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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護老愛心會有限公司』  

簡介  

「敬老護老愛心會有限公司」於 20 07 年成立 (前身為「敬老護老愛心券」籌

委會 )，是一個已經註冊並獲香港稅務局認可的慈善團體。本會成立源起，

緣於公益金要削減長者服務機構的津助，一班懷著共同理想的業界人士，義

務策劃推行「敬老護老愛心券」慈善籌款運動，幫助中小型的長者服務機構

開拓資源；此外，本會亦希望透過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向社會各界傳遞「敬

老護老」的訊息，讓社會上各階層人士肯定長者過去對香港所作的貢獻，並

且關注他們現時的需要。  

 

宗旨：  

1.  協助有需要的長者服務機構籌募善款；  

2.  發展有需要的長者服務；  

3.  鼓勵長者融入社會；   

4.  推行及推廣各類型的慈善活動以幫助社會

上有需要的殘疾及長期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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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顧問：  

梁智鴻醫生 ,  GBM, GBS, JP 

郁德芬博士 ,  BBS, JP 

莫乃光議員 ,  JP 

關銳煊教授  

蔡海偉先生 ,  JP 

徐永德博士  

梁王珏城女士  

 

義務法律顧問：  

謝連忠律師 (葉謝鄧律師行 )  

 

義務核數師：  

盧葉堂先生 (盧葉堂會計師行 )  

 

2019 - 20 年度執委會成員名單：  

 主席   伍庭山先生  

 外務副主席   李玉芝小姐  

 內務副主席   余舜娥女士  

 司庫   周賢明先生 ,  BBS, MH 

 秘書   梁佩如博士  

 董事  

 郭烈東先生 ,  JP 

 馬錦華先生 ,  JP 

 狄志遠博士 ,  SBS, BBS, JP 

  

  

http://www.ytt.com.hk/898/ytt/cat209922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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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自 20 02 年起，敬老護老愛心會有限公司已經運用跨機構合作模式舉辦「敬

老護老愛心券」慈善籌款運動，此慈善籌款運動的特色是集結不同階層的義

工，透過戶外街頭義賣或其他銷售渠道，售賣「敬老護老愛心券」。舉辦「敬

老護老愛心券」慈善籌款運動的目的除了協助參與機構籌募所需資源外，也

讓義工實踐助人自助的精神。  

回顧 18 年，本會每年推動本港超過 10 0 多間 (約佔全港 70 %)提供安老服務

的社會服務單位參與此慈善籌款運動，也共同募集數以萬計誇界別義工協助

銷售每張定價港幣 $ 1 0 的「敬老護老愛心券」。每年舉辦慈善籌款運動時都

會遇上不同的困難，經濟、社會環境、政策都挑戰我們的應變能力，但憑藉

董事局同仁的共同智慧、堅毅的信心和意志，勇敢地面對逆境，臨危不亂，

處變不驚，每每化險為夷，讓慈善籌款運動順利舉行，完滿結束，謹此鳴謝

全體董事所付出的心力。  

我們明白不可能天天放晴，偶爾碰上寒風冷雨是正常的，但 20 19 - 2020 年

度卻不是容易渡過的一年，先是社會事件，繼而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

由於疫情的關係，香港的戶外慈善籌款活動已陷入停頓狀態，也由於疫情的

關係，學校停課，致使本會贊助學校在校內外舉行的敬老活動也未能按時完

成，疫情也使常設的長者服務備受影響，但長者是疫情下最容易受感染的一

群。  

去年的社會事件已使本年度慈善籌款運動籌款總金額下滑 1/3，由於疫情暫



 

6 

未有遏止跡象，本會估計疫情將會讓來年的慈善籌款運動雪上加霜，而學校

也未必能在短時間內恢復實體聚集，舉行教育活動。  

展望未來  

面對疫境，本會不會放棄舉辦慈善籌款運動，更需要迎難而上，增添網上銷

售渠道，因為我們明白提供安老服務的社會服務單位及復康組織及機構更加

需要資源，發展創新的服務方法及支援形式，例如遙距視像、醫護及復康訓

練、資訊及通訊科技等，提供適切抗疫服務，才能令受眾取得適切的服務，

我們必需加倍關注長者 (包括復康長者 )身心靈的服務需要，因為服務一群曾

經對香港社會作出貢獻的長者是本會宗旨。作為長者服務的一份子，我們願

與其他持份者風雨同路，共渡困難。  

最後，本會衷心感謝各位名譽顧問、全體董事、秘書處同工的努力，以及

多個政府部門、社會賢達及贊助機構的大力支持，携手面對變幻不定的未

來。  

 

 

 

伍庭山  

2019 - 20 年度執行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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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告  

I .  「敬老護老愛心券」 201 9 慈善籌款運動  

由 20 02 年開始，本會於每年 10 月下旬至 11 月尾期間舉辦「敬老護老愛

心券」慈善籌款運動，倡議跨機構合作形式，邀請全港有需要之長者服務

機構 /單位參加，向社會各界人士義賣每張定價港幣 $10 的「愛心券」。  

 

本會選定此段時期舉辦「敬老護老愛心券」慈善籌款運動，目的是希望配

合「長者日」 (每年 11 月第 3 個星期日 )，讓「愛心券」所作的宣傳活動能

夠喚起社會大眾人士關心長者。  

 

活動概況  

「敬老護老愛心券」2019 慈善籌款運動合共有 44 個機構轄下 105 個單位參

與，是次籌款運動於 2 0 1 9 年 10 月 26 日至 1 2 月 1 日期間進行，各長者機

構 /單位、學校及公司等的義工隊隊伍，於全港不同地區義賣「愛心券」，

這個全港性的慈善籌款運動，得蒙社會各界的支持，令是次運動的善款數

字達到港幣 $7,650,002.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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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持機構  

為增加「愛心券」的銷售量，提高善款收益，本會主動邀請商業機構成為

「愛心券」上的優惠劵贊助商。承蒙各商業機構的支持，每年贊助商的反

應都十分熱烈。本年度，我們得到大快活、惠康、榮華、君蘭餅店、許留

山、日本城、大昌、東方紅、冒險樂園、吉野家、超群麵包、富臨集團的

商品優惠贊助，而其中一些公司如惠康及日本城，更是長期支持「敬老護

老愛心券」慈善籌款運動，可見這些商業機構深明社會企業的責任。  

 

宣傳  

「敬老護老愛心券」 2 01 9 慈善籌款運動能得到大眾的關注，宣傳及廣告策

略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本會策劃了一系列宣傳及廣告攻勢，包括於愛心會

的 Fa c eb o o k 宣傳、在全港港鐵車站張貼宣傳海報、於物業管理公司張貼

宣傳海報、於頭條日報刊登全版四色廣告，還配合社會傳媒─  

Fac e b oo k，宣傳「一個讚，一份愛」的信息，讓大眾特別是年輕人更關注

及支持「愛心券」慈善籌款運動，共同實踐敬老護老。  

 

「敬老護老愛心券」  201 9 慈善籌款運動參與機構 /單位名單如下 :  

4 4 間機構轄下共 105 個單位參與  

敬老護老愛心會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秀群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路德會采頤長者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長青松柏中心 

路德會茜草灣長者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誌寶松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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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半島獅子會銀禧紀念長者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九龍城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路德會新翠長者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深水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路德會馬頭圍長者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林護紀念松柏日間護理中心 

路德會友安長者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鄭傍卿護理安老苑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雲華護理安老苑 

佛教李嘉誠護理安老院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女青賽馬會樂齡活學中心 

佛教何黃昌寶長者鄰舍中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佛教李莊月明護養院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福禧頤樂天地 

佛教寶靜安老院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佛教寶靜護理安老院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福康頤樂天地 

香海正覺蓮社北區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廣福頤養院 

佛教何李寬德耆英康樂中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和禧天地 

佛教香海正覺蓮社港島區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

務中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美孚長者中心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

務中心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康福堂陳潘佩清紀念長者中心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

務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耆趣天地 長康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興田邨道真堂愛禮信長者中心 荔景白普理長者鄰舍中心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寶林浸信會白普理長者鄰舍中心 

真光苑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元洲邨浸信會耆樂中心 

觀塘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綠楊浸信會耆彩中心 

彩盈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田裕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適樂服務-腎病腹膜透析及骨質疏鬆護理 荃灣梨木樹賢毅社 

香港宣教會白普理上水家庭中心 葵涌西北區賢毅社 

香港宣教會粉嶺家庭中心 九龍婦女福利會黃張見紀念老人之家  

香港佛教聯合會 工聯康齡長者服務社 

佛教正行長者鄰舍中心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佛教傅黃合長者鄰舍中心 民社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佛教張妙願長者鄰舍中心 長青之友社 

佛教何潘月屏長者文化服務中心 南葵涌社會服務處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 美中浸信會蝴蝶灣浸信會長者中心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恒安老人中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新蒲崗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西區浸信教會香港西區浸信會長者鄰里中心 

禮賢會葵盛東護理安老院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有限公司 

禮賢會詩田頤養院 香港基督教使徒信心會有限公司-恩澤中心 

禮賢會王少清頤養院 香港婦女基金會何郭佩珍耆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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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賢會萬隸甫夫人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勵志會陳融晚晴中心 

禮賢會樂齡中心 荃灣葵青區婦女會 

禮賢會沙田長者鄰舍中心 宏施慈善基金 

粉嶺社會服務中心 

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

務處  

荃灣西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 

圓玄安老院 義務工作發展局 

圓玄護理安老院  神召會恩光堂社會服務部 

圓玄護養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梨木樹邨)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何文田堂長者鄰舍中心 鐘聲慈善社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新田圍堂長者鄰舍中心 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協會 

光愛敬老院  贐明會 

耆菁天地 國際四方福音會香港教區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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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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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復康券」慈善籌款運動 20 20 

參考「敬老護老愛心券」的運作模式，本會由 20 17 年開始舉辦「復康

券」慈善籌款運動，把服務延伸到復康界，同樣以跨機構合作形式，邀請

復康服務機構 /單位參加，向社會各界人士義賣每張定價港幣 $ 2 0 的「復康

券」，為各種自助組織及復康服務機構籌募經費。  

 

「復康券」慈善籌款運動訂於每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舉行，旨在方便參加機構 /

單位的會員、義工及同工在農曆新年的活

動或團拜時向親朋好友推銷，同時提供機

會讓大家向他們介紹自己的機構 /單位。  

 

活動概況  

自 20 17 年起至今，已連續四年舉辦「復康券」慈善籌款運動。是次活動

於今年 1 月剛啟動時，正值疫情開始爆發，縱然困難重重亦無阻參與及受

惠機構籌款的決心及毅力，使慈善籌款運動得以順利舉行！是次運動共有

2４間機構轄下合共 29 個單位參與，總共籌得港幣 $H K $3 33 ,2 38 .8 0 元善

款。無疑，今年是義賣「復康券」最困難的一年，社會因素、經濟環境及

疫情均對義賣造成影響。機構 /單位可能會因為未能達到籌款目標而感到有

壓力，不過希望在明年！待困境過去，大家定能再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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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機構  

除了參與機構 /單位的努力，本會亦非常感激贊助機構的支持！是次活動本

會得到大快活、君蘭餅店、海皇粥店及恆香老餅家的商品優惠贊助，使

「復康券」更受歡迎，籌得更多善款。  

 

 

資源運用  

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本會今年在宣傳上作出了不少調整，減省了港鐵車

站宣傳海報、 Fa ceb o o k、  Ya ho o 及 Yo ut ub e 等的廣告，把資源更集中在

幫助機構 /單位上。考慮到參與機構 /單位的規模比較小及人力資源比較緊

拙，本會除了提供行政上的協助及製作所需物資外，今年開始更直接把物

資運送到參與機構 /單位的會址，以進一步節省機構 /單位的成本。  

 

 



 

14 

「復康券」慈善籌款運動 20 20 參與機構 /單位名單如下：  

2 4 間機構轄下共 29 個單位參與  

1 敬老護老愛心會有限公司 

2 自強協會有限公司 

3 利民會 

4 迎風群傲社 

5 恆康互助社 

6 柏力與確志協會有限公司 

7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8 香港協癇會 

9 香港柏金遜症會 

10 香港脊柱裂互勵會 

11 香港啟迪會 

12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 

13 香港復康會 

14 香港視障視全人士協會 

15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16 家盟  

17 特殊學習需要家長協會有限公司 

18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迪智展能中心暨宿舍 

19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 

20 專注不足/過度活躍症(香港)協會有限公司 

21 康和互助社聯會 

22 康青會 

23 腎友聯 

24 聖雅各福群會-忻悅職業服務中心 

25 聖雅各福群會-朗逸居及朗逸綜合服務隊 

26 聖雅各福群會-跑馬地綜合服務隊 

27 聖雅各福群會-雅逸居及雅逸綜合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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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力行工場 

29 樂智協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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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2019-2020「敬老護老活動項目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  

本會舉辦的「敬老護老活動項目資助計劃」，旨在透過資助幼稚園及中小學

舉辦敬老護老的活動，如探訪長者中心、安老院或作長者家訪等，鼓勵學

生關愛長者，從小向他們灌輸敬老護老的觀念。  

本年度共有 27 間學校向本會遞交申請，反應熱烈，經本會評審團審閱

後，全部學校均獲得資助：  

No. 學校名稱 活動名稱 

幼稚園 

1 禮賢會順天幼兒園 2019-2020 年度關愛計劃-''敬老護愛 社區共融 

2 太陽島幼稚園(東涌分校) 送暖到東涌 

3 仁濟醫院明德幼稚園 新耆玩意樂滿 Fun 

4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天水圍) 幼兒孝敬祖父母 

5 聖母潔心會福音秀茂坪幼稚園 福音祝福暖萬心 

6 基督教聯合醫務協會幼兒學校 長幼同創樂繽紛 

7 聖文嘉幼稚園 長幼溫情過聖誕 

8 朗屏邨聖恩幼稚園 愛心送暖行動 

9 百佳員工慈善基金幼兒學校 跨代愛共融~松柏樂延年 

10 基督徒香港信義會基恩幼兒學校 基恩親子義工隊 

11 基督教安得兒幼稚園 長幼樂融融 

12 基督教安得兒幼稚園(灣景) 長幼樂融融 

13 躍思(柏蕙)幼稚園幼兒園 親親祖父母 

14 香港保護兒童會賽馬會學心幼兒學校 親親祖父母 

15 
柴灣浸信會學前教育中心呂明才幼稚園(小西

灣) 
恭賀新禧迎鼠年 

16 路德會杏花邨幼兒園 長幼同樂賀聖誕 

17 香港仔浸信會白光幼稚園 長幼「蔓蔓」愛 

18 觀塘浸信會彩明幼稚園 長幼共融 

19 永樂創新英文幼稚園 親親「老友記」 

20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雋樂幼稚園 認識我的祖父母 

21 香港保護兒童會新航黃埔幼兒學校 幼小同慶聖誕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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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聖公會慈光堂柯佩璋幼稚園幼兒園 跨代互助樂融融 

小學 

23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讓愛流動義工計劃 

24 香港培正小學 義工服務-探訪長者中心 

25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一」「耆」一會顯愛心 

中學 

26 荔景天主教中學 長青互訪，跨代學習共成長 

27 趙聿修紀念中學公益少年團 「耆樂融融」 

所有已完成計劃的學校於資助活動結束後都詳盡交代活動過程、學生感

想、相片輯錄等。學生對活動的反應均十分正面，他們在老師的帶領下，

不但投入活動當中，並且能對「敬老護老」的觀念作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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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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