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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巢老人和留守婦女是常被忽略的弱勢社
群。沃土社繼續通過培訓婦女為帶領者，以綜合
項目手法，嘗試構建老人、兒童及婦女服務互補
的農村社區互助服務網絡。

    上面是香港沃土發展社「繼往」的部分，在
「開來」方面，我們在香港的服務踏出了重要一
步︰成立社會企業「樂土遊有限公司」。「樂土
遊」有幸獲得香港政府的創新基金及施永青基
金會的創始資金支持，於2018年9月開始正式
運作。「樂土遊」的目標是運營各類有意義的旅
遊項目，將未來技能如解難能力、溝通能力、創
意思維等的學習元素，融入至本地深度遊、海
外及內地特色團，以及專為學校及團體而設的
遊學團、考察學習團或工作坊之中。更具意義的
是，「樂土遊」利潤的至少百分之三十，會用作
資助基層家庭參與各項親子旅遊活動。我期待
大家以團員、義工或導遊身份一同參與！

    沃土社的工作成果全賴多年來您和其他善
長、義工和友好的支持、鼓勵和信任，在此我代
表沃土香港辦公室及內地辦公室二十多名同事，
感謝您的支持，令更多有需要的人活出更豐盛
的生命，令我們看到更多社會有待發掘實踐的
美好希望。

      過去一年，香港沃土發展社的工作可以用
深耕細作、繼往開往來概括。

     在內地的服務，我們繼續以改善貧困農村
的醫療條件和提升教育質素為目標，致力服
務兒童、老人、婦女和病人。這些項目都是我們
運營多年，也素來得到村民和地方官員的認
可。我們的工作重點是把工作做得更專業、把
模式做得更規範化、提煉成功要素和策略，令
項目更易推廣更可複製。

    在教育方面，我們相信心理支援與經濟援
助對貧困家庭的學生同樣重要，因此，沃土社
除了每年為有需要的同學發放助學金外，亦為
他們舉辦成長小組及升學就業講座等活動。
我們的助學覆蓋範圍由原來的湘西自治州的
三個縣及貴州沿河縣，新擴展到湖南桑植縣。
全年總受惠人數433名。德育教育項目已進入
第六階段，即將完成第二輪三年的執行和評估
工作，要完成科學評估和系統總結及整理項
目資料，以期推動項目，令更多農村小學生透
過互動教學手法，學習和實踐良好的品格。

      沃土社亦一向重視促進農村學校改善校園
環境及提升設施管理，因為這關乎學生的健
康和生命安全。我們去年協助40間學校更換
殘舊、老化或不合規格的電線、電腦、管道系
統及椅桌等，並著手透過這個機會，研究農村
學校學習設施管理制度設置，希望令學校的
硬軟件同時升級。

      醫療及復康方面，沃土社秉持「自下至上」
的理念，積極聆聽，為居民提供更合適到位的
服務，包括將昂洞衛生院的低層宿舍改建成
殘疾人士的復康中心，將復康護理帶到農村，
帶到殘疾人士和大病康復者家中；我們亦繼續
開展健康生活館服務，為鄰近地區的村民組
織多元及實用的健康興趣小組。

香港沃土發展社

執委會主席 何榮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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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傳遞尊重與關懷的價值為出發點，
幫助個人展示其獨特價值和潛能

攜手發展

扶助弱勢群體，如孤兒、單親、留守
兒童、獨居老人、大病患者子女等關顧貧弱

與當地理念相同的機構及個人合作，
促進在地慈善和社會服務的精神及專
業服務發展

在地為本

以可複製和具推廣價值為項目的規
劃、執行和評估標準

以培養未來技能、推動可持續發展、
建立健康家庭互動為綱領，推動社會
均衡發展

複製推廣

未來視野

數字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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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項目
小黑板助學計劃

受助生
鐘玉壕
初中二年級

受助生
廖紅芳
高中一年級

受助生
石茂園

2018年大專畢業

失學至今仍是貧困農村令人擔憂的問題。雖然中國
內地近年大力支持農村教育，農村家庭收入也有顯
著提升，但集中辦學政策，令眾多鄉村學校關閉，
大量六、七歲的孩子因此要到較遠的鄉鎮中心學
校就讀，在學校宿舍生活大大增加了學習的相關開
支。雖然政府「兩免一補」（免學費、免書簿費、
補生活費）政策為貧困學生提供補助，但一來不少
有名額限制，二來政策只覆蓋九年義務教育階段，
進入高中、大專大學後，學費和生活費都會大漲。
不少學業成績理想，決心讀書脫貧的孩子，也因此
面對隨時失學的壓力。

致力解決農村的失學輟學問題是沃土社的使命。我們
相信，農村的孩子應擁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並以此為
目標，多年來一直推行「小黑板助學計劃」，至今資助
達1,358名學生。沃土社的助學範圍遍及湖南省保靖
縣、古丈縣、永順縣、桑植縣，以及貴州省沿河縣。

本學年我們共資助433位貧困學生就學，總助學金額
共人民幣851,072元。各個專項獎學金計劃「英皇書
院校友（中國）可持續發展獎學金」、「農村女大學生
獎學金」、「徐佩芝鄉村女大學生助學金」、「麥頴逢
喜雨獎學金」及「呂世裕醫療培訓資助金」亦在過去
一年繼續為貧困大學生提供支援。

沃土社的內地職員在每學期初會親自走訪受助生
的學校，將助學金親手交予學生本人，並分批到各
鄉村家訪受助生，了解他們家中的最新情況，關心
他們生活上的困難和需要。至於在外省就讀的學
生，則會以銀行轉帳方式收到助學金，以確保資助
不受地域影響。

除此以外，我們亦與學生保持聯繫，舉辦「受助生
聯誼會」，鼓勵受助畢業生與在讀學生之間的交
流，加強他們互助團結的精神。2019年的聯誼會
共有30名受助中學生和大學生參與。

受助生留言

2018-2019年
資助學生居住地區

2018-2019年
資助學生就讀年級

助學生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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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心理咨詢師和專家
的專業意見，訂立具持續
性、寓教於樂的內容

教育項目
留守兒童社區築夢

61次
全年開展不同形式主題活動

據估計，中國有超過6000萬名留守兒童。根據《2018年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調
查，約40%的兒童一年與父母親見面的次數不超過兩次。長期失去了親情和親密感，導致他
們可能出現消極情緒，以及提早進入反叛期等成長問題。

自2016年起，沃土社開始透過眾籌平台推出「築建留守兒童家園」項目，希望喚起社會更多
的關注，並為留守兒童提供適當的心理支援。在2018年，我們再次籌得約10萬元善款，開
展計劃的第三期「拓素質‧展夢想」︰通過工作人員與一眾志願者的參與，為該項目執行地
點昂洞村及如景村的留守兒童建立了一個輕鬆和諧、溫馨的第二家園。

項目特色

項目協作者的分享

－ 彭寧
沃土社教育組項目幹事

彩虹樂園管理員
－ 向俊翠

在活動開展初期時， 有一些孩子的性格較內向，也害怕表達自

己。透過持續舉辦的活動，包括認識自己和學習與人溝通的活

動，孩子變得更開朗自信，也願意投入活動。活動結束時，孩子

更會追問下次活動何時開始。

孩子們經常爭做第一，希望獲取別人的注意，但也因此

跟同輩有衝突。通過不同形式的主題活動，使孩子懂得

了團結協作、互助互愛，也交了不少好朋友。

14 5 6人
全年參與兒童活動服務人數

1717人
全年共服務留守兒童

由孩子身 邊 的 持 份
者，包括老師、監護人、社
區自組織等參與，加強社

區支援網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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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項目
德育心理健康生命教育計劃

內地學校的教育一直偏重學術能力培訓，加上
農村學校的教學資源匱乏，使教師容易忽略學
生品德培養及心理成長的需要。再者，農村學
生的父母普遍長期在外地打工，學生由年邁的
祖父母帶養，缺乏父母的及時的關懷和指導亦
不利學生身心成長。 

自2014年起，沃土社得到葉志成慈善基金有
限公司的資助，開展德育心理健康課程，在保
靖縣兩所農村小學──清水小學及夯沙學校
推行互動式德育教學。課程由香港專家導師設
計，涵蓋三至五年級學生，結合農村學生的特
點、兒童心理發展階段、孩子品德成長上的需
要。當地老師於特設的多媒體德育課室授課，
他們學習透過小組活動、遊戲、角色扮演、工
作紙等方式，提升教學互動性，讓學生易於掌
握抽象的道理，鼓勵他們於生活中實踐良好品
格。

本年度項目在兩所試點學校繼續開展課程，
總受惠學生人數達403名，德育老師的授課

技巧與能力都愈見熟練和靈活。除此之外，
我們亦繼續推行「德育教師培訓師訓練計
劃」(Train the Trainer），培訓當地老師成
為未來的培訓導師，令德育教育植根於農村。
與此同時，我們未來計劃加強對內地項目同事
的培圳，為德育提及更適切及及時的支援。課
程亦會作部份的修改，以回應教師的意見及社
會的轉變。

除了在兩所試點學校外，今年沃土社在桑植縣
也開展了「同伴同行生命教育」計劃，為當地生
於病困家庭的子女提供生命教育，以提升他們
面對困境的解難能力。項目在桑植縣芙蓉橋小
學展開，透過教授專業的德育教育及提供心理
輔導，持續關注這批孩子的成長，幫助他們建
立正面的價值觀。

德育課程能夠極大地調動學生參與的興趣，一定要秉持讓學生在遊

戲活動深刻地感受體驗的做法，機械理論的說教不受歡迎也沒有

實效。對某一問題的探究要深入，不能草草收場浮在表面，與

學生的交談討論不要急於求成，要循序漸進逐步深入，揪住

問題不放手，令課堂效益的最大化；虛心聽取導師同行們的建

議，取長補短，不斷轉變觀念，吸收並實踐導師同行們的先進理

念和好方法為我所用；熱愛每一個學生，相信每一個學生，讓每一個

學生都參與進德育課的活動遊戲之中、有機會展示自我，形成一個面

向全體的課堂。 

我知道要孝順爺爺奶奶，因為

他們很不容易；做人要誠實，

不能總是欺騙別人，這樣對自

己與別人都會帶來不好後果。

上了德育課以後，我更敢發言。

老師教我們要有自信，與同學不

要總是打打鬧鬧，要互相幫助。

我和同學都很喜歡上德育課，

感覺比其他的課都要有趣，老師

會與我們一起玩遊戲，很喜歡！

學生對德育課的意見

教師對德育課的看法  

學生正進行反思和分享 

香港導師每年都會到當地培訓德育老師

德育課程鼓勵老師活動教學 

清水小學
彭運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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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項目
農村發展培訓計劃

由於不少的農村孩子自小入讀住宿學校，長時間
居住在異地，對家鄉認識甚少。因此，我們鼓勵
農村高中以上的助學受助生，選取家鄉一項事
物進行調研及撰寫報告，以了解及分析自己成長
的環境，建立對家鄉歸屬感。報告題目由學生自
由設定、研習範圍可包括文化風俗、基礎建設、
經濟活動、生活需求等，希望培養他們對家鄉認
識。過去一年，308位學生如期完成了報告，這使
我們更了解新一代年青人的的想法，有助構思和
推行未來發展農村的項目。

除此以外，我們的內地辦公室也為繼續舉行實習
生計劃，為受助大專生提供實習崗位。計劃的目
的是訓練實習生的交際，組織和能力，同時幫他
們累積經驗，提高就業信心，為畢業後就業提供
基礎。

有鑑於內地農村看病貴看病難的情況，沃土社
自2011年開始與昂洞衛生院合作，由重塑服務
系統，到重建大樓，建成昂洞基層慈善醫院。

昂洞基層慈善醫院大樓於2016年底喜獲英國皇
家建築師協會選為21個國際優秀建築之一，在
國內外廣獲美譽。沃土社秉持關心弱勢群體的
理念，以慈善為核心價值。

透過與昂洞衛生院合作，沃土社推動農村基層
公共衛生及醫療服務，讓基層的殘疾人士也能
獲得專業、完善的康復及托養服務。在2018至
2019年間，昂洞基層慈善醫院繼續發揮其地區
優勢，進一步在內地農村推廣公共衛生及康復
服務，開發特色服務以滿足地區需求，務求將健
康知識在社區普及並扎根。

2018年暑假有三名大學受助生於
內地辦公室實習，參與教育組和
醫療組項目的執行工作以及日常
行政。透過親身參與公益工作，
培養他們關愛社會及樂於助人的
價值觀。

醫療健康項目
昂洞基層慈善醫院

衛生院與香港沃土發展社的家康診所合作，到偏遠農村巡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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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健康項目:昂洞基層慈善醫院

為提高各村推廣公共衛生的成效，昂洞
基層慈善醫院在服務轄區下的八個農
村包括新碼村、隴西村、隴木洞村、松
溪村、譚家村、撤珠村、阿扎河村及昂
洞村建立各村的公共衛生小組，小組就
村內健康議題進行商討。沃土社亦支
持衛生院為村醫提供專業衛生教育培
訓，推行每月健康宣傳教育主題活動，
組織村民健康活動。

學校健康中心項目由2010年開展，惠及43
所學校，包括40所湖南省保靖縣學校及三
所貴州省沿河縣學校，每年受惠學生超過
24,000人。項目涵蓋多個領域，包括健康衛
生推廣、師生定期身體檢查、學校健康管理
制度、食堂膳食營養管理、宿舍衛生習慣培
養、學校的睡床、引水、洗澡、食水儲存等
硬件支持，整體提升校園衛生及學生健康。

學校健康中心項目的成效顯著，令保靖縣
教育局把校園衛生及食宿質素等正式納入
學校年度考核準則之一。我們也維持每年定
期按項目要求查訪各校，喜見各校的成效至
今仍維持較優秀的水平，九年下來，學生在
學校的生活質素明顯大有改善。

在傅德蔭基金的捐助下，本社於2018年3月
開展「2R學校硬件優化計劃」，透過維修
和更換老化的電線、水管、電腦，以及更換
損毀的宿舍玻璃窗及師生桌椅，配合針對
學校管理層的培訓計劃及長期維修配對基
金，營造安全的學校環境，培養學校善用內
外資源解決本身校園問題的能力，同時確保

項目成效的可持續性。現時已為11間中、小
學資助合共100部電腦，提升學校的教學質
素與效率。

作為學校健康中心項目的延續工作，本年
度沃土社亦透過內地騰訊公益發起的「9.9
公益日」進行募捐，籌得超過人民幣共15萬
元執行「電力安全」計劃，通過一系列的校
園電力安全教育和培訓，提高學校管理人
員的專業技能，同時將電力安全知識廣泛
推廣到校園，為學校營造一個安全的學習環
境，以確保學生健康成長。

除此之外，本社亦透過執行「學校是我家」
計劃，推動可持續的膳食營養、宿舍生活
及課後活動管理模式，提升學生在學校寄
宿的身心健康，並養成良好的衛生及健康
習慣和意識，同時初步把健康學校的工作
模版化，向更多貧困農村學校推廣。項目於
2017年底開始執行，為期一年，受惠學生已
超過30,000人次。

活
動
主
題

建立高成效的公共衛生服務模式
推動社區健康互助

為照顧殘疾人士以及病人在大病後、中風後的
復康及中醫服務的需求，衛生院增添合適的復
康理療器材及其他醫療器材，讓有需要的病人
可以在院內接受復康訓練，得到適切的治療。
除此之外，衛生院亦按個案需要上門提供外
展復康治療和訓練，並根據病患所需為其家居
進行無障礙改造（例如安裝鋼製扶手），同時
為病患家中的照顧者提供指導，加強病患的自
理能力及舒緩照顧者的照顧壓力。

推展復康及中醫服務

昂洞健康生活館經過初步整修，已正式啟用，
方便衛生院以互動及多媒體的方式，向村民宣
揚健康及安全意識。村民也以生活館為基地，
提供當地孩子多元學習的機會。生活館更成
為教育者的培訓中心，全年開展不同主題活動
及培訓，活動吸引附近居民的參與和支持，直
接受惠人數達11,000人。

整修昂洞健康生活館，
拓展服務範籌

        基本身體檢查     最新醫療衛生政策相關宣傳 

     飲食健康、慢性疾病預防          無煙健康教育知識推廣 

     高血壓、心腦血管疾病預防   糖尿病患者注意事項

   口腔保健知識    艾滋病預防宣傳

醫療健康項目
學校健康中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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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社區發展
農村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中國快速發展經濟背後是大量民工的付出，而
民工潮背後則是大量空巢老人留守農村。全國
老齡委指出，這些留守老人正面臨三大挑戰：
包括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保障水平偏低、缺乏
專業護理人員和機構以及精神慰藉不足，以致
他們情緒低落、孤寂、食慾減低、睡眠失調、脾
氣暴躁。這都與近年社會所推祟的樂齡理念相
違。

沃土社在2015年於保靖縣如景村成立日間老人
社區中心，多年來為村內老人提供綜合性的日
間照顧服務，包括健康營養膳食服務、醫療健
康服務，同時組織文娛康樂活動，鼓勵老人之
間互相扶持，結合村內外的其他資源與志願者
等。我們每月到戶探訪老人，提供外展居家服
務，改善鄰里關係，形成社區互助網絡，關注老

沃土的婦女義工定期訪探老人

12 0次
舉辦活動次數

約7 0 0人
中心服務人數

中秋節與一眾村民共聚天倫

昂洞衛生院派遣醫生到如景村為長者做
身體檢查

沃土社與當地團體合作，教導村民如何妥善
處理傷口及進行其他家居基本急救培訓

長者分享

肖禮芝

幾年裡，每次服務中心有活動，
我都會帶上婆婆一同參加，希望
能用我快樂感染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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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小組成員在河邊舉辦烹飪比賽

婦女小組以愛護環境為主題組織壁畫繪畫活動

據統計，在2017年中國農村的留守婦女人數高達5,000萬。這些留守婦女往往要獨自兼顧農務、照顧
家中的長者及兒童等工作。她們已變成農村發展的主要成員，肩負家中以至村裡重擔，但卻因傳統女
位的社會地位較低而受忽視。

2018年，沃土社獲招商局幸福家園鄉村社區支持計劃和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資助，在昂洞村開
展了婦女展翼計劃，透過培訓、講座、外出交流的機會與平臺來提高參與項目的婦女的能力。另外，
這些成員亦積極參與村內的公共事務，照顧和關懷空巢老人及留守兒童，改善村內公共衛生。項目透
過組織活動提升自信及溝通技巧，發揮她們在家庭及社區影響力，並藉此提高村內的凝聚力。

綜合社區發展
昂洞村婦女展翼計劃

起初90%以上的婦女成員不能夠理解培訓的意義，更欠缺參與動力。
這也讓我們反思，重新了解婦女成員的興趣、需要及能力，一方面豐
富培訓內容，更貼近她們的生活，同時具有實際操作性；另一方
面鼓勵發言及讚美，提高姐姐們的自信心。

村委從起初的不看好，到後期主動將村裏的一些活動組織交給我們，
這態度上的改變，大大鼓勵和肯定了我們的能力，非常有成功感。

展翼項目婦女成員何光蓮

沃土婦女項目幹事黃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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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項目
「未來創造實驗室」

可持續發展青年領袖培訓計劃

沃土社相信，真正令所有人受益的社會發展應以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為依歸。在2018年開
始，我們致力參與可持續發展概念的推廣教育，並配合未來技能如解難能力、溝通能力、
創意思維、自學能力培訓，為青少年提供多種學習體驗活動。

「未來創造實驗室」：可持續發展青年領袖培訓計劃由滙豐銀行贊助，與本地兩所葵青區
的中學合作，提供一系列圍繞環境保育、城市及社區發展、人文關懷等主題的工作坊。學
生透過組織社區活動及考察活動，學習動員社區資源，重新自己與社會及世界的聯繫。計
劃亦鼓勵青年運用科技及設計思考推動社會創新。

計劃提供了不同的工作坊和體驗活動

一眾青年領袖於2018年滙豐社區節中在葵青區推廣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學生合力製作迷你展覽，希望公眾改變
生活習慣，減少海洋垃圾 

學生化成小導師，主持升級再造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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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土遊由沃土社於2018年8月成立，是香港首家社
企旅行社，旨在推動教育X旅遊，為本地學校、非
牟利團體等舉辦本地及外地交流和旅遊項目。我
們期望把教育的理念融入旅遊行程之中，為學界
提供更適切的教育旅遊服務。我們也致力減輕基
層家庭的經濟負擔，為弱勢群體爭取外出學習的機
會，並承諾將不少於30%利潤用於資助低收入家
庭參加旅遊。

樂土遊已舉辦多次的本地及外地活動，當中包括：
關注香港水果剩食和公平貿易議題的裸食宴，認
識本地淡水魚養殖業的本地遊，本地有機農場的
深度游，郊遊攝影團和校內環保工作坊等等⋯同
時，樂土遊亦不斷開發各種精采和多元化的路線供
大眾參與，如一系列具香港獨有文化的本地團。樂
土遊亦同時積極開發海外及內地旅遊服務，包括
海外遊學團，將擴闊參加者視野，認識世界，培養
未來技能。

社企
樂土遊有限公司

小手擁抱大自然兩日一夜活動
參加者意見

梁楚橋的媽媽

「對於活動的各項安排我們都很滿意，也讓我跟楚橋
多了個一起相處的機會，楚橋很喜歡跟你們玩，雖然他
很淘氣，但也謝謝你們都對他那麼耐心跟包容！」

「今次的旅程好開心！好多謝哥哥姐姐陪我地玩！」

「活動的各方面安排都很妥當，照顧也很周到，
他們兩母子都玩得很盡興。」 

林嘉毅小朋友

林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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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教育與推廣
為加強本地學生對內地農村的了解，令更多香港人關注
農村貧困人口，沃土社每年均會舉行考察交流團，探訪老
人及留守兒童活動等的活動，讓參加者接觸農村的真實一
面，加深對當地的認識。過去的一年，我們共舉辦六次山
區愛心服務團及交流團，合共帶領96名年青人到訪內地
農村。合作機構包括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扶輪青年服
務團及智愛學教育中心。除此之外，沃土社亦舉辦了2個
農莊生態交流團，合共招募27名香港學生前往郴州進行
實習或交流。

農夫問我們有沒有有否曾用過耙和鍬，我們大多都搖
頭。我們從農耕生活「進步」到複雜的城市生活，卻難
以找到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我們到湖南嘗試務農，大家
不太認識，卻在田裡互相嬉笑，又去挖筍，泥中挖到筍
子，好比挖到金子般開心，天天弄得一身泥巴。種植其
實就是我們聯繫自然的方法，讓我們學會照顧生命，留
意天氣微小變化，暫脫繁雜問題，從勞動之中得快樂。

湖南郴州農莊生態團參加者︰禹星怡

沃土社與商務印書館於2018年合辦「書送祝福 讓知識承傳」
舊書慈善義賣活動，把從各門市收集得來的中外書籍集合後，
分別於3月22日至4月19日期間，在紅磡文化快線及香港中文大
學書店文化活動廳義賣。所有書籍一律每本港幣10元，籌得的
善款扣取行政費用後，將全數撥捐本社。本社將把善款用於助
學計劃，協助湖南湘西及貴州貧困山區學童，讓他們可以無憂
無慮地背起書包上學去。

除此之外，本社的籌款箱亦蒙商務印書館及三聯書店的支持，允許放置於旗下的分店。
另外，沃土社連續三年參與內地慈善平台騰訊公益的「9.9公益日」，本年度為「電力安全
培訓」及「拓素質展夢想」兩個項目籌得共約23萬元。

籌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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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委員會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主席

香港中文大學客席講師

衛生防護中心風險傳達顧問小組召集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香港學學會主席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系主任及教授

心理學家

榮譽召集人

公司行政人員

執委會召集人（當然成員）

執委會秘書（當然成員）

助學總監

前香港伊利沙伯醫院副院長及婦產科部門主管 

(昂洞基層慈善醫院專案顧問)

前香港瑪嘉烈醫院兒科專科顧問醫生 

(昂洞基層慈善醫院專案顧問)

沃土社相信，透過邀請熟悉慈善工作、項目管理及機構管理的專業人士擔任義務
顧問，認真聽取他們的建議和意見，並對機構的目標、管理制度和工作方法加以
調整，是對公眾支持的負責。在此，我們對顧問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成員表達誠
懇的感謝。

機構
管理

執行委員會

何榮宗博士

潘愛儀女士

鄭瑞昊先生

施育曉先生

陳可兒女士

林嘉強先生

梁語剛先生

陳學嵐先生

蔡嬋娟女士

張文聰先生

冼惠心女士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公司高級教育顧問

投資顧問

公司行政人員

公司行政人員

社會服務機構行政人員

社會服務機構項目管理人員

醫療服務機構行政人員

心理輔導員

出版社編輯

註冊社會工作員

召集人

義務秘書

財務秘書

研究

捐款人及義工聯絡

項目及出版

行政統籌

研究及項目

捐款人聯絡

項目及出版

外務 - 資源拓展

梁寶霖先生 (主席)

呂炳強先生 (副主席)

尹志強太平紳士

楊團教授

洪清田博士

吳日嵐博士

李懷敏博士

簡淑芬女士

施育曉先生

何榮宗博士

潘愛儀女士

湯珍寶女士

黃漢光醫生

 

周振邦醫生 

感謝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