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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

2017年是寰宇希望團隊感到興奮的一年！除了踏入21

載仍然歷久常新的義工服務，我們更開展了一些嶄新的

服務領域，使人振奮激昂！

從年頭到年底，成千過百的善心人士與我們邁步同行，

相信你也是當中熱心的一位。在2月，一年一度的『長

者希望日』為我們的長者服務展開序幕。有21年歷史的

『長者希望日』今年提昇改造，加入了一些新的服務元

素，其中一項新服務是訓練義工，為長者進行認知障礙

檢測。香港正在面對人口老化，我們希望提昇長者及他

們的家庭對認知障礙的關注。  

在12月，超過1,300百位跑手參加了『第一線集團 x 寰

宇希望千個聖誕老人夜跑2017』。大家冒著冬夜寒風，

為有特殊育需要的弱勢小朋友出一分力，實在令人鼓

舞！聖誕老人跑手們為小朋友送上最好的聖誕禮物——

籌款支持課後學習輔導及成長訓練項目。

此外，令我們感到興奮的，是我們在香港基層家庭較多

的地區開設了兩所寰宇希望牙科中心。此兩所以社企模

式運作的牙科中心，以合理價錢提供優質服務，並將收

益撥作為貧窮及老弱人士提供免費牙科服務。兩所中心

投入服務的數個月後，已開始有能力為部分長者及殘障

人士提供免費服務。

我們衷心感謝捐款人士、義工、社區各界及合作伙伴

們。我們不單只走過精彩的一年，更群策群力地繼續向

前邁進！當你細閱這份週年報告時，相信你會為你所帶

來的希望和生命的改變感到欣喜。

謝謝你！

劉德華

中國區域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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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希望是一間國際性基督慈善機構﹐我們匯聚各方面資

源﹐為貧困及有需要人士提供持續及高效率的育和醫療服

務。

因著聖經呼召我們在世上服侍貧窮及有需要人士，國際基督

會於1991年創立寰宇希望。 

寰宇希望（香港）於1993年成立，為中國內地及香港推展不同

種類之服務計劃。寰宇希望依據香港公司條例成立，並獲得

稅務局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身份（Ref No. 91/3798）。

香港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需要協助打

破貧窮循環。我們希望透過寰宇希望兒

童中心，為小朋友提供學習上的支援以

及品格建立課程，並將我們的服務帶進

學校。

甘肅

雲南

我們提供的長者服務旨在幫助長者活出健

康及有尊嚴的晚年生活。我們的義工團隊

積極地接觸長者，探訪他們，幫助他們實

現願望並推動長者防跌計劃。

寰宇希望以社企形式開設兩所牙科中心，以

合理價錢提供優質服務，並將收益撥作為貧

窮及老弱人士提供免費牙科治療，以滿足他

們的相關需要。

在國內偏遠貧困地區，我們資助學生，幫助

他們完成高中學業。在城市，我們透過寰宇

希望兒童希望中心（中國），為留守兒童和

農民工子女提供服務，我們目前在四川成都

設置了四所兒童希望中心。

使命
我們的 我們的服務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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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希望日長者防跌計劃

義工數目

接受服務之長者數目

3,050214

9411,909

高風險個案 598

317獲得跟進服務的長者

接受過治療的人數

1,125

希 望

開設兩所牙科中心源自一份無私的愛。不少各界熱心人士、企業和基金會同心協力，將

社企牙科中心由構思變成事實。兩所牙科中心由2017年9月試業的頭四個月，已服務過

1,100多名病人，到12月，其中一間牙科中心已達到收支平衡，我們的服務對象人數亦

不斷擴大。在2018年的1月開始，兩所中心的淨盈餘均有

上升的趨勢。

我 們 期 望 隨 著 兩 所 牙 科 中 心 的 淨 盈 利 增

長，能夠增加獲得免費服務的名額。

 

令人意想不到的，就是社區對牙科

保健的需要原來在我們營運牙科

中心之前一直存在良久。在最初

的幾個月，我們的牙醫團隊有數

次為有智力及身體殘障的人士

提供服務，這些病人在治療過

程中往往感到非常緊張，卻缺

乏溝通能力。有一位癱瘓病人更

需要一個特別機器將他抬上治療

椅才可進行治療。我們亦治療過

失聰及失明人士。在不同的情況之

下，我們的牙醫均能耐心地完成任

務。

多謝你的支持，讓我們可以開拓新的服務領

域。這項目將會為更多人帶來希望，甚至滿足那些

在我們意料之外的需要。

為長者帶來強健的體魄

74歲的吳婆婆獨居於香港其中一個公共屋。數年前，

她的丈夫去世，兒子婚後遷離。在2016年年底，

吳婆婆不幸跌倒。

雖然沒有嚴重受傷，但也帶來不少影響，

吳婆婆腳部疼痛，行動開始不便。六

個月之後，她在長者防跌街站遇到

我們一名義工，義工為她進行評估

後，測出吳婆婆為高風險跌倒個

案。

因有你的慷慨捐助，我們可以安

排職業治療師為吳婆婆進行跟進。

治療師教導吳婆婆進行強化肌肉的

運動，更贈送步行輔助手杖、沐浴

椅和防滑墊給她。吳婆婆在使用這些

工具及早前為她家裡安裝的扶手後，

感到大為安心，治療師上門為她檢查時，

她亦感到獲得關心和愛護。 

多謝你為多位像吳婆婆的孤獨長者帶來希望，幫

助她們可以活得健康，亦體會到有人間有情。

為社區帶來優質的牙齒護理服務

你所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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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弱勢兒童 中國的農村孩子

個子小小的Yasmine從小一開始來到石硤尾兒童希望中心。

離開了快樂的幼稚園生活，她的小學生活充滿著功課、

默書和考試，令她難以適應，英文默書更她感到

挫敗，差不多每次都不合格。

Yasmine在功課輔導的義工的幫助下，克

服了重重困難，在一年級學年的最後一次

英語默書，她獲得97分，我們無不為她

雀躍歡呼！

Yasmine升上二年級後，獲選擔任班

中的英語大使，帶領同學進行英語活

動。

兒童希望中心的最大成果，不是舉辦活動

的 次 數 或 小 朋 友 的 參 與 人 數 ， 而 是 像

Yasmine一樣的小朋友們，生命得以改變。

Yasmine來自低收入家庭，家中缺乏資源幫助

她的學習。感謝你所付出的時間與金錢，令好像

Yasmine一樣的小朋友有改變生命的轉折點。

由2001年開始，數百位熱心人士曾經捐助給數百名偏遠地區

學生，支持他們的學習。這些助學捐款往往就像及時之雨，

解決學生燃眉之急。

以下是一封受助學生的來信。

588

助學計劃學生數目 成都兒童希望中心

數目

兒童希望中心服務

對象數目

農業生計及育資助計劃

受惠家庭數目

4 120 20

313

中心會員數目 其他參與人數 服務及活動數目 參與人次數目

714 71 7,033

生 命你所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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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主要活動

踏入第 21年，長者希望日2017當日，有多達3,500名義工，前往香港不同的公

共屋，探訪超過940戶獨居或雙老的長者。服務包括家居探訪、油漆及清潔、

耆夢成真及健康檢查。

長 者 希 望 日 義 工

11名參加者完成不同路段，從昆明走到西藏拉薩，為長者防跌計劃籌得超過

27萬港元。他們一共花了117天，合力完成長達4,700公里的路程。當中一

位參加者陳先生 (Edwin Chan) 相信是至今少數，甚至可能是唯一從昆明

徒步走到西藏拉薩的香港人。

滇 藏 善 行

我們每年都會舉辦兩輪長者防跌街站。接受過培訓的義工會為長者進行防跌

風險評估。在2017年我們設置過15次街站，共214位義工為超過1,900名長

者進行防跌評估，高風險的個案會接受跟進服務。我們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 

零跌倒社區。

長 者 防 跌 街 站

二 月 五 月 六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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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位義工經過長途跋涉，抵達甘肅省會寧縣第一高中，為當地100位高中同

學舉辦為期一週英語夏令營。 同學們從一開始不夠勇氣用英語交談，到最後

以全英語進行話劇演出。

甘 肅 省 英 語 夏 令 營 善 客 行 2 0 1 7
『善客行』是寰宇希望一年一度的體驗式籌款活動。參加者每年會在世界上一

些美麗的角落留下足印，亦同時為我們的最需要施以援手的貧窮地區籌款。在

2017年，20位善客步行30公里，登上名不虛傳之四川省四姑娘山（部份路徑

差不多高達海拔5,000米），為我們國內農民工子女的服務計劃籌款。

寰宇希望以社企形式開設兩所牙科中心，以合理價錢提供服務，並將收益撥

作為貧窮及老弱人士提供免費牙科服務。兩所中心分別位於深水和葵青這

兩個低收入地區。

兩 所 牙 科 中 心 開 幕 第一線集團 x 寰宇希望千個聖誕老人夜跑
全城獨一無二的慈善跑。12月16日，超過1,300位穿著聖誕老人服飾的跑手

齊集香港科學園參加一年一度的千個聖誕老人夜跑，為幫助弱勢兒童，特別

是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而設的項目籌款。

七 月 九 月 十 二 月十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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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支出

服務經費
74%

行政經費
8.2%籌款及推廣

17.8%

服務收費
3.7%

其他
0.2%

政府及商業
機構資助

17.6%

慈善捐款
68.6%

在2017年，我們的支出較2016多14%，接

近全部支出的增加都是用於各服務項目，

令有需要人士直接得益。另外，我們努力

維持籌款及行政的支出不高於 2016 年，而

且佔整體開支的比例都有所降低。

2017年度的財政最後錄得港幣32萬的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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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資捐贈
4.6%

收入
慈善捐款
政府及商業機構資助
物資捐贈
服務收費
牙科中心服務收入
其他

支出
服務經費
籌款及推廣
行政經費

盈餘

寰宇希望（香港）2017年財務概覽

主要合作夥伴

Zhilan Foundation左滌江慈善信託基金 利銘澤黃瑤璧慈善基金

我們的財政在2017年有正面的增長。相比2016

年，收入增加了13%，達超過1,500萬港元，收

入的增長主要來自兩個基金會對自負盈虧的牙

科中心的支持。兩所牙科中心於2017年9月開

始試運，至12月，其中一所已達到收支平衡。

隨著服務對象人數及知名度不斷上升，我們期

望可以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更多免費服務名額。

今年我們獲得的物資捐贈價值比2016年多出兩

倍。非常感謝惠氏營養品，新星茶莊，Organic 

Plus 和大昌嘉華集團等公司，多年來大力支持

長者希望日。在2017年，新的合作伙伴Mount 

Kelly Hong Kong捐贈出價值$330,000的床上

用品。另外，也感謝達豐牙醫器材（香港）捐出

四張牙科椅，讓我們的兩所牙科中心儘早投入

服務。

社區團體合作夥伴
·市區重建局
·老友記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合唱團
·青年事務委員會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紀恩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大學牙醫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香港社會福利署深水區福利辦事處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特別行政區社會福利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香港特別行政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醫療輔助隊
·香港基督會校園團契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陌默送義工隊
·家友站義工團
·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愛無限義工隊
·漢基國際學校
·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
·Gener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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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工房
·卡樂B四洲有限公司
·宏基資本有限公司
·拇趾外翻專科診療中心
·卓藝舞蹈學院
·昌泰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大昌嘉華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聖誕老人學院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信興創美有限公司
·時天優質生活有限公司
·朗廷酒店集團
·第一線集團
·健康博士有限公司
·康明斯香港有限公司
·將軍澳中心
·華莎美容
·國際管理協會
·敏興有限公司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財務摘要
牙科中心服務收入

5.3%

執行委員會 管理團隊

鳴 謝

·惠氏營養品香港
·富國銀行 香港分行
·普縉集團
·新星茶莊
·運動版圖
·置富Malls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嘉頓有限公司
·德信管理咨詢
·毅寶顧問有限公司
·B. Braun Medical (HK) Ltd
·Famous Legend Ltd.
·Gap Inc.
·GE International Inc.
·Hermes-OTTO International
·Hopkins Management Group Limited
·JEMS Learning House
·Joyous Communication Limited
·KONE Elevator (HK) Ltd
·NVIDIA Singapore PTE LTD
·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PIMCO Asia Ltd.
·Prime
·Seam Sports Limited
·Soda Water (China) Corporation Limited
·Trendz 360 (HK) Ltd
·Vemedia Shine Limited
·Wasabi Creation Public Relations & Communications Ltd

獨立人士合作夥伴
·馬時亨授，GBS，JP，非執行主席，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張文新先生，前香港電台助理廣播處長
·車淑梅女士，資深電台主持人
·伍桂麟先生，遺體防腐師
·林奕匡先生，歌手
·陳來發先生，資深潛水教練
·游翠環女士，揮春捐贈者
·曾惠珍女士，頸巾婆婆
·賴景勛先生，律師

其他合作夥伴
·四川省成都市育局
·甘肅省育廳
·甘肅會寧縣育局
·雲南省元陽縣育局
·雲南省育廳
·State Street Fund at Give2Asia
·United Way Worldwide grant on behalf of the generosity 

of Target Foundation

港幣HK$
10,363,936

2,660,129
 700,047
557,577
804,926

27,589
 15,114,204

10,946,455
2,628,146
1,216,573

 14,791,174

323,030

註：排名先按中文筆劃序，再按英文字母排序

黃健雄醫生
主席

周德健先生

許智宏先生

麥永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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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石硤尾大坑東東輝樓地下1-6A室

Tel：(852) 2588 1291                          Fax：(852) 2588 1306

Website：http://www.hopeww.org.hk                                   

www.facebook.com/hopeww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