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民
2015-2016 工作報告

香港公民 2015-2016
工作報告

組織社區內不同的團體共同參與
聯盟團體成員由原先 6 個增至 11 個。新增的 5 個團體包括：美孚家‧政、香港精神
康復者聯盟、康和互助社聯會、習慣 X 自然及視障公民社會關注組。這 5 個團體的
服務對象及定位涵蓋地區青年及專業人士、精神康復者、關注城市食物生產的公眾
及視障人士。
11 個聯盟團體成員包括：
1.
2.

同根社
美孚家‧政*

3.
4.
5.
6.
7.
8.
9.
10.

香港公民
香港主婦聯盟托兒關注小組
香港基督徒學會
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
康和互助社聯會*
深水埗社區協會
習慣 X 自然*
視障公民社會關注組*

11. 新婦女協進會
聯繫不同社群團體/組織，建立交流合作的機會
是年舉行了 2 次有主題的會議及活動，活動如下：
I. 精神復康與社區的關連 (康和互助社聯會)，10/4/2015
II. 地區課託支援服務情況 (基督教服務處深東樂 Teen 會) 8/5/2015
「深水埗公民組織聯盟」共舉行了 9 次會議，日期如下：
19/6/2015
15/7/2015*
17/7/2015
19/8/2015
16/9/2015
16/10/2015
30/10/2015
4/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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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2/2015
**4/12/2015 的會議為擴大會議，對象除了是已加入聯盟的團體成員，也邀請
曾參與社區聆聽、公共議題分享會或地區民間選舉大會的區內友好團體出席，以作
整體回顧與檢討，並進一步討論推動新一屆區議會落實「民間貧窮政綱」的跟進工
作。聯盟團體以外，出席會議的地區團體包括：
失明人互聯會、平民參政、關顧聯、活在觀塘、欽州街布藝市場(共 30 多名團體代
表)。上述團體也是潛在加盟的團體。
此外，2015 年 7 月 15 日*，聯盟就「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約見深水埗區議會主席及
4 名區議員，出席更包括 4 名民政事務處職員會談及跟進該項目進度。會上，聯盟除
了提出檢討項目的諮詢過程外，也提出取消自負盈虧的項目營運方式、建立項目及
服務質素的監察機制等，發揮聯盟監察議會的角色，並確立聯盟地位。
總結: 能夠推行共 15 次會議
走訪地區團體及社區人士
過去一年，新增走訪了 11 個團體，接觸到各團體核心成員超過 10 多位負責人，團
體包括:
1.
2.
3.

教會/教會機構
基督教芥菜種子堂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視障人士福音中心

4.

長者服務
長者評議會

5.

復康服務/互助組織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6.
7.

其他類別(包括地區團體)
關注綜援檢討聯盟
平等分享行動

8.
9.
10.
11.
12.

80 後浪
社區互助發展行動
深水埗露宿者委員會
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同深同力關注組
東青區重建關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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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並培育義務組織者（可包括團體成員）
社區聆聽工作坊
對象為公眾的「社區聆聽工作坊」，舉辦共 7 次 (參加人數共 72 人)
12/4/2015 (11 人)
20/4/2015 (6 人)
2/5/2015 (4 人)
10/5/2015 (14 人)
與大專合作，舉辦「社區聆聽工作坊」，受訓學生隨後協助社區聆聽
13/4/2015 香港浸會大學-社工學生(20 人)
15/7/2015 明愛專上學院-社工學生(60 人)
與團體合作，舉辦「社區聆聽工作坊」，協助推行「社區聆聽」
18/4/2015 龍耳 (12 人)
7/7/2015 康和互助社聯會 (6 人)
14/7/2015 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 (5 人)
團體組織者培訓
為期３個月（9-12 月）
，由執委提供，與一位組織者帶領一隊已培訓的義務組織者，
進入友好團體，按團體實質的組織發展需要，協助團體內組織者進行工作。計劃以
邀請團體加入成為聯盟成員為目標。參與的其中兩個團體：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及
康和互助社聯會最終成為聯盟成員。 另一參與團體則保持友好關係。
其他培訓
讀書會
兩次與「社區組織」相關的讀書會，由公民組織聯盟執委提供，目的為擴闊義務組
織者有關組織的概念與理解，幫助對照、分析及解讀今日香港整體的社會狀況，輔
以地區組織為共中一個面對困局的手法。
性別預算工作坊（23/5/2015)
與新婦女協進會合辦「性別預算工作坊」
。工作坊以區議會情況作例子，認識何謂性
別預算，並輔以外國例子，以及分析性別預算在香港實行的種種挑戰。期望透過工
作坊，讓義務組織者在進行「社區聆聽」時，具備性別敏銳度；也幫助擬定「民間
貧窮政綱」。
促導員工作坊（5/9/2015 、8/9/2015 及 12/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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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由公民組織聯盟執委及在台灣進行審議式民主的呂家華提供，增強義務組織者
作為促導員的能力，以協助不同社群在公共議題分享會上能充分參與。
此外，義務組織者更成為培訓員，協助公民組織聯聯盟推展組織工作、與區內團體
建立關係，並推動社區聆聽工作，收集不同社群的社區願望。包括：
社區耳朵青少年領袖訓練計劃（25/6/2015-20/8/2015）
由已培訓的義務組織者提供，為期約兩個月，對象為香港小童群益會(美孚)的 13-20
歲的青少年。計劃培訓 15 位青少年成為聆聽者，聆聽區內劏房戶。
社區種子-深水埗社區公民培訓計劃（25/6/2015-31/7/2015）
計劃與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合作，獲有 14 位人士參與（其中兩位由公開招募，其餘 12
位為視障人士）
。計劃以深水埗區作為起點，介紹社區資源，並培訓參與者透過社區
聆聽探索社區需要。

推動義務組織者接觸社區不同團體、坊眾，聆聽及關注貧窮問題
社區聆聽(團體)
邀請不同團體合作舉辦共 37 場社區聆聽，接觸及聆聽人數為 230 人。對象包括長者、
婦女、少數族裔人士、居住在舊區的居民、視障人士、新移民、精神康復者、區內
藝術工作者、青少年、不同學習能力及智障人士。
1.
2.
3.
4.
5.
6.
7.
8.
9.

2/4/2015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蒙恩堂蒙恩睦鄰中心
10/4/2015 康和互助社聯會同路人小組
18/4/2015 龍耳
21/4/2015 深水埗社區協會
7/5/2015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蒙恩堂蒙恩睦鄰中心
15/5/2015 香港主婦聯盟托兒關注小組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29/5/2015 基督教服務處深東樂 Teen 會
30/5/2015 復元人士關注組（香港心理衛生會李鄭屋中途宿舍）
11/6/2015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長沙灣）

10.
11.
12.
13.
14.
15.

9/7/2015 復元人士關注組（香港心理衛生會李鄭屋中途宿舍）
10/7/2015 香港失明人互聯會
18/72015 卓新力量
20/7/2015 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
23/7/2015 N 無人士房屋關注組（明愛職工發展計劃）
25/7/2015 康和互助社聯會同路人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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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8/7/2015 視障人士福音中心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9/7/2015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4/8/2015 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
6/8/2015 小童群益會(美孚)
8/8/2015 康和互助社聯會(商議)
14/8/2015 姐姐仔會
19/8/2015 東青區重建關注組
20/8/2015 姐姐仔會
20/8/2015 深水埗低收入劏房小組（關注綜援檢討聯盟）
21/8/2015 同深同力關注組（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
25/8/2015 深水埗社區協會
26/8/2015 復元人士關注組（香港心理衛生會李鄭屋中途宿舍）

28. 29/8/2015 康和互助社聯會同路人小組
29. 4/9/2015 同根社
30. 8/9/2015 香港主婦聯盟托兒關注小組（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31. 9/9/2015 習慣 X 自然
32. 9/10/2015 基督教服務處南天網絡
社區聆聽(「落區」)
社區聆聽亦以落區形式進行，接觸及聆聽人數為 250 人。
A) 小隊形式
- 對象為南亞裔、新移民及婦女為主的社區聆聽 (8 次)
- 對象為攤檔小販、拾荒者及露宿者的社區聆聽 (6 次)
- 對象為一般基層市民的社區聆聽 (13 次)
B) 社區聆聽日
5 月 10 日，約 30 名義務組織者在深水埗北河街舉行規模相對大型的社區聆聽。地區
團體包括龍耳、深水埗社區協會及新婦女協進會參與，在鬧市內的公共空間分享聽
障人士、長者及婦女不同的社區故事及需要，也以團體及所代表社群的角度，直指
區議會資源運用少作諮詢因而使用不得宜，無論在金錢及社會資本上，無助不同社
群面對及緩減貧窮問題。社區聆聽日，公民組織聯盟聆聽深水埗不同社群，聆聽所
得，將最終與整個持續數月的社區聆聽運動內的內容，經商討、整理及分析，成為
由下而上的「街坊政綱」，指向本屆深水埗區議會選舉。
我們其後亦在 7 月 22 日、7 月 24 日及 8 月 22 日 分別舉辦 3 次社區聆聽日，分別由
香港明愛專上學院及香港城市大學受社區聆聽培訓的學生，到深水埗區內不同地方
進行社區聆聽。
計劃開始至今，共 480 名社區不同人士被聆聽。現已把收集的社區意見、需要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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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整理「深水埗民間政綱 2015」
。政綱內除了具備「社區意見」部份，亦按區內不同
社群的獨特需要整理成「社群政綱」
。現把政綱上述兩個部分撮要如下，詳情則請另
文閱讀「深水埗民間政綱 2015」
。
「社區意見」
綜合從不同場次及類型的社區聆聽所得，深水埗區內關注議題大致上可分為 12 個範
疇，包括社區服務 (佔 31%) 及土地規劃及社區設施 (佔 25%) ，兩者合共已是整體
起超過一半。環境衛生 (佔 12%)也是很多街坊提出關注及期望改善。另，因我們主
動聆聽了區內的視障、精神康復及智障人士的組織，他們也提出改善社區共融 (6%)
的迫切需要。深水埗區內居住了不少的舊區居民，亦反映出有關房屋政策 (7%)及福
利政策(3%)的迫切需求。
「社群政綱」
我們亦從社區聆聽運動，與十個深水埗區內不同社群共同整理
出各自的政綱：
不同學習能力及智障人士政綱
一. 以「殘疾人權利公約」角度檢討現行政策;
二. 訂立「資訊通達」綱領，如運用簡易圖文版確保所有市民均獲得及理解政府和
社區發放的資訊;
三. 檢討現行殘疾人士「工作能力評估機制」
，並以措施確保殘疾人士享有最低工資
的保障;
四. 提供適切資訊和支援予參與各種藝術活動的殘疾人士，以達致社區共融
五. 區議會作為諮詢架構，要有不同殘疾人士及不同社群代表參與
少數族裔人士政綱
一. 增撥資源資助少數族裔學習中、英文;
二. 改善社區治安;
三. 改善社區衛生問題;
四. 加設板球練習場;
五. 促進區內種族融和
長者政綱
一.區議會應聯同政府及有關長者機構，倡議及推行「深水埗長者友善社區」;
二. 區議會應於各小區積極收集長者的意見，促進長者與多個政府部門溝通;
三. 推動政府改善各項長者政策，落實全民退休保障。
青少年政綱
一. 檢討區內各類型康體設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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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撥資源促進青少年個人需要及發展;
三. 增設社區創新基金，讓青少年能參與社區改善
文化藝術工作者政綱
一. 檢示區內閒置及廢棄用地，釋放公共空間;
二. 推動城市生活循環系統，促進社區連結;
三. 增設文化委員會;
四. 增加廣泛的民間參與
視障人士政綱
一. 向巴士服務公司提出質詢及改善建議、落實監督機制。
二. 推動及聯繫不同部門處理路面障礙物
三. 增設社區共融工作小組
四. 推動有效的公民教育
舊區住戶政綱
一. 倡議及推動實施租金管制;
二. 全面檢示區內閒置用地及單位;
三. 監察市區重建局安置安排的承諾;
四. 規管區內三無大廈;
五. 優化會見市民計劃;
六. 增加區內公共空間及設施
聽障人士政綱
一. 促進區內公營、私營及資助服務單位識別聽障人士;
二. 統合區內應急部門作定期支授培訓與演習;
三. 監督區內無障礙設施的落實與使用狀況
精神復康人士政綱
一. 全面檢示精神復康人士及照顧者的社區支援情況;
二. 建立精神復康人士就業平台;
三. 推廣精神健康教育;
四. 倡議精神科夜診服務;
五. 增設「精神健康委員會」
舉辦「公共議題分享會」
為進一步讓街坊、團體及社群可以交流及討論，並整合成社區的願景及民間貧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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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我們於九月進行了三場由不同社群參與的「公共議題分享會」
，參加團體及社群
都積極地對未來的深水埗區議會提出建議。參與社群包括：精神復康人士、青少年、
教會、視障人士、婦女、長者、不同學習能力及智障人士。
其後，我們分析深水埗區議會的現況及不足，從而向新一屆深水埗區議會提出建議
提出，成為「深水埗民間政綱 2015」內「公民政綱」部分。
三場「公共議題分享會」舉行日子及參與人數如下：
19/9/2015 (午) (16 人)
25/9/2015 (早) (30 人)
25/9/2015 (晚) (14 人)

製作「深水民間政綱 2015」(附件為「政綱」包括全稿、圖文版、英文版、小數族群
版)，邀請各區議會候選人簽署之餘，亦為未來推動深水埗區議會改革的藍本。為長
遠推動各區區會的革新。

「深水埗區議會結構性問題分析」
一. 區議會對社區的需要及期望缺乏全面掌握，
「頭痛醫頭」的方式回應問題、對於
社區長遠發展及資源分配缺乏方向
二. 區議會缺乏透明度，未能讓街坊了解其職能及工作，相關資訊及溝通平台不足，
利用的宣傳媒介單一，未能妥善傳遞社區資訊；交代議會決策及資源運用上欠
透明度。
三. 區議會效能不足。區議會缺乏實權，難以推動政府部門解決問題。區議會工作
因循形式化，缺乏效率，處理社區問題往往搔不著癢處。在處理問題上由上而
下，迷信專家官僚，忽視民間意見。
四. 區議會對於多元社區需要缺乏敏銳度，容易因制度或資源分配不公造成更多的
社區分歧。同時，面對社區需要的矛盾時，部份區議員未能公平正義地處理，
另弱勢社群面對更大的困境。
五. 區議會對於社區特殊需要社群的關注度不足，在社區設施及決策上缺乏對有特
殊需要社群，包括長者、殘障人士及少數族裔人士之關注。
「公民政綱」
對應上述區議會結構性問題，我們要求區議會革新議會文化、設立有效的機制，包
括：
(一)
(二)
(三)
(四)
(五)

掌握地區不同需要，訂立社區願景目標
加強資訊通達，確保議會交代問責
推動居民直接參與，建立民間決策平台
正視潛在社區矛盾，建立民主商討文化
回應特殊需要群體，促進平等社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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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深水埗公民組織聯盟」為平台，與區內團體合作及由義務組織者以街站形
式進行共 12 次政綱倡議行動，宣傳民間政綱，共收集得 491 個社區人士聯署支持政
綱。
團體方面，民間政綱獲總共 20 個團體支持(部份為政綱發起團體-深水埗公民組織聯
盟成員)：
發起團體：深水埗公民組織聯盟-成員包括(按筆劃序)：
一. 同根社
二. 美孚家‧政
三. 香港公民
四. 香港主婦聯盟托兒關注小組
五. 香港基督徒學會
六. 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
七. 康和互助社聯會同路人小組
八. 深水埗社區協會
九. 習慣 X 自然
十. 視障公民社會關注組
十一. 新婦女協進會
支持團體(按筆劃序) :
一. 卓新力量
二. 香港失明人互聯會
三. 香港政策透視
四.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五. 基督教芥菜種子堂
六. 深水埗低收入劏房小組
七. 深水埗露宿者委員會
八. 復元人士關注組
九. 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

舉辦民間選舉大會
11 月 7 日，以「深水?公民組織聯盟」名義，舉行一場「深水?民間政綱聆聽大會」。
是次聆聽大會的出席人數接近 200 人，當中包括 15 名深水?區區議會候選人、20 多
個團體，以及深水?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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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大會上不同社群不亢不卑地向各候選人提出有力的訴求及願景，以致出席大會
的 14 名區議會候選人(其中一位因事提早離場，)簽署同意書，承諾日後致力達成深
水?民間政綱所提倡的項目，以及定期與深水?公民組織聯盟會面，跟進實施的情況。
體現聯盟的力量。
連同及後新增的 13 名候選人，共 27 名來自建制、泛民及獨立的候選人簽署「深水?
民間政綱 2015」同意書。進一步確立聯盟在深水?區內的地位及影響力。
最後，支持「深水?民間政綱 2015」的深水?區議會候選人有 12 位成功當選，佔過半
深水?區議會議席的一半（全數議席為 23 席）
。12 位候任區議員分別來自民協(9 位)、
公民黨(1 位)、民主黨(1 位)及西九新動力(1 位)。這對推動革新整個深水?區議會及推
動落實政綱有重要意義。

12 月 4 日，舉行深水埗公民組織聯盟的擴大會議。聯盟團體以外，也有曾參與社區
聆聽、公共議題分享會及「深水?民間政綱聆聽大會」的區內團體出席，共商督促深
水?區議會落實「深水?民間政綱 2015」的跟進工作。
我們視佔過半深水?區議會議席、包括建制派在內的 12 位支持「深水?民間政綱 2015」
的候任區議員，為推動整個深水?區議會落實政綱的橋樑。我們將以聯盟為平台，與
12 位候任區議員會面，並與之保持具張力的關係，推動他/她們發揮應有的作用。
首次會面將於 12 月 30 日，進一步確立聯盟在區內的影響力，從而推動落實政綱及
革新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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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總結：
一． 開展社區聆聽的進程比較緩慢。主要原因是社區聆聽是新的工作介入手
法，對社區內的團體而言不容易進入，帶有對聆聽的做法存疑。團體一般
執行自身的活動而疲於奔命，既有自己團體的議程，而且會員不多、會員
參與性不穩定，以至參與社區聆聽的人數難以確保。在推行上比預期多要
花時間作邀請及講解等，具體的策略亦要配合團體內的小組或活動舉行，
次數不可頻密，整體的組織時間較長。在日後與團體建立了互相認識的基
礎上，再推行社區聆聽可更見效率。
二． 過去一年推行相當煩重及細緻的工作實相當費時及人力，現時的整體工作
應已超出其預期工作的輸出量。
三． 除現有五個新增的團體外，在過去我們能夠接觸到共 50 多個不同的團
體，團體的類別主要分為(一)教會/宗教組織、(二)社福團體、(三)自助互
助組織、(四)學生組織、(五)民間團體/組織。經過這年頻繁地與不同團體
的接觸，我們有以下的形勢分析;
3.1 教會及教會機構：教會較拒絕參與社區，若是面向社區的亦主要是以
「傳福音」為目標，形式會多辦提供服務即慈惠的工作手法（例如：派飯、
派衣物等）進入社區。對於我們的理解是「政治」，有點道不同的界線，
一般可合作的空間較少。因此，現時可行的未來策略，可重點跟一些較少
型的教會開始，亦透過一些可具體合作的事工開展關係。現時，在深水埗
區內，我們已接觸到一間較少型的教會，名為「基督教芥菜種堂」，經過
他們的長執參與過我們舉辦的「社群交流會」後，對我們的工作表示讚同，
最終，透過他跟教會商討後，亦通過以教會名義參與聯署「民間政綱」。
不過若要教會參與為聯盟的期望便應有待發展，經初步商討，我們亦樂意
按教會的步伐，再行籌辦一些可合作的社區活動，建立整個教會的信任及
對我們工作的認同。另外，我們亦將繼續以接觸教會內的關社小組為策略
目標，期望日後可多邀請教會的參與。
3.2 社福機構：過去在深水埗區，我們主要接觸到的社福機構以青少年服
務及長者服務為主。我們亦曾透過邀請，於暑假前籌辦名為「社區耳朵青
少年領袖訓練計劃」邀請區內青少年服務機構合作，計劃以培訓青少年成
為社區聆聽者，聆聽區不同社群的聲音。反應不如理想，幸好區內小童群
益會美孚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回應合作，為期約兩個月，對象為 13-20 歲
不等的青少年。一方面反映區內機構不容易開展合作，另一方面，青少年
服務的實質對象欠缺青年人，是次參與的年齡大過 16 歲只得兩人。長者
服務更沒機構問津，只有一間長者中心(屬非政府資助，人手短缺)同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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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選舉前辦一次的介紹區議會的活動。面對以上的情況，我們繼續積
極與區內青少年服務機構合作，現時我們將透過分享及培訓機構的青年工
作者(社工)，可在下一步與青少年服務的單位一同開展「社區聆聽」，既
建立合作空間，亦強化青年參與社區的目標。主要合作的單位將會是香港
基督教服務處-深東樂 TEEN 會，預期可以透過成立青年關社組織參與為
聯盟成員。至於長者服務，我們亦正積極聯繫「長者評議會」(亦是屬香
港基督教服務處內的一長者組織)，期望透過邀請參與，包括同工的培訓、
議題討論及行動，未來將進一步邀請參與成為聯盟團體。
3.3 自助互助組織：此類的組織，他們各自有自身的主要關注議題，組織
內的資源相對較少，參與及關注政策的人數也屬小數，明顯該組織的職員
或組織者的能力及取向容易影響組織的參與情況。另外亦因為組織資源的
缺乏，一旦邀請參與成為聯盟成員，亦須預計投放的時間協助推動參與需
更多。我們我們曾與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合作，進行為期１個月的「社區種
子－社區聆聽運動」，讓區內外視障人士到不同團體及深水埗區內聆聽不
同人士的社區願景及需要。其後，該會成立以年青的視障會員為主的視障
公民社會關注組，更成為聯盟的一份子。雖然該團體並非屬地區性的團
體，但因著成員會是居住在深水埗的因素，可以促進團體內成立地區的核
心小組形式參與。下年，我們將邀請「卓新力量」及「香港失明人互聯會」
參與成為伙伴。
3.4 學生組織：過去一年，我們嘗試過接觸一些大學的學生組織，如聯繫
城大學生會及社會服務學會等，上年情況是因「雨傘運動」後的組織似乎
已疲於奔命，另要處理換界的事務下，在我們缺乏人手下難以跟進。未來
我們將嘗試透過培訓組織的渠道，接觸及與學生組織建立初步關係，往後
再作邀請參與成為聯盟伙伴。下年也將繼續嘗試接觸城大的學生會或關注
組等。另外，我們已跟「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FES)接觸及建立
了初步關係，將於下年暑期舉辦合作活動，從而開展學生關社工
作，期望能否藉此邀請 FES 參與為聯盟伙伴。
3.5 民間團體/組織：在我們多次接觸及聯繫一些民間團體，例如「勞資關
係協進會」、「工業福音團契」、「社區互助發展行動」及「明愛基層組
織發展計劃」等。遇上的困難包括：(一)團體本身有自身的關注及工作重
點，認為無必要跟其他合作，(二) 對我們已組織團體的想法表示觀望，亦
懷疑其操作之效益，(三) 團體以街坊參與為主體，街坊未認為可參與便不
會參與，(四) 團體的人手及資源相當有限，因優次考慮情況下難以參與。
我們經過檢討及分析，問題亦不單止以上的因素，反而其主要原因在於我
們忽略運用社區組織的核心手法，以一對一的方法，找緊團體的不同成
員，積極接觸及開啟各團體的核心成員的對話及關係建立，相信這將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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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的方法。暫時我們未有一個此類團體鎖定為邀請參與的目標，原因
是我們將深入對團體的接觸後方能真正作出邀請。
四. 能夠透過社區聆聽的仔細工作，強調由下而上推動社區內不同的社群參與，
最終亦能夠推出一份「深水埗民間政綱 2015」，即使是區內的團體、市民甚至區
議員亦異口同聲表示其價值及意義，在社區內首次推出以多元社群的聲音的民間
政綱。有社區內的建制派議員不單簽署同意，亦表示不論是「社區聆聽」及政綱
的內容理應是區議會的責任及工作。這正是透過整份政綱的誕生及舉辦民間大會
是在展現民間團體的力量，透過深水埗民間政綱的示範表達出各個社區未來也可
一同推動社區內團體的力量，尋求由下而上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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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相片

深水埗公民組織聯盟就「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約見深水埗區議會主席在內的 4
名當區區議員及 4 名民政事務處職員會談及跟進該項目進度。

出席「深水埗民間政綱聆聽大會」的 14 位候選人簽署「深水埗民間政綱 2015
同意書」
。

來自深水埗區內 20 多個不同的團體，接近 200 名不同人士出席參與「深水埗民
間政綱聆聽大會」
，並有傳媒出席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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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組織者培訓

與深水埗各個不同的團體，包括:青少年服務、藝術團體、地區團體等進行集思
及交流會

舉行多次的社區聆聽，包括長者、南亞裔人士、婦女及各個不同能力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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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社區聆聽運動」，為期 9 個月，共聆聽超過 400 多位不同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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