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BFAC文件第 9/14號  

方便營商諮詢委員會  

第二十七次會議  

議程第 3項：  「香港社會企業研究  –  

透視香港社企實況」研究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向委員簡介社會企業（社企）最近的發展，及根據香

港社會企業研究(研究)由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1 (社企委員會)提出

加強現時對社企發展的支援的建議。  

政府持續支持 

2. 社企是一盤用以達致某種社會目的的生意，從中所得利潤主要

用作再投資於本身業務，以達到既定的社會目的，而非分派給股

東。在社企委員會的督導下，政府一直透過多項支援服務，協助社

企發展，包括︰  

(a)  為個別社企提供財政資助；  

(b) 支持社企提升能力；  

(c)  提高公眾對社企的認識；以及  

(d) 促進跨界別合作發展社企。  

3 .  下文簡介過去幾年推行的主要措施，而有關詳情則見附件 1 .  

                                                 
1  社企委員會於 2010 年成立，就政府對社企的支援提出意見。委員會由民政事務局局長

出任主席，成員來自社企、商界及學界，以及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社企委員會現已成為

整合構思和向政府提出意見的主要平台，以便為支援本港社企發展制訂政策、策略及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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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發展研究 

 

4.  鑑於香港社企業界持續發展，民政事務局委託香港中文大學

（中大）及社聯－匯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社聯社企商務中心）就

社企業界的現況及服務需求進行研究，以推動社企業界持續發展。

研究在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4 月進行，方法包括社企問卷調查、

電話民意調查、與持份者作焦點小組討論及個案剖析。社企委員

會已接納研究報告，並於 2014 年 11 月公布。報告摘要載於附件 2。

研究對香港社企發展觀察所得之要點，茲列如下：  

(a)  社企業界穩步發展：社企數目由六年前的 260 間增至去年

的 450 間；  

(b)  社會目標及服務類型日益多元化：儘管 83% 的社企屬一

般的「就業融合型社企」2，越來越多社企的目標不再局

限於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而是傾向因應更廣泛的社會議

題，擬定業方針，例如長者及青年服務、弱勢社群住屋需

要、環保、古蹟保育、生態旅遊等 ;  

(c)  規模較小： 60%的受訪社企員工數目少於 10 人；  

(d)  業務持續營運： 62%的受訪社企達到收支平衡或取得盈

利；  

(e)  在香港所有社企之中，經營者並非免稅慈善團體的比例由

六年前的 16%增至去年的 34%；  

(f)  更多社企從非政府途徑獲得資金（例如私募基金或家族基

金的捐助），但政府仍為社企創辦及擴張的主要資金來

源；  

                                                 
2 「就業融合型社企」仍為主流（83%）。「就業融合型社企」旨在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

以使其融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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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更多社企支援平台成立 3；及  

(h)  公眾加深認識社企： 78.5%受訪者對社企有所聽聞，較

2009 年同類調查中的 60%有所上升。  

社企的社會效益及價值 

5. 儘管社企在香港所達致的社會價值及效益難以量化，在這方面

經常都會引用豐盛社企學會所作的研究。獲「創業展才能」計劃

或「伙伴倡自強」計劃等政府資助計劃提供種子資金的香港社企，

平均存活年期約 9.3 年 4，較美國公司的存活年期中位數（四年）

為佳。以「創業展才能」計劃及「伙伴倡自強」計劃創造的工作

福利 5 價值而論，該研究發現在 9.3 年的平均存活期內，每一元的

「伙伴倡自強」計劃資助可為弱勢社群（不限於殘疾人士）帶來

3.81 元的工作福利，而每一元的「創業展才能」計劃資助則可在

同一時間內為殘疾人士(according to English version)帶來 7.2 元的工

作福利 6。  

                                                 
3 例子包括社聯社企商務中心、香港社會企業總會（社企總會）、好單位、創不同、社會

創業論壇及 Unlimited Hong Kong。  

4 「伙件倡自強」計劃於二零零六年推出，至今不足十年。根據初步數據，研究機構認為

將參加「伙伴倡自強」計劃社企的平均存活年期定於 9.3 年，屬合理水平。  

5 一般而言，工作福利是指失業人士（包括弱勢社群）參與有薪工作後，減少或取消對的

福利援助金，並創造收入帶來稅收，從而帶來的社會價值。  

6 豐盛社企學會在 2013 年 8 月公布的研究，搜集了當時「創業展才能」計劃及「伙伴倡

自強」計劃所有可得實際數據。以 2001 年推出的「創業展才能」計劃為例，研究採用

的方法如下：  

(a) 參與計劃的社企，平均存活年期為 9.3 年；  
(b) 合共有 541 名殘疾僱員，平均月薪為 6,245 元；  
(c) 計劃至今共批出 5,200 萬元資助，產生的薪金為 4,050 萬元；  
(d) 將每一元資助產生的 0.77 元薪金乘以平均存活年期 9.3 年，即 9.3 年內每一元資助

總共帶來 7.2 元薪金。  

至於「伙伴倡自強」計劃則有雙重目標，希望在創造社會利益的同時，能支持可持續經

營的工商業務。在豐盛社企學會進行研究之時，「伙件倡自強」計劃已批出 1.56 億元資

助，產生 6,400 萬元的年薪。根據實際產生的工作福利及上述用於「創業展才能」計劃

的方程式，研究機構估計每一元的「伙伴倡自強」計劃資助，在 9.3 年的社企平均存活

年期內可帶來 3.81 元的工作福利。   

至於社企帶來不屬工作福利的利益，例如社會共融、加強社會參與等，則並未納入該研

究範圍之內。我們近期就社會影響或社會投資回報的研究，推出試驗資助計劃，可望在

未來更深入研究有關因素。多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已獲得資助，以便建立此等持續研究的

原型。有關結果最早將於 2015 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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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支援社企的策略和措施的評估 

6. 上文第 4 至 5 段所載的研究結果及分析顯示，在過去數年，本

港的社企數目穩步上升，種類亦越趨多元化。研究除了再次確認

為社企持續提供支援的重要性外，亦支持政府一直以來所採取的

社企政策方針。就組織架構而言，研究認為，現時社企發展仍處

於起步階段，因此不贊成以立法的形式規管社企和為社企訂下法

律定義，又或由政府設立相關的規管架構。此外，研究肯定了政

府透過數個資助計劃（不論是否由非政府組織負責進行）支援社

企有其可取之處。研究亦就政府、商界、非政府組織和社企可以

如何支援本港社企下一階段的發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  

7 .  根據我們的評估，本港經濟體系大有空間可供社企業界發展。

在英國、法國和美國這些最早推動社企業界發展的國家，社企被

視為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商界以外的「新興第四界別」。社企的

重要性不僅限於為弱勢社羣提供就業機會，而是創造有利新行業

發展的空間，以及透過可持續的商業模式，推動社會創新和就社

會議題提供解決辦法。我們的社企已展示其推動社會創新的潛力。

舉例說，有社企聘請學習表現未如理想的學生在天水圍擔任生態

旅遊導賞員；有社企以活動管理費用盈餘作為資金，向年輕舞蹈

員提供演出機會；另有若干參與「香港社會企業挑戰賽」而獲政

府資助的新進社企提供平台，宣傳本地年輕畢業生的研發產品、

設計或藝術品。此外，曾參與「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的社

企當中，有超過 79%在資助期完結後仍繼續營運。我們會參考研

究和社企諮委會所提出的建議，就如何加強支援社企的進一步發

展，重新訂定策略。  

建議 

8. 在研究提出的各項建議當中，社企諮委會提議我們優先處理以

下重點：  

(a)  體制上的支持 :  在維持現時產業主導及資金多元化的同

時，繼續滙集社企界、政府、商界、社福界及學術界的共

同努力，其中包括支持平台的發展，及社企服務以滿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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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普遍的需求。政府可推廣社企的支援網絡和優良典範，

及創造合作共贏和促進跨界別合作。  

(b) 培訓和能力的提升 :  繼續培訓社企前線員工以滿足需求，

特別是培訓弱勢社群﹔及繼續支持社企於營運及創新的

技能。  

(c)  促進和提高認識 :  社企在實現社會使命及追求企業成功

之餘，社企界應有整體品牌推廣策略，增强公眾對社企的

認知。  

(d) 跨界別合作 :  鼓勵各界攜手推動社企發展，令社企服務多

元化，促進社會創新，同時推動地區層面的社企發展。  

徵詢意見 

9.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如有意見，亦可提出。  

 

民政事務局  

201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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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鼓勵社企發展的主要措施  

I .  為個別社企提供財政資助  

「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  

 民政事務總署下的「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向合資格的非

牟利機構提供種子基金（每項計劃上限為 300 萬元），以供成立社

企。截至 2014 年 8 月止，這項協作計劃已向大約 161 個社企計劃

批出 1.85 億元，創造了約 2 600 個就業機會，當中 80%的獲資助

計劃在資助期完結後仍繼續經營。  

「創業展才能」計劃  

2. 這項計劃於 2001 年由社會福利署（社署）推行，向非政府機

構撥款以開設及經營聘用殘疾人士的社會企業。截至 2014年 7月，

「創業展才能」計劃已通過 88 項計劃，總資助額為 7,000 萬元（每

項計劃的上限為 200 萬元）。  

II.  支持社企提升能力  

香港社會企業挑戰賽  

3. 自 2008 年起，民政事務局一直每年贊助這項為專上學生而設

的培訓計劃暨商業計劃書撰寫比賽。得獎的兩組隊伍可獲得最多

30 萬元的獎金，以供實踐其社企計劃。這項比賽旨在鼓勵參加者

發展社會企業和發揮創意精神。超過 4 600 名學生參加這項比賽。

在 36 名入圍決賽的參賽者中，17 位已成立社企，並仍在營運中，

部分已擴展業務及利用其創意產品╱服務創造優勢，例如「WOUF」，

利用動物毛製造時裝；以及「遊樂錶」，裝有全球定位系統追蹤功

能，使長者和兒童可與家人保持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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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研究  

4. 我們已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及社聯社企商務中心就社企的最新

情況和服務需要進行研究。這項研究將於 2014 年完成（有關摘要

載於附件 2）。我們亦於 2013 年推行試驗資助計劃，當中包括五項

研究計劃，就社企的社會影響和社會投資回報進行研究。上述研

究有助社企界別日後的規劃，以及提高公眾對社企的認知。  

社企訓練課程  

5. 我們已委託專業團體，以試驗性質舉辦一系列有系統的訓練課

程，涉及管理及實務層面，以培育更多經營社企的社會企業家。

自 2011 年起，共有 162 人接受有關訓練。據此，我們計劃支援網

上學習的項目，從而令訓練更具彈性。  

III.  促進公眾對社企的認識  

6. 為促進公眾認識社企對社會的貢獻，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

署推出了政府的社企網站、舉辦地區嘉年華，以及通過電台節目、

報章及政府宣傳短片／聲帶等多種途徑進行宣傳活動。公眾對各

項宣傳活動反應良佳，當中的嘉年華會，過去三年的參加人數合

共超過 11 600 人。  

IV. 推動跨界別合作，促進社企發展  

社企民間高峰會 (高峰會 ) 

7. 高峰會每年吸引超過 1 000 個地區及海外社企營辦商參加，已

成為匯合社會創業精神和創新意念以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主要平

台。承接過去的成功經驗，高峰會將於 2014 年推出新項目「社企

在社區」，在三個地區舉行論壇，以聯繫社企持份者及地區組織，

一同構思針對社會特定需要的新社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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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獎勵計劃(獎勵計劃)及「社企摯友」嘉許計劃(嘉許計劃)  

8. 兩者均於 2011 年開展，當中獎勵計劃旨在表揚在香港經營並

帶來社會效益的成功社企，同時為社企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分

享良好的作業模式。與之相類的嘉許計劃，則旨在表揚為社企提

供支援的機構或人士，藉此加強社會各界對社企的關注，以及爭

取更多市民支持社企業界。   



   

附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