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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義工對社會的貢獻未有科學化的衡量，義務工作的成效已普遍得到顯

彰。本局於 2005 年首次舉辦「香港傑出義工獎」，除嘉許傑出義工的貢獻

和成就，更提升大眾對義務工作的認同，肯定義務工作的價值，促進優質

行義服務。

「香港傑出義工獎」屬全港性的選拔，得獎者來自不同階層及背景，但均

致力服務社會，幫助別人。本局過往曾出版《15 個快樂人的故事》及《幸

福的創造》，分享第一至第四屆得獎義工的助人故事。今年特匯集第五、

第六屆得獎義工、義工團隊和企業，把他們的行義心得結集成本書，更附

以短片活靈活現地和讀者分享他們的行事和心路歷程。

義工默默無私奉獻，是凝聚社會力量及改善市民生活質素的重要元素。在

此，我謹向各位只求付出，不怕艱辛，不問回報的義工致以深深的敬意。

願行義種子在更多市民心中萌芽；人人做義工，共建更快樂、美好的明天！

義務工作發展局主席

李澤培 SBS, OBE 太平紳士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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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默默地付出個人的時間，心思和才能，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對社

會的問題作出積極回應，使到人與人的關係變得更融和團結，社會變得溫

暖和凝聚。義工的事跡未必是驚天動地的創舉，但每一位傑出義工所抱負

的信念、堅持，發揮的愛心和正能量都值得我們欣賞和細味。　　

《讓世界更美》的出版，是第五和第六屆「香港傑出義工獎」獲獎的義工、

義工團隊及推動義務工作企業的真實寫照。除文字之外，各得獎者故事更

透過視像方式讓大家深切感受他們行義的動力、熱誠和投入，以及豐盛精

彩的人生！

傑出義工之中，既有專業人士、也有家庭主婦、退休長者、青少年，甚至

殘障人士、長期病患者、媒體從業員、演藝工作者和紀律人員，從事義務

工作各具特色，涵盡福利服務、文化藝術、康樂體育、教育工作、醫療衛

生等範疇；足跡遍及香港、內地及海外。他們以熱切真誠的心服務人群，

體現人性的光輝，是社會的典範，令人稱頌。願他們無私奉獻的故事，能

打動讀者的心靈，啟發更多市民參與義工行列！

香港傑出義工獎籌委會主席

沈之弘醫生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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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工作發展局於二零零五年設立「香港傑出義工獎」，以表揚義工、義

工團隊及企業在義務工作上的卓越貢獻。

獲獎義工憑着一顆真摯熱誠的心致力行善，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以生

命影響生命，充分彰顯香港人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的美德，堪稱社會典範。

《讓世界更美》順利出版，可喜可賀。期望書中義工助人為樂的感人故事，

能感染更多人加入義工行列，攜手建設更和諧共融的社會。

「香港傑出義工獎」榮譽贊助人

梁唐青儀女士

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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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擔任第五屆「香港傑出義工獎」評審委員會主席，有機會與入圍

的義工、義工團隊和企業見面交流，並選出行義助人的楷模，彰顯義務工

作的精神及向義工無私付出表達敬意。

義務工作發展局匯集第五及第六屆得獎義工、義工團隊及企業的助人故事，

出版《讓世界更美》，分享義工真摯感人的事跡，讓您感受義務工作的偉

大情操。我希望您能在書中得到啟發，將感動轉化為行動，為社會注入關

愛、溫暖的力量。　

第五屆香港傑出義工獎評審委員會主席

胡定旭 GBS 太平紳士

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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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工作發展在香港取得豐碩成果，全賴背後一群義工的支持，貢獻個人

的時間及專長，回饋社會，因此，香港賽馬會對義務工作發展局的服務，

深表認同；其中為鼓勵市民將愛與關懷轉化為行動的「香港傑出義工獎」，

正好表揚不問回報的熱心人士及團體，意義重大。

這本故事集記載了義工獎得主無私奉獻的故事，值得各位細味，希望能夠

在社區播下關懷互愛的種子。馬會期望繼續與每一位義工同步同進，共同

建設更美好香港。

香港賽馬會主席暨
第六屆香港傑出義工獎評審委員會主席

葉錫安博士 CBE 太平紳士

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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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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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計回報
  盡力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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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度士
退役香港職業足球員，現任香港車路士足球學校技術總監。經常與不同團

體合作，為老幼舉辦免費慈善足球課程。

「山 Sir，我們來鬥一場吧！」 
「呵呵，準備接招！」 

球場上一片歡笑聲。

人稱山Sir的山度士，自小與足球結下不解之緣，綠茵球場上盡是他的足跡。

役內獲獎無數，憑藉出色的球技，山 Sir 更兩奪香港足球先生的稱號，成

為叱吒球壇的一代球星。自己已圓夢，有感每個孩子也應擁有夢想。「香

港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小孩未必有機會上足球學校，激發潛能，我便努力為

他們提供免費培訓。」相信，未來香港球壇優秀的新血陸續湧現。

山 Sir 也希望藉足球帶給受眾愛與歡樂。每個星期五，一班長者會齊集九

龍灣公園足球場，跟隨他學踢足球。「看着他們從自怨自艾，慨嘆自己一

無是處，到現在因足球而變得自信和快樂，真的很高興。」永不停步地將

歡樂帶進社區是山 Sir 現在最懇切的夢想。

足球成就了他，亦因他而成就了無數人。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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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cq2TK0UjRuA


不以服務時間作衡量
全心全意服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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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服務時間作衡量
全心全意服務他人

伍妙敏
腎衰竭康復者，多年來善用公司資源及個人網絡為多間非牟利慈善團體提

供公關及傳媒專業服務。

「腎衰竭沒法根治，患者一生也需洗血，除非有人願
意捐腎……」
「我會把腎給姐姐！」

這句包含無私愛意的承諾，改變了伍妙敏的一生。

雙十年華本是青春少女的花期，最燦爛的人生階段。可惜當時的伍妙敏卻

確診末期腎衰竭。生命垂危之際，幸獲妹妹捐腎，從鬼門關前逃脫，卻遠

離了夢想。

「幸運是我仍有機會向前跑。儘管起步較慢，卻深信總能從後趕上。」

夢想成為記者的她，手術後雖如願當上新聞記者，但同時卻遭遇另一難關。

奔跑穿梭於採訪現場總伴隨傷口撕裂的刺痛，腹部往往牽扯神經線而劇痛。

痛楚令伍妙敏不得不放棄一直以來的理想，轉投社福機構工作。這正好讓

她遇上義務工作。

身為過來人，伍妙敏深明病患的痛苦。「他們的生活遠與正常人不同，醫

院是最常待的地方。總是早上見醫生，下午在洗血的苦痛中掙扎。」在黑

暗中，她幸得妹妹捐腎，因此她積極策劃義工活動，傳揚器官捐贈的訊息，

為港人破迷開悟，望能令更多病患者受惠。

她相信行義是隻溫暖的手，把別人安慰。

「有人能在痛苦的過程中作伴同行，已可撫平病患的不安。」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5/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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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sqCs1GPYP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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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昇敏
人稱敏叔，自 2000 年長駐寨城公園，表演撕紙藝術送贈遊人，同時擔任義

務導賞員，結合傳統民間手藝及寨城歷史作出演繹，讓中外人士對中國藝

術文化有更深層的認識。

「義務工作者，就是一口不起眼的螺絲釘，人人皆可
做到。」 

敏叔的一字一句擲地有聲，道出真理。

一對手，一張紙，左撕一角，右撕一角，不消半分鐘便能撕出一張張讓人

歎為觀止的作品。人生最失意之時，撕紙賦予的意志讓李昇敏重新站穩腳

步。

當初，他在寨城公園散步，看著園裡的對聯牌匾，忽發奇想，便隨即拿起

紙張練習。自此，他與他的作品被人賞識，深受中外遊客青睞。李昇敏視

撕紙為分享喜悅的一種方法。曾經有對新人在公園拍攝婚紗照，他見狀上

前即席撕出一幅「雙囍」贈予他們。「幾年後，他們帶着孩子來探望我，

這是最精彩的『後遺症』。」　

肩負傳承中華文化的使命，李昇敏毫不吝惜傳揚撕紙手藝，經常為不同機

構擔任義務導師。「若自私而拒絕傳授，那麼這門藝術很快便會消失，只

要有人想學，我便會教。」

他，是平凡的本土藝術家；無私的義務工作者。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5/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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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mMfNe9f6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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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感染身邊人一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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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琬微醫生

眼科醫生，現為再生會副會長，香港光明行動及亮晴行動的執行委員。曾

遠赴內地 136 個農村，為村民義診及作手術示範。

「由我開始，至我的學生，學生的學生，將關愛精神
一直延續下去。」 

李琬微說着摟過學生的肩，然後與之相視而笑。

中學時期，李琬微已積極參與義工服務。多次到醫院探訪，她驚覺當疾病

來襲，原來病人是如此無助，他們的身心均需要關懷及支援。仍是小妮子

的她暗下決心，只要成為醫生，更要以自己的專業知識，義務幫助有需要

的人。 

內地農村的醫療體系發展落後，手術水平仍有待改進。2004 年，李琬微毅

然跟隨一眾眼科醫生走進山區，為村民義診外，更教導當地醫生手術技巧，

令更多人能擺脫黑暗，重見光明。 

「海南島義診期間，有位婆婆接受白內障手術後抓住我的手，不停感謝我

們讓她有機會可再次見到老伴及孫兒的樣貌，當下真的感動莫名。」其後，

李琬微得知此場手術是由她的學生執刀，感動比自己直接助人更深。

「技術可傳授，關愛精神可傳揚。」她希望能藉自己的行動，在身邊的人

心中植下小小的種子，從此學生們便心懷關顧，為病人做得更多。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5/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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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佩波
從內地移居香港，自小於破碎家庭成長，終能克服惡劣環境，投入義務工

作，更常帶同女兒參與義工服務，推廣親子義工活動。

「參與義工活動時，別人的一聲感謝，讓我真切感覺
自己活着。」

周佩波憶起當年往事時一臉感概。

十二歲前，他是奔走於田園間的窮鄉小子，四處逃離同輩的欺凌。來港之

後，他是被大陸口音拖垮的新移民，經常閃避同學的搭話。無盡噩夢一直

纏繞着周佩波的人生，將他打入自卑的困局，甚至曾逼他想走上絕路。

直至中學時參與了義工活動，初嘗助人為樂的滋味，周佩波才找到生存意

義。「即使世界並不只需要你，但做義工的滿足感令我有堅持下去的動力。」

透過與人接觸，從中得到認同和鼓勵，他的人生變得不一樣。

義工重塑自我價值，也讓他覓得人生的另一半。「我與太太相遇於一場義

工活動上。孩子自小便已跟隨我們參與義務工作，因為他們有股魅力，一

股讓受助者和自身快樂的魅力。」他以身教，向小孩子灌輸「生活就是關

愛精神」的概念。 

那些年走過的傷痛，只能從他話語中偶爾拖着微微鄉音中輕察，已為人父

的他終獲得成功，引領家人走向行義人生。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5/5.php

17

https://youtu.be/LG3-_2Pe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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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思聰
2009 年與友成立香港愛心魔法團，把熱愛的魔術結合於義工服務之中，培

育青少年成為關愛大使，傳揚愛心魔法。

「魔術，可以帶給別人歡樂外，又可拉近彼此的距
離。」 

這是溫思聰眼中魔法蘊含的魔力。

一句咒語，「媽哩媽哩空」，神奇之處並不是魔術本身，而是背後所發放

的能量。

本業為會計師的溫思聰，以往不分晝夜，埋首工作堆中。「有一晚，我突

然感到透不過氣，胸口像被甚麼東西壓著似的，我倒臥在床上，感覺死神

就在身邊徘徊。」奇蹟甦醒後，他驚覺自己似乎有使命尚未達成。「對於

生活疲於奔命的香港人，很多時候都忘了要給自己和身邊的人多點愛心和

關懷，甚至忘記了快樂的感覺。」

這促使他成立香港愛心魔法團，將興趣融合義務工作，在社區散播正能量。

大概 3 年前，溫思聰遇見徒弟 Derek。該是愛心魔法的強大威力，令

Derek 蛻變成另一個人。「他的人生觀變得積極，甚至比我更投入義務工

作，更因而獲得香港傑出少年的獎項，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得著。」現時，

兩師徒經常合作，到處傳揚愛心魔法。

他相信終有一天，每個人都能成為一位真正的魔術師，施展開心魔法。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5/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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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yROV6HfVp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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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活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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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漢華
克服身體殘障，將歧視轉化為動力，關顧無依長者及病友，陪他們走完人

生最後一程。

「以一顆樂意的心、一雙願意聆聽的耳朵，尊重孤苦
無依人士的生命。」 

麥漢華用愛與關懷，服務臨終的無依者。

人生在世短短數十載，死亡必定來臨，無人倖免。

看淡生死的麥漢華，人生路並不平坦。身體殘障令他自小飽受歧視目光和

言語譏笑。他反以此為動力，更堅定成為義工的決心，鼓勵傷健人士加入

義工行列，一做便四十多年。

身為獨居長者，麥漢華深明孤獨無依的無助與憂慮。故此，他早年加入「寧

安服務計劃」，為同路人提供臨終關顧服務。「我們臨在與同行，舒緩老

人和病友對死亡的恐懼，讓他們離世時擁有尊嚴。」

他致力奔走各處，為病友解決心中憾事，使他們得以在愛中離開世界。

他相信，明白心願從所願，愛在生命未了時。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5/7.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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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J9M1oibMft0


堅持向命運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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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湛溪
自幼患上小兒麻痺症致下肢癱瘓，努力克服肢體缺陷，積極參與義務工作。

「作為一名殘疾人士，希望激勵同路的兄弟姐妹，發
掘自己的生存價值。」 

葉湛溪冀助同路人走出黑暗漩渦。

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同舟共濟，守望相助，充分從葉湛溪身上體現。

葉湛溪不足一歲時被確診小兒麻痺症，下半身癱瘓，自此與拐杖為伴。由

於身體殘障，半生歷盡人情冷暖，但他仍對生命一切滿懷熱誠。他本着助

人自助的理念創業，並堅持聘用傷殘人士工作，給予他們就業和自食其力

的機會。他深信，「我可以做到的，大家都可以做到。」

現時，仍有人對傷殘人士存有誤解，致令大部分都未能公開就業。因此，

葉湛溪致力推動殘疾人士的職業培訓，助他們自力更生。「殘疾人士只是

需要一個工作機會去證明自己。」創建一個傷健共融和平等的社會，是他

最大的心願。

他自強不息，不斷鼓勵和協助其他傷健人士，融入社群，是獅子山下兒女

的模範。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5/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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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GrhuTtOQh80


天生我才
      必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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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凱恩
幼時患眼癌失明，未有怨天尤人，反而積極參與義務工作，運用天賦才華，

以歌聲和琴韻為不同慈善機構表演籌款。

「作為一位視障人士，我也有能力透過自己的生命去
影響生命，燃亮別人。」 

蕭凱恩的歌聲總透着樂觀與朝氣。

每個人與生俱來都有一雙眼睛，卻並非每個人都有機會看見色彩。拚命張

開眼睛，等待他們的卻是一片漆黑或是失焦的世界。

蕭凱恩自出生便被確診眼癌，需要切除眼球以保存生命，從此注定永遠失

去視力。「直至長大才發現，原來我與其他小朋友不一樣。」天生的缺陷

並沒有令她向現實低頭，在跨越無數的挫折過程中，蕭凱恩積極發展自己

的音樂才能，甚至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演奏級。而她天籟般的歌聲，

更是讓聽者為之動容。

音樂是蕭凱恩生命不可少的部分，既是情緒的出口，亦是快樂的泉源。自

中學開始，她便經常參與義演，藉歌聲發放正能量，幫助弱勢社群。「每

一次演出我都會用心唱歌，把我的快樂分享予其他人。」

她雖然活在漆黑裏，但自身的存在卻成了黑暗中的一點亮光。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5/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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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cyNqfmjjxLQ


活到老
學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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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淑真
以八十多歲的高齡，憑努力，由過往目不識丁，到成為「資訊科技大使」，

開班教授長者電腦知識。

「學習不分年齡，勇於踏出第一步。」 
蘇淑真認為用電腦一點也不難。

在一般人的觀念，網絡是年輕人的世界。但年逾八旬的蘇淑真身體力行，

衝破年齡枷鎖，力證科技無限耆。

2007 年，蘇淑真在長者社區中心初學電腦，怎料一學就着迷，開啟了科技

新世界，很快便上手，自由擺弄各項電腦程式功能。未幾，更以「福婆婆」

之名，設立個人網誌，與網友分享健康資訊及記錄生活軼事，高峰期瀏覽

人次竟達十八萬。

成為「IT 專家」的蘇淑真更在社區中心開班授徒，讓其他長者也可以享受

使用電腦的樂趣。「別人稱呼我為蘇老師，我真的很開心。」義務教學與

興趣融為一體，她從中得到無限滿足感。「以前別人常說長者無用。我敢說，

長者都很有用！」

夕陽無限好，高齡長者的生活可同樣精彩！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5/1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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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pTae6rNUT_s


燃亮生命 

豐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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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黃允畋中學 Vnet 義工服務隊
吸納欠缺自信、目標及成就感的學生，透過義工服務，幫助他們啟發潛能。

「看見年青人，透過義工服務，找到自己的亮光點，
正是 Vnet 的意義。」 

香港青年協會駐校社工石伙蓮見證學生們的成長。

在堂上喧嘩吵鬧，作弄同學，辯駁老師，是青春期少男少女普遍的命題。

骨子裡，他們卻有顆純真的心。

佛教黃允畋中學 Vnet 義工服務隊集結了這班欠缺自信，目標和成就感的學

生，讓他們一步步自行構思，策劃義工服務，從體驗中發掘個人的可塑性，

展現正面成長的無限可能。2005 年至今三萬多小時的義工時數，每分每秒

都可以證明，學生們用心服務社區，決心強化自己。

「Vnet 使我們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亦有能力進步，成就更美好的自我。」

歷經種種，隊員蔡梓恒由當初班上的滋事份子蛻變成真誠可靠的學長。即

使道別校園，仍不時回校，帶領學弟學妹邁向前路。

Vnet 是盞明燈，讓孩子們不再在黑暗中迷失。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5/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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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ygKlurTpfcU


互動關懷 警民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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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義工服務隊
2004 年成立，致力推動警務人員在工餘時間參與義務工作，內部不同單位

及警區先後成立 41 支義工隊伍。

「作為紀律部隊，我們也有社會責任，服務社會和弱
勢社群。」 

香港警察義工服務隊召集人陳俊燊如此闡述。

警察維護法紀，面對不法之徒，依法辦事絕不姑息。法理之外，他們亦有

人性一面。

香港警察義工服務隊涉獵的範圍廣泛。每一支義工隊，可自行選擇服務對

象，由繩網訓練以至關懷社區的探訪活動，均有參與。警察繩網會執委馮

漢榮熱衷其中，「警察與市民一樣，我們堅守職責外，也希望善用工餘時

間服務社會。」

近年，警隊在港人心中形象受損。撇除個別事件，其實熱心的警察義工早

已深入社區，身體力行，服務社群。警察繩網會經常提供免費的繩網訓練

予各區青少年學生，協助他們建立自信，發展潛能。「在過程中，人與人

之間互動增加，市民便會理解警隊關懷社會的熱誠。」另一執委李民輝期

望市民大眾早日回復對警隊的信心。

警察服務市民是必盡的責任，義務工作則是另一方式幫助市民。始終 ，警

民乃是一家。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5/1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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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YkHcBMAqN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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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基兆業地產集團（物業管理部）

按社會所需訂主題年，籌辦相關活動貢獻社會。2001 年成立恒愛義工隊，

將義工精神傳至業戶，帶入社區。

「一個良心企業會對社會善盡企業責任。」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執行董事孫國林以此為傲。

每間企業都有一張宏大的永續經營地圖。而恒基的地圖中「義務工作」所

佔的地域甚大。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物業管理部）秉持以人為本的信念，上至董事，下至

前線員工，均身體力行，服務弱勢群體。「恒愛義工隊」於 2001 年創立，

提供平台讓同事及其家屬積極參與義務工作，更藉物業管理的優勢將義工

精神深入推廣至屋苑業戶、合作伙伴以至社會大眾，以愛傳愛，遍佈香港。

為配合 2016 年「菁英年」，義工隊與社福機構合作，安排專業義工，把家

居維修技巧及家居裝置技術傳授予居於深水埗及觀塘區公屋的 14 至 24 歲

青少年，同時協助改善低收入家庭家居環境。「我們的同事十分踴躍參與，

消息一在內聯網發佈，不消二十分鐘便爆滿了。」恒益義工委員會主席陳

仲文深切感謝同事們熱心參與公益。

恒基饑溺同心，回饋社會。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5/1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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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I5XWQgql2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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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術仁心
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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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揚博士

註冊中醫師，運用其專業知識，自 2010 年起定期到坪洲服務獨居長者，為

他們按摩、推拿減輕身體痛楚。亦組織醫師到內地山區義診。

「一直以來雪中送炭是我行善背後堅持的理念。」
林家揚以醫術暖化受助者的心。

星期天，是林家揚的「特別診症日」。

自多年前參與義工活動，發覺島上長者缺乏醫療援助後，林家揚每月便預

留一個周日，風雨不改，遠赴離島坪洲，親身為他們提供中醫義診，以拔罐、

艾灸等療法協助舒緩長者身體痛症。坪洲長者的子女在市區生活，大多生

活孤苦無依。「簡單的關心和按摩已可溫暖老人家的心，讓他們感覺受重

視。」他醫病，更醫心。

愈是參與義務工作，愈讓林家揚體會偏遠地區人士的醫療需要。他曾在內

地西安的山區探訪一名下肢無法活動的長者。右手跌斷至扭曲變形卻未得

到治療。飽盡痛症折磨的她絕望地問：「我到底甚麼時候才能死？」林家

揚更感生命渺少，矢志不遺餘力，幫助有需要的人。

醫者仁心，這條義診之路，他會一直走下去。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6/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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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81vIL5JX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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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求幫助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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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無分大小
只求幫助更多人

周嘉歡醫生

任職腎科醫生逾 30 年，親睹病人飽受疾病折磨，有感宣揚器官捐贈的重要

性。2008 年創立香港移植運動協會，先後 7 次帶隊參加世界移植運動會。

「我的心願是終有一天，香港能主辦世界移植運動會！」
周嘉歡說時，眼裏充滿信心和希望。

周嘉歡，腎科醫生，30 年來親睹病人飽受等待器官移植的折磨。「作為一

名醫生，卻束手無策，真的很痛苦，很無奈。」故此，她在香港大力推動

器官捐贈，宣揚捐助的重要性及緊急性。「只要有人願意捐出一個器官，

便可令一位病患者早獲新生。」

傳統中國人認為重病需臥床靜養。周嘉歡卻不以為然，相反她認為運動是

復康的關鍵。透過運動，病患者可調整身心的狀態，才能達到全面的復康。

率隊參加世界移植運動會及在港舉辦同類運動會的想法便油然而生。2007

年，她開始帶隊出國參與世界移植運動會。其後更親力親為，於 2012 年在

香港成功舉辦第一屆器官移植及透析人士運動會。

「很多小童認為自己身上的疤痕很醜。但當你發現參加運動會的所有人身

上均有疤痕，甚至更醜時，便會發現其實根本算不上什麼。」移植運動會

是一個讓康復者正視自身病痛的機會，更是一種學習接受的過程。

看着一眾曾進行器官移植的康復者如今能在運動場上奔跑，能在泳池裏暢

泳，周嘉歡面露安慰的笑容，「一般人做到的事，他們也能做到。」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6/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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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vz3Od3ct4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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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玲珊
風雨不改，每天到弱能學校協助照顧身體不便及學習有困難的學生上課。

持續不斷逾 30 年。

「他們總是會先遞茶點給我，然後才遞給老師……」
學童窩心的舉動，足證陳玲珊的付出都是值得。

四十多年前，陳玲珊的兒子出生，本是幸福樂事。但小小人兒卻不幸確診

大腦痙攣，導致部分腦細胞死亡，影響身體機能及活動能力。這不可改變

的事實，卻使她踏上行義之路。

當兒子到了入學年齡，陳玲珊為他報讀弱能學校。因學位有限，為了提高

錄取機會，她主動向校方申請擔任家長義工。「細想，當時的動機似乎有

點自私。」她自嘲道。　

如今，孩子畢業離校，陳玲珊仍堅持留下來擔任助教，在學生們耳邊重述

老師教授的內容，牽著他們的手，帶他們寫字和認字。「與學生產生感情了，

就自然更不捨得離開。我會一直盡力幫忙，直至學校不再需要我。」　　

陳玲珊全心投入義工生活，忘我的態度也曾惹來家人微言，但她只視之為

信念有別。「他們會覺得沒有利益的事，為什麼要去做呢？但我會認為，

這個世界根本不需那麼多計算。」

助人源自內心，從來毋需精確計算。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6/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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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LB-myI5hAnc


法治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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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顯舜律師

以專業知識為多個社福機構、學校和公屋居民提供義務法律服務。

「希望用法律醫治心靈，讓大眾知道法律是生活的必
需品，每件事都有解決方法。」

這是黃顯舜的使命。

律師論時間收費，每分每秒都顯得格外珍貴。黃顯舜卻從不以為然，相反

更願意貢獻自己的時間服務社區。

「我覺得作為一名香港人，要付出一分力，幫助有需要人士。」拋開複雜

繁瑣的工作，黃顯舜每星期都會走訪不同屋邨和社福機構，為基層市民提

供免費的法律諮詢。

有關少數族裔人士的負面新聞不斷，使港人對他／她們心存偏見，難以融

入社會。黃顯舜曾擔任某中學陸運會嘉賓，眼見少數族裔學生透過半鹹淡

的語言去展示團結，令其深受感動。「在香港，他們未必得到港人的認同

及尊重，但他們的努力和團結，很值得我們學習，」此後的暑假，黃顯舜

邀請少數族裔學生到其律師行擔任實習生，讓他們有機會投身專業界別，

提高社會地位。

法治心靈，以法律撫慰基層市民因不公而受傷的心；以法律重拾少數族裔

學生因歧視而欠缺的自信心。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6/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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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zGcK4W4SJ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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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文輝
身兼電台主持、歌手及藝人三職。自資創立「啤梨義工團」，以義工服務

取代歌迷聚會，以身作則帶動歌迷加入義工行列，共同到社區進行活動。

「不管是藝人或是粉絲，我們所做的都是為這個城市
出一份力。」

啤梨與歌迷同心協力，幫助有需要人士。

藝人行義，與一般人相比，總有不一樣的影響力。

葉文輝（啤梨）自小經常參與童軍慈善活動，深深體會助人之樂。成為藝

人後，他發現此工作所賜予的號召力和影響力遠比想像中強大。「每個人

都有各自的專長，我在自己所屬的領域內盡己所能，也能為社會帶來正面

的影響。」從此，他經常零酬勞為不同慈善團體擔任活動大使和司儀，令

更多市民關注社會上有需要人士。

啤梨熱衷行義，更身體力行，曾為獨居老人送暖織頸巾，但過程中自覺效

率慢且成效低。「我發覺藝人身份最大的效益是招募義工，呼籲市民為社

會貢獻。」2006 年，他毅然成立啤梨義工團，改變歌迷聚會的既定模式，

鼓勵歌迷一同參與義務工作。「希望未來啤梨義工團，可以繼續用我們的

雙手及雙腳去幫助社會。」

藝人和義工身份之別在於：藝人獲得的只是剎那掌聲，但義工卻能為他人

生命添上希望。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6/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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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ni_RUHXzyk4


義工力量
震撼你我他

楊秉基 ( 左 )46



楊秉基
劇場工作者，經常與不同的社福機構、地區組織和學校合作，創辦展望劇

場及工作坊，務求啟發參與者共建更理想的社區。

「義工、事業，雙線並行。」
楊秉基正以兩者獲得社會認同。

戲如人生，楊秉基以戲劇讓人面對自己，正視人生。

「劇場是個發夢的平台，把夢想實現。而且與人息息相關，提醒我各人的

故事，影響着不同的人。」楊秉基遂推行「展望劇場」，把經驗帶至生活

不同角落，走進社區，聽他人的故事，甚至讓參加者成為演員，參與其中，

引領他／她們尋找自身可能的出路。

香港社會金錢主導，人們常以工作忙碌為理由，不願意花一點點時間關心

社會。楊秉基嗤之以鼻，「為自己的事業打拼雖然已很累，但參與義務工

作的過程中，眼見別人因而獲得力量，感受的又豈是金錢所能賺取！」

舞台上，他是優秀的劇作家。舞台下，他是傑出的義工。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6/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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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alpG27oWf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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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河同行
由陳灼明（明哥）帶領下的義工團隊，派飯行義，關注弱勢社群及少數族

裔所需。

「號召同路人，為人類建樂園，共同努力，丹心一片，
令乾坤看盡笑臉。」

《包青天》的歌詞，寫的正是北河同行的故事。

一盒暖飯、一個蘋果、簡單的一頓飯，卻窩心至極。

位於深水埗的北河同行茶餐廳每天一到下午五點，店內即變得熱鬧。十多

位義工流水式盛飯、放上家常菜餚，準備飯盒。未幾，陳灼明（明哥）與

義工一起推着堆滿飯盒的手推車，穿過大街小巷，到通州街天橋底，派飯

盒給露宿者。街頭巷尾，雖盡是舊木板和破布搭起的簡陋小屋，卻因善心

而變得美好。

義工思域早在「北河同行」成立前，已常向明哥購買待用飯票捐贈長者。

隨後更身體力行，加入義工行列。親睹老人家和露宿者領取飯盒時的喜悅

和幸福感，她深有感受 。「其實有些事不如我們想像中理所當然，可能只

是一頓飯，他們亦未必容易得到。」 現時「北河同行」的故事已廣傳海外

各地，但她和一眾義工衷心希望更多有心人士參與其中，為社會帶來多一

點溫暖。

在這小店內，不同政見、不同膚色、不同年齡的市民，皆成一體，同心服

務社區。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6/7.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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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EOo4UzdtT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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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熱線」義工

透過 24 小時預防自殺熱線，上門探訪自殺危機長者服務等，為情緒受困，

感到絕望及有自殺傾向人士提供輔導及支援。

「簡單的一聲慰問，一個擁抱，已可撫慰他們受傷的
心。」

這是「生命熱線」義工 Anita 多年來的深切體會 。

春去春來，花開花落，而人生只得一次，為何我們輕言放棄？

「生命熱線」義工的服務分為 24 小時預防自殺熱線和外展探訪兩種。自

1995 年，成立以來，致力協助萌生死念的來電者、長者及青少年，走出情

緒低落的沼澤，擺脫自殺念頭。

每一位情緒受困的人士，往往有向身邊人難以啟齒的苦衷。義工的陪伴，

有助他們打開心房，驅走心底的恐懼。義工 Anita 過往外訪不少飽受孤獨

和病痛纏繞的長者。「愛心是最重要的。惟有耐心聆聽，從對方的角度出發，

才能協助紓緩情緒。」

義工嘉偉在電話線的另一邊亦開導過不少瀕臨自殺邊緣的人士。「記得有

位陷入婚姻危機的女士來電熱線，當時她哭了很久，更萌生自殺的念頭。

隨後的一個月，我經常接到她的電話。我們聊天，聽她訴說自己的感受，

陪伴她渡過難關。」最後，危機解除，女士更特意致電感激義工們的理解

和支持。

人生中，曾經有一剎，我們可能以為會被悲痛折磨得再也不能從谷底掙扎

起來，畢竟求生比求死更需要勇氣。但世上總有人會用心聆聽我們的苦惱，

無條件陪伴與關懷。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6/8.php

51

https://youtu.be/UMuZUHvQ_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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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創域會有限公司
本港唯一一個綜合癌症康復者及其家屬組成的病人組織，策劃義工活動，

協助患者積極面對，減輕對治療甚或死亡的恐懼。　

「我們以生命影響生命，長久伴行康復之路。」
香港創域會主席李兆紅勉勵病友照顧身體，奮力抗癌。

確診患癌，身體固然承受痛苦，但更多的是被絕望和恐懼擊潰的心靈創傷。

由病友和家屬推動、管理及執行的香港創域會有限公司，正是患者在奮力

抗癌路上最真摯的同伴。服務從關懷、教育到康樂，更會定期舉辦健康教

育講座，邀請醫護人員主講，介紹治療、護理、養生等知識，讓病友辨識

方向，走向康復之道。

委員陳愛蘭感激與病友共同度過的每段時光，「患病初期，我經常獨自哭

泣，怨天尤人。自從加入組織，與大家結伴對抗病魔，令我開朗不少。」

而每次活動中相見，互相鼓勵和帶來希望，彼此攜手向前踏出一大步。

一眾同路人聚首，交流醫療資訊，互相扶持，那種結伴同行的情誼，是最

貼心的扶持力量。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6/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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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hh3Lm_Fgy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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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舍 59 隊
由港島東區 14 至 24 歲的年輕人組成，透過推動鄰舍關懷與服務行動，為

社區重新注入正能量。

「一個人的能力雖有限，但鄰舍 59 隊集結了同樣熱
愛社區的青年力量，共同建立更和諧的社區！」

隊員子欣的笑意散發出青春和蓬勃的朝氣。

海灣、漁船、魚腥味，舊區的一事一物總蘊含著人情味。隨時間洗禮，大

型重建項目進駐，舊區獨有的味道悄然流走。

鄰舍 59 隊成員大多在筲箕灣土生土長。眼見這傳統舊區被連鎖店入侵，百

年老店人去樓空，社區漸變得陌生，鄰舍關係也不如以往親密，隊員子欣、

海琪與一眾成員決定以自己的力量維繫社區內的一份情。

他們成立愛心街，廣邀區內的店舖提供不同優惠或物資予區內低收入家庭

及年滿 65 歲的長者，宣揚街坊守望相助的精神。「我們要行前一步，了解

社區正發生的事，才能盡能力給予協助。」而鄰舍間的感情亦從此復燃。

只要主動關懷，其實不難感受社區鄰舍間潛藏的那份愛。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6/1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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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Z45vKw7C0j4


運動改變
「態度」

56



凝動香港體育基金
開創以運動為主體的義工服務，為基層學生提供正規運動訓練，包括跑步、

曲棍球等，以助學生建立自信，擴闊生活圈子。　

「體育能培養學童正確價值觀及紀律性。」
凝動香港體育基金主席陳俊傑相信體育的力量。

劍擊、曲棍球在香港並不普遍，一向是「貴族」運動。

凝動香港體育基金會（凝動）於 2012 年成立，為基層學生安排為期兩年的

免費運動課程。現時正開辦高爾夫球、長跑等共 10 個運動項目的訓練班，

導師大部份是港隊運動員，而全部器材均由基金全費資助。「基層的同學

亦應該有機會享受高質素的訓練，不光是中產才可以師承好教練。我們基

金的成立，正想填補這個空隙。」

香港社會着重知識的追求，學童往往課後補習至晚上，甚少機會接觸運動。

凝動鼓勵學生從體育中領略做人道理和正面價值，學習團隊精神、紀律、

待人接物和溝通能力等。「『態度』的培養很重要，總是終生受用。」主

席陳俊傑相信運動可以改變人生。

一群熱愛體育的年輕人，正實現以運動去影響生命。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6/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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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CUANIsj6j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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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嘉烈醫院「藝術在醫院」義工隊

打破醫院的冰冷及死氣沉沉，以藝術治療手法，包括書法和水墨畫，助長

期病患者抒發內心感受和情緒，忘懷痛楚。

「眼見病友捧著顫抖的手，執起毛筆，從一撇一劃直
至字體成型。那種喜悅，是我們至今不能忘懷的。」

「藝術在醫院」義工周笑珍的笑容洋溢着溫暖。

藝術不只是一種美學，它也是藥方，讓病患者透過創作把情感抒發，治療

心靈。

藝術治療的本質是讓長期困在病房的患者直接參與藝術。瑪嘉烈醫院「藝

術在醫院」義工隊透過書法、水墨畫等活動，讓病人享受創作樂趣之餘，

訓練他們手腳協調。同時，亦提供一個平台予義工，發揮所長，回饋社會。

寫得一手好字的義工周笑珍和麥漢權共同擔任瑪嘉烈醫院的書法班導師多

年，見證了不少中風病患者在學習過程中病情好轉，逐步回復自信。「我

們最根本的目的不是教他寫得一手秀麗的字，而是學會如何重新控制手的

運動。」

「每每看到他們能成功完成作品，真的很開心。」

原來，康復也有藥物以外的另類治療法。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6/1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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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URwahmEofHE


以
身
作
則

發
光
發
熱

60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一直積極推行針對社會需要的社區項目，協助弱勢人士改善生活；亦支持

企業內義工隊，發揮其電能專業，惠及社群。　

「中電一向積極推動同事在工餘時間參與義工服務，
為受助者添上歡笑，送上關懷。 」

中華電力總裁潘偉賢的笑眼裡滿是自豪。

電流點亮萬家燈火，驅逐黑暗與寒冷，時刻照亮香港。中電紮根香港超過

115 年，與港人共同成長，見證社會走過高山低谷。

有感社區內弱勢群體需要支援和關懷，中電員工遂於 1994 年自發成立義工

隊，將專業知識和技能融合義務工作，為基層長者重鋪日久失修的電線。

歷經廿二年，在管理層大力支持下，服務範圍不斷擴展，包括探訪、萬歲宴、

清潔沙灘、重鋪電線、輪椅維修、步行籌款，亦都積極參與中電主辦的社

區活動。義工隊成員至今已達 1,400 多位。為進一步推動行義精神，中電

更為員工提供義工培訓和一日有薪社會服務假期。

作為總裁，潘偉賢以身所則，經常帶領同事參與義工活動。他認為行義是

積極的方法，令社會充滿更多正能量，拉近人與人之間距離。「只要用心

做善事，可以感染他人，何樂而不為？」

司徒漢強加入中電義工隊逾 20 年。回想行義種種，他用「出心出力」概括

過往所走的路。他平日工作忙碌，下班後仍樂意用工餘時間，參與策劃義

工服務。「我們所做的一切只望受惠人士感受關愛，衷心感謝公司接納我

們的提議，並且全力支持。」

中電推動義工用心行義，如同電流一般，在社區內發光發熱，為受惠者帶

來光明與溫暖。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6/1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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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efE0ZnreI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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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集團
多年來積極參與各項關懷社區和環保活動，推廣文化保育和各類型藝術及

文化項目。2008 年成立「信和友心人」義工隊，鼓勵員工定期參與義務工

作，以人為本，回饋社會。　

「為推動義務工作文化，信和善用各業務單位的專
長，從社區參與、場地贊助等方面，支援地區社福機
構，傳揚關懷。」

企業傳訊部高級經理關樂祺語畢瞬即投入協調活動各項細節。

信和集團以土地為根，香港為家，所以更關心社區內的人和事。

為照顧社會各階層所需，信和鼓勵員工身體力行投入義務工作，走遍各區，

關愛社群。因而推出「一人一天」義工計劃，支持員工每年至少一天於辦

公時間內參與義務工作。2016 年間，逾 1,500 位員工及其親友積極參與活

動，義工服務總時數更達 127,251 小時。

「信和友心人」義工隊的服務類型多元化。其中，隊員定期會探訪安老院，

與一眾行動不便的長者歡度周末，獻出溫暖，送上關懷。「每次見面，他

們都會很雀躍，我們自然也高興。」義工胡寶蓮笑着說。

 義工林美瓊參與探訪已達三年，與長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憶起初次見面，

「當他拍一拍你的手，在我們對望的那一剎，你會發覺這就是生命的奇妙，

他們的存在豐盛了我的人生。」相遇是緣分，互相影響，改變了人的生命。

信和築起橋樑，讓義工和受惠者間構成血緣以外的情感紐帶，讓社區充滿

愛。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6/1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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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qRgdbOvy5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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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銀行
義務工作是銀行的核心文化。一直致力透過不同社區活動提供機會，讓員

工分享經驗與技能，推動社區發展。　

「企業是一個平台，我們致力於提供做義工的機會，
使員工可以在活動中分享經驗，推動社區發展。」

人民幣應用策略主管紀鷺禧的目光滿是熱誠和肯定。

生意有順逆景，投資可按市況調節急緩。但對渣打銀行而言，義務工作是

無視世事變改，始終如一地持續着。

渣打香港從不局限同事參與活動的性質，相反成為後盾，提供資源支持和

鼓勵他們因應自己的感受及興趣去組織活動，接觸受眾，服務社群。多元

價值和自主空間並存，促使員工一呼百應，燃起助人之心，熱心參與公益

漸成公司特有的文化。

義工梁樂思自加入渣打香港便經常參與策劃社區活動，協助少數族裔融入

社會。「甫入職，部門主管便邀請我參與義工活動。 這是個團隊相互認識

的好機會。」一同踏出工作界限，服務社會，既能加強同事間關係，亦可

使社區持續發展。

渣打早已為員工架起平台，讓義務工作成為企業內的平常事。

http://www.avs.org.hk/hkvastorybook/6/1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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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UYGzBWM_7mk




義務工作發展局

香港傑出義工獎

簡介



義務工作發展局
義務工作發展局於 1970 年成立，為非牟利慈善機構。致力承

擔樞紐角色，與社會各界建立夥伴關係，合力推動義工參與，

促使提供增值及優質的義工服務，以締造一個互愛關懷的社會。

主要工作：

動員義工參與

• 義工轉介服務

• 義工專才網

• 伙伴協作義工計劃

• 長者服務中心

推動優質義工服務

• 義務工作培訓

• 香港義工約章

• 香港義工學會

義工嘉許及公眾教育

• 香港傑出義工獎

• 專業人士義工服務嘉許計劃

• 紫荊領袖義工獎

• 義勇獎

• 國際義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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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傑出義工獎
義工是社會寶貴的資本，是建設一個關懷社會的要素。義工不

為報酬，獻出個人的時間、精神及才能，默默地為他人的福祉

耕耘，提供多元化切合需要的服務，值得社會人士敬重及表揚。

兩年一屆的「香港傑出義工獎」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義工選舉，

由義務工作發展局 2005 年首度主辦，以肯定義工的卓越貢獻，

表揚義工出色表現及成就，樹立義工的典範，提高社會人士對

義工的認知和認同。

「香港傑出義工獎」的設立，促進義務工作成為香港市民的生

活文化，並在推動義務工作的優質實踐和持續發展方面產生積

極的作用。

　
香港傑出義工會是義務工作發展局屬下組織，2009 年 4

月成立，匯聚歷屆香港傑出義工獎得主的力量和經驗，提供一

個理念交流和合作平台，推動義務工作，並支持義務工作發展

局各項活動。該會每年訂定不同主題的義工服務，讓會員發揮

潛能，攜手合作，廣泛傳揚義務工作精神，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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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傑出義工獎

評審委員會 第五屆香港傑出義工獎 (2013)

主席： 胡定旭 GBS 太平紳士
 醫院管理局主席

委員： 車淑梅女士
 香港傑出義工會會長　

 伍穎梅女士 
 路訊通控股有限公司創辦人及副主席
 哈佛大學 Mason Fellow

 徐立之教授 GBS 太平紳士 
 香港大學校長

 鄔滿海先生 GBS
 香港房屋協會主席

 沈之弘醫生
 義務工作發展局副主席
 香港傑出義工獎籌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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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傑出義工獎

評審委員會 第六屆香港傑出義工獎 (2015)

主席： 葉錫安 CBE 太平紳士
 香港賽馬會主席

委員： 車淑梅女士
 香港傑出義工會會長　

 蔡海偉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

 梁智仁教授 SBS 太平紳士
 醫院管理局主席

 伍穎梅女士
 路訊通控股有限公司　
 創辦人及副主席　　

 鄔滿海先生 GBS
 香港房屋協會主席

 沈之弘醫生
 義務工作發展局副主席
 香港傑出義工獎籌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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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表格
請選擇合適之項目。 < 請以正楷填寫 >

本人／團體支持義務工作發展局，願意捐助港幣
單次捐款︰　○ HK$500 ○ HK$1,000 ○ HK$2,000

 ○ HK$5,000 ○ HK$___________
  
每月捐款︰　○ HK$100 ○ HK$200 ○ HK$500　

 ○ HK$1,000 ○ HK$___________  
 
1. 捐款 HK$100 或以上可獲發收據以作扣稅用途
2. 請勿郵寄現金
 ○  請寄回正式收據予本人／團體。
 ○  為節省開支，本人／團體毋需收據。

捐款方式
○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義務工作發展局」(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 )

○ 直接存入「義務工作發展局」匯豐銀行戶口 002 - 478865 - 001  
( 請連同存款單 / 自動櫃員機單據擲回本局 )

  
○ 透過網上理財服務以「繳費」或「慈善捐款」方式 ( 適用於 HSBC) 捐款 

( 請登入 www.avs.org.hk 瀏覽有關銀行資料 ) ( 請輸入 8 位數字聯絡電
話號碼作為賬單戶口編號 )

 賬單戶口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繳費靈 ( 商戶編號 : 9427) ( 請輸入 8 位數字聯絡電話號碼作為賬單戶口編號 )

    賬單戶口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信用咭捐款 ( 請傳真此表格至 2866 2721 )
 ○ Visa　○ Master　信用咭號碼︰ ______ - ______ - ______ - ______ 

 持咭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咭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日期︰ ________( 月 )________(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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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 )

團體名稱 ( 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 ( 如與上列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抬頭 ( 如適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聲明及個人資料收集

本人明白及同意此等資料將用於推廣或籌款用途。義務工作發展局可能使用你的個人資料
以作上述用途。倘若你不同意上述安排，請於以下方格加上「」號。如欲查詢、更改或
要求停止使用你的個人資料，請電郵至 avs@avs.org.hk 或致電 2527 3825 與本局職員
聯絡。

□ 本人不同意義務工作發展局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

多謝﹗

請將此表格傳真回義務工作發展局 2866 2721 或
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602 室

查詢︰ 2527 3825 或 avs@av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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