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蠟燭被燃起時，
您沒有因此而失去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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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多了一點希望之光！

You just produce more light!



東華三院企業伙伴合作嘉許典禮2013特刊

主席序言

為達致「凝聚社會資本‧服務社群」的目標，東華三院早於2000年成立「義

工服務推廣委員會」，負責統籌全院的義工服務發展及推動工商企業及專業團體成

立義工隊。今年東華三院榮獲社會福利署頒發「二O一一年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

團體）季軍，全年登記義工人數為68,660人，義工服務總時數更超過200萬小時。

為促進官、商、民三方面的合作，本院於2013年3月21日舉行「企業伙伴合作

嘉許典禮」，邀得社會福利署署長聶德權太平紳士蒞臨主禮，並嘉許與東華三院長

期合作的企業伙伴，以表揚其對社區的持續貢獻，典禮當日頒發「持續貢獻星光大

獎」予王氏港建集團有限公司；以及「傑出企業伙伴合作大獎」予九龍巴士（一九三

三）有限公司、何鴻毅家族基金、百仁基金以及非常作有限公司，以表揚企業多年來

與東華三院攜手合作，透過社區服務計劃，回饋社會。

我們致力為社會推動及發展義工運動，當中有賴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努力，本

人在此衷心多謝一直協助本院完善社會服務的所有工商企業、政府部門以及專業團

體，多謝您們推陳出新，為我們帶來不同的合作機會，沒有您們的支持，本院的社

會服務實難以順利開展。我們期望加強彼此合作的機會，共建一個和諧互助關顧的

社會。

陳文綺慧
東華三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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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許企業伙伴合作計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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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 － 持續貢獻星光大獎

王氏港建集團有限公司

王氏港建集團的義工早於2007年始與東華三院合作舉辦

義工活動，本著關愛長者的信念，與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

務中心舉辦不少節慶活動，如中秋夜賞月活動、「愛心粽子

迎端午」等。

除此以外，王氏港建集團更持續多年支持東華三院學校社

會工作部所舉辦的「裝備創未來」活動，為即將畢業的學生

提供工作實習的機會。

於2009年王氏港建集團更進一步與本院及香港西區婦女

福利會，合辦「We Can Do It」工作體驗計劃，藉著計劃發

揮彼此所長，為青少年提供培訓、國內義工服務、同時提供

職前培訓、與CEO對話、暑期工作實習計劃等，好讓青少年

可以建立良好的工作態度，盡早策劃人生。是項計劃更獲

社會福利署頒發「最佳企業義工計劃2009／2010」季軍。同

時，亦於每年加入新的訓練元素，如2011年的「We Can Do 

It」創意文化學習計劃，以創意學習為訓練平台，讓青年人發

揮創意，成就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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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王氏港建集團的義工隊更於2009年始舉辦「鎏金歲月。耆倩妙影」活動，邀得著名攝影師梁海平先生，到本院

的安老院舍巡迴為長者拍造型照，先後到訪10多間東華三院安老院舍及累積服務了800多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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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 持續貢獻星光大獎

花旗集團

花旗集團一直貫徹「負責任金融」（Responsible Finance）的理念，以金融專才回饋社會，擔當負責任的企業公民。花
旗集團與東華三院的合作關係始於2001年，彼此憑著關懷社群的理念，致力策劃並進行多元化的社區活動，務求讓更多

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受惠。

自2005年開始，東華三院健康理財家庭輔導中心獲花旗集團持續資助，舉辦一系列的青少年理財教育活動。包括：「新世

代『理財有道』教育計劃」及「營人智叻」理財教育體驗計劃及「增值為未來」大專生理財教育計劃等。至今超過200,000名

青少年受惠。此外，也有專為中學教師安排的「財智Goal飛」教師社區協作計劃，超過1500名中學教師及48,000名中學生受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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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理財教育外，花旗集團亦致力扶貧工作，與東華三院攜手於2008年起推行「希望戶口」扶貧計劃，助低收入家庭建

立希望和目標，累積他們的金融、人力及社會資產。作為全港首個以一比一配對儲蓄形式進行的扶貧計劃，「希望戶口」鼓

勵參加者持續儲蓄；亦提供健康理財教育、成立互助小組和就業輔導等，提升人力資本；同時藉師友計劃，加強參加者的支

援網絡，豐富他們的社會資產。計劃得到花旗集團、攜手扶弱基金及其他慈善基金的贊助，始於天水圍地區，現已擴展到屯

門、港島南區、大角咀區、深水埗區及沙田區。花旗集團更開立超過250個「慈惠儲蓄戶口」，免除參加者所有行政費用及

最低存款要求。 

與此同時，花旗集團持續支持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推行「共建社區資本 — 深水埗活化計劃」，資助深水埗區低

收入家庭，為婦女提供多項就業機會，包括「社區褓姆」培訓，社區師友及食物援助計劃等。

除此之外，自2007年始，花旗集團持續贊助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舉辦「藝動二重奏」活動，當中包括『畫中舞‧快樂

七色魚』大型表演，更積極鼓勵員工參與表演，與復康院友一同排練學習，貫徹宣揚傷健共融的理念。推動企業義工參與扶

助傷健人士，向社區人士宣揚傷健共融的訊息。

除了撥款資助多項大型社區服務計劃外、花旗集團亦積極鼓勵員工、家屬朋友、及客戶參與社區義工服務。在去年6月16日

適逢花旗集團正式邁進200週年之際，集團舉辦「全球義工日」，超過六百名企業義工到東華三院轄下的單位進行義工服

務，活動範圍涵蓋慈善募捐、關顧老人及傷健共融，與及基層兒童服務等，積極推動企業義工投身義務工作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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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 持續貢獻星光大獎

瑪貝爾鑽飾有限公司

東華三院與MaBelle鑽飾有限公司自2004年開始建立合作伙伴關係，透過結合企業與

社會服務機構的資源、經驗及智慧，並本著「預防勝於治療」的信念，開展各項社區健康教

育計劃，去回應本港社群的需要，共同為香港市民創建一個健康愉快的社會，至今受惠人數

已超過60多萬，在過去的9年中，合作的計劃包括：

‧ 「中風急救 － 黃金一小時」計劃 (2004)

‧ 「開懷每一天 － 婦女心理健康服務」計劃 (2004 - 2005)

‧ 「健康骨質 優美人生」預防骨質疏鬆症計劃 (2005)

‧ 「識飲識食好快『落』」預防高血壓健康飲食推廣計劃 (2006)

‧ 樂在潔「耆」居 － 婦女就業支援長者計劃 (2007 - 2008)

‧ 知「柏」有「法」－ 關注柏金遜症社區教育計劃 (2009)

‧ 不再慌「糖」- 健康飲食預防糖尿病社區教育計劃 (2009)

‧ 「寶貝甜心」關注心臟病社區教育計劃 (2010)

‧ 「十分 ‧ 美麗人生」婦女優質生活社區教育計劃 (201 1)

‧ 越半「更」精彩 － 社區教育計劃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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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elle鑽飾有限公司的角色

捐款者

每年慷慨捐款推行嶄新的計劃。至今捐款高達550萬元。

策劃者

成立社會企業責任小組，定期與東華三院員工攜手策劃計劃方向及內容。

促進及教育者

50間分店的前線員工，向顧客派發各計劃的小冊子及單張，推廣健康教育及服務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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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企業伙伴合作大獎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九巴於1995年創辦「九巴之友」，致力推動社區服務、環境

保護及公民教育。自2006年起，九巴之友一直積極參與東華

三院義工服務，每年均會探訪獨居的長者，並支援體弱及有

需要的長者參與戶外活動，送上關懷及問候。此外，九巴之
友更積極參與本院賣旗日、「工展顯關懷」義工服務，以及

推廣長者友善設施的活動等工作，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建設

和諧關愛的社區。

在2012年，九巴及東華三院合辦名為「九巴‧長者安全有

計」活動，藉此提高長者的乘車安全意識及推動「關愛長

者」文化，更為長者搭建一個參與義工服務的平台，鼓勵長

者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渡過豐盛晚年。計劃招募90名年屆六

十五歲的乘客，當中包括60名來自東華三院長者及綜合服務

中心的長者，聯同30名九巴之友在接受一連串培訓後，獲

委任為「九巴長者安全大使」，於全港十八區的長者中心及巴

士總站向長者及社區人士宣揚「乘車安全」訊息，例如鼓勵

長者登車後緊握扶手、善用「關愛座」、待巴士停定後才上落

樓梯及使用設有安全帶的座椅上扣上安全帶等，受惠人次逾

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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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企業伙伴合作大獎

何鴻毅家族基金

何鴻毅家族基金一直堅守著為香港推動創意藝術教育的理

念，致力為年輕人撒下藝術種子，於2009年始與東華三院
全院15間幼兒園合作，推出「敢動！」身體教育計劃。

「敢動！」由何鴻毅家族基金與台灣雲門舞集舞蹈教室合

辦，旨在為孩子提供一個讓他們健康快樂、成長的藝術教育

平台。計劃概念源於由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先生領導一群

資深舞蹈家、舞蹈教育家、心理學家、兒童發展學家等研發

的「生活律動」教學系統；利用生活素材，配合音樂、戲劇等

多種藝術元素，透過完善的教育系統，達到身心合一的教育

目標。

計劃推出以來，讓四至六歲的孩子在有趣的遊戲中認識自己

的身體，進而探索自我，認識世界，並樂於表達內心所想。

基金通過與學校夥伴合作，免費讓小朋友在幼兒園有系統地

連續兩年每星期參加「敢動！」課，讓真實和細膩的身體學

習經驗慢慢累積在他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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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企業伙伴合作大獎

百仁基金

舉辦《百仁導航計劃》

東華三院及百仁基金自2011年1月開始合辦「百仁導航計

劃」，結合社會福利機構及百仁基金屬下於本港各大企業

的資源及網絡，為成長於弱勢家庭的青少年及兒童提供全

方位職志體驗服務，並取得優良效果。計劃內容包括「行業

探索」、「暑期職志體驗」及「場職配對」三個項目。計劃推

行至今已踏入第三屆，參加人數超逾1200人次，獲超過30間

企業提供多項行業探索、工作體驗及培訓機會。行業包括酒

店、演藝、物業管理、餐飲、公共關係及零售等行業，除協助

參與青少年生涯規劃，更明白到除學歷以外，其他素質如溝

通、人際關係、主動性、儀表等在工作環境的重要性。計劃將

於2013年安排參加者走出香港，到訪國內大型企業進行考

察，進一步擴闊個人視野，為將來投身職場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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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第二及第三期）》

百仁基金繼續支持由本院主辦，勞工及福利局撥款的『兒

童發展基金第二及第三期計劃』，為逾240位10-16歲，來自

低收入家庭的學童提供配對儲蓄，讓他們透過目標儲蓄、師

友計劃及個人發展目標三個層面，為個人建立夢想及訂定發

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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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企業伙伴合作大獎

MAKE UP FOR EVER Academy　非常作

非常作MAKE UP FOR EVER Academy
於2007年7月起，成為東華三院賽馬會利東綜合服務中心

「I+O Styling Studio 全面美型格影樓」計劃的合辦伙伴，

提供專業化妝指導及協辦專業化妝課程，讓南區內低學歷、

低動機及低技術的青年和缺乏市場競爭力的婦女可學得一技

之長，提升個人的專業技能，成為擁有市場認可資格的專業

人才，為自己開拓更多良好的專業發展機會。

自合作開始，非常作MAKE UP FOR EVER 
Academy透過其於化妝界之龐大網絡，為計劃學員

提供相關實習機會及工作配對，包括「酷愛張敬軒2008演唱

會」化妝實習、「Love & Beloved任賢齊演唱會」、「古巨基

EYE FEVER演唱會2009」化妝實習等，其院校之專業化妝

團隊及導師不單把專業化妝技巧教授於學員，更以身作則，

將其專業工作態度及積極人生觀灌輸予學員，成為學員不斷

努力讓自己進步的學習目標。除此之外，非常作MAKE 
UP FOR EVER Academy更給予本計劃相關

專業支援，包括為本中心之「青少年自家創作音樂劇2007

」提供義務專業舞台化妝服務，讓本中心的「I+O Styling 

Studio 全面美型格影樓」計劃學員能與其他專業化妝師交

流技術與心得，汲取寶貴的經驗，並充分落實體現跨界別協

作精神。

非常作MAKE UP FOR EVER Academy
更義務擔當本計劃之發展顧問，為計劃發展及配套活動提供

專業及創新意見，務求發展更高質素的服務，並帶動更多相

關商界網絡，豐富計劃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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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映傳情攝影及錄影製作有限公司
Amazing Grace Productions Ltd.

恒昌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Apex Insurance Brokers Ltd

服務計劃： ‧ 為「全面美型格影樓 I+O Styling Studio」提

供支援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利東綜合服務中心

服務計劃： 「We Can Do It」工作體驗計劃2012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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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署
ArchSD Volunteer Service Team

阿仙奴（香港）足球學校
Arsenal (HK) Soccer School

服務計劃： ‧ 「耆樂安居」家居維修計劃

‧ 油「深」出發

‧ 同修新彩油漆計劃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群芳幼兒園

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賽馬會展勤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東華三院賽馬會展毅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服務計劃： ‧ 越峰正能量－越峰之友足球訓練小組

‧ 越峰「運動teen才」訓練小組

‧ 活出正能量－越峰之友足球訓練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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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保險有限公司
Asia Insurance Co., Ltd.

Abelau.com

服務計劃： 以愛建晴天計劃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

服務計劃： 「鎏金歲月。耆倩妙影」活動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方樹泉護理安老院

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許莫德瑜護理安老院

東華三院伍若瑜護理安老院

東華三院包兆龍護理安老院

東華三院伍蔣惠芳護理安老院

東華三院戴東培護理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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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工程有限公司
Associated Engineers, Limited

醫療輔助隊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服務計劃： ‧ 夏季生日會

‧ 工展顯關懷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頤景護理安老院

服務計劃： 提供非緊急救護服務車運送服務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九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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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香港）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寶芝林蘇志剛國術龍獅會
Bao Zi Lin So Chi Kwong 

Chinese Martial Art Dragon and Lion Dance Association

服務計劃： ‧ 童心小天使

‧ 快樂家庭遠足

‧ 快樂家庭「親子bowl一bowl」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服務計劃： ‧ 龍情有您互助網絡計劃﹕情繫洪拳班

‧ 龍情有您互助網絡計劃豐收盛典

‧ 龍情有您互助網絡計劃﹕新春燃愛在美督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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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Bell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博善廣識有限公司
Bliss Concepts Limited

服務計劃： ‧ 向公司客戶推介社企產品。

‧ 向國內員工推介良心消費及社企理念。

受惠單位： TWGHs iBakery and iBakery Gallery Café 

服務計劃： 支持大角咀麥太社會企業發展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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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伴我行（香港）基金會
Bring Me a Book Hong Kong

致富証券有限公司
Chief Securities Limited

服務計劃： Bring Me a Book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幼兒服務）

服務計劃： 龍情有您互助網絡計劃﹕新春探訪慶龍年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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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便利店
Circle K Convenience Stores (HK) Limited

準提閣佛學會有限公司
Chun Tei Kok Buddhist Association Limited

服務計劃： 捐贈物品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服務計劃： 於2012年贊助成立「東華三院準提閣佛學會生命

同行坊」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準提閣佛學會生命同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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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CITYBASE PROPERTY MANAGEMENT LTD

服務計劃： 歡樂時光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馬鄭淑英安老院

城巴有限公司
Citybus Limited

服務計劃： ‧ 香港賽馬會特殊馬拉松2012 

‧ 新巴城巴「一體一藝2011-2012」

－　隨想隨畫Art Jamming

－　堆沙設計比賽

－　非洲鼓樂工作坊

－　卓越義工嘉許禮暨智障人士藝術分享會

‧ 新巴城巴「一體一藝2012-2013」

－　燒烤廚神大比拼

－　安全勇士樂滿FUN

－　 1．2．3．CHEERS

－　卓越義工嘉許禮暨智障人士歌唱表演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方樹泉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26　│　東華三院企業伙伴合作嘉許典禮2013特刊



土木工程拓展署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服務計劃： ‧ 母親節朱古力製作活動

‧ 青馬大橋深度之旅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老爺車會
Classic Car Club Of Hong Kong

服務計劃： ‧ CARE VISIT 關懷之旅 

‧ 東華三院「友心情」網上電台：從心出發在乎

您，積極人生創新天【電車及老爺車巡遊2012】

暨嘉年華  

‧ 遮打道老爺車展暨最優雅老爺車選舉2012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黃竹坑服務綜合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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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Cogent Property Services Ltd.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CLP Power Hong Kong Ltd.

服務計劃： 「We Can Do It」工作體驗計劃2012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服務計劃： 綠倍動力再生能源系統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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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龍明珠有限公司
Dragon Pearl Cruise

惜食堂
Food Angel

服務計劃： 「We Can Do It」工作體驗計劃2012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服務計劃： 剩食再造愛心飯盒 (深水埗區)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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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創建機電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FSE Engineering Group Ltd.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Gammon Construction Limited

服務計劃： 端午節「愛心糭」送贈活動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準提閣佛學會生命同行坊

服務計劃： ‧ 全英書院開學禮

‧ 金門歌舞昇平樂寶鍾

‧ 金門金曲耀寶鍾

‧ 鄉郊復康加油站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寶鍾全英安老院

東華三院伍蔣惠芳護理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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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基兆業地產集團（物業管理部）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Henderson Land Group (Property Management Department) - 

Hang Yick Properties Management Limited 

恒生銀行
HANG SENG BANK

服務計劃： 風采亮人生2012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馬興秋安老院

服務計劃： ‧ 綠色家事法寶

‧ 傳統花燈紮作

‧ 城市歷奇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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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菜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Home Feel Catering Group Ltd.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Hong Kong Deposit Protection Board

服務計劃： 在職青少年工作計劃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服務計劃： ‧ iBakery製作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2012電視廣

告中的大麵包。

‧ 國金二期舉辦之傳媒午宴

受惠單位： TWGHs iBakery and iBakery Gallery Café

32　│　東華三院企業伙伴合作嘉許典禮2013特刊



消防處義工隊
Hong Kong Fire Service Department 

Volunteer Team

文化葫蘆
Hulu Culture

服務計劃： ‧ 「凝聚家‧愛相隨」服務十週年暨懇親日

（春茗）慶祝活動 

‧ 維園花展2012 

‧ 無盡心意賀端午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東區）

服務計劃： ‧ 「We Can Do It」創意文化學習計劃2011

‧ 「We Can Do It」工作體驗計劃2012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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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HUTCHISON WHAMPOA LIMITED

香港沙田凱悅酒店
Hyatt Regency Hong Kong, Sha Tin

服務計劃： ‧ 太陽計劃

‧ 太陽計劃之母親節及父親節慶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莫黃鳳儀安老院

服務計劃： 「滙」聚耆情友伙計劃2011－2013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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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事務處義工隊
Immigration Department Volunteer Work Team

國際斯佳美容協會
International CICA Association of Esthetics

服務計劃： ‧ 「12/13愛老顯關懷」

‧ 「愛心1+1．儘在挪亞方舟」

‧ 「康健耆年．洋溢瀝源」長者健康嘉年華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馬興秋安老院

服務計劃： ‧ 畫出好心情 － 美容課程 

‧ 斯佳畫出你我好心情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黃竹坑服務綜合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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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國際 
Jon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Jones Lang LaSalle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服務計劃： ‧ 騎師初體驗

‧ Art Jam in the Wild

‧ 粽是有源

‧ 製餅友源人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馬興秋安老院

服務計劃： 敬老愛老獻關懷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陳嫺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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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1 Concepts Limited 

金盈顧問有限公司
Kamyin Consultants Limited

服務計劃： 喜慶洋洋團拜賀新春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服務計劃： 「We Can Do It」工作體驗計劃2012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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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樂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Kiu Lok Service Management Co., Ltd.

金城營造集團
Kum Shing Group

服務計劃： ‧ 關懷長者計劃 

‧ 美化院舍大行動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戴麟趾安老院 

東華三院呂氏（兄弟）安老院

服務計劃： ‧ 善膳幹線社區關懷計劃-招聘日

‧ 營聚大使社區探訪－端午篇 

‧ 魯班先師寶誕暨生日聯歡晚會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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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忠巴士集團有限公司
Kwoon Chung Bus Holdings Limited

香港旺角朗豪酒店
LANGHAM PLACE MONGKOK, HONG KONG

服務計劃： 「滙」聚耆情友伙計劃2011-2013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服務計劃： 歡樂顯豪情 ~ 有心「撕」相架、花花世界及聖誕

聯歡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戴東培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東華三院企業伙伴合作嘉許典禮2013特刊　│　39



顏世倫 劉世民律師事務所
LAU & NGAN Solicitors

嶺南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Ling Nam Medicine (HK) Ltd.

服務計劃： ‧ 龍情有您互助網絡計劃：新春燃愛在美督

‧ 龍情有您互助網絡計劃豐收慶典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

服務計劃： 捐贈物品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芷若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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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青年商會
Lion Rock Junior Chamber

美心集團
Maxim’s Group

服務計劃： ‧ 義不容「遲」2011之傑出「義」職人士選舉頒

獎典禮

‧ 義不容「遲」2011之義職服務體驗日–愛心雙

親節

‧ 義不容「遲」2012之傑出「義」職人士嘉許禮

‧ 義不容「遲」2012之全港義職日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服務計劃： 「滙」聚耆情友伙計劃2011-2013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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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FACE HK LTD 

安柏菲集團公關及廣告有限公司
MP3 Communications Group Co., LTd.

服務計劃： 為活動提供資金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熱線及外展服務隊

服務計劃： 推介社企產品及良心消費

受惠單位： TWGHs iBakery and iBakery Gallery Caf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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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公司
MTR Corporation Limited

天然護髮用品有限公司
Natural Hair Treatment Centre Co. Ltd.

服務計劃： ‧ 燈飾齊欣賞2012

‧ 大埔小白露BBQ

‧ 添馬公園一日遊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健逸之家

服務計劃： 「We Can Do It」工作體驗計劃2012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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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Nestle Hong Kong Ltd.

新中國洗衣
New China Laundry

服務計劃： ‧ 雀巢義工親子活動日

‧ 長者健康講座

‧ 愛心夜冷墟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服務計劃： 新中國愛心義洗2012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44　│　東華三院企業伙伴合作嘉許典禮2013特刊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New World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New World First Bus Services Limited

服務計劃： Biciline － 單車生態遊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服務計劃： ‧ 香港賽馬會特殊馬拉松2012 

‧ 新巴城巴「一體一藝2011-2012」

－　隨想隨畫Art Jamming

－　堆沙設計比賽

－　非洲鼓樂工作坊

－　卓越義工嘉許禮暨智障人士藝術分享會

‧ 新巴城巴「一體一藝2012-2013」

－　燒烤廚神大比拼

－　安全勇士樂滿FUN

－　 1．2．3．CHEERS

－　卓越義工嘉許禮暨智障人士歌唱表演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方樹泉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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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NWS Holdings Limited

嶺南大學服務研習處
Office of Service-Learning, Lingnan University

服務計劃： ‧ 創建活力迎奧運

‧ 工展顯關懷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方樹泉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服務計劃： ‧ 暑期服務研習所

‧ 「思‧動‧獻」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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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ources Company Limited

彭耀樟律師事務所
Pang & Associates

服務計劃： ‧ 贊助中心大型活動之製作

‧ 協助房間裝修及翻新工程

‧ 贊助中心青少年自家創作音樂劇的舞台道具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利東綜合服務中心

服務計劃： 「We Can Do It」工作體驗計劃2012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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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盈科
PCCW

品誠梅森律師事務所
Pinsent Masons

服務計劃： ‧ 希望戶口計劃

‧ 天廚 － 鄰舍互助計劃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服務計劃： ‧ 青少年暑期實習計劃 

‧ 共融聖誕派對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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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ul

培力（香港）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PuraPharm International (HK) Ltd.

服務計劃： 動物嘉年華2012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洪王家琪幼兒園

服務計劃： ‧ 採購社企產品送贈公司客戶

‧ 向客戶推介良心消費及社企理念

受惠單位： TWGHs iBakery and iBakery Gallery Caf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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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鐘扶輪社
Rotary Club of Admiralty

三星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Samsung Electronics Hong Kong Co., Ltd.

服務計劃： 無毒青年友出路計劃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服務計劃： 捐贈物資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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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科技有限公司
Sanwa Technologies Limited

SCMP Charities Ltd.

服務計劃： 「We Can Do It」工作體驗計劃2012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服務計劃： Love Moving On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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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集團
Sino Group

註冊財務策劃師協會
Society of Registered Financial Planners (HKRFP)

服務計劃： ‧ 夏日綠小子 

‧ 信和冬日送暖家庭探訪 

‧ 信和熱湯暖中心

‧ 信和友心人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

服務計劃： 「財智Goal飛」教師社區協作計劃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健康理財家庭輔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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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Standard Bank Plc, Hong Kong Branch

文具通
Stationary Express

服務計劃： 中秋關懷探訪及慶祝活動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服務計劃： 「We Can Do It」工作體驗計劃2012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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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 新地義工Team力量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Limited – SHKP Volunteer Team

新英貿易公司
SUN YING TRADING COMPANY

服務計劃： ‧ 「細蚊劇社－天水圍兒童粵劇發展計劃」

‧ 龍情有您互助網絡計劃﹕龍精虎猛喜迎春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服務計劃： 捐贈物品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芷若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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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星集團
Super Star Group

太極耆緣養生會
Tai Chi Qi Yuan Well-Being Club

服務計劃： ‧ 天廚 － 鄰舍互助計劃

‧ 生活全接觸 － 青少年工作體驗計劃

‧ 工展顯關懷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服務計劃： 長者太極運動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安老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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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測量師學會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urveyors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and China Gas Company Limited

服務計劃： 擦亮童心伙伴同行計劃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服務計劃： 煤氣溫馨<餸>暖計劃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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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服務計劃： ‧ 「滙」聚耆情友伙計劃2011-2013

‧ 兒童發展基金（第三期）沙田區計劃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賽馬會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服務計劃： ‧ 「全方位學習工作坊」2011/2012  

‧ 香港賽馬會特殊馬拉松2013

‧ 工展顯關懷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東華三院復康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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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生命計劃
The Outstanding GIVERS

服務計劃： ‧ 「魔幻耆兵樂繽紛」

‧ 與「米奇」有個約會

‧ 星星幫LOVE HK 2012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方肇彝長者鄰舍中心

東華三院洪王家琪幼兒園

東華三院香港鑪峯獅子會幼兒園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香港律師會—青年律師小組
The Law Society – Young Solicitors’ Group

服務計劃： ‧ 天文地理全接觸 － 科學館之旅 

‧ 復活蛋復活喇 及 美味廚房

‧ 耆樂無窮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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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到寶文具精品店
Treasure Hunter

服務計劃： 捐贈物品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熱線及外展服務隊

富得拍賣行有限公司
Treasure Auctioneer Limited

服務計劃： ‧ 『我圓我夢』殘疾人士展藝計劃 － 慈善拍賣

‧ 『我圓我夢』殘疾人士展藝計劃 － 藝苗資助

計劃 

‧ 『我圓我夢』殘疾人士展藝計劃 － 界I & II 

畫展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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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航空公司
United Airlines

服務計劃： ‧ United Community Fun Day

‧ English For Fun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迪德施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TWC Management Ltd

服務計劃： 「We Can Do It」工作體驗計劃2012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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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社會企業
Wofoo Social Enterprises

服務計劃： 星星幫Love HK 2012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富國銀行
WELLS FARGO BANK, N.A.

服務計劃： ‧ 家國同歡迎聖誕 

‧ 秋季壽宴 

‧ 聚首一堂慶中秋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頤康護理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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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孚行有限公司
Zung Fu Company Limited

服務計劃： 「滙」聚耆情友伙計劃2011-2013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
Women’s Welfare Club Western District, Hong Kong

服務計劃： ‧ 「We Can Do It」創意文化學習計劃2011

‧ 「We Can Do It」工作體驗計劃2012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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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eather Workshop

服務計劃： 捐贈物品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熱線及外展服務隊

蘇黎世保險集團（香港）
Zurich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td.

服務計劃： ‧ 聖誕聯歡會活動 

‧ 「齊齊講故事」活動

‧ 2011聖誕同樂蘇黎世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東華三院捷和鄭氐幼兒園

東華三院伍尚能紀念幼兒園

東華三院群芳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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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持企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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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持企業／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

• 上海總會理事長

• 上福有限公司

• 大生銀行有限公司

• 大華皮革貿易有限公司

• 大鴻輝興業有限公司

• 中華製漆（1932）有限公司徐展堂慈善基金

• 六福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 友聯紙盒印刷廠有限公司

• 永成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 任合興行

• 任錫五汽車有限公司

• 伍宜孫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 好收成企業有限公司

• 安全貿易有限公司

• 成功集團有限公司 

• 百備有限公司

• 明輝鞋業

• 東遠堂有限公司

• 信善紫闕玄觀有限公司

• 致誠製衣廠有限公司

•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香港珠寶玉石廠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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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持企業／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

• 香港道德會－屯門善慶洞

• 密法歸華慈善基金

• 康馳集團

• 得威國際有限公司

• 富邦航運有限公司

• 智韜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

• 華富集團

• 華廈置業有限公司

• 嗇色園

• 愛源發展有限公司

• 新世界時計國際有限公司

• 新法書院

• 義平有限公司

• 資訊科技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 道德善堂有限公司

• 頌謙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 德成昌有限公司

• 德惠基金

• 德鋒國際控股（1977）有限公司

• 樂善公益基金會

• 聯合水族用品有限公司

• 櫻雲時錶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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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持企業／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

• China Gold Industries Ltd.

• Edward Li Co Ltd.

• Ho Man Fat Memorial Foundation Ltd.

• Hong Kong Pacific Investments Ltd.

• Hong Kong Overseas Club Ltd. 

• Kong Can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HK) Limited

• Koon Wah Mirror Factory Ltd.

• L&T Charitable Foundation Ltd.

• Larry Jewelry

• Lee Hysan Foundation Ltd.

• Lee Shiu Family Foundation Ltd.

• Lo Ka Chu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Ltd.

• Luen Thai International Group Ltd.

• Sir Robert Ho Tung Charitable Fund

•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K) Ltd.

• Worldfield Co. Ltd.

• You Eal (HK)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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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THER &

TRADING CO., LTD. 

義工服務
開啟豐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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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開啟豐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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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Campaign
拉闊生活義工推廣運動

東華三院iPhone義工服務Apps
功能： 義工服務簡介

東華三院社會服務地點搜尋

義工服務紀錄及活動提示

Key words搜尋： Tung Wah或Volunteering

義務工作是指任何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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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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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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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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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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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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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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類別

義工服務對象包括各種年齡的人士，如兒童、青少年、成人及老人等，他們可能是身體健全、可

能是智障或傷殘，亦可能是戒毒康復或在接受感化的一群，或是有需要的家庭及大眾人士等。

義工服務範疇十分廣泛，並不局限於社會福利服務，其實還包括醫療、教育、衛生、環境、居

住及公共秩序等工作。常見的服務範疇有以下數類：

文書 如打字、文件整理、圖書執拾及管理翻譯、電腦操作等

教練 如協助語言、音樂、體育運動的訓練項目

康樂 提供娛樂／康樂活動予不同類別的服務對象

護送 看顧和護送行動不便的傷殘人士、缺乏人照料的孩童、體弱的長者等

探訪 探望那些無論住院或留在家裏的、缺乏別人關懷的病者、長者、兒童、弱

能人士

勞動 如協助社區改善環境、或不能自助的人士進行家居清潔

結伴為友 義工以大哥哥、大姐姐的身份，輔助兒童及青少年成長，或以朋輩的身份，

關懷有需要的人士，協助他們投入社會，增強他們對生活的信心。

功課輔導 協助學業有困難的學生處理功課疑問；提供有延續性及經常性的服務

調查工作 協助機構搜集研究資料或作資料處理

美術設計 設計海報、單張或美化壁佈板，協助機構宣傳活動和出版工作等

聯絡／接待 協助機構籌辦活動時的聯絡及接待工作，協助詢問處接待服務等

策劃大型活動 由義工學習組織及策劃大型活動，如晚會、遊戲或開幕典禮

專業協助 義工以其專業知識協助服務對象及機構改善服務如醫療、康復工作、電腦

程式設計、影音製作等

家居維修 協助長者或其他有需要人士維修家居用品如電器、喉管、換燈泡等

在服務的過程中，義工或直接與服務對象接觸，提供所需要的服務；或參加委員會工作，負

責籌劃、制定政策之任務或作其他專業及技術性的協助；但基本上，任何一項有利於改善社

區生活的服務，義工都可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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