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感 現實

今年的關鍵指標突出我們所相信的和事實之間的差別... 
我們知道應該做的事情和我們實際行動之間的差別...我們這地區的情況和我們渴望它達成的模樣之間的差別。

市民參與網上評級，1,070位居
民為本地區在各個方面的表現
定級，例如交通、環境、房屋
等等，並指出本地區首要處理
的問題。

Ipsos Reid 公司進行了電話民
意調查，訪問了854名居民他們
認為大溫地區面對的甚麼問題
是最迫切，過去一年有那些正
面的改變，和他們做過些甚麼
來改變現狀。

社區相關人士和研究人員，包
括卑詩社會規劃及研究議會、
大溫地區城市觀察站及生活水
平研究中心，和溫哥華基金會
攜手合作，從各種渠道尋找統
計數據和發表。

溫哥華基金會研究的關鍵指標：
一個讓我們知道身處何方的指南針，
好讓我們知道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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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取得更多資訊，請到網站www.vancouverfoundation.ca

我們的觀感反映多少…現實？

交通是我們這地區目前最迫切的問題 —  
45%的受訪者這樣說…

我們覺得自己健康和活躍…

95%的受訪居民認為幫派暴力是個嚴重的 
問題…

市民給予房屋這個重要範疇最低的評級 —  
D-，而貧富差距…

 
我們的環境獲得及格的評級C+ …

在2007年，公共交通工具的班次跳升了34%；自2004
年以來，單車路線增加了33%。

祇有一半的大溫居民報稱有經常做運動，而這個數字

一直下跌。

 
刑事交通罪行的增加，使我們全體陷入險境。在2000 
年至2006年間，交通罪案增加了50%。

這個問題不容忽視。三年以來，無家可歸人士增加了 
40%，我們地區的租住房屋空置率祇有1%，而自置居 
所的一般價格是入息中位數的八倍。

我們真的及格嗎？我們現在回收的廢物，比送到堆填 
區的多，但我們總的廢物量仍在繼續上升。在大溫哥 
華的房屋，只有23％有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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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交通

 
越多的時間花在交通或者等公共汽車上，我們就越少時間享受生活。市
民認為首要的工作是改善公共交通。現在這更形重要，因為燃油價格高
企，開車沒有那麼容易，尤其是對低收入家庭而言，但公共交通卻並非
總是可行的辦法。

我們開車：在2006年，差不多四份之三的居民主要是開車或乘坐
別人開的車上班上學。

我們買車：我們汽車增長的速度比人口增長還要快。

我們可以騎自行車：自2004年起，自行車徑增加了33%，在2008年

自行車徑長達2,760公里。

•

•

•

大溫哥華的綠色地區形象不一定獲得數據或我們的行動支持。我們現在
回收的廢物，比送到堆填區的多，但我們仍然產生更多的垃圾 — 在
2006年，平均每人棄置1.5噸垃圾。

我們有些人堆肥：祇有23%的家庭堆肥，柏文並沒有計算在內。多
倫多有33%，維多利亞有40%，而聖約翰市有62%。

在2005年，我們的汽車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元兇，佔我們地區一
千五百六十萬噸溫室氣體的36%。

雖然瓶裝水產生廢物，運送時又產生溫室氣體，但它是我們23%家
庭的主要飲用水。

•

•

•

無論是孩子準備學習，中學生尋找第一份工作或新移民安頓，從一開
始就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可以省下我們很多的失誤和冤枉路。在我們
的地區，起步有時候是一場掙扎。

育兒的挑戰：在兩年間，6歲至12歲兒童的課前課後托管開支增加
了接近50%。祇有6%需要托管服務的1-3歲兒童得到服務。

部份組別未能完成中學：在2006/07年度，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學
生的畢業率下降至83%，而整體學生的畢業率是93%。

找工作甚為艱難：大溫地區的新移民，無論有沒有大學學位，一般
來說收入比在加拿大出生的人少一半以上。

•

•

•

新移民起步艱難

貧富懸殊會產生恐懼和怨恨—「我們」和「他們」對立的感覺。這可能
導致其他社會問題，好像衛生問題、罪惡、與及限制了全體市民為社區
作出貢獻的機會。

我們四份之一的兒童生活貧困，而全國的比率是16%。

在2005年，我們35%的單親母親生活在貧窮線下。

我們的長者仍在工作：接近四份之一的長者申報工作收入。

擁有學士學位的居民比別人多賺49%。

•

•

•

•

我們四份之一的兒童生活貧困

市民評級: 

C- 

關鍵指標量度生活上幾個主要範疇，但很多事情千
絲萬縷。房屋和工作息息相關，工作和交通互相緊
扣，交通影響環境，環境影響健康等等…

你在工作地點附近找不到可負擔房屋，於是你住得
遠些。價錢比較便宜，但是你要開車上班，因為乘

搭公共交通需要兩小時。開車影響你的環境和健
康。交通擠塞浪費了你的時間，使你沒有時間做運
動和探望住在市另一端的家人…

我們需要明白問題怎樣一環扣著一環。瞭解關鍵所
在，才可以幫助我們處理社區面對的挑戰。

漣漪效應

大多數人仍然選擇開車 我們有沒有盡本份？

市民評級: 

C+ 

貧富差距 起步

市民評級: 

D
市民評級: 

C 



我們在甚麼地方生活會影響我們如何生活。如果房屋佔了我們太多的開
支，我們可能沒有足夠的金錢支付食物或交通的需要。如果我們不能住
在工作地點的附近，上下班就會佔了我們的時間，並造成對環境的影
響。如果因為房地產市場太緊，僱主無法找到員工，他們就會把工作轉
移到別的地方。

在2006年，在這裡購買房屋的價格是平均全年入息中位數的八倍。

我們的房地產市場：一個賺取最低工資的人士，花入息的30%在租
金上，每月可以支付384元，但我們每月租金低於400元的出租單位
不到1%。三份之一的單身人士單位月租800元以上。

過去三年，無家可歸人士的數目上升了40%。

•

•

•

我們的人口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而我們並不是常常跟得上變化的步
伐。嬰兒潮一代日漸年老而需要更多的社會服務，但支付這些服務的工
作人口卻日漸減少。我們需要移民來解決我們的勞工短缺問題，但社會
卻並不容易讓他們融入。

長者數目激增，與此同時孩童卻比以前少了：5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
在1996至2006年間增加了20%，15歲以下人口的比例卻下降了11%。

在2006年，6%的居民工作時用的語言並非英語或法語。

在2001至2006年間，我們的移民人口上升了13%，而非移民人口僅增
加了2%。

•

•

•

本省機會多的是，但並非為所有人而設。有些行業正面對勞動力短
缺，但更多人的工資下降；而我們當中很多人，單是找工作已花掉寶
貴的光陰。

在2005年，43%的勞動人口在居住城市以外工作，意味著我們有些
人上下班要花不少時間。

在2000至2005年間，全年入息中位數下降了4%，表示在我們這地區
有更多人從事低收入工作。

•

•

工作

人們認為幫派暴力是個嚴重的問題，但是它祇影響相對來說少數的居
民。事實上要評估地區安全的時候，要考慮的問題還有很多，有些更出
人意表。

危險駕駛正日漸上升：在2000至2006年間，交通罪案增加了50%。

在1992年至2006年期間，我們這地區的財物罪案下降了71%。

由2000年至2008年，在卑詩省西南區的搜救行動增加了26%，而環境

事故由3宗跳升至40宗。

•

•

•

安全

房屋 人口概況

要取得更多詳細資訊，請到網站 

www.vancouverfoundation.ca

世界上最適宜居住的城市，但是對誰而言呢？

市民評級: 

D- 

我們跟得上人口變化嗎？

市民評級: 

C+ 

市民評級: 

B- 

交通罪案倍增 收入下降

市民評級: 

B- 



交通 — 我們這地區的一個嚴重問題
Ipsos Reid 公司進行了電話民意調查，訪問了854名居
民他們認為大溫地區面對甚麼問題是最迫切的，過去一
年有那些正面的改變，和他們做過些甚麼來改變現狀。

接近半數的受訪者認為大溫地區最迫切的生活質素問題
是交通。人們最關切的是改善公共交通，有19%的受訪
者指出這點。社會問題亦受到高度關注，貧窮、無家可
歸和可負擔房屋是最受關注的項目。

當被問及在過去12個月裡，甚麼事情大大改變了大溫地
區生活質素的時候，人們最常提及的改變就是快速運輸
系統，包括興建加拿大線。雖然如此，今年公共交通仍
踞問題的榜首，表示仍然有改善的空間。改善了的公共
汽車服務、道路和環保計劃都得到讚賞，但是超過一半
的受訪者沒有或未能說出一項改善了我們這地區生活質
素的事物。

1.  要改善大溫哥華的生活質素，你認為那一個問題最重要，需要處理？      

                                                   受訪人數=854

交通（總數）  

改善公共交通

交通 -沒有指明

交通擠塞

改善道路/高速公路

社會（總數） 

貧窮/無家可歸

可負擔房屋

吸毒/在溫哥華市中心的染上毒癮者

罪案/公眾安全

降低燃油價格

健康服務/醫療服務

減稅/物業稅

其他

不知道/沒有回答

溫哥華基金會…

一個社區的基金會
溫哥華基金會是加拿大最大的社區基金會，我們在卑
詩省已有65年。我們集中於改善社區 — 我們居住、工
作、玩樂和教養孩子的地方，我們的家園。

有些慈善機構集中於某些範圍，而溫哥華基金會深知要
建立一個健康、活力充沛、適宜居住和公平的社區，牽
涉很多因素。我們明白社區的複雜性，因此我們支持不
同的項目：由文化藝術以至環保和動物權益，由教育以
至健康和醫藥研究，由無家可歸以至其他影響兒童、青
少年和家庭的社會問題。

製作關鍵指標讓我們保持對所服務社區的瞭解，知道社
區的需要和關注。

關鍵指標 —  
全國的事業
關鍵指標真正是全國的事業，今年全加拿大的社區基金
會發表了15份關鍵指標報告。

取得屬於你的關鍵指標
詳盡的溫哥華基金會關鍵指標研究報告可在網上查閱，
包括接到數據來源的連結

www.vancouverfoundation.ca

如果：

你想索取這份報告的精華版（備中文及英文版）或
整份報告（祇有英文版），

你希望我們跟你的機構講述關鍵指標和它與你工作
的關係，

請來電604.688.2204

•

•

3.   在過去12個月裡，你有沒有採取行動來改善你的社區？如果有，你的行動是

甚麼？                                               受訪人數=854 
 

義務工作 

廢物回收 

減少用車 

多注重環保 

慈善捐款 

參與社區事務/活動 

步行 

幫助清潔活動 

保護/善用資源 

騎自行車 

其他 

不知道/沒有回答

16%
14%

11%
5%
5%

2.  試舉出一個在過去12個月裡，改善了大溫地區生活質素的事例 — 一件事、

一個行動或其他事物。                                受訪人數=854 
 

擴展快速運輸系統/加拿大線/架空列車 

改善公共交通/公共汽車服務 

改善基礎建設/道路/擴闊橋樑 

保護環境計劃 

2010冬季奧運會 

增加警察/減低罪案計劃 

為冬季奧運會增加基礎建設 

其他 

不知道/沒有回答

9%
6%
5%

3%
2%
2%
2%

55%
5%

4%
4%
4%

3%
3%

26%
5%

贊助者：

45%
19%

12%
9%

5%
20%

10%
9%

2%
6%

3%
3%
3%

14%
6%

(百分比的總數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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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市信貸儲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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