充滿挑戰的社會下仍能有效地發揮其
影響力？隨著元宇宙 (metaverse)	、增強現實 (AR) 及虛擬現實 (VR) 等嶄新概念及科技的出
現，社福界又如何掌握這些數碼大趨勢對社會發展的影響，甚至把它們應用於社會服務中？

HKCSS	Institute 將與 Meta 合作舉辦第三屆「社福機構數碼宣傳企劃系列：Facebook 及
Instagram 管理工作坊」，讓社福界同工提升數碼營銷及社交媒體的知識及應用技巧，並洞
悉數碼轉型的大趨勢，為日後創新的營銷手法做好準備。

課程日期：2022 年 7 月至 9 月

想了解更多課程內容，請留意 HKCSS Institute 網站。
登記成為 HKCSS Institute 會員，第一時間以電郵方式收到最新課程及報名資訊！

登記成為 HKCSS Institute 會員

合辦機構

institute@hkcss.org.hk

2876 2434

最新證書課程資訊

社福機構數碼宣傳企劃系列：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管理工作坊（第三屆）
Digital Marketing for NGOs Series:
Facebook and Instagram Master Class (The 3rd Cohort)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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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晉升主管個人效能
及領導力提升

想了解更多課程內容，請留意 HKCSS Institute 網站。
登記成為 HKCSS Institute 會員，第一時間以電郵方式收到最新課程及報名資訊！

登記成為 HKCSS Institute 會員
institute@hkcss.org.hk

2876 2434

最新證書課程資訊

人才管理及發展是推動機構及業界持續發展的關鍵要素。當中，新晉升的中層主管在面對角
色轉變時，從個人貢獻者到團隊領導，不論是技能或心態調整方面，都難免遇上不少挑戰。
作為新晉升主管，如何可以提升個人效能及領導能力，同時做到外圓內方，建立及帶領團隊
共同實現服務單位及機構的願景？在計劃趕不上變化的新常態下，未來管理人才需具備的關
鍵能力及思維大不相同。新晉升主管在帶領團隊和決策過程中，可以怎樣敏捷及靈活地應對
新常態下的各種挑戰？

HKCSS	Institute 將開辦「NGO新晉升主管證書課程	」，讓新晉升主管裝備自己，提升個人
效能及領導力，調適心態，以適應新的管理角色。課程也希望讓學員擴闊視野，在機構外建
立一個相互學習及支持的同儕網絡。

課程日期：2022 年 8 月至 10 月

NGO 新晉升主管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for Newly Promoted Supervisors in NGOs

查詢

Practice 
Wisdom

Personal 
Growth

Agility

Decision 

Making

Role
Transition

People 
Management

Leading 
Change



34 Vol.32	|	HKCSS Institute	| 證書課程 NEW

政府於 2017 年施政報告提倡推動基層醫療以減輕公立醫院的壓力，銳意加強以地區為本的
基層醫療健康服務。社福界在本港基層醫療上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透過專業服務促進社
群健康及提高生活質素。推動發展基層醫療健康涉及跨界別、跨專業的合作，社工除了直接
為社群提供服務外，更扮演著發掘地區資源、連繫社區持份者以組成強大支援網絡的重要角
色，以增強市民的健康管理意識。

為了讓有意認識或投身基層醫療服務的社工提升有關基層醫療服務策劃的專業知識及能力，
HKCSS	Institute 將開辦「社會工作者基層醫療證書課程」。課程內容涵蓋基層醫療發展概
覽及健康管理知識，並探索社會服務及社工於基層醫療之角色及如何提升跨界別合作的成
效，同時希望藉此促進業界在基層醫療服務的經驗分享及建立互助網絡。

課程日期：2022 年 10 月至 12 月

想了解更多課程內容，請留意 HKCSS Institute 網站。
登記成為 HKCSS Institute 會員，第一時間以電郵方式收到最新課程及報名資訊！

登記成為 HKCSS Institute 會員最新證書課程資訊

社會工作者基層醫療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in Primary Healthcare for Social Workers

基層醫療與社會服務

institute@hkcss.org.hk

2876 2434
查詢

最新課程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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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效能
Personal Effectiveness

工作成效為本
Results / Tasks Orientation

與他人合作
Working with Others

策略性企劃
Strategic Planning

短期課程
Short Courses

管理人員勝任能力
Generic Competencies for Managerial Staff
學院培訓項目乃依據「社會服務機構人員勝任能力模型」* 和
「社會服務機構培訓需要調查」的結果策劃。由於課程設計從
清晰的職能勝任及社福機構從業員的需要出發，故學院所提供
的培訓活動能有效支援社福機構從業員的工作，有助其協助及
帶領機構的運作與發展。

* 聯合業務改善項目，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02 年。

四大類別 The 4 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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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效能 Personal Effectiveness

Mastering Your Communication & Interpersonal 
Skills at Workplace
掌握工作間的溝通技巧與人際關係

簡介
團隊合作並非一件易事，成員要長時間一起成長，彼
此理解及信任，工作起來才能事半功倍。有效掌握工
作間的溝通技巧，不但可以改善團隊間以至與機構不
同持份者的人際關係，同時亦可以讓我們更妥善處理
甚至化解衝突，以提升工作效率。當團隊之間的溝通
能保持同步，不論是會議或團隊協作項目，便會更加
高效及更容易達至和諧合作。

目的
•	認識有效溝通的過程

•	學習有效溝通及提升溝通影響力的技巧

•	掌握如何善用不同溝通風格以提升工作效率

•	掌握如何能夠得體地表達立場而不損工作間的人際
關係

•	了解如何創造溝通中「雙贏」的局面

•	掌握達致溝通「雙贏」結果的要訣

內容
•	有效溝通的原則

•	如何衝破及克服溝通的障礙

•	了解不同的溝通風格

•	溝通過程中常用的技巧與運用

•	善用不同溝通風格，正面提升個人影響力，化解衝突

•	如何與不同持份者有效溝通與實戰

余女士曾在競爭激烈的旅遊業、金融業、培訓工作超過 25 年
時間，負責前線市場銷售、管理及內部培訓等工作，輔導一線
銷售員及客戶服務後勤團隊。曾擔任外展經歷培訓中心及香港
青年領袖培訓學院的課程總監一職，專注於培訓及人力發展工
作至今。余女士是全港首批國際優質服務管理執業師 ISQMP
之一，獲得由 SGS 認可的國際優質服務認證 QualiCert®	的內
審員資格和考獲國家（一）級專業企業培訓師及品牌策劃師的
專業資格，同時亦是香港市務學會及國際優質服務協會專業會
員，對瞭解和滿足各類顧客需求甚具心得。

Ms. Cindy Yu 余蕙芳女士
課程總監及首席導師
駿才策略顧問（香港）有限公司

導師

課程詳情

課程編號 : 22A-01
日期 : 2022 年 6月 23 日（星期四）
時間 : 0930	-			1700（6 小時）
地點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疫苗通行證及
安心出行二維碼 :

• 所有學員進入課室時，必須掃描場地的「安心出行」二維碼及出示疫苗通行證，以供查核其
疫苗接種紀錄或醫學豁免證明書。

• 因應疫情發展，面授課堂將有機會改為網上授課。 
• 如學員未能掃描場地二維碼及出示有效的疫苗通行證，或因授課模式改動而退出課程，已繳

交之學費將不獲退還。

對象 : 社會服務機構的主管及管理層
名額 : 24 人
授課語言 : 粵語（以英語輔助）
費用 : $1,180

社聯會員機構職員費用 : $1,100（於 2022 年 6月 2日或之前報名：$960）

查詢 : 2876	2434 或 institute@hkcss.org.hk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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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ful Leadership and Time Management
正念的領導者和時間管理

簡介
一個正念的領導者可以專注於重要的事情，同時保持
對周圍環境的警覺。他也有一個明確的優先次序，把
要事放在第一位。

目的

•	建立正念的生活

•	為不同角色設定明確的目標

•	使用雲端 APP 管理個人和工作生活

•	提升你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質素

內容
•	靜觀的背景和實踐

•	如何善用時間管理四個像限

•	如何將你的目標變成每週計劃

•	如何保持清晰的頭腦，不會被趕急事情煩擾

•	如何使用雲端APP管理資訊和時間

馮炳全博士從事人力資源管理和培訓工作，已有超過三十年的
經驗。他先後出任香港三家上市公司的高層管理工作，包括堡
獅龍集團的執行董事、權智集團的人力資源總經理及謝瑞麟珠
寶集團的人力資源董事。他過去十年專注為社會服務機構培育
領導人才，教授中高層的領導培訓課程。

馮博士在策略規劃方面有豐富的教學及實戰經驗，他曾協助多
間非政府機構，包括：仁愛堂、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香港
家庭計劃指導會及香港復康會制訂策略規劃，並連續三年為中
文大學社工系教授策略規劃課程。

在機構管治方面，馮博士曾經參與協康會執行委員會、仁愛堂
社會服務委員會和香港復康會復康委員會之工作。

Dr. Philip Fung 馮炳全博士
Founder and Principal Consultant
Houston Leadership Training Centre

導師

課程詳情

課程編號 : 22A-04
日期 : 2022 年 7月 14 日（星期四）
時間 : 0930	-			1700（6 小時）
地點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疫苗通行證及
安心出行二維碼 :

• 所有學員進入課室時，必須掃描場地的「安心出行」二維碼及出示疫苗通行證，以供查核其
疫苗接種紀錄或醫學豁免證明書。

• 因應疫情發展，面授課堂將有機會改為網上授課。 
• 如學員未能掃描場地二維碼及出示有效的疫苗通行證，或因授課模式改動而退出課程，已繳

交之學費將不獲退還。

對象 : 社會服務機構的主管及管理層
名額 : 30 人
授課語言 : 粵語（以英語輔助）
費用 : $1,180

社聯會員機構職員費用 : $1,100（於 2022 年 6月 23 日或之前報名：$960）

查詢 : 2876	2434 或 institute@hkcss.org.hk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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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創新是策略制定的核心，面對社會的急速變化，社會
服務機構需要有計劃地從不確定的環境中發現機會，
以回應萬變的社會需要。機構要定期及有組織地尋覓
及開拓創新機會，才能與時俱進，不斷自我更新，創
造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本課程涵蓋開拓及實踐創新機會的思維及實用方法，
並配以實務案例及於NGO的應用。

內容
•	基本策略思維、規劃和執行力
•	了解創意、創新和企業家精神
•	開拓創新機會的七個窗口及NGO應用
•	推動創新的五個原則及NGO應用
•	落實創新及作出具影響力決策

尹祖伊博士現任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首席認證講師。過去
10 年，尹博士為大中華地區不同工商、金融業界及政府、非
營利組織提供管理及領導力培訓課程；也在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 (HKU	SPACE) 教導有關數碼轉型、組織文化及領導變革
的課程。

他曾任美國太子行亞太區總經理，主要負責行銷國際知名品牌
和管理亞太區國際銷售團隊。早年畢業於三藩市州立大學，
取得工商管理學士及碩士；並在香港浸會大學取得工商管理博
士，研究重點為建立組織的創新文化及企業家思維。

尹博士深受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先生的影響，致力傳
承德魯克對管理、領導、策略和創新的獨特理念；相信每一位
學員都能夠為所屬機構作出獨特而影響深遠的非凡貢獻。個人
期望可以為不同行業培養出更有遠見的新時代領袖。

導師

Driving Innovation and Making High-Impact 
Decision
提升團隊創新及作出具影響力決策

Dr. Joey Wan 尹祖伊博士
首席認證講師
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

課程詳情

課程編號 : 22A-08
日期 : 2022 年 7月 26 日（星期二）
時間 : 0930	-			1700（6 小時）
地點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疫苗通行證及
安心出行二維碼 :

• 所有學員進入課室時，必須掃描場地的「安心出行」二維碼及出示疫苗通行證，以供查核其
疫苗接種紀錄或醫學豁免證明書。

• 因應疫情發展，面授課堂將有機會改為網上授課。 
• 如學員未能掃描場地二維碼及出示有效的疫苗通行證，或因授課模式改動而退出課程，已繳

交之學費將不獲退還。

對象 : 社會服務機構的主管及管理層
名額 : 30 人
授課語言 : 粵語（以英語輔助）
費用 : $1,180

社聯會員機構職員費用 : $1,100（於 2022 年 7月 5日或之前報名：$960）

查詢 : 2876	2434 或 institute@hkcss.org.hk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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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學習快速流程改善的概念與方法，從而提高機構營

運及項目效益

•	掌握進行流程改善的步驟和工具應用

內容
•	以流程角度審視工作中可節省成本及提升效益的空間

•	推行快速流程改善的五個步驟

•	本地社福機構流程改善案例與成功要素分享

•	改善項目的標準工具及範本

•	小組流程改善練習

Dicky 是一位資深顧問，自 1996 年起為商界、政府及社福界
提供顧問服務，範疇包括策略規劃、流程改善及機構文化創
建等。他曾協助不同類型機構持續改善營運表現，當中三間
機構（包括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先後奪得香港管理專業協
會之優質管理獎金獎及銅獎。Dicky 的著作包括《變革現生
機	-	耆康會給企業管理的啟示》及《流程改善自學教材套》。

Mr. Dicky Chou 仇德基先生
雋博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創辦人及執行董事

導師

Cost-Saving and Efficiency Enhancement – Rapid 
Process Improvement
節流 • 增效 - 工作流程改善

課程詳情

課程編號 : 22A-07
日期 : 2022 年 6月 15 日（星期三）
時間 : 0930	-			1700（6 小時）
地點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疫苗通行證及
安心出行二維碼 :

• 所有學員進入課室時，必須掃描場地的「安心出行」二維碼及出示疫苗通行證，以供查核其
疫苗接種紀錄或醫學豁免證明書。

• 因應疫情發展，面授課堂將有機會改為網上授課。 
• 如學員未能掃描場地二維碼及出示有效的疫苗通行證，或因授課模式改動而退出課程，已繳

交之學費將不獲退還。

對象 : 中心督導主任、服務經理及管理人員
名額 : 30 人
授課語言 : 粵語（以英語輔助）
費用 : $1,180

社聯會員機構職員費用 : $1,100（於 2022 年 5月 25 日或之前報名：$960）

查詢 : 2876	2434 或 institute@hkcss.org.hk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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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在現今充滿不確定性的新常態下，有效運用資源及時
間去管理項目對社福機構來說尤其重要。機構的管理
人員和項目經理除了需要掌握傳統的項目管理技巧外，
在多變的環境下，更要配合敏捷實踐 (Agile	Practices)
把項目管理加以提升，增加管理人員預視問題的能力，
有系統地顧及到項目所牽涉的不同範疇，才能有效地
進行和完成項目。

這課程會介紹傳統上行之有效的項目管理框架和方法，
及最新的敏捷項目管理思維和實踐，以提高新常態下
項目的效率和績效。

目的
•	了解行之有效的項目管理框架和最佳實踐，以及敏

捷思維和實踐

•	掌握在新常態下提高項目效率和績效的實用技能

擁有超過二十五年企業培訓、咨詢及服務管理經驗，專長於策
略計畫、敏捷領導、項目管理及性格分析等方面的培訓及教練
工作。Joseph 已為商業及社福機構培訓超過 20,000 名管理及
專業人員，並以互動教學及管理模型的整合著稱。Joseph 曾
於跨國科技企業擔任人力發展、客戶服務、品質管理及業務
發展等多個管理崗位。他為諾丁咸大學教育博士，並持有終
身學習碩士學位及工程學位，並擁有 PMP、PMI-ACP、ITIL	
Expert 及 DISC 等專業資格。

Dr. Joseph Wong 黃寶琦博士
Principal Consultant
Pro-Key Learning Services Ltd.

導師

Project Management with Agile Practices 
for the New Normal
新常態下的項目管理及敏捷實踐

課程詳情

課程編號 : 22A-02
日期 : 2022 年 7月 5日（星期二）
時間 : 0930	-			1700（6 小時）

地點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	
社會服務大廈

疫苗通行證
及安心出行
二維碼

:

• 所有學員進入課室時，必須掃描
場地的「安心出行」二維碼及出
示疫苗通行證，以供查核其疫苗
接種紀錄或醫學豁免證明書。

• 因應疫情發展，面授課堂將有機
會改為網上授課。 

• 如學員未能掃描場地二維碼及出
示有效的疫苗通行證，或因授課
模式改動而退出課程，已繳交之
學費將不獲退還。

對象 : 社會服務機構的管理人員、中心督導
主任和及項目經理

名額 : 30 人
授課語言 : 粵語（以英語輔助）

費用 : $1,180

社聯會員機構
職員費用 : $1,100（於 2022 年 6月 25 日或之前

報名：$960）
查詢 : 2876	2434 或 institute@hkcss.org.hk

內容
•	項目管理框架	(Project	Management	Framework)

-	 五大活動組及十個知識領域
-	 項目的六個限制

•	需求分析及項目規劃	(Requirement	Analysis	and	
Project	Planning)
-	 項目章程	(Project	Charter)

•	進度計劃及管理	(Schedul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	 工作分解結構	(WBS)
-	 甘特圖	(Gantt	Chart)

•	敏捷項目管理思維和實踐	(Agile	Project	Management	
Mindset	and	Practices)
-	 敏捷宣言、思維和實踐
-	 Scrum	框架和實踐	

•	持份者管理	(Stakeholder	Management)
-	 持份者需求分析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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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 To provide participants with necessary procurement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NGO environment and assist them in 
handling daily procurement issues and practices

• To assist participants in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internal 
control and related compliance for procurement

• To understand SWD’s Internal Control and Accounting 
Inspection on various daily operations including procurement

Content

Session 1 (Course Code: 22A-05)
• To provide an overview of procurement in NGO environment

• To walk through procurement issues and practices in daily 
operations under Lotteries Fund including Block Grant and 
Major Grant

An NGO Approach to Procurement – 
Session 1 - From Practice to Compliance 
Session 2 - SWD’s Internal Control and Accounting Inspection
社會服務機構的採購程序 
第一節 - 實務與法規 第二節 - 社署內部監控及審查

(See P.31)

Mr. Steve Lam 林志輝先生
BSc (Econ), MBA, FCMA, CPA (Aust), FCPA

Financial Management Consultant

Trainer

Course Details

Session 1 Session 2
Course Code : 22A-05 22A-06

Date : 12 July 2022 (Tuesday) 19 July 2022 (Tuesday)

Time : 0930 – 1745 (7 hours) 0930 – 1745 (7 hours)

Venue :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Vaccine Pass & “Leave 
Home Safe” QR Code

:

• All participants are required to scan the “LeaveHomeSafe” venue QR code and present 
their Vaccine Pass for verification to show evidence of vaccination or medical exemption 
certificate upon entry to the class venue.

• Depending on the latest pandemic situation, the mode of course delivery might change 
to online class.

• No refund or course withdrawal will be made due to non-fulfillment of QR code scanning 
and Vaccine Pass verification and/ or change of course delivery mode.

Target Participants :
Frontline/accounting staff or finance and non-financial professionals responsible for or involved in the 
procurement operation (Staff members from SWD subvented organisations are preferred as the course 
shall cover procurement issues and practices of LSG Manual and Lotteries Fund.)

Class Size : 30 30

Language :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Fees : $1,390 $1,390

Fees for HKCSS Agency 
Member Staff

:
$1,290 (Payment received on or before

21 June 2022: $1,120)
$1,290 (Payment received on or before 

28 June 2022: $1,120)

Enquiries : 2876 2434 or institute@hkcss.org.hk 2876 2434 or institute@hkcss.org.hk

Remarks
• The course is not offered on the basis of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 Screening of applications by HKCSS Institute and the trainer for eligibility for taking the course may apply.

• Participants who have previously attended the workshop “An NGO Approach to Procurement – From Practice to Compliance 21B-08” 
organised by HKCSS Institute on November 2021 can directly enroll for Session 2.

• Participants are not required to study “Lump Sum Grant Subvention System – Part I or Part II” before taking this course.

Session 2 (Course Code: 22A-06)
• To briefly explain the internal control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under LSG Manual, Lotteries Fund and Best Practice 
Checklist of ICAC for procurement

• To understand SWD’s Internal Control and Accounting 
Inspection on various daily operations

（課程內容只提供英文版本）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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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is Management and PR Disaster
「公關」危機與「關公」災難

簡介
社會環境與傳媒生態的蛻變，不斷製造矛盾衝突、負
面新聞、上綱上線。機構服務或企業產品一旦出現問
題而不擅處理，很容易便會觸發危機和公關災難，繼
而影響機構形象以致服務成效。本課程針對社福機構，
提供策略性思維和傳媒應對技巧，有助機構建立良好
的公關形象，化解危機，並以進取姿態建立傳媒關係。
本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作較深入講解公關危機，在
導師指引下進行分組研討及模擬練習，同時作評估修
正，效果相得益彰。

內容
•	香港傳媒生態透視

•	成熟公共關係的三大堡壘

•	見煙知火的危機意識			

•	從事故、災難到拆彈			

•	應對傳媒四大基本功

•	接受訪問的Do	&	Don’t

•	發言人的攻守角色

•	危機處理的 4R與 5F

•	道歉的藝術	

•	個案分析與模擬練習

香港資深跨媒體工作者，近四十年傳媒工作經驗，出身報業，
曾任職記者、採訪主任、主筆及總編輯。曾主持多個收視率極
高的電台及電視節目。

李錦洪現時為「基督教時代論壇週報」榮休社長、網絡電台
D100 節目主持、城市大學 EMBA 課程「溝通與演說學」特約
講師	(2006-2018)	、特利神學院「溝通與表達學」特約講師以
及加拿大「華僑之聲電台」香港特約評論員。他的著作深受大
眾歡迎，包括有《迎向未來的十堂課》、《有話好說	-	青少年
溝通學堂》、《工作夢飛翔》、《溝通演說 26 式》以及《與
智慧飛翔》等十多本。

Mr. Lee Kam Hung 李錦洪先生
資深傳媒人

導師

課程詳情

課程編號 : 22A-03
日期 : 2022 年 8月 24 日（星期三）
時間 : 0930	-			1700（6 小時）
地點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疫苗通行證及
安心出行二維碼 :

• 所有學員進入課室時，必須掃描場地的「安心出行」二維碼及出示疫苗通行證，以供查核其
疫苗接種紀錄或醫學豁免證明書。

• 因應疫情發展，面授課堂將有機會改為網上授課。 
• 如學員未能掃描場地二維碼及出示有效的疫苗通行證，或因授課模式改動而退出課程，已繳

交之學費將不獲退還。

對象 : 社會服務機構的主管及管理層
名額 : 30 人
授課語言 : 粵語（以英語輔助）
費用 : $1,180

社聯會員機構職員費用 : $1,100（於 2022 年 8月 3日或之前報名：$960）

查詢 : 2876	2434 或 institute@hkcs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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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別合作與支援
HKCSS Institute 提倡跨界別的合作及專業知識交流，與多間專上學院、專業學會、工商機構及社會服務機
構建立伙伴關係，以其專業及資源，合作推出不同的課程、研討會及獎勵計劃，以推動終身學習，支持香港
社會福利界的發展。

[ 創院贊助 ] [ 合作伙伴 ]

內部培訓及企劃
除公開課程外，HKCSS Institute 特別鳴謝以下於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4 月期間委託本院安排內部
培訓或顧問服務之非牟利機構：

（按機構中文名稱筆劃序）

安徒生會

保良局

香港明愛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國際培幼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凝動香港體育基金

職業訓練局 (VTC)

鳴謝
鳴謝以下於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4 月期間出席公開活動之導師及嘉賓講員：

（按姓名筆劃序）

卜福晨先生

尹祖伊博士

方敏生女士

王見好女士

王兼揚先生

司徒永富博士

朱子穎先生

朱月如女士

余蕙芳女士

李美辰女士

李瑞冰女士

李錦洪先生

林正財醫生

林志輝先生

林莉君女士

林超英先生

邱達民教授

馬慧敏女士

梁啟智博士

梁嘉寶女士

梁耀輝先生

郭烈東先生

陳志邦博士

陳志輝教授

陳啟明先生

陳智思先生

陳欽勉先生

陳曉園女士

陸樺先生

湯崇敏女士

馮康醫生

黃於唱教授

黃英琦女士

黃德健先生

黃寶琦博士

楊建霞女士

廖國泰先生

黎鑑棠先生

鍾衍文先生

譚贛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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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CSS Institute
地址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9 樓 906 室
  Room 906, 9/F,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辦公時間 : 星期一至五 9:00am - 5:30pm

電話 : 2876 2434 / 2876 2454

傳真 : 2876 2485

WhatsApp : 9159 8441

電郵 : institute@hkcss.org.hk

網址 : https://institute.hkcss.org.hk/

Facebook : https://www.facebook.com/hkcssi

Find Out More Course Detail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