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20樓2010室  
Room 2010, 20/F., Southorn Centre, 130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家福會「物管與鄰舍支援家庭需要狀況」研究 

研究摘要 

 

引言 

1. 香港家庭福利會（簡稱「家福會」）於 2019 年與 2022 年的「香港家

庭幸福指數」研究，均發現本港家庭的「社會連繫」、「社會資源」分

數屬最低級別，此現象反映家庭與外界的聯繫不理想，影響家庭幸福

狀況。鑑於鄰舍及物業管理人員(下稱「物管人員」)是一般家庭較常接

觸的人士，因此本會進行了「物管與鄰舍支援家庭需要狀況」研究，

期望達致以下目標： 

1) 從鄰舍及物管人員的角度觀察居民的需要； 

2) 了解鄰舍及物管人員回應家庭需要時的考慮及困難； 

3) 探索鄰舍及物管人員與居民的連繫和關係；以及 

4) 探討鄰舍及物管人員如何在可行情況更有效為居民提供協助，改善

香港家庭在「社會連繫」和「社會資源」方面的狀況。 

2. 本研究經由網上及實體問卷，透過不同協作夥伴，以及家福會旗下單

位邀請物管人員和公眾人士兩類受訪者分別進行問卷調查。 

 

物管問卷調查 

3. 此調查的受訪對象為過去 3 個月曾在住宅大廈任職的物管人員。調查

由 2022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月 4 日進行，期間共收集到 630 份問卷，

當中有 606 份為有效問卷，有 24 份為無效問卷。 

4. 受訪物管人員以男性為主(56.6%)，最多受訪物管人員是 50-59 歲的組

群(29.7%)，而過半受訪物管人員曾接受的保安課程屬於「保安培訓課

程認可計劃-質素保證系統課程(兼讀制)」(52.6%)。而教育方面，大多

受訪物管人員是高中或以上程度(70.7%)，從事物管的年資主要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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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47.0%)。至於工作類型方面，受訪物管人員最多為全職日更

(47.7%)，負責的住宅類型主要為私人住宅(80.9%)。 

5. 近 9 成受訪物管人員在過去三個月曾接觸居民有求助或表達需要。受

訪物管人員最多接觸居民表達「與鄰居不和」(43.1%)，其次為「自己

的需要」(26.2%)以及「經濟需要」(25.1%)，另外，有 6.1%受訪物管

人員曾接觸居民有「兒童成員迫切需要」(例如小朋友叫救命、單位內

傳出打小朋友的聲音，或者小朋友被罰單獨留在單位外等)及 4.3%有

「家長管教迫切需要」(例如父母稱會打小朋友，或者父母稱不養育小

朋友等)。而受訪物管人員會考慮採取的行動主要是「聆聽」(79.4%)，

其 次 為 「 自 己 提 供 意 見 」 (31.2%)以 及 「 分 享 社 區 資 源 的 地 點 」

(29.4%)。另外，61.4%受訪物管人員均認為過去 3 個月曾幫助居民，

有 16.4%受訪物管人員每星期幫助居民一次或以上。所有受訪物管人

員 均 表 達 幫 助 居 民 時 有 不 同 困 難 ， 最 多 遇 上 是 「 不 確 定 情 況 」 

(30.5%)，其次是「手頭上沒有相關資料可以提供給當事人」(23.4%)。 

6. 在雙變項統計分析中發現，受訪物管人員自評與居民關係的分數，分

別與「他們覺得自己幫助到當事⼈或他們家庭」、「⾃⼰留意到居民需

要」，以及「其他居民主動向物管人員提及居民需要」的頻率，有顯著

正向關係。這表示當物管人員認為自己與居民關係越好，自己越能頻

繁地觀察到，或經其他居民的透露，察覺到當事人的需要，亦更頻繁

地幫助到當事⼈或他們的家庭。 

 

鄰舍問卷調查 

7. 此調查的受訪對象為 18 歲或以上的公眾人士。調查由 2022 年 11 月

7 日至 12 月 16 日進行，期間共收集到 344 份問卷，當中有 342 份為

有效問卷，有 2 份為無效問卷。 

8. 這部份問卷調查的受訪公眾人士以女性為主(76.3%)，最多是 30-39 歲

的組群(27.2%)，教育方面最多為大學/大專或以上程度(50.6%)，有近

半數受訪公眾人士是在職人士(48.2%)。受訪公眾人士最多居住在私人

住宅(48.8%)，其次為公屋(33.6%)。 

9. 在鄰居求助的情況上，有 84.2%受訪公眾人士在過去三個月均有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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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舍有求助需要。受訪公眾人士最多接觸鄰舍有「育兒需要」(34.8%)，

當中包括「育兒管教」(32.7%)及「兒童成員迫切需要」(4.1%)，其次

為「照顧長者」(24.0%)以及「自己的需要」(21.9%)。而受訪公眾人

士會考慮採取的行動，主要是「聆聽」(59.6%)，其次為「自己提供意

見」(33.9%)以及「分享社區資源的地點」(28.4%)。有 43.5%受訪公

眾人士認為過去 3 個月曾幫助鄰舍，有 8.2%受訪公眾人士每星期最少

幫助鄰舍一次。有 86.0%受訪公眾人士表達幫助鄰舍時曾遇上有不同

困難，最多是「不確定情況」(31.6%)，其次是「與當事人或他們的家

庭不熟悉」(21.3%)，以及「擔心當事人不願意接受幫忙」(21.1%)。 

10. 在育兒需要的情況上，近 7 成受訪公眾人士在過去一年曾接觸鄰舍出

現一些狀況，當中有 19.9%在過去一年每個月最少發現一次。最多遇

上的狀況是「小朋友大哭」(52.3%)，其次分別為「父母指會打小朋友」

(15.5%)、「單位內傳出懷疑打小朋友的聲音」(10.5%)。當遇上相關情

況，受訪公眾人士會考慮採取的行動主要是「聆聽」(40.1%)，其次為

「通知前線物業管理員/保安員或管理處」(22.2%)，只有 6.4%會選擇

「報警」，2.9%會「幫當事人聯絡慈善機構或政府部門」。至於在居民

幫助鄰舍育兒需要時曾遇上的困難，近 8 成受訪公眾人士表達有不同

困難。最多受訪公眾人士是「不確定情況」(34.2%)，其次是「與當事

人或他們的家庭不熟悉」(23.4%)，以及「擔心當事人不願意接受幫忙」

(21.3%)。 

11. 本研究亦訪問了公眾人士對虐待兒童定義的看法，以及對一些傳統思

想的同意度。有 79.2%受訪公眾人士同意「對兒童拳打腳踢」(79.2%)

屬於虐兒，其次「不為小朋友提供飲食」則有 73.5%。另外，超過近

8 成受訪公眾人士都偏向不同意「寧教人打仔」(86.2%)以及「棒下出

孝兒」(84.5%)這兩種思想。對於「一家唔知一家事」75.6%受訪公眾

人士偏向同意。 

12. 對於如何促進社區連繫，最多受訪公眾人士同意的措施是「在住宅的

地下大堂或保安崗位位置擺放政府及慈善機構的資訊，例如海報及單

張」(62.6%)，其次為「增加社區服務中心，加強提供活動連繫社區，

並在社區資訊上提供適切支援」(53.5%)。其餘包括「前線物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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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 保安員能提供政府或慈善機構的聯絡資訊」(33.9%)、「設立居民

關係獎勵計劃，鼓勵居民為鄰舍多行一步」(24.9%)以及「選出一些熱

心居民成為「樓長」或「層長」，讓他們協助統籌，並識別不同有需要

的家庭」(24.6%)。 

 

觀察及討論 

13. 物管人員每天盡力履行日常職責，保障居民生活；中國傳統亦有云

「遠親不如近鄰」。物管人員及鄰舍與居民在日常的頻繁接觸，無可避

免會接觸到家庭的需要；故此，他們亦自然成為家庭支援的重要伙伴。

以上物管及鄰舍的調查發現，分別有近 9 成受訪物管人員以及受訪公

眾人士接觸到有求助需要的居民。兩類受訪者所接觸的家庭需要種類

都不同：受訪物管人員最多接觸居民表達與「鄰居不和」(43.1%)，其

次為「自己的需要」(26.2%)以及「經濟需要」(25.1%)；而受訪公眾

人士最多接觸鄰舍有「育兒需要」(34.8%)，其次是「照顧長者」

(24.0%)。這有可能是由於家庭都有相關需要，只是會向不同人士反映

不同類別的需要。 

14. 事實上，除了一般的家庭需要外，有 15.5%受訪公眾人士表示曾遇上

「父母指會打小朋友」，另外有 10.5%發現「單位內傳出懷疑打小朋友

的聲音」的情況。上述育兒需要可能未必由當事人或家庭直接主動求

助，但情況亦尤為值得關注。而當遇上相關狀況，有 22.2%受訪公眾

人士指會「通知前線物業管理員/保安員或管理處」，相反只有 6.4%會

選擇「報警」，2.9%會「幫當事人聯絡慈善機構或政府部門」。在這公

眾選擇之下，物管人員是否有足夠的支援及承托，去處理相關事宜，

亦至為關鍵。 

15. 面對種種非責任範圍內的家庭需要，兩類受訪者均有超過 9 成願意為

促進家庭幸福多行一步。96.0%的受訪者表示假如遇到上述情況，會

採取一定行動，當中都是以「聆聽」、「自己提供意見」和「分享社區

資源的地點」為首三項最多人選擇的行動。 

16. 不過，雖然大部份受訪者都願意伸出援手，但他們亦會遇上不同困難。

不論是物管人員抑或公眾人士，最多表示的困難都是「不確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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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分別是與當事人關係相關的困難，例如「認為每家也有自己的情

況，外人不應介入」、「與當事人或他們的家庭不熟悉」，以及與社會資

源流通性相關的困難，例如「手頭上沒有相關資料可以提供給當事人」、

「不清楚社會上有什麼資源可以幫助」。 

 

建議 

17. 從上述情況，可見當家庭有求助需要，不論是物管人員以及鄰舍亦願

意在自己的責任之外，為家庭幸福多行一步，但他們亦遇上不同困難。

事實上，除了物管人員和鄰舍外，社會各界以及當事人在心態上或實

質支援上也可多行一步，當每人行一步，就會令這一步更容易。針對

調查結果，家福會有以下數項建議： 

 

加強物管與社區資源的配合、增加社區資訊流通性 

18. 不論是物管人員，抑或公眾人士，在幫助有需要家庭時亦受限於社區

資訊流通性，令他們未能及時為當事人提供即時資訊。家福會建議物

管公司可考慮在住宅大廈的大堂或鄰近的當眼處設立一個空間作為

「社會資源閣」，擺放及定期更新該區的社會資訊，例如社福機構或部

門的單張、海報及求助熱線，為物管人員及居民提供即時資訊。 

 

加強對物管人員的支援，提供軟硬件配套 

19. 受訪公眾人士表示，當留意到鄰居在「育兒」上出現狀況，有超過

20%會選擇通知物管人員，另有少部分會報警及幫當事人聯絡慈善機

構或政府部門，反映當出現緊急情況時，物管是居民首要的主要求助

對象之一，所以物管人員是否有足夠的心理及技術支援及承托去處理

相關求助，是十分關鍵。 

20. 在社福服務方面，香港對老人、青少年、兒童、家庭等人士均設立了

相應中心，並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只是分類繁多，除了有不同服務對

象外，不同服務類型亦可能按不同區域劃分，而當中的分類並非物管

人員能透徹了解及掌握。建議物管公司與專責社福的政府部門或機構

合作，為物管人員提供相應軟硬件配套，例如快速查閱該區社會資源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20樓2010室  
Room 2010, 20/F., Southorn Centre, 130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的分類表，或提供相關訓練，讓他們知道評估家庭需要的扼要，減低

對情況的不確定性，從而更能適切回應居民求助。 

 

加強公眾教育及資源，讓鄰舍更有效幫助有迫切需要家庭 

21. 受訪公眾人士表示，在協助有需要支援的家庭面對一定困難，當中有

超過 3 成為「不確定情況」，以致未能精準地針對家庭需要提供協助。

家福會建議政府部門或社福機構加強社區教育及宣傳工作，提升公眾

人士對識別有迫切需要家庭的意識及能力，一方面可以為有需要的家

庭提供適時的實質支援，另一方面能夠發揮「守望」作用，積極預防

家庭危機的發生。 

 

加強「社會連繫」，形成「家家互護」的保護網 

22. 是次研究顯示有超過 2 成受訪公眾人士因為「與當事人或他們的家庭

不熟悉」而未有作出協助，「社會連繫」乃家庭幸福當中重要一環，而

保持家庭的「社會連繫」，能承托家庭受到及時支援，避免悲劇發生。

為了加強「社會連繫」，建議政府增設更多社區中心提供聚腳點。另外

物管公司亦可考慮與慈善機構或政府部門合作，在屋苑範圍內為居民

提供各類活動及小組，幫助建構立物管與居民，以及鄰舍間的關係，

形成「家家互護」的保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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