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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

你手上拿著寰宇希望2015年年報 —『締造美好將來』。

擁有20年的服務經驗，我們自信本會各項核心服務，正在滿足一些關鍵

需求。我們亦持續嘗試找出創新的服務方式，以滿足更多需要。例如： 

除了導長者防跌知識外，我們能否幫助他們認識隨著年紀增長，身體

可能出現的其他狀況呢？除了孩子之外，我們如何令整個家庭一起學習

良好品格呢？這期年報將會替你提供一些答案。 

事實上，我們的服務一直在為社會裡缺乏資源的人，締造美好將來。對

香港獨居長者，我們致力建立他們健康體魄，讓他們老年活得更有尊嚴。

對弱勢兒童及青少年，我們建立他們的學習技巧及良好品格，讓他們日

後有美好前程。 

我們肯定沒人能獨自完成這些事情。

敬愛的捐款人、義工、大使及顧問團隊：多謝你們願意參與其中，與我們一

起為社會上有需要人士締造美好未來。我們已完成不少事情。不過還有很多使

命等待著我們。我們深信，有你的支持，未來會變得更美好。

中國區域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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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新動向

牙齒護理育計劃 — 牙醫，牙醫護

理員及來自香港大學的牙醫學生，在

我們擺設的街站義務授長者有關牙

齒護理。受惠人數：560

長者防跌桌上遊戲 — 我們設計了一

套有趣的桌上遊戲，向公眾及長者推

廣防跌訊息。有誰不喜歡透過遊戲增

進新知識呢？受惠人數：790

主要服務

一個防跌計劃調查報告顯示，

所有曾接受職業治療師跟進的

被訪者再次跌倒次數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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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香港獨居長者活得健康
及有尊嚴

長者服務長者服務

受惠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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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5年1 0月在穆迪基金會支持下，

我們開始了青少年升學及職業探索計

劃。這項計劃為弱勢社群家庭青年，

預備投身職場的各項準備，建立美好

將來。

個性評估 — 利用（MBTI）邁爾斯-布里格斯性格分類指標，讓青年人認識自

我特性，以幫助他們找出最適合自己的事業方向。

認識工作環境 — 我們安排來自不同職業的專業人士，以小組形式向青年人講

解及分享實際的職場情況。同時也會安排到不同企業參觀。

人生計劃及藍圖 — 我們透過各項以探索為本的活動來引導學生，幫助他們提

升解決問題能力，建立團隊精神及溝通技巧。

預備進入職場 — 我們為學生預備各種必要的求職技巧，例如：如

何撰寫履歷表，如何應付面試。期間，我們也安排模擬面試，增加

實踐機會。另外，我們亦邀請公司僱主或人力資源部門工作的

義工，為學生分享面試時，『該』及『不該』的事項。

參與次數: 655

我們將會在2016年年報內，讓大家知道首屆計劃的結果。

學生經歷以下四個培訓階段
青少年青少年
預備本地弱勢社群青年進入職場及打造
合適自己的事業



好品格家庭社區計劃 — 不是只有小

朋友才需要建立良好品格！透過在不

同社區舉行品格遊戲街站，我們全面

接觸家長及孩子，與他們傳遞六大品

格支柱的信息。接觸的父母及孩
子數目：1,318

71% 兒童在參

與英語計劃之後，

能有更大信心說

英語。

2015年新動向

主要服務

學術提升 品格育

總參與次數：

10,681
希望同學會 — 此計劃協助小學畢業生

成功過渡至中學生活。同學們透過有

趣的活動，在來自企業的義工協助之

下，一起學習解決困難，提升溝通能

力及團隊合作技巧。參加人數：
171

A B
C

兒童 (香港)兒童 (香港)
為低收入家庭孩子提供機會，
讓他們發展潛能及打破貧窮
的循環



農業生計及教育資助計劃（甘肅省會

寧縣）– 符合資格家庭可選擇以經營

生意，耕種特別農作物或飼養牲口模

式，來提升家庭經濟狀況。受資助家

庭將得到一筆資金購買牲口、種子或

接受經營培訓。 同時，他們的孩子

也獲得學費資助。

主要服務

2015年新動向

該項目於2015年下半年開始，

我們會於2016年年報告訴大家

項目進展及成果。

甘肅

湖南

雲南

四川
成都

昆明

兒童 (中國)兒童 (中國)
為農村及城市的貧困兒童提供教育
機會﹐幫助他們打破貧窮的循環

助學計劃：分散於4個省份，有1,816
個學生接受資助

寰宇希望兒童希望中心：8個中心，有

430個兒童受惠



*2014年10月離任

多年來，我們致力高質素服務計劃及健康的財務基

礎，為機構奠下穩固基石。2015年全年總收入較

2014年增加超過120萬港元，上升百分之 9。其中

有近五成的收入增長，是來自街頭募捐的兩個團

隊、善客行及聖誕老人慈善跑活動。該兩項慈善活

動在2015年持續舉行，吸引了更多參加者。

此外，我們得到兩筆大額撥款。青少年升學及職業

探索計劃，得到穆迪基金贊助，幫助青少年學生順

利進入職場。同時，我們得到 Drs. Richard Charles 

& Esther Yewpick Lee Foundation 贊助，支持長

者防跌服務計劃。

我們堅持將最多的資源投放在前線服務，幫更多有

需要的長者、青少年及兒童。相比2014年，支出

算是較為穩定，增長約為港幣469,000，當中的百

分之50是投放在服務經費上。

收 入

支 出

服務經費
72%

行政經費
8%籌款及公眾育

20%

服務收費
4.6%

利息/其他收入
0.1%

政府及商業
機構資助

27.8%

慈善捐款
65.3%

我們衷心感謝你們每一位，不論是每月捐款、一次

性捐款或以義工身份為本會籌款、四川行山的步行

者、或聖誕老人賽跑的跑手。只因你的熱心及慷慨

付出的精神，成就了我們過去的成績，而且讓我們

可以展望美好的將來。

寰宇希望（香港）

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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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健雄醫生
主席

周德健先生

冼檀嘉醫生

麥永帆先生

執行委員會

執 行 委 員 會 及 管 理 團 隊

財 務 摘 要

收入
慈善捐款 

政府及商業機構資助

服務收費

物資捐贈

利息/其他收入

支出
服務經費

籌款及公眾育

行政經費

寰宇希望（香港）2015財務概覽

港幣HK$
9,369,026
3,986,506

655,545
310,700

21,006

14,342,783

10,499,162
2,940,675
1,229,997

 14,669,834

物資捐贈
2.2%



社區團體合作夥伴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
·元朗天主中學
·社團法人台北市希望社會服務協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紀恩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香港幼兒育及服務聯會
·香港社會福利署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
·香港社會福利署深水區福利辦事處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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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專業育學院
·香港創業及私募投資協會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家友站義工團
·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聖公會仁立小學
·愛無限義工隊
·Drs. Richard Charles & Esther Yewpick Lee Charitable Foundation
·GeneroCity
·Hong Kong Orff Band
·InterNations
·Sir David Trench Fund
·St. Margaret’s Ex-Students’ Association (SMESA)
·Yale Club of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Yale Alumni

商業機構合作夥伴
·文化村（長者用品銷售中心）
·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太吉採購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全城更新有限公司
·宏基資本有限公司
·奇極創作室
·花旗銀行倫敦分行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柏威物業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艾莉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地鐵公司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聖誕老人學院
·香港籌款顧問有限公司
·美國通用電氣國際公司
·朗廷酒店集團
·康明斯香港有限公司
·將軍澳中心
·華莎美容
·健絡通
·國際管理協會
·敏興有限公司
·盛薈香港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鳴  謝

·惠氏營養品香港
·富國銀行 香港分行
·瑞士烘培食品（控股）有限公司
·新星茶莊
·萬威國際有限公司
·奧海城二期管理有限公司
·圓智有限公司
·運動版圖
·瑋德（香港）國際有限公司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廣州剛輝橡塑五金製品有限公司
·德信管理咨詢
·毅寶顧問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亞洲有限公司
·樂糖
·鷹君集團有限公司
·AngelSky
·Arredamenti Co. Ltd.
·Asia Tiger Media Company
·Asian Force Security Limited
·B. Braun Medical (HK) Ltd.
·Cierre
·Hopkins Management Group Limited
·JEMS Learning House
·Joyous Communication Limited
·Laurence Lai Gallery
·Moon Yick Company Limited
·Mud Pies Education Centre
·NVIDIA Singapore PTE LTD
·OTTO International (HK) Ltd.
·The Children’s Place (Hong Kong) Limited
·UBS AG Hong Kong
·V City
·Wasabi Creation Public Relations & Communications Ltd.

獨立人士合作夥伴
·車淑梅女士，資深電台主持人
·張文新先生，前香港電台助理廣播處長
·張炳良先生，GBS，JP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柏宇先生，歌手
·陳明恩小姐，歌手
·陳章明授，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曾女士，頸巾婆婆 
·鄒燕玲女士及其家人
·Lee Kit 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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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育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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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排名先按中文筆劃序，再按英文字母排序

www.facebook.com/hopewwhk

香港辦事處　香港九龍石硤尾大坑東東輝樓地下1-6A室
　　　　　　電話：(852) 2588 1291　　傳真：(852) 2588 1306　　網址：http://www.hopeww.org.hk

澳門辦事處　電話：(853) 6668 3038

主要合作夥伴

Zhila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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