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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宏施慈善基金工作，由開展至今，將踏入第 19 個年頭，在整個服務發展中，長者服務亦於

各中心中成長，社區中有不少類型長者服務，成為合作伙伴，一同提供服務讓長者能在不同

向導中受惠，宏施這二年提倡讓長者多學習資訊科技，希望他們能從日新月異的社會中適應

過來，更希望能讓資訊科技令長者生活的社區對他們來說變得友善，因此盼望日後宏施能在

樂齡科技中為長者引入更多適合他們用於生活、娛樂、溝通等工具，為長者帶來便利，被友

善地對待於社區之中。而長者亦自覺「老友所為」，不被社會忘記，透過自身的經驗和能力，

與社區中不同的持份者，產生共融效果，不但活於友善社區，人生也變得友善。而新來港婦

女方面，樂見她們在不同範疇能發揮所長，不論是興趣、知識技巧、謀生技能等，都能看見

不少人能活出精彩人生，找到自己的「新天地」，更有些可以藉著自己的技能和知識去幫助

別人，甚至能發展成為事業的意向，這些都是宏施盼望看見的，但偶然會因家庭問題而帶來

困擾，所以希望能引入更多正向價值，讓他們能改變人生，在整個家庭中發揮正能量，感染

家庭成員和身邊人士。 

 

於社區中，宏施一直推動協同效應，與不同伙伴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

合作模式，讓社區中每個持份者出一點力，可改善更多人的福祉。並因為合作，讓宏施的工

作被更多人認識，並走向認同，而且一直以來有不少合作伙伴、義工、贊助團體及人士等的

支持，希望在未來舉辦分享會及頒獎活動，以肯定他們的支持。同時，舉辦宏施單位優秀計

劃選舉，鼓勵同事推行卓越服務，迎接宏施廿周年。 

 

最後，特別鳴謝時任公務員事務局羅智光局長於 2019 年 3 月到訪深水埗社會服務處，對

新來港人士服務進行了解，亦讓服務使用者有一次交流的機會。 

 

宏施慈善基金總幹事 

刁廣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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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1.1 成立年份 2001 

1.4 機構地址 九龍荔枝角長順街 7 號西頓中心 23 樓 2303 室 

1.5 電話 3605 2083 

1.6 傳真 8148 3311 

1.7 電郵 hq@wscf.org.hk 

1.8 機構網址 www.wscf.org.hk 

1.9 服務中心/單位總數 3 

1.10 員工總數 29 

 

 

2. 機構管治 Corporate Governance 

2.1 機構宗旨及使命 宏施慈善基金是一間多元化服務的慈善團體，致力向新來港人士

提供優質服務，推動互助，建設共融，使他們儘快融入社會、自

力更新；並致力扶持無助長者，提供服務及支援，讓他們續享豐

盛人生。 

2.2 董事會主席 羅樂風先生 

2.3 董事會成員 

 

羅嘉穗小姐 MH 

梁定謀先生 

梁曉陽先生 

黃鎮南律師 BBS, JP 

蔡冠華先生 

冼權鋒教授 

周碧淵小姐 

2.4 機構總幹事 

 

刁廣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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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機構組織架構： 

 

3 主要服務、計劃及活動簡報： 

3.1 「扶新苗．助成長」新來港家庭支援計劃︰匡扶新來港家庭建立良好親子關係，促進
新來港人士與社區的接觸，讓學童得到多元化發展。 

3.2 社區外展/長者支援服務：透過外展手法，如街站、洗樓及家訪等，把服務帶進社區，
發掘並支援社區中缺乏足夠照顧的對象，如劏房戶、板間房戶、天台屋戶及獨居長者
等。 

3.3 「宏施食物包」食品支援計劃：為綜援及低收入等有需要家庭提供短期性的日常副食
品援助服務，包括白米、罐頭及雜糧等。 

3.4 個別照顧計劃：重點協助最有需要的家庭(例如：單親、精神病個案、突變家庭及低收
入家庭)參與各類型服務及加強與互助中心的聯繫。 

3.5 「義務工作大使」計劃：積極推動新來港婦女們協助區內獨居長者，促進彼此間聯繫
及關懷，充份體現社區共融的精神。 

3.6 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旨在提供獎學金予努力求進之來港定居不足 7 年的小一至
中六學生，鼓勵其努力向學。 

3.7 新來港兒童適應課程：因應新來港兒童的背景及需要等因素，與中、小學校共同舉辦
適應課程，內容包括個人成長、社區適應及基本學習技巧等。 

3.8 內地慈善工作：捐助五保戶長者、資助敬老院改善設施及重建、送贈物資到內地予有
需要災民等，近年主要於韶關曲江及連南寨崗，協助較偏遠及弱勢的敬老院進行設備
上的提升，並鼓勵和協助當區志願者參與老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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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單位服務統計數字(2019 年 1-12 月)： 

 項目 坪石 深水埗 葵涌 

1.  新來港人士會員(個人) 1829 907 674 

2.  新來港人士會員(家庭) 3402 1734 2441 

3.  長者會員人數 1583 986 497 

4.  偶到服務人次 48734 17708 26621 

5.  參與活動人次 80431 24892 20009 

6.  街站接觸次數 

街站接觸人次 19787 3920 2143 

街站查詢人次 937 356 613 

7.  家訪次數 

社工家訪次數 277 44 282 

義工家訪次數 2112 1395 554 

8.  長者接受服務人次 13558 4843 8799 

9.  參與義工服務人數 1688 866 490 

10.  協作團體總數  63 37 39 

 

5 各單位聯絡資料： 

單位 地址 電話 

總辦事處 九龍荔枝角長順街 7 號西頓中心 2303 室 3605-2083 

社會服務處 九龍坪石邨玉石樓 219-224 室 3188-1422 

深水埗社會服務處 九龍深水埗海壇街 161 號瑞英樓地下 3590-4240 

葵涌社會服務處 葵涌梨木道 73 號海暉中心 1705-1706 室 3956-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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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活動剪影 

  

長幼共融之旅 長者愛心素食日 

  

新春同樂日 家在一起計劃 

  

時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先生到訪 愛心長者送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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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活動剪影 

 
 

友里童行計劃 愛傳承深水埗同樂日 2019 

  

陀螺大比拼・社區樂不停 花樣媽媽藝墟 

  

和諧少年大使領袖訓練營 智趣耆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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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大學護理系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耀陽行動 香港青年協會荃景青年空間 

香港青年協會葵芳青年空間 友邦慈善基金 Café MUJI 
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

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 

香港警務處葵青警區 眾志愛心敬老會 華豐老人院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旭日集團 美心集團 無印良品 香港臨床心理學博士協會 

Club One Uniqlo 譚仔三哥 香港荃灣帝盛酒店 

香港荃灣絲麗酒店 Salon GO Ahead 機場保安有限公司 jsi Customized Supply Chain Solutions 

紅山獅子會 香港中文大學 顏保鈴書院 聖雅各福群會 

賽馬會 羅騰祥慈善基金 大同慈善之友 勵心服務協會 

生命勵進基金會 棉紡會中學 友緣相聚會知音 
香港警務處新界南總區刑事部防止

罪案辦公室 

活健禽畜有限公司 毛偉琪 皂福中國 Beauskin Medical 

玉清慈善基金 港澳台灣慈善基金 榮華慈善基金 聖士提反小學 

中華廠商會 香港青年促進會 匯基書院 深恩軒 

勞聯 YMCA 石硤尾會所 YWCA 青暉婦女會 

香港盲人輔導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香港小童群益會 深水埗獅子會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灣仔扶輪社 德意志銀行 佛教聯合會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保良局張麥珍耆樂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扶輪社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明愛專上學院 

科技大學 佛教大雄中學 關愛 366 富邦銀行 

天主教南華中學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L. production Grown up photo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美國小太空人 愛群義工隊 

林大輝中學 嶺南大學 華藏學苑 觀塘健康城市督導委員會 

仁愛堂美孚鄰舍活動中心 香港佛光道場 秀茂坪警署 路德會青怡中心 

華夏醫藥學會 和諧之家 香港善導會 
香港遊樂場協會彩德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香港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院 基督教勵行會 理工大學學生會 聖士提反書院 

拔萃男書院 英華女校 聖若瑟書院 德望學校 

惜食堂 明愛牛頭角社區中心 仁濟醫院 社會福利署觀塘區福利辦事處 

ERB 起步站 香港乳癌基金會乳健中心(九龍) 九龍灣獅子會 社會福利署藍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開心社區服務有限公司 九龍樂善堂 
香港家庭福利會東九龍分會油塘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 

觀塘民聯會 香港群策滙思 陳俊傑議員辦事處 
香港家庭福利會觀塘分會順利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 

南康有限公司 香港比華利山青年獅子會 香港爬蟲協會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活力家庭坊 

香港乒乓球總會 彩輝 EMAC 僱員再培訓局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觀塘樂 Teen 會 

觀塘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觀塘區議會 安達人壽保險公司 中華傳道會基石社會服務中心 

宏利保險公司 油塘 EMAC 科大社會服務義工團 秀茂坪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理大義工團 樂愉園 大快活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保誠保險 AIA 領駿工程 衛生署 

慶鈺堂 坪石 EMAC 寶達 EMAC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