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句總結!

多謝房屋及運輸局局長張炳良

授，以一句話總結了籌辦長者希

望日的意義。

第十九屆長者希望日，已於2月8日

順利完成。當日有近3,000位義工參與，

並到73個公共屋，服務超過900名獨居長

者。當日，很多長者的願望

被實現、家居得到清潔、收

到滿載禮物的福袋，及有著

愛及親切的關懷。其中一

個3人家庭義工隊，在活

動幾天後收到一張卡片。

這是一位89歲的婆婆寫

的：

沒有你，就沒有

公司積極參與!

今年有更多公司積極參與。有些

公司給予金錢支持，有些給予物

資捐助。不少公司已是連續多年

的贊助商，分別有美國道富銀行、

敏興集團有限公司、NVIDIA及華

莎美容等。他們當中很多

不單捐錢，員工也加入

義工行列。

風險資本，私

募股權及啤酒

他們有什麼共同點？又與「長

者希望日」有什麼關係？他們也

是「愛心軟件」的一部份，讓今年的

活動得以成功。香港創業及私募投資

協會成員以新穎形式為本會籌款，他

們一起玩「投杯球」，並將當晚籌得

款項捐予長者希望日。

長者希望日之後幾天，
義工收到長者的感謝卡。

第19屆長者希望日，是歷年最多義工參與及公司贊助的一年。

多謝所有贊助商！沒有你的
慨慷支持，一切事情都難以
發生。

多謝張炳良授，
連續第三年出席活動支

持及鼓勵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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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 通 訊

「愛心軟件」了！

「今日多謝您一家三口來探

訪我，很多謝你的來信及送上門的

禮物。我自己沒有女兒，今次你來探訪，

感覺好似自己的女兒。有空多打電話，上

來探我。很開心認識您一家。」

「幫助長者，我們需要硬件，軟件及

愛心軟件！」



最後一刻的驚喜

為配合長者希望日，我們於過去三年同時也舉辦了「福

袋繪畫比賽」。在去年的11及12月，我們收到近一千份

參賽作品。參賽者都花盡心思，顯出他們的愛心及藝術

創意來完成作品。今年年初，我們為比賽勝出者舉行了

一個簡單而隆重的頒獎儀式。在頒獎儀式接近尾聲時，

一位先生拿出他的名片，為我們送上一份最後驚喜！他

想為每個福袋送出一份普洱茶葉！長者們肯定會喜歡！

期待20週年

我們感謝有你 – 義工、贊助商、社區伙伴及個別捐款

者 – 為香港獨居長者帶來窩心的一天。多謝你。明年

再見！

• 續頁一

                            全心全意 !
 

大約一年多前，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前香港電台助理廣播處長（電台及節目策劃）

張文新先生，成為寰宇希望親善大使。

擴展了我們的網絡
自此他和太太（香港電台名DJ車淑梅女士），藉著他們廣闊的人際網絡，擴展了本會在社區各界的聯繫。去年在

他們協助下，屯門小肥牛分店開幕當日，本會成為了該店的受惠機構。小肥牛邀請當日原定贈送花籃及花束的供

應商，將有關金額以慈善用途捐予寰宇希望；同時，該店也將「試菜日」的收入捐予本會的慈善工作。

別具特色的「千個聖誕老人慈善跑」活動，新哥及淑梅姐也協助我們邀請到資深 DJ Uncle Ray 及歌唱組合

Robynn & Kendy 出任當日活動大使。今年，「長者希望日」開幕禮能邀請到歌手陳柏宇出席，也是他們的功

勞呢！

特別的夫婦
我們衷心欣賞新哥及淑梅姐的熱心和魄力。每次開會，

他們都會主動提出不同意見及一起討論我們的哪些活

動及項目可以使他們更有效為本會宣傳及推廣。

他們更與我們一起探訪並與長者及學童互動。

每次，他們都是全心投入熱心，為長者帶

來歡笑，為年輕人帶來激勵。

新哥，淑梅姐：多謝！我們期望

將來繼續與你們一起為有需要

人士，付上無限溫暖，帶

來希望，改變生命！

寰宇希望親善大使張文新先生
及太太車淑梅，擴展了本會在
社區的網絡。

時刻付出。 
時刻溫暖。

意想不到的回報
不只是一天的服務
寰宇希望長者服務項目宗旨，是幫助香港長者活得健康及有尊嚴。我們幫助長

者不單是只有「長者希望日」一天的服務。整整一年，我們招募、培訓及組織義工活

動，以推動長者防跌計劃及耆望成真計劃。

她施予…
本會其中一位長者希望日長期義工楊穎芝 (Wendy)，今年開始定期參與長者防跌計劃。透過此計劃 Wendy 學會如何

為長者評估跌倒風險及導他們預防跌倒，提高他們有關方面的知識。

. . .竟得到回報
幾個月前，Wendy 知道防跌活動的街站將會

到她父母居住的屋。她抽空參加了這次義

工服務，並邀請父母前來測試。結果，她

的父親被評估為高風險個案，得到職業

治療師跟進。之後，我們協助她父母居

住的單位的浴室安裝扶手，大大地減低了

她父親跌倒風險。

致每位長者項目的義工
Wendy父母很高興及感激可以活得更健康。我們也

很感激像 Wendy 一樣的義工。多謝你忠誠及

全心支持本會的長者項目。不論好天

下雨、酷熱及潮濕的夏天或寒冷

的冬天，你給長者的服務，

為他們帶來希望，

改變生命！

Wendy表示為長者防跌計劃作
義工，讓她大大地提高她對

長者防跌的知識。

長者希望日當天，年青長者服務年長的長者。

曾婆婆承諾明年會編織更多頸巾。

我們很尊敬這對長期為長者服務的義工--
Anderson Leung及他的太太，他們樂意將長者
的需要放於自己需要之上。

為了服務長者，全家一起出動！

很多贊助公司既
出錢又出力。

多謝你們每一位，讓2月8日成
為窩心溫暖的特別日子。 

多謝布叔叔，為小義工們帶來歡笑。

這些菲律賓女士利用他們每星
期僅有的一天假期，為香港長
者服務。多謝！

這些義工擁有讓長者開心微笑
的秘密武器 – 可愛的孩子。

歡迎出席「長者希望日2015」。

Wendy爸爸被評為高危跌倒
個案，並得到跟進服務。

在浴室安裝扶手後，
楊先生大大減低了跌

倒的機會。

圖片裡的青少年，第一次參加
長者希望日時是被抱在父母的
手中呢！他們現在已長大，也
可以服務他人了。



萬分感謝！

合辦機構

協辦機構

翡翠贊助

黃金贊助

白銀贊助

紅寶石贊助

為善最樂！

特別鳴謝：蘇業銘（司儀），陳樹昌（義務
工作人員統籌），亞虎傳媒公司，周耀章，
許嵐，許智宏，譚立志（攝影及錄像攝
影師）。

商業機構合作夥伴
Able Solution Consultants Company 
Limited
AngelSky
Cummins
Hopkins Training & Education Group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富國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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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鳴謝
張炳良授，香港房屋委員會主席
陳章明授，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張文新先生，香港電台前助理廣播處長，
寰宇希望親善大使
車淑梅女士，香港電台著名主持人
陳柏宇先生，歌手
曾惠珍女士，頸巾婆婆

·
·
·

·
·
·

當你為香港及中國有需要人士籌款時，也可遊覽風景或強健體魄。請瀏覽我們的網站及Facebook專頁。
如欲查詢請聯絡Elexa: elexaliu@hopeww.org.hk.

快樂籌款！

10月18至24日

12月13日

四川5日4夜籌款之旅。旅程由成都出發，沿路步行40公里，於四川西部自
然保謢區稻城田亞丁結束。

善客行

寰宇希望千個聖誕老人
慈善跑

今年你可以成為聖誕老人，為香港的弱勢兒童帶來希望。穿著聖誕老人服
飾一起參與在世界各地均有舉行的盛事！

日期 活動 詳情

甘肅省7月19-25日

與我們一起到內地，授一群渴求學習英語的中學生。有關詳情將在網站及Facebook稍後公佈，或可
聯絡陳小姐(Christina): knchan@hopeww.org.hk

前往內地！

查詢請電 2776-6829 或電郵丘小姐 (Glo r i a )g lo r i ayau@hopeww.o rg .hk。請留意我們的
Facebook專頁 www.facebook.com/hopewwhk

幫助兒童！

日期 時間 你可以幫助的事情活動

下午4 - 5:30或
5:30 - 7時

現時起至
6月30日

4月2日

協助學童完成功課及達到主要表現指標。

下午3 - 5時

上午9:45 - 下午5時4月13日

功課輔導

「三心兩意」
復活節派對

復活節藝術與
科學探索遊

在復活節這個有意義的日子裡，小朋友要有三心：關心、愛心、開
心，兩意：願意、心意。導小朋友學習付出愛心、關心身邊人，
過一個開心的復活節。

協助小朋友到畫室製作精美復活蛋、再到科學館認識神奇物質與科
學世界。

4月26日 下午4 - 6時 躲避球比賽 透過玩躲避球比賽，讓學童學習六大品格之一：「公平」。

社區合作伙伴
竹園區神召會彩雲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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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香港佛教聯合會佛正行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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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基督服務處樂暉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專業育學院
香港聖公會黃大仙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家友站義工團
荔景居民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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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康會啟業長者鄰舍中心
基督香港信義會恩耀坊
基督家庭服務中心真光苑長者地區中心
基督家庭服務中心順安長者地區中心
救世軍大埔長者綜合服務
循理會白普理德田長者服務中心
嗇色園可榮耆英鄰舍中心
鄰舍輔導會深水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醫療輔助隊



香港辦事處：
香港九龍石硤尾大坑東東輝樓地下1-6A室
1-6A, G/F, Tung Fai House, Tai Hang Tung Estate,
Shek Kip Mei,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852) 2588 1291
傳真 Fax：(852) 2588 1306
網址 Website：http://www.hopeww.org.hk
       www.facebook.com/hopewwhk

澳門辦事處：
電話 Tel：(853) 6668 3038
網址 Website：http://www.hopeww.org.mo

在世界各地帶來希望、改變生命

日本重燃希望生機
傷痛回憶

今年是日本經歷2011年海嘯四週年。根據CNN報導， 

至2015年2月災難死亡累積人數達15,890。很多倖存者

仍然居住在暫時搭建的房屋裡。

花卉，長椅與社區

寰宇希望（日本）自2012年3月起，開始為宮城縣理

町的災民（理町為海嘯重災區之一）進行園藝治療。

在2013年，2,628人透過參與種植花卉、蔬菜及穀物

等，受惠於該項計劃。「寰宇希望治療花園」成為該區

的綠州，每天都會有年青人，小朋友及老年人來花園參

觀。一位常客的心聲：「每天早上最開心的事情，就是

來到這裡欣賞花卉和休息一下。」

計劃剛開始時，大部份的參加者均屬女性。員工想盡辦

法，希望能鼓勵更多社區內的男性一起參與。他們開始

另一項傢俱建設計劃。藉著大家一起為花園建設長椅木

桌，更多的友誼，彼此關懷的關係也能穩定地建立起

來。

日本的宮城縣理町，是2011年
海嘯受損害最大地區之一。

更多的希望

由2013年6月起，寰宇希望（日本）開始一項新項目-- 為

海嘯倖存者及殘障人士推行工作輔助計劃。他們在社區

裡開設了一間售賣新鮮菜蔬及烤焗食品商店，現在已有

14名員工，當中很多都是殘障及長期失業人士。他們

很感激能有工作的機會。該計劃預期可增聘至20名員

工。

獲得工作能力及機會、人與人之間再次得到聯繫、並一

起為曾經被毀摧的地土重新建設，這一切為宮城縣理

町居民帶來了希望和將來。

寰宇希望（日本）用園藝治療方法，幫助海嘯受害者康復。

在2013年，超過2,600
位人士透過參與種植花
卉、蔬菜及穀物等，得
到心理上的治療。

員工開始花園傢俱計劃，吸引更多男士參與。

「寰宇希望治療花園」每天都會吸引
年青人，小朋友及老年人前來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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