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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義工正能量」嘉許禮  

感人義工故事主人翁分享經歷  

感人一刻相片承傳行義精神  

 

 由義務工作發展局 (義工局 )主辦、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冠名贊助、華

潤萬家 (香港 )有限公司協辦及攜手扶弱基金資助的 2013 滙豐愛心傳城義工大行

動（大行動），於去年底圓滿結束，成績十分理想，獲超過 530 間慈善團體及機

構響應，動員近 20,000 名來自社會各階層的義工參與，為 35,000 位有需要人士

送上關懷，將義工的正能量帶到社區，實踐和諧共融精神 ◦  大會特別於今日 (1

月 18 日 )舉行「發放義工正能量」嘉許禮，並蒙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張建宗 GBS 太平紳士蒞臨主禮。  

  義務工作發展局主席李澤培 SBS，OBE 太平紳士於嘉許禮上感謝企業、團體、

協作機構及一眾無私奉獻的義工對大行動的支持，達致民、商、官三方夥伴合作

的理念。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GBS 太平紳士鼓勵市民繼續積極投身義工行

列，一同「築」福香港，攜手締造一個充滿正能量的社會。滙豐亞太區企業可持

續發展總監唐丹妮表示：「義工們在參與『滙豐愛心傳城義工大行動』過程中獲

益良多。能與義務工作發展局在這項目攜手合作，令我們深感自豪。」  

  



義務工作發展局 

新聞稿 

第 2 頁，共 4 頁 

 

 會上，張建宗局長頒發「感人義工故事獎」及「感人一刻相片獎」的公開組、

攝影義工組及網上最受歡迎相片獎各個獎項（得獎者及相片簡介見附件 )， 4 位

「感人義工故事獎」得主包括：冠軍－經歷巨變，「復活」重生的陳伯； 3 位亞

軍－因病截肢，以自身經歷感染他人的「生命勇士」王先生；服務老友記街坊

15 載，「長青村天使」阿兒及「流金歲月」，一生奉獻義務工作的燕婆婆  

  各得獎人更與提名人於嘉許禮上分享義工經歷。此外，張建宗局長又頒發最

積極參與企業大獎」予滙豐義工隊，嘉許滙豐動員近 900 名員工及家屬參與大行

動﹔場內更展出「感人一刻相片獎」的 12 幅得獎作品；各得獎作品將於 2014 年

1 月 24 日至 27 日一連 4 天於中環街市「綠洲藝廊」公開展出，歡迎公眾人士參

觀。有關活動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avs.org.hk/stc2013/cht/，或致電 2546 0694 與本局聯絡。 

 

特此鳴謝以下贊助：  

冠名贊助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資助             攜手扶弱基金  

協辦             華潤萬家（香港）有限公司  

贊助             晶苑集團   駿業國際  

全力支持   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  有限公司   孖士打律師行        

有利集團   棨元貿易   華潤物流   德永佳集團   

附件︰  得獎者及相片簡介                   

 

 

 

 

http://www.avs.org.hk/stc2013/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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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瀏覽以下網址，下載得獎相片及嘉許禮相片：  

http:/ /avsphotoalbum.org.hk/index.php?path=stc2013award  

  

義工局 2013 滙豐愛心傳城義工大行動「發放義工正能量」嘉許禮於今日（1 月 18 日）圓滿

舉行，蒙勞工及福利局張建宗局長蒞臨主禮。 

 

張建宗局長頒發「感人義工故事獎」予各得獎者 (左四）王惠康、（左六）陳遠勤、

（右二）陳倩兒及（右三）陸燕。得獎義工透過分享義務助人的親身經歷「發放義

工正能量」，讓行義我生活精神傳承。  

http://avsphotoalbum.org.hk/index.php?path=stc2013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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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局長頒發「最積極參與企業大獎」予滙豐義工隊，嘉許滙豐動員近 900 名員

工及家屬參與大行動。  

***********************************************************  

煩請刊登上述報道。  

查詢             ：義務工作發展局    馬可兒小姐（ Joyce）  

電話             ：（手提） 9856 9806  （辦公時間） 2527 3825 

發稿日期      ： 2014 年 1 月 18 日  

***********************************************************  

 義務工作發展局  

義務工作發展局，成立於 1970 年，為一非牟利服務機構，致力與社會各界建立

夥伴關係，透過義工培訓及嘉許、義工轉介服務、大型義工服務計劃及社會教育

等推廣義務工作。有興趣參與義務工作的人士及團體，歡迎瀏覽義務工作發展局

網頁  www.avs.org.hk 或致電  2527 3825 查詢。  

  

 

http://www.av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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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工作發展局主辦 

滙豐愛心傳城義工大行動 

「感人義工故事獎」及「感人一刻相片獎」 

由參與「滙豐愛心傳城義工大行動」機構提名義工參選，嘉許曾為社會作出貢獻的義工，分享

他們的感人故事及經歷﹔或以精彩感人的服務相片，「發放義工正能量」，讓「行義我生活」精

神傳承。「感人一刻相片獎」更分設公開組及攝影義工組，並設網上最受歡迎相片獎。 

 

得獎故事簡介: 

 

冠軍 故事標題︰ 復活    

得獎義工：   陳遠勤先生 

提名機構／團體： 香港青暉社                  

一場金融風暴讓 60 多歲陳伯失去所有，身體同時出現毛病，雙目幾近失明，自殺念頭萌生。

幸求助於家庭服務中心受幫助他的義工及職員感動，領悟到「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道理。

獲政府資助治療雙目後，陳伯持續進修，充實自己，更積極參與義務工作幫助他人，並組織義

工隊，以社區導師身份訓練義工領袖，並感染受助者參與義務工作。    

 

亞軍 故事標題︰ 生命勇士 

得獎義工：   王惠康先生 

提名機構／團體： 香港傷健協會野甘菊計劃 

因糖尿病而截肢的王先生，面對突然的身體轉變、生活的磨難，他選擇積極面對，重投生活。

積極參與義務工作，分享他復康歷程和有關康復訓練知識，以自身故事鼓勵他人。他的決心毅

力更感動了其他受肢體創傷的朋友，並感染他們投身義務工作。 

 

亞軍 故事標題︰ 長青村天使 

得獎義工：   陳倩兒先生   

提名機構／團體： 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巿協會 青衣社區健康中心 

居住於長青邨，性格樂觀的阿兒，每天邨內頻繁穿梭，忙於服務邨內長者，包括買餸、陪診、

護送坐輪椅的長者街坊到中心參與活動等。獲街坊封為「長青邨天使」的阿兒，在未參與義務

工作前，性格害羞，怕與陌生人接觸。現時的阿兒，對人變得主動，不求回報地陪伴同邨長者

走過有尊嚴和愛的每一天，更感動街坊和社區義工投入關愛服務。 

 

亞軍 故事標題︰ 流金歲月   

得獎義工：   陸燕女士 

提名機構／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西環松柏中心 

年近八十歲的燕婆婆，整個人生都奉獻於義務工作上，將關懷及愛心轉送給他人。退休前的燕

婆婆，曾於澳門工作，時值艱難時刻，她自掏腰包購買日用品送贈困難戶及病患者，並定期上
門探訪，關懷有需要人士心靈需要等。燕婆婆一直忠於長者義工服務，現時積極推動長者終身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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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相片簡介: 
 

公開組 

冠軍  傳遞‧愛 

得獎義工： 雷啟蓮  提名機構 ：東九龍居民委員會 

 

 

義工服務包含無私奉獻的精神，發放正面信息，當我們將一個個

的祝福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時，他們每一個會心的微笑及窩心的

笑容給予我們獎勵、動力和支持，也推動我們繼續向前參與義工

服務。義工服務充滿使命感及正能量。 

 

 

亞軍   表達「愛」 
得獎義工： 何雅賢  提名機構 ：愛行義企業義工計劃 

 

 

流行曲「愛得太遲」，歌詞也提醒我們，要愛得及時，人與人之

間的相處，只要坦誠，實在無分高低。我們要學習表達愛、表

達關心，簡單如一個微笑、一個牽手、一個協助，就足以拉近

彼此的距離，多了連繫，期望社會更趨和諧。義工們正好做了

很好的榜樣，協助智障朋友，一同投入參與遊戲之中，彼此的

接納，互動，實在值得我們推動及尊崇。 

 
季軍  溫馨相遇的一刻 

得獎義工： 張玉梅  提名機構 ：葛量洪醫院 

 

 

義工前往葛量洪醫院病房送贈愛心百福袋，溫馨相遇的一刻義

工以真誠的眼神向病人，表達關懷，場面令人感動。 

 

優異  傷健共融、送暖萬家 
得獎義工： 李鳳蓮  提名機構 ：香港傷健協會九龍東傷健中心 

 

 

探訪前義工們核對文件、了解受訪對象資料及留心要注意事

項，並用電話聯絡受訪住戶，在傷健義工的分工合作下，帶出

「傷健共融」的愛，並希望將這份愛獻出去，感動社區上不同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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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義工組 
 

冠軍   滿心歡喜 

得獎義工： 陳芷君  提名機構：義務工作發展局-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專才義工網」 

 

無私的義工精神，無論是受助者或義工都滿心歡喜，喜樂

與關懷讓社會變得更和諧，相片中婆婆的歡顏就是義工們

最大的欣慰。 

 

 

亞軍   發自內心的笑臉 

得獎義工： 黃嘉敏  提名機構：義務工作發展局-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專才義工網」 

 

每個人對感人場面都有不同的經歷和理解，如看見醫護人

員對沙士病人盡心盡力的救護，看見百萬香港人對四川地

震災難者無私的捐助。其實最深感受不止是那些災難性的

畫面，而是人們無私幫助別人時發自內心的笑臉。 

 

 

季軍   與你共舞 

得獎義工： 陳健雄  提名機構：義務工作發展局-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專才義工網」 

 

音樂及舞蹈是藝術，藝術是發自內心的表現，一班正能量

義工用簡單的小樂器帶引大家舞蹈起來，歡欣的舞蹈散發

著義工們的正能量，傳給一眾長者。 

 

 

優異   關懷顯愛心 

得獎義工： 杜子勝  提名機構：義務工作發展局-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專才義工網」 

 

年輕的義工正耐心地教導婆婆閱讀，希望她可以了解歌

詞，稍後可以一起唱歌。義工的耐心和用心，使婆婆開懷，

場面溫馨。 

 

 



   義務工作發展局 

新聞稿－附件 

第 4 頁，共 4 頁 

 

網上最受歡迎相片獎 
 

冠軍   互相分享 

得獎義工： 馮惠蓮  提名機構：荔景天主教中學 

 

相 

片是在探訪獨居長者時拍攝的，三人也有著一種悲傷的神緒，

眼泛淚光，婆婆與學生分享她的經歷，從一個小康之家變成現

在靠綜緩維生。婆婆感謝學生們到來與她分享及送贈禮物，學

生們感受到婆婆的樂與悲，也更懂得珍惜和感謝父母的照顧。 

 

冠軍  鄰里牽手傳愛心 

得獎義工： 梁成初  提名機構：香港耀能協會白普理黃大仙宿舍 

 

 

 

一群嚴重肢體傷殘朋友將愛心百福袋送給黃大仙的獨居長者，

發揮「我能」及「傷健共融」的精神；行動不便的義工大使臉

帶笑容地將愛心百福袋送給獨居的長者，長者接過愛心百福袋

後非常開心及感動，大家無分彼此手牽手，互相關心，更突顯

義工真心真意的付出。 

 

 

亞軍  快樂的笑容 

得獎義工： 徐玉蓮  提名機構：打鼓嶺耆樂會社 

 

 

婆婆是獨居長者，因身體不好不能參加活動，義工團不時會探

訪婆婆，了解她的需要作適當幫忙，彼此像家人般相處，充滿

關懷及愛。 

 

 

季軍  一代傳一代 

得獎義工： 張敬樂  提名機構：義務工作發展局－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專才義工

網」 

 

 

滙豐愛心傳城義工大行動之中，攝影只是其中的一環，萬千照片

寫實地表達種種愛心的傳遞，更感受到「一代傳一代」及「生命

影響生命」意義，這就是「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