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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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統籌本院的義工發展及推動工商企業及專業團體合作義工服
務計劃。

為促進民、商、官三方面的合作，本院於2019年1月30日舉行「東華三院企業伙
伴合作嘉許典禮」，邀得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太平紳士蒞臨主禮，嘉許與東華
三院合作的企業伙伴，以表揚其對社會的持續貢獻；特別嘉許獎項包括「持續貢獻
星光大獎」頒予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傑出企業伙伴合作大獎」頒予中華電力
有限公司、協興建築集團旗下包括協興建築有限公司、惠保(香港)有限公司以及惠保
建築有限公司、國際斯佳美容協會、離島扶輪社及香港測量師學會；「優秀企業伙伴
合作獎」頒予紀研設計有限公司、Haagen-Dazs™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及陽明山莊；本院多謝上述企業多年來積極推動
義工服務，透過與本院合辦的社區服務計劃，回饋社會。

香港要建立關愛社會，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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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及專業團體，沒有您們的支持，本院
的社會服務實難以順利開展。期望未來一年，東華與各企業團體透過更緊密的合作，
凝聚各方力量，把點點星火凝聚成壯麗星河，映照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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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伙伴合作計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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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以專業團隊和優質服務見稱，透過自身專長時刻關心社會動向，設身處地去了解不同人士的需
要。一直以來，星展積極鼓勵員工參與義務工作，加深與社區的關係，建立同理心及幫助有需要的人，實踐並宣揚「Live more
活出大意義」的企業精神。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自2009年與東華三院開始建立合作伙伴關係，共同商討義工服務計劃，與東華三院賽馬會天
水圍綜合服務中心及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舉辦兒童學習計劃活動，為基層兒童提供定期的戶外活動，藉此
讓兒童帶來開心的學習機會，增廣見聞。此外，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亦非常支持東華三院的社會企業，例如與幼兒
參與東華三院 iBakery及東華三院兩生花花店舉辦的教育活動，推動社會共融。

第五屆 － 持續貢獻星光大獎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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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回應人口老化和各界對認知障礙症的關注，星展義工隊自2014年
與東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緊密合作，結合來自商界和社福界
的資源：東華社工的專業和紮根沙田30年對長者的認識，以及2,410
星展義工人次的活力，為超過2,000人次的獨居和兩老同住的長者提
供鄰里聯繫及預防認知障礙的服務。

「星展義工隊ｘ東華三院活齡計劃」依據長者的興趣和能力，
第一年開展「星展園藝大使」服務計劃。義工學習初步認知障礙檢測
後，與長者一同製作花藝作品，互相陪伴培養興趣，紓緩認知障礙對
長者社交和情緒的影響，亦有助義工減壓。

義工與長者交流後得到啟發，得出2017年「星展友『營』大使」服務
計劃：鼓勵長者參與生態體驗，並以飲食和香薰刺激他們的認知。義
工從長者改善了的表現得到成就感，繼而發展多元刺激感覺以延緩長
者認知能力的衰退。

2018年之主題「活在當下」，以食物作記憶的起點，由長者口述加上
義工筆錄一段段他們的回憶，製作「生命故事冊」，讓長者可以正面
重整經歷，重建生活價值及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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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企業伙伴合作大獎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除了為市民提供安全可靠的電力供應外，更關心社群，致力回饋社會，一直與社福機構合作，緊貼社會需要，設計
及推行適時到位的服務。

東華三院是中華電力重要社區夥伴之一，多年來合辦不同關愛社區項目，服務涵蓋安老、教育及基層家庭，2015至2018年間
的主要合作包括：
•  2015 – 2016年：中電「老友記嘆早茶」活動參與社福機構之一，協助提名長者名單及分派早茶券
•  2015 – 2018年：中電「全城過電」計劃社區夥伴之一，推薦計劃受惠基層人士
•  2015、2017及2018年：中電「和您一起過節」活動合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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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義工隊亦與東華三院緊密合作，積極參與東華三院企
業義工服務日，並邀請東華三院的資深社工培訓中電義工隊
的領袖，讓他們掌握社會服務最新發展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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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企業伙伴合作大獎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惠保建築有限公司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惠保(香港)有限公司及惠保建築有限公司推動義務工作不遺餘力，於2002年共同成立
「協興 － 惠保義工隊」。協興和惠保過去6年一直與東華三院龐永紹長者鄰舍中心合作無間，一起服務長者人口眾多的坪石
邨，舉辦活動予獨居、雙老、領取綜援長者、隱蔽長者及需要支援的長者；2018年起，義工隊將服務範圍擴展至觀塘區內的新發
展區 - 安達臣區，與東華三院邱木城長者鄰舍中心合作，服務安達邨及安泰邨的長者。直至本年度，共服務約500名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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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興 － 惠保義工隊」義工代表每年與職員一起討論年度合作計劃，深入了解
長者的需要，為中心長者度身訂造不同類型的活動。義工隊善用企業資源及專長，
與本院兩間長者鄰舍中心合作舉辦技術義工服務，為坪石邨長者提供家居維修服
務，如油漆翻新、更換LED慳電光管及燈膽服務外；今年亦為安達邨及安泰邨新居
入伙的長者加裝掛鈎、層板，令長者生活更便利。義工包括來自協興及分判商的油
漆工人外，亦包括持有電工A牌的技工，至今已服務超過170個住戶。除長者家居維
修服務外，每年亦舉辦多項節慶以及外出旅行活動，過去數年，義工帶領長者踏遍
港九每個角落，接觸新事物，讓長者晚年生活更多姿多采。

「協興 － 惠保義工隊」上下一心，一直致力實踐企業社會責任，除管理層大力
推動義工服務外，義工們亦熱情投入，在活動中發放正能量，實在是我們不可多得
的長期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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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企業伙伴合作大獎

國際斯佳美容協會

自2008年開始，國際斯佳美容協會與東華三院黃竹坑服務綜合大樓合作了很多有意義及極具果效的活動，而服務對象更
是遍佈不同階層，包括長者、精神病復元人士和社區坊眾，受惠人士眾多。

除了每年的節日探訪活動，斯佳義工團隊為本院的院友悉心預備豐富的表演和禮物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對院友的關懷和愛
心，每一個甜美的笑容和親切的問候都為院舍居住的院友帶來份外的窩心暖意。除此以外，國際斯佳美容協會於2012年
更開始全力支持關注精神健康的活動，除了在東華三院Radio-i-Care友心情網上電台每年的大型精神健康教育活動中擔任
重要的角色，身體力行於街站及攤位向市民宣傳情緒健康的重要外，更為每年的舞台劇擔任義務化妝及造型設計工作，讓一
班參演的中學生及精神病復元人士更有自信地踏上舞台。我們在2016年公演的【有一種幸福叫感恩】話劇及2017年的【生命
樹】話劇公演均大獲好評，國際斯佳美容協會的確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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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年最矚目的盛事就是「畫出好心情」美容化妝課程。在2009年至2018年期間，國際斯佳美容協會連續十年舉辦「畫
出好心情」美容化妝課程，透過專業美容導師教授的美容技巧、輔以本院社工的專業輔導，讓一班復元人士走出情緒的低谷，
重新認識自己、欣賞自己。每年的「畫出好心情」畢業禮，畢業生在導師的悉心指導和裝扮後，在觀眾面前行「貓步」展露出充
滿自信的笑容；而這份好心情亦帶動這班婦女更有信心和有目標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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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企業伙伴合作大獎

離島扶輪社

離島扶輪社光榮基金於2013年開始，共贊助$1,182,000舉辦「青草屯計劃」，結集不同社區力量，服務人數超過230人。計
劃為家庭資源匱乏的小學生提供上門一對一及小組功課輔導服務、親職教育課程及青年導師職志活動。

離島扶輪社委員提供金錢及非金錢上的支援。委員積極地向中心了解計劃進行的情況，在過程中提供不同的建議，例如協
助訂立計劃收生準則及關注如何從家庭及青年導師的介入，而提升對小學生的學習支援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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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離島扶輪社委員每年更主動安排社會領袖探訪予小學生
及青年導師參與，例如安排學生到店鋪及證劵公司，以訪問營商經
驗及安排體驗實習小店員，讓小學生了解成功背後的元素。小朋友
與委員之間的互動，除了讓小朋友增加生活的體驗之外，亦讓委員
更明白現在小學生的需要。而今年度，委員更主動為計劃的青年導
師提供工作實習機會，讓青年導師於在學期間得到不同的工作體
驗。

最後，委員亦會每年定期參與計劃活動，例如計劃結業禮、啟動
禮、中秋節日親子活動，嘉許參加者的學習成果及了解參加者的需
要。在嘉許禮中，家長可以與委員們分享參與計劃的得著及分享生
活上的點滴，肯定了計劃的成效，讓委員們更清楚計劃對家庭的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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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企業伙伴合作大獎

香港測量師學會

香港測量師學會自2010年開始，成為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Project SPARKLE「擦亮童心」伙伴同行計劃
的合辦伙伴。本計劃透過師友配對形式，每年服務及指導約30位來自天水圍6至12歲的小朋友，向他們展示關懷和愛心，擦亮
他們的心靈。

過去八年，來自香港測量師學會的專業測量師及東華三院的社工團隊，為計劃的兒童舉辦了一系列的訓練、探訪、社區義工
服務及戶外活動等。藉著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擴闊兒童的生活圈子，培養他們積極樂觀的態度，亦提供機會讓師友之間建
立親切的關係。良好的師友關係，不但有助兒童的個人發展及家庭關係，同時，義工們更可以鼓勵他們突破生活上的種種困
難及限制，以積極正面的態度，迎接成長的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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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企業伙伴合作獎

紀研設計有限公司

紀研設計有限公司致力支援弱勢社群，現時體弱長者、殘疾人士往返醫院或地區診所覆診，一般會使用復康交通工具，
但此類服務嚴重不足，而能接載輪椅上落的復康的士費用高昂，清貧長者根本無力承擔費用。為顧及清貧長者及殘疾人士
日常覆診之交通需要，「覆診易」長者接送計劃主要接載有需要的長者及殘疾人士往返區內的公立醫院及分區診所，減輕照
顧者的生活重擔，讓體弱長者免受交通勞頓之苦。紀研設計有限公司捐贈兩部附設輪椅升降設備的日本福祉車，正式於
2018年5月投入服務，預計每年可為居住於沙田及大埔區的清貧長者及復康人士提供約4,000人次的免費接載服務。

16　│　東華三院企業伙伴合作嘉許典禮2019特刊

此外，紀研設計有限公司亦大力支持東華三院膳東軒的服
務，並資助裝修工程及相關設備，提供專業意見，讓每一吋空
間均能善用，亦選用了不少特色建築材料，促使飯堂設計非
凡，猶如走進餐廳，讓長者在舒適的環境下享用膳餐，樂在其
中。

2018年11月18日長者日，紀研設計有限公司於一間西班牙
餐廳舉辦「新耆嘗在心」歡樂午宴活動，宴請了接近80位長者
參與，他們均表示人生第一次品嗜西班牙菜。是次活動，正讓
長者們接觸不同新事物外，亦讓他們感受到社會人士對他們的
關愛，締造互愛關懷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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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企業伙伴合作獎

Haagen-Dazs™
(General Mil ls Hong Kong Limited)

由2017年開始，連續兩年的夏天，東華三院  iBakery都與Häagen-Dazs™攜手合作，推出期間限定甜點，指定
Häagen-Dazs™雪糕會配上東華三院 iBakery美味無添加手工曲奇，讓市民一方面品嚐美味的消暑甜點，一方面
認識 iBakery所推廣的共融理念。此外，亦通過一連串不同形式的聯合推廣活動，如月餅及超市促銷活動，一起推動品
牌發展，令東華三院 iBakery透過更多不同渠道，接觸更廣闊的顧客層面。這次Häagen-Dazs™與東華三院 iBakery

成為合作伙伴，全因雙方秉持同一理念，通過製作注重品質和手藝的食品，一起推動「不同能力，同一熱愛」的共融理
念，用甜蜜滋味把愛傳遞，讓快樂笑容傳遍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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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企業伙伴合作獎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後稱「香港迪士尼」)邀請東華三院煮餸易生產中心，希望透過外判部份非主要的食品加工工作，
能協助弱勢社群就業及提供培訓機會。

這次合作達到雙贏局面，既能配合香港迪士尼內餐飲產品開發的需要，又能透過惠顧社企產品服務，提供就業及培訓機會
與更多不同能力人士，賦與食品採購更多一重意義。

20　│　東華三院企業伙伴合作嘉許典禮2019特刊

香港迪士尼非常重視食品安全和質量，對選擇食品供應商十分嚴謹。安全方面，
東華三院煮餸易生產中心已考獲HACCP食品安全國際認証，再經過香港迪士尼食
品安全部的協助檢測，是次合作方才順利開展。質量方面，香港迪士尼亦提供不同
專業意見作參考，力求盡善盡美。

在現階段，香港迪士尼委託東華三院煮餸易提供兩款食品加工工作，未來將繼續
合作，希望能推展更多合適的計劃，幫助更多的弱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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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企業伙伴合作獎

陽明山莊

陽明山莊一直支持東華三院 iBakery，透過一系列活動協助我們拓展銷售網絡，一起推廣社企產品和共融理念。「慈善曲奇義
賣日」已成為每年一度重點合作項目，陽明山莊動員超過50名同事義務參與，反應熱烈，成績令人鼓舞，義賣所得收益全部
轉交東華三院 iBakery，用作培訓殘疾人士及支持社企運作。

除此之外，陽明山莊於其餐廳及大堂代售曲奇產品，並於日常業務運作中採用東華三院 iBakery曲奇產品，如在迎賓禮籃及
餐飲服務中，採用我們的各款曲奇，務求令其會員及客人通過不同渠道、任何時候都有機會接觸東華三院 iBakery產品。而這
個與企業合作的模式，亦成為日後東華三院 iBakery與更多企業合作的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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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 – 持續貢獻星光大獎(2016年)

信和集團

信和集團的社區服務致力培育年青一代發展，重視兒童及青少年的成長，並積極鼓勵員工身體力行參與不同的義務工作，為
社會出一分力。自2009年，信和集團的義工隊「信和友心人」與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建立長期伙伴關係，從
社會服務、環保及文化藝術等範疇推行義工服務，關懷社區，至今已有500名以上人士受惠。

2012年至2017年期間，信和集團透過每年的「信和兒童師友計劃」提供具啟發性的藝術活動，關愛環境的園藝教育活
動，以及具前瞻性的科創教育活動，有助基層家庭兒童拓闊視野及接觸不同新事物，為未來學習建立基礎。至2018年，
信和集團透過「社區關懷計劃2018」提供各項以綠色生活、藝術創意及團隊合作為主題的義工訓練活動，讓基層兒童
學習新技能。「信和友心人」持續關懷社區，曾參與活動包括：社區關懷計劃2018(義童學堂)、信和兒童師友計劃(義童良
伴)、Go Code程式小先鋒及飛躍創夢獎勵計劃，與「信和友心人」攜手服務社區，發揮助人自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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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信和集團亦持續支持本單位的社會企業發展，
至今該服務已為160名弱勢社群人士提供工作機會、就
業培訓及工作實習，幫助基層家長及青少年提升工作
能力以改善家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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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 – 持續貢獻星光大獎(2013年)

王氏港建集團有限公司

王氏港建集團一直鼓勵企業員工參與社會事務，除了參與義工服務外，亦非常欣慰看到青年人透過學習中得到成長，王氏
港建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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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並豐
富其工作經驗。

除此之外，王氏港建集團本著關愛長者的信念，其義工隊更於2009年開始舉辦「流金歲月•耆倩妙影」活動，邀得著名攝影
師梁海平先生，持續到本院的安老服務單位巡迴為長者拍攝造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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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 持續貢獻星光大獎(2011年)

花旗集團

花旗集團致力鼓勵及支持員工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及義務工作，身體力行，回饋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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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持續資助，舉辦一系列的青少年理財教育活動，並於2016
年舉辦一系列理財、就業及創業教育活動 – 「青創３」教育計劃，為中學生舉辦生涯規劃及事業探索活動，讓他們在升學或
就業前更了解自己的志向。同時，計劃亦為中學、大專、大學及社區之青少年提供創業教育、體驗及實踐機會，以「東華市集」
為平台，讓參加者發揮及實踐創業意念，從中學習創業營商的知識與技巧，體會理財及資產管理的重要性，並提升個人創業
和就業的競爭力，邁向成功的人生。

為幫助解決貧窮問題，減少跨代貧窮，花旗集團與東華三院攜手於2007年起推行「『希望戶口』扶貧計劃」，以一比一的
配對儲蓄形式，協助低收入家庭累積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及社會資本，計劃得到花旗集團及攜手扶弱基金的贊助，東華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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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東華三院賽馬會利東綜合服務中心、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
務中心及東華三院朗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參與「『希望戶口』扶貧計劃」，現繼續於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及
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推行有關計劃。

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獲花旗集團基金及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基金的資助下，於2017-2019年推行「青年夢想家」計
劃；計劃的核心內容包括：儲蓄財富、資產建立、工作實習及生意試業，讓青年得以追尋夢想。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連續兩年獲得花旗集團贊助支持，於2017年舉辦「民間港故事(肆)」之「港生活．港快
樂」中學生創業比賽、及2018年舉辦「民間港故事(伍)」之「時代巨輪下的我」中學生創業比賽，鼓勵青年人發揮創意，創作他
們獨有的產品，一展所長，成就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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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每年舉辦的
「花旗集團全球義工日」，便會派出企業義工到東華三院轄下的單位進行義工服務，活動範圍包括關顧長者、傷健共融、
基層兒童服務及支持社會企業等，積極推動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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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瑪貝爾鑽飾有限公司

東華三院與瑪貝爾鑽飾有限公司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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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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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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 越半「更」精彩 - 社區教育計劃 (2012)
• 健康起動TM Health - Time to Manage your Health (2013)
• I-CARE HOME - 家居長者電子科技聯繫系統計劃 (2016)
• 紅寶石之旅 - 繽紛「耆」樂 (2017)

MaBelle的角色

捐款者
每年慷慨捐款推行嶄新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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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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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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香港基金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教育講座
•天天加油站探訪計劃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精進建築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於地盤提供位置予煮餸易
售賣健康衛生飯盒

•提供宣傳平台推廣煮餸易
產品業務

•邀請煮餸易成為精進地盤
指定膳食供應商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煮餸易生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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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德隆企業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耆」「義」盆菜迎中秋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何東安老院

百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支持「奔向共融 - 香港賽馬會特殊
馬拉松」

•支持「“Radio-i-Care”友心情網上
電台」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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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茂企業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長者探訪義工計劃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陳馮曼玲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東華三院富晴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東華三院陳婉珍
第三齡義工中心暨膳深軒

車路士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黃鳳翎足球訓練
•灣仔區足球訓練
• CROSS Fitness - 貝澳足球訓練班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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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 Ocean Park Fun Bash
•雲泉仙館及慈山寺參學之旅
•電子書捐贈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OK便利店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群」策「群」力Fun Fun Day
•待用曲奇計劃
•利亞同心參與賣旗日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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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亞零售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編織義工活動
•利亞同心參與賣旗日
•精品捐贈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香港老爺車會

服務計劃： •香港老爺車會－
遮打道香港老爺車大匯展

•「香港老爺車會」戊戌年
關懷之旅

• Radio-i-Care友心情網上
電台「慢活‧自在每一天」
藝術滿載老爺車遊藝會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黃竹坑服務綜合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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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直銷協會

基智系統

服務計劃：學徒工作體驗計劃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兒童住宿照顧服務

服務計劃： •兒童遊戲樂陶陶及銀河列車

•「童」行昂坪360

•一生一世夫妻日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伍尚能紀念幼兒園

•東華三院捷和鄭氏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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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豐盛服務顯愛心－
敬老護老樂悠遊

•端午節『愛心粽』送贈活動暨 
豐盛愛心接力慶端午

•暑假老友記超市購物樂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圓滿人生服務

•東華三院邱木城長者鄰舍中心

豐盛創建控股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豐盛創建關懷日
•豐盛人生‧樂在東華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船灣安老綜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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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 <<固鄉情>> 鄉郊支援服務計劃
•金門義工日管弦粵韻匯東華
•定期探訪活動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船灣安老綜合中心
•東華三院馬興秋安老院
•東華三院寶鍾全英安老院
•東華三院賽馬會利東綜合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利童(香港)服飾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利童服飾義工活動之桌上遊戲日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捷和鄭氏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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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好控股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小手仔，大創作
• My Dream Room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兩生花花店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結好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月花」活動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兩生花花店

•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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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帝斯國際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學徒工作體驗計劃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兒童住宿照顧服務

高銀金融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耆」動樂

•您我相聚一刻

•「鏈」心「鏈」愛敬雙親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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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善最樂

服務計劃：友義新天地共融義工活動
受惠單位： • 東華三院莫羅瑞華綜合

職業復康中心

• 東華三院賽馬會藝進
綜合職業復康中心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物業管理部 – 恒愛義工隊

服務計劃： •按摩鬆一鬆

•風采亮人生

•支持「奔向共融 – 香港賽馬
會特殊馬拉松」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朱壽祥護養院

•東華三院馬興秋安老院

•東華三院復康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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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消防處義工隊

服務計劃： •懇親日

•維園花展

•端午「粽．友」聚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改善家居及
社區照顧服務(東區)

香港快運航空

服務計劃： HK Express 5週年呈獻－
「愛心之旅」曲奇義賣週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 iBak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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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貿易發展局

服務計劃：夏日動感樂滿FUN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賽馬會
服務計劃： •賽馬會青少年足球領袖計劃

•香港賽馬會青少年體育記者培訓計劃

•東華三院「奔向共融」－香港賽馬會特殊馬拉松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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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 iBakery灣仔合和中心專賣店

• iBakery荃灣悅來坊專賣店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 iBakery

香港西域之友

服務計劃： •「齊遠足‧樂共融」行山活動計劃

•協調及統籌參與「苗圃挑戰12小時」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姚連生紀念日間
活動中心暨宿舍

•東華三院戴東培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東華三院洪福綜合職業復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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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事務處義工隊

服務計劃：陽光約會 - 與你同行十周年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馬興秋安老院

香港沙田凱悅酒店

服務計劃： •協助研發新產品

•代售iBakery產品，並將收益轉交iBakery

•協助推廣宣傳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 iBak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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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中醫暨綜合自然療法學會

服務計劃： •天灸治療服務

•中醫養生講座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

無限極物業投資(香港)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 iBakery無限極廣場專賣店

• One for One暖意無限薑餅人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 iBak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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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和醫療保健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點點心情

•團團圓圓慶中秋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陳馮曼玲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東華三院富晴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東華三院陳婉珍第三齡義工中心暨
膳深軒

Kingdom Risk and Wealth 
Management Agency

服務計劃： •『My Way』中學生生涯發展教育計劃 – 職場探訪分享活動

•職場實地模擬面試活動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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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大同基金

服務計劃： •食得是福計劃

•有機蔬菜送贈計劃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黃祖棠
長者地區中心

李錦記(香港)食品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月滿李錦記

•耆樂無窮‧短途旅行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莫黃鳳儀安老院

Care
Lega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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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文記麵家

服務計劃： •賞您20年

•「饌賞」日暨平台音樂會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

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

服務計劃：「獅情長意」敬老日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

NOODLE SHOP SINCE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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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電信集團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善心暖意素宴

•養生體驗滿善心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龐永紹長者鄰舍中心

港鐵公司

服務計劃： •地鐵遊踪及科學探索行

•「耆光照耀東」織網計劃開展禮暨中秋懷舊濃情墟

•一盅兩件嘆茶樂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東華三院賽馬會健逸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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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集團

服務計劃：學徒工作體驗計劃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兒童住宿照顧服務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 雀巢社區愛送暖

• 關愛送暖迎冬至

• 中秋樂滿Fun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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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盈科及香港電訊

服務計劃： •按摩親一親

•園來有您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馬興秋安老院

農本方中醫診所

服務計劃： •健康講座：
職場減壓篇 - 失眠

•親子環保共融之旅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賽馬會
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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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混凝土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童遊萬象館

•幼兒農耕樂

•同賀中秋慶團圓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梁顯利
長者日間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方樹泉幼兒園

先鋒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皮革DIY

•濕地公園觀鳥活動

•中華白海豚生態之旅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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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集團

聖安娜餅屋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利亞同心參與賣旗日

•愛心「耆」緣義工探訪

•「童」你FUN享環保樂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服務計劃： •「耆光照耀東」織網計劃開展禮暨中秋懷舊濃情墟

•「糉」有愛中心親善探訪

•溫情洋溢迎中秋探訪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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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自強不息」社區認知障礙症實習計劃

•關愛長者‧義工行動

•東華三院“Radio-i-Care”友心情網上電台
「做個快樂人」Cheer Up城市定向比賽及
「慢活‧自在每一天」藝術滿載老爺車遊藝會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渣打香港150週年慈善基金長者智晴坊

•東華三院黃竹坑服務綜合大樓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提供屋苑的會所作為煮餸易的產品提貨點

•協助推介煮餸易產品服務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煮餸易生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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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東電化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友里相助

•愛心傳揚到社區

•歡欣笑意盈中秋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鴻星集團 – 鴻星大腳板義工隊

服務計劃： •端午節關愛探訪

•扭扭氣球工作坊

•中秋節送暖探訪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朗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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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嬰幼兒營養聯會

服務計劃：「大小足印」－新手父母育兒訓練計劃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持續惠顧煮餸易產品轉贈弱勢社群

•為煮餸易提供宣傳策略及渠道

•設備捐贈及協助成立煮餸易生產中心廚房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煮餸易生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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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
年青律師組及法律周籌委會

服務計劃：當中包括：

•「童」你講故事計劃

•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
活動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
綜合服務中心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耆光照耀東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安居友里
嘉年華

•東華三院友心情網上電台-「自在每一天」
藝術滿載老爺車遊藝會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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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森實業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善心暖意素宴

•養生體驗滿善心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龐永紹長者鄰舍中心

傑出生命計劃

服務計劃： •星星幫Love HK

•香港義行日

•Givers 18區義事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Win Forest Industri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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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社會企業

服務計劃： •星星幫Love HK

•香港義行日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梁錦棠詠春同學會

服務計劃： •詠春冬至樂東華

•長者同樂日

• Radio-i-Care友心情
網上電台「慢活‧自在每一天」
藝術滿載老爺車遊藝會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黃竹坑服務綜合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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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

服務計劃： •青少年惜食文化培育計劃

•綠活型人新生代計劃

• Tag & Get 青年地道文化之旅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陳婉珍
第三齡義工中心暨膳深軒

蘇黎世保險集團

服務計劃：細說故事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伍尚能紀念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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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署

服務計劃：「耆樂安居」家居維修計劃

受惠單位：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服務計劃： •「自強不息」社區認知障礙症
實習計劃

•送暖樂社群

受惠單位：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東華三院王少清長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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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工 服 務．開 啟 豐 盛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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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闊生活義工推廣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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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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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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及長者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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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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犖星光，牽動你我心靈
The gleaming starry lights INSPIRE our souls

流星飛爍，卻能燃點希望
Shooting stars, transient yet powerful in sparkling HOPES

匯聚永恆星河，照亮穹蒼生命
Gather the eternal galaxy and brighten the LIVES on ear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