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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應對�活應對�活應對

關懷員⼯關懷員⼯關懷員⼯

疫�����因應社會福利署�布暫停所��組和�緊�性的服

��但各服�中⼼仍�提供�限度的預約��話�問��上講授�

派發物��服��

為減少社�傳�的�險�各服�中⼼的同⼯�彈性�間上����

留家⼯作和�命的���

在疫��為放緩���步��服��並實�各項防疫措��包括服

�對����社�中⼼須��「�⼼出⾏」�定⼆維碼；並須於�

�服�中⼼��受�溫量度�戴上⼝罩�並�中⼼提供的�⼿液�

⼿�

本服��為員⼯提供合規格的⼝罩��⼿液���測試包�個⼈防

疫抗疫物��亦加強各服�中⼼和單位的��服���確�員⼯和

服�對����

截⾄2022年3⽉���構同⼯共�102位�當中已完成⼀針或�上
� 100⼈�佔�構約98%�完成兩針或�上�95⼈�佔�構約
93%��構會參照政府�求�社�服�中⼼跟�疫��⾏證�同事
須��引�種疫��

本服��⼀直參照政府�布的防疫措��並�疫�的發展作出應對�

 

�型冠狀病�的應對�型冠狀病�的應對

�構推⾏友�員⼯政��同⼯��意於其正常上��間�種疫���構會

予�暫��守的⽅便��緊�的⼀天本應上��就��況�同⼯亦可申�

�別假期⼀天�作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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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源�求�源�求�源

 贊助單位  計劃�稱  補助⾦額（港幣）

社會福利署

�港��政府

「防疫抗疫基⾦」

防疫津貼(�六輪)

 �容院���院�
派對�間�助計劃

(�五輪��六輪)

合共︰

$20,000

$150,000

$170,000

�⽅⽀��⽅⽀��⽅⽀�

於 2021-2022年度�本服��共收到 84,240個⼝罩的�贈���
73,200個��測試包�贈��世界發展�限�司在疫��������
贈��千計��測試包�世界中�寧波��會慈�基⾦�限�司�贈⼝

罩��港家庭團�互助會�事會主席林晋賢先⽣�贈20,000個⼝罩�
2,000�檢測劑和2,000������囊��港社福界�合抗疫⼤⾏動�
贈�⼼⽣活包495盒�15,000個⼝罩和54,000個��測試�讓本服��
於防疫物�短�下��為服�對�提供��的幫助�

衷⼼��「世界中�寧波��會慈�基⾦�限�司」�⼼�贈防疫⼝罩給本服���

��的坊眾同⼼抗��

衷⼼���港家庭團�互助會林晋賢�事會主席�⼼�

贈2�個�⽤⼝罩�2千�檢測劑和2千������囊
予本服���幫助社�上����⼈⼠防疫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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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服��是社會福利署�託��就�⽀援服�的�構之⼀�⽬的是�

��家庭為基礎的�合就�⽀援服��協助��健�⽽申��合社會

�障援助（�援）失�⼈⼠��援單�家⻑�兒童照�者克服就�障

��增強受��⼒��便早⽇覓得��⼯作�繼⽽��⾃⼒更⽣�從

招��⾯試��⾄投�⼯作�中⼼同事�會為服�使⽤者提供⽀援�

⽽計劃中的就�技�培訓活動亦會因應�場的�求⽽�所���

 
��年因疫�關��不少�司的招��⾯試�序��線上形式�⾏�

因��計劃的培訓�容亦會加強���線上會議�式的應⽤��提升

服�使⽤者的競爭⼒�受��會�

就�⽀援服�(EmSS)就�⽀援服�(EmSS)就�⽀援服�(EmSS)

服�回�服�回�

計劃於2021年5⽉1⽇(�動�)�
⾏「同⾈共濟促就�」計劃�動

禮�於2021年5⽉⾄2022年1⽉
期間���於�港��設置�動

就��詢站�提供就��再培訓

�訊�⽀援⼀眾受疫�影響的�

�⼈⼠�於計劃推⾏期間�共�

450 ⼈ 登 記 成 為 「 促 就 � ⼤
使」�並��7�的�中式培訓
�12�的��培訓�協助「促就
�⼤使」裝��於參��詢站�

����詢�整個計劃期間�

「促就�⼤使」共提供19,170⼩
�的�詢服�����收到32個
�話或Whatsapp�詢�

�合就�服��合就�服�

同⾈共濟促就�同⾈共濟促就�同⾈共濟促就�

▲ 本服��主席����⼠�同⾈⼈基⾦發
�⼈譚��⼤���賢陪同���⼯�福利局

何�明副局⻑於�動禮中向義⼯代表頒授「促

就�⼤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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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基⾦兒童發展基⾦兒童發展基⾦

服�回�服�回� 扶�項⽬扶�項⽬

兒童發展基⾦���計劃為基層兒童��年提供⼀��成⻑活動�協助參

加者裝�⾃⼰�為規劃未來打�根基�計劃參加者��參�由�構提供的

�元成⻑主題活動�提升對⾃⼰的�識�並在團��⼩組活動中發揮所

⻑�發掘⾃⼰的���建⽴⾃信�同��計劃提供學校��的學��會�

讓參加者可�提早準�銜�社會⽣活並建⽴良�的價值��在社⼯的協助

下實踐所學�早規劃�兒童發展基⾦�九�計劃亦於2022年5⽉開展�
計劃�會由同⾈⼈基⾦提供1:1�對���

為響應��政府「�城�動�打

疫�」�動��港中���會

(中�) 於2021年7⽉推出「⿑種
疫� 福惠基層」疫��種津貼計
劃���本服��向未��得�

司提供��針假或相關津貼的在

�⼈⼠發放津貼�⿎��們把握

�會盡�登記�種�冠��疫

��推動疫��種��⽣計��

健��本計劃的�受惠⼈�為

5,400位在�⼈⼠�
 

「⿑種疫� 福惠基層」「⿑種疫� 福惠基層」「⿑種疫� 福惠基層」
疫��種津貼計劃疫��種津貼計劃疫��種津貼計劃

⼈��溝�技巧⼯作坊 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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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步讓基層學童����⼤⾃���動項⽬增�⾒��計劃讓基層家庭

��會享⽤�港哥爾夫球會的環境和設��參�⽣��賞�哥爾夫球�驗活

動��提升學童的�索�神�鍛鍊堅毅的意志��濶社交�⼦��⾄培�團

隊合作�神並提升⾃信�

 
因應疫�關��本年初學童再���暫停⾯授課��港哥爾夫球會亦��回

應基層家庭的���合共向400位學童�出�動��咭��書�益智玩具�
�⽀援學童在家學��並在疫�期間�增加�⼦共��間�

�港��國⼈⼤代表顏寶��⼠�

B.B.S.,J.P.�助港幣 100�元正��
��港⼯會�合會��群社會服��

合辦�為310個居住在惡劣環境衞⽣
�況��的劏�戶家庭�提供每戶港

幣3,000元的緊�⽀援�項�幫助�
�家庭應付疫�期間的緊����

本服��2021年7⽉��港哥爾夫球會�
出612��合作推⾏為期兩年的扶�計
劃�計劃�在⽀援220個基層家庭�為�
���緒⽀援的⼈⼠提供�切的�緒輔

��危�介�或作出轉介跟��同��

�對基層家庭學童每⽉定額發放津貼�

減輕家⻑在⼦�的功課⽀援�課�活動

的�重開⽀��確�學童不會因家庭經

濟難�負�其補�費�課�活動開⽀⽽

��未��得�衡發展的�會�

緊�⽀援劏�戶防疫抗疫項⽬緊�⽀援劏�戶防疫抗疫項⽬緊�⽀援劏�戶防疫抗疫項⽬

服�回�服�回�

哥爾夫�「童」⾏–家庭⽀援計劃哥爾夫�「童」⾏–家庭⽀援計劃哥爾夫�「童」⾏–家庭⽀援計劃

扶�項⽬扶�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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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服�於2022年3⽉成功向賽⾺會�冠��緊�援助基⾦申�50��於
�五波疫�期間�⽀援⼀眾受疫�影響的弱�社群�向600個基層家庭提
供��的⽀援��各家庭的個別狀況�向�們派發防疫物�包（當中包括

�成���冠病���抗原檢測試劑�超市現⾦券�）�讓弱�⼈⼠於居

家抗疫期間��得到基本所��⼤家⼀�共渡難關��⼿抗疫�

本服����屋署贊助設⽴��理為期3年的
「劏�」租��制�訊平台�為�眾提供《�

主�租客（�合）��》(�7章)�IVA部相關
�訊����容�整合發放6⽀�域服�隊的�
期活動和活動����「劏�」相關�息和�

訊�項⽬���宇先⽣��義��問�於�訊

科技上為本服��提供寶貴意⾒�實�⽀援�

疫下曙光疫下曙光疫下曙光

服�回�服�回�

「劏�」租��制�訊平台「劏�」租��制�訊平台「劏�」租��制�訊平台

扶�項⽬扶�項⽬

「�住·FUN享」�渡性�屋項⽬「�住·FUN享」�渡性�屋項⽬「�住·FUN享」�渡性�屋項⽬

�項⽬由本服���發展�合作�並�政府的撥��助�項⽬��了��

港測量師學會郭岳忠會⻑���港建�師學會陳沐⽂會⻑和劉世⺠律師�

��義��問�為計劃提供專�意⾒�項⽬�會提供30個2-3⼈單位和56
個4-5⼈單位��在幫助現正居於不�切居所的�屋輪�⼈⼠和其���
�⼈⼠改�居住環境�並�會��各項服��包括環�計劃�義⼯服��

�源共享��元活動��推動居⺠積�參�社�活動�主動表��求��

找協助��促�家庭��⾥關����和�共融�關�互助的社�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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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主�為港島東��⼤仙�的基層家庭�⻑者提供�惠��服��

為⾏動不便���不�⼈⼠提供到戶��的服��為經濟拮据�居於

��的基層⼈⼠提供假期�券服��填補現�輪�社�照�服��疫

下失�⼈⼠��的���疫�下�⽣命更顯�常�中⼼提供不同的⽣

命��活動��參�⽣命����參���服��表���治療��

思⼈⽣⼩組����們�⽣論��同��亦��各式�動����⾳

�活動��⽇應�活動��讓服�使⽤者�舒減�⼒�促��⼼�健

��在疫下⽣活增添⾊彩�溫暖�

社��堂服�（���韻展�⼼�友�豐�）社��堂服�（���韻展�⼼�友�豐�）社��堂服�（���韻展�⼼�友�豐�）

服�回�服�回�

「童」建「家」⼒量「童」建「家」⼒量「童」建「家」⼒量

社�發展⼯作社�發展⼯作

針對基層家庭�雙�⽗⺟的��提供照�學���讓幼兒�兒童平衡學

��⾃理�社交的發展�同��放家⻑照��⼒�計劃因應幼兒�⼒發展

�況�提供�合�⼒測試�再�測試結果為幼兒�⾏針對性訓練�加強⼤

⼩�⾁��知�語⾔�發展�⼒�協助基層兒童��更�發展�成⻑�

會����「中⽂�字�繽�」利⽤活動增加幼兒對字型�字義�字⾳的

�識�提升中⽂�講讀寫�⼒�另��計劃亦為家⻑�辦家⻑��技巧⼯

作坊�促�家庭之間�識�建⽴互助�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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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在協助基層�少年�積�參��融�社��投�⽣活三⼤理�提

供�切的⽀援��提升�少年的�神健�狀況�社會⼤眾對�神健�的關

注�計劃�容包括個�跟��⼩組活動�興�項⽬�戶�活動���從預

防⾓度出發�讓�少年放下書本參加不同形式的活動�建⽴朋�間的⽀援

�絡�從不同的�徑中�識⾃⼰�並重��視⾃⼰對⼈⽣的�求和意義�

更希�可�推�健�的⽣活�式�建⽴⼀個輕���的平台讓不同�少年

參�和交����盡早識別�協助���的�少年�提供轉介或跟��

由��事��員會贊助的「��⽣活」���⼼改�計劃��動���

治療作介���師根�參加者��狀況提供����動建議���具�

續性的�氧�伸展�動課堂�雙�⿑下改���；另會�授參加者��

治療的原理�⼀同製作��⽯�⼿⼯��相關產品�從學���中�受

��治療的減�效果�舒緩��在照�家庭或⼯作的�⼒�向��推�

�⼼�健�的平衡⽣活�

喜動⼒喜動⼒喜動⼒

「��⽣活」���⼼改�計劃「��⽣活」���⼼改�計劃「��⽣活」���⼼改�計劃

服�回�服�回� 社�發展⼯作社�發展⼯作

⽣��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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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繼續�得社會福利

署「��所為活動計劃」

贊助推⾏「��共韻�⼈

⽣」�主���活動�講

座�⼩組或課��促�⻑

者�⼼�健���闊社交

�⼦����動��⼼；

⼜��義⼯活動�讓��

⼈⼠貢�所⻑�關懷�

弱�彼�交�和祝福�讓

「關⼼」�「�」彼�傳

��共建互助互�社��

疫境下彼�勉���合

「�柏�動添�采��暖

⼈間傳世代」的主題�

��所為活動計劃��所為活動計劃��所為活動計劃

服�回�服�回�

⻑幼居家��⼼⻑幼居家��⼼⻑幼居家��⼼

社�發展⼯作社�發展⼯作

本年度�賽⾺會社��續抗�

基⾦贊助 150�推⾏「⻑幼居
家��⼼」計劃�於疫�期間

為獨居或雙�⻑者戶提供家居

噴�����洗室���設�

服��早期�知障�評估服

��⻑者�上學��預防�知

障�活動�計劃同�為受停課

影響的⼩學⽣提供學�⽀援課

��讓⻑者和學童於疫�下�

�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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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中原慈�基⾦」贊助

「⿑⼼抗� ‧��居 ‧家居��」�為
30戶基層家庭�獨居⻑者�提供家居
����洗服�；計劃亦為賽⾺會社

��續抗�基⾦贊助的「⻑幼居家�

�⼼」�為服�對�提供�洗服�和

��服��

計劃成功投得「天⽔圍天�邨⻑者住

屋�淨服�」�服�為期⼀年�

計劃於2021年9⽉�兩個製⾐⼯場�⾏融合�並�址⽜頭⾓⼯場繼續
���使�源��和⼈⼿��更�效益�

計劃於2021年6⽉3⽇�MetroPop報��宣揚計劃製⾐技�的傳�
��本�製�的���計劃亦於2021年8⽉�⺠政事��署�伴倡⾃
強社�協作計劃為計劃拍�短��表揚計劃�何�寶貴製⾐技���

相傳�

計劃��港演�學院合作�為其「演��年之友」提供課��惠�並

�增了「線上付�裝置」���合�費券的使⽤�

「千⾊服式」/「千⾊裁�」中年⼈⼠就�計劃「千⾊服式」/「千⾊裁�」中年⼈⼠就�計劃「千⾊服式」/「千⾊裁�」中年⼈⼠就�計劃

「家居易」⼀站式物�⽀援計劃「家居易」⼀站式物�⽀援計劃「家居易」⼀站式物�⽀援計劃

社會企�社會企�



因應防疫規�規定�容���

���停��計劃由2022年1
⽉初開�停�⾄ 4⽉下旬�
��計劃跟已�政府推⾏的疫

��⾏證�確�所�員⼯�合

���求����實執⾏客⼈

使⽤�⼼出⾏�和�合疫��

種�求��

「健�⼈⽣50+」計劃推出了
�⾯部�理療���合�儀器

�⽤�客⼈�應���

為推��增加收��計劃因應

�費券�增設收費⼯具�推出

相關�惠�亦開展�展��服

���助��更��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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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良坊健�良坊健�良坊

社會企�社會企�



於2021年10⽉27⽇�辦了「�群線上慈�跑」�是⾃2000年成⽴�
來⾸��辦慈�跑活動�於活動當天早上於�知中學�⾏�跑禮�並

�得��⾏政⻑官林�⽉��⼠�⽴法會議員�國健先⽣�����

⼠��頌雄先⽣��主禮嘉賓�活動亦��了各贊助者出席�⾏⽀�

�贈儀式和�受��狀�亦�40�位不同年�的�群之友出席⾒證�
參�慈�跑�

活動得到各界�⻑積�回應�合共�得$1,944,353.57�包括贊助收
�$1,780,000�⼀���$57,361.57�參加者��收�$106,992，
活動扣除⽀出$22,124.3�����額為$1,922,229.27��超原訂⽬
�的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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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線上慈�跑�群線上慈�跑�群線上慈�跑

��⼯作��⼯作

主禮嘉賓和�群社會服��執⾏�員會成員和���問⼤合照�



�群於2021年 12⽉ 18⽇�⾏了�港賣旗活
動�並推出紀��⾦旗���港⾸�的鉑⾦

旗���加�正⾯信息字句�希�於社�發

揮正�量�活動於 12⽉ 3⽇於中環中⼼H6
CONET活動室�⾏了賣旗發布會�並��了
���⼯�福利局何�明副局⻑和中�⼈⺠

政府駐�港�別⾏政��絡辦�室社⼯部�

�福副部⻑��主禮嘉賓�⼀⽅⾯向社會⼤

眾宣傳活動�另⼀⽅⾯向�⻑�⽀�團��

��並�⾏了別開⽣⾯的賣旗⽇義⼯宣告�

�儀式�

是�賣旗活動�共�1,750位賣旗義⼯參��
經點���活動贊助�$540,000�⾦旗�
鉑 ⾦ 旗 � � $102,631.79 � 街 旗 收 �
$553,231.6�合共 1,195,863.39��成社會
福利署�求的�少110���⽬�；扣除活動
開 ⽀ $93,093.46 � 淨 收 � 為

$1,102,7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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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12.18�港賣旗⽇�群12.18�港賣旗⽇�群12.18�港賣旗⽇

��⼯作��⼯作

�群12.18賣旗發布會主禮嘉賓合照�

賣旗義⼯�⼒向�⼈���



�群社會服��⾸�推出紅�

慈�義賣活動���本服��

副主席�⽴法會議員��豪�

⼠���贈 9�法國⼈�紅
��為⽀�本服���續關�

基層服�對������是�

活動共售出138⽀紅���得
$85,595元�

14

紅�「�‧購」�關懷紅�「�‧購」�關懷紅�「�‧購」�關懷

��⼯作��⼯作

�構宣傳�推��構宣傳�推�

本服���頒由積⾦局主辦的「2020-2021年度積⾦��主」嘉許��

積⾦��主積⾦��主積⾦��主

由�港社會企��會�限�司主辦的「�港社企員⼯嘉許計劃

2021」�本服���下社會企�「千⾊服式」�家居易和健�良坊的
員⼯��3位�得「��社企員⼯」��

�港社企員⼯嘉許計劃2021�港社企員⼯嘉許計劃2021�港社企員⼯嘉許計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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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之友」會員�計︰「�群之友」會員�計︰「�群之友」會員�計︰

�構宣傳�推��構宣傳�推�

0位 1,000位 2,000位 3,000位 4,000位

�坤社�服�中⼼ 

�光�社�服��中⼼ 

喜�社�服�中⼼ 

��豪社�服�中⼼ 

3,588

3,328

3,140

2,956

12,912位(截⽌2022年3⽉)

�群同⼯�計︰�群同⼯�計︰�群同⼯�計︰102位(截⽌2022年3⽉)

各中⼼已登記為「�群之友」的服�使⽤者�累積⾄2022年3⽉
��合計�12,912位�由2021年4⽉⾄2022年3⽉��年�共�增
了6,200位�群之友�增幅�92%。

服�中⼼(37位) 社會企�(65位)

兼�︰8位 ��︰29位 兼�︰40位 ��︰25位



參�兒童學�興���

2021年9⽉港��國⼈⼤代表部���包括����⼠��應⽣先⽣�
�曉明先⽣��毅先⽣��添良先⽣���寰先⽣和����⼠到訪本

服��位於堅��城�光�社�服�中⼼��⾏�訪活動��⻑者��

�和兒童互動�

16

港�⼈⼤��⼀⾏訪問本服��中⼼港�⼈⼤��⼀⾏訪問本服��中⼼港�⼈⼤��⼀⾏訪問本服��中⼼

活動回�活動回�

「和富慈�基⾦��劍鳴堂」命�儀式「和富慈�基⾦��劍鳴堂」命�儀式「和富慈�基⾦��劍鳴堂」命�儀式

本服��位於慈�⼭的「�坤社�服�中⼼」����德�⼠�允��其

先慈����劍鳴�⼠命�⼤堂�並於2021年12⽉23⽇�⾏「和富慈�
基⾦��劍鳴堂」命�儀式�

參���和��彩繪成的畫作�

主禮嘉賓為命�典禮�⾏�綵儀式�

本服��執⾏�員會會�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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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單位⼀�表服�單位⼀�表

中環服�中⼼

�址��港皇后⼤�中99�中環中
⼼�下4室
�話�2169 0199
傳真�2815 2283
���info@lok-kwan.org.hk

�坤社�服�中⼼

�址�九�慈�⼭��街45�慈�
⼭(南�)社�中⼼五�
�話�2322 2775
傳真�2322 2477
���tws@lok-kwan.org.hk

喜�社�服�中⼼

�址��港鰂⿂涌基利路⼀�鰂⿂涌

社��合⼤��下

�話�2295 3111
傳真�2295 3233

千⾊服式 / 千⾊裁�

�址�九��塘鴻��16�志成⼯�
⼤�6�B室
�話�2325 1718 / 2357 4255
傳真�2325 1911
���splendid@lok-kwan.org.hk

家居易

��報價�線�8107 1339
��報價�線�8102 1212
���homeeasy@lok-kwan.org.hk

健�良坊

�址��港堅��城⽯⼭街12�堅�
�城社��合⼤�13�B室
�話�2855 1611
 

�光�社�服�中⼼

�址��港堅��城⽯⼭街12�社�
�合⼤�13�B室
�話�2855 1611
傳真�2855 1612
 

��豪社�服�中⼼

�址��界⼤埔太和邨太和�⾥社�

中⼼�下

�話�2653 2853
傳真�2653 2820
���taipo@lok-kwan.org.hk���kennedytown@lok-kwan.org.hk

���quarrybay@lok-kwan.org.hk

���healthandbeauty@lok-kwan.org.hk

mailto:info@lok-kwan.org.hk
mailto:tws@lok-kwan.org.hk
mailto:splendid@lok-kwan.org.hk
mailto:homeeasy@lok-kwan.org.hk
mailto:taipo@lok-kwan.org.hk
mailto:quarrybay@lok-kwan.org.hk
mailto:quarrybay@lok-kwan.org.hk


義�秘書�司庫�

2022年執⾏�員會2022年執⾏�員會
成員�單成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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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S.B.S.

副主席� ��德�⼠�G.B.S., O.St.J., J.P.    ��豪�⼠�B.B.S, L.L.D., D.C.L., J.P.

林淑儀�⼠�G.B.S., S.B.S.

�員� 陳���⼠�G.B.S., S.B.S., J.P.     ��雄先⽣�M.H., J.P. 

張�軍�⼠�J.P.                             ��僑先⽣�M.H., J.P.

�宏�先⽣                                       ��怡先⽣�J.P.

王庭�先⽣�B.B.S., J.P.                 林雄申先⽣�J.P.

��光先⽣

���問︰ 陳增輝�⼠�B.B.S., J.P. ���先⽣�B.B.S., J.P.

義�法律�問� �⽂堅律師

�幹事� ��成先⽣� M.H.



衷⼼��所�曾經給我們撥���助和各⽅⾯⽀�的政府部⾨��構��司�團��⼈⼠�讓

我們可��續推⾏關懷基層服�對�的⼯作�

鳴�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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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法定�構 �屋署 協�社 招�局�團�限�司

�港�別⾏政�政府 衞⽣署 社� �海國��絡服��限�司

中�⼈⺠政府駐�港�別⾏

政��絡辦�室
中西��議會 �港⼝罩協會 思佳智��張�司

�⼯�福利局 東��議會 �港⼯會�合會 恒基兆��產�限�司

�⼯� �⼤仙��議會 �港社福界�合抗疫⼤⾏動 �⼼�團

社會福利署 ⼤埔��議會 �港神託會 �泇��品�限�司

兒童發展基⾦ 市�重建局 健誼社 �儉�限�司

�⼿扶弱基⾦ �員再培訓局 喜�改⾐站義⼯ �港中����限�司

��事��員會 �屋署�東邨辦事� �界社團�會 �港中���會

⺠政事�局
中西��來港定居⼈⼠服�

�����員會
��各福群會「��寶庫」 �港哥爾夫球會

⺠政事��署
東��來港定居⼈⼠服�協

��員會
�陽⾏動 �港喜���限�司

⺠政事��署中西�

⺠政事��
�東邨屋邨�理�詢�員會 企���共服� ⾺海（建��問）�限�司

⺠政事��署東�

⺠政事��
鰂⿂涌�城�關注�員會 中�企�促��會 國度良品慈�基⾦會�限�司

⺠政事��署�⼤仙

⺠政事��
�牟利�構 仁德之光中�診所 �世界發展�限�司

⺠政事��署⼤埔

⺠政事��
「恆隆⼀⼼」義⼯隊

世界中�寧波��會慈�基

⾦�限�司
�鴻基�產

�伴倡⾃強社�協作計劃 九���堂
吉林琿春�瑞參�⽣物⼯�

���限�司
瑞��團�限�司

����屋局 ⺠主建港協��盟 宏利強積⾦ 劉林陳律師⾏



Paka Preschool Products
Limited

�浙�學 �浪科技 郭碧��⼠

Prima Gazelle
  Limited

贊助基⾦ �合早報 陳    勁先⽣

Vincent Li
  Limited

中原慈�基⾦ �合早報中⽂� 陳亨利�⼠

���構 同⾈⼈基⾦ 點�� 陳智思先⽣

⼤⾓�天主�⼩學(海帆�) 旭⽇慈�基⾦ *個⼈ ��豪�⼠

中�基⾦中學 和富慈�基⾦ 王庭�先⽣ ��雄先⽣

天主�普照中學 �乾亨基⾦ �良�先⽣ 楊    釗�⼠

⺠⽣書院 ��慈�基⾦ �輝�先⽣ 鄧祐才先⽣

沙⽥圍�素貞�⼠紀�學校 ��慈�基⾦ �引泉先⽣ ��寰�⼠

���寶垣中學 傳��構 ��德�⼠ 顏寶��⼠

�密中學 ⼤�⽂匯��� 林淑儀�⼠ ��棟先⽣

救恩學校(⼩學部) ⼤�報 �明�先⽣ �陳���⼠

�知中學 中國��� �⼦��⼠ 個⼈

慈幼�⽂學校 中��  ���先⽣ 丁�珠�⼠

��會林�紀�中學 ⽂匯報 ��怡先⽣ ⽂陳⼩��⼠

��會⾺�⼭主�⼩學 光明� 洪為⺠�授 ⽯�基先⽣

��會�壽增會督中學 �港01 洪祖杭�⼠ 何��先⽣

��會�彼得⼩學 �港⽂匯� �曉明�⼠ �⼩��⼠

�貞德中學 �港�報� �少⽂�⼠ �⽔強先⽣

德信學校家⻑�師會 �港��� �     ��⼠ ��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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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國強先⽣ 張�軍先⽣ 彭�⽣先⽣ ����⼠

�亦⾜先⽣ 戚�鳳�⼠ �⼀�先⽣ �桂��⼠

�卓��⼠ �⽂��⼠ �⼩��⼠ �淑��⼠

�素貞�⼠ �素��⼠ �⽟儀�⼠ �⽟��⼠

��興先⽣ ����⼠ ��屏�⼠ 鍾�⽽�⼠

��宇先⽣ ����⼠ �定光先⽣ 顏明開�⼠

��賢�⼠ 許沛��⼠ �浩儀�⼠ Joe Junior 伉�

林晋賢先⽣ 郭岳忠測量師 �惠��⼠
Ms. Cheung Yuk Chun

Peggy

林��先⽣ 郭���⼠ ����⼠ Ms. Fu Mei yee   

林�兆先⽣ 郭�強先⽣ ��琪�⼠ Ms. Lau Ah Kay

柯���⼠ 陳⽂��⼠ 楊羅���⼠ Ms. Li Pui Man

��群�⼠ 陳⽟��⼠ 溫���⼠ Ms. Lin Yau Hing

�中建先⽣ 陳沐⽂建�師 ��都先⽣ Mr. Gary Tse

容���⼠ 陳⾦�先⽣ 劉世⺠律師 Ms. Tong Hing Ping

祝惠��⼠ 陳    �先⽣ 劉⻑��⼠ Ms. Yan Hau Yee Lina

張⼩��⼠ 陳淑儀�⼠ 劉�枝先⽣  

張⽉��⼠ 陳�⽂先⽣ 劉�梅�⼠  

張⽟��⼠ 陳���⼠ �群��⼠  

張淑賢�⼠ �瑞��⼠ 衛���⼠  

張惠冰�⼠ 喬��同學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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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9 0199 info@lok-kwan.org.hk www.lok-kwan.org.hk �群社會服��

「樂捐助群」捐款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