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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珍古德博⼠：「我認為愈來愈多商業領袖開始為了他們的兒孫福址著想，必須要

為將來的⽣活作出改變。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現時已達到⼀個⾥程碑，但我們仍

需繼續推廣環境可持續發展和提升⼈們對環境的保育意識。的確我們現正向⽬標

進發，例如企業嘗試以減少破壞環境的模式來營運，⼈們也開始關注與環境相關

的議題。當這議題與新法例相扣連起來，⼈們就明⽩為了⾃⼰的⽣存，必須停⽌

進⾏污染空氣、⽔源和⼟地的活動，⽽這是我們努⼒的共同⽬標。」 

背景 

為推動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 CSR)，香港

聯合交易所於二零一一年刊發《環境、社會及報告指引》，積極鼓勵上市公司披

露其有關環境、社會及管治事宜的長遠文化。企業履行社會企業責任是全球化的

趨勢，為促進公眾人士對於社會企業責任的認識與了解，珍古德協會（香港）於

2017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以電子問卷方式向二百位公眾人士（學生及非學生）進行

問卷調查，了解到他們對於社會企業責任的認識，並邀請了不同界別人士作訪談，

以深入了解坊間及社會對社會企業責任的了解及認知。本報告為問卷調查結果、

訪談筆錄以及本會就 CSR 的具體發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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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 

廣義上，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以合符社會道德的行為進行營運，尤其是指企業

在創造利潤時必須考慮對各方的影響，包括員工、顧客、社區及環境等，CSR 的

精神是提倡企業不僅是對股東負責，同時兼顧社會及以平衝各方利益1。以下是

世界永續發展委員會(WBCSD) 和香港交易所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說明。 

 

世界永續發展委員會將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一種企業為求得經濟永續發

展，共同與員工、家庭、社區與地方、社會營造高品質生活的承諾2。」 

 

香港交易所將企業社會責任詮釋為：「我們視企業社會責任為經營理念，為權益

人在經濟以至社會及環境層面創造共享可持續價值。企業社會責任是我們業務策

略及管理方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我們確信，在無礙社會及環境的情況下經營

營利業務，才可實現業務的可持續發展3。」 

 

研究方法 

是次研究以問卷調查和進行訪問收集數據及資料，接受問卷調查的 200 名介乎 18

至 35 歲的受訪者中，全日制學生及在職人士各佔一半。研究中，本會亦邀請了

四名各界人士進行訪問，就企業社會責任的議題作分享和分析，包括 

一、現任社會企業商務中心首席顧問凌先生 

二、萬賢堂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及董事總經理文樹成先生 

三、綠盒子營養工房及馬高廚房負責人盧思偉先生 

四、嶺南大學管理學系高級講師滕慕蓮女士 

																																																								
1 李明機（2009），第 14 頁。 
2 黃正忠(2006)，第 24 頁，「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the commitment of business to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king with employees, their families,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society at large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3 香港交易所， http://www.hkexgroup.com/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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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認知調查－數據分析	
	

Ø 問卷題 1顯示，200名受訪者中，全日制學生及在職人士各約佔一半；題 1

和題 2 經數據整合後，得出在全日制學生和在職人士的類別中，沒有聽過

CSR的比例分別為 11.6%和 19%，在職人士所佔百分比較高，整體上超過 8

成人聽過「企業社會責任」(CSR)。	

 

Ø 問卷題 3顯示，在 167名有聽過「企業社會責任」的受訪者中，大部分（超

過五成，55.7%）首次聽到／接觸「企業社會責任」是從學校／教育團體；

只有不足一成（8.4%）從企業首次聽到／接觸「企業社會責任」。	

 

Ø 問卷題 4顯示，在 167名曾聽「企業社會責任」的受訪者中，九成七受訪者

認為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屬重要或十分重要；從問卷題 5得知，整體

卻有八成沒有聽過聯交所刊發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	

 

Ø 問卷題 7顯示，在 167名有聽過「企業社會責任」的受訪者中，約八成人認

為「聘請殘人士」和「實行公平貿易原則」屬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反映

多數人認為機構管治屬於「企業社會責任」的一部分。	

 

Ø 問卷題 8顯示，超過九成人認同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有助「建立企業

正面形象」；只有約五成人認同有助提升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	

i本調查數據的百分比數值若不是整數，即準確至第一位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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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為本  
CSR 的簡述並與企業發展的關係     

 
編按：或許有人會認為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與業務營運無關，是業務

外的一部分，也無助企業發展，因此對 CSR 抱「事不關己、己不關心」的態度。然而，這想

法在現今社會仍是否合乎時宜呢？ 

凌浩雲先生(Howard)多年來積極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可持續發展有

密切關係，他對企業社會責任有高瞻遠矚的想法。他的想法背後能為企業和社會帶來甚麼意

義？ 

 

 

Q ：  您 心 目 中 ， CSR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是甚

麼？ 

H：企業社會責任是同時關注營利、創造商業

價值，在生意上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社

會責任一如其名是企業負起社會責任。 

 

CSR 在香港的發展演變 

Q： 您對 CSR 現時在香港的發展有何看法？ 

H：先由 CSR 的發展起源和背景說起，約 15

年前是發展時期的高峰，社聯推出 Caring 

Company（商界展關懷）是香港 CSR 的起步

點。在起步階段，只有約二百多間企業參與，

經過多年發展，現有多達五千多間企業參

與。 

 

 

由 CSR 轉為 CS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是近

5 年的趨勢，而這 5 年有這趨勢的主要原因是

因為許多企業也陸續發現實踐 CSR 僅是最低 

要求，因為責任可以有選擇實踐與否的餘地。

Sustainability 解達成可持續發展，是與企業持 

「“Sustainability” 解達成可持續發展，

是與企業持續發展有關，這是必須的，

換⾔之企業不能獨善其⾝。」 

Q/採訪   H/凌浩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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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有關，這是必須的，換言之企業不能

獨善其身。這 5 年來，大家在討論的是 CS，

CS 與 CSR 有甚麼不同呢？ 

 

惠及社群，建設社會 

據我所知，CSR屬企業賺取營利後回饋社會，

但回饋社會的活動可以是與企業的本業無關，

例如：一間建築公司賺取營利後，可以是捐

贈飯盒或是幫忙老人院油漆翻新，然而這些

活動未必與建築本行相關。由 CSR 轉做 CS

後，服務的元素便迴然不同了，以一間聘有

大量東南亞人士的建築公司為例，	 可以在企

業管治層面舉辦與多元共融的主題有關的活

動，例如：全資東南亞裔僱員及其家人學習

中文及英文。這不僅東南亞裔僱員受惠，更

惠及其家人，亦讓家人更容易融入社會，使

家族後代不用世世代從事建築行業，提供機

會予下一代裝備自我，藉提升語文能力獲進

修機會迎向多元出路。以上是 CS 的例子，由

幫助公司的員工去達至惠及社群，因員工及

其家人同屬社會的群體，藉此產生社會效

益。 

 

Q: 我們都知道 CSR 的重要性，但為何 CSR

那麼重要呢，重要在哪裡，就如剛才也提及

到甚或中小企也要實踐，實踐 CSR 帶出了甚

麼背後意義？ 

H：最重要是令社會各界人士明白 CSR 之 C 

(Corporate – 商界) 能取之社會，用之社會，

創造財富之時, 也能帶動社會一起進步。 如

果社會責任能遍佈每一企業, 這良心行動也

不再需要強調, 因已成為企業家的精神和企

業的一部份, 這行動一定有助減低社會戾氣, 

貧富懸殊的現象。 

 

把 CSR 注入微企 

Q： 對於如何在 CSR 方面繼續做好，您有甚

麼建議給予企業？ 

H：我展望未來的 CSR 連微企也能實踐，可

能你會疑惑夫婦倆主理的專賣雞蛋仔的小檔

口如何實踐 CSR，卻不可輕看他們的力量。

可以想到的是：打佯時會有賣不去的雞蛋仔

嗎？會如何處理剩食？原材料從何而來？屬

良心原材料嗎？營運一間公司不僅是以「賺

盡」為目標，也需實踐 CSR。 

 

 

 

 

 

 

 

	

	

	

	

 

凌浩雲先生現任社會企業商

務中心首席顧問。他於 2004
年開展社會創投事業，先後

開辦多間社企素食餐廳。凌

先生亦積極參與公共及社會

服務，尤其在推動社會企業

的發展方面，他於 2017 年獲

香港特別行政區頒授榮譽勳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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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同根生 
企業發展與 CSR 互存共生的效益 
 
編按：不少人認為商業機構只關注業務、以賺取利潤為目標，照顧弱勢社群則是政府或非牟行

機構，與商業機構扯不上關係。然而，機構的成功也賴以不同社會人士的支持，與弱勢社群本

是同根生。既是同根生，兩者可以相互共生嗎？ 

文樹成先生(Billy)為萬賢賢堂創辦人並擁有多年營商經驗，認為企業應對社會持有回饋的心，

培訓殘疾人士成為神秘顧客、提倡儒商文化。為何他有這些想法？ 

 

 

Q ： 您 認 為 ， 企 業 為 甚 麼 要 實 踐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社會

責任）呢？ 

B：以管理層的角度來說，因為領導人注意到

「取之社會、用之社群」的概念。如果能夠

真正明白這概念，應知道一間公司所得到的

成就源自於很多員工和不同夥伴的共同努力。

真正明白這概念的人，應該會有一個回饋的

心，而不只是用金錢為自己公司建立名聲，

向外間展示公司的道德心。 

 

種子在心裏萌發 

Q：萬賢堂參與推動無障礙通道在香港的發展，

亦率先培訓不同殘障人士成為神秘顧客，這

個概念是從哪裏來的呢？ 

B：這做法是我當年提議並開始實行的。當時

有這想法源於一位朋友，他是需要坐輪椅的

人士，與他相識已有很多年。他曾經向我提

及兩個問題，想我幫忙解決，第一個問題是：

你可不可以幫我想想如何改善香港的無障礙

設施，更方便殘疾人士使用？第二個問題是：

殘疾人士在香港就業遇上很大的困難，有沒

有工作機會能給予我們呢？當時，儘管我認

為這兩個問題不應由我去回應，而是政府的

問題，但我仍把它放在心裏。我經營的生意

是與神秘顧客相關的，於是我有一個想法就

是聘請殘疾人士，訓練他們成為神秘顧客，

由他們角度去觀察設施，這不是三贏嗎？因

為有這個想法，慢慢訓練出數十位視障，聽

障、輪椅人士的神秘顧客，但我們在這件事

情上所做到的只是微不足道。 

Q/採訪   H/文樹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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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說話：『潤物細無聲』，不知道你

有沒有聽過這句說話。如果真真正正明⽩這

這句話的意思，真正為⾹港好，是要⽤⼼去

做⼀件事情...」 

把棱角磨掉 

Q：我知道殘障人士重投社會需要一些的幫助，

想問問公司會否提供相關培訓讓他們更容易

適應社會呢？ 

B：我們會藉着日常的工作和所參與的活動，

透過企業文化讓他們知道大家也是無分彼此，

每人也有自己的障礙，但未必是表面上能察

覺得到。 

 

Q：那麼您的員工如何接納殘障人士呢？ 

B：其實也是受整體氛圍所影響，當老闆或管

理層能以身作則，真真正正希望殘疾人士能

融入團隊，其他員工也會接納殘疾人士。其

實同事們與殘障人士合作的過程，爭執少不

免，即使我們普通人之間的相處也有很多爭

執，大家需要磨合。不過與殘疾人士的合作，

所遇上的障礙會較多，工作上的磨擦少不免。

但重要的是主管如何處理這些事，但當這些

事情的適當處理，便能形成一個好的團隊。 

提倡儒商 

Q：可不可以分享其他萬賢堂在 CSR 上的參

與？ 

B：另外我們公司也提供義務課程去讓社會商

界的朋友去學習王道，不是霸道，以道德修

養去帶領員工。這些也是我們參與對社會有

建樹的事情，但是也是微不足道。 

 

「潤物細無聲」：不求人知 

Q：對於 CSR 現時在香港的發展，您有甚麼

看法？ 

B：真是要用心去參與 CSR，不是為了做一

些行為舉止讓別人知道我們有參與。有一句

說話：「潤物細無聲」，不知道你有沒有聽

過這句說話。如果真真正正明白這這句話的

意思，真正為香港好，是要用心去做一件事

情，而不需要為公司員工的數量而顧慮，或

是有五人或是有五十人，人人也可以參與

CSR。這是企業的責任，責任的意思是「取

之社會、用之社會」，幫助整個社會，幫助

弱勢社群，但是重要的是大家用心去做。 

 

	

文樹成先生為萬賢堂管理顧

問有限公司創辦人及董事總

經理，他擁有超過 20 年營商

及 10 年領導「神秘顧客調查」

業務發展的實戰經驗，於銷

售管理、市場調查及顧客服

務等有深湛硏究。為推動無

障礙通道在香港的發展，他

率先培訓不同殘障人士成為

神秘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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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力親為的行動 
推動和執行 CSR 的關鍵 
 
編按：不少公眾人士認為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指企業在社會上

牟利後，以不同的服務或制度的設計去回饋社會，是一種單向的施予過程，但值得深思的是在

這種「施予」的過程中，企業的角色是否只局限在資源的重新分配（Re- distribution）角色，

對於企業的長青其實又會否得到授益？ 

盧思偉先生(Marco)從事香港餐飲業界多年，一直致力親力親為去設計及履行企業對於社會的

責任。他認為業務與社會責任企業地圖中的獨立版塊，兩者其實應圓融運行。為何他會有這種

想法呢？在履行社會責任時，又獲得了怎樣的感受與成長？  

 

 

提倡慈善與業務結合 

Q：我知道綠盒子營養工房有實踐企業社會責

任，您如何將 CSR 帶到綠盒子？  

M：實行 CSR 只是在日

常的運作多作一點，例

如在推廣上加插慈善

元素，在『待用「愛」

心素粽計劃』中，透過售賣粽子與客人互動，

客人每購買一只待用粽，我們會捐一只，然

後在端午節當日送出。在生意上融入慈善元

素，這舉不會增加太多工作量，亦可與客人

一起做慈善。多年來，我參與了不少活動，

比如是探訪低收入家庭、長者和流浪漢，企

業也有聘用聽障人士為餐廳職員。我相信把 

企業社會責任融入企業的業務，能把 CSR 做

更好，相得益章，而不是藉捐錢去做甚麼，

最重要的是企業社會責任能與業務融合，這

是我一向實行 CSR 的方式和取態。 

 

看不見的天使 

Q：剛才您提及到聘請聽

障人士作員工，您如何

協助他們適應工作呢？ 

M：我們會把工作程序

標準化並製作成可閱讀的文字，例如：在標

籤上加入五常法，讓他們知道做麵條的時候

要加入甚麼東西或者煮多少分鐘。當與大廚

商量並研製出配方指引，才聘請他們。聽障

人士亦有他們的長處，他們的責任心十分強，

可能是由於他們的工作機會得來不易，所以

他們很珍惜。有一次，有聽障員工在知道有

員工「甩底」導致人手不足，主動提出到店

內幫忙。當時我十分感動，我認為做名安守

「我相信把企業社會責任融⼊企業的業

務，能把 CSR 做得更好，相得益章，⽽不

是藉捐錢去做甚麼...」 

Q/採訪   H/盧思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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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的員工已是好員工，所以他額外的幫忙

令我很感動。 

 

「飯」中送暖，連結弱勢 

Q：我很有興趣了解更多剛才提到的探訪活動，

那些怎樣的活動？ 

M：我們想借派發粽子／飯盒活動去做探訪，

因捐贈物資只是一個媒

體，所以比純粹捐贈物

資我更喜歡親力親為。

有時候，他們對物資的

需求未必有我們想像的大，

他們更需要的是人的關懷，傾訴

對像。有一次，我探訪一名新移民兼

單親媽媽，她患有抑鬱並需接受精神治療，

我鼓勵她多於與人傾訴、接觸朋友，開心的

是知道她現在有到社區中心學習跳舞。另一

次經驗是到大角嘴探訪老人，向他們送上粽

子以表關懷。其實他們已經吃過了飯，粽子

或許對他們來說意義不大，他們並不是因為

饑餓而需要吃義工帶來的粽子，他們真正需

要的是人的關心、與人傾訴的機會。 

另外，我邀請了不同的 NGO（非牟利機構）

會員到餐廳內享用膳食。用膳後，我會與他

們一起聊天，玩樂一番。有回我邀請天水圍

的 NGO 機構會員到來，才知道有人原來從未

踏足旺角，不知道佐敦在哪裏，藉租用一架

旅遊巴接載他們出來，讓他們有機會到旺角、

佐敦逛逛。有些公公婆婆，說已經有 20 多年

沒有來到這裏，這裏已經有很大的變化，感

到很奇妙。這是很有趣的經驗。 

 

親力親為散播「感染力」 

Q：我知道您的員工也有參與 CSR 活動，您

是如何鼓勵員工參與呢？ 

M：最主要是以身作則，當員工眼見高層亦

積極參與，比如我一早

回到公司為探訪活動預

備飯盒，眼見我持續地

親力親為參與預備工作，

他們亦會主動開聲幫忙，說一

起做義工、一起預備食物。可能

亦與所謂的企業文化有關，企業文

化可以產生很大影響力，如果以通告形式實

踐 CSR 意義並不大，員工不過是被迫執行。

老闆或高層的感染力則可以逐步鼓勵員參

與。 

 

 

	

	 	

盧思偉先生為綠盒子營養

工房及馬高廚房負責人，飲

食從事業廿多年，由創業至

今參與各慈善活動，並於

2015 年獲青年創業獎，盧

先生希望籍著企業能幫助

社會有需要人士，近年更致

力於業界推廣關愛工作，希

望能獲更多飲食從業朋友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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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的將來  
CSR 持續發展的檢討與展望 

 
 
編按：近年愈來愈多人認為履行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企業的義務，

而 CSR 在國外已有多年的發展，發展相較香港成熟，國外經驗和發展有何處值得借鑑？ CSR
在港發展有甚麼阻力和挑戰？ 
滕慕蓮女士(Moureen)為大學高級講師並擁有豐富教學經驗，認為最理想的企業社會責任是在

整盤生意上盡社會責任，避免由某一部門負責。為何她有這樣的想法呢？ 
 

 

CSR 的定義 

Q ： 您 心 目 中 ， CSR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是甚

麼？ 

M：無論營運的是甚麼團體，也需要向社會

負上責任。社會責任主要歸納為三大範疇： 

一、 民生，是指與社會中的人民生活上所有

有關的事項；包括生活質素，甚至家庭

和思維等不同層面。 

二、 經濟，是指與整體社會發展有關的項目；

包括滿足消費和就業等社會需求。 

三、可持續發展，這方面不僅指環境及資源

方面需要持續發展，也關乎人的層面，例如

教育和人的素質層面亦要不斷進步。 

我認為以上三大範疇整合起來就是企業對社

會所應負上的責任。 

中小企缺乏國際人才：難推 CSR 

Q：整體來說，您對於 CSR 現在在香港的發

展有何看法？ 
M：整體上，我不排除它正在進步、發展中。

因為它是全球性的，而這個方向也是正確的。

但 CSR 在香港的發展是不是很成熟呢？抱歉

地說不是，而且還需要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CSR 在香港的進展實在比較緩慢。 

 
Q：您認為香港中小企實行 CSR 有何挑戰？ 

M：我認為最大的挑戰並不在於資源上，例

如當員工提出縮減上班時數、提升最低工資

時，不少老闆們都會立即反對，極不願意去

研究是否可行。當中的問題不一定來自資源

方面，而是如何運用資源，這關乎他們的知

識層面與態度問題。香港中小企業對實行

CSR 的態度並未達致理想階段。為何以往

CSR 能在其他國家如美國得到較理想的發展

呢？這是因為他們對 CSR 有正面的態度，認

Q/採訪   H/滕慕蓮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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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CSR 的最⼤挑戰是企業家的

態度、能⼒和對 CSR 的認識，實⾏

CSR 需要創新的做法，並不如傳統的

『做⽣意』模式。」 

為這是公民責任，是應該履行的。而香港擁

有特殊的發展環境，資源豐富，但大多數人

卻只關注自身的利益，他們認為關注社會的

利益是對自己不公平。一般人認為實行企業

社會責任是公平、公義，但他們的想法不是

如此，這可能因為他們未能完全認識 CSR 的

重要性和所帶來的影響。實行 CSR 的最大挑

戰是企業家的態度、實行 CSR 的能力和對

CSR 的認識，實行 CSR 需要創新的做法，並

不如傳統的「做生意」模式，他們可能需要

付出短暫的代價或犧牲，這些對他們是一大

挑戰。 

大型企業擁有較多國際人才，這些人才擁有

的 CSR 知識層面也相對廣闊但中小企的認知

卻不足。 

 

上市公司起帶頭作用 

Q：香港聯合交易所近年刊發的《環境、社會

及管治報告指引》，您認為會為 CSR 發展帶

來甚麼趨勢？ 
M：因為聯交所要求上市公司每年都要公開

披露公司在環境、社會及管治等範疇的資料，

即全民也會接觸到，尤其是持分者如投資者

和消費者等。指引除了會向企業施壓，還提

供了許多指標讓企業去參考，教導他們不斷

改善。中小企從前或者因不認識而不懂實踐

CSR，現在則由上市企業開始帶頭作示範並

提供實踐方法，這應該可以提高中小企實踐

CSR 的動力。我認為香港企業在實踐 CSR 上

會繼續進步而不是退步。 

 

贖罪祭的陷阱 

Q：對於如何在 CSR 方面繼續做好，您有何

建議給予企業？ 

M：現時許多企業設 CSR 部門，或委派專人

去負責進行 CSR 項目，以上的做法需多加小

心。如果 CSR 部門過份地獨立，會演變成公

司和 CSR 部門有各自的獨立營運模式。還記

得數年前曾出現類似「贖罪券」的詞語去形

容做了壞事或影響社會的企業，在另一方面

向部分社會人士提供支援，以為能作彌補。

例如企業中的營運部門在經營上濫用或污染

天然資源，而 CSR 部門則安排參與植樹活動，

然後聲稱企業盡了社會責任，我們要提防這

種做法。最理想的企業社會責任當然是整盤

生意都是對社會有益處的，全面地向社會所

有持分者負責。 

滕慕蓮女士為嶺南大學管

理學學系高級講師，她擁有

超過三十年教學經驗，教授

的學科範疇主要是管理學

和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主 修 課

程。近年亦教授商業倫理和

企業社會責任學科。她的研

究興趣包括企業內的人力

衝突管理、領導與團隊的建

立等組織行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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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古德協會（香港）就社會企業責任發展的建議 

 

（一）積極開發學校等教育團體在推廣 CSR 的潛能 
 
「在 167 名有聽過「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受訪者中，⼤部分（超過五成，

55.7%）⾸次聽到／接觸「企業社會責任」是從學校／教育團體。」（本刊⾴九） 

 
數據反映學校／教育團體有效推廣企業社會責任，亦是推廣 CSR 教育的重要渠

道，由此學校應繼續加強企業社會責任教育，如在公民教育或經濟課程注入 CSR

教育元素，讓學生明白執行 CSR 是企業的道德責任；及全球趨勢。 
 

學生、青少年是未來社會的棟樑，因此大眾對他們有一定寄望，不但希望他們成

材，更希望他們有良好品德、成為有責任的公民，建設社會。教育是塑造青少年

有良好品格與價值觀的主要途徑，讓他們從認知層面學習，繼而內化成行為表達。

莘莘學子終有一天會進入社會工作，成為各機構的一員。如果他們在學習時期已

知道何為企業社會責任及其重要性，明白執行 CSR 是企業的義務，長遠而言有

助於 CSR 意識在更廣泛社會層面的提升。 
 
另外，高等教育界近年視「知識轉移」（ Knowledge transfer）是教育發研究以

外的「第三項使命」，知識轉移是指「在高等教育院校和社會之間轉移知識(包括

科技、技術、專業知識及技能，所用的系統和方法)，從而帶動經濟上或民生上的

效益，與及帶來創新及有經濟效益的活動4。」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強調的是：

「知識轉移是一個雙向過程：社會不單能從大學的知識轉移活動中得到實質的益

處，學者及研究員亦因而能與廣大市民有更緊密的聯繫 4。」	 由此，商界與教育

界可攜手鼓勵專上學生在「可持續發展」的議題上實踐知識轉移，讓學生發揮創

意，幫助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同時讓專上學界、企業和社會獲益，達至三赢

局面。 

																																																								
4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網站，http://www.ugc.edu.hk/big5/ugc/activity/knowled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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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古德協會（香港）就社會企業責任發展的建議 

 

（二）成立專職委員會，並善用主題活動建立持續交流 
 
「在 167 名有聽過『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受訪者中，約⼋成⼈認為『聘請

殘⼈⼠』和『實⾏公平貿易原則』屬履⾏『企業社會責任』」，反映多數⼈認為

機構管治屬於『企業社會責任』的⼀部分。」（本刊⾴九） 

 

機構管治是企業營運架構的重要部分，泛指提供不同範圍的詳細守則，訂定行為

操守和企業政策，有效促成良好監督及管理。清晰的機構管治指引同時能讓企業

有效履行並完善企業有社會責任。 

 

企業在聘任殘疾人士之餘亦可善用管治方針幫助他們投入工作，達至有效幫助殘

疾人士就業。此外，為鼓勵更多機構聘任殘疾人並協助他們融入團隊，政府可製

多媒體影片在電台、電視台加強計劃的推廣，除現有的「共融機構創新獎」和「共

融機構傑出師友獎」，亦可增設其他獎項類別，如頒發旗幟予連續五年和十年參

與的機構以示嘉許，以吸引更多機構持續參與，成為共融機構並支持無障礙社會

的發展。 

 

為了進一步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並為業界設立參考典範，本會建議政府可以擔當領

導人的角色，參考由勞工及福利局每年主辦主題活動《有能者・聘之約章》及共

融機構嘉許計劃，舉辦以推動良好企業社會責任為主題的嘉許性質活動，鼓勵不

同行業、企業之間互相學習 CSR 策略，鼓勵對話、持續創新。 

 

同時，政府亦可考慮經商務發展局下組織 CSR 研究及促進委員會，持續推動 CSR

在香港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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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古德協會（香港）就社會企業責任發展的建議 
 
（三）設立「CSR 協調員」，促進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 
 
「在 167 名曾聽『企業社會責任』的受訪者中，九成七受訪者認為企業履⾏『企

業社會責任』屬重要或⼗分重要。」（本刊⾴九） 

 
在全球化下，企業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是大勢所趨，這議題在港近年亦被廣泛討論，

數據顯示不少公眾人士也認同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屬乎重要或之上。 

 
為有效促進企業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本會建議企業設立「CSR 協調員」，每

年在不同部門委任代表組成工作小組。企業設立「CSR 協調員」，不論是在構思

計劃或執行上，也可讓全體員工共同參與 CSR，提倡全民參與，此設立可避免某

一部門獨立地實踐 CSR，或是無人跟進和推動。工作小組代表將負責構思、提議

CSR 可行方向，帶領並鼓勵各同事參與，目的是有效達至關愛員工、關懷社區和

保護環境。	

 
關愛員工方面，工作小組代表透過觀察各自部門在不同方面的做法，觀察員工的

需要，例如，構思如何向殘疾同事或向懷孕同事提供協助，讓有需要同事能有合

適環境工作，照顧特殊需要。代表亦透過定期討論、交流意見，並構思實際可行

意見，讓部門仿效。 

 
關懷社區和保護環境方面，工作小組代表負責構思並舉辦不同活動回應社會需要，

帶領並鼓勵各同事參與。本會建議企業加強與非牟利機構合作，善用業務的基礎，

在雙方關注的議題上攜手解決社會或舒緩環境問題。企業可參加由社會服務聯者

主辦的「商界展關懷」計劃，計劃旨在促進商界與社福界夥伴合作，共同推動企

業社會責任，建設共融社會。	

 
然而，員工在處理日常工作同時身兼 CSR 協調員，雙重角色或會分身不暇。本會

建議企業可按情況協調員工工作量或工作時間，例如在舉辦大型 CSR 活動第二

個工作天為員工提供假期或彈性上班時間，鼓勵員工擔任協調員，共同實踐企業

社會責任。	

	 	 	 如對本研究有任何垂詢，請電郵至 info@janegoodall.org.hk，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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