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工嘉許禮2023
日期: 2023年3月18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正

地點: 北角渣華道123號北角社區會堂



嘉許東區及灣仔區的個目 的
人義工、義工團隊及愛

心商戶

透過義工及商戶的分

享，嘉許地區上不同界

別義工對區內有需要人

士的關懷，宣揚關愛社

區的訊息，鼓勵義工朋

友、地區和商界等團體

持續參與義工服務

內 容 頒發各義工獎項

「傑出義工團隊」及

「社區愛心商戶」分享

義工團體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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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嘉許禮程序

2:00�-2:30 登記及接待

2:30 典禮開始

2:30-�2:35 「 The Twistmen 膠管樂團」表演

2:35-2:40� 嘉賓致辭

2:40-2:45� 致送感謝狀予表演團體

2:45-2:50 嘉許「社區愛心商戶」

2:50-3:00� 「社區愛心商戶」分享

3:00-3:10� 嘉許「傑出義工團隊」

3:10-3:20� 「傑出義工團隊」分享

3:20-3:30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青年 K-Pop舞蹈」表演

3:30-3:40� 嘉許「優秀個人義工」 

3:40-3:50 循道衛理中心「長者樂隊」表演

3:50-4:00� 嘉許「優秀個人義工」

4:00 典禮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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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愛心商戶 �(排名不分先後)

服務內容 :
太古地產「太古愛心大使」過去一年與香港中華基督教

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合作推行了多項服務，

包括： 

1. 老友記圍裙計劃 — 資助本地設計師設計、並邀請

退休及基層婦女以環保物料縫製適合長者使用的圍裙，

除喚起社區人士對長者的關顧，亦支持基層婦女再就業

和重拾自信。計劃共製作了 700條老友記圍裙，透過義

賣為基督教女青年會未來「護老者支援熱線」籌募經

費，並將部份送贈予區內護老者家庭。 

2. 我們都是照顧者展覽 — 於 2022年 10月在太古城中

心舉辦為期三天的展覽，邀請本地插畫師設計以照顧者

為主題的插畫，並由義工隊員向參觀人士介紹及分享照

顧者的故事，讓參觀人士感受照顧長者時所面對的困

難，喚起社區人士對長者及照顧者需要的關注。 

3. 祝福行動 – 義工隊於 2022年 6月及 11月向區內10個

垃圾站的員工派發抗疫物資及關懷物品，以肯定他們對

社區的付出。

太 古 愛 心 大 使 � ( 地 產 及 物 業 管 理 )
受惠人士 : 長者、照顧者、基層婦女、清潔工人 (2000+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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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愛心商戶

圍 爐 順 德 � ( 飮 ⻝ 業 )
受惠人士: 體弱長者 (580人)

服務內容:

食肆「圍爐順德」向區內體弱長者送贈愛心粽子、蘿

蔔糕，為長者於節日期間提供溫暖和關懷，並按需要

提供生活上的支援。

服務內容 : 
Marvintage H.K 動員職員及義工為有需要的獨居長者清理

家中雜物，令長者得以在安全及舒適的環境下安居。

義工同時上門派發福袋予獨居兩老長者，向長者送上關愛。 

M A R V I N T A G E � H . K � ( 零 售 業 )
受惠人士 : 獨居 /雙老長者 (44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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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愛心商戶

好 運 燒 臘 飯 店 � ( 飮 ⻝ 業 )
受惠人士: 獨居/有需要長者 (1000人)

服務內容:

為筲箕灣區內有經濟困難的獨居長者提供免費飯

盒，讓長者免費得到飯盒外，更令長者感受到被

重視和關心。2022年全年內合共提供約1000個飯

盒。

膳 心 連 基 金 � ( 慈 善 機 構 )
受惠人士: 基層家庭 (250人)

服務內容:

基金透過不定期的實物資助、義工活動、社區連結，為東區

基層家庭提供適切的支援，減輕基層家庭的經濟負擔。基金

亦積極透過其社區網絡，組織義工服務，策劃有益身心的健

康活動，讓基層家庭兒童以相宜費用，參與不同類別的活

動，增加他們的視野，提升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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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愛心商戶

服務內容 :
基金為東區基層家庭提供定期的新鮮食物援助，減輕

基層家庭的膳食開支負擔，新鮮食物亦為基層家庭兒

童提供具營養價值的膳食，有助他們身心健康成長。

葉 志 成 慈 善 基 金 有 限 公 司
( 慈 善 機 構 )
受惠人士 : 基層家庭 (88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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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義工團隊 �(排名不分先後)

華 潤 物 業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潤 愛 同 行 義 工 隊 � ( 2 8 0 人 )
受惠人士: 具特殊教育需要(SEN)兒童、受疫情影響

的社區人士 (2176人)響

服務內容:

華潤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潤愛同行義工隊」於疫情最

高峰時期經合作的慈善機構將愛心福袋禮物、防疫物

資及日用品轉贈至有需要的基層弱勢社群手上，減低

病毒傳播的風險，同時因應長者的身體狀況及生活需

要預備了保暖毛氈等物資，分享暖意。

義工隊還贊助及參與了「營樂滿屋」SEN兒童在家露

營活動，透過ZOOM 網上視訊會議平台進行2日1夜的

在家露營活動，與參與家庭一起玩遊戲、做手工及進

行才藝表演等，使參加者在疫情下仍可以體驗與家人

朋友一起「露營」的歡樂，與親友及社區人士保持聯

繫，互相問候及關懷。

家 福 關 懷 專 線 � ( 3 7 人 )
受惠人士: 受疫情影響的社區人士 (1181人)

服務內容:

為有需要全港公眾提供電話情緒舒緩及提供適切的轉

介服務，陪伴及緩解他們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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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義工團隊

香 港 靑 年 協 會 � 鄰 舍 5 9 隊 ( 7 人 )
受惠人士: 長者、低收入家庭 (323人)

服務內容:

「鄰舍隊」由一班大專青年及職青組成，服務東區

超過十年。他們一直關顧東區的長者需要，近年也

致力推動長幼共融，透過舉辦藝術工作坊及上門探

訪等活動，讓青年義工主動關懷長者的需要、擴闊

長者因疫情而收窄了的社交圈子，亦為長者建立表

達自己的平台，讓青年義工為長者提供適切支援。

「鄰舍隊」主動建議設立「愛心街計劃」，結合社

區力量推動商店為東區的長者及低收入家庭提供優

惠及/或折扣，緩減他們生活上的困難，同時結合

官、商與機構間的合作，使他們持續地得到支援。

關 愛 兵 團 � ( 1 3 人 )
受惠人士: 獨居/雙老長者 (120人)

服務內容:

關愛兵團透過定期探訪，以簡單的方法為獨居長者

或雙老家庭帶來關懷和溫暖，令他們感受到社會上

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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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義工團隊

我 愛 起 義 義 工 團 隊 � ( 1 0 0 + 人 )
受惠人士: 獨居/有需要長者 (200+人)

服務內容:

「我愛起義義工團隊」透過舉辦大型宴會、一人盆

菜派發等活動，讓獨居及有需要的長者在佳節中感

到溫暖和被重視。亦以探訪活動，親身關顧長者，

並積極和中心同工合作，以回應長者不同層面上的

需要。

服務內容 :
義工隊透過籌備及推行大型義工探訪服務，當中包括上

門探訪獨居長者，並製作及派發節慶食品予有需要家

庭，讓弱勢社群感受到節日的氣氛外，增加他們與社區

的聯繫，使他們感受到社會對他們的關心。

義工隊亦善用各隊員的個人優勢和專長，例如編織及烹

飪技巧，教授讓小朋友及青少年不同的技能，發掘他們

的個人興趣。

家 綠 村 � ( 1 2 人 )
受惠人士 : 獨居長者、有需要家庭 (100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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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義工團隊

物 盡 其 用 愛 維 修 � ( 7 9 人 )
受惠人士: 傷殘、獨居人士、低收入家庭 (254人)

服務內容:

義工隊一向致力發展多元化服務，為社會上匱乏人

士提供適切的服務。社區發展服務團隊自1999年成

立推動一班單親婦女的成立「單親家居維修服

務」，義工人數由最初的13人發展至現時79人，服

務對象包括傷健、獨居人士等低收入家庭。義工隊

服務最近已改名為「物盡其用愛維修」，除了為有

需要家庭免費維修家居，服務更結合了傢俬配對轉

贈。義工隊還經常與其他社福機構合辦維修課程，

教授街坊一些基本的維修及家居安全知識，讓他們

能ø提昇家庭的抗逆力。

義工隊亦協助一些機構成立維修義工，讓關愛能ø

在社區散播，推廣「助人自助」的鄰里互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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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義工團隊

明 愛 柴 灣 馬 登 基 金 中 學
明 心 義 工 隊 � ( 1 5 0 人 )
受惠人士: 有需要社區人士 (500人)

服務內容:

「明心義工隊」的師生們協助不同慈善機構進行賣旗

及推銷慈善奬劵，亦參與「明愛香港區賣物會」，舉

辦攤位遊戲及進行義賣，在幫助有需要人士的同時，

亦讓親身體會施比受更有福的真諦，鼓勵學生多做好

人好事，力行愛德，讓愛心的種籽植根於每位青年的

內心深處，亦令社會更添和諧。

在過去三年，義工服務或多或少受疫情影響。幸好

「明心義工隊」憑著堅毅不屈的精神，加上無比創

意，善用各自專長，以不同的社交媒體繼續推動各種

線上線下形式的義工服務，勇於作出新穎的嘗試，反

而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繼續發揚義工積極、正面、

樂觀、無私的精神。

勞 工 處 義 工 隊 � ( 1 0 人 )
受惠人士: 獨居長者 (27人)

服務內容:

「勞工處義工隊」動員同工上門探訪獨居長者，並送

上福袋予長者，令長者感受到關心和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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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義工團隊

建 築 署 義 工 隊 � ( 6 0 人 )
受惠人士: 獨居/雙老長者 (108人)

服務內容:

義工隊利用其維修專業知識及技術，為獨居長者提供

免費的家居翻新，除了減輕長者的經濟壓力外，亦能

改善長者居住環境的安全及舒適度。義工同時上門派

發福袋予獨老/雙老長者，向他們送上關愛。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義 工 隊 � ( 1 0 人 )
受惠人士: 獨居長者 (25人)

服務內容: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義工隊」動員同工上門探訪獨居長

者，並送上福袋予長者，令長者感愛到關心和溫暖。

農 莊 義 工 隊 � ( 2 0 人 )
受惠人士: 長者、有需要家庭、其他弱勢社群 (100人)

服務內容:

「農莊義工隊」義工們種植農作物送給區內長者及有

需要家庭，種植的農作物亦會作義賣，籌得善款用作

資助基層家庭及弱勢社群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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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義工團隊

樂 活 無 限 耆 店 ⻑ � ( 2 0 人 )
受惠人士: 長者、服務業工作者 (400人)

服務內容:

義工們透過學習新技能(烘培及沖調飲品)，在聖誕及

新年期間親手製作餅乾及飲品，上門及到區內為長者

及服務業工作者送上祝福及關心。義工們更於12月在

循道衛理中心愛秩序灣綜合青少年服務的聖誕市集中

開設飲品沖調攤位，即場為公眾沖調飲品及送上祝

福。

服務內容 :
義工隊以親子義工與獨居長者進行配對，進行最少每月 1
次固定對象的上門探訪，以培養兒童敬老扶老的概念及

學習關懷社會及助人的精神。 

F A M K I D S � W I T H � U �
親 子 義 工 助 老 計 劃 � ( 4 0 人 )
受惠人士 : 獨居長者 (45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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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個人義工 ��(排名不分先後)
華潤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潤愛同行義工隊

林佩瑩 ⿈錦成 李永忠 麥錦雲

鄭柏源 唐浩銘 賴寶雲 譚家豪

許俊健 阮浩東 洪益函 梁嘉亮

⿈碧嫻 陳建榮 周錫熹 張啟明

張文光 伍曜霆 劉嘉欣 鄧均偉

鄭永恆 彭羅勇 李永昌 陳莉玲

陳德雲 田二港 洪雪珍 彭聖春

陳賀榮 劉淑婷 彭浩賢 李繼成

容伯熙 黎淼森 梁國雄 黎尚承

廖俊生 吳炳權 譚百榮 郭麗嫺

趙鈞培 蔡楚明 許清俊 郭姵妏

鍾志威 李健家 黎彥彤 林豪明

陳超雄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陳美霞 劉倩卿 
� 

Tse Ka Wah Alexis

袁九妹 林志成 邱礼燕

吳燕芬 鄧國絹

樂善堂 ���陳黎掌嬌敬老鄰舍中心

譚尹桂仙 郭寶蘭 林月芬 韓麗娟

李劉潔梅 崔余麗娟 吳漢榆 岑美梨

羅淑賢 盧保瑤 吳樹榕 林成民

麥嫣 陳銳楷 盧靈芝 張杏瑜 

蕭秋凝 羅慧賢 李麗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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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個人義工 � 
香港中華基督教女靑年會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胡燕容 陳桂蓮 伍仲賢 林北良

譚麗卿

香港靑年協會 ���賽馬會筲箕灣靑年空間

梁賀晴 盧日君 吳鉫浠 方晞晴

孫志韜 李卓橋 林伽楠 梁梓梨

王梓聰 吳沛儀 林嘉興 吳釗宇

彭愷晴 羅倬麒 林文彬

香港聖公會 ���主誔堂⻑者鄰舍中心

張暖 陳瑞芹 余倩卿 孫若蘭

陳鳳娟 李麗英 張福娟 談素娥 

林美宏 李煥瓊 曾桂桃 ⿈麗霞

楊杏蓮 馮珠聯 鄭小美 伍燕琼

曾莫明珠 溫色媚 刁麗琼 胡燕雯

梁少如 鍾志英 陳秀紅 余美玉

⿈珠葵 李佩卿 鄧碧芬 陳來好

吳艷桃 梁艷霞 ⿈小珠 羅香群

王定鑣 李翠芳 何碧漪 鍾麗娟

謝淑輝 陳群娣 翁紀發 布張玉玲

李引容 林玉娟 鍾錦裳 陳國安

⿈金妹 劉潤女 何惠萍 潘麗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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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個人義工 �
港九街坊婦女會 ���曾許玉環樂齡中心

劉倩燕 柳蘭香 李翠珍 林瑞蓮

李惠虹 ⿈麗梅 林佩珍 簡翠金

翟秀萍 張玉嬋 游淑珍 李少珊

沈慧英 林少萍 吳倩影 謝秀蘭

柯ø華 梁麗珍 袁貴清 何光霞

蔡克明 張綺雲 麥麗秋 張月琴

林麗賢 梁媛 黎嚴珊 駱慕貞

袁貴蓮 ⿈蘇嫣綃 侯淑芳 蕭慧梅

陳敬金 何艷玲 羅棠 許靜芬 

許素容 任淑勤 柳蘭香 ⿈金柳

麥麗秋 區鳳嬋 何光霞 談永凱

謝秀蘭

香港勵志會 ���陳融晚晴中心

梁成全 杜瑞玉 邵倪寶玉 區正信

陳麗卿 朱全森 陳佩珍 李冬霞

莫少珍 李碧華 成廣兒 葉蔡小麗 

楊展祐 陳秀賞 張日初 ⿈妙華 

王鍏 溫國輝 鄧女 ⿈素貞

麥艷芳 陳婉玲 鄭楚楚 陳子輝

周歡蓮 朱國雄 曾筱生 林美興

⿈狄斯 李瑞寧 盧惠芳 鍾麗華

李淑儀 周麗琼 張燕屏 吳德華

P.16 



優秀個人義工 �
柴灣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梁炳權 林瑾 曾詩穎 甄嘉麗

陳襟江 徐家玲 蔡榮輝 李奕君

⿈鑽生 楊銘基 周美玉 周春蕊

⿈玫婷 李灝賢 ⿈子峰 楊靖紀

陳樂衡 何仲言 許俊熙 袁慧玲

甘珮瑤 ⿈彥熙 凌惠玲 王日勤

曹雍蓉 彭景誠 高翠芬 羅家華

謝珍寶 李恒堅 李麗儀 梁麗賢

林映宜 李思浩 陳潔雯 羅凱瑤

鍾曉佩 楊忠良 楊偉權 布愛芬

關彩華 歐陽翠雲 劉佐豪 張毅敏

孔少鳳 滿家義 鄔慧碧 李浩芬 

石惠兒 呂悅盈 陳錦鈴 ⿈楚榕

潘靄燕 馮玉蘭 何巧嬋 盧淑明

張珮珊 李婉泉 周雄新 蔡惠芳

李伊婷 鄧志源 盧寶華 吳勤英

姚桂琼 鄧家偉 周巧雲 曾樂豐

梁偉材 陳偉恒 李國光 張婉薇

甄艷如 黎瑞萍 許緣圓 方可圓

⿈錦柳 朱祖樑 李嘉麗 梁寳瑩

梁翠芳 楊敏玲 馮潔嫻 卓心穎

方錦文 姜子林 李穎兒 曾浩崙

張靜儀 陳穎思 周美華 陳嘉璐 

何卓欣 呂耘賞 陳創雲 ⿈偉洪

杜卓軒 吳燕麗 陳昌耿 羅明芬

梁孜鍱 劉敏怡 屈燕玉 許佩鈿

P.17 



   

   

  

  

  

   

  

 

優秀個人義工 �
柴灣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續)

蔡嘉灝 朱愛錤 Kong Siu Mei Ottilie 

陳紹良 梁建國 Lam Mei Shan Kathy 

何子諾 周苡蔚 Chan Po Mei 

û立寅 李倩聰 Lau Wai Kei 

鍾海怡 陳樂瑤 Tam Ka Ki 

馬秋松 ⿈家榮 So Hoi Ching Natty 

⿈寶施 劉穎翹 Yuen Kwan Yung 

何貴蓮 ⿈盛÷ Clare Chow

莊美滿 彭宇齡 

陳沚菁 ⿈明揚

蔡金奎 汪寶雄 

葉敏

香港中華基督教靑年會 ���柴灣⻑者鄰舍中心
楊瑞珍 陳美霞 

⿈素興

香港佛教聯合會
陳影兒 鄧美冰

曾⿈玉珍

陳舜華 盧樹春 

���佛教張妙願⻑者鄰舍中心
梁淑萍 岑玉蓮

香港佛教聯合會 ���佛教何潘月屏⻑者文化服務中心

陳巧圓 朱月秀 ⿈秀金 林寶珍

李秀如

P.18 



優秀個人義工 �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謝少蘭 鄭玉英

樂倩珠 賴淑華

何蕙明 陳菲

盧秀文 何燕卿

楊慧妍 湯妙蓮

李玉嫦 蔣黛妮

鄭美玲 王巧玲

孫思樂 杜潔

唐雪莉 歐若馨

莊小玲 韋慧明

陳潔珊 周湯美

丁松孫 麥冬梅

劉倩燕 何艷芬

歐燄清 尤慧莉

陳玉芬 李慧儀

���楊樹章⻑者鄰舍中心

甄綺雯

馬寶珍

吳妙如

劉繼業

鮑惠容

史玉華

余秀瓊

蒲淑玲

區少鈴

佘譚偉持

康惠儀

陳福宇

吳克家

蔡克明

李健林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樂心匯

郭寶欣 周頌恩 潘利來

彭淑儀 蘇智峯 陸子安

陳讓琼

陶慧珠

陳雅馨

丁若望

謝瑞芬

鄧群友

梁如光 

⿈艷華

姚淑群

吳佩華

梁耀富

楊美和

û杏

施詠雯 

⿈鳳蓮 

�(灣仔)

李振持

P.19 



 

優秀個人義工 �
香港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張懿欣 葉展滔 譚亮珠 高焯瑩

鄭婉儀 余穎雪 鄭天忻 盧梓菁

許林翠 張保濰 鄒瑞蝦 葉翱昇

馮梓祺 伍宇晴 張雪瑩 曾曜朗

陳芬 吳倬鋒 ⿈艷珍 盧子健

李紫薇 譚馥琳 李薔薇 高煥瑤

劉美儀 李心悅 叢培英 û佩愉

許燕冰 錢慧珊 張庭嘉 歐陽樂桐

王凱淇 葉翱汯 陳潔玲

香港愛心魔法團

裴玉珍 溫學欣 沈民浩 何美娥

張懷基 李慧敏 譚秀華 鍾少玲

王煒琪 吳海燕 李藹恩 王素玲

秦順和 杜鳳玉 吳爕斌 譚少玲

殷小玉 沈澤文 龍惠娟 葉鳳玲

溫思聰 馮少琼 陳潤明 陳樹全 

溫健立 林秀霞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
愛華靑少年綜合服務隊

蘇寶瑜 戴穎之 鄭頌恩 馮彥豪

吳穎嵐 黎君浩 陳綺婷 潘潔儀

張逸峰 羅栢康 陳穎衡 陳政龍

楊樂晴 司徒芷菱 ⿈心正 張曉晨

P.20 



優秀個人義工 �
啟基學校(港島)

許珊珊 陳家儀 詹有蘭 韓耀明

林偉心 周楚珊 張美蓉 何惠安

李豫梅 林雪嬌 譚淑儀 謝宛螢

余惠玲 顏瑩瑩

聖雅各福群會 ���靑萌銅鑼灣綜合服務中心

林嘉曦 井川龍一 鄧佩兒 陳欣淇

曾穎楠

聖雅各福群會 ���賽馬會靑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陳俊希

洪秀貞

洪秀英

翟偉浩

簡英強

林英傑

聖雅各福群會 ���家庭喜點

佘喜嬌

王燕茹

聖雅各福群會

邱景浩

邱盛

盧國昇

伍凱琳 郭祉瑤

���社區發展服務

區日明 甄兆顯

郭錦雄 區鑄倫

陳志華 伍宇州

P.21 



 

 

 

 

 

 

 

  

 

 

 

 

優秀個人義工 � 
香港善導會 ���港康滙

林慧芬

PCCW/HKT

陳明月 李家琪 Jennifer Pun 

周翠玉 吳志雄 Kammy Tse 

游榮森 王耀忠 Candy Lee 

姚佑雄 陳昌盛 Lily Tung 

龍燕雲 李潔瑩 Thames Leung 

李淑賢 彭子峰 Perla Lo 

⿈漢南 余合環 Sironia Lam 

林龍杰 馮炳能 Lee Ping Hei 

江詠詩 蔡惠貞 Pearl Mak 

李韵 常燕 Teddy Tso 

⿈月琴 周建範 Yvonne Kwan 

李麗芬 何兆輝 Gigi Leung

姚敏儀 詹蕙煾 

何慶斌 

香港復康會 ���社區復康網絡

陳國森 楊潔珩 盧志雄 陳美嫦

袁慶霖 許麗雲 潘慶輝 溫傅滿華

麥錦明 容淑群 梁文興 溫星池

葉靜儀 梁美玲

P.22 



 

優秀個人義工 �
救世軍 ���柴灣靑少年綜合服務

周欣彤 阮穎詩 游天賜

游天賜 鄧倚齊 郭臻

林嘉盛 陳銳豪 羅晶晶

廖雪梅 羅智美 林嘉盛

陳美霞 郭駿亨 蘇雅美

陳偉明 鄭文煒 ⿈懷萱

吳銘恩 ⿈澤鋒 李曉臻

郭濤 ⿈加曦 高俊軒

何俊穎 梁仲雯 陸彥愷 

⿈思然 周欣彤 劉心蕎

李子欣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思韻 莊海勇 林賢輝

王丹恩 ⿈均豪 林賢耀

楊詩雨 馬德源 盧沛瀅

蘇家兒 王一全 譚樂瑤

張偉誠 ⿈芝琳 李穎姍

李德雕 Simreen 謝正軒

莫梓康 蔡安妮 秦泳姿 

曾芷涵 ⿈濤華 ⿈永杰

趙佩婷 李煒琪 梁德樂 

Thebe, Supriya Limbu, Sajana

蕭泳彤

林浩麟

郭子滔

張肇霖

王琛瑜 

⿈皚澄

葉兒莎

林琬騏

劉卓灝

朱美容

梁德岡

楊詠嵐

陳天恩

曾鉦芝

蔣靜怡

林思敏

胡思恩

曾嘉欣

P.23 



優秀個人義工 �
東華三院 ���方樹泉⻑者地區中心

林鳳笑 袁笑嫻 盧玉儀 吳明豪 

林夏蓮 郭桂琼 鄭綺華 ⿈畫眉

葉麗娜 盧艷芬 陳麗珊 何偉佳

關燕堂 尹淑霞 鄭福英 洪玉貝

邵煥英 麥麗琼 李漢中 梁秋堂

王劉惠貞 金祖菊 陳美琴 莊玉珍

呂媛琼 蔡月珍 杜水妹 陳麗華

陳煥霞 郭惠珍 丁明達 余明珠

鄧惠珊 沈燾 ⿈雅云 甄婉華

游寶才 ⿈笑芬 何美鳳 蘇慧玲

周章有 何惠英 陳玉英 胡潔貞

盧明珠 馮運生 王金蘭 鄭玉

楊文華 鍾慕嫻 鄧健榮 許愛卿

楊少卿 梁潔珠 劉素娟 刁麗琼

蔡善珍 蔡燕華 鍾湛年 潘美卿

鄭樓葉 巫勵霞 方翠珍 吳秋紅

潘鳳 費介雲 黎愛嬌 陳德嬌

李穗瑛 鄭天慧 鄭錦光 李蘭芳

何玉珊 羅雪珍 李祐德 黎秀珍 

鄭靜嫻 梁麗卿 梁志強 ⿈家俊

王蘭芳 吳梅芳 林賢鑫 盧玉娟

⿈彥侶 姜斌斌 鄧澤林 何小貝

張妙玲 ⿈笑芳 鄭詠嫻 陳秀敏

呂麗群 劉有慶 馬燕 楊若綸

溫月明 孔國卿 張巧霞 陳鎧琳

⿈麗芳 霍玉華 梁麗莎 梁美燕

P.24 



 

優秀個人義工 �
東華三院 ���方樹泉⻑者地區中心 �(續)

呂潔明

施穎廈

莊明柔

余曉嵐

林定毅

劉麗琼

林月詹

何玉娟

陳福申

李美嫦

盧寶枝

曾桂桃

李思敏

呂永平

許玫瑰

陳紫悠

何光穎

基督教宣道會 � 

梁張玉霞

何錦松

陳群娣

李愛群

鍾艷梅

劉麗玲

謝燕琼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林國光 李瑞群

布好 孔譚發

姚玉珍 王進來

區新堯 馬素玲

吳明喜 施浩明

周美倫 梁蓮貞

鄧佘寶儀

鄔瑤君

周婉霞

李月娟

��翠樂⻑者睦鄰中心

林小鈞

王美蘭 

⿈國華

蔡佩英

余遇珍 羅美寶

陳秀蓮 ⿈智誠

葉柏勝 曹淑清 

⿈燕珍 郭潔華

區璧顏 陳進軒

吳愛蘭 謝保羅

余倩卿 

���黃鎭林伉儷安老院

溫帶喜 霍金瑞

石妹 姚秀珍

關嬋 洪秀戀

麥美蓮 林丁何

謝糍 戴瑞深

鍾肖歡

P.25 



 

優秀個人義工 �
社會福利署 ���⻄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余倩萍 ⿈瑞英 張興文 陳桂容

李惠琳 劉雪薇 張志英 梁婉霞

龔⿈螢敏 蔡毓雅 鄭麗儀 葉綺琼

⿈紅珠 鄧兆嫦 朱換容 彭美儀

吳蓮愛 ⿈玉文 吳惠珍 關少蓮

黎少玲 ⿈ 鳳 梁群英 陳雅文

黎少英 陳嘉玲 譚麗萍

社會福利署 ���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丘思敏 任蕊蓉 ⿈少燕 麥炳輝

謝幸榆 徐德慧 吳麗芬 李鳳薇

哈筱韻 李雲潔 顏雲 佟麗容

王佩霞 吳紫瑩 羅錦標 陳少芳

陳瑞梅 陳月桃 楊讚金 楊雪峰

吳義英 岑永昌 翁達麗 鄧玉玲

郭炳光 陳慶葶 翁素霞 梁潔芳

彭倩薇 蕭燕兒 張玉嬋 蔡巧真

高銘堅 梁耀富 梁麗珍 簡翠金

呂永福 許文經 駱育嫺 關美英

何月麗 許鑽釵 

P.26 



優秀個人義工 � 
香港柴灣老年人康樂中心

朱金玲 林裡文 ⿈偉泉

⿈惠珍 談貴偉 朱玉珍 

林順炳 李月桃 ⿈蓮珍

阮勝好 劉雪貞 李月嬋

大坑坊眾福利會 ���大坑靑年中心

⿈睿桐 李婉婷 秦曉琳

蕭雅姿 吳梓榤 辜ø瑾

劉樂情 張誠軒 劉芷晴

何依晴 ⿈藻蕎 馮嘉晴

⿈煒晴 林韻珊 郭芷琪

梁迦悅 范沐希 任海欣

吳若書 周朗軒 施卓希

林彤 盧天兒 陳嘉儀

梁嘉穎 關萃文 陳泳雯

葉治銘 梁可怡 李敏淇 

蔡惠玲 張展榮 ⿈悠

陳潁瑜 謝葆然 林筱慧

羅俊÷ 鍾凱欣 余韻芝

許詠詩 吳沛承 陳楚然

⿈維昌 ⿈資詠 馮楚晴

關芝亘 李海晴 顧彧瑤

卓源鑫 朱少奇 鄒彥汶

張言銘 梁家健

曾英梅

談建龍 

⿈飛恩

王沛嬅

梁鈺儀

翁卓琳

梁皓涓

馮穎兒

莊卓悠

呂欣浵

蕭詠欣 

⿈杰輝

莫穎喬

莫曉賢 

⿈炎聰

周思穎

馮麗華

胡巧欣

陳帝嘉

蔡嘉穎

P.27 



周旻

葉朗

賴慧芝

鍾恩皓 

⿈杰明

羅仲喬

羅仲傑

優秀個人義工 � 
香港靑年協會

梁曉悅 

⿈景楠

區芷瑜

梁煦諾

徐逸朗

陳奕熙

何明慧

���杏花邨靑年空間

鄭笑麗

利嘉倫 

⿈珮凌

劉穎翹

劉殷廷

楊韋然

陳慈欣

劉曜熙

周德儀

袁樂融

毛鎧晴

賴震鴻

謝蔚瑜

許芯僑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樂心匯 �(港島東)

貝桂香 丁會

潘淑貞 伍瑞嬋

鄭昭明 傅七妹

吳克家 關佩明

李麗環 明芷欣

香港小童群益會 ��

何子鍵 許家林

馮栢穎

林映彤 胡雪賢

白佩霏 林勝昔

林潔英 ⿈國雄

羅家慧 馬慧蓮

葉明珠 

�筲箕灣兒童中心及圖書館

梁曉宇 關頌賢

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北角 ���
靑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陳卓欣 周敔瑤 關潁鏘 林俊炫

蔡佩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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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個人義工 �
循道衛理中心 ���愛秩序灣綜合靑少年服務

郭佩玲 周肇發 譚妙琼 郭敬恩

余梓軒 李潔儀 何卓蕎 歐陽德臻

陳叡希 李兆堅 梁燕妮 李昊麟 

甘貝姿 邊宗保 莊栢羽 ⿈曼宜

陳叡德 羅霜寧 莊詠晴 李家浚

李美儀 賴寶嫦 鄭瑜賢 廖鈞瑤

何少軒 司徒嘉儀 周倩雯 李晉彥

楊美嫦 馮欣婷 張焯喬 張鎧棋

何禮晞 周安愉 藍嘉怡 廖詠斯

周子善 陳少容 關希敏 夏得然

周子恩 劉慧儀 林靖翹 何彥瑩

王美琴 周偉嫦 謝國晉 邱凱琳

郭美蓮 ⿈子文 許美結 林詠喬

何朗睿 余梓軒 廖雪娙 譚明豪

梁智森 余國雄 何沛沛 李恩灝

梁智巽 鍾穎欣 曾琬舒 麥翠芝

馮潔冰 陳婉和 Marwa Bibi 

Kanwal Laiba Yadav Anjli Kumari

Yousaf Hera

P.29 



協辦機構
大坑坊眾福利會大坑青年中心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香港小童群益會康山兒童中心

香港小童群益會筲箕灣兒童中心及圖書館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康怡會所

香港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青年協會杏花邨青年空間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筲箕灣青年空間

香港聖公會主誕堂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北角青少綜合服務中心

柴灣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循道衛理中心愛秩序灣綜合青少年服務

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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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服務內容 :太古地產「太古愛心大使」過去一年與香港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合作推行了多項服務，包括： 1.老友記圍裙計劃 —資助本地設計師設計、並邀請退休及基層婦女以環保物料縫製適合長者使用的圍裙，除喚起社區人士對長者的關顧，亦支持基層婦女再就業和重拾自信。計劃共製作了 700條老友記圍裙，透過義賣為基督教女青年會未來「護老者支援熱線」籌募經費，並將部份送贈予區內護老者家庭。 2.我們都是照顧者展覽 —於 2022年 10月在太古城中心舉辦為期三天的展覽，邀請本地插畫師設計以照顧者為主題的插畫，並由義工隊員向參觀人士介紹及分享照顧者的故事，讓參觀人士感受照顧長者時所面對的困難，喚起社區人士對長者及照顧者需要的關注。 3.祝福行動 –義工隊於 2022年 6月及 11月向區內10個垃圾站的員工派發抗疫物資及關懷物品，以肯定他們對社區的付出。太古愛心大使 .(地產及物業管理 )受惠人士 :長者、照顧者、基層婦女、清潔工人 (2000+人 ) P.3 
	服務內容 : Marvintage H.K動員職員及義工為有需要的獨居長者清理家中雜物，令長者得以在安全及舒適的環境下安居。義工同時上門派發福袋予獨居兩老長者，向長者送上關愛。 M A R V I N T A G E . H . K .(零售業 )受惠人士 :獨居 /雙老長者(44人 )P.4 
	Figure
	服務內容 :基金為東區基層家庭提供定期的新鮮食物援助，減輕基層家庭的膳食開支負擔，新鮮食物亦為基層家庭兒童提供具營養價值的膳食，有助他們身心健康成長。葉志成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慈善機構 )受惠人士 :基層家庭(88人 )
	服務內容 :義工隊透過籌備及推行大型義工探訪服務，當中包括上門探訪獨居長者，並製作及派發節慶食品予有需要家庭，讓弱勢社群感受到節日的氣氛外，增加他們與社區的聯繫，使他們感受到社會對他們的關心。義工隊亦善用各隊員的個人優勢和專長，例如編織及烹飪技巧，教授讓小朋友及青少年不同的技能，發掘他們的個人興趣。家綠村 .( 1 2人 )受惠人士 :獨居長者、有需要家庭(100人 )P.9 
	Figure
	服務內容 :義工隊以親子義工與獨居長者進行配對，進行最少每月 1次固定對象的上門探訪，以培養兒童敬老扶老的概念及學習關懷社會及助人的精神。 F A M K I D S . W I T H . U .親子義工助老計劃 .( 4 0人 )受惠人士 :獨居長者(45人 )P.13 
	Fig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