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 政 摘 要
在財政方面，本會秉持穩健增長目標，致力推進直

接服務並維持穩妥的財政狀況。與2011年比較，

2012年全年收入微升1%或港幣159,610元，這情況

主要基於幾個因素。在2012年，本會新增了一筆可

觀的私人捐款，而捐款人的僱主更慷慨地捐贈了相

等金額作為配對。不過，基於周年籌款金額減少及

部份一次性資助項目於2011年底完結，令致全年收

入只錄得輕微增長。

在2012年，本會總支出上升4%，或港幣540,000

元。整體增幅主要來自增加員工及項目支出，同時

亦增撥資源作機構及個別活動的推廣，例如：第一

屆長者希望日福袋繪畫比賽。我們很高興佔80% 

(2011年為78%)的總支出，是直接投放於幫助有需

要人士的服務上；而籌募及公眾�育支出，則由

2011年的15%下降至2012年的13%。2011及2012

年的行政開支則維持在7%。

多謝你將辛苦賺來的金錢付出給有需要的人。我們

謹慎及嚴肅將你的信任及支持，為中國及香港有需

要人士帶來生命改變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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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財務資料摘自經由王陳會計師事務所審核的

2012年財政報告。

任何人士，若擬查閱2012年的財政報告，歡迎與我

們聯絡。

今年為大家帶來一個小女孩的故

事。因為你的一臂之力，讓她的

人生走得更光明。

帶  來  希  望  ·  改  變  生  命

親愛的朋友，

2012年8月，在甘肅省會寧縣舉行英語夏令營中，我認識了

高博這位年青人。我探訪過他在深山中的家，這家人雖然貧窮，

但卻十分好客。他們為我們擺設了美食，然後便一直站在旁邊。

我們衷心竭力地表達心裡的感激，因為大家知道他們很少吃得

那麼好、那麼多！

透過跟高博的父母傾談，我感受到他們將一切的夢想和希望都

投放在兒子身上。他們深信透過教育可以打破貧窮的循環，打

破文盲的厄運。他們也非常感激你的慷慨捐助，讓我們可以在

中國不同的貧困地區工作。因為你，讓他們有了希望—這是可

以從他們的眼神和由衷的聲線中感受出來的。

謹代表高博、中港兩地的貧困孩童和香港的獨居長者，向你說

聲「多謝」！你付出的捐款及時間，對這個世界及我們有很大

的意義。你確實為他們帶來了希望和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多謝，讓我們攜手付出更多。

中國區總監

www.facebook.com/hopewwhk

香港辦事處　香港九龍石硤尾大坑東�東輝樓地下1-6A室
　　　　　　電話：(852) 2588 1291　　傳真：(852) 2588 1306　　網址：http://www.hopeww.org.hk

澳門辦事處　澳門郵政信箱6201號
　　　　　　電話：(853) 6668 3038　　網址：http://www.hopeww.org.mo

社區團體合作夥伴
·大坑東宣道小學
·上智英文書院
·中華基督�會銘基書院
·中華基督�禮賢會禾輋耆年中心
·白田天主�小學
·竹園區神召會牛頭角長者鄰舍中心
·竹園區神召會彩雲長者鄰舍中心
·社會福利署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
·東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天澤中心）
·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
·抬轎比賽慈善基金
·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香港佛�聯合會佛�正行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維港長者會所
·香港特別行政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天水圍（北）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基督�服務處元州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基督�服務處幸福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單親協會
·香港電子業商會
·香港聖公會黃大仙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施彭年紀念信託基金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兒童權利�育活動資助計劃
·信義會沙田多元化老人社區服務中心
·家友站義工團
·耆康會荃葵青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耆康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耆康會象山發展領域
·荔景�居聯會
·荔景浸信會白普理長者中心
·救世軍大埔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救世軍油痲地青少年綜合服務
·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基督�家庭服務中心真光苑長者地區中心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聖公會基福小學
·聖方濟愛德小學
·嗇色園主辦可健耆英地區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富耆英鄰舍中心
·愛無限義工隊
·漢基國際學校舞獅隊
·鄰舍輔導會深水�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樂善堂梁球琚學校（分校）
·德貞女子中學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醫療輔助隊
·Delia School of Canada
·Generocity
·ShineR
·Yale Club of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Yale Alumni

商業機構合作夥伴
·太吉採購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中電集團
·文化村（長者用品銷售中心）
·立信門富士紡織機械有限公司
·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
·花旗集團
·恆華（香港）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信和物業管理公司
·香港地鐵公司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籌款顧問有限公司
·美國通用電氣國際公司
·康明斯香港有限公司
·國際管理協會
·敏興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
·富國銀行 香港分行
·領匯管理公司
·蘋果日報基金
·Asia Tiger Media Company
·Goldman Sachs
·Hopkins Management Group Limited
·Joyous Communication Limited
·Laurence Lai Gallery
·Mud Pies Education
·NVIDIA
·Star Music HK Entertainment
·VF Corporation
·Western Union Foundation
·Zuji

獨立人士合作夥伴
·�志高先生，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房屋署
　署長
·許俊炎先生，中華基督會香港區會學務部總監
·陳章明�授，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馮民樂先生，社會福利署
·曾婆婆
·蔡元雲先生，策略發展委員會行政委員會委員

其他合作夥伴
·四川省安縣�育局
·四川省成都市�育局
·甘肅省�育廳
·甘肅會寧縣�育局
·湖南省張家界市民族中學
·湖南省�育廳
·雲南省元陽縣�育局
·雲南省�育廳
·United Way Worldwide grant on behalf of the 

generosity of Target Foundation

註：排名先按中文筆劃序，再按英文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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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a（粉紅色衫）來港時只有8歲，不久便成為
兒童希望中心會員。

Tina 考入心中的理想中學。



該計劃從166份活動申請書中，撥款給86份計劃，

受惠學生共3,987人。

我們為25間學校提供直接服務，協助2,680位中學

生尋找未來的職業導向。

設立「傑出學生獎勵」- 從6,667位學生中，我們

選出12位改變最大的學生。他們有機會參與甘肅

義工探訪團，到國內貧困地區認識當地學生，彼此

學習及受到激勵。

兒童及青少年─ 因著你對中國�育計劃的付

出，讓居住於四個省市內的貧窮家庭得到打破貧窮循

環的機會。

年青人─ 數以千計的中學生透過「花旗集團成功

在望獎勵計劃」，發掘出他們的才能，熱誠及職業導

向。

在甘肅省重建了一所小學及為另一所學校設置飯

堂，令793名學生受惠。

在廣州市設立新中心，為當地農民工子女提供服

務。

在三個城市（成都、昆明及廣州），共有5所課後輔

導中心為1,341名學生提供服務。 

在2012年，我們分別獲得成都市政府及雲南省政

府許可，正式註冊為非牟利慈善機構。

他們在信心上的成長就是我們的回報。

·

·

·

·

·

·

·

為 期一周的 義
工探訪團讓12
位香港中學 生
大開眼界。

「花旗集團成功在望獎勵計
劃」幫助了數以千計的香港
中學生找到對生命的熱誠，
自己的才能及未來的方向。

在國內三個城市裡的5所寰宇希望中心，我們的職員和來自當地大學的
學生義工，一起為農民工孩子們提供課後輔導。

「我好喜歡上學！」
多謝你，這是2012
年超過二千名學生的
心聲。

感激多位善心人士捐出善款，讓中國一些偏遠地區的小朋友，享受安全的學習
地方。

�育就是打破貧窮的
最佳禮物。

我們已在國內兩個地方取得正式的
登記了！

Tina（後排，左一）在過去五年間在中心參加超過100項不同活動， 
是一位十分活躍的會員。

陌生人在陌生的地方
Tina八歲從內地移民到香港這個大都市，當時，她和

家人都面對著很多不同的挑戰。她的父母甚至不知道

怎樣為她報考學校。年紀小小的Tina就是在很多的困

惑下探索這個城市，不論是學習上的適應，生活上的

協調，學習英語及接受香港是她的家等等。

新的家
有一天，她和父親在家附近散步時，發現了寰宇希望

兒童希望中心。好奇心驅使下，他們走入中心並與我

們的同事交談，Tina父親隨即為孩子登記成為中心會

員。

一個讓她活躍起來的地方
不論是在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及小六的年級的時

候，Tina都是中心�最活躍的會員。在中心的五年裡，

她參與的活動超過100項。小學畢業後，Tina順利考入

一所理想的中學。 

全因為你
多謝你一直對寰宇希望(香港)的支持。因為你的慷慨付

出，讓Tina下課後能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在兒童希望

中心，Tina得到了學業上的支援，幫助她走向成功之

路。在兒童希望中心，Tina參與各項的課外活動和計

劃，幫助她拓闊眼界。在兒童希望中心，透過專業的

員工和熱心義工們的�導，Tina建立了正面的性格。

謝謝你的一臂之力，讓Tina現在能夠有信心地步向將

來！

Tina(右)透過品格教育計劃學習怎樣尊重和與
別人相處.  

寰宇希望兒童希望中心是孩子課後的
安全好去處。他們可以在中心學習，
遊戲及建立正面的朋友社群。

長者防跌計劃繼續走訪
公共及私人屋苑接觸長
者。

在2012年，我們再次推出「耆望成真」計劃。
義工們帶了這位伯伯參觀香港濕地公園。

第一屆福袋繪畫
比賽，我們收到
超 過 7 0 0 份 參 賽
作品。

·

·

·

·

·

長者─ 在香港，數以百計的長者得到義工的服務

和愛護。特別是通過「長者防跌計劃」，你使眾多長

者的晚年活得更健康及更有尊嚴。

在「長者希望日2012」當天，2,652位義工為844

位居住在公共屋�的獨居長者提供服務。

2012年，我們重新推出「耆望成真」計劃。在844

位接受服務的長者中，其中55位長者的願望得以

達成。他們的願望其實很簡單，例如參觀海洋公園

或迪士尼樂園，或陪同他們購買農曆新年禮品等。

通過義工的協助，長者們獲得很多的歡樂。對他們

來說，「耆望成真」就如中大獎一般！

「長者防跌計劃」在本港公共屋�共舉辦了12場

活動，為1,325位長者提供防跌�育及跌倒風險評

估。

另外，我們更獲得蘋果日報基金資助，讓「長者

防跌計劃」拓展至公共屋�以外的地方。在2012

年，我們在香港街頭上共舉行了8場活動，為546

位長者提供防跌�育及跌倒風險評估。

為提高公眾關注長者希望日及關懷長者，我們舉辦

首屆「福袋繪畫比賽」。我們總共收到超過700份

來自不同年齡組別的美麗作品，而最年長一位參賽

者是85歲呢！

第17屆的「長者希
望日」當天，八百
多位長者接受到義
工們的服務。

兒童─ 你的支持使深水�區的弱勢兒童在課餘後

有個安全的好去處。透過兒童希望中心開發的品格�

育計劃，他們正成長為良好公民。

在2012年底，寰宇希望兒童希望中心共有322位會

員。

另外，502位鄰近學校及社區的兒童及家長，參加

了中心舉辦的活動。

全年參與活動及項目的總人次為11,137，較2011

年上升57%。

「品格�育計劃」逐漸成為兒童希望中心的特色。

我們的員工透過功課輔導，活動及戶外參觀，訓練

孩子們的六大品格支柱。

我們創新的「棋樂無
窮」計劃，利用桌上
遊戲注入六大品格支
柱原素。

·

·

·

·

多謝公司及社區合作夥伴，為我們提供
義工及財政上的支持，給中心的小朋友
在成長過程中有很多的正面體驗。

寰宇希望的「兒童希望中
心」是個讓弱勢兒童得到
提升學習水平及建立正面
品格的好地方。

我們其中一個受歡迎的英語計劃「英語小記
者」，讓孩子透過與外國人聊天學習英語。 

· 多謝西聯匯款透過Give2Asia基金，資助我們推出

「棋樂無窮」，利用桌上遊戲介紹及�導孩子六大

品格支柱。中心同事也基於此活動，寫了一本�

材。感謝你給我們創新的機會！

我們在「花旗集團成功在望獎
勵計劃」中選出12位改變最大的
學生，邀請他們參加一個改變生
命的義工探訪團。　

在  中 國 

2,097名學生獲得資助，得以

在新的學年繼續上學。

·

你的一臂之力
的成就

Tina回憶首次到中心的感受，「對我來說，每個人和

事物都很新鮮，我期待著參與中心的每一個活動。」

「中心的英語學習活動確實地預備我進入這間學校。

如果沒有中心，我相信只能獲得很低的分數。我絕對

沒有機會進入這麼好的中學。」

中心的品格�育計劃亦對Tina有很大的幫助，

實是一個很自私的人，期望每件事都只跟從自己的想

法。在中心，我學習到怎樣跟其他小朋友相處。」

「我其

在  香 港

從那天起，Tina成為了中心的常客。事實上，我們應

該用「常常客」來形容Tina。她除了參與功課輔導班

之外，還參加了很多課餘活動，例如參觀博物館、打

機學英文、學習籃球、油畫、扭汽球......等等。她甚至

喜歡玩野外定向及war games。她的父親告訴我們，

他只信任兒童希望中心，也只讓女兒參與中心舉辦的

活動。



長者防跌計劃繼續走訪
公共及私人屋苑接觸長
者。

在2012年，我們再次推出「耆望成真」計劃。
義工們帶了這位伯伯參觀香港濕地公園。

第一屆福袋繪畫
比賽，我們收到
超過700份參賽
作品。

·

·

·

·

·

長者─在香港，數以百計的長者得到義工的服務

和愛護。特別是通過「長者防跌計劃」，你使眾多長

者的晚年活得更健康及更有尊嚴。

在「長者希望日2012」當天，2,652位義工為844

位居住在公共屋的獨居長者提供服務。

2012年，我們重新推出「耆望成真」計劃。在844

位接受服務的長者中，其中55位長者的願望得以

達成。他們的願望其實很簡單，例如參觀海洋公園

或迪士尼樂園，或陪同他們購買農曆新年禮品等。

通過義工的協助，長者們獲得很多的歡樂。對他們

來說，「耆望成真」就如中大獎一般！

「長者防跌計劃」在本港公共屋共舉辦了12場

活動，為1,325位長者提供防跌育及跌倒風險評

估。

另外，我們更獲得蘋果日報基金資助，讓「長者

防跌計劃」拓展至公共屋以外的地方。在2012

年，我們在香港街頭上共舉行了8場活動，為546

位長者提供防跌育及跌倒風險評估。

為提高公眾關注長者希望日及關懷長者，我們舉辦

首屆「福袋繪畫比賽」。我們總共收到超過700份

來自不同年齡組別的美麗作品，而最年長一位參賽

者是85歲呢！

第17屆的「長者希
望日」當天，八百
多位長者接受到義
工們的服務。

你的一臂之力
的成就

在  香 港



兒童─ 你的支持使深水區的弱勢兒童在課餘後

有個安全的好去處。透過兒童希望中心開發的品格

育計劃，他們正成長為良好公民。

在2012年底，寰宇希望兒童希望中心共有322位會

員。

另外，502位鄰近學校及社區的兒童及家長，參加

了中心舉辦的活動。

全年參與活動及項目的總人次為11,137，較2011

年上升57%。

「品格育計劃」逐漸成為兒童希望中心的特色。

我們的員工透過功課輔導，活動及戶外參觀，訓練

孩子們的六大品格支柱。

我們創新的「棋樂無
窮」計劃，利用桌上
遊戲注入六大品格支
柱原素。

·

·

·

·

多謝公司及社區合作夥伴，為我們提供
義工及財政上的支持，給中心的小朋友
在成長過程中有很多的正面體驗。

寰宇希望的「兒童希望中
心」是個讓弱勢兒童得到
提升學習水平及建立正面
品格的好地方。

我們其中一個受歡迎的英語計劃「英語小記
者」，讓孩子透過與外國人聊天學習英語。 

· 多謝西聯匯款透過Give2Asia基金，資助我們推出

「棋樂無窮」，利用桌上遊戲介紹及導孩子六大

品格支柱。中心同事也基於此活動，寫了一本

材。感謝你給我們創新的機會！

你的一臂之力
的成就



該計劃從166份活動申請書中，撥款給86份計劃，

受惠學生共3,987人。

我們為25間學校提供直接服務，協助2,680位中學

生尋找未來的職業導向。

設立「傑出學生獎勵」- 從6,667位學生中，我們

選出12位改變最大的學生。他們有機會參與甘肅

義工探訪團，到國內貧困地區認識當地學生，彼此

學習及受到激勵。

年青人─ 數以千計的中學生透過「花旗集團成功

在望獎勵計劃」，發掘出他們的才能，熱誠及職業導

向。

他們在信心上的成長就是我們的回報。

·

·

·

為 期一周的 義
工探訪團讓12
位香港中學 生
大開眼界。

「花旗集團成功在望獎勵計
劃」幫助了數以千計的香港
中學生找到對生命的熱誠，
自己的才能及未來的方向。

我們在「花旗集團成功在望獎
勵計劃」中選出12位改變最大的
學生，邀請他們參加一個改變生
命的義工探訪團。　

你的一臂之力
的成就



兒童及青少年─ 因著你對中國育計劃的付

出，讓居住於四個省市內的貧窮家庭得到打破貧窮循

環的機會。

在甘肅省重建了一所小學及為另一所學校設置飯

堂，令793名學生受惠。

在廣州市設立新中心，為當地農民工子女提供服

務。

在三個城市（成都、昆明及廣州），共有5所課後輔

導中心為1,341名學生提供服務。 

在2012年，我們分別獲得成都市政府及雲南省政

府許可，正式註冊為非牟利慈善機構。

·

·

·

·

在國內三個城市裡的5所寰宇希望中心，我們的職員和來自當地大學的
學生義工，一起為農民工孩子們提供課後輔導。

「我好喜歡上學！」
多謝你，這是2012
年超過二千名學生的
心聲。

感激多位善心人士捐出善款，讓中國一些偏遠地區的小朋友，享受安全的學習
地方。

育就是打破貧窮的
最佳禮物。

我們已在國內兩個地方取得正式的
登記了！

在  中 國 

2,097名學生獲得資助，得以

在新的學年繼續上學。

·

你的一臂之力
的成就



財 政 摘 要
在財政方面，本會秉持穩健增長目標，致力推進直

接服務並維持穩妥的財政狀況。與2011年比較，

2012年全年收入微升1%或港幣159,610元，這情況

主要基於幾個因素。在2012年，本會新增了一筆可

觀的私人捐款，而捐款人的僱主更慷慨地捐贈了相

等金額作為配對。不過，基於周年籌款金額減少及

部份一次性資助項目於2011年底完結，令致全年收

入只錄得輕微增長。

在2012年，本會總支出上升4%，或港幣540,000

元。整體增幅主要來自增加員工及項目支出，同時

亦增撥資源作機構及個別活動的推廣，例如：第一

屆長者希望日福袋繪畫比賽。我們很高興佔80% 

(2011年為78%)的總支出，是直接投放於幫助有需

要人士的服務上；而籌募及公眾�育支出，則由

2011年的15%下降至2012年的13%。2011及2012

年的行政開支則維持在7%。

多謝你將辛苦賺來的金錢付出給有需要的人。我們

謹慎及嚴肅將你的信任及支持，為中國及香港有需

要人士帶來生命改變的服務。

寰宇希望（香港）
行政人員

劉德華
中國區總監

廖立�
執行總監

鍾有榮
策劃總監 (香港)

黃慧碧
財務經理

黃健雄醫生
主席

周德健

麥永帆

冼檀嘉醫生

Lynne Hembree Green

Joan Deseree Smith

執行委員會

收 入

支 出

服務經費
80%

行政經費
7%籌款及公眾�育

13%

服務收費
3.3%

利息/其他收入
0.4%

政府及商業
機構資助

34.6%

慈善捐款
61.7%

執 行 委 員 會 及 管 理 團 隊

鳴  謝
主要合作夥伴

年
報2012

以上財務資料摘自經由王陳會計師事務所審核的

2012年財政報告。

任何人士，若擬查閱2012年的財政報告，歡迎與我

們聯絡。

今年為大家帶來一個小女孩的故

事。因為你的一臂之力，讓她的

人生走得更光明。

帶  來  希  望  ·  改  變  生  命

親愛的朋友，

2012年8月，在甘肅省會寧縣舉行英語夏令營中，我認識了

高博這位年青人。我探訪過他在深山中的家，這家人雖然貧窮，

但卻十分好客。他們為我們擺設了美食，然後便一直站在旁邊。

我們衷心竭力地表達心裡的感激，因為大家知道他們很少吃得

那麼好、那麼多！

透過跟高博的父母傾談，我感受到他們將一切的夢想和希望都

投放在兒子身上。他們深信透過教育可以打破貧窮的循環，打

破文盲的厄運。他們也非常感激你的慷慨捐助，讓我們可以在

中國不同的貧困地區工作。因為你，讓他們有了希望—這是可

以從他們的眼神和由衷的聲線中感受出來的。

謹代表高博、中港兩地的貧困孩童和香港的獨居長者，向你說

聲「多謝」！你付出的捐款及時間，對這個世界及我們有很大

的意義。你確實為他們帶來了希望和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多謝，讓我們攜手付出更多。

中國區總監

www.facebook.com/hopewwhk

香港辦事處　香港九龍石硤尾大坑東�東輝樓地下1-6A室
　　　　　　電話：(852) 2588 1291　　傳真：(852) 2588 1306　　網址：http://www.hopeww.org.hk

澳門辦事處　澳門郵政信箱6201號
　　　　　　電話：(853) 6668 3038　　網址：http://www.hopeww.org.mo

社區團體合作夥伴
·大坑東宣道小學
·上智英文書院
·中華基督�會銘基書院
·中華基督�禮賢會禾輋耆年中心
·白田天主�小學
·竹園區神召會牛頭角長者鄰舍中心
·竹園區神召會彩雲長者鄰舍中心
·社會福利署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
·東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天澤中心）
·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
·抬轎比賽慈善基金
·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香港佛�聯合會佛�正行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維港長者會所
·香港特別行政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天水圍（北）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基督�服務處元州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基督�服務處幸福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單親協會
·香港電子業商會
·香港聖公會黃大仙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施彭年紀念信託基金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兒童權利�育活動資助計劃
·信義會沙田多元化老人社區服務中心
·家友站義工團
·耆康會荃葵青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耆康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耆康會象山發展領域
·荔景�居聯會
·荔景浸信會白普理長者中心
·救世軍大埔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救世軍油痲地青少年綜合服務
·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基督�家庭服務中心真光苑長者地區中心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聖公會基福小學
·聖方濟愛德小學
·嗇色園主辦可健耆英地區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富耆英鄰舍中心
·愛無限義工隊
·漢基國際學校舞獅隊
·鄰舍輔導會深水�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樂善堂梁球琚學校（分校）
·德貞女子中學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醫療輔助隊
·Delia School of Canada
·Generocity
·ShineR
·Yale Club of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Yale Alumni

商業機構合作夥伴
·太吉採購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中電集團
·文化村（長者用品銷售中心）
·立信門富士紡織機械有限公司
·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
·花旗集團
·恆華（香港）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信和物業管理公司
·香港地鐵公司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籌款顧問有限公司
·美國通用電氣國際公司
·康明斯香港有限公司
·國際管理協會
·敏興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
·富國銀行 香港分行
·領匯管理公司
·蘋果日報基金
·Asia Tiger Media Company
·Goldman Sachs
·Hopkins Management Group Limited
·Joyous Communication Limited
·Laurence Lai Gallery
·Mud Pies Education
·NVIDIA
·Star Music HK Entertainment
·VF Corporation
·Western Union Foundation
·Zuji

獨立人士合作夥伴
·�志高先生，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房屋署
　署長
·許俊炎先生，中華基督會香港區會學務部總監
·陳章明�授，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馮民樂先生，社會福利署
·曾婆婆
·蔡元雲先生，策略發展委員會行政委員會委員

其他合作夥伴
·四川省安縣�育局
·四川省成都市�育局
·甘肅省�育廳
·甘肅會寧縣�育局
·湖南省張家界市民族中學
·湖南省�育廳
·雲南省元陽縣�育局
·雲南省�育廳
·United Way Worldwide grant on behalf of the 

generosity of Target Foundation

註：排名先按中文筆劃序，再按英文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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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希望（香港）2011財務概覽

港幣HK$
7,941,393
4,457,398

424,850
51,486

12,875,127

10,253,863
1,588,722

925,141
12,767,726

10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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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a（粉紅色衫）來港時只有8歲，不久便成為
兒童希望中心會員。

Tina 考入心中的理想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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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好、那麼多！

透過跟高博的父母傾談，我感受到他們將一切的夢想和希望都

投放在兒子身上。他們深信透過教育可以打破貧窮的循環，打

破文盲的厄運。他們也非常感激你的慷慨捐助，讓我們可以在

中國不同的貧困地區工作。因為你，讓他們有了希望—這是可

以從他們的眼神和由衷的聲線中感受出來的。

謹代表高博、中港兩地的貧困孩童和香港的獨居長者，向你說

聲「多謝」！你付出的捐款及時間，對這個世界及我們有很大

的意義。你確實為他們帶來了希望和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多謝，讓我們攜手付出更多。

中國區總監

www.facebook.com/hopewwhk

香港辦事處　香港九龍石硤尾大坑東�東輝樓地下1-6A室
　　　　　　電話：(852) 2588 1291　　傳真：(852) 2588 1306　　網址：http://www.hopeww.org.hk

澳門辦事處　澳門郵政信箱6201號
　　　　　　電話：(853) 6668 3038　　網址：http://www.hopeww.org.mo

社區團體合作夥伴
·大坑東宣道小學
·上智英文書院
·中華基督�會銘基書院
·中華基督�禮賢會禾輋耆年中心
·白田天主�小學
·竹園區神召會牛頭角長者鄰舍中心
·竹園區神召會彩雲長者鄰舍中心
·社會福利署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
·東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天澤中心）
·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
·抬轎比賽慈善基金
·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香港佛�聯合會佛�正行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維港長者會所
·香港特別行政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天水圍（北）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基督�服務處元州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基督�服務處幸福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單親協會
·香港電子業商會
·香港聖公會黃大仙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施彭年紀念信託基金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兒童權利�育活動資助計劃
·信義會沙田多元化老人社區服務中心
·家友站義工團
·耆康會荃葵青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耆康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耆康會象山發展領域
·荔景�居聯會
·荔景浸信會白普理長者中心
·救世軍大埔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救世軍油痲地青少年綜合服務
·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基督�家庭服務中心真光苑長者地區中心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聖公會基福小學
·聖方濟愛德小學
·嗇色園主辦可健耆英地區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富耆英鄰舍中心
·愛無限義工隊
·漢基國際學校舞獅隊
·鄰舍輔導會深水�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樂善堂梁球琚學校（分校）
·德貞女子中學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醫療輔助隊
·Delia School of Canada
·Generocity
·ShineR
·Yale Club of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Yale Alumni

商業機構合作夥伴
·太吉採購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中電集團
·文化村（長者用品銷售中心）
·立信門富士紡織機械有限公司
·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
·花旗集團
·恆華（香港）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信和物業管理公司
·香港地鐵公司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籌款顧問有限公司
·美國通用電氣國際公司
·康明斯香港有限公司
·國際管理協會
·敏興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
·富國銀行 香港分行
·領匯管理公司
·蘋果日報基金
·Asia Tiger Media Company
·Goldman Sachs
·Hopkins Management Group Limited
·Joyous Communication Limited
·Laurence Lai Gallery
·Mud Pies Education
·NVIDIA
·Star Music HK Entertainment
·VF Corporation
·Western Union Foundation
·Zuji

獨立人士合作夥伴
·�志高先生，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房屋署
　署長
·許俊炎先生，中華基督會香港區會學務部總監
·陳章明�授，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馮民樂先生，社會福利署
·曾婆婆
·蔡元雲先生，策略發展委員會行政委員會委員

其他合作夥伴
·四川省安縣�育局
·四川省成都市�育局
·甘肅省�育廳
·甘肅會寧縣�育局
·湖南省張家界市民族中學
·湖南省�育廳
·雲南省元陽縣�育局
·雲南省�育廳
·United Way Worldwide grant on behalf of the 

generosity of Target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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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a（粉紅色衫）來港時只有8歲，不久便成為
兒童希望中心會員。

Tina 考入心中的理想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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