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ou just produce more light!

When you light another’s candle,
You lose nothing of your own,

當蠟燭被燃起時，
您沒有因此而失去甚麼，

只是，多了一點希望之光！
義 工 服 務 • 開 啟 豐 盛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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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於2000年8月18日正式成立。
委員會成立的目的包括：

● 響應2001年國際義工年，讓有志投身義務工作的社會人士有參與義工服務的機會
● 統籌及發展東華三院的義工服務
● 讓社會人士透過義工服務認識東華三院

01主席序言

03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運動大事年表

13嘉許團體合作計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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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2001年國際義工年，以及向社會
人士推廣東華三院的義工服務，本院於
2001年6月23日假青衣城舉辦「拉闊
生活─義工服務推廣日」，目的是
要推動社會各界積極參與義務工作，當
日活動十分豐富，內容包括義工服務展
覽、急口令龍虎榜、長者多咀街，歌星
獻唱以及義工表演等。

同期本院更於九廣鐵路沿線進行大型巡
迴展覽，擺放義工服務展板，讓市民有
更多認識義務工作的機會。另外更推
出「拉闊生活─義務工作網站」
(http://volunteer.tungwahcsd.org)，
網站內容包括：義工網上登記、企業義
工活動花絮、義工資源站及東華義工隧
服務介紹等等。

為 響 應 「 全 球 青 年 服 務 日 」

由東華三院員工所組成的東華義工隊正式
成立，成員來自東華各醫院、學校、社會
服務單位以及行政總部等。過去曾舉辦
的義工服務包括於新春期間派贈愛心年
糕予東區獨居長者的「愛心年糕迎新
歲」；協助彩虹邨獨居長者維修家居的
「獨居長者家居維修計劃」；與社
區人士一起裝扮愛心小熊，並送贈天水圍
兒童的「裝扮愛心小熊計劃」；以
及帶領視障長者新春期間到廟宇參拜祈福
的「歡天喜地慶新春」等服務。

(Global Youth Service Day)，東華三院屬下17間中學，組織共413名中學生，到本院20間社
會服務單位提供義工服務，當中包括探訪、遊戲活動、美食製作、窗戶鬆漆以及卡拉OK合唱等。

*「全球青年服務日」是由美國青年服務 (Youth Service America) 及全球青年服務聯盟 (Global Youth Action)，聯同多個國際義工
組織發起，目的為裝備青年人更多貢獻社會的機會以及對他們作出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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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香港非典型肺炎肆虐，為加強公眾教育及發動市民對
抗非典型肺炎，東華三院與花旗集團及OK便利店合辦一系列社
區活動，希望團結市民力量，共同對抗非典型肺炎，其中活動
包括：

花旗集團合辦「學生創意顯關懷」活動

為鼓勵學生善用因非典型肺炎而停課的假期，花旗集團特別捐
出「非常假期獎學金」予東華三院籌辦「學生創意顯關懷」
活動，活動希望透過徵文、電腦簡報以及口罩設計比賽等有趣
及啟發創意的活動，讓學生善用餘暇，並藉比賽提升自己的語
文、資訊科技及美術設計等能力。除此之外，學生亦能透過自
己的作品表達對社會，特別是前線醫護人員的支持和關懷。所
有得獎作品將印製成紀念特刊，分發予全港醫院、學校及社會
服務團體，讓他們知道學生對此事件的心聲和寄語。經傳媒的
廣泛報導後，是次活動共有336間中小學校參加，參賽作品高
達3,800份。

社會福利署於2002年12月21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凝聚關懷傳愛心
暨2002年義工嘉許典禮」。東華三院莫黃鳳儀安老院院友鄧合女士參與義
工服務超過2400小時，獲社會福利署頒發「義工最高服務時數獎」(長者組)。

除義工嘉許外，為支持傳心傳義「千里溫情冷線牽」運動，東華屬下25個社
會服務單位以及超過100多名義工，共同編織了315件毛冷圍巾，送給本港的獨
居長者及其他正受天災和戰亂影響的國家，充份體現義工對社會上有需要人士的
關懷。

東華三院青年義工陳俊傑先生參加由社會福利署舉辦的
「傑出青年義工海外交流計劃」，最後獲社會福
利署選拔為2002至03年度青年大使，代表香港到日本進
行交流訪問，並協助介紹香港的義務工作情況，交流內
容包括探訪東京工藝大學，學習製造地圖予殘障人士使
用、學習維修輪椅等。

為鼓勵工商界履行企業公民責任，加強社區參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商界展關
懷」標誌提名活動，東華三院根據「關心員工家庭」、「建立合作伙伴」及「樂
於捐助社群」等準則提名花旗銀行參選，結果獲獎，並於2002年12月5日獲行政長官頒
授「商界展關懷」標誌。獲獎公司可在印刷品、年報及其他宣傳品，展示標誌，以示對
社會的承擔。

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間，OK便利店向東華三院捐贈
共70,000包紙巾，免費派發予本院服務對象，院
友及社區人士，紙巾封面印有宣傳預防非典型肺
炎的重要訊息，藉此加強社區人士的衛生安全意
識。

除此之外，為推動全民清潔運動，OK便利店
亦協助本院透過其銷售網絡向市民派發由東華
三院與春田花花有限公司共同製作的「麥嘜
與您洗洗手」海報及貼紙，有助向公眾宣
傳經常清潔洗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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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獲社會福利署邀請於2003年10月10日舉行的「企業義務工作
經驗分享研討會及工作坊」，介紹發展企業義工的心得和經驗，其後
社會福利署更組織約20名工商企業及政府部門員工參觀本院方樹泉社會服
務大樓，以增加義工對本院社會服務的認識及了解參與義工服務的途徑。

為響應政府共建關懷社區的呼籲，東華三院積極推展義工服務，
本院共招募個人及團體義工達7,000多人，義工服務總時數更超過
293,000小時，2003年榮獲社會福利署頒發「十大最高服務時
數獎」(公眾團體)，並於2003年12月6日假香港禮賓府接受社會
福利署署長的嘉許。

東華三院與花旗集團合辦「開開心心學英語」計劃，活動主要招募花旗集團員工
及家屬，義務教授新來港學童英語。活動期間，花旗集團員工配偶，定期探訪本院學
生，運用午膳時間與學生一起唱歌和遊戲，希望透過活潑有趣的教學形式，讓新來港
學童儘快掌握和運用英語，此計劃獲社會福利署頒發「工商機構創意義工服務
計劃比賽」亞軍。

2003年東華三院共提名8間企業，包括中華電力有限公司、花旗集團、OK便利店、The 
Body Shop、王氏港建旅遊有限公司、英國保誠保險有限公司、飛利蒲半導體有
限公司以及Symantec參與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辦的「商界展關懷」標誌頒贈典禮。

東華三院資深青年義工曾嘉敏小姐，獲社會福利署
選為2003年度傑出義工，在為數448名參加者中脫穎而
出，代表香港出席於12月23日至29日舉行的「傑出青
年義工交流計劃」，遠赴上海作親善交流。

東華三院與花旗集團的長期緊密合作，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傑出伙伴合作計劃」大
獎，並於2004年2月3日假香港洲際酒店接受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頒發此項殊榮。是次獎項旨
在嘉許工商企業與社會服務界的傑出伙伴關係，並表揚它們對社區所作的持續貢獻。從66份計
劃提名中，大會共選出5項計劃獲此殊榮，它們都是以具創意的方式回應社區需要，伙伴間又積
極參與計劃，共同推動員工回饋社會。

東華三院以「凝聚社會資本，服務社群」為
宗旨，積極推動各政府部門、工商企業及專業團體
參與義務工作。2004本年院獲社會福利署頒獎「十
大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登記義工人
數達26,800位，而義工服務總時數更超過720,000小
時。
除「十大最高服務時數獎」外，本院賽馬會頤
康護理安老院資深義工蘇英先生更榮獲「最高服
務時數獎」(復康組)，為復康服務最熱心之義
工。而東華三院楊成紀念長期護理院更奪得由
社會福利署舉辦「義工摺紙行動 --- 生命多色
彩」的「最有創意摺紙比賽大獎」。此外，
東華三院羅文壎安老院長者義工彭妹、尹興更獲頒
20年長期服務獎，以表揚他們對義工服務的持續貢
獻。

2004年東華三院共提名17間企業，包括信興電業集團有限公司、仲量聯行、
英國保誠保險有限公司、香港必勝客、花旗集團、高信物業服務有限
公司、置邦物業服務有限公司、大筆國際有限公司、香港海洋公園、羽
創自動科技有限公司、富利堡集團、家庭教育出版有限公司、新報、
Symantec、OK便利店、The Body Shop以及英皇集團，參與由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主辦的「商界展關懷」標誌頒贈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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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出版「拉闊生活─義工服
務通訊」，定期報導各工商企業、政
府部門以及專業團體與本院合辦的義工
服務及社會服務計劃，期望推動更多工
商團體投入義工行列。

東華三院獲社會福利署邀請於「攜手扶弱基
金」開展禮上，分享本院與巴黎咖啡店的企業
合作經驗，透過此類有意義的計劃，本院希望
將企業的社區參與以及如何有效運用社會資
本、服務弱勢社群的經驗向各界分享，希望鼓
勵社會上更多愛心僱主投入義工行列，回饋社
會。

*「東華三樂聚亭戶外咖啡店」是本院黃竹坑服務綜合大樓
與巴黎咖啡店 (Paris caf) 銅鑼灣特許經費店攜手合作的社
會服務計劃，由2004年9月至今，咖啡店為本院精神病康
復者、退休人士以至長者提供工作實習、創業及營銷的平
台，學員透過學習調配咖啡、製作小食，參與店舖管理等
工作，學習提升個人技能及營商知識。

整個計劃，東華三院與巴黎咖啡店無論在構
思、籌備以至營運方面可謂合作無間。例如巴
黎咖啡店為本院提供咖啡豆及糕點製作技術，
分享營商知識，為本院院友提供調配咖啡、製
作食品及店務管理等訓練。在短短幾個月間，
「樂聚亭」成為弱勢社群最佳的工作實習場
所；透過合作，巴黎咖啡店亦增加對東華社會
服務的認識，有助啟發他們設計新食品的意
念。

2005年東華三院獲社會福利署頒發「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季軍」，登記的
義工人數達41,357位，義工服務總時數超過1,100,000小時。另東華與巴黎咖啡店合辦「
關懷計劃」更獲社會福利署頒發「2005年工商機構義工服務計劃比賽」冠軍。
此外，社會福利署更頒發2004年度「最高服務時數獎（復康組及婦女組）」予本
院義工冼國平先生及劉勵儀女士，以表揚其對義務工作的貢獻。頒獎典禮於2005年
12月10日舉行，邀得行政夫人曾鮑笑薇女士及社會福利署署長鄧國威太平紳士主禮。

東華三院亦積極參與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辦「商界展關懷」提名活動，東華分別與仲
量聯行、香港會計師公會、中華電力合辦「關懷工程」、「健康理財家庭輔
導計劃」及「耆樂安居義務維修計劃」，有關計劃均獲頒2005/2006年度「商
界展關懷」傑出伙伴合作計劃獎，頒獎典禮於2006年2月13日舉行，邀得行政長官曾
蔭權先生主禮。

東華三院於2006年1月21日舉辦「東
華義工服務嘉許典禮」，以表揚
本院最高義工服務時數之個人及服務單
位，包括醫院、中學、小學、幼稚園、
安老、青少年及家庭、復康服務等組
別，藉著是次嘉許典禮，義工與嘉賓分
享助人的樂趣和感受，讓社會上更多弱
勢社群得到照顧和關懷。

為促進官、商、民三方面的合作，東華三
院於2005年9月9日舉行「企業公民責
任嘉許典禮」，典禮邀請社會福利署副
署長羅德賢太平紳士主禮，並嘉許超過五
十間與東華三院長期合作的義工團體，以
表揚其對社區的持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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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共提名註冊財務策劃師協會、富士施樂香港有限公司、新報、俊和集團、花
旗集團、滙豐保險集團(亞太)有限公司、香港聯合利華有限公司、海洋公園、亞洲
保險有限公司、協成行集團、惠而浦(香港)有限公司、鄧曹劉律師行、MaBelle鑽
飾有限公司、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獅子山青年商會、富利堡企業有限公
司、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信興電器貿易有限公司、Dr. Kong健康鞋專門店、OK便
利店、英皇集團、偉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高衞物業管理有限公司、高衞物業管理
有限公司(畢架山一號)、高信物業服務有限公司、G4S、王氏港建旅遊有限公司、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隨便坐、羽創自動科技有限公司、YOKO LAB、寶麗瑪集
團、Symantec、創建科技器材有限公司、NXP半導體、和記電訊(香港)有限公司及
香港證監會，參與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辦「商界展關懷」標誌提名活動。

2006年東華三院獲社會福利署頒發「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
團體)季軍」，登記的義工人數為42,488位，義工服務總時數超
過1,300,000小時。另外，本院賽馬會頤康護理安老院義工蘇英先
生、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義工余嘉成先生更分別獲得復
康組別之「最高服務時數獎」及「香港傑出青年義工」殊
榮。頒獎典禮已於2006年12月2日舉行，邀得行政長官夫人曾鮑笑薇
女士及社會福利署署長鄧國威太平紳士主禮。

為促進官、商、民三方面的合作，東華三院於2007年2月1日
舉行「企業伙伴合作嘉許典禮」，典禮邀得社會福利
署署長鄧國威太平紳士蒞臨主禮，並嘉許與東華三院長期合
作的義工伙伴，以表揚其對社區的持續貢獻。獲特別嘉許的
服務計劃包括與MaBelle鑽飾有限公司合作，為市民提供社區
健康教育的「健康骨質‧優美人生」計劃、與註冊財務
策劃師協會合作，提升長者理財知識的「理財有道富晚
年」計劃、與俊和集團合作，為大埔鄉郊長者安裝防跌家居
安全設施的「松柏康健樂安居計劃」，與新報合作，擴
闊低收入家庭學童視野的「小記者訓練課程」、以及與
偉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轉贈二手物品及電腦予低收入
家庭的「愛心物品回收計劃」等。

為宣揚齊心扶弱訊息，東華三院於2006年10月
28日假海洋公園威威劇場舉行「齊心扶弱
在東華」服務計劃開展禮，當日邀得香港賽
馬會、花旗集團及和記黃埔有限公司義工隊協
助帶領逾三百名東華三院屬下服務受眾包括長
者、弱能人士及低收入家庭受惠者暢遊海洋公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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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elle鑽飾有限公司於1993年開業，為香港首間開放式鑽飾連鎖店，為顧客提供物超所值、品質卓

越及與別不同的鑽飾，領導鑽飾潮流。憑藉「在困難中尋找機會」之MaBelle精神和「利眾、利人、利

己」之三贏理念作經營宗旨，短短12年已發展成銷售網絡最廣的鑽飾零售店，而此三贏理念更延伸至社

會關懷上。

MaBelle在推廣公益事務上一直不遺餘力，憑藉其人才資源和廣泛的銷售網絡，發揮了一呼百應的效能。

MaBelle鑽飾有限公司更以人為本，提供周全的培訓，讓員工盡展所長。他們堅持一個成功的企業不只專

注於自身的利益，更應體現對社會的意義，強化其在公眾心目中的存在價值和理由，MaBelle集結其全線

銷售員工及行政人員，共200多人參與公益事務。期望同事在從事顧客服務行業的同時，以實際行動服

務社群，回饋社會，獲得工作以外的滿足感。多年來MaBelle將服務社區、回饋社會視為己任。

有關MaBelle更詳細之企業理念及目標，請瀏覽www.mabelle.com。

MaBelle於2005年8月贊助東華三院港幣100萬元，合辦以推廣預防骨質疏鬆
症的『健康骨質 優美人生』計劃，及以健康飲食預防高血壓的『識飲識食好
快「落」』計劃。此兩項為期1年的大型社區教育計劃能回應香港人口老化
的問題，及早教育市民，尤其是長者注重身體健康，建立良好飲食習慣及留
意骨質疏鬆問題，長遠能減輕醫療支出，締造健康的香港，正好與MaBelle其
中一個企業理念「預防勝於治療」不謀而合。

MaBelle不但積極推動前線員工在48間分店中向顧客推廣健康信息、派發光碟
及小冊子等，還設立員工義工隊，由其辦事處行政人員專職推動，招募員工
義務參與計劃，為計劃錄影及示範強化骨質活力舞外，亦參與在學校及社區
內舉行的教育性活動。兩項計劃受惠人數近10萬，並獲傳媒廣泛報導，包括
3次報章特刊、11次電視節目介紹及接近30次電台廣播宣傳，成功將計劃信
息帶進社會上的每一角落。

其實早於2004-2005年，MaBelle與東華三院已開始合辦「別有福氣‧愛心行
動」。在「中風急救--黃金一小時」計劃中，透過教育光碟、資料冊、講座
及展覽，提高市民注意輕微中風的徵兆，特別是加強護老者對中風徵兆及急
救治理的認識和警覺性。而另一個項目「開懷每一天--婦女心理健康服務」
計劃同樣是透過一系列的社區教育及關懷活動，包括製作互動教育光碟、組
織婦女義工及支援小組、舉辦大型講座及嘉年華會，以提升婦女之抗逆能
力。MaBelle員工更積極參與，協助策劃及推行一連串的社區教育及關懷活
動，並親身探訪獨居長者和關懷雙職婦女，傳達「預防勝於治療」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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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38年來，俊和集團主要從事樓

宇建築、土木工程、地基工程、機

電工程、鐵路及交通工程、維修保

養工程及室內裝修工程。俊和集團

是一家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上市

之公司，亦為一家穩固建基於香港

及享有盛譽之建築企業集團。俊和

一直秉承「以客為先」的宗旨，做

到「行事必向前想、凡事走前一兩

步」。這種企業文化令集團獲得客

戶的信賴及認同，奠定了集團在業

界的地位。

俊和義工隊
集團在2004年成立義工隊，目的是展現俊和服務社會的精神。現時義工隊人
數約60人，經常積極參與不同社區及公益活動。例如為獨居長者提供家居清
潔和聖誕佈置、參與街頭籌款活動或義賣活動、參與慈善運動比賽。

「松柏康健樂安居」社區計劃–2005年8月至2006年3月
俊和集團義工協助東華三院船灣安老綜合中心的治療師推行「松柏康健樂安
居」社區計劃。計劃主要是為大埔區的鄉郊長者評估其跌倒危機及家居環境
安全，並且教育長者有關防跌知識。俊和集團的義工除了協助有需要的長者
進行家居改善工程(如加裝扶手及防滑鋁片等)之外，亦協助治療師舉辦防跌
倒小組活動。直至2006年3月，俊和集團的義工已成功為三條鄉村(美援新
村、三門仔村及聯益漁村)約60戶完成安裝或維修家居改善工程。義工們的服
務受到服務使用者熱烈的讚許，特別是梯級的防滑鋁片邊，由於美觀實用，
所以深受長者歡迎，村長亦很感謝他們的服務。

「藝」行者–2006年6月至2006年11月
俊和集團的文職義工教導12位東華三院船灣安老綜合中心院友製作不同種類
的手工藝品，包括心意咭、糖果盒、風車等。亦將所有製成品捐贈予東華三
院船灣安老綜合中心作慈善義賣之用。

「美麗在望」服務計劃–2006年8月至現在
俊和集團的技術義工已為東華三院包兆龍護理安老院完成維修項目，包括翻
新走廊窗框、喉管油漆及修補房間牆身等；東華三院伍若瑜護理安老院的維
修工程正進行中，包括更換破爛地板和衣櫃門較、檢查及更換水龍頭等；而
東華三院伍蔣惠芳護理安老院的維修工程亦將於11月展開，包括修補醫院床
板膠邊、加設復康治療室圍簾及改善天台去水渠道等。義工對每項的維修工
程提供專業的意見並統籌整個過程，使院舍的維修更妥善及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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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財務策劃師協會（HKRFP）為非牟利機構，

於2001年成立，致力推廣財務策劃專業及增加公

眾對財務策劃服務價值的認識。凡從事與財務策

劃相關的專業人士，包括:：會計師、法律專業人

士、保險中介人、銀行從業員、證券經紀、投資

顧問、財務顧問、其他相關行業的專業人士均可

申請成為會員。註冊財務策劃師協會（HKRFP）

通過持續培訓、考試和工作經驗分享，確立行業

操守及專業責任，以確保財務策劃師的專業質素

及其服務能符合大眾利益。此外，註冊財務策劃

師協會相信社會上每位在不同階段的人士都需要

一個全面而健康的理財計劃，關注自己的生活安

排，從而邁向「健康理財」的人生。

自2005年起，東華三院健康理財家庭輔導中心及註冊財務策劃師協會攜
手合作，推出『理財有道富晚年』長者理財教育計劃，藉著跨專業、跨
界別合作，推廣長者理財教育，並鼓勵長者以朋輩互助的精神，預防被
騙。『理財有道富晚年』活動包括『財策大使』義工訓練、理財教育講
座、理財及投資教育小組及地區巡迴展覽等。各項活動均得到熱烈的回
應及踴躍的支持，除多間電台及報章廣泛報導外，無線電視新聞部更採
訪活動過程，製作成『先儲未來錢』新聞特輯，藉以引起社會各界對長
者理財活動的關注及支持。其後，於2006年8月，東華三院與註冊財務
策劃師協會及香港電台第五台一起製作27集的「耆財智多星」電台理財
節目，於「長者空中進修學院」時段中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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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報》1959年創刊，是英

皇集團成員。為了進一步回饋

社會，《新報》於2004年3月

成立《新報慈善基金》，除了

為遭逢天災人禍或突發事故的

人士，提供即時經濟支援外；

亦會主動與不同慈善機構籌辦

籌款活動，並呼籲員工積極參

與，所得善款全數捐作慈善用

途。同時，特派記者探訪苦主

及其家人，了解他們的需要，

希望通過報道事件，喚起各界

善心人士之關注和捐助。

「小記者訓練課程」
2006年暑假期間，《新報慈善基金》與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合作，設計了6堂「小記者訓練課
程」，以《新報》的專長，讓居住於深水埗區的基層小朋友，可以善用暑假，參與有益身心的活動。
《新報》編輯及記者以輕鬆有趣的手法，親自教授小朋友有關記者的日常工作，並安排他們到《新報》
報館參觀，實地採訪及撰寫報道。課程特設最佳表現獎，送出書券等禮品，讓小朋友在新學年使用。

「佳節表心意‧月餅贈長幼2006」
2006年8月至9月，《新報慈善基金》向各界人士呼籲捐款或送贈月餅，並於2006年9月29日，由《新報
慈善基金》義工帶同月餅、水果及禮品，到東華三院轄下的黃祖棠宿舍、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及譚兆小
學進行探訪，與不同服務對象歡度中秋節。

「元綠壽司小廚師學堂」
2006年12月28日，《新報慈善基金》與東華三院合作，並邀請一向致力參與慈善活動的「元綠壽司」
協助，籌辦「元綠壽司小廚師學堂」，除了使天水圍區小朋友有機會當壽司小廚師即場學做壽司之外，
更可以品嘗美味的壽司食品及獲得豐富獎品，一起開開心心迎接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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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於1996年創立，

為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全資附屬機構，一直

為集團發展的豪宅物業、大型屋苑、商場

及停車場提供卓越互動管理服務，重點管

理項目包括比華利山別墅、翔龍灣、嘉亨

灣、京士柏山、富匯豪庭及新都城等。目

前，偉邦管理18個遍及全港的物業項目，

合共逾30,000個住宅單位及車位，員工人

數逾1,000名。

偉邦一向秉持「以人為本，以客為尊」之

服務宗旨，致力提供優質物業管理服務之

餘，亦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回饋社會，「偉

邦」樂於聘用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予

再培訓學員及青少年，而「偉邦義工團」

透過與各社會福利機構合作提升殘疾人士

就業機會，並致力於轄下屋苑和社區推動

義務工作，服務社群。

為加強深水埗區低收入家庭的支援
服務，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
中心獲偉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支
持，於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屬下粉
嶺牽晴間及大角咀港灣豪庭推舉
辦「愛心物品捐贈計劃」，目的是
要鼓勵社區人士關懷弱勢社群，透
過捐贈愛心物品，如二手書籍、玩
具及文儀用品等，用行動幫助深水
埗區的綜緩及低收入家庭，發揮社
會公民責任。是次活動亦希望透過
物品回收計劃，推動市民的環保意
識，讓社會上一些未加善用的社區
資源能夠循環再用，惠澤社群。

自計劃推出以來，反應熱烈，東華
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共收到超
過30箱的愛心物品，居民所捐贈
的文具、玩具及圖書差不多是全新
的，有關物品經消毒後將轉贈深水
埗區的貧窮家庭，或義賣作為低收
入家庭支援服務經費之用。

偉邦義工隊除關注低收入家庭的需
要外，也致力服務地區長者，偉邦
義工隊經常到地區替長者理髮，慰
問長者，藉此表達關懷之意；另
外，每逢節日，偉邦義工隊均送贈
應節禮品給獨居長者，希望長者歡
度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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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之友
「九巴之友」是一個由九巴員工、員工家

屬、退休員工和乘客組成的義工組織，目的

是希望透過會員身體力行，履行一些「好市

民」、「好乘客」應盡的義務，發揮自律助

人精神，提高公民意識。自1995年成立至

今，會員數目已達2,750人；「九巴之友」

經常舉辦各項有益身心的康樂活動，並鼓勵

會員熱心參與社會公益及環保活動，積極推

動推己及人和關心社會的精神。

自2006年4月起，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
綜合服務中心便與「九巴之友」合辦名為
「九巴之友~開心星期六」活動，為區內長
者舉辦每月一次的定期性服務，令一班耆老
感受人間溫暖，提升他們的生活素質。服務
期間，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與「九巴之友」曾舉辦參觀巴士車廠、中秋
節及聖誕節慶賀活動、防騙趣劇等，為長者
帶來既富教育性又具娛樂性的活動。

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
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義工隊是懲教署職員義工團的一個分

隊，透過義工服務，幫助有需要人士，以專業的護理知識，

關心和服務一些如精神病患者、智障人士和在醫院長期住院

的病人。過程中，各隊員充份發揮助人自助的團隊精神。透

過學習，我們學識去分享愛、珍惜愛；懂得愛，真切地感受

「施比受更有福」的境界。

自2006年度開始，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主動尋找作為義工服務之對
象，並為東華三院戴東培社會服務大樓3個服務單位提供活動之協助
及維修工作，如於5/11/06舉辦之「乘風航自信之旅」。學員在義工
之鼓勵下完成「勇闖高峰」、「盪水繩」和「乘坐快艇」等訓練。
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未來亦會協助東華三院戴東培日間活動中心暨
宿舍舉辦聖誕休閒週活動及其他單位之各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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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文職及專業人員協會─
	 	 	 																			愛心動力義工團

香港工會聯合會（簡稱工聯會），於1948年

成立，現時有213間屬會和贊助會，涵蓋行

業廣泛，主要分為汽車鐵路交通業、海員海

港運輸業、航空業、政府機構、公共事業、

文職及專業、旅遊飲食零售業、服務業、製

造業、造船機械製造業、建造業等，屬會會

員人數約30萬，為目前香港會員人數最多的

勞工團體。

工聯會文職及專業人員協會是工聯會其中一

個屬會，愛心動力義工團是由屬會會員成立

的一個義工團體。

工聯會文職及專業人員協會愛心動力義工團
的義工於2006年9月24日到東華三院賽馬會
展勤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提供服務，當日愛
心動力義工團派出了十多名的義工提供服
務，義工們在單位內設計了不同的遊戲，與
一班中度智障學員大玩遊戲，並帶動及照顧
各學員參加活動。活動後義工為學員預備了
茶點，最後還有派禮物的環節，義工與學員
一起渡過了一個難忘的星期天。

中華電力
過去百多年來，中華電力與香港社會攜手邁進，為全港超過

220萬客戶，佔香港550萬人口，提供可靠安全的電力，從而

推動社會發展及積極改善人們的生活質素。中華電力更秉持

根深蒂固的社會責任，主動推出和參與多項環保及公益計劃

回饋社會。

中華電力員工發揮其專長，協助東華三院舉行「識飲識食好快『落』」
低鹽食譜創作及烹飪比賽，將他們豐富的經驗與本院分享，協助策
劃比賽的工作。此外，更贊助烹飪比賽的所有爐具、用具和裝置，
及部份的比賽獎品。現場更推動員工積極協助活動的進行，及安排
有關健康飲食的攤位示範。令整個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將健康飲食
的訊息傳至社區不同階層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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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術促進會
中醫學術促進會創會理念乃聚結中醫界志同

道合之人士，共同促進中醫學術，發揚國

粹、濟世為懷。另外，以培訓中醫專才及服

務社區為宗旨，致力將中國傳統醫術發揚光

大。

中醫學術促進會熱心服務社會，鼎力支持東
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所舉辦之長者中
醫保健講座。多次應邀為長者義務主講時令
之食療講座，內容包括介紹「夏季消暑食
譜」、「秋季滋潤湯水」以及「冬季保暖秘
方」等，另亦教授長者按摩穴位技巧，讓長
者從中醫角度了解保健良方，獲益良多。

天然護髮用品中心	
天然護髮用品中心現有40多間分店，一直以來除了不斷擴展

業務外，更積極回饋社會。近年，亦成立一支為數80人的義

工隊伍，每月為有需要人士，如智障人士、長者提供義剪，

更定期探訪、捐贈等。此外，還設有培訓部，為雙失青年提

供培訓機會。

天然護髮用品中心由2005年起為東華三院包兆龍護理安老院的院
友提供義務理髮服務，義工隊每次均派出約5-6人，服務本院超過
100位長者。活動目的除希望為長者整理儀容，保持整潔外，也希
望籍著理髮活動，加強長者與外界的接觸。現時義工隊每月到院一
次，為院友提供定期的理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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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港建(集團)有限公司
王氏港建旅遊有限公司成立於1986年，為

王氏港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機

構。王氏港建旅遊有限公司一向秉承「竭誠

為你服務」的宗旨，為顧客提供優質之旅遊

服務，多年以來為學校及教育機構合辦和開

拓具創意的訓練營及教育考察交流團；並積

極參與推廣社會公益項目，貫徹履行良好企

業之責任，為有意投入社會工作的同學，提

供實習機會，讓他們儘快融入社會。

王氏港建旅遊有限公司為社聯「商界展關
懷」的參與機構，多年來一直熱心參與社會
服務，2006年為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
中心之低收入家庭舉辦了昂坪市集、天壇大
佛、迪欣湖公園一天遊活動，共50名參加
者受惠。是次計劃帶領家庭參觀香港最新之
旅遊名勝，讓他們有機會體驗社會最新的發
展，幫助弱勢的家庭擴闊其對社區的認識；
同時，王氏港建旅遊有限公司亦同時派出職
員作義工，協助照顧出席活動家庭的較年幼
子女，好讓所有家庭成員可以一同出席是次
活動，享受家庭樂。除了身體力行參與義務
工作外，王氏港建旅遊有限公司於中秋佳節
捐出月餅予低收入家庭，歡度節日，並於早
前探訪深水埗的獨居長者。

北美洲工作犬會(遠東區)
北美洲工作犬會(遠東區)，始於1986年在香港註冊成立。

母會北美洲工作犬工會（美國）早在美洲本土及歐洲正式

成立亦有80多年歷史。北美洲工作犬會(遠東區)代表遠東區 

(F.E)，為犬隻提供訓練技術，犬隻儀容修飾披毛健康護理，

評選犬種等專業人材，在香港本區也培育很多。北美洲工作

犬會(遠東區)以不斷努力之精神，希望能培育更多專業水平人

材，服務社會，為將來作出更多貢獻。

自2004年開始，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便與北美洲
工作犬會(遠東區)合辦多個青少年訓練課程，其中04年之「陪著你
走」義工服務活動更獲東方日報報導。近兩年，雙方主要就青少年
就業訓練課程合作，犬會亦會在訓練課程完結後主動協助青少年投
身犬隻訓練員、犬隻美容的工作，當中更推薦了數位學歷未達要求
的青少年至中國就讀獸醫助護的課程，為青少年服務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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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文化協進會
生命文化協進會原名“生命文化同學協進

會”，成立於1999年，由一群修畢自我增值

課程而有志參與社會公益事務的同學組成。

生命文化協進會是一非牟利志願團體，宗旨

為積極參與社會慈善活動；團結其他熱心人

士，一同回饋社會。

自1999年開始，生命文化協進會的會員除了
每月均定期與東華三院黃竹坑服務綜合大樓
作懇談活動，與一群缺乏親人探望或不善與
人溝通、人際支援網絡薄弱的院友透過傾談
及製作小手工建立關係。並且每每於節日期
間，為院友們舉辦一些富娛樂性及充滿溫情
的大型節日慶祝活動，與院友們共渡良辰，
為他們帶來歡愉及喜悅。

仲量聯行
仲量聯行 (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代號：JLL) 為唯一入選「福

布斯白金四百強企業」的房地產投資管理及服務公司，擁有

超過一百間辦事處，業務遍及全球五十個國家逾四百三十個

城市。

仲量聯行從本地、區域以至全球的層面，為業主、租戶及投

資者提供廣泛完善的專業房地產及投資管理服務。詳細資料

請瀏覽www.joneslanglasalle.com.hk/zh-HK/company/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一群充滿愛心及熱誠的朋友，於2006年
9月為東華三院黃竹坑服務綜合大樓的院友作了一次特別的義工服
務，除了有歌曲表演、音樂演奏等活動外，更有一群專業的工程師
及維修技工師傅為院友們維修衣櫃、床頭櫃，而且還為家舍進行牆
壁髹漆翻新、美化居室的工作，維修工程歷時兩日。這次活動饒有
意義，因為仲量聯行以他們的專業來為院友服務，對企業義工來
說，將自己的專長貢獻社會，更富有心思及深意。
另外，仲量聯行義工隊更為東華三院戴東培護理安老院於2006年
4月提供義工服務，藉此關懷社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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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社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於1963年創立。當年循

道會在柴灣道第2段（即今興民邨現址）興

建石屋342間及服務中心1所，並命名為愛華

村。機構的服務工作由此開始。早期的服務

主要是從事救濟工作及提供一些幼兒服務與

職業訓練。一直以來，機構財政是由教會支

持。

同心社是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義工組成的義

工團體，義工主要為在職人士，每星期同心

社義工都會參加不同的義工服務。

同心社服務東華三院賽馬會展勤日間活動中
心已有接近5年的時間，這幾年來同心社義
工差不多每月都會到中心為中度至嚴重智障
學員提供服務，服務包括室內遊戲、旅行、
參觀及家屬探訪等義工服務，多年服務義工
們與中心學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義工們即
使未能到單位提供服務，也會來電慰問學員
們於中心生活的情況，同心社的服務為學員
生活添上色彩。

地鐵社會服務團
地鐵社會服務團成立於1993年，員工自發性組成的義務組，

地鐵公司十分鼓勵員工於工餘時參與公益及社會服務，現時

約有115名義工積極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群體。

2003年11月開始，地鐵社會服務團已與東華三院賽馬會健逸之家合
辦「暢遊機場快線」活動，並參觀車站控制室及設施，讓院友可體
驗乘搭機場快線的樂趣，更重要是能讓院友認識地鐵的運作，大開
眼界，此外，服務團體於2004年至2006年8月為賽馬會健逸之家6週
年及8週年作表演嘉賓，邀請員工及其家長表演唱歌，樂器等，更與
院友玩遊戲，為中心週年活動增添歡樂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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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
「好心」是一個非牟利組織，旨在推動香港

各界人士參與社區義務工作活動，喚起港人

對義務工作的認知與共鳴，更採用了「好

心做好事」作為口號。「好心」透過互聯網

增強資訊傳遞，令義工活動變得更普及更有

樂趣。網站www.Ho-Sum.org的設計方便易

用，讓慈善團體於本網站內發佈及宣傳活動

資訊，更可以招募個人及團體義工。同時，

義工們可以在「好心」網站輕易接觸可靠慈

善團體，亦可以隨時隨地瀏覽義工項目及簡

易登記參加。www.Ho-Sum.org義務工作網

上召集點。

用心造Tee恤
「好心」於2006年為東華三院轄下的24個服
務單位提供28個活動。活動招募了300位「好
心」義工，一共服務了351位有需要人士，當
中包括161位長者、90位復康人士及100位兒
童。義工和服務對象一同造Tee恤，並透過一
同參與活動來宣傳都市共融的訊息。

利豐(零售)有限公司
由利豐（1937）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的利豐（零售）有限公司

成立於1985年，為利豐集團成員之一，經營不同形式的零

售連鎖店業務，包括OK便利店、玩具“反”斗城及Branded 

Lifestyle旗下的時裝品牌連鎖業務。業務網點現分佈於大中華

市場、韓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及印尼。網站:www.

www.lifunggroup.com

利豐（零售）有限公司捐贈多部電腦主機、顯示器及多種電腦組件
以支持「家家有腦」- 電腦循環促進學習計劃。
「家家有腦」- 電腦循環促進學習計劃
為協助有需要的學生在家中使用電腦促進學習，由教育統籌局及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主辦的「家家有腦」- 電腦循環促進學習計劃為約二
萬個家中有就讀小一至中七學生的家庭提供翻新的電腦；東華三院
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則負責深水埗地區。計劃亦提供配套服務如電
腦培訓、硬件保養維修、技術支援熱線以及寬頻連接互聯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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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青年商會
沙田青年商會成立於1987年，隸屬於國際青

年商會香港總會之第17個分會，並以英文為

法定語文的男女分會。

本會與多元化見稱的沙田地區有著緊密聯繫

及針對時下的社會需要，提供相應的社會服

務，如與沙田社會福利署合辦的「新移民 老

街坊」，及與沙田獅子會合辦的「愛心罩沙

田」在SARS期間籌募及派發口罩於沙田，透

過籌劃及參與這些地區服務，提高會員的社

會意識及公民責任。

近年因經濟逆轉而青年就業機會相對困難，

沙田青年商會亦通過本會會員的經驗及聯

繫，一方面與各青少年服務單位合作及交

流，更具體及積極協助本區中五及中七學生

於見工面試的準備、尋找及協調實習機會並

安排試工計劃和其他社區活動。

自2006年11月開始，沙田青年商會參與由
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主辦，社
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之「生命導航員」師友
互動情繫社區校園計劃，除協助計劃舉辦多
元智能活動，如「英語奇趣SHOW」外，其
會員亦為來自低收入家庭小學生擔任「導航
員」，分享其生活經驗，讓「小舵手」建立
積極人生觀。

亞洲保險有限公司
亞洲保險有限公司為亞洲金融集團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

司，業務包括保險及投資服務。亞洲保險成立於1959年，積

極組織義工隊參與社區服務。

自2006年3月開始，亞洲保險有限公司義工隊參與由東華三院賽
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主辦，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之「生命導
航員」師友互動情聯繫社區校園計劃，協助舉辦多元戶外活動，
如親子哥倫布之旅「音樂農莊一日遊」、導航聯繫之旅「參觀科學
館」等，為來自低收入家庭之小學生之生命增添色彩。
此外，亞洲保險有限公司義工隊亦為東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
心舉辦一些活動予獨居長者，如有關健康飲食活動和探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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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成行集團
協成行集團是一個以香港為基地的發展商及

物業投資者，集團於1948年成立，現時擁有

超過150萬平方尺樓面物業，包括寫字樓，

商鋪，住宅，工業樓宇及停車場，集團一向

熱心積極參與公益活動，特別是資助教育事

業，包括香港，內地及世界其他地方，參與

「商界展關懷」令集團及員工有機會學習及

貢獻社會，本集團定竭誠為社會作出更多貢

獻。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與協成行集團
合力舉辦多次長者關顧活動，包括茶聚，家
居探訪等，旨在向區內長者介紹更多社區資
源及加強長者間之聯繫，在6月舉行的長者
茶聚，協成行的多位同工與獨居長者一同傾
談及遊戲，歡度一個愉快的下午。另外，在
9月舉行的中秋洗樓行動，協成行約40位同
工一同到邨內探訪獨居長者，並向他們介紹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的長者支援服
務，成效十分顯著。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和黃義工隊」2003年成立，以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勇於

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精神，積極推動及參與各項公益事

務，為不同階層人士提供支援服務。為配合2005年訂定

的「3Hs」主題（Harmony, Health & Happiness），義工

隊逾五百名成員以愛心和熱誠定期為不同中小學及社會機

構舉辦活動，推廣「和諧、健康和快樂」的訊息。

「 和 黃 義 工 隊 」 自 成 立 以 來 一 直 與 東 華 三 院 緊 密 合 作 ， 更 於
2005年開始參與由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主辦，社區
投資共享基金資助之「生命導航員」師友互動情聯繫社區校園計
劃，透過建立師友關係及舉辦多元化活動，為來自低收入家庭之小
學生帶來正面積極之生命信息，而小學生之轉變與成長亦鼓勵了義
工隊成員的持續付出。所舉辦活動包括配合「和黃義工隊」「3Hs」
主題之復活派對奏和諧、網頁製作班、烹飪班、創意無限工作坊、
生命聯繫愛心Show等。
另外，「和黃義工隊」在2004年探訪深水埗區的獨居長者，在
2006年10月，20多位義工為支持「愛心扶弱在東華」服務計劃開
展禮，與其他機構的義工攜手陪同300位獨居長者、復康人士及低
收入家庭暢遊海洋公園。在2006年12月，為東華三院天水圍綜合
服務中心及東華三院雷詠祥兒童中心與其他慈善團體舉辦紳士淑女
迎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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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集團
熱誠拼勁   愛心回饋社會

屈臣氏集團是以香港為基地的首屈一指國際

性零售及製造企業。至今，屈臣氏集團在

37個市場經營7700間零售商店，業務種類廣

泛，包括保健及美容產品、高級香水及化妝

品、食品、電器及電子產品、高級洋酒，以

及機場零售業務。屈臣氏集團亦是歷史悠久

的飲品生產商，18種飲品品牌，包括穩佔市

場領導地位的屈臣氏蒸餾水。

集團業務不斷擴展的同時，我們亦緊守良好

的企業公民責任，不僅憑藉為世界各地提供

最優質的服務及產品以建立一個美好的社

會，更透過公益服務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士。

成立於2005年的屈臣氏集團義工隊，積極與

不同的社區服務中心及慈善團體包括東華三

院合作，為弱勢社群提供協助及義工服務，

發揮集團的企業社會責任。

屈臣氏集團義工隊已連續兩年與東華三院王
澤森長者地區中心合作，關懷沙田區內的獨
居長者。2006年屈臣氏集團義工隊更兩度探
訪獨居長者，既為長者獻上關懷與祝福，更
教授長者健康飲食的知識，並致送節日慶祝
禮物讓長者們感受到溫馨的節日氣氛。

社會福利署香港仔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

「有利共鳴」於2004年成立，組員最初均參加了由社會福利

署香港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舉辦的單親互助小組。當小組完

結後，他們定期聚會及參與義工服務，成立了「有利共鳴」

小組。小組發展至今，參與組員已非限於單親家庭，組員亦

有不小是家長成員及小朋友，並已改名為「有情有義」小

組。

於2005年8月至2006年2月，東華三院賽馬會藝進綜合職業復康中心
便與當時的「有利共鳴」合作舉辦「手牽手計劃」，讓單親家庭成
員及中心的弱能人士有機會攜手參與義務服務，令參與者能建立自
信心及關心社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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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集團
花旗集團（紐約證交所買賣股份代號：C）

為一間頂尖之環球金融服務公司，客戶約

達2億人，業務遍佈全球100多個國家。花

旗集團向消費者、企業、政府及機構提供一

系列金融產品及服務，包括零售銀行及信

貸、企業及投資銀行、證券經紀及資產管理

等服務。花旗集團「紅雨傘」商標旗下之

主要品牌分別有花旗銀行、CitiFinancial、

Primerica、Smith Barney及Banamex。花旗

集團網站www.citigroup.com載有其他資料。

自2001年10月開始，東華三院便與花旗集
團合辦社區服務，招募花旗集團屬下員工及
家屬，義務為新來港學童提供英語訓練活
動，希望透過這些活動，讓學生盡快掌握和
運用英語，並加強他們學習英語的興趣。
至於其他合作計劃包括：STAR親善大使計
劃、Citigroup Caring Corner、知識富一生等。
此外，花旗集團亦於2005年開始資助舉辦全
港性「新世代理財有道」教育計劃，而集團
員工更運用其專業知識，協助推行「營人智
叻」理財教育體驗計劃，讓中學生盡早認識
健康理財的重要性和實踐技巧。
另外，在2006年10月，20位花旗義工為支
持「齊心扶弱在東華」服務計劃開展禮，與
其他機構的義工攜手陪同300位獨居長者、
復康人士及低收入家庭暢遊海洋公園。

信興電器貿易有限公司
信興集團深信取諸社會、用諸社會，致力成為傑出企業公

民，並於1984年成立「信興教育及慈善基金」，迄今捐贈港

幣逾四億元予教育、醫療、文化藝術、體育及環保等項目。

集團於2003年成立「信興義工隊」，過百名義工由員工、家

屬及朋友組成，積極參與社會服務，貫徹集團服務社群之理

念。

2006年信興義工隊為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提供了一
項名為「123童心同行」的公民教育活動予中心的兒童。參加者包括
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新來港青少年等，透過主題集體遊戲、比
賽及參觀沙田消防局，讓他們增加對消防服務的認識和提升他們的
防火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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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誠梅森律師事務所
品誠梅森是一家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務的國際

商業律師事務所。我們自1983年便在香港積

極開展業務，自1993年便在中國設有代表

處，現今在上海及北京均設有代表處。我們

的香港分所在2004年和2005年亞洲法律業務

獎中連續被評為“年度建築律師事務所”。

在2006年，品誠梅森更榮獲WHO'S WHO 

LEGAL評為“全球年度建築律師事務所”。

從規模上，品誠梅森在英國律師事務所中

排名前15位，在全球律師事務所中排名前

100位。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品誠梅森的資料，請瀏覽

本公司網頁 www.pinsentmasons.com。

此項義工計劃分為兩日進行，義工於2006年
12月9日到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
心為兒童舉行一次小組聚會，與兒童參加者
建立關係及了解兒童的需要，為2006年12月
14日之活動作準備。2006年12月14日義工們
帶領兒童參觀律師行，與不同國籍的律師一
起舉行聖誕派對，過程中各律師分享工作及
學習上的情況，參加者亦可從律師義工身上
體會到積極生活的模範。此外，兒童與外籍
律師及其子女共同遊戲和交談，對兒童來說
這是一次很特別的經驗，此經驗大大提升參
加者之信心及主動性。

建築署
建築署義工隊由2001年成立，已為東華三院轄下單位服務。

例如協助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健怡之家舉辦生日會、四

健棋藝比賽及於節日活動作表演，與院友共度歡樂時光。

2004年起，建築署義工隊逢星期六到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

務中心，教授深水埗區的低收入家庭太極班，希望藉此鼓勵

社區人士多做運動，達致強身健體的效果。

由2004年4月起，建築署與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合辦為筲
箕灣區的獨居長者提供免費的油漆及維修服務，希望讓獨居長者生
活在安全及舒適的環境。此外，建築署員工亦運用其專業知識，協
助訓練及教導一班義工油漆及維修的知識，配合實踐經驗，讓義工
們體驗到獨居長者的生活需要。此項義工活動是需要技術亦需要固
定人手，盼望日後能有一班固定義工，如其他政府部門義工隊、職
青及個別義工齊來參與，使『耆樂安居』活動更有規律、更迅速地
完成任務及發展。
2004年起，建築署義工隊逢星期六到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
心，教授深水埗區的低收入家庭太極班，希望藉此鼓勵社區人士多
做運動，達致強身健體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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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包括其聯營公司，目前

包含5間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

市之公司：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恒基

兆業發展有限公司、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

司、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及香港小輪(集

團)有限公司。而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及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亦為恒生指數之成份

股。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的義工於2006年11月11日
首次到東華三院賽馬會展勤日間活動中心暨
宿舍，服務當天，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派出了
約30名的義工提供服務，義工們在單位內設
計了不同的攤位遊戲，讓一班中度智障學員
參與，除了協助攤位運作外，義工們還照顧
不同的學員參與活動。活動後義工為學員預
備了豐富的茶點，最後還有派禮物的環節，
義工與學員一起渡過了一個愉快的星期六。

皇家太平洋酒店
皇家太平洋酒店為信和集團旗下酒店之一，位處九龍尖沙咀

中港城，致力為各地旅客提供最完善細心的優質住宿服務。

酒店內674間客房均雅緻舒適，同時配備了各種個人必需品

及寬頻上網服務。為配合商務旅客需要，酒店特別設立商務

樓層，除了商務中心、行政酒廊及會議室外，更提供個人化

的秘書及禮賓服務。此外，酒店三所餐廳，所供應的中西佳

餚美饌亦享譽全球，而8間多用途宴會廳，則適合舉辦各種私

人及商務活動。

皇家太平洋酒店於2006年1月新春佳節到東華三院許莫德瑜護理安
老院探訪院友，並與他們一起搓粉團及炸油角，精心製作賀年美食
「油角」。製作完畢後，義工搖身一變，穿上傳統華服表演賀年舞
蹈助慶，如有些義工扮演財神爺，與院友握手道賀，使活動氣氛既
溫馨且熱鬧。義工的全情投入及積極參與，不單可以促進院友的社
交生活，亦使他們感受到無限之社會關懷及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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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林(亞太)有限公司
美林(亞太)有限公司是居於全球領導地位的

財富管理、資本市場及顧問公司之一，在

37個國家與地區設有辦事處，管理客戶資産總

值約1.5兆美元。作産投資銀行，美林是全球頂

尖，跨多種資產類別之股票與衍生性產品之

交易與承銷商，並擔任全球企業、政府、機

構組織和個人的策略顧問。美林擁有貝萊德

美林投資管理 (BlackRock) 近一半的股權，貝

萊德美林投資管理是全球最大規模的上市投

資管理公司之一，管理資産總值約1兆美元。

如欲瞭解更多關於美林的資料，歡迎到訪: 

www.ml.com。

自2003年開始，美林(亞太)有限公司義工團
隊與東華三院戴麟趾安老院合作，每年到東
華三院與院友歡度新年。義工精心策劃慶祝
活動，帶領遊戲及穿上賀年服裝與眾同樂。
義工除帶同豐富禮物送贈院友外，更協助院
友免費致電海外親友，透過長途電話拜年，
這都是院友平日較難安排的活動。此外，義
工亦能關顧到體弱院友需要，在房間與他
們拜年，令院舍充滿新年的歡樂。美林(亞
太)有限公司的義工隊伍龐大，平均出席人
數約30人，每次活動籌備和設計別具心思，
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義工團體。此外，美林
(亞太)有限公司義工於2006年中秋節送來精
美月餅100盒給院友享用，令院友有一個難
忘的中秋佳節。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Pfizer）創立於1849年，是美國一家跨

國製藥公司。產品包括降膽固醇藥、口服抗真菌藥、以及抗

生素等。目前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是世界上最大的醫藥企業之

一。網站:www.pfizer.com.hk。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捐贈多部性能良好的套裝電腦以支持「家家有
腦」- 電腦循環促進學習計劃。
「家家有腦」- 電腦循環促進學習計劃
為協助有需要的學生在家中使用電腦促進學習，由教育統籌局及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主辦的「家家有腦」- 電腦循環促進學習計劃為約二
萬個家中有就讀小一至中七學生的家庭提供翻新的電腦；東華三院
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則負責深水埗地區。計劃亦提供配套服務如電
腦培訓、硬件保養維修、技術支援熱線以及寬頻連接互聯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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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英國保誠集團於1848年成立，前身乃The 

Prudential Mutual Assurance, Investment and 

Loan Association，現為全世界數以百萬計保

險客戶服務，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人壽保險公

司。

英國保誠竭誠為客戶提供多元化的金融產品

和服務，並致力為每個客戶提供合適的保險

產品及稱心的服務。藉著150多年來用心聆

聽，真正了解不同客戶的需要，有助客戶達

成人生理想。

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推行由蘋
果日報慈善基金資助的「非常老幼」長輩義
工支援學童計劃，透過長輩、退休人士及在
職人士，協助改善低收入家庭學童的英語能
力及擴闊學童的生活體驗。英國保誠保險有
限公司的義工以每週1次的定期聚會及以小
組方式(每個小組約5人)，利用多元化的活
動提昇學童對英語的興趣，並且協助計劃籌
辦及帶領不同的校內及校外活動，如親子日
營、暢遊香港迪士尼樂園，及於校內舉行
「試後鬆一鬆」的聚會。

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營養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營養研究中心成立於1997年，主

要提倡營養及預防疾病，從而使更多人得知健康的訊息，活

出更豐盛人生。除了進行學術研究及教育、出版營養資訊和

書本外，該中心亦提供各種健康服務及計劃予公眾人士。

在「識飲識食好快『落』」飲食預防高血壓健康飲食推廣計劃中，
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營養研究中心被邀為整個計劃擔任顧
問。對計劃出版的小冊子及光碟提供專業的意見，更安排營養師到
全港10間中學進行講座，也為多次全港性大型教育活動擔任講者，
將健康飲食預防高血壓的訊息傳送到社會上的各個階層。中心經理
更於2006年5月13日舉行的「識飲識食好快『落』」低鹽食譜創作
及烹飪比賽中擔任評判，並安排營養師負責提供諮詢服務，使當日
的活動得以成功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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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賽馬會骨質疏鬆預防及治療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骨質疏鬆預防及治療中

心成立於2001年，致力推動全民骨骼健康及

改善骨質疏鬆症患者生活素質及推廣骨質疏

鬆症的預防，更推動海內外有關骨質疏鬆症

之計劃及活動的合作。中心為骨質疏鬆症患

者提供檢查、診斷及治療。也為患者設立復

康、支援服務及為醫護人員提供骨質疏鬆症

的臨床培訓。此外還進行大型的骨質疏鬆症

研究計劃。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骨質疏鬆預防及治療中
心為東華三院安老服務舉辦的「健康骨質 
優美人生」預防骨質疏鬆症計劃擔任顧問，
為計劃出版的小冊子及設計的「強化骨質活
力舞」提供專業意見。該中心經理更舉辦社
區講座予有需要人士，讓市民及早預防骨質
疏鬆症，減低此症對個人健康的影響。

香港有線新聞速遞有限公司
香港有線新聞速遞有限公司 (有線新聞速遞) 成立於2005年，

由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 (有線寬頻通訊) 全資持有。有線

新聞速遞是九廣鐵路「新聞直線」的獨家廣告總代理及內容

供應商，每日為超過一百萬乘客提供不斷更新的即日全球新

聞，同時亦為廣告客戶提供一個獨有的優質戶外宣傳平台，

有效地向乘客發放廣告訊息。

香港有線新聞速遞有限公司於2006年7月29日到東華三院船灣綜合
服務中心提供探訪服務，內容包括派出義工與長者一同唱樂表演及
分組遊戲，並同時於活動內進行拍攝。是次活動進行得相當順利，
並在歡欣的氣氛下圓滿結束；有關活動之短片已於8月下旬在九鐵車
廂內的「新聞直線」發放，向火車乘客宣傳長者之正面形象及有線
新聞速遞的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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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老爺車會
香港老爺車會於1980年成立，是一間非牟

利機構，也是全港唯一純粹為老爺車迷而設

的車會，主旨是透過定期舉辦各種不同的車

會活動，讓會員歡聚一起，推廣老爺車的文

化，及互相交流收藏與保養老爺車的心得。

現時共有會員500之眾，各會員擁有由20年

代至80年代各種型號老爺車合共700餘輛。

香港老爺車會致力參與慈善活動，把關懷及

愛心帶給有需要的一群。詳細資料請瀏覽

www.classiccarclubhongkong.com。

「香港老爺車會」自2004年開始經常會派出
10多部由30年代至70年代出產的老爺車浩
浩蕩蕩的駛進了東華三院黃竹坑服務綜合大
樓，香港老爺車會到來的目的除了是作親善
探訪外，還為長者介紹不同的老爺車，亦替
長者與老爺車拍照留念，讓長者緬懷昔日時
光。以老爺車為一個連結點，將大家愉快的
連結在一起，確實是一個新穎有意思的義工
服務。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為非牟利慈善團體，於1955年成立，以

扶老慈幼為服務宗旨，至今已有50年，為婦孺及長者提供社

會福利服務，先後開辦東華三院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護養安

老院、保良局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3所幼兒

園、2間老人中心。

香港西區婦女會與東華三院賽馬會利東綜合服務中心攜手合作，於
2006年1月至10月期間，推動「Beyond the Line」青少年自家創作音
樂劇，活動結合了社區及多媒體藝術，為青少年提供了包括戲劇、
作曲填詞、形體舞蹈、聲樂、音樂創作與戲劇欣賞及文本/劇本創作
的培訓，引導青少年發揮天賦才能，更重要是活動能令一眾青少年
發揮個人的潛能，重新引發個人追求自身進步的動機和動力。
東華三院賽馬會利東綜合服務中心的「青少年自家創作音樂劇計劃」
很榮幸邀請到資深藝術工作者許樹寧先生擔任藝術總監，著名音樂人
金培達先生擔任音樂總監，及一班熱心青少年工作的專業導師。使青
少年不單學習各方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從多位導師身上體會專業態
度，誘發青少年作全方位學習及多角度思考。
音樂劇以青少年的生活片段和經歷作為音樂劇的骨幹，令劇情更能展
現時下年青人的處境和面對的問題，促進社會大眾的關注和瞭解。



第��頁

第��頁

香港律師會年青律師小組
香港律師會為香港執業事務律師之專業團

體，於1907年註冊成立。年青律師小組為

香港律師會屬下的其中一個小組委員會，特

別為照顧執業少於5年的律師的需要及興趣

而設。小組的目標之一，是鼓勵年輕會員進

行相互聯繫，以及促進年輕會員與資深會員

之間的交流。小組的活動包括為會員籌辦專

業進修計劃研討會及舉行「週五午餐聚會」

等。小組更與多個社區組織合作，推動會員

參與義務工作及社區服務。2006年，小組更

與律政司署合辦了一個以小學生為對象的

「法治精神推廣計劃」，藉此提高下一代對

學習法治精神的興趣。此外，小組亦為會員

組織戶外活動及慈善活動，藉以調劑會員緊

張生活；活動計有「慈善步行籌款」、「龍

舟競賽」、「北京奧林匹克之旅」。詳盡資

料請瀏覽www.hklawsoc.org.hk。

香港律師會年青律師小組與東華三院余墨緣
綜合服務中心於2005年開始合辦「生涯導
師計劃」，計劃主要招募年青律師擔任「生
涯導師」，定期探訪深水埗區的貧童，教授
他們英語並提供生活及成長上的輔導，不但
提升貧窮兒童的英語水平，更擴闊他們的生
活視野，服務包括：趣味英語學習、營養講
座、旅遊大使訓練、參觀國際學校以及社區
服務等，希望憑藉律師義工的豐富人生經
驗，引領貧童奮發向上，健康成長。

香港紅十字會
香港紅十字會耆英團乃本港少數長者制服隊伍之一，招收

50歲以上長者，參與紅十字會運動扶病拯危的人道服務，透

過一系列課程，例如步操、急救、領袖才能及服務為本等訓

練，耆英團員是一群講求團隊合作，重視承諾，自信而熱情

的志願服務隊伍。

香港紅十字會耆英團第11團的義工每月第一個星期五會到東華三
院方樹泉長者地區服務中心為長者檢查身體，例如：磅重、量血壓
等。義工每次帶著開心的笑容迎接工作。他們對待長者的態度友
善、親切；更對長者噓寒問暖，盡表他們對長者關心，愛護之情。
此外，義工耐心為長者檢查身體及解答長者對健康狀況的查詢，令
長者倍感開心。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於2006年1月中開始，推行「樂羚天地」
計劃，為復康中心之智障學員提供不同照顧服務。而計劃獲得路德
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紅十字會耆英團第19團義工協助，由耆英團第
19團長者義工每日到復康中心協助智障學員一同進行活動，分享他
們的見聞興趣、與學員建立朋輩友誼，長者義工對「樂羚天地」服
務的投入更是一個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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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美感教育機構
在2001年，「香港藝術中心藝術學院」及

「明日藝術教育機構」，把美國紐約林肯中

心學院Lincoln Center Institute (LCI) 在30年

前創辦的「美感教育」模式引進香港，成立

了「美感教育計劃」，我們現已註冊為慈善

團體，機構使命是為香港提供卓越的藝術教

育，培育具創意、勇於面對挑戰、懂得欣賞

與關愛他人的卓越新一代！自2001年，我們

先後與各辦學團體、文化機構及藝術家緊密

合作，運用美感教育模式為香港提供卓越的

教育及文化活動，促進社會及人文素質的發

展。 

東華三院幼兒服務在2006年4月開始，與香
港美感教育機構合作，協助設計幼兒美感教
育課程，提供顧問及支援服務，為幼兒推行
了以形態為題的專題研習。並透過以欣賞藝
術家朱銘著名太極雕塑系列之一「單鞭下
勢」為主軸，讓幼兒以繪畫和立體創作來表
達他們對人體動作與姿態的體驗和感受。至
於其他合作計劃則包括：「美感教師培訓工
作坊」、「親子綜合藝術工作坊」、「美感
教育夥伴學校計劃」等。此外，香港美感教
育機構的導師更運用其專業知識，為東華三
院屬下的老師舉辦「藝術作品展覽」的導賞
活動，讓老師於工餘時裝備自己，體驗及接
觸更多與文化藝術有關的資訊，從而提供更
多機會及生活經驗增潤幼兒的學習。

香港展盈社
香港展盈社為一婦女團體，聯絡區內婦女，開展各類型有益

婦女身心活動，以提高婦女質素，培養婦女人才，活躍婦女

文康活動，倡導健康家庭生活，促進婦女自信自強，發揮婦

女潛能，推動婦女參與社會，服務社群。

香港展盈社逢雙月到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為長者提供一次
義務剪髮服務，每次約10位婦女義工為長者義務剪髮，每次受惠人
數多達50人。此活動為長者免費剪髮，藉此減輕長者的經濟負擔，
讓長者以整潔的形象示人。義工們悉心為長者剪髮，盡量迎合長者
心意。因此受惠長者對於義工的服務表現感滿意，剪髮後感到開心
和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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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髮型協會
香港髮型協會於1991年成立，協會宗旨是

協助有意在髮型行業發展的人士提供培訓，

籌辦有關活動，令髮型行業的專業提昇，此

外，協會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至今已有約

500名僱主及僱員成為會員，過往曾服務超

過多個團體，如特殊學校，醫院，老人中心

院會等。

2001年起，香港髮型協會便為東華三院賽馬
會健逸之家各院友義務剪髮，讓院友形象更
乾淨整潔，希望透過義剪服務，讓院友不用
舟車勞動外出理髮，亦增加院友接觸社會人
士的機會。

香港賽馬會
香港賽馬會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賽馬機構之一。馬會以獨特的

非牟利模式經營，將所得盈餘撥捐慈善，每年平均撥捐約

10億港元資助慈善和社區服務，貫徹「賽馬惠慈善」的宗

旨。作為本港最大的單一納稅機構，馬會每年繳付的稅款平

均達120億港元。馬會同時是香港最大的僱主之一，聘用的

全職及兼職僱員人數達到24000多人。

馬會一向鼓勵員工參與義務工作，服務社群，現時有近800名馬會
員工及退休員工的馬會義工隊，成立一年來為社會上有需要人士平
均提供每天10小時的服務。去年10月，20多位馬會義工為支持「齊
心扶弱在東華」服務計劃開展禮，與其他機構的義工攜手，陪同約
300位獨居長者、復康人士與低收入家庭，遊覽海洋公園，更重點向
他們灌輸自然保育的訊息。在2005年馬會義工更與東華三院義工一
同參加「百家齊送暖」活動，縫製百家被為獨居長者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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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利華有限公司
“Unilever is a renowned consumer goods 

multinational, with worldwide operations in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We have a strong 

team of over 234,000 people and worldwide 

turnover at Euro 39,672 millions in 2005. 

Our mission is to add vitality to life. We meet 

everyday needs for nutrition, hygiene, and 

personal care for our consumers with brands 

such as Dove, Lux, Pond’s, Knorr, Lipton, 

Magnum, Wall’s and more, that help people 

feel good, look good and get more out of life.

聯合利華由2006年5月起，向東華三院社會
服務科捐贈共73,684件包括沐浴露、洗髮
露、潤髮乳、生活日用品等，免費派發予東
華三院之長者、復康人士及低收入家庭；藉
此關懷社區有需要之人士。

香港證監會
香港證監會是獨立於政府公務員架構外的法定組織，負責監

管香港的證券期貨市場的運作。而積極義工隊是由香港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員工所組成。目標是組織義工活

動，推動員工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回饋社會。積極義工隊於

2004年初成立。現時核心成員約有15位。參與活動的義工在

2006年達120人次。

香港證監會義工隊於2004年為東華三院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東區)提供探訪活動，以及籌辦戶外活動。2006年舉辦聖誕聯歡
會予長者，讓長者歡度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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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處義工隊
消防處義工隊成立於2003年初，成員來自本

處的不同支部和單位，包括前線軍裝及文職

同事，發展至2006年末，已註冊成員人數超

過400人。

過去3年，消防處義工隊積極參與社區及各

志願組職所舉辦的慈善活動，服務時數位已

經超過15,000小時。

宗旨:

1. 發揮消防處團隊精神，鼓勵消防處現職或

退休人員參與具慈善性質社區義務工作。

2. 救助長者及傷殘人士。

3. 協助經濟有困難的香港市民在火災或其他

事故後重建家園。

消防處義工隊為東華三院改善家居及社區照
顧服務(東區)提供以下的服務活動：
‧為獨居長者維修家居
‧探訪弱勢團體包括長者、傷健人仕和新移

民等等，照顧所需。
‧為有需要人仕提供家居搬運服務
‧參與大型社區活動如苗圃行動和毅行者

等，協助佈置場地、維持秩序和派發物資
‧於社區活動中參與表演節等等
‧跟隨專業社工提供夜展服務，跟進個案
‧參與一般地區服務如賣旗，設立遊戲攤位

等等
另外，消防處義工隊更為東華三院王澤森長
者地區中心定期探訪獨居長者，藉此關懷社
區人士。

海洋公園
海洋公園位於香港島南面，是國際上最受歡迎的主題公園之

一。作為一間非牟利的獨立法定機構，海洋公園提供娛樂、

教育及動物保育並重的遊樂設施。其次﹐這公園是香港及亞

洲區主要旅遊勝地之一及擁有30年歷史，每年平均接待約

400多萬本地及世界各地的遊客。

海洋公園一向熱心公益，10多年前已開始聘用殘疾人士於其公司工
作。海洋公園自2000年起，已外判其辦公室清潔工作予東華三院
莫羅瑞華綜合職業復康中心，為弱能人士提供約8-10個訓練名額及
工作收入。此外，為了協助推廣弱能人士於手工藝方面的才能，於
2001年海洋公園於其集古村免費提供商舖予東華三院賽馬會藝進綜
合職業復康中心售賣弱能人士手工藝。為了支持社會企業的發展，
海洋公園於2006年5月起開始向東華三院轄下創毅蔬果加工及批發
服務訂購蔬果，以示支持弱能人士就業。此外，海洋公園每年均支
持由社會服務聯會舉辦的「國際復康日」，此活動13年來贊助逾5萬
多名來自18區的傷健人士及其家庭成員免費暢遊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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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高瞻務實，盡忠言信」是我們對每一位客

戶的承諾，也是我們對每一員工的要求。

「高信物業服務有限公司」成立自1996年，

旨以專業人材為各類型物業提供全面物業管

理及關係物業的服務，由保安、清潔、保

養維修、樓宇設施改善、財政管理、顧律文

書、保險，以至康樂聯誼活動等。

「高信」的理念：

‧用心對客，用心理事；

‧針對每一物業的特點及客戶的需要，不鼓

吹盲目優質；

‧不重宣傳，祇求務實贏取口碑。

高信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東華三院余墨緣綜
合服務中心，定期舉辦保安及物業管理培訓
課程；亦透過中心招聘站，聘請待業人士，
促進區內就業。

高緯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高緯物業成立於1917年，是全球頂尖的房地產服務公司。在

6大洲，49個國家擁有11000多名員工。於1998年合併入高緯

物業的C & W H& B 自1820年始就在歐洲為企業提供房地產

服務。如今高緯物業的服務遍及美洲、歐洲、中東、非洲及

亞太地區，公司積極積極提供以客戶為主導的咨詢、執行、

管理服務及解決方案。從基礎的管理到複雜的業務，高緯物

業向各國、各地區的大公司、養老基金、房地產投資信託公

司，開發商、企業、政府部門、中小企業、國際金融機構提

供服務。高緯物業顧問有限公司網頁︰www.cushwakeasia.

com載有其他資料。

高緯物業透過好心機構的聯繫，於2006年10月於東華三院大角咀
綜合服務中心提供南亞裔兒童服務，內容包括與南亞裔兒童製作
Tee恤、集體遊戲、分享等，為南亞裔兒童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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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高衞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於1981年成立，是長

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機構，

以「提升業戶的生活質素」為公司使命。高

衞自1997年起成立高衞義工隊，致力服務

社會，履行社會公民責任。高衞的優質服務

深受外界的認同，已連續多年榮獲社署頒發

義務工作嘉許金狀，並連續5年獲頒「商界

展關懷」標誌。高衞管理的物業包括住宅物

業、商貿廠廈、購物商場、停車場等。高衞

全線物業已於1998年全面獲取ISO9002質量

管理證書，服務已達國際認可的品質管理水

平。詳情可瀏覽http://www.goodwell.com.hk。

高衞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義工隊為東華三院黃
竹坑服務綜合大樓的長者籌辦活動，在過程
中，義工與長者均投入參與，亦主動互相認
識。總括而言，義工和長者對活動均感到難
忘及高興。

康正綜合治療中心
本著「扶正健康及積極為社會推動正確健康的物理治療概

念」，中心以愛心、關心、細心和熱心對待0-101歲病人。除

提供物理治療、運動班、水療及瑜伽等保健治療活動外，亦

舉辦健康推廣活動，關注市民的健康。

自2006年7月開始，康正綜合治療中心參與由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
綜合服務中心主辦，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之「生命導航員」師友
互動情聯繫社區校園計劃，透過教授健康活力操及送贈護足鞋，期
望讓來自低收入家庭之小學生健康快樂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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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泰旅行社有限公司
康泰旅行社於1966年成立，以「勇於創新及

不斷求變、盡力履行社會責任、實踐承諾」

為使命，為市民提供全面旅遊服務。亦積極

參與發展香港之旅遊行業，關注培育下一代

投身旅遊行業。

由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推行之
「陽光孩子」兒童全人發展支援計劃中，其
中一項為「陽光小導遊」體驗計劃，目的是
讓學童藉作為「陽光小導遊」帶領長者前往
港島旅行的活動，學習與長者相處及從中表
達對長者的關懷。為了加深學童對導遊行業
的認識及學習導遊的技巧，康泰旅行社讓學
童參觀康泰旅行社的總行外，其專業領隊亦
分享了作為領隊及導遊的心得，及工作過程
中的趣事及難忘經歷。

第一電業有限公司
第一珍寶（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1974年。集團與旗下附屬

公司主要從事推廣及經銷優質名廠家電及影音產品，集團於

1997年在香港聯交所上市並於2005年私有化。早於1976年，

集團附屬公司『第一電業有限公司』與日本『珍寶』冷氣機

廠開始業務合作，全力為消費者提供最優質的產品和服務，

廣受各大地產商、政府部門、醫院、教育機構、私人企業

及消息者選用，成為電器業界首屈一指的供應商。網站

www.alpha-general.com。

『第一電業有限公司』於2006年12月鼎力支持東華三院馬鄭淑英安
老院的服務轉型，慷慨捐贈了32部冷氣機予東華三院馬鄭淑英安老
院，還特派職員義務進行安裝，使工程得以在短時間內順利完成，
令東華三院馬鄭淑英安老院長者可享有更理想的居住環境，提昇了
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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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施樂(香港)有限公司
富士施樂(香港)有限公司成立於1964年，前身

為蘭克施樂(香港)有限公司，在2000年12月正

式成為富士施樂株式會社的成員。富士施樂

是日本富士膠卷株式會社與美國施樂公司的

合資企業。

富士施樂是一家領導業界的文件管理服務公

司，40多年來致力為香港客戶提供以文件為

基礎的服務，涵蓋多功能系統，打印及影像

化技術、業務流程外判服務、文件管理及諮

詢，協助企業提升競爭優勢。

自2006年3月開始，東華三院黃祖棠綜合職
業復康中心暨宿舍與富士施樂(香港)有限公
司合辦「東華施樂足球男女混合足球隊」計
劃，由富士施樂員工與弱能人士組成足球義
工隊，通過定期的足球訓練，讓富士施樂員
工教導弱能人士踢足球的技巧，加深彼此了
解及認識，建立友誼，並宣揚足球樂趣，使
弱能人士擴闊社交圈子，推廣傷健共融之訊
息。期間舉辦的活動包括：足球隊開球禮、
義工溝通技巧工作坊及每月定期足球訓練。

富利堡企業有限公司
富利堡企業有限公司成立於1992年，業務分佈香港、澳門及

新加坡等地，主要提供汽車買賣及維修服務。在擴展業務同

時，富利堡企業有限公司亦積極參與義工服務，於2004年起

為機構提供義載服務，安排公司屬下員工接載傷殘人士。

富利堡企業有限公司義工隊於2004年7月起，為東華三院社會服務
科轄下各單位之行動不便的院友及復康人士提供愛心義載服務，讓
服務對象達成與家人外出旅遊相聚及參與戶外活動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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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而浦(香港)有限公司
惠而浦是歐洲3大家電製造商之一，香港公

司於1989年成立。惠而浦提供全線的大型

家庭電器產品，包括：洗衣機、乾衣機、雪

櫃、冷氣機、抽油煙機、微波爐、煮食爐、

抽濕機、充油式暖爐、空氣清新機、洗碗碟

機等等。

深 入 了 解 消 費 者 需 要 ， 配 合 不 斷 進 步 的

生 產 科 技 ， 是 惠 而 浦 的 經 營 之 道 。 根 據

ACNielsen的市場調查報告至 2005 年，惠而

浦洗衣機已獲得12年銷量冠軍及5年抽油煙

機銷量冠軍。惠而浦的目標是要令惠而浦產

品以自豪、熱誠及卓越表現進入世界每個角

落，每個家庭。

惠而浦（香港）有限公司的義工隊於2006年
8月為黃祖棠社會服務大樓免費提供專業清
洗冷氣機服務，總共為大樓清洗超過130部
窗口式冷氣機，讓大樓的服務使用者可以享
受到最舒適清涼的冷氣設施。另外，為了繼
續發揮關懷社會的精神，惠而浦於2006年
9月27日連同多位藝人於東華三院黃祖棠長
者地區中心舉行名為『美女廚后、烹飪教
室』的活動，與長者一起唱歌、玩遊戲及示
範廚藝。當日氣氛熱鬧，溫情洋溢，長者更
可品嚐紅星蘇玉華小姐和官恩娜小姐與長者
一起烹調的美味佳餚呢！

登峰曲藝社
『登峰曲藝社』成立於1993年，為一註冊非牟利團體，社長

是資深曲藝導師何潤儀女士，社員累積超過100人，宗旨是

服務社群，為慈善不遺餘力，除定期到各區安老院作定期探

訪及獻唱粵曲卡拉OK以娛耆老之外，亦協助各警區舉辦『老

人防騙及耆英道路安全講座暨粵曲欣賞會』。

自1994年初開始，『登峰曲藝社』義工定期到東華三院馬鄭淑英安
老院表演粵曲予長者欣賞，另外於每年節日慶祝宴會上亦會表演粵
劇折子戲。此外，社員鄧老師平日亦擔任東華三院長者大學的義務
導師，教授長者唱粵曲，以提昇長者的自信心，令他們的晚年過得
更豐盛。



第��頁

第��頁

進智公共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進智公交」(AMSPT)成立於1975年，服務香

港超過30年，期間不斷發展並成為本港規模

最大的綠色專線小巴營辦商之一。目前車隊

共有290多輛綠色小巴，與及20座/28座的豪

華巴士，行走40多條專線小巴路線及兩條居

民巴士路線，網絡遍佈整個港島、沙田、火

炭、荃灣、葵涌、大埔等地，為市民提供全

日24小時服務。作為香港其中一個最大規模

的專線小巴營辦商，更率先建立網頁，不但

為乘客提供最新、最詳盡之乘客服務資訊，

更為小巴業界確立全新的服務形象。

除本地專線小巴服務外，最近更透過收購中

港通集團有限公司股權(www.chinalink.hk)，

全面進軍跨境巴士服務市場，提供來往荃灣

至皇崗之短途過境巴士服務，以及廣州、佛

山、中山、雲浮、廣西梧州及南寧等地至香

港之長途過境班車服務，揭開「進智公交」

在本港公共運輸市場的新一頁。

「進智公交」網站www.amspt.com載有其他

資料。

自2004年起，「進智公交」積極參與及支持
「春蕾義工計劃」，令東華三院賽馬會利東
綜合服務中心一群處於不利環境的青少年能
得到多元化學習的機會。「進智公交」亦於
2006年，開始贊助本單位一本名為【Click】
青少年自家創作刊物，刊物主要是由社區人
士及青少年人共同參與出刊的。透過不同的
專題文章和名人專訪，讓社區人士在忙碌及
繁重的生活瑣事帶來積極的動力，希望他們
能在這些故事中得到啟迪。自「進智公交」
贊助後，刊物由原先每期3000本，增刊至現
時的10,000本；將刊物送到更多和更有需要
的服務使用者手上。

滙豐保險集團(亞太)有限公司
滙豐保險集團（亞太）有限公司是滙豐控股有限公司屬下之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機構。滙豐控股有限

公司以倫敦為基地，是滙豐集團的控股公司。滙豐集團是全

球最大的銀行及金融服務機構之一，在歐洲、亞太區、美

洲、中東及非洲等76個國家和地區設有大約9,500個辦事處，

提供個人銀行、商業銀行、企業及投資銀行和保險等服務。

自滙豐保險義工隊成立之初，已為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舉
辦不同類型的義工活動，旨在服務區內長者及兒童。
「糉糉糭糭情懷在東華」
滙豐保險義工隊除了與長者携手製作愛心糭 外，亦親身到訪慰問長
者，送上愛心糭以表關懷，同時亦藉此鼓勵員工與家人一同參與此
項有益身心的活動。
「長者健康檢查日」
於2006年6月為逾百名深水埗富昌邨長者安排健康檢查、測量血
壓、量度體重及攤位遊戲等。透過面對面傾談及慰問，提高長者對
個人健康的認識。
「東華『童』遊迪士尼暑期活動」
滙豐保險義工透過與小朋友互相分享及同遊樂園，將日常英語融入
活動中，以提高小朋友學習英語的興趣。
「加深家心行動之和諧家庭聚富昌嘉年華」
於2006年9月，滙豐義工隊除了協助舉辦攤位遊戲外，滙豐中樂隊
更為深水埗區內居民演奏及獻唱多首經典粵曲及時代金曲，為區內
居民，尤其讓長者增添節日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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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香

港股份代號：0659）乃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0017）之基建及服務旗

艦，業務遍及香港、中國內地及澳門。基建

業務涵蓋道路能源、水務及港口4大範疇；服

務及租務則包括設施租務（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和亞洲貨櫃物流中心之營運管理）、建築

機電（協興建築集團和新創機電集團）、交

通運輸（新世界第一巴士、城巴和新世界第

一渡輪）等。

新創建集團憑藉穩健及多元化的業務架構，
穩步發展之餘，亦不忘「取諸社會，用諸社
會」，將於2007年2月3日舉行「創建社區
關懷日2007」，新創建集團總辦事處及旗下
17間成員公司與東華三院轄下共18個社會服
務單位，包括安老院、長者地區中心、長者
鄰舍中心、復康中心、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
務中心、幼稚園配對，於是日舉辦社區服務
日，各自發揮業務所長和心思創意，為東華
三院提供不同類型的義工服務，回饋社會。

新甦豪新生活協會
「新甦豪新生活協會」乃由東華三院新SOHO人新生活計劃

發展而成；於2005年9月5日登記成為「新甦豪新生活協會有

限公司」。「新甦豪新生活協會」以自助助人的理念，協助

新甦豪人提升技能、過渡轉變、重整人生，使其在身心靈各

方面得以平衡的發展。協會亦致力鼓勵新甦豪人，發揮所長

及積極參與社會服務；使更多弱勢社群透過充能培訓而自力

更新，成為社會新資本。

自2005年9月新甦豪新生活協會成立而來，東華三院新SOHO人新生
活計劃與新甦豪新生活協會合作推行多項社會服務，其中包括「新
SOHO人@東區運動」。透過該運動之下各項大型計劃，包括義工充
能培訓計劃、生命領航員計劃、伴我同行充能計劃、新SOHO專才義
工專業分享計劃、新SOHO會員互助服務、身心靈健康推廣活動等，
服務惠及東華三院屬下多個東區服務單位及東區其它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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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青年商會
獅子山青年商會為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18個分會之一，成立於1971年，會員藉著個

人發展、社會發展、商務發展及國際關係4個

基本發展方向，透過參與工作計劃提供機會

予青年人訓練自己，培育青年人發展領導才

能、社會責任及增進友誼。

獅子山青年商會更與台北三重市國際青年商

會、泰國帕加農青年商會、馬來西亞詩巫國

際青商會及廣州市白雲區青年聯合會結盟，

透過訪問交流，達致加深了解青商國際知

識。詳情請瀏覽www.lionrockjc.org.hk。

義不容「遲」之奇義旅程
東華三院與獅子山青年商會合辦是次計劃，
主題為「放下自我、獻上關懷」，強調社會
和諧的重要性，以無私的愛和包容的胸襟，
放下自我，主動向身邊的人伸出友愛之手，
創造一個互助共融的社會。
活動主要分為奇「義」旅程義工訓練營及實
務義務工作兩個部份。奇「義」旅程義工
訓練營已於2006年5月舉行。透過一連串的
講座及外展訓練，培訓100位中三至中七學
生。
義不容「遲」之「義人同步展關懷」
「義人同步展關懷」已於2006年10月8日假
中環渣打道舉行，透過創下最多人同時參與
二人三足的健力士世界紀錄，喚起公眾對貧
窮人士所處困境的關注，鼓勵公眾對困苦者
施以援手。節目主要分為兩部份，包括「義
人同步破紀錄」及「愛心無疆界嘉年華」。

嘉禾娛樂事業有限公司
嘉禾公司於1970年成立，並於1994 年成為香港的上市公司，

是目前其中一間具有影響力的華語電影娛樂公司。嘉禾集電

影製作、發行、放映及電影融資業務為一體，是香港、東

南亞最大的華語電影發行商和跨區域影院經營商。網站:

www.goldenharvest.com。

嘉禾娛樂事業有限公司捐贈數十部顯示器以支持「家家有腦」- 電腦
循環促進學習計劃。
「家家有腦」- 電腦循環促進學習計劃
為協助有需要的學生在家中使用電腦促進學習，由教育統籌局及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主辦的「家家有腦」- 電腦循環促進學習計劃為約二
萬個家中有就讀小一至中七學生的家庭提供翻新的電腦；東華三院
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則負責深水埗地區。計劃亦提供配套服務如電
腦培訓、硬件保養維修、技術支援熱線以及寬頻連接互聯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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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理農場
座落於觀音山上的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佔

地約148公頃，園內可找到一半以上的本土

植物物種、大部分出現於香港的大型哺乳

類動物、多種昆蟲，爬行類及兩棲類動物。

1995年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被正式列為法定

非牟利團體，從此將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推

向提高大眾對人與自然環境關係的認識、保

育、教育、關注環境永續性及生物多樣性保

護的新方向。每年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都致

力舉辦及參與不同類型的保育活動和社區服

務，務求向社區各界推廣自然環保的訊息，

為動植物保育及生境保護出一分力，努力締

造一個和諧及沒有環境危機的世界，提倡簡

樸自省的永續生活模式，好讓忙碌的香港人

建立起對大自然的專重與關愛。

東華三院船灣安老綜合中心希望讓更多中學
生參與關懷院舍活動。東華三院船灣安老綜
合中心於2006年度獲嘉道理農場贊助，為參
加的中學生者提供免費的基本種植技巧訓練
及技術支援。中心已於九月初聯絡了4間中
學參與是次計劃，約有共100名參加者將於
10月份連續3至4個的星期六到嘉道理農場內
學習種植感官植物。課程完畢後，嘉道理農
場會免費提供種子、幼苗及花泥給中學生於
家中或學校栽種，以持續為東華三院船灣安
老綜合中心提供所需的綠化植物。

樂韻合唱團
港島南區工聯會文康組屬下的樂韻歌唱團於2001年成立，團

員約有40多名，主要為在職人仕及家庭主婦。他們經常與區

內團體合辦文娛活動，經常進行敬老探訪及與傷殘及弱能人

仕進行活動，熱心公益事務。

2005年至今，樂韻合唱團定期替東華三院賽馬會藝進綜合職業復康
中心舉辦唱歌班，於2005年12月，東華三院賽馬會藝進綜合職業復
康中心更與樂韻合唱團合作舉辦「藝術展才嘉年華」。活動主要由
藝進的會員及樂韻合唱團的成員演出不同的節目予南區長者欣賞，
與長者歡賀聖誕及讓會員展示他們的藝術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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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輔助隊─救護車服務組
醫療輔助隊義工團是來自醫療輔助隊不同分

區和單位的各級成員，當中包括了醫生和護

士，他們以無償義工的形式服務社區。義工

團屬下有急救單車隊和社區健康教育組，現

時成員超過1,600位。急救單車隊為受傷人

士作適當的急救處理，從而減低急症室的工

作負荷。社區健康教育組的工作是在社區推

行健康教育活動，在2007年會夥拍「建設健

康九龍城協會」在九龍城區開展健康城市工

作。

自2006年7月6日起東華三院黃祖棠社會服
務大樓喜獲醫療輔助隊配合為家居欠缺升降
機設施及行動不便之服務使用者提供到戶式
接送之非緊急救護車服務，協助送返醫院覆
診。由7月至12月期間已有120多人次接受
此項服務，並對服務表示極度讚賞；由於此
服務有抬床服務，使家中沒有升降機直達的
輪椅服務使用者往返醫院覆診更為便捷。

囍情新娘服務公司
囍情新娘服務公司成立於1992年，至今已有14年有關婚姻服

務的經驗，提供的服務包括訂造婚紗禮服、髮型化粧、婚宴

註冊、外影攝錄等，為新人提供全面的一條龍服務。本著助

人為快樂之本的精神，她們亦積極參與公益事務，並藉此回

饋社會。

囍情新娘服務公司於2006年11月28日派出多位專業化妝師到東華三
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作義務服務，協助舉辦「活出彩虹」
婦女自強小組之「美麗人生」工作坊。一班曾經被虐之婦女經過義
工們悉心化妝及打扮後，展現出她們最美的一面，重拾笑容。活動
更提昇了婦女們的自信心，更能勇於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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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便利店
OK便利店成立於1985年，為利豐集團屬下

公司，而控股公司–利亞零售有限公司於

2001年1月於香港創業板上市。OK便利店透

過全港250多家分店網絡，每天為超過50萬名

顧客提供快捷、整潔及友善的優質服務。除

了提供各式各樣飲品零食、快餐食品、報章

雜誌、潮流玩意，及其他日常生活所需物品

之外，還有提供很多便民服務如八達通增值

及付款，賬單繳費服務等，而部份店舖更設

有新鮮即製飲品熟食及麵包專櫃。OK便利店

致力成為全香港及中國顧客首選之連鎖便利

店，現時店舖網絡已發展至廣州、深圳、東

莞、澳門及珠海。

OK便利店早於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間，OK便
利店向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捐贈共70,000包
紙巾，免費派發予本院院友，服務對象及社
區人士，紙巾封面印有宣傳預防非典型肺炎
的重要訊息，藉此加強社區人士的衛生安全
意識。除此之外，為推廣全民清潔運動，
OK便利店亦協助本院透過其銷售網絡向市民
派發東華三院與春田花花有限公司共同製作
的「嘜嘜與您洗洗手」海報及貼紙，有助向
公眾宣傳經常清潔洗手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OK便利店更於2004年捐贈超過
40箱文具予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作
義賣用途，為中心的低收入家庭支援服務籌
善款超過4萬元。
OK便利店於2006年6月捐贈91張迪士尼公園
門票予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及東華
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兒童，讓他們
多參與社區活動，藉此關注兒童參與活動的
需要。

Dr.	Kong健康鞋專門店
Dr. Kong健康鞋專門店於1999年成立，現設41間分店，為社

會各年齡人仕提供Check & Fit服務，包括免費的足部檢查及

經濟的基本護足產品。Dr. Kong義工團由矯形師、註冊物理

治療師及足健助理員組成，使命是教育大眾，注意足脊健

康，並讓足部健康帶進每一個家。

於2006年，Dr. Kong義工團與五間東華三院幼兒園合作，舉辦「足脊
健康同樂日」，向幼童、家長及老師提供足脊健康知識及建立親子
關係。義工用趣緻得意的手偶公仔帶出健足知識，小朋友及家長都
反應熱烈。Dr.Kong亦為東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舉辦「足部護
理知多少」講座，讓長者學習健足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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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ING積極以行動落實社會責任，致力鼓勵員工

參與慈善及義工活動。於2006年4月更正式

成立「ING好義工隊」，期望召集一眾力量，

以推動和定期舉辦義務工作活動。「好義工

隊」成員來自ING客戶、保險顧問及後勤員

工，已有逾100名成員；配合集團的「給孩子

機會」全球社區發展計劃，義工隊成員亦響

應參與多項由公司籌辦的兒童義工活動。其

對社會之回饋連續5年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

發「商界展關懷」榮譽。

自2006年5月開始，ING好義工隊參與由東華
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主辦，社區投
資共享基金資助之「生命導航員」師友互動
情聯繫社區校園計劃，成為來自低收入家
庭小學生之導航員，並協助舉辦多元化戶
外活動，包括「生命導航日營」、生命聯繫
愛心Show等，為小學生帶來正面積極之生命
信息。

Opus	One	Music	Ltd.
Opus One Music Ltd.是一間多元化的專業音樂製作公司，創作

種類包括廣告音樂、電影配樂、舞台音樂及唱片製作等等。

公司負責人金培達先生是一位熱心青少年工作的音樂人。他一直相
信音樂藝術對青少年成長能帶來重要的幫助，所以他一直全力支持
機構舉辦的多媒體藝術活動。他曾為多個音樂比賽作評判，並出席
「天藝理想音樂會」的分享嘉賓，在分享中，他提醒年青人不要忘
記心中的理想，鼓勵他們應多作嘗試和創造。金培達先生更為東
華三院賽馬會利東綜合服務中心舉辦之「樂與路」及「Beyond the 
Line」青少年自家創作音樂劇(2004-2006)擔任音樂總監，他不但
將其音樂的造藝傳授予青少年，他更運用其公司的專業和網絡，為
音樂劇提供了不同的支援，包括編曲、音樂製作、音效、動畫製作
等，好讓青少年的故事、音樂和想法，結合成一齣令人感動的音樂
劇。金培達先生現為『青年社區藝術前線』的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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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gles

Pringles於2006年12月，捐贈2800罐薯片予
東華三院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單位舉辦聖誕及
新年活動之用，藉此關懷社區。

Symantec
Symantec是全球領先的基礎架構軟件供應商，致力確保企

業和個人消費者在互聯世界中的信心。Symantec幫助用戶

保護基礎架構、資訊和互動，提供軟件和服務來抵禦對安

全性、可用性、法規遵從和性能方面的風險威脅。公司總

部設在美國加州的 Cupertino、現已在 40多個國家設有分

支機搆。要了解更多相關資訊，歡迎瀏覽Symantec網站：

http://www.symantec.com。

根據警務署公佈的調查顯示，網絡遊戲罪行有逐年上升的趨勢，主要
涉及非法盜用別人帳戶、訛稱自己有某種虛擬武器、騙取他人金錢或
分數等，涉案者多為18歲以下青少年。這些數字顯示青少年不正當
使用互聯網所引致的嚴重後果。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社會各界均認為
有需要讓學生了解網絡道德的重要性。有見及此，東華三院與警務處
商業罪案調查科、Symantec互聯網保安公司合辦「Cyber Ethics Day網絡
德育與安全資訊座談會暨活動日」，是次活動旨在向學界提倡網絡德
育與資訊安全的重要性。活動分兩部份，前半部以座談會形式向中小
學生講解網絡德育的操守，後半部則以問答遊戲的方式，啟發學生資
訊安全的重要性，加深青少年對網絡安全的關注。
Symantec於2006年10月捐贈30件網絡保安軟件予東華三院余墨緣綜
合服務中心，藉此提倡網絡德育與資訊安全的重要性。

Pringles are a brand of potato chip / crisps snack 

produced by Procter & Gamble. It was introduced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in 1967 under the name 

"Pringle's Newfangled Potato Chips", which was 

changed to its current name the next year. 

According to the patent, it was invented by 

Alexander Liepa of Montgomery, Ohio for the 

US Army. Pringles were issued to US troops in 

Europe throughout World War II, where they 

were prized for their long-lasting freshness and 

taste. The mustachioed Pringles logo began life 

there as a caricature of Adolf Hitler, but was 

altered when the brand was revived in 1967 for 

sa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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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工作的定義

義務工作是指任何人志願意貢獻個人的時間及精神，

在不為任何物質報酬下，為改進社會而提供的服務。

義務精神的產生乃建基於個人對人及社會的價值取

向，而此等取向又來自個人與人及社會之互動所產生

之經驗。義務精神是指個人不計較金錢及物質的報

酬，為使社會得到改善及發展而自發地參與服務的精

神。所以，義務精神是個人對生命的一種積極態度之

回應。

義工服務可以分為提供直接或間接的服務，直接服務

指義工親自提供服務予服務對象；間接服務指義工提

供服務予有關服務機構或團體，協助其發展現有之服

務。

Live Campaign
拉闊生活義工推廣運動

成立企業義工隊須知

為什麼要成立企業義工隊？

‧  實踐公民責任

‧  建立關懷社會

‧  關懷弱勢社群

‧  提高員工士氣

‧  建立團隊精神

Why Should We Form Corporate Volunteer Team?

‧  Demonstrate Good Corporate Citizenship
‧  Contribute to a Caring Community
‧  Care for the Vulnerables
‧  Boost Employee’s Morale
‧  Cultivate Team Spirit

成立義工隊步驟

‧  評估社區及服務對象需要

‧  員工興趣及技能調查

‧  尋找合適義工機會

‧  訂立服務計劃

‧  義工導向及訓練

‧  提供義工服務

‧  計劃/活動檢討

‧  跟進工作

‧  嘉許及獎勵

Steps for Forming Volunteer Team

‧  Assess Community Needs
‧  Staff Interests & Skills Survey
‧  Identify Volunteer Opportunities
‧  Plan a Project/Programme
‧  Adequate Orientation/Training
‧  Volunteering 
‧  Programme Evaluation
‧  Follow Up
‧  Appreciation, Recognition and Rewar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