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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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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青年及地區發展：2021年香港彩福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個案研究報告

1.	研究背景

2019年6月至今，香港政治與社會情勢出現了重大轉變與挑戰。很多關心香港與青年發展的朋友不免

心存疑問：未來青年公民參與，以至整個公民社會的參與空間將如何發展？為探討這個問題，2021年

1月MWYO青年辦公室（下稱：MWYO）發布了《讓青年有效參與公共事務．從地區開始》研究

報告（下稱：「報告」）。當中發現在政治紛爭背後，不少年輕人已把公民參與力量和焦點投放到地區

層面。他們除了參選區議會，有些更成立地區關注組、社區報，以至社交平台就區內的環境、衞生

和交通等範疇提出建議，把一些最基本卻備受忽視的民生議題帶到社會討論。

然而，不論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青年地區參與正面臨不少困難，包括參與途徑不足、參與門檻

過高、影響力有限，以至難與政策制訂者接觸、溝通和建立互信等。有見及此，「報告」提出一系列

從體制內和外增加管道，將青年參與力量轉化成推動社區發展的措施建議，當中包括在地區層面

試行參與式預算。此建議正好提供一個公平透明和門檻較低的制度化渠道，讓包括青年在內的廣泛

市民能夠就部分公共預算的制訂提出建議，直接、自願和普及地參與社區事務。

除了發表「報告」，自2020年初起，MWYO積極倡議參與式預算，除了在報章撰文，亦與地區行政中

的主要角色如葵青、南區和觀塘等近十區的區議員，以至部分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下稱：邨管會)

和互助委員會（下稱：互委會）交流，了解各區區情及有關部門的想法。最終於2021年首季，

落實與彩福邨各座大樓的互委會主席合作試行「彩福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下稱：「計劃」）。由於

他們同是彩福邨邨管會成員，故今次合作模式是由互委會主席牽頭建議撥出邨管會部分年度預算，

由MWYO聯同香港遊樂場協會彩德青年綜合服務中心（下稱：遊樂場協會）利用參與式預算的方法

收集居民對該項預算運用的提議，然後互委會代表會在邨管會中推動執行居民的優次意願。

由於參與式預算的概念在香港仍然相當新穎，今次「計劃」屬本地首次讓居民參與制訂地區層面的

公共預算。這對日後居民社區參與、地區行政的發展、市民與制度的關係，以及青年公民參與空間

等均有重要的影響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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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和目的

本研究同時結合了質性和量性研究方法，並採用參與式行動研究法（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與傳統方法有別，研究員並非完全抽離於研究對象，以第三方的角度調查問題。相反，研究員會

參與到研究個案的規劃、執行、觀察和評估中，並適時進行調整。這是一個不斷反思和跟其他參與者

協作的過程，好處是能夠及早讓研究員在複雜多變的實況中認識問題並直接採取行動加以改善、應付

不同情境的需要、鼓勵團隊合作、分享知識和經驗，最終為社會帶來改變1。

此外，研究一方面以判斷抽樣（Judgmental Sampling）的方式邀請「計劃」中29名重要參與者進行

深度訪談，當中包括居民、遊樂場協會的青年義工和社工、專家小組成員、彩福邨互委會代表、當區

區議員，以及MWYO職員（詳情請參閱附錄一），以了解「計劃」對不同參與者的成效及他們對

「計劃」的意見；另一方面，我們會利用問卷調查廣泛訪問彩福邨居民，其中包括提案居民問卷和

投票居民問卷共兩款。

提案居民問卷方面，MWYO在居民提案時會分發一份簡單的問卷調查給他們填寫，目的為了解

提案人的背景及過往參與地區事務的狀況。倘若未能成功收集問卷，MWYO會在致電提案人通知

「計劃」進度時，嘗試再透過電話進行問卷調查。經統計後，今次「計劃」總共有95名提案居民，

最終成功收到71位提案人的問卷回應。投票居民問卷方面，當住戶代表到票站投票時，MWYO同樣

會分發一份問卷調查給他們填寫或由義工經發問代為填寫，以了解他們得悉「計劃」的訊息渠道、

投票原因、以往參與地區事務的狀況和對參與「計劃」的感受等。經統計後，到場投票的住戶代表

共有300人，當中成功收到225個回應。

除了以上方法，此研究亦參考了學術文獻、海外案例、政府文件、報章和社交媒體資料等，以補充

收集到的原始資料，最終冀探討以下核心部分：

1.	 適合「計劃」的參與式預算模式

2.	「計劃」得以落實的成功條件和面對的挑戰	

3.	「計劃」的成效和局限

4.	 提出執行「計劃」的改善建議供其他有意執行參與式預算的組織、機構，以至政府部門參考

1 A G Mubuuke. (2013),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The key to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s in health 
professions education. AJHPE. 5(1)., pp. 30-33. 

 Retrieved from http://www.ajhpe.org.za/index.php/ajhpe/article/view/208/145.

2.	研究方法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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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式預算的概念和內涵

一、甚麼是參與式預算？
自1989年巴西愉港首推參與式預算起，全球不少國家或地區也陸續試行，惟各實踐辦法都不盡相同，

故參與式預算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和操作流程。在不同文化背景、公民特色和政治制度的地方，參與

式預算都能有不一樣的體現。不過在廣義上，參與式預算可被理解為「一個機制或過程，公民通過

這個機制或過程，能夠直接或間接參與公共資源2分配使用的決策3。」

一般而言，參與式預算較常應用於社區和民生事項的層面，在執行上包括以下階段：一、理解預算

項目和議題；二、提案；三、審議方案；四、投票決定方案的執行優次；和五、監察有關方案的落實。

整個過程結合了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4元素，即參與者可以不經中介或代表而親自參與和

影響公共事務，以及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元素，即參與者能就着某項公共預算和

議題與不同人士進行理性對話、辯論和協商，然後得出共識。後者更強調民主並非只有表態或

投票，還包涵倡議和凝聚共識5。

二、參與式預算在各地的發展
目前全球已有超過2,500個國家、城市或地區有推行參與式預算的經驗，參與者橫跨五大洲，如

中國、澳洲、法國、南非和美國等。其中在拉丁美洲最為普及，佔全球總數約三分之一，超過1,000個

例子6。

2 公共資源意指由政府或其代理擁有的資產，包括但不限於財政預算、土地和設施等。
3 聯合國人居署（2010）。〈參與式預算72問〉。《中國社會出版社》。頁2。
 取自 http://portugalparticipa.pt/op-files/downloads/72perguntas_OP_chines.pdf
4 Schiller, T. (2020, October 22). Direct democracy.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direct-democracy
5 Eagan, J. L. (2016, May 17).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deliberative-democracy 
6 Sintomer, Y.,Herzberg,C., Allegretti, G., (2013).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Worldwide Updated Version. GLOBAL CIVIC 

ENGAGEMENT – Service for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No. 25. p. 11.

3.	參與式預算的概念和內涵

審議方案提案
理解預算
項目和議題

監察有關
方案的落實

投票決定方案
的執行優次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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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參與式預算在世界各地的實踐辦法五花八門，故德國聯邦經濟合作及發展部的研究報告7嘗試從

過往案例歸納出六種參與式預算的模式，分別為參與式民主模式（Participatory Democracy）、接近

民主模式（Proximity Democracy）、參與式現代化模式（Participatory Modernization）、多方參與

模式（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新社團主義模式（Neo-corporatism）和社區發展模式

(Community Development）。雖然該報告提到在現實世界中，沒有一個參與式預算案例是完全純粹

符合一種模式，大部分都是混合了各種模式的元素或介乎於不同模式之間，但以上的分類有助我們

系統化地了解參與式預算的多元發展。

7 Sintomer, Y.,Herzberg,C., Allegretti, G., (2013).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Worldwide Updated Version. GLOBAL CIVIC 
ENGAGEMENT – Service for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No. 25. pp. 14-25.

美國、加拿大 秘魯、阿根廷、
墨西哥

德國、法國、
意大利、西班牙、

瑞典

印度、印尼、
南非

韓國、日本、
中國

參與式
民主模式

社區
發展模式

參與式
現代化模式

多方
參與模式

新社團
主義模式

接近
民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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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式預算的概念和內涵

六款模式 主要特徵 局限 曾實施類近模式

的地方

參與式

民主模式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民眾擁有實質或具約束力的

決策權，當地政府或權力機構

承諾尊重參加市民的意願

必須具備有強烈政治意願、

動員能力強、獨立和準備好

與政府合作的公民社會

巴西愉港、

美景市

接近

民主模式

(Proximity	

Democracy）

傳統政策制訂者擁有絕對權

力，他們「選擇性」找出一些

符合或原本已在預算文件中

通過的建議，但其好處主要

體現於改善與民眾之間的溝通

政策制訂者「選擇性」聆聽

民眾的建議，民眾的影響力

有限

葡萄牙、澳洲、

韓國、日本

參與式

現代化模式

(Participatory	

Modernization)

目的是用於提升管治效率和

合法性，參與是公共行政制度

現代化中的一環，過程設計

全由行政管理原則或技術層面

出發

難以觸及更廣泛的議題，尤其

是牽涉社會公義的議題

中國、德國、

北歐

多方

參與模式

(Multi-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由私人企業、非政府組織和

政府機構扮演主導角色，參與

過程擴充了治理機制的覆蓋

範圍，讓私人經濟利益在體制

內獲得影響力

權力關係不對稱，沒有在相關

組織中的市民會被排除在外

波蘭、

馬達加斯加

新社團

主義模式

(Neo-

corporatism）

政府與關鍵團體（如非政府

組織、工會、專業團體、社福

團體）合作，目標是建立更

廣 泛 的 諮 詢 網 絡 讓 社 會 上

一些「重要」的組織藉此凝聚

共識

強化了傳統參與渠道，但沒有

促進非傳統參與渠道的發展

西班牙

社區

發展模式

(Community	

Development）

由 當 地 社 區 自 行 舉 辦 參 與

活動，當中一些服務弱勢社群

的非政府組織往往扮演重要

角色。活動不牽涉選舉政治

的考量，故管治者的政治傾向

都不是決定性因素

容易只集中於社區微小事項，

難以建立宏觀願景，而且參與

跟公共行政改革和制度政治

的聯系薄弱

委內瑞拉、秘魯、

加拿大、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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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以上各種模式，彩福邨「計劃」具有明顯社區發展模式的特徵。它由紮根社區，同時是當區

居民的互委會主席牽頭，而且由遊樂場協會在當區的青年中心協辦，所討論的預算範圍屬於屋邨

民生事項，活動亦不牽涉任何選舉政治的考量。這些特色均使「計劃」的參與式預算更接近社區發展

模式。

回顧參與式預算在香港的發展，雖然它未算普及，但過去也有一些非政府組織積極推廣和實踐相關

概念。例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公益金資助下，於2017年舉辦了「社區營造研究計劃」。當中位於

屯門的嚤囉山村居民可以討論和投票決定如何運用4,000元（港元，下同）改善社區問題，最終居民

選擇了增設遊樂設施搖搖板和在村內陰暗處安裝街燈兩個方案8。

區議會方面，自2020年1月1日第六屆區議會開始起，有部分區份提倡推行參與式預算。例如灣仔區

成立了「推行參與式預算工作小組」，並撥出105,160元與流動共學有限公司合辦「灣仔區議會參與式

預算—社區聆聽」計劃。目的為設計不同方式的「社區聆聽」促導流程，讓當區區議員、民間團體

和居民就參與式預算進行討論，並在記錄和整理後向灣仔區議會提交「社區聆聽」工作報告9。當日後

灣仔區議會有機會真正實踐參與式預算，讓居民決定公共資源分配時，這份報告將被參考10。

另外，油尖旺區議會轄下的社區建設委員會於2020年7月通過了動議，將撥款進行參與式預算

研究，冀與居民商議「社區重點項目計劃」中餘下約3,650萬公帑的用途11。而南區區議會的社區

參與事務委員會也在職權範圍中明言要籌劃及推動參與式預算，並於2021至22年度社區參與計劃

撥款分配中預留了約50萬作相關用途12。葵青區議會方面，其屬下的規劃及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於

2020年亦撥出80,310元讓香港公民有限公司進行研究，以探索推行參與式預算的可行方案和提出

建議13。

8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18）。〈建設社區‧街坊話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網站》。
 取自 https://www.hkcss.org.hk/建設社區%E2%80%A7街坊話事/
9 灣仔區議會（2020）。〈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四日傳閱文件〉。《灣仔區議會文件第3/2020號》。
 取自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wc/doc/2020_2023/tc/working_groups_doc/IPB/19605/6th_wc_dc_working-

group_IBM_circulation_003_c.pdf
10 流動共學（2021）。〈「灣仔區議會參與式預算-社區聆聽」活動完結報告〉。
 取自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wc/doc/2020_2023/tc/committee_meetings_doc/FGAC/20222/wc_

fgac_2021_022_c_annex1.pdf  
11 油尖旺區議會（2020）。〈2020至2023年度油尖旺區議會社區建設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記錄〉。
 取自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ytm/doc/2020_2023/tc/committee_meetings_minutes/CBC/Minutes_of_CB-

C_3rd_dd_9.7.2020_TC.pdf
12 南區區議會（2021）。〈2021-22年度南區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撥款分配的建議〉。
 取自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outh/doc/2020_2023/tc/committee_meetings_doc/FVC/19965/

FVC_2021_04_Annex_2_TC.pdf
13 葵青區議會（2020）。〈葵青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活動遴選合作伙伴評審報告〉。《規劃及地區設施管理傳閱文件第38/2020號》。
 取自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kwt/doc/2020_2023/sc/committee_meetings_doc/PD-

FMC/18580/38_2020_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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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式預算的概念和內涵

除了在區議會體制內，九龍城區部分議員亦有意推動參與式預算，他們自行設立了「九龍城區議會

撥款修改器」網頁，冀望公眾更了解當區的財政撥款狀況，並讓他們嘗試在該網頁上自行分配當區

的預算運用，以作部分議員在準備來年財政預算時參考之用14。綜觀上例，不少區議會都有意推動

參與式預算。然而經過一年多的嘗試，很多議員都發覺在議會中動議和倡議後，實際難題是如何

實踐。由於不少區議會仍在研究怎樣執行參與式預算，至今未有一個成功落實的例子。

三、在本地實踐參與式預算之目的
有見及此，MWYO希望透過今次的試驗式「計劃」，從實踐中學習和累積經驗，並在地區層面達到

以下三大目的。

1.	 鼓勵市民通過制度化的途徑參與公共事務

參與式預算為公眾提供一個由下而上、公開透明和平等包容的系統化參與途徑。不同年齡和背景的

市民都可以因應自己的偏好、能力和意願選擇不同程度的參與。例如一些比較忙的市民可以選擇只

參與前文「甚麼是參與式預算？」中提及五個階段的其中一個，如只參與投票。對於一些積極性高，

希望參與更多，並願意承擔更多責任或角色的市民，他們可以從頭至尾參與所有階段。亦因如此，

參與式預算涵蓋的受眾相對廣泛，對比其他地區參與方式如加入局方在地區的諮詢委員會，其參與

門檻也較低。因此，在傳統制度下，一些容易被邊緣化和處於弱勢的群體都可藉此表達意見及參與

決定社區事務。這有助減低市民訴諸非制度化參與渠道（如遊行示威）的機會，同時有助提升市民

的公民參與效能感和社區歸屬感，而且這些新收集的聲音更有助改善政策制訂和公共資源配置。

2.	 促進公民學習和參與	

參與式預算本身就是公民教育的過程。它鼓勵市民透過說理、學習和討論等方法參與公共預算的

制訂。過程中他們不但會發掘社區問題並思考解決方案，而且要聆聽其他群體的需求、了解公共預算

的操作流程、學習換位思考、認識公共治理中的困難與挑戰，以及加強與制度的互動和自身的參與

能力與知識。這些態度、技能和知識更有助於參與者日後在其他場合的公民參與，幫助他們理解

怎樣成為更優秀和負責的社區參與者，體現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權利。

14 小黃紙（2020）。〈九龍城區議會撥款修改器〉。
 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Whampaper/videos/17112225120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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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管治效能（包括：行政表現、形象、公信力、與市民的關係）

參與式預算有利於提升現行制度的透明度和回應民意的能力。一方面，以往一些在工作上較少機會

直接接觸居民的政策制訂者或專家，可藉此了解更多普羅大眾的想法，學習怎樣與他們溝通，避免

與群眾出現斷層。這對日後政策制訂者在推動和宣傳其他政策時都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居民的

積極參與能夠促進有關行政部門在編制及執行預算時的責任意識，讓當局的支出更公開、決策更

透明，接受居民的監察。以往因權力集中或信息不透明而有機會產生的治理盲點，將得以改善。

即使在收集市民提案後，部分意見可能未被列入參與討論的預算範疇，但也可喚起政策制訂者的

關注和思考。亦因如此，有限的公共預算將能投放到市民最迫切的需要上，並且照顧到不同群體，

從而提升公共服務質素、實現效益最大化，以及促進市民與行政部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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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彩福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之模式

回到彩福邨的情況，今次「計劃」落戶於觀塘這座公共屋邨，是香港首個「屋邨模式」的參與式

預算。整個「計劃」歷時大半年，執行經費約56,000元，主要用於宣傳、鼓勵居民參與和活動行政

開支，但不包括 MWYO 和遊樂場協會的人力成本，經費全數由 MWYO 支付。有關「計劃」的

詳情，本節將從彩福邨的背景、屋邨管理部門架構，以及「計劃」的分工流程等進行逐一剖釋。

一、彩福邨背景簡介
彩福邨位於九龍觀塘彩榮路58號15。在「計劃」進行期間，彩福邨有彩樂樓、彩善樓、彩喜樓和

彩歡樓共四座樓宇，入伙年份為 2010 年，樓齡只有 11 年。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彩福邨有

約3,400住戶數目，共約8,600名認可居民16。其主要設施有一座五層高停車場、一個長者地區

中心、一間便利商店、兩個康文署公園（彩禧路公園、彩榮路公園），但不設商場，有需要的居民

要到附近的彩盈坊、彩德商場，甚至較遠的德寶商場或淘大商場購物。2021年，彩福邨第三期陸續

落成，當中增設了彩和樓、彩福邨街市和彩榮路體育館17。由於在「計劃」執行後期，彩和樓居民才

陸續開始入伙，故彩和樓住戶並不包括在「計劃」範圍內。現時彩福邨的區議員為顏汶羽先生，來自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他自2012年起當選成為佐敦谷的區議員，一直服務包括彩福邨在內的社區。

圖一：彩福邨平面圖

(紅圈位置為彩福邨範圍）	

資料來源：彩福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15 差餉物業估價署（2021）。〈樓宇名稱〉。《第一冊 港島及九龍》。
 取自 https://www.rvd.gov.hk/doc/tc/urban.pdf
16 房屋署（2021）。〈尋找屋邨〉。《房屋署網站》。
 取自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global-elements/estate-locator/detail.html?propId=1&id=1321348400344

&dist=13
17 觀塘區議會（2015）。〈彩福邨第三期公共房屋及彩榮路體育館發展計劃〉。《四屆觀塘區議會 房屋事務委員會文件第2/2015號》。
 取自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kt/doc/2012_2015/sc/committee_meetings_doc/HC/2707/HC_2_2015.pdf

4.	彩福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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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彩福邨居民的背景特徵，參考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數字，雖然該邨45至64歲群組

比例是最高（33%），但是44歲以下相對年輕的人口亦多達5,349人，佔整體人口近六成。另外，

彩福邨的年齡中位數是40歲，相較當時整個觀塘區的年齡中位數43.8歲為低18。種族方面，彩福邨

絕大部分居民是華人，只有約2%的居民屬於非華人。

教育程度方面，有五成半彩福邨居民是中學程度，近三成是小學及以下程度，約一成多是專上教育

程度。住戶特徵方面，約七成多的家庭有兩名或三名住戶，主要屬於核心家庭類別。該邨的家庭住戶

平均人數為2.6人，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為15,000元，相對觀塘區的20,160元為低19。有關彩福邨

人口特徵的詳情，請參閱附錄二。

二、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的簡介
「計劃」牽涉的公共資源來自邨管會，它隸屬房屋署。邨管會的主席由屋邨房屋事務經理或物業

服務經理擔任，委員包括邨內每個互委會的主席或當選代表、當區的民選區議員，以及在特別情況下20

的房屋委員會商戶協會主席或當選代表21。

每年邨管會可以按其屋邨規模獲得相應的撥款，並由主席負責掌管財政。一般而言，擁有1,000個

單位以上的屋邨，其邨管會每年就可獲得每個單位100元的房屋署撥款22。以此推算，彩福邨擁有

約3,400住戶數目時23，其所獲撥款則有340,000元。這些撥款主要用於以下五大用途：一、邨内改善

及維修保養工程；二、改善大廈管理；三、改善環境；四、舉辦屋邨活動；和五、屋邨通訊。

三、統籌及執行者
今次「計劃」由MWYO擔任統籌及執行角色。彩福邨四座大樓（彩樂樓、彩善樓、彩喜樓、彩歡樓)

的互委會負責牽頭，讓居民提交建議如何使用邨管會中有關「邨内改善及維修保養工程」(每項

約50,000元) 及「屋邨活動」(每項約30,000元) 的撥款，並以居民投票方式找出兩項撥款的運用

優次，繼而在邨管會會議上推動執行居民的意願。

18 政府統計處（2016）。〈2016年全香港的人口特徵〉。 《2016中期人口統計》。
 取自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tc/bc-dp.html
19 政府統計處（2016）。〈按區議會分區及年劃分的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2016中期人口統計》。
 取自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tc/bc-mt.html?search=D203b 
20 如果屋邨內有香港房屋委員會商戶協會，而會員佔屋邨房委會商戶50%或以上，則包括這些協會的主席或當選代表。
21 房屋署（2021）。〈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成員組合〉。《房屋署網站》。
 取自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public-housing/estate-management/estate-management-adviso-

ry-committee/membership/index.html
22 葵青區議會（2017）。〈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葵青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二零一七）〉。《房屋事務文件第

12a/D/2017號》。
 取自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kwt/doc/2016_2019/sc/committee_meetings_doc/HAC/12171/12a_D_2017.pdf
23 由於今次「計劃」進行期間彩福邨彩和樓仍未入伙，因此該座大廈的居民並不計入其中。 



16
4. 彩福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之模式

四、實施流程
「計劃」主要分為籌備、宣傳及提案、審議、投票，以及執行共五個階段，每個階段居民都能夠參與

其中。由2020年11月開始籌備至2021年5月邨管會會議決定推動居民投選的方案，歷時約六個月。

1.	 籌備階段（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

邀請地區組織合作，成立青年義工團隊

為了促進當區的青年參與，並結合既有的民間力量，MWYO邀請了負責彩福邨青年事務的遊樂場協會

共同推動「計劃」。他們不但協助組織一支由當區中學生組成的八人義工團隊、提供場地物資等

支援，而且在需要時會就該區事務提供重要資訊和意見。今次「計劃」義工的角色相當重要，包括

在街站向居民推廣參與式預算、介紹「計劃」內容、邀請居民提案及鼓勵他們投票。另外，義工亦會

在社區分享會中與提案居民交流、為每個入圍的居民提案製作展板作社區展覽之用等。由於「計劃」

需要義工具備一定的技能，故MWYO為他們提供了簡介會及培訓，詳情如下：　

表一.	青年義工簡介會及培訓資料

日期 時間 活動 內容重點

2020年12月18日 1.5小時 簡介會 介紹參與式預算的概念和「計劃」的詳情

2021年1月18日 1.5小時 義工培訓 舉辦團隊精神建立活動，加強義工之間

的默契和合作

2021年1月23日 1.5小時 義工培訓 提供溝通技巧訓練、模擬情境訓練

	

成立專家小組

另外，MWYO邀請了來自不同專業界別、背景和熟悉彩福邨事務的人士擔任專家小組成員。他們包括

彩善樓互委會主席歐普熹先生、彩樂樓互委會主席陳志偉先生、彩喜樓互委會主席黃梅女士、MWYO

青年辦公室營運總監葉維昌先生、當區區議員顏汶羽先生、聖若瑟英文中學潘永強校長、遊樂場協會

地區督導主任（觀塘）游綺文女士，以及環保建築師及城市設計師葉頌文先生。他們一方面會為

居民提供技術支援，協助他們完善方案，另一方面會給提案評分，選出十個入圍建議。

11/2020 05/2021

 執行 投票 審議  宣傳及提案 籌備

歷時約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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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宣傳及提案階段（2021年1月21日至2月10日）

線上宣傳

這段期間受第四波新冠病毒疫情影響，MWYO對原來的工作進行了調整，分別以線上及線下渠道

宣傳今次「計劃」，同時開放給彩福邨居民提案。線上宣傳方面，MWYO開設了「彩福邨—參與式

預算試驗計劃」Facebook專頁和「choifook.pb」Instagram專頁。兩個專頁均會定期上載豐富

的圖片、短片和文字資料以宣傳和記錄「計劃」的各個階段。2021年2月5日，MWYO舉辦了一場

參與式預算網上介紹會，當中講述參與式預算的概念、海外例子，以及今次「計劃」的流程。是次

活動的參與人數為29人，包括23位彩福邨和鄰近地區的居民，以及6名地區人士和區議員。

線下宣傳

有關在彩福邨的線下宣傳，MWYO在此階段分別擺設了21個街站宣傳活動，涵蓋上午、中午和晚上

不同時段，目的為爭取更多機會與居民直接交流，向他們介紹「計劃」內容，並邀請及協助有需要

的居民提案。街站擺設總時數為31.5小時。每個街站平均有3至4名MWYO職員及青年義工，總動員

約73.5人次，希望能儘量補足因疫情而未能舉辦的社區工作坊或介紹會之功能。有關詳情如下：

表二.	宣傳及提案階段的街站資料

日期 時間 街站數量 街站時數 人力資源

21/1/2021 (四) 18:30至20:00 2個 3小時

平均每個街站

3至4人

23/1/2021 (六) 16:30至18:00 2個 3小時

25/1/2021 (一) 19:00至20:30 1個 1.5小時

27/1/2021 (三) 18:30至20:00 2個 3小時

29/1/2021 (五) 13:00至14:30 2個 3小時

2/2/2021 (二) 18:30至20:00 2個 3小時

4/2/2021 (四) 16:30至18:00 2個 3小時

6/2/2021（六） 13:30至15:00 2個 3小時

9/2/2021 (二)
8:30至10:00 2個 3小時

18:30至20:00 2個 3小時

10/2/2021 (三) 18:30至20:00 2個 3小時

總數：

21個

總時數：

31.5小時

平均總人次：

73.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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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彩樂樓、彩善樓、彩喜樓和彩歡樓的居民都會在大廈信箱收到「計劃」的傳單，以及「邨內

改善及維修保養工程計劃建議書」和「屋邨活動建議書」各一份。他們亦可以在大廈大堂的互委會

通告板見到「計劃」的海報。在這段期間，通過街站和住戶信箱途徑派出的傳單共4,400份。

另外，MWYO亦在彩福邨進行了為期約三個月的「參與式預算知多啲」活動，即在邨內九個主要

位置（如：屋邨主要長廊通道、羽毛球場、公園、屋邨廣場）貼上二維碼，讓經過的居民有興趣時

可以透過掃描了解更多。這些二維碼主要連結到「彩福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Facebook

專頁上的貼文，內容包括世界各地的參與式預算案例和彩福邨參與式預算提案表格，希望提高

居民的參與意識，加強與他們互動。

提案資格和方法

居民提案方面，他們可以用個人或小組名義提交建議，當中最少要有一名提交建議者為名列租約的

彩福邨居民，但不限年紀。他們可以親自把填妥的建議表格投入所屬大廈大堂的建議書收集箱或在

街站直接向MWYO的職員或義工提案。居民亦可以在活動的傳單、海報、Facebook或Instagram等

渠道得悉網上提交的二維碼，自行填寫建議書並且提交。經過約三星期的宣傳及提案過程，MWYO

最終收集到104份居民提案，其中84份關於邨內改善及維修保養工程，20份是屋邨活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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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議階段（2021年2月11日至4月9日）

首先，六名專家小組成員會先檢閱所有提案，並按照事前擬定好的評分標準作初步評分。

表三.	提案評分標準

評分準則

提案類別 評分細項 考慮因素

邨內改善及維修保

養工程建議

可行性 • 建議項目是否符合原本預算運用的宗旨？

• 建議項目能否在預算50,000元的範圍內完成？

• 建議項目是否在屋邨範圍內進行？

• 建議項目會不會違反房屋署或消防條例?

 （如：破壞樓宇結構)

• 建議項目在技術上是否可行？

實用性 • 建議項目能否便利居民日常生活？

• 建議項目是否受惠於大部分居民？ 

• 建議項目是否需要定期作維修保養？

• 建議項目的急切性如何？

清晰度 • 提案者能否詳盡及清晰地表達建議的意念？

 （如：邨內現有的問題、解決方案、建議項目的執行

 方式等）

• 如建議是增添邨內設施，提案者有否充分解釋再增添

設施的急切性？

• 如建議是改善邨內現有設施，提案者有否充分指出現

有設施的問題及清晰地闡述解決方法？

創意度 • 邨內是否已有類近的設施？

• 邨內是否缺乏此類設施?

• 建議項目是否具環保或藝術等創新元素？

屋邨活動建議 可行性 • 建議活動是否符合原本預算運用的宗旨？

• 建議活動能否在預算30,000元的範圍內完成？

• 建議活動在執行上會否複雜？（如：邨管會需親自執行

活動，還是可運用撥款外聘其他機構一同執行？)

社區凝聚力 • 建議活動能否加強社區凝聚力？

• 建議活動能否加強跨代共融？ 

• 建議活動的估計參與人數是否廣泛？

清晰度 • 提案者能否詳盡及清晰地表達建議？（如：建議活動可

達到的正面影響、效益、活動執行的詳情等)

創意度 • 邨內以往有沒有舉辦過類似活動？

• 建議活動是否具環保或藝術等創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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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小組初步評分後，MWYO負責整合提案分數，然後在二月召開第一次會議，讓所有小組成員由

最高分的提案開始逐一討論。他們一方面協助完善方案，增加其可行性，另一方面嘗試把類型相近

的提案（如屋邨同樂日與青年節）結合，豐富建議內容。在討論中，來自不同專業背景的成員也能

發揮自身的專長與知識。例如區議員顏汶羽先生相對熟悉邨內情況、邨管會的運作以及過往的工程

與活動，因此很快解答到為何某個提案的可行性較低或較高。至於MWYO營運總監葉維昌先生和

環保建築師葉頌文先生雖然以往沒有接觸邨管會的事務，卻因此沒有太多包袱，容易跳出框框思考

問題，尤其是當其他人覺得未必可行時，他們均能用專業角度提出不同處理方法，刺激討論。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當所有專家小組成員都發現某提案未能符合今次「計劃」要求時，都會儘量

思考怎樣以自身的角色幫助提案居民解決問題，而非只把提案淘汰了事。例如有位居民提議在彩福

巴士總站增加電燈照明，可惜該位置並非屬於邨管會預算適用的彩福邨範圍，但顏汶羽議員會主動

提議寫信向相關政府部門反映跟進。就着少數族裔居民提議屋邨活動舉辦中國功夫班及中文班，

由於涉及收費活動而房屋署未能執行，但游綺文女士都會建議請這些少數族裔朋友到遊樂場協會

參加活動，潘永強校長也會分享在學校層面可如何支援少數族裔學生。

經過第一次會議後，專家小組陸續約見分數排名較高的居民。最終成功與八位提案居民逐一會面，

每次約半小時。會面目的是讓提案者進一步介紹自己的方案、分享為何有此想法，以及期望怎樣的

落成結果。有需要時專家小組會提出問題跟進，建議怎樣完善方案。提案者有疑問時亦可隨時請教

專家小組成員，並且可以修改方案。例如一次專家小組問及居民有關加設可摺式座椅的提案時，

該名居民即場因應不同預算情況下，畫出不同摺椅的構圖與運動原理，讓提案變得更加清晰。這種

親身會面的方式有助文字表達能力較弱，或是提案內容較抽象複雜的居民以對談或其他互動形式，

讓專家小組更明白他們的想法。

經過一輪會面後，專家小組最終分別在「邨內改善及維修保養工程」和「屋邨活動」的提案中，各

選出五個最高分數的方案，成為最後十個入圍提案。MWYO於3月9日透過「彩福邨—參與式

預算試驗計劃」Facebook專頁、「choifook.pb」Instagram專頁，以及彩樂樓、彩善樓、彩喜樓和

彩歡樓大堂互委會告示板公布入圍名單。有關十個入圍方案的詳情，請參閱附錄三。

選出十個入圍方案後，MWYO職員除了會聯絡入圍居民，亦會逐一致電其他非入圍的提案居民，

解釋為何他們的方案未能入選和有何跟進行動，同時鼓勵他們在「計劃」的下個階段積極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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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入圍居民能夠互相分享提案意念及內容，並提供平台給社區不同人士進行交流，MWYO於

3月20日在遊樂場協會的青年中心舉辦了「彩福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 ‧ 入圍者社區分享會」。由於

當時受新冠疫情影響，主辦方考慮到各項社交距離措拖及場地安排，故是次分享會並非開放公眾

參與，出席者主要由MWYO及入圍提案者邀請。詳情如下：

表四.	彩福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	‧	入圍者社區分享會詳情

日期 2021年3月20日（六）

時間 早上10時30分至下午12時正

地點 九龍牛頭角彩德邨彩仁樓地下香港遊樂場協會彩德青年綜合服務中心

出席者 入圍者（9位）、專家小組成員和入圍者的親友（10位）

主要內容

第一部分 入圍者逐一介紹自己的提案    

• 為何有這種想法？  

• 講述提案內容   

第二部分 小組討論

• 在場人士分成三組，成員包括入圍者、專家小組成員、互委會主席及

青年義工

• 討論入圍方案、協助入圍者細化提案、分享社區生活經歷、分享對參與

社區活動的看法

另外，MWYO於3月27日舉辦了提案展板製作活動，邀請了八位義工與部分入圍居民一起為每個

入圍方案製作展板，從而加強居民與義工的參與度和互動。這些展板會用於投票期間，在彩喜樓

互委會辦公室門外的社區展覽活動，希望讓居民在投票前，進一步了解方案的內容，然後才投選

心儀的建議。

4.	 投票階段（2021年4月10日和11日）

「計劃」的投票日為4月10日和11日，早上10時至晚上8時。彩福邨的居民在投票前一星期可從

住戶信箱收到宣傳小冊子，當中主要羅列十個入圍提案的內容和介紹投票方法。由於邨管會的預算

是以每戶為單位的原則撥款，因此今次投票方法也以「一戶一票」不記名的形式進行。居民於投票日

前一天（4月9日）會從信箱收到投票卡一張。他們可以與家人商量後，在五個入圍的「邨內改善及

維修保養工程」及另外五個入圍的「屋邨活動」方案中各選一個心儀建議，然後在投票日帶同投票卡

到彩樂樓或彩喜樓的互委會辦公室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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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上，彩樂樓、彩善樓、彩喜樓和彩歡樓的大堂告示板，以及彩樂樓、彩善樓和彩喜樓的互委會

辦公室外會有海報鼓勵居民參與投票。當區區議員亦借出邨內一個橫幅位置掛上「計劃」的宣傳

橫額。另外，MWYO職員及義工團隊亦於4月1日至11日期間在彩福邨擺設街站宣傳活動及派發

傳單。詳情如下：

表五.	投票階段的街站資料

日期 時間 街站數量 街站時數 人力資源

1/4/2021 (四) 18:30至20:00 1個 1.5小時

平均每次4-5人

8/4/2021 (四) 13:00至14:30 2個 3小時

9/4/2021 (五) 17:30至19:00 1個 1.5小時

10/4/2021 (六） 9:30至20:00 1個 10.5小時

11/4/2021 (日） 10:00至20:00 1個 10小時

總數：

6個

總時數：

26.5小時

平均總人次：

27人次

經過兩日投票後，MWYO於4月15日在彩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進行點票。三位互委會主席為

監票人，另外還包括一位主持、一位唱票員、一位記票員、一位監票人助理，以及兩位攝影師。活動

歷時兩小時，並且全程錄影，參與觀看點票過程的有入圍居民和專家小組成員等。以下為「邨內

改善及維修保養工程」和「屋邨活動」的投票結果：

表六.「邨內改善及維修保養工程」方案投票結果（有關提案資料見附錄三）

排名 提案名稱 提案居民24 得票數目

1 翻新彩樂樓旁休憩處 Bella和Charlie 97票

2 美化及增加彩福邨照明設施 Donna 79票

3 改善彩喜樓旁樓梯的防滑設施 Eva 50票

4 加設可摺式座椅 Leo 34票

5 活化7-11對出空地 Winnie 29票

白票 8票

廢票 3票

總票數 300票

24 應受訪者要求及保障彩福邨參與居民的私隱，所有參與「計劃」的彩福邨居民，包括入圍提案居民、入圍提案居民的家人和非
入圍提案居民均用上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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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屋邨活動」方案投票結果（有關提案資料見附錄三）

排名 提案名稱 提案居民 得票數目

1 彩福易手市場 Fiona 98票

2 彩福送暖樂滿屋 Zoey 74票

3 彩福邨嘉年華聯歡 Polly 61票

4 彩福邨跨代同樂日 Anna 30票

5 彩福邨親子樂園 Winnie 27票

白票 9票

廢票 1票

總票數 300票

今次「計劃」總共收到300票，投票率為8.8%25，按彩福邨每戶平均2.6人計算，參與投票的居民

為780人。MWYO於4月19日透過「彩福邨— 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Facebook專頁、「choi-

fook.pb」Instagram專頁，以及彩喜樓、彩善樓和彩樂樓互委會辦公室外告示板公布投票結果。

5.	 執行階段（2021年5月起）

當MWYO以參與式預算的方式找到居民的意願後，彩福邨幾座大樓的互委會主席和當區區議員在

5月18日於邨管會會議推動最受居民歡迎的提案。幾經商討，「邨內改善及維修保養工程」首兩個

方案，分別是「翻新彩樂樓旁休憩處」和「美化及增加彩福邨照明設施」，將於今個財政年度落實

執行。

「屋邨活動」方面，受到新冠疫情影響，邨管會因應《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決定於今個財政年度

暫停舉辦屋邨活動。不過當區區議員和互委會主席均承諾待疫情好轉，邨管會復辦屋邨活動後，會在

邨管會會議中推動「計劃」中最多居民選擇的活動方案，即是「彩福易手市場」。另外，他們亦會

因應屆時邨管會的財政狀況，探討推動排名第二和第三提案的可能性。互委會主席會聯絡和邀請

提案居民參與討論有關工程或活動的落實。邨管會亦會定期透過《屋邨通訊》向居民報告有關「邨內

改善及維修保養工程」及「屋邨活動」的工作進度。

針對其他入圍和非入圍方案，互委會主席和當區區議員在往後的財政年度會繼續在邨管會內提出

「計劃」中其他可行的提案。另外，就着那些不屬於邨管會預算範圍內的提案，區議員和MWYO

職員於八月份已去信政府相關部門反映居民的意見和提議。其後MWYO亦陸續獲得相應部門，包括

食物環境衞生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運輸署代表的電話和書面回覆，並報告其跟進工作。完成

去信工作後，MWYO在「計劃」中的角色已順利完成，往後執行居民提案，以及與居民保持溝通的

工作將交回制度架構，即彩福邨邨管會和互委會負責。

25 按房屋署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統計資料，彩福邨有約3,400住戶數目為基礎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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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了整個「計劃」的源起與執行詳情後，本節將分析「計劃」對參加者（包括：提案居民、投票

居民、青年義工和遊樂場協會的社工）和地區屋邨管理部門（包括：邨管會、互委會和區議員）的

影響，以及他們對「計劃」的意見。這些分析主要建基於提案居民問卷、投票居民問卷，以及與十位

入圍提案居民、七位青年義工、互委會主席和當區區議員的深度訪談資料。                 

表八.	「計劃」成效評估框架

實踐參與式預算之目的 「計劃」成效評估項目

鼓勵市民通過制度化的途徑參與公共事務

參
加
者

參
與
廣
度

一、與居民溝通的訊息管道效能

二、提案者及投票者的背景和過往

參與屋邨事務的狀況

促進公民學習和參與

參
與
深
度

三、參與動機

四、參與及審議過程

五、公民參與效能感

六、社區歸屬感及凝聚力

提升管治效能（包括：行政表現、形象、

公信力、與市民的關係）
屋
邨
管
理
部
門

七、參與動機

八、行政效率及表現

九、社會效益

十、行政部門的形象和與居民的關係

表八為「計劃」的成效評估框架，當中會探討今次「計劃」能否達到第三節「參與式預算的概念和

內涵」中提到的實踐參與式預算之三大目的，包括「鼓勵市民通過制度化的途徑參與公共事務」、

「促進公民學習和參與」，以及「提升管治效能（包括：行政表現、形象、公信力、與市民的關係）」。

就「鼓勵市民通過制度化的途徑參與公共事務」方面，框架會從參與廣度衡量「計劃」能否促進更多

居民參與社區事務、參加者的背景是否多元，以及「計劃」主辦方接觸居民的方法是否足夠多樣和

有效等評估。就「促進公民學習和參與」方面，框架會從參與深度評估參加者的參與動機，例如

他們是主動還是受第三方如政黨動員、其參與及審議過程質素是怎樣、他們的公民參與效能感和

社區歸屬感及凝聚力有否改變等評估。有關「提升管治效能（包括：行政表現、形象、公信力、

與市民的關係）」方面，框架會評估同是邨管會委員的互委會主席及當區區議員推動「計劃」的

動機、「計劃」有何社會效益、「計劃」對屋邨管理部門的行政效率及表現、形象和與居民的關係之

影響。

5.	彩福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之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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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廣度：與居民溝通的訊息管道效能
一個有效的社區參與活動，除了其性質及內容吸引，透過甚麼方式宣傳和鼓勵居民參與更是其成敗

關鍵。它是促進更多居民通過制度化的途徑參與公共事務的第一步。

1.	 善用多元溝通渠道和方式，信箱及街站效果顯著

在居民的參與廣度方面，MWYO通過線上和線下各種訊息管道與居民溝通，儘量迎合不同背景、

教育水平和接收資訊習慣的彩福邨住戶。線上方式包括網上介紹會、MWYO網站、Facebook和

Instagram專頁等，而線下的主要有街站活動、信箱郵件、邨內海報和橫額，以及互委會和區議員的

地區網絡。

圖二：投票居民獲取「計劃」資訊的途徑

根據圖二的資料顯示，信箱郵件和街站活動為顯著有效的宣傳渠道，分別有超個六成半和三成半的

受訪居民表示從此渠道得悉「計劃」。至於十位入圍提案居民中，有七位主要也是先從信箱收到

「計劃」資料，部分其後再從街站或社交媒體了解更多後提案。可見在屋邨層面，要與居民有效溝通，

最直接的方法還是善用住戶信箱，並且落區與居民面對面交流，這往往較線上渠道來得有效。

你從何處得知「彩福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可選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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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廣度：提案者及投票者的背景和過往參與屋邨事務的狀況
當參與者的背景越多元，例如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社經地位的人都能參與，這個參與方法

就更能促進社區平等共融發展，更有助減低市民訴諸非制度化參與渠道的機會。

2.	 提案者背景多元

圖三：提案者的性別分布

圖四：提案者的年齡組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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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提案者的教育程度分布

圖六：提案者的身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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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三可見，近七成受訪提案者為女性，約三成為男性。年齡分布上，圖四反映提案者分布於各個

年齡層。如果把這些群組分為青年（35歲或以下）、中年（36至65歲）和長者(65歲以上），最多

提案者為中年人士（45.1%），其次為長者（35.2%），青年提案者則有16.9%。這與彩福邨大部分

人口為45至64歲的年齡分布一脈相承26。

教育程度方面，圖五反映提案者的教育背景十分多元，橫跨未受教育或學前教育、小學、初中、

高中和專上教育等不同程度。整體而言，彩福邨大部分居民的教育水平屬於中學程度27，而今次

「計劃」的提案者也是以高中程度居多，佔36.6%，緊隨其後的是小學程度（25.4%）和初中程度

(19.7%），專上教育程度的佔近一成。身份分布方面，圖六顯示超過八成受訪提案者是中國籍香港

永久居民（俗稱本地人），有近一成為中國籍非香港永久居民（俗稱的「新移民／港漂」）或非中國籍

香港永久居民（如：少數族裔）28。

3.	 促進更多隱潛居民參與

以往有不少關於社區參與的研究指出，香港有很多居民並非對所屬社區毫無情感和想法，只是平日

較為隱藏和不易察覺，尤其是當他們對地區參與渠道不熟悉，對相關行政或管理部門的角色感到

模糊時，他們的情感更處於壓抑的狀態。可是當社區出現某種重大變遷等外部挑戰時，若他們感到

原有生活模式受到威脅，其不滿及參與便容易一觸即發。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觸發性的參與很多時

是訴諸非制度化的形式，如遊行示威和聯署請願等。因此，要讓居民有效和有序地參與社區事務，

應及早促進更多隱潛居民能夠從制度化的渠道參與，而今次「計劃」正好充當着此角色。

圖七：提案者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參與狀況

 

26 政府統計處（2016）。〈2016年全香港的人口特徵〉。 《2016中期人口統計》。
 取自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tc/bc-dp.html
27 政府統計處（2016）。〈2016年觀塘區議會分區彩福邨的教育特徵〉。 《2016中期人口統計》。
 取自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tc/bc-dp-major-hosing-estates.html
28 就着少數族裔提案方面，義工在街站向他們以英語介紹「計劃」內容，並收集其意見，然後代他們用中文填寫提案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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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提案者過往參與屋邨事務的狀況

圖九：投票者過往參與屋邨事務的狀況

有關提案者過往的地區參與狀況，圖七顯示有超過三成受訪者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沒有投票

(33.0%），當中有些本身不是登記選民，故沒有資格投票，有些是登記選民，但沒有投票。另外，

圖八和九更顯示有超過七成提案居民和六成投票居民除了今次「計劃」外，過去18個月沒有以其他

方式（如：向區議員或政府部門反映意見、參與公眾諮詢、網上發聲）反映以至改善邨內問題。可見

大部分參與居民雖然對社區有意見，但一直以來並非活躍的地區參與者。通過今次「計劃」，他們都

能夠有效和有序地參與屋邨事務。

除了今次「計劃」，過去18個月，提案居民有否以其他方式反映以至
改善邨內問題？(如：向區議員或政府部門反映意見、參與公眾諮詢、網上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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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促進青年有效參與地區事務

有青年義工在焦點小組訪談中反映，今次「計劃」比起以往青年地區參與活動新鮮，而且看到的

成效更明顯。例如義工Tony提到：「參與式預算是很好的第一步讓青年參與社區事務，我們就是很好的

例子。它沒有年齡限制，因為我16歲，於區議會選舉未能投票，但今次我終於可以發表我自己的

意見⋯⋯以往那些賣旗、探訪安老院、家居清潔這些已經做到可以背到出來，已經吸引不到青少年。

我們都想試新項目。這計劃是一個很好的渠道讓我們做到一些涉及大規模居民參與的活動。」

義工魷魚更表示：「以往印象中的義工活動都是賣旗、慈善行，不知何故我覺得有少少廉價勞工的

感覺。付出的勞力是回饋不到落社區，變了只是為了應付學校要求而做的體力勞動工作。但成為

這個計劃的青年義工，我會感到投放的心力是有成效的。不只是做，而是看到有結果，而且結果是

正面的。這令我想繼續參與更多社區事務。」

游綺文女士是香港遊樂場協會地區（觀塘）督導主任，她於今次「計劃」中擔任專家小組成員，她

提到現時的教育提升了青年對社會的敏感度和意識，但卻沒有為青年提供足夠的實踐機會。現時

青年主要只能參加社會服務機構的活動。雖然民政事務局有些委員會有青年委員，但仍只佔少數。

其實青年都「蠢蠢欲試，但沒有機會」。她指：「參與式預算比較正式和有結構，除了讓更多青年

能夠參與地區事務，全程參與的青年也可以學到更多，有更多機會與其他社區持份者交流。」

總括而言，今次「計劃」嘗試善用不同溝通渠道和方式鼓勵居民參與，其中信箱郵件和街站的溝通

方式最直接和有效。亦因如此，「計劃」能夠促進更多背景多元的彩福邨居民關心屋邨事務，尤其是

那些在傳統參與渠道或制度下容易被忽略的居民。這些居民包括少數族裔、新移民、非登記選民、

青少年，以及以往並不活躍參與地區事務的市民。他們對屋邨事務有看法，但以往一直屬於隱潛的

社區參與者，而「計劃」正好能夠把他們對社區的想法或情感轉化成有效且系統性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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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深度：參與動機
居民及青年義工的參與動機，是影響他們在參與過程中有多少得着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自願和

主動參加的人士往往是對「計劃」更有期望和認識更深、積極性較高，而且其參與效能感亦會

更高。

5.	 居民主動投票

圖十：居民投票的原因

 

圖十反映了絕大部分居民是主動參與「計劃」。當中最多居民投票是因為「投選的方案能讓社區

受惠」，佔逾六成受訪者。其次是「投選的方案能讓我受惠」，有接近四成。這反映大部分投票居民

能夠理解投選方案的好處，了解方案內容和思考後才主動作投票決定。至於受第三方（包括：親友、

區議員或互委會、提案者）邀請投票的均佔小部分，介乎2.7%至11.1%。這些居民有機會純粹應邀

參與，與表示「志在參與和湊熱鬧」的12.9%受訪居民相似，過程中不一定了解提案內容或經過

思考，參與亦可能比較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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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居民主動提案

歸納所有入圍提案者的訪問內容，他們參與提案主要出於三大原因：一、對彩福邨的歸屬感和公民

責任感；二、對屋邨事務有意見；和三、認同參與式預算的概念。首先，不少入圍提案者都認為自己

作為彩福邨的居民，有責任讓這個地方發展得更好。 

	 「因為自己作為社區一分子，又是一個青年義工，很想用這個身份去推動市民了解

這個社區有何地方可以改善，以身作則。」（入圍提案居民Eva）

	 「因為喜歡彩福邨，對它有歸屬感。有了解到整個計劃，覺得幾有趣，讓我知道

原來這屋邨想知道我們的意見，所以我在有空時就寫了這個提案。」

（入圍提案居民Anna）

 「因為我住彩福邨，是這裏的一分子，加上我有構思在腦海中，所以嘗試提出

意見，看看有沒有機會被收納，希望屋邨的發展可以做得更好。」

（入圍提案居民Winnie）

其次，有些入圍提案者一直對屋邨某事項有想法，正好透過今次「計劃」表達意見。

	 「想改善屋邨，特別是設備或設施方面。雖然現時的設備或設施會有人清潔，但

很滿意真的說不上。尤其是邨內有些椅子會妨礙行人，而且不太乾淨或有問題，

如損壞、太陰暗、位置太偏僻等。認為有些地方可以改進，所以提案。」

（入圍提案居民Leo）

	 「因為無意中從信箱看到計劃，覺得幾好所以試下。然後與街坊討論，真是覺得

彩福的燈光不足夠。晚上出街覺得黑漆漆，有時好像見到熟人在前面但又不是看得

很清，覺得燈光是差的。」（入圍提案居民Donna）

	 「有一次我經過彩福邨，見到有些青少年在練習街舞，我發覺彩福邨沒有一個地方

讓他們發展這興趣或所長，所以一直有這個概念在心中。碰巧有今次活動的機會，

讓我能夠發聲。」（入圍提案居民Winnie）

另外，有些入圍居民對參與式預算的概念予以肯定，認為參與提案也無妨。

	 「我覺得參與式預算這個概念幾好，可以投票建議政府的錢怎樣用，居民想做

甚麼可以自己投出來。」（入圍提案居民F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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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 Mercy 的回應，她是其中一位年紀最輕，仍是初中生的入圍提案者 Zoey 的

母親。Mercy之所以支持Zoey提案，除了認為這次機會能幫助Zoey鍛鍊膽量和演講技巧，也因為

知道「計劃」是就邨內事務提出意見，沒有「政治」成分。Mercy指社會運動期間，Zoey在校內比較

活躍，亦關心社會事務，與參與社會運動相比，透過「計劃」就邨內事務發表意見相對安全。這

反映「計劃」不但對參與青年的個人成長有所幫助，青年若透過制度化的渠道參與地區事務也會令

父母相對放心。

7.	 促進居民反思社區的需要

當被問及從何得到提案靈感時，入圍提案者均表示是從社區生活中反思有甚麼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這亦道出為何參與式預算適合在地區層面推動，因為所討論的議題都是居民熟悉，並與他們日常

生活息息相關。基本上，居民很容易明白「計劃」與自己的關係，而且能提供各種獨到的見解。

 「平時為了環保我在網上有時都會交換二手物件。有時經過邨與邨之間會見到很多

傢俬，雖然這些傢俬已經不可用或不美觀了，不過我在想為何這麼多人經常換

傢俬，丟棄很多木材和梳化。有時更會見到一些人會拿走部分零件。所以我就想到

這想法（彩福易手市場）。現在如果你要交換二手傢俬或家電，有時要放工後去

其他站頭交收，這很麻煩。但如果可以在邨內或邨與邨之間交收，那時間和地點

就會更方便。」（入圍提案居民Fiona）

	 「因為我們這條邨比較多新移民和長者，但很多年輕人不是太了解獨居長者實際的

生活環境是怎樣。因此我都想透過我的方案（彩福送暖樂滿屋）去了解下及讓大家

都了解下。如果見到任何情況都可以反映給區議員知道。」（入圍提案居民Zoey）

就這一點專家小組成員葉頌文先生亦表示，參與式預算能如何引導居民反思，他指：「我覺得參與式

預算的美麗是，不是特定為某一群組而設，不只是從下而上。居民會互相投票，互相討論，他們看的

角度不是只從年輕人出發，他們會看多角度。在這過程他們都會反思是否只顧自己呢？這令他們的

參與，或對參與的期望，或再度參與的時候想達到的目的都會有所調整。這才真是為社區好，無論是

對積極那班或試下試下那班都是一件好事。」

8.	 青年義工有意參與，部分起初受無力感所困

在七名受訪義工中，有四名是受遊樂場協會的社工邀請參與，他們主要覺得參與式預算有別於傳統

地區參與渠道，除了認為自己有責任出一分力，更希望透過「計劃」影響彩福邨的事務。

	 「以前認為義工就是投入社區、觀察社區和幫助有需要的人，但這計劃不同的地方

是參與度很高。比起以往那些直接幫助別人的活動如探訪長者，這計劃我們是推動

市民參與。期待這計劃可讓自己對社區認識更多。」（義工依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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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都不知是甚麼來的，因為說到底是香港第一次。就算上網找資料，香港

只提及到灣仔區議會有些討論，但都沒有實際落實。我會參加是因為我都是住

這區，這些環境我有時都會經過。簡單來說是我都有份，有責任試下去改善，所以

有了這個態度去參加。」（義工Tony）

	 「今次參與式預算是在彩福邨第一次做，期望可改變彩福邨一些事，讓居民提出

自己的想法。」（義工阿澤）

另外有三名義工是受義工Tony邀請參與。其中義工芝士和義工魷魚起初與香港不少年輕人一樣，對於

參與公共事務的無力感尤重，並刻意管理自己的期望，以免再次失望。雖然他們有種自我保護的

心態，但內裏與其他義工無異，都希望改善地區事務。

	 「一收到朋友邀請都嚇了一跳，我以為他和我一樣會有種不想再參與社區的心態。

最初是抱一種審慎的態度，因為這計劃推動的時機可能有點敏感，自己對這計劃的

了解又不是太多。我再上網查見到參與式預算美國有試過、台灣試過，但香港

無做過，所以會有點擔心。但後來願意一試是希望有少少轉機，對於在香港有一些

政治的參與，不一定是一些很大的事，就算是自己屋邨小小的事，都有權力去決定

和討論下，有更多空間給自己改善自己的生活。」（義工芝士）

	 「一開始對這計劃是沒有期望的，那種無力感很重的，是我不覺得可以再做到任何

有用的事，所以用一種不要令自己失望的態度去對待這件事⋯⋯無期望的原因是

對在香港有政治參與這件事沒有太大信心，參與都是想試一試，試了不知結果

如何，但至少試過。但後來這計劃的結果是比我想像中好很多，有少少夾縫中生存

的感覺。」（義工魷魚）

9.	 地區組織因理念一致而參與

至於代表遊樂場協會參與推動今次「計劃」的社工認為，參與式預算的精神與其組織的理念和一直

以來的工作都十分一致，而且能夠突破他們以往面對的局限，特別在落實居民想法方面。

	 「今次計劃與我們以往的工作是一致的。我們見到年輕人有很多潛力，對社區的

貢獻，他們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做很多事，而我們本身都是想製造機會給年輕人

參與社區事務。參與式預算對於我們社工而言都是很新鮮，以往我們一直在做有關

社區的工作，有社區的倡議，希望有所改變，但到落實階段都不是我們決定一切，

因為我們沒有錢，以及有些事情始終要由政府部門去做，我們是影響不到的。但

這個計劃的精萃是它最後能夠執行到。所以那次聽到你們在我們中心介紹後，我們



3535
促進青年及地區發展：2021年香港彩福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個案研究報告

都沒有太多考慮，因為我們已覺得我們會參與了。期望這計劃可以帶這班青年去

了解自己的社區，可能太遠的東西我們改變不了，但與自己相近的事我們可否

嘗試去改變呢？我覺得這可以一步步來。」（遊樂場協會助理督導主任蔡雅麗）

	 「我們一直想給予機會青年發展自己。期望這計劃可讓青年一起體會和做一些

決定，所以一開始聽到這計劃後我們很快就答應參與，因為與我們本身的觀念

很接近。相信這計劃在青年身上推動是有其價值。」（遊樂場協會社工呂卓恒）

四、參與深度：參與及審議過程

10.	入圍提案者高度參與「計劃」，審議過程具備質素

在初步構思提案時，大部分入圍提案者都是獨自完成提案表格，但有小部分曾與家人或朋友討論。

例如 Eva 有與媽媽和身邊的人分享，了解他們是否都認為提案中那道樓梯太斜，需要進行防滑

工程。Charlie和Bella原本是朋友，二人都認為彩福邨彩樂樓旁的「羅馬廣場」是彩福邨的標誌性

地方，但現時有需要修整配套，於是她們合組共同提案。

在十名入圍提案者中，有八位應邀與專家小組面談。大部分入圍提案者都認為專家小組的跟進有助

啟發他們思考，並獲得專業意見以知道方案是否可行，最終完善提案。然而對於小部分提案者

而言，專家小組的跟進沒有起到明顯作用。

	 「專家小組的回覆是要改建樓梯的闊度有難度，因為空間不足。自己本身不是工程

方面的專業人士，純粹只有想法，所以沒有考慮到是否可行。幸得專家小組提議

改成塗上對比顏色和防滑標誌，因此可以用其他方法改善這問題。」

（入圍提案居民Eva）

	 「專家小組中有一個環保建築師，他的建議很好，他能告訴我其他國家也有這類

活動，不過就非以物易物，是用技能或服務換東西。我覺得這是可行的。例如有些

居民都有提議向長者送暖，但其實有時長者未必一定需要你送暖。如果他們能用一個

技能換你一次送暖服務，對於他們來說可能有更大滿足感，感到更溫暖和開心。」

（入圍提案居民F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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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小組有幫手想如何讓這計劃更多元化，囊括更多元素。例如一開始我的提案

沒有跨代同樂日的概念，純粹是青年表演，讓其他彩福邨居民參與。是專家小組和

MWYO職員提出這個概念，以涵蓋老、中、青不同居民。他們幫我疏理這概念，

令更多人可以參加，也令它更吸引和不再單一。此外，他們對我的提案亦問得很

仔細，這啟發了我想更多，例如要搞攤位遊戲，那當中有甚麼呢？誰可參加呢？如何

推廣呢？誰是主辦誰是協辦？」（入圍提案居民Anna）

至於對專家小組的跟進沒有特別感覺的有三位，不過他們的情況並非有需要幫助卻得不到足夠

支援，而是提案內容已足夠清晰，所以專家小組需要跟進的地方有限。

	 「沒有怎樣建議，但有幫我改了個提案名稱，因為我不知怎樣改，而這個名我都是

滿意的，所以都算有幫助吧。」（入圍提案居民Zoey）

	 「差不多。我只是填了表，然後有人打電話給我話與專家小組傾一傾，然後我就很

平常心去傾一傾而已。傾完後提案也沒有甚麼特別改動。」

（入圍提案居民Donna）

另外，有九位入圍提案者出席了3月20日「彩福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 ‧ 入圍者社區分享會」，他們

不但要介紹自己的方案，而且還要在小組討論中與其他提案者進行討論。這次審議過程明顯對他們

有三方面的幫助。一、加強認識計劃的內容和流程。例如Zoey認為分享會令她了解多了計劃的不同

階段要做甚麼。二、聆聽其他群體的需求。例如Eva、Donna、Charlie、Bella和Zoey均表示活動

有助她們了解其他入圍者的想法，得悉平時未必聽到的意見和提議。三、改善了居民對社區的

印象。有不少出席居民了解到其他人的想法後，對彩福邨產生了改觀。

	 「我很滿意入圍者交流會這部分。當時的氣氛很好，大家很願意去討論。我原本

以為大家都是坐在那不傾偈，但去到小組討論時，他們都很認真討論⋯⋯活動

讓我認識到原來有很多居民都很熱心參加。以前我會覺得彩福邨是個新屋邨，大家

都很冷漠，不太認識對方，但原來有些人是在默默付出。例如有位參加者很熱心，

因為她們那座樓的互委會會舉辦很多活動，如盆菜宴和郊遊等。以前我覺得這純粹

是他們內部活動，很少人參加的，但原來是很受歡迎，原來他們舉辦這些活動是很

享受和很有滿足感的。只是以往宣傳可能不太夠，不是太多人知道，這有點可惜。

但至少明白多了屋邨的事。」（入圍提案居民Anna）

	 「對交流會最難忘的是當時有個婆婆說話不太清楚，但大家都很盡力去聽，沒有

因為她說話不清或很活潑出來跳舞而鄙視或歧視她。彩福邨的人都很尊重和包容。」

（入圍提案居民Zo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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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了解到其他居民的意見，個個提的意見都很豐富，例如有個小妹妹

（Zoey）提案要幫老人家，我都覺得很好啊，因為這些都是這條邨很需要的。」

（入圍提案居民Donna）

11.	青年義工學習與居民溝通

義工參與方面，由於他們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在街站介紹「計劃」和邀請居民參與，因此經常會接觸到

不同背景類型的街坊。怎樣有效與不同居民溝通成為他們需要具備的重要技能之一，故MWYO為

他們進行了兩次培訓。整體而言，青年對MWYO提供的兩場義工培訓均表示足夠和有效，尤其是

培訓中的模擬情境部分，這有助他們作好落區的心理準備。

	 「我覺得個培訓是可以的，因為當我們落到社區後，你會發現有很大變數。你對着

街坊不一定像培訓般順利，但起碼可以打個基礎先，包括我們的態度和應對方法。」

（義工Tony）

	 「因為當時有些模擬情境，例如怎樣跟只想不斷來拿利是封的婆婆溝通，如何保持

禮貌地拒絕她們。第一次模擬情境我們很多都不知所措，但後來慢慢訓練後就開始

知道怎樣應對。」（義工依琳）

有趣的是，當義工真正接觸到居民後，有很多都認為這些經歷是他們參與今次計劃中最有滿足感或

難忘的地方。

 「最有滿足感是落街站，記得派出第一張傳單和講解完計劃後，見着居民填那份

提案建議書是很有滿足感。」（義工芝士）

	 「最難忘是有一次街站是早上7點，心想這麼早應全是公公婆婆在做早操，他們

未必會理我們。怎料到不但有街坊理我，還向我提案。」（義工阿傑）

	 「記得有個方案是一個媽媽提出的，每次打電話給她都感受到她是認真想有改變。

在臨投票前更見到她很積極鼓勵別人參與，整件事很難忘。」（義工阿澤）

五、參與深度：公民參與效能感
公民參與效能感可分為內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兩部分。當參加者認為自己對有關公共事務課題的認識

越深，越能理解其運作並有效參與，其內在效能感也會越高。另一方面，當參與者認為有關部門在

乎其想法，在參與過程有產生改變和影響，則其外在效能感會隨之上升，這是一種個人與制度互動的

感受。一般而言，近年經常聽到有些青年對參與公共事務有種無力感，這反映他們的公民參與效能感

較低。相反，當人們的公民參與效能感較高，其無力感會相對低，對制度的信任和支持度亦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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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投票居民的公民參與效能感有所提升

圖十一：投票居民的內在和外在公民參與效能感29	

根據投票者問卷結果，圖十一顯示超過八成受訪投票居民十分同意或同意「參與今次計劃，提升我對

彩福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的預算運用和邨內事務的理解」（82.7%）。其次，有近八成受訪投票居民

十分同意或同意「參與今次計劃，增加我對彩福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的預算運用和邨內事務的

影響力」（79.5%）。可見有大部分參與投票的居民，無論是內在還是外在的公民參與效能感均有所

提升。

 

29 此問題只收集到219個回應，有6個遺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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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入圍提案居民的公民參與效能感有所提升

至於十名入圍提案者方面，研究員在深度訪談中會讀出表九和十顯示的各項陳述，並提供「十分

同意」、「同意」、「不同意」、「十分不同意」、「不知道／沒有意見」給受訪者選擇，從而評估他們

參與「計劃」後的內在和外在公民參與效能感之變化。

表九.	十位入圍提案居民參與「計劃」後對內在效能感的意見分布

陳述一、參與今次計劃，令我增加對彩福邨的認識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不知道／
沒有意見

沒有回答／
拒絕回答

Eva、Charlie、
Donna、Winnie

Bella、Leo、
Zoey、Polly、
Fiona、Anna

陳述二、參與今次計劃，令我增加對地區行政的認識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不知道／
沒有意見

沒有回答／
拒絕回答

Charlie Eva、Bella、
Leo、Zoey、
Donna、Polly、
Anna

Fiona、
Winnie

陳述三、參與今次計劃，令我增加對參與式預算的認識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不知道／
沒有意見

沒有回答／
拒絕回答

Eva、Charlie、
Zoey

Bella、Leo、
Donna、Polly、
Anna、Fiona、
Winnie

陳述四、參與今次計劃，令我參與社區事務的能力提升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不知道／
沒有意見

沒有回答／
拒絕回答

Charlie、Anna Eva、Bella、
Leo、Zoey、
Donna、
Polly、Winnie

F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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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內在效能感，受訪者均被問及對社區、地區行政和參與式預算的認識，以及對自身社區參與

能力的意見。從表九可見，所有受訪者都十分同意或同意「參與今次計劃，令我增加對彩福邨的

認識」此陳述。當中大部分入圍提案者認為自己了解多了其他居民的需要和社區需要甚麼設施。

	 「十分同意。發覺其他居民留意到的事物和需要都很一致，提案收回來時都是比較

統一，例如行人天橋上蓋會漏水。因為這些不是太近我屋企樓下，所以平時不太

留意，但原來這是影響到其他居民的日常生活。另外見到很多提案都說椅子數量

不足、燈可以再多點、植物可鮮艷點，這些都是我平時放學回家沒有留意到的

地方，但有些公公婆婆不用上班上學，他們平日落街行下坐下才會留意這些問題。」

（入圍提案居民Eva）

	 「同意。認識多了其他居民的需要，例如以前不覺那道防滑梯有問題，因為從我

自己角度想都覺得無問題。照明方面也是，我都覺得看得清楚，因為我只從自己

角度去想，沒有從老人家、小朋友，甚至是行動不便人士的角度出發。社區設施

方面，當投票結果出來後，發覺原來有很多人想翻新彩樂樓對出空地，我原本都覺

得這是一個需要改善的地方，令我更加明白到有人與我想法一樣。」

（入圍提案居民Anna）

「對通道、樓梯設計上的問題認識更多，並更注意到邨內衛生問題。」

（入圍提案居民Leo）

其次，除了Fiona和Winnie表示沒有意見，其他受訪者均十分同意或同意參與「計劃」增加了他們

對地區行政的認識，尤其是對互委會、邨管會及其預算運用的認識。

	 「十分同意。對於邨管會我原本感到很陌生。因為今次參與，我更加知道它的預算

運用。以前我都不知每戶原來平均約有100元，大約計上彩福邨戶數後就有約

幾十萬元，而這些錢是用來維修、舉辦活動和屋邨裏面的佈置。這真的很好，因為

以前根本無可能讓我們居民一起參與。今次這些錢可以用回這個邨大眾都可以受益

的地方。」（入圍提案居民Char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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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對互委會認識多了，以前出出入入都不知那裏是做甚麼的。現在我明白

他們是怎樣為街坊服務。例如有時有些好心人提供了防疫口罩等物資，他們又會

派給街坊。過年又有一些月曆和利是封，很多阿伯阿婆都很需要。雖然這不算

甚麼，但都算為街坊服務。現在我對屋邨有些事不明白都會去找他們問，他們都會

解釋和幫下我。另外，對屋邨的預算分配也認識多了。例如以前我完全不知道

平均一戶一年有100元左右的預算撥給彩福邨，嘉年華搞甚麼，但經過今次我都

明白了。」（入圍提案居民Donna）

	 「同意。對互助委員會認識多了，因為今次這個活動才第一次聽這個名，並略略

知道他們的工作。」（入圍提案居民Zoey）

然而，雖然大部分提案者表示對地區行政認識多了，但不少仍覺得自己所了解的並不足夠，有些

甚至想認識更多。

	 「同意。但認識不算太多，因為作為提案人未必可以很深入了解他們內部如何

運作。暫時知道有這個組織舉辦參與式預算活動。不過經今次參與後，大概知道

邨管會的人是如何組成，以往就完全不知道。」（入圍提案居民Eva）

	 「對區議會想認識更多，想知議員的運作是怎樣的。想知為何好像有很多事他們知

但不去做，或直情不知。顏議員之前都會舉辦活動、請義工，但比起以前現在沒有

做到那麼多，公公婆婆都沒有太多優惠可收。」（入圍提案居民Zoey）

當進一步問到入圍提案居民Winnie和Fiona為何沒有意見時，Winnie表示：「其實我一直不知屋邨有

互委會和附近有遊樂場協會這些機構，在我的認識，我就只知道有顏議員，後來發覺原來有義工隊。

但我仍然不太了解互助委員會、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的工作，以及不明預算為何這麼少。以我

所知，彩福邨一座大廈最少都有四、五百伙，那預算除以四、五百伙人實在不多。難道不可以再

多點嗎？」至於Fiona則表示：「可能是我沒有深究，所以沒有意見。」

此外，所有入圍提案者都十分同意或同意參與了今次「計劃」，增加了他們對參與式預算的認識。當被

問及有沒有甚麼是他們想認識更多，有些希望了解更多外地的案例，有些想知道參與式預算在香港

的發展情況，有些更想儘快得悉方案的執行部分，期望互委會向他們更新執行進度。

	 「一開始聽到參與式預算都不知是甚麼，想了解更多其他國家的例子，可能是一個

地方，未必是屋邨，希望看多一點。」（入圍提案居民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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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部都想知，例如為何會有參與式預算，為何它不會在香港大規模發展，為何

現在才有人提起這件事。」（入圍提案居民Zoey）

	 「想知道徵收了意見後，具體實行方案時會怎樣，這方面我不是太認識。」

（入圍提案居民Anna）

最後，除了Fiona沒有正面回應，其他受訪者均十分同意或同意參與今次計劃，提升了他們的參與

社區事務的能力。當中主要是表達能力和思考改善社區問題的能力。

	 「同意。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法，就算之前有想到有些地方需要改善，但很少去想

解決方案，而且要很正經地去想。」（入圍提案居民Zoey）

	 「同意。因為今次是我人生第一次參與這些社區事務，參與後我又覺得幾好，幫了

我的表達能力。以前要我與別人說話我都會無膽，但多了與不同居民聊天後覺得

其實都不是很可怕。那次要在交流會中當着這麼多人表達自己的想法，其實已是

很大的突破。」（入圍提案居民Donna）

	 「十分同意。我覺得是表達想法的能力提高了。第一次與專家小組見面時我是有點

驚的，但在討論過程中他們不斷引導我去想更多。例如為何有這個概念，要怎樣

實行等等。在這個表達想法的過程讓我自己思考更多，以及不會害羞地去表達。令到

我有更多自信⋯⋯思考社區問題解決辦法的能力也高了。之前透過入圍者交流會都

了解到其他人想解決一些社區問題，聽的時候都學了很多，會思考多了可以如何解

決的部分。例如易手市場，令我覺得眼前一亮。我發現原來其他人有這樣的需

要，以及這些解決方法也令我想多了。」（入圍提案居民Anna）

至於Fiona，她認為不是居民能力有否提升的問題，關鍵是當局有何跟進。

	 「我覺得不可以說是能力，而是參與度。意思是我寫出去的東西會否有人看、

有人知、有人改。」（入圍提案居民F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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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十位入圍提案居民參與「計劃」後對外在效能感的意見分布

陳述一、參與今次計劃，令我感到彩福邨的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或互助委員會在乎我的看法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不知道／
沒有意見

沒有回答／
拒絕回答

Eva、Winnie Charlie、
Bella、Zoey、
Donna、Polly、
Fiona、Anna

Leo

陳述二、參與今次計劃，增加我對彩福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的預算運用和邨內事務的影響力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不知道／
沒有意見

沒有回答／
拒絕回答

Charlie Bella、Zoey、
Polly、
Fiona、Anna

Eva、Leo Donna、
Winnie

在效能感方面，從表十可見，大部分入圍提案者十分同意或同意「參與今次計劃，令我感到

彩福邨的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或互助委員會在乎我的看法」。唯獨Leo表示不同意。

	 「同意。因為互委會都會問我有沒有收到今次計劃的資料，又不斷鼓勵我參加，

起初我都不太想，但他們都鼓勵我給些意見和嘗試。」（入圍提案居民Donna）

	 「十分同意。他們都已經肯聽我講，還不是在乎我想法嗎？聽我說話很重要，現在

人人都很忙，哪會停下聽意見，還要相信我。起碼我提了出來，他們沒有先否決

我的想法。因為在商業社會如果我有些意見，老闆不喜歡就會說不行，預算不夠，

下一個。起碼今次計劃大家是有溝通，我明白到原來有些事是做不到，是甚麼原因

做不到，哪些事是甚麼部門管的，這樣我會清楚。」（入圍提案居民Winnie）

	 「同意。因為之前從未有這類活動給我們提議，所以都覺得他們是在乎的。」

（入圍提案居民Zoey）

至於Leo不同意的原因，主要是未見到方案完整落成，需要觀察多一段時間。他提到當居民的提案

順利執行後，才會同意有關當局在乎其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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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意。雖然今次計劃由互委會牽頭，但今次投票後，那個冠軍的提案，他們會

不會做呢？無人知。幾時做又無人知，有幾多人做又無人知。關鍵是他們做了

甚麼出來。如果之後他們順利落實了居民投選出來的方案，那我就覺得他們都在乎

我的看法。」（入圍提案居民Leo）

此外，當問到入圍提案者對「參與今次計劃，增加我對彩福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的預算運用和

邨內事務的影響力」此陳述的意見時，有過半數表示十分同意或同意，但有兩人表示不同意，有

兩人回答不知道或沒有意見。

	 「同意。因為發覺原來有三萬多元和五萬多元，其實可以做到很多事，但不知為何

以前沒有人做。以往可能只是選舉前會派下口罩，但其實有更好的方法去運用

這筆錢，而且這筆錢的影響力可以很大，而我則有機會影響到這筆錢怎樣用。」

（入圍提案居民Zoey）

	 「同意。因為我有入圍，起碼他們是有望過份提案，同埋專家小組很認真給意見。

當時與專家小組見了約20分鐘，有人錄音，有人影相，看出他們都幾認真對待

件事。」（入圍提案居民Anna）

Eva不同意的原因，主要是認為「計劃」屬試驗性質，並非長期在邨中進行，故影響力有限。至於

Leo則認為互委會平日與居民的溝通工作可以做得更好，起碼他能夠致電聯絡互委會成員，那影響力

才有機會增加。

	 「不同意。因為一次性的活動未必可有很大的影響力，可能要一些長期性或階段性

的計劃，才能增加對整條邨的影響力。」（入圍提案居民Eva）

	 「不同意。例如區議員，我有他的電話，假設中秋節有些人弄髒了一些地方，

我可以聯絡他，他也會覆我。但是那些互委會沒有固定電話，又沒有聯絡。如果

溝通可以做得好點，例如可以打電話給互委會反映邨中設施損壞了，那就會增加

影響力。」（入圍提案居民Leo）

另外，Donna和Winnie均表示沒有意見，主要是因為一、其方案並非排名最高；二、認為預算額

不高；和三、認為居民的投票率低。這些因素均影響着他們對自己在社區的影響力之看法。

	 「沒有意見。這些都不是只有我話事，而且其他人都有好好的意見，他們只要做得好

就不輪到我話事。」（入圍提案居民Do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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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或沒有意見。可能是預算的問題，或者是其他人對我方案的觀念不夠

認同。如果日後預算有更多，影響力會隨之而提升。另外，今次只有300戶投票，

參與率是極低的。究竟是大家不看資料、沒有留意信箱、唔吸引、還是他們覺得

有沒有都無所謂？看到你們做了很多功夫去幫社區，派人出來派宣傳單張，每一次

活動前後又入信箱，又擺街站，又找專家小組開會，整件事非常認真，但最後卻只有

300伙人投票。平時邨內其他活動如拿口罩又『鬼咁多人去拎』，派洗手液或消毒

噴霧就『排晒隊』。要他們投下票，思考下，他們就沒有概念和想法。有時人生

有些事就是吃力不討好。如果今次投票率可以高一點，我的影響力都會大一點。」

（入圍提案居民Winnie）	

總括而言，絕大部分的入圍提案居民都認為參與「計劃」後，其公民參與效能感有所提升，尤其是

他們的內在效能感，即對社區、地區行政和參與式預算的認識增加，以及認為自身的社區參與能力

有所上升。在外在效能感方面，雖然有小部分入圍提案居民不同意有關當局在乎其看法，以及

不同意其對屋邨事務的影響力有所提升，但細看背後原因，發現他們需要的是要見到居民的提案順利

落成，以及互委會的溝通工作有所改進，並非完全否定「計劃」的意義和發揮的作用。相反，他們

甚至認為「計劃」需要增加其可持續性，才能發揮更大功效。

14.	青年義工的公民參與效能感有所提升

在內在效能感方面，七名受訪青年義工均表示，參與「計劃」增加了他們對彩福邨、地區行政和

參與式預算的認識，並學到一些社區參與技能。例如依琳表示：「有人提案指天橋上蓋下雨會漏水，

我平時都沒有怎留意。這令我認識多了社區設施的問題。」阿傑提到：「天橋附近有條斜路，要不是

擺街站都不知原來是不能遮雨。很多公公婆婆都很想表達屋邨問題，但又不知說給誰聽。」

Tony 指：「有多了反思，對自己屋邨、對隔離屋邨，都會受啟發去想更多，例如我不參加都不發覺

原來晾衣架是很缺乏的。」

關於地區行政方面，不少義工表示對互委會認識加深了。例如Tony提到：「我樓下都有個互委會，

以往完全不認識他們，經過今次後才知道他們有一個聯繫居民的角色。」芝士表示：「發現原來

樓下這個不顯眼的小房子（互委會辦公室）有這麼大的作用，現在對屋邨設施的位置會更清晰。」

另外，依琳更表示：「了解多了地區行政的結構，例如裏面有甚麼部門。了解到一個地區政策是由

哪些持份者一起推動，過程中的困難。」

此外，有不少義工對參與式預算的認識有所加深，並且想了解更多。依琳提到：「本身不知何謂參與式

預算。今次參與後了解多了原來其他國家城市一直有這個計劃，但香港是沒有。」阿澤亦坦言：

「一開始都不知甚麼是參與式預算，我還以為是一個屋邨的決策，要做些預算，我們要負責協助寫

財務報表，原來不是。最後整個過程都很清楚參與式預算是甚麼。」除此之外，有義工更表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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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關於參與式預算的背景。例如Tony表示：「想了解為何參與式預算會帶到來香港，因為

它對於每個人而言都太新奇。想知道最初大家是以甚麼態度或理念看待這件事。很想知為何它會在

彩福邨落實到。」芝士明言：「想知參與式預算背後的理念，因為香港和其他實行過的國家或地方

相比，其政治制度都不同，有甚麼驅使主辦方在香港推行。」

社區參與能力方面，幾乎所有受訪義工都提到這次義工經歷改善了自己的溝通技巧。例如阿傑

表示：「幫到我的說話和聆聽技巧。擺街站時經常要與街坊對話，要聽他們說甚麼是最重要。

有一次有個婆婆說話口齒不清，但又想提案，於是我慢慢聽慢慢寫，最終真的聽得明她的內容。」

Tony指：「學懂了如何用兩句說話，讓居民覺得這些事情是關他們事，引起他們的興趣。這事前是

需要思考和準備，因為不同人是需要用不同方式。例如對着小朋友、老人家、剛放工的成年人，

究竟我的態度和開場白應是怎樣，這是一種溝通技巧。」

此外，對於芝士而言，今次的經歷更令他對社區參與重拾信心。他表示：「我有想過自己在這個

計劃中想要達到甚麼。而今次都做到我想要的，就是對社區參與或社會性的參與有番信心。不是

事事都要歷經千辛萬苦，弄得遍體鱗傷，其實有時做下街站、派下傳單、問下老人家，都是叫做一個

嘗試。」值得留意的是，芝士和魷魚在講述自己最初為何參加「計劃」時，均表示對今次參與是

抱一種審慎的態度，甚至是沒有期望。因為以往累積下來的無力感都令他們原本不想再參與任何公共

事務。

有關外在效能感方面，有部分受訪義工認為參與了今次計劃，增加了他們對彩福邨屋邨管理諮詢

委員會的預算運用和邨內事務的影響力。例如阿傑指：「因為那筆錢都影響着邨內事務。如彩福有條

樓梯很危險，當筆錢可以改善它，整條邨甚至附近經過使用這條樓梯的人都可以受惠。」依琳表示：

「對居民來說是有影響力。因為我們可用自身的身份去推動市民提案。如果是年紀大一點的，在

街上派傳單可能會被誤會是在賣廣告或銷售產品，但作為青年義工，街坊反而會留心看多一點。」

另外，阿澤將「計劃」與傳統地區參與渠道比較起來，他指：「今次提案居民會有參與效能感，因為

如果只向區議員或在網上反映意見，表達完很大機會就無了件事。但在今次計劃中即使落選了，

都會有專人致電給你跟進。提案居民都會感受到自己的意見被聽到，只是今次太多人提案，暫未能

執行。」

不過亦有義工對自己的影響力是否有增加表示有保留，主要是考慮到「計劃」的持續性問題。例如

阿澤提到：「有點難說，因為今次有MWYO負責推行。如果下年可以做到MWYO不在，但彩福邨

互委會自己做，我覺得影響力又會上升一點。」芝士指：「影響力多不多就是相對的。如果參與式

預算可以持續舉辦下去，相信會有更多人認識他們，並且更發揮到『互助』元素。」



4747
促進青年及地區發展：2021年香港彩福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個案研究報告

15.	入圍提案者和青年義工的社區參與意欲有所提升

由於公民參與效能感上升了，大部分入圍提案居民和青年義工均表示其社區參與意欲亦隨之增加。

	 「因為我覺得原來都不是太難，我覺得整個參與式預算計劃令我好像踏出了社區的

一小步，這幾得意。我以前覺得這些事離我很遠，完全和我無關。但當你去認識

多一點，這些事又不會話太遙不可及。其實這些事都有它的意義，雖然最後我的

方案未能夠成功出選，但這都是個幾開心的過程。例如認識到些朋友，又明白多了

這個屋邨。最緊要的是提升了自己對這個社區的歸屬感。覺得這都是一個成長。」

（入圍提案居民Anna）

	 「因為表達意見有人聽到，有反應，起碼有渠道可表達先。如果有一天有個方案

設施真是在社區建成，日後經過可以和人分享說這是我想出來的，這很開心。例如

這垃圾桶或小活動是我有份想出來的。」（入圍提案居民Winnie）

	 「我們青少年都可以去提案，這好像給我們一個決策權。只要我們提，就有機會

入選，就算未必入選，都會給互委會或有關當局睇，看看可否進行改善。這會增加

青年的信心和參與意欲。」（義工依琳）

六、參與深度：社區歸屬感及凝聚力

市民的社區歸屬感和凝聚力是確保一個社區健康發展的重要指標。當社區中人們的歸屬感和凝聚力

越強，該區也越和諧共融，居民會有較強的守望相助之睦鄰精神，並積極參與社區建設活動，這

無疑是維持有效管治的基石。根據投票者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的資料，投票居民、入圍提案居民和

青年義工在參與「計劃」後，對社區的歸屬感都有正面提升。

16.	投票居民的歸屬感有所上升

圖十二：投票居民的社區歸屬感30

30 此問題只收集到219個回應，有6個遺漏資料。

參與今次「計劃」，令我增加對彩福邨的歸屬感

共219個回應

不知道／沒有意見（9人）

十分不同意（0人）

不同意（8人）

同意（143人）

十分同意（59人）
65.3% 

同意

26.9% 
十分同意

3.7% 
不同意

4.1% 
不知道／
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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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反映超過九成受訪投票居民十分同意或同意「參與今次計劃，令我增加對彩福邨的歸屬感」

(92.2%），可見「計劃」對促進當區和諧與加強凝聚力有積極影響。

17.	入圍提案居民的歸屬感有所上升

在深度訪談中，所有入圍提案居民都認為自己參與「計劃」後，對彩福邨的歸屬感有所增加。原因

主要有四：一、居民加深了對彩福邨的認識；二、「計劃」拉近了居民之間的距離；三、「計劃」

提供了渠道讓居民貢獻社區，使他們的意見有機會在社區實現；四、「計劃」令社區生活質素上升。

	 「很欣賞的是一開始大家見到我這個妹妹提案，都會盡力幫我想這個方案如何可以

做得更好，都會接納我的意見，而不是只說做不到。」（入圍提案居民Eva）

	 「因為在入圍提案中，有人提出要翻新彩樂樓旁休憩處。這個改善了後，用的人

又會多了和方便了，所以歸屬感會多點。因為社區生活的質素提高了。」

（入圍提案居民Leo）

	 「因為自己的意見有機會在社區實現出來。同埋我可以帶動其他人對社區更投入。」

（入圍提案居民Winnie）

另外，有些入圍提案者參與今次計劃後，更認識了社區中其他朋友，並和他們建立了友誼，這無疑

增加了社區的凝聚力。

	 「平時鄰居經常關門，都不知對方在做甚麼。但今次活動認識了不同地區人士，

包括區議員、互助委員會的主席和遊樂場協會的青年義工。這些義工都很好，他們

很勤力擺街站，你提完案又會送個利是封給你。」（入圍提案居民Polly）

	 「之前不知那互委會辦公室是做甚麼，也不知有甚麼途徑，以為是房屋署那類

東西，所以經過時都沒有理會過。但自從今次計劃後認識了歐生（彩福邨彩善樓

互委會主席），後來才了解到他們是為街坊服務。	」（入圍提案居民Donna）

	 「認識了另一位入圍提案者（Anna），我們交換了電話，她送了一些DSE練習

給我。當她（Anna）知道我曾就讀彩福邨附近的小學，她也表示她想在那裏見工。

我們成為了好朋友。」（入圍提案居民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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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青年義工的社區歸屬感有所上升

除了投票居民和入圍提案居民，義工們的社區歸屬感亦有顯著增加。例如依琳表示：「因為自己平時

上學沒有太多時間接觸社區，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參與計劃後，能夠提案，都會覺得自己是

這裏的一分子，都想提出意見，讓自己生活舒暢和方便一點。」對於並非居住於彩福邨的義工如

阿澤而言，其社區歸屬感同樣有所提升。他指：「歸屬感都會增加。雖然我住在彩德邨而非彩福，但

參與這計劃後，我都會留意彩德邨有甚麼正在做。如果路過聽見公公婆婆在討論邨內問題時都會

停下聽一聽。」

總括而言，在參與深度方面，不論是投票居民、提案居民，還是青年義工，都是希望改善屋邨

現況，自願參與「計劃」。儘管部分青年義工在「計劃」前帶有無力感，他們在參與「計劃」後，其

無力感均有所紓緩。在參與及審議過程中，不少入圍提案居民得益於專家小組的幫助，學會了怎樣

聆聽社區上其他群體的需要，並對社區的觀感有正面改變。青年義工更是學曉如何與大眾溝通，

這些經歷成為了他們最有滿足感或感到最難忘的地方。另外，投票居民、入圍提案居民和青年義工

在參與「計劃」後，其公民參與效能感和社區歸屬感均有所提升。亦因如此，入圍提案居民和青年

義工的社區參與意欲隨之增加。

七、屋邨管理部門：參與動機

19.	對參與式預算有期望

從深度訪談得悉，互委會及當區區議員之所以希望在彩福邨推動參與式預算，除了因為他們認同

參與式預算的理念，更是因為參與式預算能協助他們解決以往在聆聽及收集居民意見上的一些

局限。在參與「計劃」前，他們均希望居民積極提案，並從中加深對屋邨管理部門的認識。

	 「主要是因為我們四個邨管會委員，即當區區議員和三個互委會主席的意見都不能

代表整條邨的民意。因此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問居民拿意見。」

（彩福邨彩善樓互委會主席歐普熹先生）

	 「透過參與式預算可以有一個更好的途徑給居民有序地發表意見。平時我們聽市民

意見主要是擺街站，有些居民會過來聊天，但這是個不太系統的收集民意方式⋯⋯

希望居民參與度是高的，因為這條邨是屬於他們，我只是一個代議士。他們能夠直接

表達意見，就不一定要經我。另外希望更多人知道，這條邨有個部門叫邨管會，

有項預算叫撥款工程，有項預算叫撥款活動。」（當區區議員顏汶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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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屋邨管理部門：行政效率及表現

20.	提高接收民意的管道效能，有助減少工作盲點

當區互委會主席和區議員都因「計劃」而更加掌握居民的想法。正如顏汶羽先生（下稱：顏議員)

提到：「居民的提案都十分務實，亦是我們長期在邨中聽到的一些訴求，但今次更加具體。經居民投票

排序的過程，我很容易掌握到邨中大部分市民在想甚麼⋯⋯平時在街上可能有個居民來表達意見，

但他的意見是否全邨都同意呢？我不清楚。我都是用我的政治判斷。今次給了我一個比較科學客觀的

系統讓我知道這是否大部分居民的想法。」

其次，雖然歐普熹先生（下稱：歐先生）和顏議員均認為在今次計劃中，收集到的提案很多以前

邨管會都討論過，但也有些具備創意，能啟發邨管會委員思考。顏議員特別提及入圍居民Leo先生

的「加設可摺式座椅」提案十分新穎。歐先生更表示：「我們過往經常舉辦中秋嘉年華、元宵嘉年華

或年度旅行，但發覺這些活動已運作很多年，參與人數越來越少，變得來來去去都是那些居民。

當新鮮感下降，他們亦難再有興趣參加。但今次有些新的提案如易手市場，既新穎又環保，這個

構思又是居民提出的，以前我們都想不到。因為它合理、可行性高，到時真正落實時，我相信參與

度都會高。居民比較積極時，受惠的人數都會較多。」

此外，歐先生再補充：「有些提案以前是較少人留意，甚至是忽略了，例如是一些少數族裔想學中國

文化。這類意見以前在邨管會基本上不會有人提出。但當開放給居民提交意見後，就能夠收集到

這類聲音。邨管會做得耐都會有些盲點，但用參與式預算的方法就可以集思廣益。」

21.	提高決策和工作效率

歐先生和顏議員均認同「計劃」有助減輕其工作負擔，同時更容易達到工作目標。歐先生表示：「因為

與居民熟悉了，認識多了居民，這對工作是方便了⋯⋯在想建議方面也快了，因為不再是邨管會

中一少撮人去想，其他居民都可以一起參與。」顏議員更提到：「過去每個財政年度我都要想，以往

居民有甚麼投訴，有甚麼建議，是否應放在邨管會來年的工作計劃。但今年有了「計劃」，不再

需要就邨管會委員的提議去思考究竟是否大多數居民的需要。過往可能有個委員提議在邨內加某個

設施，其他人就會問是否真的有人用。今次就不用了，因為我們做了一戶一票排次序。」

22.	促進行政部門的責任意識

有關邨管會的責任意識方面，雖然顏議員明言：「不論是參與式預算還是邨管會委員提議，只要提案

合情合理，大部分邨管會委員支持，基本上房署就會做」，但他亦特別提到：「當政府官員或房署知道

這些意見不是純粹邨管會成員提議，而是有居民的參與，我覺得他們應該更積極去落實。因為

他們可以好肯定這個倡議是邨民所想所需的。」另外，歐先生也認為當邨管會與居民之間的關係

好了，其回應市民需要的能力和意願也會提高。他亦感到今次「計劃」對有關部門和自己而言，

有重要的提醒功能。



5151
促進青年及地區發展：2021年香港彩福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個案研究報告

 「在那次入圍居民交流會都看得出不少市民對一些地區政策或設施都有些不滿。

例如有個提案說公園有些櫈安裝在石壆上，而石壆與櫈之間的罅縫有機會藏垃圾，

尤其是現在疫情嚴重。我去看過發現真有其事，如果要把這些拆下換過新的，那就

需要經費。其實這類設施是否已過時呢，房署是否要考慮下除了清潔之外，還要

更換呢？很多居民都有反映我們不應再用這些櫈。」

(彩福邨彩善樓互委會主席歐普熹先生）

23.	加強公共開支和決策過程的透明度

顏議員和歐先生均指出了「計劃」有助提升邨管會預算和決策過程的透明度。歐先生指：「因為最後的

提案是由居民投票。往後亦會有跟進計劃，例如透過在大堂和互委會貼海報與居民更新提案執行

進度，讓他們知道方案的落實去到甚麼階段。」顏議員更直接提到在「計劃」後，現在至少大家都

知道這些方案是來自市民的意見，明白預算為何會這樣運用。

九、屋邨管理部門：社會效益

24.	促進公共資源有效運用	

顏議員和歐先生均同意「計劃」能促進邨管會的預算有效運用，原因有三。首先，「計劃」保證了

來年邨管會落實的方案一定是居民所需。其次，今次收集到的大部分提案都能指出和回應彩福邨

現存的民生問題或居民的需要，而且有一定的事實根據。第三，這些方案都能讓彩福邨廣泛居民

受惠，例如將執行的「翻新彩樂樓旁休憩處」方案。這無疑有助促進彩福邨的發展。

十、屋邨管理部門：行政部門的形象和與居民的關係

25.	投票居民對行政部門的印象有改善

圖十三：投票者對行政部門的印象31

31 此問題只收集到219個回應，有6個遺漏資料。

參與今次「計劃」，改善我對彩福邨的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或
互助委員會的印象

共219個回應

不知道／沒有意見（11人）

十分不同意（1人）

不同意（9人）

同意（150人）

十分同意（48人）
68.5% 

同意

21.9% 
十分同意4.1% 

不同意

5.0% 
不知道／
沒有意見

0.5% 
十分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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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十三顯示，超過九成（90.4%）受訪投票居民認為「參與今次計劃，改善我對彩福邨的屋邨

管理諮詢委員會或互助委員會的印象。」

26.	入圍提案者對行政部門的印象有改善

至於10名入圍提案者方面，研究員在深度訪談中會讀出表十一顯示的陳述，並提供「十分同意」、

「同意」、「不同意」、「十分不同意」、「不知道／沒有意見」給他們選擇，從而評估他們參與「計劃」後

對邨管會或互委會的觀感之變化。

表十一.	十位入圍提案居民參與「計劃」後對屋邨管理部門的意見分布

陳述一、今次的參與經驗，改善我對彩福邨的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或互助委員會的印象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不知道／
沒有意見

沒有回答／
拒絕回答

Eva、Charlie Bella、Zoey、
Donna、Polly、
Fiona、Anna、
Winnie

Leo

陳述二、今次的參與經驗，提升我對彩福邨的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或互助委員會的信任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不知道／
沒有意見

沒有回答／
拒絕回答

Winnie Bella、Zoey、
Polly、Fiona、
Donna、Eva、 
Charlie、Anna

Leo

從表十一可見，除了 Leo 表示不知道外，其餘入圍提案居民均表示十分同意或同意今次的參與

經驗，改善了他們對彩福邨的邨管會或互委會的印象，以及提升了信任。當問及為何受訪者對當局

印象有所改善，主要原因包括他們對相關部門認識加深了、與部門的距離拉近了、感到當局尊重

自己的想法，以及欣賞其做事態度。

	 「這樣做比以往更尊重我們的看法。」（入圍提案居民Eva）

	 「覺得他們實質有做事，以前覺得太遙遠了，又不太叫得出這些組織的名稱，可能

聽過下，但不太知道他們在做甚麼。現在就知多了，見到他們有做事。」

（入圍提案居民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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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勇敢，因為這個計劃性質很民主，你們願意在香港第一次這樣做，又願意聯絡

區議員，然後他又真願意與你們一起做，整件事很神奇⋯⋯一開始以為他們互委會

全是些『很區議員風格』的人，但其實他們都是普通市民。都見到他們對屋邨是

有很多意見，看出很有心。」（入圍提案居民Zoey）

當被問到為何受訪者對邨管會或互委會的信任會提升，主要是因為預算運用的透明度高了、感到有關

當局相信居民、感到有關當局的誠意，以及對提案的跟進工作足夠。

	 「因為你給人提案，就會讓人知道那些錢怎樣用，亦會知道最後有沒有做。他們

願意去透明化這件事，所以都是會有信任。」（入圍提案居民Fiona）

「未有此計劃前，對他們沒有感覺。有了之後，見到他們都很接受和嘗試新事物。

我覺得顏汶羽都有進步的，我覺得他對這個屋邨是有期望、信任和想做得更好的，

所以他才不怕麻煩去支持。因為正常人都可能覺得麻煩或做多了。但見到互委會或

邨管會去推動這件事時，都覺得OK。」（入圍提案居民Anna）

	 「因為知道就算有些提案未能入圍，他們都仍然去跟進，這給了我幾大的信心。

好像是每個人的意見都會回應。」（入圍提案居民Eva）

至於Leo表示不知道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未知入選方案的執行詳情。

	 「因為今次做完後，例如那塊空地，他們會加燈、垃圾桶，還是氹氹轉？呢一刻

沒有人跟我說，所以不知道。」（入圍提案居民Leo）

27.	互委會主席有感與居民關係更和諧

除了居民對互委會或邨管會的印象及信任有正面轉變，作為互委會主席的歐先生也表示與居民的

關係因「計劃」變得更好。他指：「我與居民的關係一直都很和諧，透過今次計劃就變得更和諧。現在

多了一些不常見的街坊主動來辦公室找我，他們知道這計劃都有提交很多意見。」另外，他對居民

的印象也有改變。他提到：「有少少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提案質素很高，特別是年輕那一群參加者。

整體上他們的意見讓受益的居民都很多，例如是樓梯防滑工程，所有居民經過那裏都會受惠。例如

易手市場都是全民參與。令我對居民改觀了和更有信心。」

28.	青年義工對有關部門的印象和信任有改善

受訪青年義工主要對互委會的印象有明顯改觀。例如依琳表示：「互委會就好像一把保護傘，幫我們

疏理很多制度上或政府部門的難題，在很多突發情況中如改投票地點，都會全力支持我們。」阿澤



5454
5. 彩福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之成效評估

指：「對互委會是提升了信任⋯⋯他們借辦公室給我們用。今次計劃除了選出了最受歡迎提案外，

其他方案他們都會研究，例如樓梯那個他們都想做。所以都信他們會聽居民說，而非控制着那筆錢

而不做事。」

另外，Tony亦表示：「有正面的改善，我記得投票日互委會借出了其辦公室，有位居民說裏面有些

傢俬包括電視和沙發等，都是他自己的，是他搬到辦公室，而且辦公室經常開門希望讓更多居民

平日入去坐。令我覺得原來互委會都真是有作用，而不是個隱形房間。」阿傑附應：「以往在屋企

樓下經常見到互委會主席歐先生，他站在門口與居民聊天、涼涼冷氣。但原來他對這計劃又很盡心

盡力，不是我剛才形容的無所事事般。」

總括而言，今次「計劃」有助屋邨管理部門提升管治效能。在行政效率及表現方面，「計劃」提高了

邨管會及互委會接收民意的管道效能，這有助減少以往工作上的盲點。其次，它加快了決策和工作

效率，促進行政部門的責任意識，並加強了公共開支和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在社會效益方面，

「計劃」促進了公共資源更有效地運用，保證了有限的資源用於居民的所需所想上。在部門形象及與

市民的關係方面，投票居民、入圍提案居民及青年義工對邨管會或互委會的印象和信任均有改善，

而互委會亦感到與居民的關係更加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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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是次「計劃」屬香港首次試驗性質，故執行過程中的一事一物都是新挑戰，在考驗着統籌及執行

機構的應變能力。「計劃」最終能夠成功落實，無疑肯定了工作團隊的努力，然而當中有不少經驗

值得我們反思改進。因此，本節將分析「計劃」成功落實的條件和不足之處，並提出回應與改善建議。

希望日後有意推行參與式預算的機構或部門能夠參考，從而推動參與式預算在香港成熟發展。

一、成功落實的條件

環境因素

1.	 制度上具備相應的組織架構

目前房屋署在所有租住屋邨均設有邨管會，並邀請每座大樓的互委會主席成為委員。邨管會的成立

目的包括加強房委會與住戶的聯繫、鼓勵居民積極參與屋邨管理工作、讓他們有更大的發言權，以及

提升居民對所屬社區的歸屬感及共同責任承擔等32。這些理念都與參與式預算的目標一致，故制度上

的設計剛好有利「計劃」落戶香港的公共屋邨。另外，互委會主席由居民選出，獲居民信任，也相對

理解邨內情況和居民的需要，他們的身份正適合牽頭帶動參與式預算在邨內執行。

2.	 有足以回應市民提案的財政資源

彩福邨除了設有邨管會，它每年更會獲得以每個單位100元計算的房屋署撥款，這提供了穩定的公共

財政資源回應居民提案。

3.	 具備明確的規則及指引

邨管會的撥款用途有清晰的範疇和規定，例如有邨内改善及維修保養工程、改善大廈管理、屋邨

活動和通訊等範疇，並規定工程和活動不能導致龐大的經常開支和不能與房屋署預先編定的計劃

重複等33。這有助MWYO職員及青年義工清晰向居民解釋「計劃」所涉及的預算範疇，並提供以往

執行過的例子。另外，專家小組在審議提案時亦能按這些規定客觀地為提案評分和提出意見。

4.	 彩福邨有一定的改善空間

彩福邨落成已超過十年，不少社區設施已開始變得陳舊，需要進行維修。例如邨內的樓梯防滑貼

逐漸褪色、大廈外牆顏色殘舊和行人通道上蓋漏水等。另外，彩福邨也有一定數量的獨居長者和

「新移民」家庭，他們往往比較難以融入社區。在此背景下，居民在邨內改善及維修保養工程，以及

屋邨活動方面均有不少發揮空間，能夠提出意見和改善建議。

32 房屋署（2021）。〈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房屋署網站》。
 取自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public-housing/estate-management/estate-management-adviso-

ry-committee/index.html
33 房屋署（2021）。〈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撥款運用〉。《房屋署網站》。
 取自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public-housing/estate-management/estate-management-adviso-

ry-committee/use-of-fun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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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因素

1.	 當區區議員與地區行政機構關係良好

彩福邨的區議員顏汶羽先生自2012年起成功當選並連任至今，多年的地區工作讓他與該邨的行政

機構，包括互委會主席、屋邨物業管理經理和房屋署職員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互信關係。因此區議員

對「計劃」的支持，無疑也提升了其他機構對參與式預算的信心。而且在實際操作上，區議員也

扮演着關鍵的溝通及協調角色，幫助MWYO在邨內的工作，如在早期協助聯繫邨管會的主席及

互委會主席，後期亦借出橫額位置掛上「計劃」的宣傳品，令「計劃」得以順利推行。

2.	 互委會主席及區議員態度開明

作為邨管會的重要成員，互委會主席及區議員對邨管會的撥款運用一直有其想法及影響力。有部分

地區人士曾不諱言表示，某些老舊公共屋邨的互委會主席或區議員動輒扎根數十年，對撥款用途的

建議往往千篇一律，甚至成為了部分地區人士的既得利益。然而彩福邨的互委會主席和區議員不但

態度開明，而且有決心尋求進步，願意嘗試新方法與居民分享對撥款運用的影響力，重視居民的

想法和參與。

3.	 邨管會主席尊重居民的聲音

雖然「計劃」由互委會主席牽頭，但要成功落實執行居民的提案，關鍵還是要負責掌管財政的邨管會

主席（屋邨房屋事務經理或物業服務經理）的配合和支持。

4.	 理念一致的地區合作夥伴	

實踐參與式預算需要大量和穩定的人力資源，這次「計劃」得到遊樂場協會的認同和支持，除了

幫助招募義工，亦為「計劃」提供硬件配套如場地舉辦義工培訓、點票活動和居民大會等，好讓

項目得以順利進行。

5.	 居民願意積極參與

以往彩福邨的區議員曾舉辦類似的參與式諮詢收集居民對邨中事務的意見，如新落成的彩和樓空地的

用途諮詢。因此當區不少居民已有一定的社區參與經驗。今次更有不少居民在收集提案階段已主動

接觸「計劃」的街站義工，反映邨內問題，甚至即場遞交方案。這些提案內容都是針對區內現有的

民生議題務實地提出解決方法。另外大部分提案居民的參與度也很高，下班後願意與專家小組

見面、放假亦參與社區分享會，以至鼓勵身邊的朋友鄰居投票和觀看點票結果。這種積極參與的

態度和公民意識無疑是「計劃」能成功完成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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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執行力的推動機構及試行策略得宜

參與式預算目前在香港未算普及，而且鮮有案例參考，MWYO作為統籌及執行機構，其務實的試行

策略十分關鍵，當中有幾點是今次能夠成功推行的原因：

a. 「計劃」覆蓋的地理範圍及人口規模不大，故所面對的地區利害關係和區情亦相對簡單，

變相較容易處理和實踐。

b. 每個提案的預算不算太高。如果一開始就開放十多萬，甚至數十萬邨管會所有預算，不但

會為邨管會帶來壓力，而且居民的提案亦容易變得複雜和超出原本撥款的使用範圍及

宗旨，導致可行性變低，這反而有可能會令提案居民失望。因此今次以50,000元一個屋邨

小型工程項目和30,000元一個屋邨活動項目作為起步點，除了令地區行政組織較易接受，

其靈活度也較高，邨管會可因應財政狀況推行多於一項的居民提案，令更多居民感受到

自己的建議得到重視。

c. 「計劃」不需要新增邨管會任何預算範疇。邨內改善及維修保養工程和屋邨活動一直是

邨管會每年的預算項目。在原有的預算項目發揮變相較容易掌握和執行。

d. 提案主題與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屋邨維修及保養工程和屋邨活動都是居民熟悉的

事務，這有助他們產生聯想和共鳴，增加其提案和投票的意欲。

e. 結合當區公民組織的網絡。每個地區或屋邨都會有些社會服務機構或民間組織關注着區內

大大小小的議題。他們不單止熟悉當區事務，而且擁有一定的影響力和動員能力。能夠與

他們合作無疑令「計劃」事半功倍。

f. 為義工團隊提供足夠培訓。由於執行參與式預算牽涉多項工序和活動，對義工的能力要求

也會較高。除了需要足夠的義工人手，MWYO需要為他們提供培訓以應付在執行任務時

面對的各種挑戰。

g. 靈活機動的宣傳策略。儘管受疫情影響而導致原本打算舉辦的參與式預算介紹會和居民

工作坊等均未能進行，但MWYO團隊於宣傳及提案、審議和投票階段靈活調整了與居民溝通

的策略，例如以密集式的街站與居民交流和派發「計劃」宣傳物資。另外，首三項最高

票數提案的提議人可獲贈超市禮券，而居民投票後也可獲得一盒小食或紙巾等小禮品，這都

有助提升居民的參與意識和意欲。

以上各種策略都適用於試行階段，待累積一定經驗和成功案例後，無疑可考慮逐步擴展實施場域、

增加預算額度和項目主題，從而提升居民參與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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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局限

1.	 參與式預算性質的局限

根據國際廣泛的經驗，參與式預算雖然能為公民參與、地區事務、政府管治和社會效益帶來眾多

好處，但它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它並不適合處理重要或緊急議題（如：建築物安全問題）。事關有些

細微地方市民未必知道或關心，但政府部門都需要預備足夠資源處理這些重大問題。其次，參與式

預算也不適用於一些需要專業知識或內容複雜的範疇（如：金融政策和防疫政策）。因為一來它未必

容易引起公眾的興趣參與，二來大部分市民可能需要較長時間才能理解該課題。另外，一些全港性

的宏觀政策（如：覓地建屋），由於牽涉持份者多，題目廣泛，當中的利益關係錯綜複雜，若採用參與

式預算動輒可能要十年八載才凝聚到一點共識，過程中亦不免出現紛爭，甚至被各方勢力人士或

利益集團操縱輿論。基於成本效益原則和各種潛在風險問題，在使用參與式預算前必須仔細考慮。

回應與建議：從地區開始試行參與式預算

由於參與式預算有其局限性，加上目前香港的政治環境仍然複雜嚴峻，難免會有部分市民或社會

人士對任何公民參與活動都顯得十分敏感。在這些情況下，參與式預算都不適宜觸及一些重大的

全港性政策改變或政治敏感議題，以免在繁複的實際操作過程中令參與式預算變質或被錯誤演繹。

所以在地區層面就民生事項撥出一部分公帑試行參與式預算，是相對務實可行的做法。

2.	 整體上推行「計劃」所遇到的挑戰

局限與挑戰：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

今次「計劃」的幾個重要階段，例如是宣傳、提案、審議和投票等均受到新冠病毒第四波疫情爆發

影響，導致很多原定的參與式預算居民介紹大會和工作坊均未能順利舉行。縱然MWYO調整了策略

增加街站次數以補足與居民接觸的機會，但始終未能做到大規模和有系統地面對面向居民介紹

參與式預算和「計劃」內容。這或多或少會影響居民對彩福邨邨管會和互委會的職能、不同政府

部門（如：路政署、房屋署）在地區行政上的分工，以至對參與式預算的認識。也正因為如此，

新增的街站工作為MWYO帶來沉重的人力需求負擔，除了數位「計劃」的核心工作小組成員外，

其他絕大部分職員也要協助街站工作。

回應與建議：事前設計後備執行方案

社區活動容易受各因素影響，包括疫情、天氣以至社會氣氛等。主辦方需為各種有可能出現並會

影響活動執行的情境設計相應的後備方案。例如今次疫情導致居民必須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以至

大部分傳統與民眾接觸溝通的方法均未能用上，因此MWYO增加了一些網上居民介紹會，儘量拓闊

不同與居民溝通的渠道。有了後備方案，可能最終活動仍會受一定程度的影響，主辦方仍需用上

較多的人力物力，但起碼能有所準備，減低活動被取消或腰斬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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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與挑戰：外界對「計劃」的演繹

今次「計劃」進行期間，相繼有不同傳媒報道事件。然而部分媒體可能為吸引觀眾目光，介紹

「計劃」時用上了較有政治色彩的字眼，這在今天香港的政治環境下更容易變得敏感。因此，負責

彩福邨事務的房屋署部門需要更加小心謹慎地看待「計劃」。所以在後期的投票階段，原定在房屋署

管轄範圍的彩福邨各大廈大堂進行的投票和張貼宣傳海報等活動，均需短時間內移師到彩福邨互委會

辦公室進行。這些臨時改動容易令居民感到困惑，影響他們的參與度。對於一直幫助推動「計劃」

的青年義工而言，這亦會增添他們的工作量和影響工作士氣。

回應與建議：

儘管主辦方對外介紹「計劃」時用上準確無誤的字眼，但也無法確保外界如某些傳媒記者使用甚麼

詞語形容「計劃」。為免產生任何誤會，建議日後主辦機構除了需要接觸地區持份者外，應儘可能

主動接觸地區層面以外涉事的相關政府部門或政團，先讓他們對參與式預算及「計劃」有初步的

認識。如此即使後來有任何傳媒機構或第三方用上政治敏感的詞語形容活動，也不至於令這些涉事

的政府部門或政團感到驚訝。

3.	「計劃」籌備階段

局限與挑戰：前期物色合作夥伴時遇上的困難

在今次「計劃」正式開始前，MWYO已向不少區議員及地區團體介紹參與式預算及探討落實的

可能性。有些持份者雖然地區工作經驗豐富，卻形成了一種固有思維，認為以往進行的諮詢已經

足夠，或認為參與式預算跟他們過去的工作沒有分別。

其次，MWYO早前接觸區議員時發現他們有些誠意十足，但有部分卻對參與式預算的理解、想像和

預期效果仍未達成共識，而且有些更是政治素人出身，剛上任區議員不久仍未熟悉區議會運作及

地區情勢，所以未有進一步行動。在執行上，有些區議員很快便跌進區議會的慣常工作模式，傾向

把活動完全外判民間團體，未必想身體力行參與落實計劃。事實上，要順利推動參與式預算，區議員

的角色尤其重要。例如他們廣闊的地區網絡有助鼓勵更多居民及地區持份者如業主立案法團認識和

參與活動，他們的身份亦有助計劃在符合地區行政條例的情況下順利進行。

此外，地區利益關係複雜也是另一挑戰。當社區裏的公共資源有限，一些地區撥款如舉辦社區活動

的預算經費，如果以往是由某團體或機構承包，實施參與式預算意味着他們的工作將受影響，因為

這些資源可能因居民的提議和選擇而改變用途。加上過去兩年香港政治環境多變，陣營對立的現象

在地區並不罕見。如何讓參與式預算保持中性，避免政治化以至如何平衡地區團體的利益，是舉辦

具革新性的社區項目常見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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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與建議：

針對地區持份者對參與式預算的不理解，主辦方的確需要用上較長時間和有耐性地解說。當中宜提供

具體的外地例子，並分析本地的實際情況，讓他們知道為何參與式預算在香港試行時需要作出相應

的調整。在與區議員溝通方面，主辦方應先明言參與式預算與以往常見的社區參與活動如探訪獨居

長者有所分別。在正式與區議會合作前，應先讓區議員知道他們的角色和責任，待他們同意參與

後，才確立合作模式。至於應對複雜的地區利益關係，主辦方在舉辦活動前除了要聯繫區議員外，

應先儘量拜訪其他重要的地區持份者，例如民政專員、該區立法會議員以至其所屬政黨、地區政治

組織代表、當區社會服務機構的督導主任、業主立案法團主席、互委會主席、業主委員會代表和

分區委員會成員等，向他們解釋參與式預算如何為社區帶來好處，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幫助。

局限與挑戰：義工工作有待豐富

今次「計劃」有部分義工及社工都反映希望能承擔更多類型的工作，甚至參與決策過程。例如阿澤

提到：「可以放更多工作給我們做，如海報設計。專家小組在討論方案可行度時，如果需要準備

建議書，這方面都可讓我們參與。」遊樂場協會的社工呂卓恒表示：「我原本期望班年輕人在

『計劃』中能夠做更多決策的工作。他們不需要成為一個決策者，但在決策的過程中有話語權。現在

很多時都是我們安排一些工作給他們去執行。其實在哪裏擺街站最合適，或有甚麼宣傳策略，可以

讓年輕人去表達意見。」

回應與建議：加強義工的參與廣度和深度

參與式預算不但着重居民的參與，青年義工的參與過程同樣重要。因此，當時間及資源足夠的

情況下，主辦方可及早與義工團隊溝通。在介紹活動詳情後，一方面列出義工在活動中的角色及

職責，另一方面讓他們主動提出希望幫忙的地方，給予他們機會發揮所長。其次，在推行活動

過程中，除了不時更新義工活動的進度，亦可邀請他們給予意見，了解他們的感受，以提升其參與

效能感和積極性。

4.	「計劃」宣傳及提案階段

局限與挑戰：活動宣傳方面未盡完善

不少入圍提案居民、青年義工，以至區議員都明白到今次「計劃」受到疫情影響，活動在邨內的

宣傳未能發揮最大效果，他們均感到這方面的工作需要改善。例如入圍居民Anna指：「對邨內的宣傳

可以多點。之前聽到你們有舉辦街站，但我不是太見到，可能我那段日子沒有出街。街站可以

長一些，最少要一至兩個月。」Zoey亦提到：「邨內的宣傳不足，收集提案的時間不足，好像很快

就停了收集提案。街站多幾個會好一點。」

另外，不少受訪者都認為政府部門如房屋署若能給予「計劃」更多支持，宣傳成效必定大增。

Anna說：「我覺得橫額和海報不夠多，都知道很難申請的。大堂的海報都是在很細的位置，加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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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又沉，我覺得居民不會停下來望。因為這都要管理處去批，如果他們可以放更多權力出來，開放

一點去宣傳就好了。」Tony亦認為：「街站可以頻密一點、橫額、海報、電視機，儘量有多點渠道

給居民認識，這是提高參與率的好方法。」

回應與建議：加強及延長宣傳及提案階段

由於大部分香港市民對參與式預算很陌生，建議日後舉辦機構需加強前期的宣傳教育。當疫情

好轉，市民可以有集體活動時，主辦方可以舉辦更多公開的參與式預算工作坊或社區講座，並主動

邀請當區的地區組織和學校等團體參與，讓居民在提案前先了解實際情況，包括參與式預算的

概念、相關行政部門的職能、預算項目的背景、基本的地區行政劃分和條例等。其次，就着不同的

項目規模及居民背景特徵，應靈活採取不同的宣傳策略。例如屋邨層面的參與式預算可多用住戶

信箱渠道直接與居民溝通。如果是區議會層面的計劃，則應多用覆蓋面廣的宣傳方法，如利用區內

的公共交通工具車身廣告、在人流多的商場擺設展覽宣傳，以至善用傳統媒體報道等。最後，相關

地區管理部門也要肯定和支持一些能夠加強居民社區歸屬感和促進社區參與的活動，無忘其部門的

職責和成立宗旨。

5.	「計劃」審議階段

局限與挑戰：部分專家小組成員對屋邨事務認識有限

專家小組成員葉頌文先生和潘永強校長均認為主辦方事前可以給他們舉辦一次實地考察或提供彩福邨

背景資料包，讓他們在檢視居民提案時更容易理解當中的內容。葉先生：「雖然我是專家小組成員，

但我是一個外來者，我與區議員不同，我不了解這屋邨的背景，因此我只能從專業範疇去給意見。

但如果在我們未給意見前可以有個學習，去理解居民所想，這個背景我們是可以知多點。」潘校長：

「如果事前可給專家小組一些當區的基本資料，甚至有一個考察會更好。因為有次有個提案是講

垃圾房開門的方向，其實我是靠想像和不斷查問，才發覺問題所在。因為我沒有甚麼印象，所以在

評分的時候可能會有困難。」

回應與建議：針對不同背景的專家小組成員提供支援

為了能從多角度和持平地就居民的提案給予意見及支援，專家小組成員背景多元，來自不同專業

界別，希望他們可以發揮互補作用。然而，部分小組成員雖然有專業知識和經驗，但對活動實施

當區的認識有限。建議日後舉辦機構為有需要的專家小組成員提供地區簡介資料包或舉行實地考察

活動，以便他們理解居民提案內容。這部分可請義工團隊協助。

局限與挑戰：居民修改方案的機會不多

顏議員提到今次「計劃」專家小組在選出入圍方案前，部分提案居民未有機會就專家小組的意見

進行修改。他指：「當市民有初步提議後，是否可讓專家小組成員或熟悉制度運作的人如官員或

議員，與提案人接觸一次先，讓提案人有足夠時間考慮修改提案，然後專家小組成員再評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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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今次有個居民提議在彩福巴士總站加燈，這建議是好，只可惜居民提議的範圍屬路政署，差幾步

才屬房署範圍，所以在今次計劃未能入圍。其實只要將提案地點移後少少，就可繼續參與計劃。

可能居民想繼續參與計劃，但如果沒有機會給他修改，可能他會很無癮。但當然這要考慮到時間

成本的問題。」

回應與建議：給予提案者充足時間並鼓勵他們完善方案

在今次「計劃」中，MWYO在專家小組第一次會議後，有嘗試聯絡提案相對完整，而且可行性較高

的居民。目的為轉告專家小組的意見，讓他們有機會修改，並在有需要時可與專家小組會面。

然而，有些居民因需要上班或沒有能力進一步處理文書或資料搜集的工作，故未能親自完善提案。

建議日後主辦機構在專家小組初步給予意見後，應有系統地通知所有提案居民，給予他們足夠時間

和機會修改方案。針對有需要的居民，主辦方需提供文書支援，這方面可請義工幫助，好讓有不同

生活負擔或能力的提案居民都可以參與更多。

6.	「計劃」投票階段 

局限與挑戰：投票時間和地點臨時改動

不少入圍居民均認為今次「計劃」的投票階段只有兩天是太短。入圍居民Zoey說：「投票日期只有

兩天，很多人連信箱都未開，如果我不是參加者，可能我一個星期才開一次信箱。」入圍居民

Charlie指：「如果可以多點時間，我覺得居民會知道和更投入一點。多幾天我們可以有更多時間

提居民要開信箱、要投票，我覺得他們會有足夠時間做。」另外，投票地點臨時改動也令居民感到

混亂。入圍居民 Anna：「今次投票時間臨時改了，這樣做有少少令人混亂。居民會覺得好像很

倉猝。投票時間短了，居民未必可以即時行動和意識到這件事。」

回應與建議：提供足夠和方便投票時間與地點

事實上，「計劃」的投票時間原定為一星期，投票地點在每座大廈的大堂。然而，後來當區房屋署

部門不建議投票活動在大廈大堂進行，故主辦方需短時間內更改投票時間與地點，好讓「計劃」得以

繼續。有入圍居民為此表示：「我覺得如果那些部門一開始既然沒有阻止活動的舉辦，有時是可以放寬

一點，這樣做居民會更欣賞和積極參與。」對於日後其他舉辦機構而言，在情況許可下，應考慮

提供較長的投票時間，例如在屋邨層面的投票較理想的是一星期，地點應儘量設於居民出入經常

路過的地方如大廈大堂。

7.	「計劃」落實建議及監察階段

局限與挑戰：互委會主席與居民溝通有待加強

入圍提案居民Leo曾表示：「雖然今次計劃由互委會牽頭，但今次投票後，那個冠軍的提案，他們會

不會做呢？無人知。幾時做又無人知，有幾多人做又沒有人知。關鍵是他們做了甚麼出來⋯⋯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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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做完後，例如那塊空地，他們會加燈、垃圾桶，還是氹氹轉，呢一刻沒有人跟我說。」雖然這類

意見只佔少數，但也反映了有居民對「計劃」落實建議部分不太清楚，這無疑會影響其公民參與

效能感和對屋邨管理部門的印象。

回應與建議：互委會加強與居民的溝通聯繫

為了讓更多彩福邨住戶了解居民建議的項目將如何落實，除了邨管會定期透過《屋邨通訊》向居民

報告有關「邨內改善及維修保養工程」及「屋邨活動」的工作進度外，建議互委會在其辦公室門外

和各座大廈大堂張貼海報，並主動聯絡街坊，告訴他們項目落實的細節及進度。另外，就着即將

執行的「翻新彩樂樓旁休憩處」和「美化及增加彩福邨照明設施」方案，互委會主席應主動定期

聯絡提案居民討論落實情況，詢問他們意見，增加資訊透明度以方便居民監察項目的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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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語

過去數十年香港的政治制度以至地區行政不斷發展，本地市民對於社會的關心和參與意欲無疑比

以往更高，要不然近年也不會發生連串大型社會事件，甚至形成對立的政治陣營。既然如此，怎樣

將市民的參與熱忱有效轉化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讓公眾有機會在參與過程中學習與不同意見的

人溝通、達成共識，並思考可行的解決辦法等，都是管治者與市民建立互信、維持有效治理，帶領

香港前進時不能迴避的問題。其中的關鍵是要具備足夠的機制或管道讓市民能夠參與跟自己息息

相關的公共決策。但究竟怎樣的參與模式才適合今天這座充滿挑戰的城市，或許參與式預算能給

我們帶來一點機遇。

今次「計劃」正好展現了有效的參與模式可以怎樣促進市民循制度化管道參與公共事務、提升他們

的公民參與效能感和社區歸屬感，並改善地區行政部門的效能表現及與居民的關係等。當中累積的

成功經驗，令彩福邨當區區議員顏汶羽先生、互委會主席歐普熹先生和眾多參與居民均希望參與式

預算能夠持續推行，甚至發展至屋邨以外的層面。亦因為「計劃」在彩福邨的成績，MWYO確實有

機會把參與式預算帶到另一個層次。

今年四月我們與葵青區議會進一步合作，負責籌辦於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期間推動葵青區

「參與式預算」社區實驗活動。當中地區各重要持份者（如：政府、政黨和地區組織）的支持均是

十分重要，他們具備的社區資源、網絡和影響力都是活動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我們亦會汲取在

彩福邨的經驗，把上一節提到的建議應用到葵青區的參與式預算活動中。MWYO將致力創造更多

參與式預算的成功案例，把其優點落實到香港不同角落，最終希望政府能夠有更多參考個案，甚至

考慮把參與式預算納入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中，好讓本地青年以至普羅市民繼續關心這座城市，

關心自己的社區。

7.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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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錄

附錄一：深度訪談受訪者列表（排名不分先後）34

受訪者 背景

1 Anna* 彩福邨入圍提案居民、18-25歲、大學生

2 Bella* 彩福邨入圍提案居民、56-65歲、家庭主婦

3 Charlie* 彩福邨入圍提案居民、56-65歲、醫護人員

4 Donna* 彩福邨入圍提案居民、46-55歲、家庭主婦

5 Eva* 彩福邨入圍提案居民、18歲以下、高中生（同時擔任「計劃」的義工）

6 Fiona* 彩福邨入圍提案居民、36-45歲、文員

7 Leo* 彩福邨入圍提案居民、46-55歲、清潔工人

8 Polly* 彩福邨入圍提案居民、65歲以上、退休人士

9 Winnie* 彩福邨入圍提案居民、36-45歲、秘書

10 Zoey* 彩福邨入圍提案居民、18歲以下、初中生

11
Mercy* Zoey的母親、彩福邨居民（沒有親身參與「計劃」）、36-45歲、家庭

主婦

12 Sam* Anna的哥哥、彩福邨居民（沒有親身參與「計劃」）、26-35歲、社工

13 Kate* 彩福邨提案居民、65歲以上、退休人士

14
顏汶羽 觀塘區議會佐敦谷區議員、彩福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委員，同時於今次

「計劃」中擔任專家小組成員

15
歐普熹 彩福邨彩善樓互助委員會主席、彩福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委員，同時於

今次「計劃」中擔任專家小組成員

16 潘永強 聖若瑟英文中學校長，於今次「計劃」中擔任專家小組成員

17
游綺文 香港遊樂場協會地區（觀塘）督導主任，於今次「計劃」中擔任專家小組

成員

18 葉頌文 環保建築師及城市設計師，於今次「計劃」中擔任專家小組成員

19 胡頴怡 MWYO社區及外展總監

20 陳凱穎 MWYO社區及外展經理

34 應受訪者要求及保障彩福邨參與居民的私隱，有「*」記號的受訪者名稱均用上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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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小組訪談（排名不分先後）

受訪者 背景

1組

蔡雅麗 香港遊樂場協會彩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助理督導主任

Tony 是次「計劃」的義工、18歲以下、高中生

Andy 是次「計劃」的義工、18歲以下、高中生

魷魚 是次「計劃」的義工、18歲以下、高中生

芝士 是次「計劃」的義工、18歲以下、高中生

2組

呂卓恒 香港遊樂場協會彩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社工

依琳 是次「計劃」的義工、18歲以下、高中生

阿傑 是次「計劃」的義工、18歲以下、高中生

阿澤 是次「計劃」的義工、18歲以下、高中生

附錄二：彩福邨人口特徵

按年齡劃分的彩福邨人口分布

按種族劃分的彩福邨人口分布

29.5% 
25-44歲

17.6% 
0-14歲

11.8% 
15-24歲

32.9% 
45-64歲

8.2% 
65歲或
 以上

65歲或以上（742人）

45-64歲（2,984人）

25-44歲（2,681人）

15-24歲（1,069人）

0-14歲（1,599人）

98.3% 
華人

1.7% 
非華人

非華人（155人）

華人（8,9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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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福邨居民的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

按住戶人數劃分的彩福邨家庭住戶數目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小學及以下

中學

專上教育

29.2%
(2,648人)

54.7%
(4,964人)

16.1%
(1,463人)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13.7%
(478)

32.4%
(1,129)

39.2%
(1,364)

11.3%
(394)

1人
家
庭

2人
家
庭

3人
家
庭

4人
家
庭

6人
及
以
上
家
庭

5人
家
庭

2.2%
(76)

1.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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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十個方案的入圍名單

邨內改善及維修保養工程

提案名稱 內容重點 提議人為何有此想法？ 提案人

1 翻新彩樂樓

旁休憩處

翻新及美化外牆；加強此處的

燈光照明；增加設施作表演場地

用途；翻新後，命名為「彩福

廣場」

彩樂樓旁的休憩處空地是本邨

較多居民聚集的地方，但現時

此處部分設施受到損耗破壞，

無法發揮原本的功能

Bella
和
Charlie

2 美化及增加

彩福邨照明

設施

各座正門及側門增設照明燈；

改變邨內現時以灰色為主調，添加

多點色彩（如：美化往來彩樂樓

至彩喜樓的走廊，把鐵柱改為不同

的顏色或加貼美觀的牆紙）；美化

大堂的位置，加貼美觀的牆紙及

油刷不同色彩

不 少 居 民 提 出 邨 內 的 燈 光 較

昏暗，長者及夜歸人士更感受到

光線不足帶來的不便。此外，

彩福邨整體的色調以灰色為主，

比較沉悶，希望可為彩福邨添上

其他的色彩

Donna

3 活化7-11

對出空地

活化7-11便利店對出的空間，邀請

本地插畫師粉飾，再加設適合

年輕人聚會的設施，例如：長椅/

枱／遊樂設施，營造專屬年輕人

使用的氛圍，吸引他們以此作

落腳點

有一次看到兩位年輕人在邨內的

走廊位置跳舞及翻筋斗，吸引我

停下欣賞及拍掌鼓勵，兩位年輕人

滿足地感謝。此事令我意識到

邨內給年輕人活動的空間及設施

不足

Winnie

4 加設可摺式

座椅

於巴士站對出或彩歡樓對出的

7-11便利店外加設可摺式座椅，

在沒有人使用時自動摺上，一方

面可避免雨水沾濕，另一方面，

如日後仍需實行社交距離措施，

可於座位與座位之間擺放透明

膠板，讓居民使用

現時邨內的座椅以長椅為主，

可供二人共同使用，但是衍生出

兩個問題：一、下雨時，長椅容易

被沾濕；二、疫情期間，難以

劃分社交距離

Leo

5 改善彩喜樓

旁樓梯的

防滑設施

於樓梯間加防滑貼；重新油漆樓

梯級的對比顏色

彩喜樓旁邊的樓梯級較狹窄，

不少居民曾經滑倒。我亦曾經於

下雨時在此處滑倒，認為不便於

邨內長者。加上，彩福邨已有

10年歷史，樓梯的防滑設施開始

老化

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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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邨活動

1 彩福易手

市場

每月一次的物件送換或買賣二手

物 品 ， 賣 出 的 資 金 可 作 捐 獻

用途。另外，亦可增設網上平台，

可提供物件的照片，於每月一次

的以物易物日買賣貨品

我在邨內垃圾房經常看到有大型

傢 俬 和 電 器 ， 其 外 表 較 新 及

美觀。雖然現時社交平台有以物

易物或二手傢具轉讓活動，但需要

跨區領取傢俬，令不少人卻步。

如果送換或買賣二手物品可以由

自己屋邨開始，便可以減少無謂

消費支出及避免浪費可用物品

成為垃圾

Fiona

2 彩福送暖樂

滿屋

在暑假期間，可舉辦數次送暖

活動，安排邨內的年輕人探訪

邨內的獨居長者及殘疾人士，

一 方 面 可 以 讓 年 輕 人 更 了 解

社會，另一方面亦可了解有需要

人士的需要，繼而提出建議給

區議會或政府作改善

疫情期間，我在超級市場看到

一位婆婆沒有戴口罩，驚覺她不

知道政府已頒布強制性帶口罩的

措 施 。 雖 然 邨 內 偶 有 派 口 罩

活動，但需到街站領取，不常出

門的長者及殘疾人士很容易錯過

機會

Zoey

3 彩福邨親子

樂園

每月其中一個星期日舉行一次

親子活動

我是一位育有3歲小孩的媽媽，

知道邨內有不少年輕家庭，但邨內

的社區生活較薄弱，故希望邨內

可以舉辦多點親子活動，讓年輕

一代有更多社區生活，營造彩福

和諧之家

Winnie

4 彩福邨

嘉年華聯歡

於秋季舉辦喜慶嘉年華，安排

美食、表演、活動及遊戲。而

表演及活動方面，能讓長者有

機會欣賞邨內青少年表演，感受

青年的朝氣和活力，同時長者和

兒童亦可作表演

我是一位在彩福邨居住超過10年

的婆婆，經歷了邨內不少變遷。

近年，受疫情影響，邨內少了

歡愉的氣氛。適逢彩和樓入伙及

彩福邨剛好入伙了 11 年，建議

藉着舉辦嘉年華活動，加添邨內

的生氣

Polly

5 彩福邨跨代

同樂日

每半年舉辦一次同樂日，開放

彩樂樓對出空地，讓不同年齡層

的居民（包括：長者、青年及

小孩）申請作表演，彼此認識及

理解

我是一位年輕人，而邨內活動多

針對單一年齡層，缺乏跨代的

交流及溝通，希望藉此活動加強

睦鄰關係

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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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YO青年辦公室是一個以青年為本、獨立運作的民間智庫，工作橫跨研究與調查、倡議與教育、培訓與能力

提升。我們積極與各促進青年發展的持份者緊密合作，包括青年、家長、校長、教師、社工、僱主、公民社會

領袖，以及政府與政黨，致力在不同範疇上，引領各方以新思維促進香港青年發展。

如欲了解更多，或提供意見，請聯絡：

郭東旺先生    研究員

    alan.kwok@mwyo.org

彩福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

https://bit.ly/MWYO_Oct21_ChoiFookPB

關於我們

    mwyo.org     facebook
    MW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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