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我們會竭盡所能，加強社區建設計劃，從而培養市民的

歸屬感及守望相助精神。我們會通過各區民政事務處及地方

組織的網絡，繼續推行地方行政計劃，促使香港成為更加朝

氣勃勃、互相關懷、繁榮興盛的社會。我們通過與地方的居

民及社區組織的廣泛聯繫網絡、定期探訪活動，以及籌辦社

區計劃，來協助推廣工作，加深市民對政府政策的認識。我

們也鼓勵市民參與旨在促進社區福利、提高大廈管理成效，

以及撲滅罪行的各類活動，藉此不斷推動社區建設。我們會

致力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這個社會繼續融洽和諧，市民廣泛

參與各項社區事務，竭力造福社群。

我們會主導青年工作的發展路向，並呼籲社會各界共同

肩負青年培育及發展的責任。我們會透過推廣公民教育以及

和家庭、學校、僱主、傳媒、非政府機構、青年團體及年青

人本身合作，幫助年青人為新紀元的挑戰作好準備。我們會

加強推廣廣為接受的正面價值觀，並且制定有系統及持續的

領導才能訓練課程，以切合年青人成長各階段的需要。我們

會一方面鼓勵年青人建立對香港的歸屬感以及認識中華文化

及傳統，而另一方面則透過國際交流計劃，開拓他們的視野

及見聞。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



一

我們的施政方針是促進社區及青年發展，從而培養市民

的公民責任心及歸屬感。

為了落實這項施政方針，我們的目標是：

促使公眾積極參與社區事務

舉辦更多地區運動及社區參與計劃

維持有高比率的合資格人士登記為選民

使市民更加認識自己的公民責任

提高市民對現有社區與青年服務的認識

加強市民的歸屬感

社區及青年發展



二

成效重點

第三頁

第六頁

第八頁

第十一頁

為了貫徹這項施政方針，我們必須在以下主要工作範圍

取得成績：

一 檢討社區發展需要及

服務

二 創建及維持社區支援

基礎設施

三 培養社群意識及觸覺

四 培養市民對本港社會

及文化的了解

本小冊子分為多個部分，分別闡釋以上各個成效重點，

概述我們的主要工作，並列出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指標。此

外，每部分亦臚列為貫徹該施政方針而新制定的主要措施，

並註明負責的機構，以及擬達到的具體目標。



三

一 檢討社區發展需要及服務

地方行政計劃讓政府可以了解市民的意見及找出現有服

務是否有不足之處。我們協助各決策局和部門，就全港及地

區事務徵詢各地區諮詢組織的意見。這樣，我們可以確保在

制定政策的過程中，顧及市民對重大事務的意見。我們也確

保地區環境得到改善，提高區內居民的生活質素。

我們致力確保新來港定居人士能夠迅速融入社會，對社

會有所貢獻。我們定期進行調查，了解他們的問題和需要，

又與各決策局、部門和服務機構聯絡，制定及提供切合他們

所需的服務。

我們必須讓年青人從小就得到培育，使他們將來可以貢

獻社會，成為社會領袖。我們會繼續諮詢青年事務委員會，

探求如何促使年青人更加積極參與建設香港特別行政區及義

務工作。

公民教育委員會定期進行公民教育意見調查，以確保我

們的公民教育計劃足以應付不斷轉變的社會需要。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與原來計劃相比，實際進行的社區需要檢討的次數

經確定本年度及未來一段時間服務存在的不足之處

經確定為應付會出現服務短缺情況而設的新服務數目

已計劃進行及獲得撥款的新服務發展計劃的數目



四

*  括號內為該措施的主要負責機構

措施 目標

加強與地區諮詢組織的聯繫

(民政事務局 )*

鼓勵各決策局及部門就

全港事務及地區事務盡

量諮詢區議會

檢討《華人廟宇條例》，確

保條文切合不斷轉變的社會

需要

(民政事務局 )

在一九九九年年中或之

前，找出應修訂的條

文，然後制訂建議

加強檢討向新來港定居人士

提供的服務，鼓勵非政府機

構實施新措施，協助新來港

定居人士，以及向新來港定

居人士進行定期調查，了解

他們的問題及需要

在一九九九年進行季

度調查，藉此評估新

來港定居人士面對的

問題及需要，並改善

為他們提供的服務

與非政府機構每年舉

行兩次圓桌會議，以

評定現時為新來港定

居人士提供的服務是

否有效及足夠，並藉

此就如何加強這些服

務，交流意見

研究為新來港定居青少年而

設的支援系統

在一九九九年年中完成

研究

(民政事務總署 )

(青年事務委員會 )

*  括號內為該措施的主要負責機構



措施 目標

研究傳媒對青少年的影響 在一九九九年年初完成

研究

進行一九九八年公民教育意

見研究

在一九九八年年底完成

調查

(青年事務委員會 )

(公民教育委員會 )

五



二 創建及維持社區支援基礎設施

為促進市民與政府建立更緊密的聯繫，並鼓勵市民參與

促進社區福利的活動，我們與地方的居民及社區組織維持一

個廣泛的聯絡網。我們提供及管理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用

作舉辦公民教育及社區建設活動的場地。

我們向分區委員會提供必須的支援，協助他們處理地方

事務。各區民政事務處致力與互助委員會和業主立案法團建

立聯繫，以及保持定期聯絡，確保這些組織關注的事務和出

現的問題，會交由有關部門處理。

民政事務總署通過本身的聯絡網及與鄉郊社區的緊密聯

繫，推行鄉郊規劃及改善策略小型工程計劃，並進行小型環

境改善工程。

我們通過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統籌委員會，統籌為新來

港定居人士提供的服務，協助他們融入本港社會；該委員會

由地區統籌委員會輔助，並由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政策督導

委員會監督。此外，我們與非政府機構攜手合作，為新來港

定居人士提供協助。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可用作社區活動場地的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的數目

與原來計劃相比，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實際的使用率

已成立的分區委員會、互助委員會及業主立案法團的數目

六



鼓勵成立地區組織及大廈居

民組織

措施 目標

協助推行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

度選民登記運動

盡量為合資格的永久性

居民登記為選民

完成鄉郊規劃及改善策略 (小
型工程 )計劃，並推展每年進

行的小規模環境改善計劃，

以改善基礎設施及鄉郊居住

環境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

度，動用最高達 5.88 億元

改善鄉郊環境

把柴灣社區中心重建為一個

供舉行青年發展活動的中央

場地；中心的設施可供舉行

會議、研討會、研習班及國

際交流計劃

在二零零三年年底或之

前完成這項計劃

在一九九九年成立至少

270 個新互助委員會 /業

主立案法團(民政事務局 )

(民政事務局 )

(民政事務局 )

(民政事務局 )

七



培養社群意識及觸覺三

公民教育委員會舉辦全港性的活動，來提高市民大眾的

公民意識，例如：

一年一度的公民日及公民教育展覽會

工作坊及比賽

電視、電台節目

製作課題多樣的公民教育教材

此外，委員會也推行一項資助計劃，使非政府機構可以

舉辦公民教育活動。

我們通過《基本法》推廣資助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舉

辦活動，推廣認識《基本法》。

我們又鼓勵區議會利用本身的經費籌辦同類活動，推動

市民參與社區事務。

為協助新來港定居人士了解本港社會及他們可享用的服

務，我們已出版服務手冊，並定期予以修訂。這些手冊在羅

湖檢查站、各諮詢服務中心、其他政府及非政府機構辦事處

派發予新來港定居人士。

我們每年都為 6歲至 25 歲的兒童及青少年舉辦全港性的

青少年暑期活動。我們又鼓勵非政府機構及青少年團體與海

外同類組織合辦交流計劃。

為促進青年發展，青年事務委員會除就涉及年青人的事

務向政府提供意見外，還發表了《青年約章》，推廣青年發

展的原則及理想。

八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有多少團體組織及個別人士簽署《青年約章》

已付諸實行的教育、宣傳及其他培養社群意識措施的數目

社會人士及青少年對我們各類活動的反應及參加比率

參加志願支援活動及這類志願組織的普及程度

措施 目標

推廣《青年約章》所載列的

青年發展工作原則與理想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

度，促使更多機構及個別

人士簽署《青年約章》

擴大由公民教育委員會負責

推行的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

劃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

度，增加該計劃的資助款

額

擴大國際青年交流計劃，並

邀請更多非政府機構參與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

度，增加參加該計劃的年

青人人數

(民政事務局 )

(民政事務局 )

(民政事務局 )

九



措施 目標

向更多青少年推廣青少年暑

期活動計劃

在一九九九年為超過 120萬
名青少年舉辦活動

為更多新來港定居人士提供

最新資訊，以協助他們早日

融入社會及協助提高他們的

公民意識

在一九九九年，製作及分

發新版本的內地新來港定

居人士手冊

推行《基本法》推廣資助計

劃，資助社區組織為特定推

廣對象而舉辦的計劃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

度，透過資助至少 20個計

劃，以鼓勵更多社區組織

舉辦推廣《基本法》的

計劃

(民政事務局 )

(民政事務局 )

(民政事務局 )

十

加強與非政府機構及有關政

府部門的聯繫，為年青人舉

辦更多義工計劃及領導才能

培訓計劃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

度，使更多非政府機構及

年青人參加義工計劃及領

導才能培訓計劃

(民政事務局 )



四 培養市民對本港社會及文化的了解

香港回歸中國後，市民的身分有所轉變，實在有需要通

過公民教育活動，以及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加強市民對

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本身文化傳統的歸屬感。我們會加倍努力

推行公民教育，培養市民的歸屬感。

成效指標

我們透過意見調查，去量度市民對本港社會及文化的了

解程度，以此作為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

措施 目標

繼續鼓勵更多非政府機構為

年青人舉辦內地考察團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

度，通過各非政府機構所

舉辦的計劃，讓更多年青

人前往內地考察

鼓勵市民參與「香港是我家」

的各項活動
讓所有市民均有機會參與

各項計劃

製作更多具教育意義的資料

套，宣揚「認識國家」及

「社會歸屬感」

由一九九九年起，每年製

作兩款具教育意義的資料

套，予以廣泛派發

(民政事務局 )

(民政事務局 )

(民政事務局 )

十一



措施 目標

與廉政公署、香港電台及社

區組織合辦大型宣傳計劃，

提倡積極的人生觀，以及加

強市民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歸屬感

鼓勵更多人參與各項計劃

透過舉辦各類社區參與活

動，加 宣傳健康生活訊

息，以配合「健康生活新紀

元」運動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鼓勵地區團體舉

辦社區參與活動，以配

合這項運動

(廉政公署 )

( 生福利局 )

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