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 心脈博 衝出香港 連繫大灣區



本會於2011年7月正式成立，全名為「願景基金會有限公司」(前身為願景兒童發展基金)，並為香港特區政府認可註冊慈善團體。

我們希望以此為平台，給社會各界組織及參加義工活動，從而發揮各人所長，不斷成長，携手創建我們的願景－「用愛感染生命，

共創和諧世界！」

本會由一班熱心人士組成，旨在透過組織及參加義工活動，用心服務不同階層，回饋社會，讓大家可以獲得關愛。此外，我們也會不時為參加者提

供培訓，啟發新思維，發揮潛能，提升個人的責任心、自信心及決斷力，讓大家付出的同時也可以自我增值並成為卓越的領袖。

我們同時希望構建一個平台，團結各界，凝聚力量，以組織不同義工活動，關愛社會，協志惠群，讓愛散播每一個角落。另一方面，義工們也可透

過這些活動體驗基層生活，學會知足常樂，建立正面的價值觀，藉此提升個人發展，培養助人助己的美德及精神。

此外，本會也積極推動兩地交流，增加各會員對社會及國家的責任感及歸屬感，啟發思維模式及發揮創意潛能，建立人際關係及提升溝通技巧。

宗旨

除了社會服務外，我們也不會定期為會員舉行各項聯誼活動。讓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之外有機會稍作休息，跟家人共聚天倫；跟朋友

杯酒言歡。同時也可增強本會的延續性，讓各會員的親友多加了解本會，鼓勵他們參與我們未來的活動。

會員活動

本會每年均舉辦多個慈善義工活動，如到屋村為長者進行義務剪髮，探訪獨居或合居長者等等。

旗艦活動『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希望引發社會各界人士策劃及參與服務活動，達至服務無邊界。 本年踏入第 7 年更「衝出香港．服

務粵港澳大灣區」，希望把香港關愛互助、團結共融的精神送往各地。

近年，為使年青人有更多機會體驗祖國面貌、了解國情，本會開拓青年事務部，舉辦為中學生而設的祖國文化交流活動，地點計有武漢、江門等

地，願同學們將所見、所聞、所體驗得以提升個人認知，認識世界，擴闊視野。

另外，本會也會跟不同的友好機構合辦或協辦其他活動，合作倍增大家力量的同時，也可跟各機構互相交流學習。務求惠及社會不同階層，實現我

們的使命－「動員之最，服務至廣！」

服務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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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面埋「服」2019簡介

 

中學組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民生書院

‧佛教黃鳳翎中學

‧佛教黃鳳翎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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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各位出席晚宴，讓我聚首一堂，一同重溫昔日點滴、展望未來，見證願景基金會邁進九
周年。本人藉此機會，感謝全體理事會成員、友好團體，義工們歷年來的努力，以及贊助商及各
界對本會的鼎力支持及參與。是您們一直堅守『用愛感染生命，共創和諧社會』的願景，為基層
服務，才使本會能茁壯成長。

回顧本屆理事會，共籌辦及協辦了40個活動及服務。本會發展至今累計籌辦及協辦近250個服務
活動，受惠人次已經突破了240,000，成果卓然。本會的三個旗艦活動 ─ 愛心義剪顯真情、深水
埗敬老送暖大行動及十面埋「服」都取得一定成果。

「愛心義剪顯真情2018」吸引了400多名髮型師及義工參與，超過1,200名長者受惠；「深水埗
區敬老送暖大行動2019」邀請了譚玉瑛姐姐以及黃麗梅擔任活動愛心大使，到場為義工打氣，
共有超過2,000名義工出席，惠及10,000位有需要長者；十面埋『服』創新社會服務大賽 2018」
根據主題「埋服18區」進行了各式各樣的社區服務包括具環保回收、長幼共融、關愛活動等
等，受惠超過1.8萬人次並成功創造了一項世界紀錄 – 「世上最多對組合同時寫『孝』字」；而
十面埋『服』創新社會服務大賽 2019」更將服務的範圍由社區擴充至粵港澳大灣區，令受惠的
範圍拓展得更廣更闊，並邀得方力申先生擔任服務大使，為義工打氣，果有超過1000名來自粵
港澳大灣區的義工參與，受惠人數超過1.3萬人。

新一屆理事會今天就職，展望未來，希望我們可以取得更多政府的資源，將服務進一步拓展至大
灣區，並會繼續與社區緊密合作，凝聚各界力量，竭誠為社區服務，同心並肩，定能開拓創新，
帶動本會邁向新的里程，一起建構更和諧的社會。

主席的話主席的話

第五屆理事會主席
甄韋喬 博士 MH, JP

30. 0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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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Paul CHAN Mo-po, GBM, GBS, MH,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先生 大紫荊勳賢 GBS, MH,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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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會第六屆主席

梁君彥議員, GBS, SBS, JP
Andrew LEUNG Kwa Yuen, GBS,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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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AW Chi Kwo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 Welfare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博士,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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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總數
(以人次計算) 總

服務人數

（由2011年起計
算) 

251次
236,626人次

活動總表活動總表

2019年7月1日 支持團體   九龍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文藝匯演 1000

2019年6月24日 支持團體   愛港‧愛講音樂會 Icon Music Concert  1000

2019年6月15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十面埋「服」評審日   -

2019年6月1日 會員活動   Pool side BBQ Party    32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滙俊亞太企業精英聯盟商會 -  200 

     齊心關愛樂齡族 2019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Smile Foundation Limited (微笑動力)  200 

     註冊慈善機構 - 肇慶市、清遠市

     山區農村探訪交流活動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 -   1268 

     音樂無界限音樂義教計劃 2019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城市女青年商會 - 絕膠吧 2019  60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騰龍青年商會 -    250 

     勇闖明「Teen」「你」想智慧城市 2019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健康家庭及青年發展中心 -   325  

     “同一片藍天，同一個夢想”

     鳳凰扶貧留守兒童在肇慶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Perfect Plann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  2000 

     非遺‧您文化義務表演教交流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香港遊樂場協會 「新境界」   509

     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 「變靚D 」人生教練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織織復織織 義教 . 愛 . 分享 - 愛心手織獻關懷 992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香港金鐘青年獅子會 - 腦友同行生命故事書 24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 - 義手童行  25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荃街坊 - 認知無障礙 . 你我齊關愛  214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KIDS FIT - 有效使用「遊樂場設施」推廣 144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半島青年商會 - 為了幸福 - Go RED  30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Dream Builders Co. LTD - Essential  200 

     喵犬親子会社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 義人行  30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  200 

     尋找綠色能源夢 - STEM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義工二隊 - 翎願陪伴您   172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義工一隊 - 翎零後成長記   634

服務日期 活動種類 服務名稱 受眾人數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民生書院 - 互助大灣 民生飛翔  100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 生命傳奇  6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和諧共繪」 1655

2019年5月19日 支持團體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暨  3000

     首屆深水埗節大巡遊 

2019年3月9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十面埋「服」2019 啟動禮   -

2019年3月1日 支持團體   江門交流團    -

2019年1月21日 主辦   「五邑人文，僑鄉遊蹤」江門交流團  60

2019年1月13日至 主辦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行動 2019  10000

1月19日  

2018年12月15日 會員活動   VQF 聖誕 Party    75

2018年12月2日 會員活動   VQF 行山樂    25

2018年11月8日 嗚謝機構   2018 博鰲亞洲論壇青年會（香港）  -

2018年10月28 支持團體   「騰飛四十載 機遇創未來」與CEO對話 - - 

     機遇分享會

2018年10月3日 支持團體   「慶祝國慶六十九週年歡宴大會」暨  -

     「深水埗節啟動禮」 

2018年9月29日 支持團體   傑青會 - 千人摺扇傳愛   -

2018年9月29日 支持團體   雁心會賣旗    -

2018年9月26日 支持團體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節   2252

2018年9月25日 主辦   月滿愛心追月夜    200

2018年8月15日 會員活動   港情研習班系列第一站   30

     「置業達人King Sir 飯局：上車有樓睇」 

2018年6月24日 主辦   「中港青年學子、楚地武漢交流團」  14

2018年6月23日 主辦   「世上最多對組合同時寫『孝』字」  310

     世界紀錄服務日 

2018年6月9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十面埋「服」評審日   -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香港催乳中心 - 滴滴珍惜，啖啖母愛  32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金枝玉葉旗袍會 - 長幼共融 - 歌舞妙韻一家親 7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 友「義」萬歲計 8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半島青年商會 - 識飲識食‧高下鈉見  3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織織復織織 義教 . 愛 . 分享 -   4462

     義教 . 愛 . 分享行動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弘武電影制作 - 人人要健康 全城起“武”吧! 200

服務日期 活動種類 服務名稱 受眾人數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海燕 -「 我做得到」 小學服務學習計劃 6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城市女青年商會 -             3000 

     「小手愛地球 2018：低碳救宇宙」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家居維修義工栛會 - RF 全城維修  39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鷹上騰、任我飛 -「尋找我的星營會」  22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潛能 -「為您揚帆」- 特殊帆船活動服務 12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 - 音樂無界限深愛童行計劃 3483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義曦 - 藝.新耆義童    125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荃街坊 -《心靈雞湯》   59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楚漢先鋒 - 微笑計劃   5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民生書院 - 龍城‧傳承   618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義」口同聲 28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天主教鳴遠中學 - 愛‧傳遞 - 安泰安居 8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  200 

     科技同樂日/輔助器設計班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佛教黃鳳翎中學 : 義工二隊 - 歡樂遊記  246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佛教黃鳳翎中學 : 義工一隊 - 愛在社區  13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 尊貴人生·回憶備份 384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陳白沙中學 - 攝影達人義工同盟  3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 繪出正向人生 1000

2018年5月19日 參加團體   傑出青年協會保齡球名人邀請賽 2018  -

2018年5月6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8   1114

2018年5月6日 支持團體   金甘地越野嘉年華    520

2018年5月6日 主辦   科技與跨代 2017-18 年度智能遊戲設計比賽 300

2018年3月7日 支持團體   閨蜜 2「慈善首影禮」   -

2018年2月4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十面埋「服」啟動禮   -

2017年12月17日 會員活動   聖誕節派對    -

2017年11月12日 會員活動   願景結伴同行 < 輕鬆龍脊遠足遊 2017 > 60

2017年11月2日 支持團體   2017 博鰲亞洲青年論壇   -

2017年10月26日 主辦   <願景>與你 會員簡介會   20

2017年10月26日 支持團體   曾展文化協會三周年慶   -

2017年10月6日 支持團體   深水埗地區團體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

     成立68周年聯合歡宴 

2017年9月29日 協辦   「中秋樂圓圓」- 探訪五邑鄉親家庭及  400

     長者們啟動禮 

2017年9月24日 合辦   月滿愛心中秋節    400

2017年9月17日 會員活動   夏日船河大派對    -

2017年8月20日 主辦   「楚韻文化 勇當先鋒」青少年老人院義工服務 20

2017年7月31日 主辦   中港青年學子 • 楚地文化交流團楚討會 26

2017年7月28日 主辦   願景基金會七周年慶暨第四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

2017年7月5日 協辦   傑出青年協會 - 第十七屆明日領袖高峰論壇暨 1000 

     2017 年「明日領袖獎」頒獎禮 

2017年7月5日 主辦   中港青年學子•楚地文化交流團  37

2017年6月22日 協辦   五邑共融慶回歸聯歡午宴    400

2017年6月6日 --   青年大講堂    1500

2017年5月20日協辦   家在「深水埗」全民齊參與歡樂在社區 80000

至8月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系列活動  

2017年5月23日 --   【五邑共融慶回歸】會員茶聚  4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十面埋「服」大型社區服務日暨頒獎禮 1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十面埋「服」評審日   -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 珍．有源  7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騰龍青年商會 - 騰龍義工團：  175

     傷健共融　全城關懷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   650 

     小事大意義．灘岸清潔運動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半島青年商會 -    332 

     不一樣的我 2017「繪出甜‧觸動愛」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香港休閒及技術潛水協會 - 潛龍計劃  20

2017年4月13日 主辦   i愛你 傳真情 -「智能平安」關愛服務啟動禮 210

2017年4月9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7   13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心思施 - 心思施    16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香港中港青年獅子會 - 青出於「籃」服務計劃 380

2017年3月至8月 支持團體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    300

     師子山同行創商機青年創業計劃 

2017年3月24日 支持團體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   500 

     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啟動禮暨博覽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 銀杏SUN耆事 54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 繪出正向人生 10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芳療專業國際學院    253

     陳國偉議員辦事處長者芳療服務 / 香薰親子樂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香港觀塘青年獅子會 - 港．多一點正能量 137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陳國偉議員辦事處 -   500  

      社區夢想繪畫比賽「慶回歸20週年 ∼

     「夢想」•社區」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城市女青年商會 - 讓手機休息吧！  53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 拍出真喜美 1256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十面埋「服」啟動禮   -

2017年2月25日至 主辦   V Jump 青年領袖訓練計劃   80

26日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   20 

     「欣悅樂融融」共融活動 

2017年2月4日 支持團體   雁心會「愛與夢童行」2017 步行籌款  -

2017年1月8日至 主辦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行動 2017  10,000

1月15日 

2016年12月18日 會員活動   VQ Fund「引領你的華麗」聖誕派對  -

2016年12月18日 參賽團體   「油麻地榕樹頭節」第二屆扮鬼扮馬  -

     生果格蘭披治大賽車比賽 

2016年10月6日 支持團體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週年歡宴大會 -

2016年9月9日 主辦   月滿愛心中秋夜    300

2016年7月30日 會員活動   第三屆會員大會    -

2016年7月14日至 協辦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 香港菁英創業交流團 50

16日  

2016年7月12日 協辦   傑出青年協會 -    1000 

     第十六屆「明日領袖高峰論壇」暨

     2016 年「明日領袖獎」頒獎禮 

2016年7月10日 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6  300 

     大型服務日暨頒獎典禮 

2016年7月1日 協辦   深水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9周年嘉年華 2000

2016年5月22日 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6 評審日 -

2016年5月7日 協辦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 創新創業論壇  1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天主教鳴遠中學 -    50

     「義」類服務隊 - 長者同樂放「義」彩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新生代運動文化協會 -   40 

     人人與夢想同行 KT x 足球活動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耆花義卉 - 花心思    1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晴朗的心基金隊 - 愛·追·尋   3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深水埗傑出學生協會 -   200 

     「傳承正義·義不容遲」義工計劃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香港青年義工團 - 義無界限   125

2016年4月16日 支持團體   雁心會 - 街頭籌款義賣抽獎活動  -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閃亮家族 - 開心絲網花工作坊 - 愛心承傳 800

2016年4月9日 支持團體   頌慶聯合國70周年青年計劃   -

     「和平與可持續發展」

2016年4月9日 會員活動   Lollipop DIY Gathering   -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   50

     「照護我心」計劃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石硤尾邨居民服務中心 -   500 

     2016 戶外電影欣賞會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施樂善 - 樂善抗菌長幼   -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仁人義動 - 「仁人義動」   10

     綱配資源共享計劃：義享綱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郵心出發 - 與考生同行   1200

2016年3月28日 支持團體   VQ132 服務    2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   130 

     「義」「童」上學去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田家炳中學 - 心。連。心   21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Running Friends - 奔跑吧！老友記！  25

2016年3月20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6   1300

2016年3月19日 支持團體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就職典禮   -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捷鴞棍網球球會 - 捷鴞棍網球草原合戰 2016 43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騰龍青年商會 - 鼓舞·共勉   143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愛延續愛 - 愛延續愛   221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香港澳洲大學校友聯會 - 從豐盛到豐盛 400

2016年3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 玫瑰盛放留倩影 15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搭上搭義工團 - 蝴蝶藝術工作坊  40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 佛孔關愛樂助大行動 14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真光女書院 - 「街坊」「真」「耆」「義」 8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佛教黃鳳翎中學 - 奇幻探索   40

2016年2月21日 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6 啓動禮 200

     （包括「Service Running Man」及

     「義派五色湯圓」服務）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Life Coach - 蒲公英計劃   3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半島青年商會 - 與你同行 活出未來  8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香港中港青年獅子會 - 活出獨特的你  15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傑出生命計劃 Givers - 香港義行日 2016 -  6250

     全城護老、點少得你 

2016年1月23日 會員活動   「愛.相聚」聯誼活動   -

2016年1月10日 主辦   潔伴同行     81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愛在黑暗中找美」慈善活動籌委小組 - 100 

     愛在黑暗中找美 

2015年12月13日 主辦   潔伴同行培訓日    -

2015年12月6日 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6   - 

     簡介會及社會創新服務講座 

2015年9月29日 協辦   深水埗地區團體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1200

     成立六十六週年歡宴大會 

2015年9月27日 會員活動   「VQ Fund 中秋樂繽 Fun」BBQ Party -

2015年9月24日 主辦   月滿愛心中秋夜    300

2015年9月12日 支持團體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 總會周年大會展覽 -

2015年9月4日 支持團體   深居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六週年 -

     暨本會成立四十週年聯歡晚會 

2015年7月13日 協辦   傑出青年協會 -    1000 

     第十五屆「明日領袖高峰論壇」暨

     2015 年「明日領袖奬」頒獎禮 

2015年6月29日 會員活動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5 嘉許禮 -

2015年6月25日 支持團體   九龍社團聯會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

     九龍社團聯會成立18週年會慶暨

     第七屆理事就職典禮晚會 

2015年6月7日 會員活動   VQ Summer 船 P 派對   -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港島青年商會 - O! Love Tour 2015  2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心」 - 心連心，愛與夢飛揚  3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一心安老 - 母親節關愛活動   5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騰龍青年商會 - 長者午聚 - 為生命規劃 2015 1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耆花義卉 - 花心師    12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Central Group Volunteer - 點點關懷，愛心同行 11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閃亮家族 - 開心絲網花工作坊  5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KT Football - 新生代運動巡禮 2015  3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佛教黃鳳翔中學 - 傷健無間野戰體驗日 7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石峽尾居民服務中心 - 大電影  45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香港中港青年獅子會 - 無窮中港‧延續愛 47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小福聯盟 - 童一天空下（五）  7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Y-Lot PHOTO - 老友傳晴‧再現晴天  28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香港青年義工團 - 傳遞愛嘉年華  1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香港青暉社 - 愛深曲奇   5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田家炳中學 - 流金歲月   85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天主教鳴遠中學 - 義工小老師  13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佛孔義工青苗    142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   101 

     「同巾同心」義工服務計劃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服務  3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5」 -

     啟動禮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深水埗區傑出學生協會義工隊 -  260 

     「傳城正義 ‧ 義不容遲」義工計劃 

2015年1月24日至 主辦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行動 2015  10,000

2月1日  

2014年9月2日 主辦   月滿愛心中秋夜    300

2014年7月01日 合辦   慶回歸•歡樂在社區    5000

2014年6月29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4 嘉許禮 -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深水埗區傑出學生協會 - 貧窮體驗工作坊 33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佛孔義工青苗 - 長幼繽紛嘉年華  116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明心義工隊 - 細味當年情   50

2014年5月5日 支持團體   「積極公民論壇」青年講座   7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VQ98 服務    550

2014年5月至8月 支持團體   音樂無界限 2014    5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閃亮家族 -「開心絲網花工作坊」  5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一心同行 -「愛牙日」   1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騰龍義工團 -「長者午聚 - 為生命規劃」 1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 A 隊 -「學校遊蹤」 5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香港都會扶輪社 - 傷健圓夢之旅  2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常滿會 -「希望蛋」   45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小福聯盟 - 童一天空下（四）  21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石硤尾邨居民服務中心 -   400 

     「照」出溫馨，「相」出家庭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九龍塘香島中學社會服務團服務  20

2014年3月23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4   1,200

2014年3月16日 會員活動   愛•相聚     -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方中公益義工隊 - 跟您做個 Friend  77

2014年3月15日 支持團體   糖衣風暴 2014    15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南山居民服務協會 - 關愛獨居、敬老送暖 100

2014年2月15日 協辦團體   萬家團圓慶新春    10,0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4 啟動禮 -

2013年12月14日 會員活動   VQ Fun Night 「紅•白」聖誕夜  -

2013年7月22日 合辦   GZVQ1 愛•無限情繫英德   500

2013年7月20日 支持團體   「與未來對話」青年講座   300

2013年7月1日 協辦團體   手牽手•慶回歸•獻愛心   2,000

2013年5月10日 協辦團體   VQ108 大型社區服務   200

2013年5月10日 協辦團體   VQ103 大型社區服務   100

2013年4月14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關懷長者獻愛心 - VQ75   120

2013年4月14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耆樂融融 - VQ69    60

2013年3月30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童一天空下 - 小福聯盟   500

2013年3月29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送暖到湖南 - VQ98    200

2013年3月15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重返曾村小學 - VQ86   200

2013年3月1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龍青隊 - 關懷板間房住戶/基層市民義派行動 50

2013年2月17日 協辦團體   雁心會愛與夢童行    100

2013年2月16日 會員活動   新春盤菜宴    -

2013年2月5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隊 - 新春花市樂遊遊 20

2013年1月19日至 主辦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行動 2013  10,000

27日  

2013年1月19日 協辦團體   VQ106 大型社區服務   200

2013年1月5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3 啟動禮 -

2012年5月1日 合辦   糖衣風暴 2012    100

2012年3月14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2   1,300

2011年12月18日 協辦團體   雁心會街頭籌款    100

2011年11月5日 會員活動   單車 BBQ 同樂日    -

2011年8月6日 協辦團體   VQ91 大型社區服務 - 天使護蔭之旅  50

2011年11月5日 會員活動   單車 BBQ 同樂日    -

2011年8月6日 協辦團體   VQ91 大型社區服務 - 天使護蔭之旅  50

2011年7月31日 主辦活動   第一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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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日 支持團體   九龍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文藝匯演 1000

2019年6月24日 支持團體   愛港‧愛講音樂會 Icon Music Concert  1000

2019年6月15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十面埋「服」評審日   -

2019年6月1日 會員活動   Pool side BBQ Party    32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滙俊亞太企業精英聯盟商會 -  200 

     齊心關愛樂齡族 2019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Smile Foundation Limited (微笑動力)  200 

     註冊慈善機構 - 肇慶市、清遠市

     山區農村探訪交流活動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 -   1268 

     音樂無界限音樂義教計劃 2019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城市女青年商會 - 絕膠吧 2019  60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騰龍青年商會 -    250 

     勇闖明「Teen」「你」想智慧城市 2019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健康家庭及青年發展中心 -   325  

     “同一片藍天，同一個夢想”

     鳳凰扶貧留守兒童在肇慶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Perfect Plann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  2000 

     非遺‧您文化義務表演教交流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香港遊樂場協會 「新境界」   509

     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 「變靚D 」人生教練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織織復織織 義教 . 愛 . 分享 - 愛心手織獻關懷 992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香港金鐘青年獅子會 - 腦友同行生命故事書 24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 - 義手童行  25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荃街坊 - 認知無障礙 . 你我齊關愛  214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KIDS FIT - 有效使用「遊樂場設施」推廣 144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半島青年商會 - 為了幸福 - Go RED  30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Dream Builders Co. LTD - Essential  200 

     喵犬親子会社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 義人行  30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  200 

     尋找綠色能源夢 - STEM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義工二隊 - 翎願陪伴您   172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義工一隊 - 翎零後成長記   634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民生書院 - 互助大灣 民生飛翔  100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 生命傳奇  6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和諧共繪」 1655

2019年5月19日 支持團體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暨  3000

     首屆深水埗節大巡遊 

2019年3月9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十面埋「服」2019 啟動禮   -

2019年3月1日 支持團體   江門交流團    -

2019年1月21日 主辦   「五邑人文，僑鄉遊蹤」江門交流團  60

2019年1月13日至 主辦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行動 2019  10000

1月19日  

2018年12月15日 會員活動   VQF 聖誕 Party    75

2018年12月2日 會員活動   VQF 行山樂    25

2018年11月8日 嗚謝機構   2018 博鰲亞洲論壇青年會（香港）  -

2018年10月28 支持團體   「騰飛四十載 機遇創未來」與CEO對話 - - 

     機遇分享會

2018年10月3日 支持團體   「慶祝國慶六十九週年歡宴大會」暨  -

     「深水埗節啟動禮」 

2018年9月29日 支持團體   傑青會 - 千人摺扇傳愛   -

2018年9月29日 支持團體   雁心會賣旗    -

2018年9月26日 支持團體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節   2252

2018年9月25日 主辦   月滿愛心追月夜    200

2018年8月15日 會員活動   港情研習班系列第一站   30

     「置業達人King Sir 飯局：上車有樓睇」 

2018年6月24日 主辦   「中港青年學子、楚地武漢交流團」  14

2018年6月23日 主辦   「世上最多對組合同時寫『孝』字」  310

     世界紀錄服務日 

2018年6月9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十面埋「服」評審日   -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香港催乳中心 - 滴滴珍惜，啖啖母愛  32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金枝玉葉旗袍會 - 長幼共融 - 歌舞妙韻一家親 7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 友「義」萬歲計 8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半島青年商會 - 識飲識食‧高下鈉見  3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織織復織織 義教 . 愛 . 分享 -   4462

     義教 . 愛 . 分享行動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弘武電影制作 - 人人要健康 全城起“武”吧! 2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海燕 -「 我做得到」 小學服務學習計劃 6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城市女青年商會 -             3000 

     「小手愛地球 2018：低碳救宇宙」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家居維修義工栛會 - RF 全城維修  39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鷹上騰、任我飛 -「尋找我的星營會」  22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潛能 -「為您揚帆」- 特殊帆船活動服務 12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 - 音樂無界限深愛童行計劃 3483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義曦 - 藝.新耆義童    125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荃街坊 -《心靈雞湯》   59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楚漢先鋒 - 微笑計劃   5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民生書院 - 龍城‧傳承   618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義」口同聲 28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天主教鳴遠中學 - 愛‧傳遞 - 安泰安居 8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  200 

     科技同樂日/輔助器設計班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佛教黃鳳翎中學 : 義工二隊 - 歡樂遊記  246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佛教黃鳳翎中學 : 義工一隊 - 愛在社區  13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 尊貴人生·回憶備份 384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陳白沙中學 - 攝影達人義工同盟  3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 繪出正向人生 1000

2018年5月19日 參加團體   傑出青年協會保齡球名人邀請賽 2018  -

2018年5月6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8   1114

2018年5月6日 支持團體   金甘地越野嘉年華    520

2018年5月6日 主辦   科技與跨代 2017-18 年度智能遊戲設計比賽 300

2018年3月7日 支持團體   閨蜜 2「慈善首影禮」   -

2018年2月4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十面埋「服」啟動禮   -

2017年12月17日 會員活動   聖誕節派對    -

2017年11月12日 會員活動   願景結伴同行 < 輕鬆龍脊遠足遊 2017 > 60

2017年11月2日 支持團體   2017 博鰲亞洲青年論壇   -

2017年10月26日 主辦   <願景>與你 會員簡介會   20

2017年10月26日 支持團體   曾展文化協會三周年慶   -

2017年10月6日 支持團體   深水埗地區團體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

     成立68周年聯合歡宴 

2017年9月29日 協辦   「中秋樂圓圓」- 探訪五邑鄉親家庭及  400

     長者們啟動禮 

2017年9月24日 合辦   月滿愛心中秋節    400

2017年9月17日 會員活動   夏日船河大派對    -

2017年8月20日 主辦   「楚韻文化 勇當先鋒」青少年老人院義工服務 20

2017年7月31日 主辦   中港青年學子 • 楚地文化交流團楚討會 26

2017年7月28日 主辦   願景基金會七周年慶暨第四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

2017年7月5日 協辦   傑出青年協會 - 第十七屆明日領袖高峰論壇暨 1000 

     2017 年「明日領袖獎」頒獎禮 

2017年7月5日 主辦   中港青年學子•楚地文化交流團  37

2017年6月22日 協辦   五邑共融慶回歸聯歡午宴    400

2017年6月6日 --   青年大講堂    1500

服務日期 活動種類 服務名稱 受眾人數

2017年5月20日協辦   家在「深水埗」全民齊參與歡樂在社區 80000

至8月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系列活動  

2017年5月23日 --   【五邑共融慶回歸】會員茶聚  4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十面埋「服」大型社區服務日暨頒獎禮 1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十面埋「服」評審日   -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 珍．有源  7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騰龍青年商會 - 騰龍義工團：  175

     傷健共融　全城關懷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   650 

     小事大意義．灘岸清潔運動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半島青年商會 -    332 

     不一樣的我 2017「繪出甜‧觸動愛」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香港休閒及技術潛水協會 - 潛龍計劃  20

2017年4月13日 主辦   i愛你 傳真情 -「智能平安」關愛服務啟動禮 210

2017年4月9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7   13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心思施 - 心思施    16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香港中港青年獅子會 - 青出於「籃」服務計劃 380

2017年3月至8月 支持團體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    300

     師子山同行創商機青年創業計劃 

2017年3月24日 支持團體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   500 

     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啟動禮暨博覽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 銀杏SUN耆事 54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 繪出正向人生 10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芳療專業國際學院    253

     陳國偉議員辦事處長者芳療服務 / 香薰親子樂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香港觀塘青年獅子會 - 港．多一點正能量 137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陳國偉議員辦事處 -   500  

      社區夢想繪畫比賽「慶回歸20週年 ∼

     「夢想」•社區」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城市女青年商會 - 讓手機休息吧！  53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 拍出真喜美 1256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十面埋「服」啟動禮   -

2017年2月25日至 主辦   V Jump 青年領袖訓練計劃   80

26日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   20 

     「欣悅樂融融」共融活動 

2017年2月4日 支持團體   雁心會「愛與夢童行」2017 步行籌款  -

2017年1月8日至 主辦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行動 2017  10,000

1月15日 

2016年12月18日 會員活動   VQ Fund「引領你的華麗」聖誕派對  -

2016年12月18日 參賽團體   「油麻地榕樹頭節」第二屆扮鬼扮馬  -

     生果格蘭披治大賽車比賽 

2016年10月6日 支持團體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週年歡宴大會 -

2016年9月9日 主辦   月滿愛心中秋夜    300

2016年7月30日 會員活動   第三屆會員大會    -

服務日期 活動種類 服務名稱 受眾人數

2016年7月14日至 協辦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 香港菁英創業交流團 50

16日  

2016年7月12日 協辦   傑出青年協會 -    1000 

     第十六屆「明日領袖高峰論壇」暨

     2016 年「明日領袖獎」頒獎禮 

2016年7月10日 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6  300 

     大型服務日暨頒獎典禮 

2016年7月1日 協辦   深水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9周年嘉年華 2000

2016年5月22日 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6 評審日 -

2016年5月7日 協辦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 創新創業論壇  1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天主教鳴遠中學 -    50

     「義」類服務隊 - 長者同樂放「義」彩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新生代運動文化協會 -   40 

     人人與夢想同行 KT x 足球活動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耆花義卉 - 花心思    1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晴朗的心基金隊 - 愛·追·尋   3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深水埗傑出學生協會 -   200 

     「傳承正義·義不容遲」義工計劃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香港青年義工團 - 義無界限   125

2016年4月16日 支持團體   雁心會 - 街頭籌款義賣抽獎活動  -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閃亮家族 - 開心絲網花工作坊 - 愛心承傳 800

2016年4月9日 支持團體   頌慶聯合國70周年青年計劃   -

     「和平與可持續發展」

2016年4月9日 會員活動   Lollipop DIY Gathering   -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   50

     「照護我心」計劃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石硤尾邨居民服務中心 -   500 

     2016 戶外電影欣賞會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施樂善 - 樂善抗菌長幼   -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仁人義動 - 「仁人義動」   10

     綱配資源共享計劃：義享綱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郵心出發 - 與考生同行   1200

2016年3月28日 支持團體   VQ132 服務    2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   130 

     「義」「童」上學去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田家炳中學 - 心。連。心   21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Running Friends - 奔跑吧！老友記！  25

2016年3月20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6   1300

2016年3月19日 支持團體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就職典禮   -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捷鴞棍網球球會 - 捷鴞棍網球草原合戰 2016 43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騰龍青年商會 - 鼓舞·共勉   143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愛延續愛 - 愛延續愛   221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香港澳洲大學校友聯會 - 從豐盛到豐盛 400

2016年3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 玫瑰盛放留倩影 15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搭上搭義工團 - 蝴蝶藝術工作坊  40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 佛孔關愛樂助大行動 14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真光女書院 - 「街坊」「真」「耆」「義」 8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佛教黃鳳翎中學 - 奇幻探索   40

2016年2月21日 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6 啓動禮 200

     （包括「Service Running Man」及

     「義派五色湯圓」服務）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Life Coach - 蒲公英計劃   3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半島青年商會 - 與你同行 活出未來  8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香港中港青年獅子會 - 活出獨特的你  15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傑出生命計劃 Givers - 香港義行日 2016 -  6250

     全城護老、點少得你 

2016年1月23日 會員活動   「愛.相聚」聯誼活動   -

2016年1月10日 主辦   潔伴同行     81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愛在黑暗中找美」慈善活動籌委小組 - 100 

     愛在黑暗中找美 

2015年12月13日 主辦   潔伴同行培訓日    -

2015年12月6日 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6   - 

     簡介會及社會創新服務講座 

2015年9月29日 協辦   深水埗地區團體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1200

     成立六十六週年歡宴大會 

2015年9月27日 會員活動   「VQ Fund 中秋樂繽 Fun」BBQ Party -

2015年9月24日 主辦   月滿愛心中秋夜    300

2015年9月12日 支持團體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 總會周年大會展覽 -

2015年9月4日 支持團體   深居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六週年 -

     暨本會成立四十週年聯歡晚會 

2015年7月13日 協辦   傑出青年協會 -    1000 

     第十五屆「明日領袖高峰論壇」暨

     2015 年「明日領袖奬」頒獎禮 

2015年6月29日 會員活動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5 嘉許禮 -

2015年6月25日 支持團體   九龍社團聯會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

     九龍社團聯會成立18週年會慶暨

     第七屆理事就職典禮晚會 

2015年6月7日 會員活動   VQ Summer 船 P 派對   -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港島青年商會 - O! Love Tour 2015  2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心」 - 心連心，愛與夢飛揚  3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一心安老 - 母親節關愛活動   5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騰龍青年商會 - 長者午聚 - 為生命規劃 2015 1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耆花義卉 - 花心師    12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Central Group Volunteer - 點點關懷，愛心同行 11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閃亮家族 - 開心絲網花工作坊  5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KT Football - 新生代運動巡禮 2015  3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佛教黃鳳翔中學 - 傷健無間野戰體驗日 7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石峽尾居民服務中心 - 大電影  45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香港中港青年獅子會 - 無窮中港‧延續愛 47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小福聯盟 - 童一天空下（五）  7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Y-Lot PHOTO - 老友傳晴‧再現晴天  28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香港青年義工團 - 傳遞愛嘉年華  1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香港青暉社 - 愛深曲奇   5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田家炳中學 - 流金歲月   85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天主教鳴遠中學 - 義工小老師  13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佛孔義工青苗    142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   101 

     「同巾同心」義工服務計劃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服務  3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5」 -

     啟動禮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深水埗區傑出學生協會義工隊 -  260 

     「傳城正義 ‧ 義不容遲」義工計劃 

2015年1月24日至 主辦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行動 2015  10,000

2月1日  

2014年9月2日 主辦   月滿愛心中秋夜    300

2014年7月01日 合辦   慶回歸•歡樂在社區    5000

2014年6月29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4 嘉許禮 -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深水埗區傑出學生協會 - 貧窮體驗工作坊 33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佛孔義工青苗 - 長幼繽紛嘉年華  116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明心義工隊 - 細味當年情   50

2014年5月5日 支持團體   「積極公民論壇」青年講座   7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VQ98 服務    550

2014年5月至8月 支持團體   音樂無界限 2014    5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閃亮家族 -「開心絲網花工作坊」  5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一心同行 -「愛牙日」   1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騰龍義工團 -「長者午聚 - 為生命規劃」 1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 A 隊 -「學校遊蹤」 5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香港都會扶輪社 - 傷健圓夢之旅  2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常滿會 -「希望蛋」   45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小福聯盟 - 童一天空下（四）  21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石硤尾邨居民服務中心 -   400 

     「照」出溫馨，「相」出家庭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九龍塘香島中學社會服務團服務  20

2014年3月23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4   1,200

2014年3月16日 會員活動   愛•相聚     -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方中公益義工隊 - 跟您做個 Friend  77

2014年3月15日 支持團體   糖衣風暴 2014    15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南山居民服務協會 - 關愛獨居、敬老送暖 100

2014年2月15日 協辦團體   萬家團圓慶新春    10,0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4 啟動禮 -

2013年12月14日 會員活動   VQ Fun Night 「紅•白」聖誕夜  -

2013年7月22日 合辦   GZVQ1 愛•無限情繫英德   500

2013年7月20日 支持團體   「與未來對話」青年講座   300

2013年7月1日 協辦團體   手牽手•慶回歸•獻愛心   2,000

2013年5月10日 協辦團體   VQ108 大型社區服務   200

2013年5月10日 協辦團體   VQ103 大型社區服務   100

2013年4月14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關懷長者獻愛心 - VQ75   120

2013年4月14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耆樂融融 - VQ69    60

2013年3月30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童一天空下 - 小福聯盟   500

2013年3月29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送暖到湖南 - VQ98    200

2013年3月15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重返曾村小學 - VQ86   200

2013年3月1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龍青隊 - 關懷板間房住戶/基層市民義派行動 50

2013年2月17日 協辦團體   雁心會愛與夢童行    100

2013年2月16日 會員活動   新春盤菜宴    -

2013年2月5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隊 - 新春花市樂遊遊 20

2013年1月19日至 主辦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行動 2013  10,000

27日  

2013年1月19日 協辦團體   VQ106 大型社區服務   200

2013年1月5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3 啟動禮 -

2012年5月1日 合辦   糖衣風暴 2012    100

2012年3月14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2   1,300

2011年12月18日 協辦團體   雁心會街頭籌款    100

2011年11月5日 會員活動   單車 BBQ 同樂日    -

2011年8月6日 協辦團體   VQ91 大型社區服務 - 天使護蔭之旅  50

2011年11月5日 會員活動   單車 BBQ 同樂日    -

2011年8月6日 協辦團體   VQ91 大型社區服務 - 天使護蔭之旅  50

2011年7月31日 主辦活動   第一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

10



2019年7月1日 支持團體   九龍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文藝匯演 1000

2019年6月24日 支持團體   愛港‧愛講音樂會 Icon Music Concert  1000

2019年6月15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十面埋「服」評審日   -

2019年6月1日 會員活動   Pool side BBQ Party    32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滙俊亞太企業精英聯盟商會 -  200 

     齊心關愛樂齡族 2019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Smile Foundation Limited (微笑動力)  200 

     註冊慈善機構 - 肇慶市、清遠市

     山區農村探訪交流活動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 -   1268 

     音樂無界限音樂義教計劃 2019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城市女青年商會 - 絕膠吧 2019  60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騰龍青年商會 -    250 

     勇闖明「Teen」「你」想智慧城市 2019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健康家庭及青年發展中心 -   325  

     “同一片藍天，同一個夢想”

     鳳凰扶貧留守兒童在肇慶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Perfect Plann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  2000 

     非遺‧您文化義務表演教交流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香港遊樂場協會 「新境界」   509

     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 「變靚D 」人生教練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織織復織織 義教 . 愛 . 分享 - 愛心手織獻關懷 992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香港金鐘青年獅子會 - 腦友同行生命故事書 24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 - 義手童行  25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荃街坊 - 認知無障礙 . 你我齊關愛  214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KIDS FIT - 有效使用「遊樂場設施」推廣 144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半島青年商會 - 為了幸福 - Go RED  30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Dream Builders Co. LTD - Essential  200 

     喵犬親子会社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 義人行  30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  200 

     尋找綠色能源夢 - STEM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義工二隊 - 翎願陪伴您   172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義工一隊 - 翎零後成長記   634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民生書院 - 互助大灣 民生飛翔  100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 生命傳奇  6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和諧共繪」 1655

2019年5月19日 支持團體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暨  3000

     首屆深水埗節大巡遊 

2019年3月9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十面埋「服」2019 啟動禮   -

2019年3月1日 支持團體   江門交流團    -

2019年1月21日 主辦   「五邑人文，僑鄉遊蹤」江門交流團  60

2019年1月13日至 主辦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行動 2019  10000

1月19日  

2018年12月15日 會員活動   VQF 聖誕 Party    75

2018年12月2日 會員活動   VQF 行山樂    25

2018年11月8日 嗚謝機構   2018 博鰲亞洲論壇青年會（香港）  -

2018年10月28 支持團體   「騰飛四十載 機遇創未來」與CEO對話 - - 

     機遇分享會

2018年10月3日 支持團體   「慶祝國慶六十九週年歡宴大會」暨  -

     「深水埗節啟動禮」 

2018年9月29日 支持團體   傑青會 - 千人摺扇傳愛   -

2018年9月29日 支持團體   雁心會賣旗    -

2018年9月26日 支持團體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節   2252

2018年9月25日 主辦   月滿愛心追月夜    200

2018年8月15日 會員活動   港情研習班系列第一站   30

     「置業達人King Sir 飯局：上車有樓睇」 

2018年6月24日 主辦   「中港青年學子、楚地武漢交流團」  14

2018年6月23日 主辦   「世上最多對組合同時寫『孝』字」  310

     世界紀錄服務日 

2018年6月9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十面埋「服」評審日   -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香港催乳中心 - 滴滴珍惜，啖啖母愛  32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金枝玉葉旗袍會 - 長幼共融 - 歌舞妙韻一家親 7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 友「義」萬歲計 8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半島青年商會 - 識飲識食‧高下鈉見  3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織織復織織 義教 . 愛 . 分享 -   4462

     義教 . 愛 . 分享行動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弘武電影制作 - 人人要健康 全城起“武”吧! 2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海燕 -「 我做得到」 小學服務學習計劃 6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城市女青年商會 -             3000 

     「小手愛地球 2018：低碳救宇宙」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家居維修義工栛會 - RF 全城維修  39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鷹上騰、任我飛 -「尋找我的星營會」  22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潛能 -「為您揚帆」- 特殊帆船活動服務 12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 - 音樂無界限深愛童行計劃 3483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義曦 - 藝.新耆義童    125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荃街坊 -《心靈雞湯》   59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楚漢先鋒 - 微笑計劃   5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民生書院 - 龍城‧傳承   618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義」口同聲 28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天主教鳴遠中學 - 愛‧傳遞 - 安泰安居 8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  200 

     科技同樂日/輔助器設計班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佛教黃鳳翎中學 : 義工二隊 - 歡樂遊記  246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佛教黃鳳翎中學 : 義工一隊 - 愛在社區  13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 尊貴人生·回憶備份 384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陳白沙中學 - 攝影達人義工同盟  3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 繪出正向人生 1000

2018年5月19日 參加團體   傑出青年協會保齡球名人邀請賽 2018  -

2018年5月6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8   1114

2018年5月6日 支持團體   金甘地越野嘉年華    520

2018年5月6日 主辦   科技與跨代 2017-18 年度智能遊戲設計比賽 300

2018年3月7日 支持團體   閨蜜 2「慈善首影禮」   -

2018年2月4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十面埋「服」啟動禮   -

2017年12月17日 會員活動   聖誕節派對    -

2017年11月12日 會員活動   願景結伴同行 < 輕鬆龍脊遠足遊 2017 > 60

2017年11月2日 支持團體   2017 博鰲亞洲青年論壇   -

2017年10月26日 主辦   <願景>與你 會員簡介會   20

2017年10月26日 支持團體   曾展文化協會三周年慶   -

2017年10月6日 支持團體   深水埗地區團體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

     成立68周年聯合歡宴 

2017年9月29日 協辦   「中秋樂圓圓」- 探訪五邑鄉親家庭及  400

     長者們啟動禮 

2017年9月24日 合辦   月滿愛心中秋節    400

2017年9月17日 會員活動   夏日船河大派對    -

2017年8月20日 主辦   「楚韻文化 勇當先鋒」青少年老人院義工服務 20

2017年7月31日 主辦   中港青年學子 • 楚地文化交流團楚討會 26

2017年7月28日 主辦   願景基金會七周年慶暨第四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

2017年7月5日 協辦   傑出青年協會 - 第十七屆明日領袖高峰論壇暨 1000 

     2017 年「明日領袖獎」頒獎禮 

2017年7月5日 主辦   中港青年學子•楚地文化交流團  37

2017年6月22日 協辦   五邑共融慶回歸聯歡午宴    400

2017年6月6日 --   青年大講堂    1500

2017年5月20日協辦   家在「深水埗」全民齊參與歡樂在社區 80000

至8月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系列活動  

2017年5月23日 --   【五邑共融慶回歸】會員茶聚  4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十面埋「服」大型社區服務日暨頒獎禮 1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十面埋「服」評審日   -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 珍．有源  7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騰龍青年商會 - 騰龍義工團：  175

     傷健共融　全城關懷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   650 

     小事大意義．灘岸清潔運動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半島青年商會 -    332 

     不一樣的我 2017「繪出甜‧觸動愛」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香港休閒及技術潛水協會 - 潛龍計劃  20

2017年4月13日 主辦   i愛你 傳真情 -「智能平安」關愛服務啟動禮 210

2017年4月9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7   13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心思施 - 心思施    16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香港中港青年獅子會 - 青出於「籃」服務計劃 380

2017年3月至8月 支持團體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    300

     師子山同行創商機青年創業計劃 

2017年3月24日 支持團體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   500 

     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啟動禮暨博覽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 銀杏SUN耆事 54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 繪出正向人生 10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芳療專業國際學院    253

     陳國偉議員辦事處長者芳療服務 / 香薰親子樂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香港觀塘青年獅子會 - 港．多一點正能量 137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陳國偉議員辦事處 -   500  

      社區夢想繪畫比賽「慶回歸20週年 ∼

     「夢想」•社區」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城市女青年商會 - 讓手機休息吧！  53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 拍出真喜美 1256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十面埋「服」啟動禮   -

2017年2月25日至 主辦   V Jump 青年領袖訓練計劃   80

26日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   20 

     「欣悅樂融融」共融活動 

2017年2月4日 支持團體   雁心會「愛與夢童行」2017 步行籌款  -

2017年1月8日至 主辦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行動 2017  10,000

1月15日 

2016年12月18日 會員活動   VQ Fund「引領你的華麗」聖誕派對  -

2016年12月18日 參賽團體   「油麻地榕樹頭節」第二屆扮鬼扮馬  -

     生果格蘭披治大賽車比賽 

2016年10月6日 支持團體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週年歡宴大會 -

2016年9月9日 主辦   月滿愛心中秋夜    300

2016年7月30日 會員活動   第三屆會員大會    -

2016年7月14日至 協辦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 香港菁英創業交流團 50

16日  

2016年7月12日 協辦   傑出青年協會 -    1000 

     第十六屆「明日領袖高峰論壇」暨

     2016 年「明日領袖獎」頒獎禮 

2016年7月10日 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6  300 

     大型服務日暨頒獎典禮 

2016年7月1日 協辦   深水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9周年嘉年華 2000

2016年5月22日 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6 評審日 -

2016年5月7日 協辦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 創新創業論壇  1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天主教鳴遠中學 -    50

     「義」類服務隊 - 長者同樂放「義」彩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新生代運動文化協會 -   40 

     人人與夢想同行 KT x 足球活動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耆花義卉 - 花心思    1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晴朗的心基金隊 - 愛·追·尋   3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深水埗傑出學生協會 -   200 

     「傳承正義·義不容遲」義工計劃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香港青年義工團 - 義無界限   125

2016年4月16日 支持團體   雁心會 - 街頭籌款義賣抽獎活動  -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閃亮家族 - 開心絲網花工作坊 - 愛心承傳 800

2016年4月9日 支持團體   頌慶聯合國70周年青年計劃   -

     「和平與可持續發展」

2016年4月9日 會員活動   Lollipop DIY Gathering   -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   50

     「照護我心」計劃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石硤尾邨居民服務中心 -   500 

     2016 戶外電影欣賞會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施樂善 - 樂善抗菌長幼   -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仁人義動 - 「仁人義動」   10

     綱配資源共享計劃：義享綱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郵心出發 - 與考生同行   1200

2016年3月28日 支持團體   VQ132 服務    2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   130 

     「義」「童」上學去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田家炳中學 - 心。連。心   21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Running Friends - 奔跑吧！老友記！  25

2016年3月20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6   1300

2016年3月19日 支持團體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就職典禮   -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捷鴞棍網球球會 - 捷鴞棍網球草原合戰 2016 43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騰龍青年商會 - 鼓舞·共勉   143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愛延續愛 - 愛延續愛   221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香港澳洲大學校友聯會 - 從豐盛到豐盛 400

2016年3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 玫瑰盛放留倩影 15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搭上搭義工團 - 蝴蝶藝術工作坊  4000

服務日期 活動種類 服務名稱 受眾人數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 佛孔關愛樂助大行動 14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真光女書院 - 「街坊」「真」「耆」「義」 8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佛教黃鳳翎中學 - 奇幻探索   40

2016年2月21日 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6 啓動禮 200

     （包括「Service Running Man」及

     「義派五色湯圓」服務）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Life Coach - 蒲公英計劃   3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半島青年商會 - 與你同行 活出未來  8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香港中港青年獅子會 - 活出獨特的你  15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傑出生命計劃 Givers - 香港義行日 2016 -  6250

     全城護老、點少得你 

2016年1月23日 會員活動   「愛.相聚」聯誼活動   -

2016年1月10日 主辦   潔伴同行     81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愛在黑暗中找美」慈善活動籌委小組 - 100 

     愛在黑暗中找美 

2015年12月13日 主辦   潔伴同行培訓日    -

2015年12月6日 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6   - 

     簡介會及社會創新服務講座 

2015年9月29日 協辦   深水埗地區團體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1200

     成立六十六週年歡宴大會 

2015年9月27日 會員活動   「VQ Fund 中秋樂繽 Fun」BBQ Party -

2015年9月24日 主辦   月滿愛心中秋夜    300

2015年9月12日 支持團體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 總會周年大會展覽 -

2015年9月4日 支持團體   深居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六週年 -

     暨本會成立四十週年聯歡晚會 

2015年7月13日 協辦   傑出青年協會 -    1000 

     第十五屆「明日領袖高峰論壇」暨

     2015 年「明日領袖奬」頒獎禮 

2015年6月29日 會員活動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5 嘉許禮 -

2015年6月25日 支持團體   九龍社團聯會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

     九龍社團聯會成立18週年會慶暨

     第七屆理事就職典禮晚會 

2015年6月7日 會員活動   VQ Summer 船 P 派對   -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港島青年商會 - O! Love Tour 2015  2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心」 - 心連心，愛與夢飛揚  3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一心安老 - 母親節關愛活動   5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騰龍青年商會 - 長者午聚 - 為生命規劃 2015 1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耆花義卉 - 花心師    12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Central Group Volunteer - 點點關懷，愛心同行 11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閃亮家族 - 開心絲網花工作坊  5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KT Football - 新生代運動巡禮 2015  3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佛教黃鳳翔中學 - 傷健無間野戰體驗日 7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石峽尾居民服務中心 - 大電影  45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香港中港青年獅子會 - 無窮中港‧延續愛 47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小福聯盟 - 童一天空下（五）  700

服務日期 活動種類 服務名稱 受眾人數

活動總表活動總表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Y-Lot PHOTO - 老友傳晴‧再現晴天  28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香港青年義工團 - 傳遞愛嘉年華  1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香港青暉社 - 愛深曲奇   5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田家炳中學 - 流金歲月   85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天主教鳴遠中學 - 義工小老師  13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佛孔義工青苗    142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   101 

     「同巾同心」義工服務計劃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服務  3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5」 -

     啟動禮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深水埗區傑出學生協會義工隊 -  260 

     「傳城正義 ‧ 義不容遲」義工計劃 

2015年1月24日至 主辦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行動 2015  10,000

2月1日  

2014年9月2日 主辦   月滿愛心中秋夜    300

2014年7月01日 合辦   慶回歸•歡樂在社區    5000

2014年6月29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4 嘉許禮 -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深水埗區傑出學生協會 - 貧窮體驗工作坊 33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佛孔義工青苗 - 長幼繽紛嘉年華  116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明心義工隊 - 細味當年情   50

2014年5月5日 支持團體   「積極公民論壇」青年講座   7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VQ98 服務    550

2014年5月至8月 支持團體   音樂無界限 2014    5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閃亮家族 -「開心絲網花工作坊」  5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一心同行 -「愛牙日」   1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騰龍義工團 -「長者午聚 - 為生命規劃」 1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 A 隊 -「學校遊蹤」 5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香港都會扶輪社 - 傷健圓夢之旅  2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常滿會 -「希望蛋」   45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小福聯盟 - 童一天空下（四）  21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石硤尾邨居民服務中心 -   400 

     「照」出溫馨，「相」出家庭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九龍塘香島中學社會服務團服務  20

2014年3月23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4   1,200

2014年3月16日 會員活動   愛•相聚     -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方中公益義工隊 - 跟您做個 Friend  77

2014年3月15日 支持團體   糖衣風暴 2014    15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南山居民服務協會 - 關愛獨居、敬老送暖 100

2014年2月15日 協辦團體   萬家團圓慶新春    10,0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4 啟動禮 -

2013年12月14日 會員活動   VQ Fun Night 「紅•白」聖誕夜  -

2013年7月22日 合辦   GZVQ1 愛•無限情繫英德   500

2013年7月20日 支持團體   「與未來對話」青年講座   300

2013年7月1日 協辦團體   手牽手•慶回歸•獻愛心   2,000

2013年5月10日 協辦團體   VQ108 大型社區服務   200

2013年5月10日 協辦團體   VQ103 大型社區服務   100

2013年4月14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關懷長者獻愛心 - VQ75   120

2013年4月14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耆樂融融 - VQ69    60

2013年3月30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童一天空下 - 小福聯盟   500

2013年3月29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送暖到湖南 - VQ98    200

2013年3月15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重返曾村小學 - VQ86   200

2013年3月1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龍青隊 - 關懷板間房住戶/基層市民義派行動 50

2013年2月17日 協辦團體   雁心會愛與夢童行    100

2013年2月16日 會員活動   新春盤菜宴    -

2013年2月5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隊 - 新春花市樂遊遊 20

2013年1月19日至 主辦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行動 2013  10,000

27日  

2013年1月19日 協辦團體   VQ106 大型社區服務   200

2013年1月5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3 啟動禮 -

2012年5月1日 合辦   糖衣風暴 2012    100

2012年3月14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2   1,300

2011年12月18日 協辦團體   雁心會街頭籌款    100

2011年11月5日 會員活動   單車 BBQ 同樂日    -

2011年8月6日 協辦團體   VQ91 大型社區服務 - 天使護蔭之旅  50

2011年11月5日 會員活動   單車 BBQ 同樂日    -

2011年8月6日 協辦團體   VQ91 大型社區服務 - 天使護蔭之旅  50

2011年7月31日 主辦活動   第一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

11



2019年7月1日 支持團體   九龍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文藝匯演 1000

2019年6月24日 支持團體   愛港‧愛講音樂會 Icon Music Concert  1000

2019年6月15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十面埋「服」評審日   -

2019年6月1日 會員活動   Pool side BBQ Party    32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滙俊亞太企業精英聯盟商會 -  200 

     齊心關愛樂齡族 2019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Smile Foundation Limited (微笑動力)  200 

     註冊慈善機構 - 肇慶市、清遠市

     山區農村探訪交流活動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 -   1268 

     音樂無界限音樂義教計劃 2019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城市女青年商會 - 絕膠吧 2019  60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騰龍青年商會 -    250 

     勇闖明「Teen」「你」想智慧城市 2019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健康家庭及青年發展中心 -   325  

     “同一片藍天，同一個夢想”

     鳳凰扶貧留守兒童在肇慶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Perfect Plann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  2000 

     非遺‧您文化義務表演教交流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香港遊樂場協會 「新境界」   509

     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 「變靚D 」人生教練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織織復織織 義教 . 愛 . 分享 - 愛心手織獻關懷 992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香港金鐘青年獅子會 - 腦友同行生命故事書 24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 - 義手童行  25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荃街坊 - 認知無障礙 . 你我齊關愛  214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KIDS FIT - 有效使用「遊樂場設施」推廣 144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半島青年商會 - 為了幸福 - Go RED  30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Dream Builders Co. LTD - Essential  200 

     喵犬親子会社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 義人行  30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  200 

     尋找綠色能源夢 - STEM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義工二隊 - 翎願陪伴您   172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義工一隊 - 翎零後成長記   634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民生書院 - 互助大灣 民生飛翔  100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 生命傳奇  60

2019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9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和諧共繪」 1655

2019年5月19日 支持團體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暨  3000

     首屆深水埗節大巡遊 

2019年3月9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9 十面埋「服」2019 啟動禮   -

2019年3月1日 支持團體   江門交流團    -

2019年1月21日 主辦   「五邑人文，僑鄉遊蹤」江門交流團  60

2019年1月13日至 主辦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行動 2019  10000

1月19日  

2018年12月15日 會員活動   VQF 聖誕 Party    75

2018年12月2日 會員活動   VQF 行山樂    25

2018年11月8日 嗚謝機構   2018 博鰲亞洲論壇青年會（香港）  -

2018年10月28 支持團體   「騰飛四十載 機遇創未來」與CEO對話 - - 

     機遇分享會

2018年10月3日 支持團體   「慶祝國慶六十九週年歡宴大會」暨  -

     「深水埗節啟動禮」 

2018年9月29日 支持團體   傑青會 - 千人摺扇傳愛   -

2018年9月29日 支持團體   雁心會賣旗    -

2018年9月26日 支持團體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節   2252

2018年9月25日 主辦   月滿愛心追月夜    200

2018年8月15日 會員活動   港情研習班系列第一站   30

     「置業達人King Sir 飯局：上車有樓睇」 

2018年6月24日 主辦   「中港青年學子、楚地武漢交流團」  14

2018年6月23日 主辦   「世上最多對組合同時寫『孝』字」  310

     世界紀錄服務日 

2018年6月9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十面埋「服」評審日   -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香港催乳中心 - 滴滴珍惜，啖啖母愛  32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金枝玉葉旗袍會 - 長幼共融 - 歌舞妙韻一家親 7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 友「義」萬歲計 8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半島青年商會 - 識飲識食‧高下鈉見  3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織織復織織 義教 . 愛 . 分享 -   4462

     義教 . 愛 . 分享行動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弘武電影制作 - 人人要健康 全城起“武”吧! 2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海燕 -「 我做得到」 小學服務學習計劃 6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城市女青年商會 -             3000 

     「小手愛地球 2018：低碳救宇宙」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家居維修義工栛會 - RF 全城維修  39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鷹上騰、任我飛 -「尋找我的星營會」  22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潛能 -「為您揚帆」- 特殊帆船活動服務 12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 - 音樂無界限深愛童行計劃 3483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義曦 - 藝.新耆義童    125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荃街坊 -《心靈雞湯》   59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楚漢先鋒 - 微笑計劃   5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民生書院 - 龍城‧傳承   618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義」口同聲 28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天主教鳴遠中學 - 愛‧傳遞 - 安泰安居 8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  200 

     科技同樂日/輔助器設計班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佛教黃鳳翎中學 : 義工二隊 - 歡樂遊記  246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佛教黃鳳翎中學 : 義工一隊 - 愛在社區  13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 尊貴人生·回憶備份 384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陳白沙中學 - 攝影達人義工同盟  300

2018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8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 繪出正向人生 1000

2018年5月19日 參加團體   傑出青年協會保齡球名人邀請賽 2018  -

2018年5月6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8   1114

2018年5月6日 支持團體   金甘地越野嘉年華    520

2018年5月6日 主辦   科技與跨代 2017-18 年度智能遊戲設計比賽 300

2018年3月7日 支持團體   閨蜜 2「慈善首影禮」   -

2018年2月4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8 十面埋「服」啟動禮   -

2017年12月17日 會員活動   聖誕節派對    -

2017年11月12日 會員活動   願景結伴同行 < 輕鬆龍脊遠足遊 2017 > 60

2017年11月2日 支持團體   2017 博鰲亞洲青年論壇   -

2017年10月26日 主辦   <願景>與你 會員簡介會   20

2017年10月26日 支持團體   曾展文化協會三周年慶   -

2017年10月6日 支持團體   深水埗地區團體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

     成立68周年聯合歡宴 

2017年9月29日 協辦   「中秋樂圓圓」- 探訪五邑鄉親家庭及  400

     長者們啟動禮 

2017年9月24日 合辦   月滿愛心中秋節    400

2017年9月17日 會員活動   夏日船河大派對    -

2017年8月20日 主辦   「楚韻文化 勇當先鋒」青少年老人院義工服務 20

2017年7月31日 主辦   中港青年學子 • 楚地文化交流團楚討會 26

2017年7月28日 主辦   願景基金會七周年慶暨第四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

2017年7月5日 協辦   傑出青年協會 - 第十七屆明日領袖高峰論壇暨 1000 

     2017 年「明日領袖獎」頒獎禮 

2017年7月5日 主辦   中港青年學子•楚地文化交流團  37

2017年6月22日 協辦   五邑共融慶回歸聯歡午宴    400

2017年6月6日 --   青年大講堂    1500

2017年5月20日協辦   家在「深水埗」全民齊參與歡樂在社區 80000

至8月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系列活動  

2017年5月23日 --   【五邑共融慶回歸】會員茶聚  4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十面埋「服」大型社區服務日暨頒獎禮 1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十面埋「服」評審日   -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 珍．有源  7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騰龍青年商會 - 騰龍義工團：  175

     傷健共融　全城關懷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   650 

     小事大意義．灘岸清潔運動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半島青年商會 -    332 

     不一樣的我 2017「繪出甜‧觸動愛」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香港休閒及技術潛水協會 - 潛龍計劃  20

2017年4月13日 主辦   i愛你 傳真情 -「智能平安」關愛服務啟動禮 210

2017年4月9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7   13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心思施 - 心思施    16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香港中港青年獅子會 - 青出於「籃」服務計劃 380

2017年3月至8月 支持團體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    300

     師子山同行創商機青年創業計劃 

2017年3月24日 支持團體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   500 

     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啟動禮暨博覽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 銀杏SUN耆事 54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 繪出正向人生 10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芳療專業國際學院    253

     陳國偉議員辦事處長者芳療服務 / 香薰親子樂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香港觀塘青年獅子會 - 港．多一點正能量 137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陳國偉議員辦事處 -   500  

      社區夢想繪畫比賽「慶回歸20週年 ∼

     「夢想」•社區」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城市女青年商會 - 讓手機休息吧！  5300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 拍出真喜美 1256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十面埋「服」啟動禮   -

2017年2月25日至 主辦   V Jump 青年領袖訓練計劃   80

26日 

2017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7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   20 

     「欣悅樂融融」共融活動 

2017年2月4日 支持團體   雁心會「愛與夢童行」2017 步行籌款  -

2017年1月8日至 主辦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行動 2017  10,000

1月15日 

2016年12月18日 會員活動   VQ Fund「引領你的華麗」聖誕派對  -

2016年12月18日 參賽團體   「油麻地榕樹頭節」第二屆扮鬼扮馬  -

     生果格蘭披治大賽車比賽 

2016年10月6日 支持團體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週年歡宴大會 -

2016年9月9日 主辦   月滿愛心中秋夜    300

2016年7月30日 會員活動   第三屆會員大會    -

2016年7月14日至 協辦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 香港菁英創業交流團 50

16日  

2016年7月12日 協辦   傑出青年協會 -    1000 

     第十六屆「明日領袖高峰論壇」暨

     2016 年「明日領袖獎」頒獎禮 

2016年7月10日 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6  300 

     大型服務日暨頒獎典禮 

2016年7月1日 協辦   深水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9周年嘉年華 2000

2016年5月22日 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6 評審日 -

2016年5月7日 協辦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 創新創業論壇  1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天主教鳴遠中學 -    50

     「義」類服務隊 - 長者同樂放「義」彩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新生代運動文化協會 -   40 

     人人與夢想同行 KT x 足球活動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耆花義卉 - 花心思    1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晴朗的心基金隊 - 愛·追·尋   3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深水埗傑出學生協會 -   200 

     「傳承正義·義不容遲」義工計劃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香港青年義工團 - 義無界限   125

2016年4月16日 支持團體   雁心會 - 街頭籌款義賣抽獎活動  -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閃亮家族 - 開心絲網花工作坊 - 愛心承傳 800

2016年4月9日 支持團體   頌慶聯合國70周年青年計劃   -

     「和平與可持續發展」

2016年4月9日 會員活動   Lollipop DIY Gathering   -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   50

     「照護我心」計劃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石硤尾邨居民服務中心 -   500 

     2016 戶外電影欣賞會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施樂善 - 樂善抗菌長幼   -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仁人義動 - 「仁人義動」   10

     綱配資源共享計劃：義享綱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郵心出發 - 與考生同行   1200

2016年3月28日 支持團體   VQ132 服務    2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   130 

     「義」「童」上學去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田家炳中學 - 心。連。心   21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Running Friends - 奔跑吧！老友記！  25

2016年3月20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6   1300

2016年3月19日 支持團體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就職典禮   -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捷鴞棍網球球會 - 捷鴞棍網球草原合戰 2016 43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騰龍青年商會 - 鼓舞·共勉   143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愛延續愛 - 愛延續愛   221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香港澳洲大學校友聯會 - 從豐盛到豐盛 400

2016年3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 玫瑰盛放留倩影 15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搭上搭義工團 - 蝴蝶藝術工作坊  40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 佛孔關愛樂助大行動 14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真光女書院 - 「街坊」「真」「耆」「義」 8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佛教黃鳳翎中學 - 奇幻探索   40

2016年2月21日 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6 啓動禮 200

     （包括「Service Running Man」及

     「義派五色湯圓」服務）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Life Coach - 蒲公英計劃   30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半島青年商會 - 與你同行 活出未來  8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香港中港青年獅子會 - 活出獨特的你  150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傑出生命計劃 Givers - 香港義行日 2016 -  6250

     全城護老、點少得你 

2016年1月23日 會員活動   「愛.相聚」聯誼活動   -

2016年1月10日 主辦   潔伴同行     81

2016年1月至4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6 「愛在黑暗中找美」慈善活動籌委小組 - 100 

     愛在黑暗中找美 

2015年12月13日 主辦   潔伴同行培訓日    -

2015年12月6日 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6   - 

     簡介會及社會創新服務講座 

2015年9月29日 協辦   深水埗地區團體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1200

     成立六十六週年歡宴大會 

2015年9月27日 會員活動   「VQ Fund 中秋樂繽 Fun」BBQ Party -

2015年9月24日 主辦   月滿愛心中秋夜    300

2015年9月12日 支持團體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 總會周年大會展覽 -

2015年9月4日 支持團體   深居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六週年 -

     暨本會成立四十週年聯歡晚會 

2015年7月13日 協辦   傑出青年協會 -    1000 

     第十五屆「明日領袖高峰論壇」暨

     2015 年「明日領袖奬」頒獎禮 

2015年6月29日 會員活動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5 嘉許禮 -

2015年6月25日 支持團體   九龍社團聯會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

     九龍社團聯會成立18週年會慶暨

     第七屆理事就職典禮晚會 

2015年6月7日 會員活動   VQ Summer 船 P 派對   -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港島青年商會 - O! Love Tour 2015  2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心」 - 心連心，愛與夢飛揚  3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一心安老 - 母親節關愛活動   5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騰龍青年商會 - 長者午聚 - 為生命規劃 2015 1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耆花義卉 - 花心師    12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Central Group Volunteer - 點點關懷，愛心同行 11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閃亮家族 - 開心絲網花工作坊  5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KT Football - 新生代運動巡禮 2015  3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佛教黃鳳翔中學 - 傷健無間野戰體驗日 7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石峽尾居民服務中心 - 大電影  45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香港中港青年獅子會 - 無窮中港‧延續愛 47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小福聯盟 - 童一天空下（五）  700

服務日期 活動種類 服務名稱 受眾人數 服務日期 活動種類 服務名稱 受眾人數

活動總表活動總表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Y-Lot PHOTO - 老友傳晴‧再現晴天  28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香港青年義工團 - 傳遞愛嘉年華  1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香港青暉社 - 愛深曲奇   50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田家炳中學 - 流金歲月   85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天主教鳴遠中學 - 義工小老師  13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佛孔義工青苗    142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   101 

     「同巾同心」義工服務計劃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服務  30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5」 -

     啟動禮 

2015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5 深水埗區傑出學生協會義工隊 -  260 

     「傳城正義 ‧ 義不容遲」義工計劃 

2015年1月24日至 主辦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行動 2015  10,000

2月1日  

2014年9月2日 主辦   月滿愛心中秋夜    300

2014年7月01日 合辦   慶回歸•歡樂在社區    5000

2014年6月29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4 嘉許禮 -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深水埗區傑出學生協會 - 貧窮體驗工作坊 33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佛孔義工青苗 - 長幼繽紛嘉年華  116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明心義工隊 - 細味當年情   50

2014年5月5日 支持團體   「積極公民論壇」青年講座   7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VQ98 服務    550

2014年5月至8月 支持團體   音樂無界限 2014    5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閃亮家族 -「開心絲網花工作坊」  5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一心同行 -「愛牙日」   1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騰龍義工團 -「長者午聚 - 為生命規劃」 1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 A 隊 -「學校遊蹤」 5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香港都會扶輪社 - 傷健圓夢之旅  2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常滿會 -「希望蛋」   45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小福聯盟 - 童一天空下（四）  21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石硤尾邨居民服務中心 -   400 

     「照」出溫馨，「相」出家庭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九龍塘香島中學社會服務團服務  20

2014年3月23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4   1,200

2014年3月16日 會員活動   愛•相聚     -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方中公益義工隊 - 跟您做個 Friend  77

2014年3月15日 支持團體   糖衣風暴 2014    15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南山居民服務協會 - 關愛獨居、敬老送暖 100

2014年2月15日 協辦團體   萬家團圓慶新春    10,000

2014年2月至5月 主辦：十面埋「服」2014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4 啟動禮 -

2013年12月14日 會員活動   VQ Fun Night 「紅•白」聖誕夜  -

2013年7月22日 合辦   GZVQ1 愛•無限情繫英德   500

2013年7月20日 支持團體   「與未來對話」青年講座   300

2013年7月1日 協辦團體   手牽手•慶回歸•獻愛心   2,000

2013年5月10日 協辦團體   VQ108 大型社區服務   200

2013年5月10日 協辦團體   VQ103 大型社區服務   100

2013年4月14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關懷長者獻愛心 - VQ75   120

2013年4月14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耆樂融融 - VQ69    60

2013年3月30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童一天空下 - 小福聯盟   500

2013年3月29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送暖到湖南 - VQ98    200

2013年3月15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重返曾村小學 - VQ86   200

2013年3月1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龍青隊 - 關懷板間房住戶/基層市民義派行動 50

2013年2月17日 協辦團體   雁心會愛與夢童行    100

2013年2月16日 會員活動   新春盤菜宴    -

2013年2月5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隊 - 新春花市樂遊遊 20

2013年1月19日至 主辦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行動 2013  10,000

27日  

2013年1月19日 協辦團體   VQ106 大型社區服務   200

2013年1月5日 主辦：十面埋「服」2013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3 啟動禮 -

2012年5月1日 合辦   糖衣風暴 2012    100

2012年3月14日 主辦   愛心義剪顯真情 2012   1,300

2011年12月18日 協辦團體   雁心會街頭籌款    100

2011年11月5日 會員活動   單車 BBQ 同樂日    -

2011年8月6日 協辦團體   VQ91 大型社區服務 - 天使護蔭之旅  50

2011年11月5日 會員活動   單車 BBQ 同樂日    -

2011年8月6日 協辦團體   VQ91 大型社區服務 - 天使護蔭之旅  50

2011年7月31日 主辦活動   第一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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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甄韋喬博士 MH, JP

名譽主席

麥家榮

活動統籌部 理事

陳曉婷
活動統籌部 理事

郭悅因
活動統籌部 理事

何瑞萱

副主席 暨
活動統籌部 主席

陳玉桂

財務長

林倬希 
秘書長

方晴
副主席 暨
會員事務部 主席

趙傑文

會員事務部 理事

冼慧詩
會員事務部 理事

李文傑

服務統籌部 理事

蕭貫鳴
服務統籌部 理事

伍子頌
服務統籌部 理事

黃焌燁
服務統籌部 理事

李子国

副主席 暨
服務統籌部 主席

雷震東

第五屆理事會架構第五屆理事會架構

會員事務部 理事

李樂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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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傳播部 理事

陳卓芝
資訊傳播部 理事

曾榮輝
資訊傳播部 理事

曾圓圓

副主席 暨
青年發展部 主席

馬家強

副主席 暨
資源拓展部 主席

高松傑

副主席 暨
資訊傳播部 主席

陳炳光博士

義務法律顧問

蕭文豪
義務核數師

譚鳳枝

青年發展部 理事

簡敬文
青年發展部 理事

馮善衡
青年發展部 理事

李慧慈

資源拓展部 理事

盧玉貞
資源拓展部 理事

黃竣渝
資源拓展部 理事

陳超逸

參事

陳冰姸
參事

余嫿
參事

吳沅芝
參事

伍進超
參事

郭浩景博士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Income
Donations received
Income from events
Membership fee
Sundry income

Expenditure
Bank charges
Event expenses
Internet fee
Printing & stationery
Sundries

The notes on page 9 is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ments.

Surplus before tax
Income tax expense

Surplus for the year
Accumulated surplus brought forward

Accumulated surplus carried forward

104,500
636,457

2,200
1,250

92,500
600,728

2019
HK$Note

2018
HK$

11,000
3,815

744,407 708,048

720,456 500,505

(50)
(690,387)

---
(24,217)
(5,802)

(350)
(454,624)
(17,425)
(6,181)

(21,925)

23,951
---

207,538
---

23,951
951,394

207,538
743,856

975,345 951,394

V Q FOUNDATION LIMITED
願景基金會有限公司

INCOME STATEMENT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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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T
Current assets

Accounts receivable
Cash at bank

118,000
865,039

115,100

2019
HK$

2018
HK$

986,817

983,039 1,101,917

Current liabilities
Accrued expenses (7,694) (150,523)

Reserve
Accumulated surplus 975,345 951,394

975,345 951,394Net current liabilities

V Q FOUNDATION LIMITED
願景基金會有限公司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 MAR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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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松傑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8及2019籌備委員會主席

由願景基金會 (VQ Foundation)主辦、香港中國西部發展促進

會、香港菁英會、廣東省青年聯合會、傑出青年協會、深水

埗居民聯會、九龍城區居民聯會協辦 , 青年發展委員會、公民

教育委員會、多個區議會、青年團體全力支持的「十面埋

『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2019」由上年10月開始接受報名、

啓動、2月至5月服務、6月評審日以及7月的頒獎禮 , 比賽圓

滿成功。

為配合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及之大灣區為

青年人提供志願工作等機會; 因此本屆活動主題名為「衝出香

港．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希望透過多項形形式式方便而快

捷的服務計劃去鼓勵參賽隊伍把香港「關愛互助、團結共

融」的精神傳達至大灣區，以服務為有需要的市民帶來希望 ,

藉此讓參賽隊伍獲得更多不同服務的體驗。今年報名入圍隊

伍多達24隊，其中包括7隊中學組，同17隊公開組，比往年

多，有超過一半有志服務大灣區城市，包括：肇慶清遠山區

農村探訪交流活動、中山STEM課程義教、深圳東腦友同行生

命故事書、廣州義手童行等。

今年不論是中學組或公開組 ，服務各具特色、創新。受惠人

數超過1.3萬人，動員了超過義工1000名來自粵港澳大灣區的

義工，以行動實踐了「用愛感染生命，共創和諧世界」的願

景！決選參賽隊伍於評審日各出奇謀 , 大會已經從眾多參賽隊

伍選出冠亞季及優異獎，大會更特設「我最喜愛大灣區」服

務大獎。

在本人擔任兩屆籌備委員會主席，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

務大賽一共服務了 3.1萬人次 , 動員了超過義工3000名義工及

300多間企業支持。更於2018年，成功為中國香港創造了一

項世界紀錄 – 「世上最多對組合同時寫『孝』字」。有此成

績實在有賴社會各界、一班籌委員成員、參賽團體和義工的

支持 , 希望大家以生命影響生命，透過服務去深入瞭解其他城

市的生活。關愛唔應該有國界的限制，年輕人應抱著開放的

態度去親身體驗，大灣區究竟是一個點樣的城市，不是靠看

報紙，而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做義工除了是

履行社會責任，亦係增加個人經歷的好機會。希望大家一起

繼續參與服務，實現「用愛感染生命，其創和 諧世界！ 」 , 

在此熱烈恭賀本會主席甄韋喬博士 MH 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委任為太平紳士(JP)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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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和諧共繪
隊伍名稱：夢飛 ‧ 繪

服務對象：學童及青少年

服務人數：1655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5月

活動簡介

鑑於近年發生多宗學童自殺事件，引起社會各界對生命價值的反思，

故希望藉著彩繪這新興、創新的潮流藝術，激發學童及青少年的創意

和想像，為他們的生活添上色彩。同時，透過義工與受眾之間的交流

傳遞生命正能量。

中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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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傳奇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隊伍名稱：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DSA

服務對象：長者

服務人數：60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5月

活動簡介

計劃包含師友配對、生涯規劃和服務社區三個元素。透過外出體驗、

進行探訪長者及長者、導師及學生間的互動：

學生可從導師較豐富的人生閱歷，學習如何克服逆境及挑戰，亦同時

認識不同行業的最新資訊，從而拓展視野，以助他們的生涯規劃及全

人發展。導師則增強他們的自我價值及生活樂趣，促進退休人士與社

會的聯繫。透過外出體驗及進行長者探訪，認識長者的生活，對其喜

好及共同回憶，例如把照片或是畫作放置於一個網頁或是手機應用程

式內，讓長者、中年人及青少年都可以製作一段專屬該自己的片段。

中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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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書院 大灣區 中山
互助大灣 民生飛翔
隊伍名稱：民生書院服務隊

服務對象：學童及青少年

服務人數：1000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5月

活動簡介

與推廣STEM的教育機構合作，通過邀請跨境學童到學校進行有關

STEM之實驗以及遊戲，例如教授如何運用他們電腦程式來控制模型

以及有關的科技知識，希望寓學習於娛樂，為求令他們也體驗到科技

的樂趣以及所帶來的便利。

讓不同地域的學童發揮創意，以他們的角度呈現香港和大灣區的另類

一面

‧往廣州廣雅中學與學童進行有關STEM之實驗，並教導他們有關知識

‧亦與樂善堂合作，讓九龍城的少數族裔小朋友參與活動，與他們一

　起漫遊九龍城。由此盼望能夠為他們的生活帶來一點色彩，令香港

　不同種族的溝通更融洽，達致和諧共融的目標。

中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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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黃鳳翎中學 大灣區 澳門
翎零後成長記
隊伍名稱：義工隊隊一

服務對象：長者及新手義工

服務人數：634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5月

活動簡介

希望培訓新手義工，透過連串活動，給予適當的訓練和栽培，並透過

實踐和反思去累積經驗，令他們漸漸成長，成為一個有有技巧和能力

安排活動義工，傳承樂於服務的理念，並且在未來，除了當學校的志

願者以外，可以繼續成為推廣及建立關愛社會的領袖。

此外,我們還期望可以透過這些活動培訓學生，增進學生的服務技巧、

溝通能力及領袖才能。我們也可以透過舉辦活動，學習統籌及組織活

動，發揮創意及領導才能，從而在每一次活動中不斷了解並檢討自身

在統籌活動和帶領隊員方面的不足，並從中吸取經驗，令將來的活動

能夠完成得更出色。

中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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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黃鳳翎中學
翎願陪伴您
隊伍名稱：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隊隊二

服務對象：智障人士、長者及學生義工

服務人數：172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5月

活動簡介

我們的服務對象是長期服務機構扶康會的老友記(智障人士)，老友記

他們長時間生活在扶康大樓內，平常如果沒有家人或者職員的陪伴甚

少能外出看看這個社會的發展，因此我們希望能帶老友記們多多外出

活動，感受不同的香港文化氣息，令他們感受到更多的關愛，希望透

過舉辦活動帶他們走出社區，並且多陪伴他們,關心他們。

中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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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大灣區 廣州
尋找綠色能源夢-Stem
隊伍名稱：譚李麗芬

服務對象：青少年

服務人數：200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4月

活動簡介

透過工作坊分享製作STEM及再生能源教材

在屯門區小學舉辦科技工作坊及往廣州中學、小學作科技交流，提昇

兩地學生熱愛STEM。

中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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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Green 海洋義工計劃
隊伍名稱：義人行

服務對象：青少年

服務人數：300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5月

活動簡介

我們希望把愛傳到香港的好鄰舍- 海洋生物中。我們相信，愛惜地球

資源，推動保護環境。透過海岸清潔、低炭天然生活體驗日及攤位活

動推動/實踐環保意識。

願景能愛家、愛鄰舍、愛香港、更愛地球，義工服務不限於對人，更

應推廣至與我們分享地球的一事一物。

中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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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Builders Co. LTD
Essential 犬親子會社
隊伍名稱：易膳愛心樂喵犬

服務對象：SEN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

服務人數：200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4月

活動簡介

透過募集寵物用品批發及零售之合作伙伴的物資，以再用、轉廢為能

等理念引發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ＳＥＮ）的啟發思考、創作力、及

主動投入社會服務。以達致：

‧引發社會人士的環保意識

‧提高社會人士對SEN 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關注

‧透過創意及互動引發SEN 的學習興趣

‧在此活動中提供一個親子交流一同服務

‧透過與小動物的相處使親子關係提升及明白如何愛讓動物

公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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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青年商會
為了幸福 - Go RED
隊伍名稱：為了幸福 - Go RED

服務對象：在職人仕

服務人數：300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5月

活動簡介

本計劃根據《美國精神病學期刊》的報告，並配合世界衞生組織及衛

生署的《非傳染病全球行動計劃》，透過一系列的健康活動，包括健

康飲食、參與體能活動活動,從食住行入手，打造全新「Go RED」

(Rest/Exercise/Diet)，目的是提高公眾意識及鼓勵公眾作出改變，展

開更健康的生活，並提供適當的知識和技能令大眾採納和實踐健康生

活模式。

透過是次工作計劃，希望能減少患上情緒病的風險，並對抗非傳染病

的上升趨勢。

公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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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S FIT 大灣區 深圳
有效使用「遊樂場設施」推廣
隊伍名稱：「場」期服務義工隊

服務對象：2至6歲幼兒及其家長

服務人數：1440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5月

活動簡介

透過輕鬆有趣的方法，教育幼兒遊樂場安全的重要性及如何有效運用

遊樂設施提升身體的協調能力。幼兒可以在「公共遊樂場」中利用各

項的設施，如：攀登架、滑梯、轉轉圈等，學習如何運用公園的設

施，成為一個注意安全、有禮貌及負責任的使用者，減少意外發生。

在專業的幼兒運動教練指導下，幼兒更能學習如何有效地運用設施，

加強其體能發展。

透過工作坊活動參與，邀請更多家長加入香港18區遊樂場義工服務，

引領大家以生命影響生命，真正實現「用愛感染生命，其創和諧世

界」。服務更滲透粵港澳大灣區公共遊樂場 (南山及福田區)，把香港

關愛互助、團結共融的精神送往各地，務求「動員之最，服務至

廣！」。

公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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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街坊
認知無障礙 . 你我齊關愛
隊伍名稱：荃街坊

服務對象：認知障礙症患者、

　　　　　家屬及公眾人士

服務人數：214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5月

活動簡介

透過講座及免費檢測、園藝治療工作坊、香薰治療工作坊、服務參觀

及體驗等工作坊及同樂日，為：

‧長者及其家屬提升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減少誤解及恐懼

‧日常生活有機會接觸長者的人士，提升對認知障礙症的識別能力，

　以及提供即時支援的技巧

‧提升公眾及認知障礙症家屬對患者的同理心及接納程度

公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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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名稱：義菁 vChain

服務對象：殘障人士及親子義工

服務人數：250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4月

活動簡介

本計劃的服務對象為兩地的小朋友/青少年,希望他們能享受 DIY 製作

過程的快樂，也同時向這群社會未來社會主人翁宣揚「珍惜我們有限

的資源,支持環保」的概念。盼是次服務能成為一個好的教育起點，讓

他們明白「環保」和「可持續性」的重要性，並將此抽象的意念多套

用在日常生活之中，達致源頭減廢。

再者,我們會把在香港親手製作的小禮物(這份心意和溫暖)傳達給內地

的小朋友，希望強化香港小朋友的同理心，鼓勵他們與大灣區的基層

小朋友分享，從而打破兩地隔膜，拉近彼此的距離。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
大灣區 廣州
義手童行

公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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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名稱：腦友同行生命故事書

服務對象：患輕度腦退化症長者及

　　　　　公眾人士

服務人數：240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5月

活動簡介

為輕度腦退化症長者製作回憶備份。例如生命故事書、回憶相片菲林

卷或其他手製作品。

‧為患者及其照顧者保留生活回憶。

‧製作過程中促進長者及其照顧者的關係。

‧幫助患者及照顧者達成小心願。例如帶患者想去而平時不易去到的

　地方。

‧向公眾傳達腦退化症相關信息及資源。例如如何察覺出早期腦退化

　症的病徵、各地社區資源等等望減輕照顧者的精神以至財務壓力。

香港金鐘青年獅子會
大灣區 深圳、東莞
腦友同行生命故事書

公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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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名稱：織織復織織 義教 . 愛 . 分享

服務對象：老人院院友

服務人數：992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5月

活動簡介

服務目的是希望把別人多出來或不再用得著的毛冷，透過我們的編織

手藝，用我們雙手轉化成一件件不同的織物，再分享給長者及有需要

的人。然而，縱然我們是一班有心人，但我們核心成員不多，所以希

望能透過教授一些有興趣的社會人士，再慢慢把這件事發揚光大，讓

有興趣但較少做義工的人可體驗做義工的樂趣，並慢慢感染他們，讓

他們幫忙做好織物後，再進一步讓他們親身送到長者手中，讓他們感

受到做義工而來的喜悅，並把這份心意一步步的擴展到各個地區。

織織復織織 義教 . 愛 . 分享
大灣區 廣州
愛心手織獻關懷

公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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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名稱：「變靚D 」人生教練

服務對象：曾/正出現違規/違法行為的

　　　　　青少年及社區人士 (其家長、社工)

服務人數：509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5月

活動簡介

「變靚D」-人生教練計劃主要以人生訓練為目標，組織曾/現正接受警司警誡

的年青人成專業團隊，透過整合其人生故事和經驗，配合有系統的訓練，培育

成為專業的人生導師，由我們肩負「把愛傳開去(Pay Forward)」的使命，協

助年青人了解其內在信念，加深自我了解和接納，培養正面思維面對逆境，創

造圓滿人生。

服務目的︰

‧個人層面︰協助年青人加深自我了解和自信心，學習解決問題能力，培養正

　面思維面對逆境，建立自信及關愛文化。

‧社會層面︰改變年青人/曾犯事的年青人的負面規範和角色定型，去除「問

　題青年」的標籤。

香港遊樂場協會 「新境界」
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大灣區 澳門
「變 D」人生教練

公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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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 Plann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大灣區 江門
非遺‧您文化義務表演教交流團

隊伍名稱：大聖劈掛門拳術愛心表演隊

服務對象：當地小學生及老人中心

服務人數：2000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3月

活動簡介

透過帶領一隊十人的大聖劈掛門拳術隊伍，到當地老人院進行義務表

演，同時義務教導內地小朋友大聖劈掛門拳術，大聖劈掛門拳術作為

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有助年青人了解中國文化。隊伍參加者也會在

當地學習江門葵扇手工，然後將知識帶回香港義務教導香港的其他青

少年及老人家，以促進兩地文化交流。

公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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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家庭及青年發展中心
大灣區 肇慶
“同一片藍天，同一個夢想”
鳳凰扶貧留守兒童在肇慶
隊伍名稱：鳳凰扶貧

服務對象：鳳凰學校白石坑分教留守兒童學生、

　　　　　當地義工

服務人數：325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5月

活動簡介

我們與肇慶市鼎湖區春暉愛心協會及肇慶市大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合辦, 探

望鳳凰學校白石坑分教留守兒童學生，期望達到以下目的：

‧希望喚醒各區有心人把香港關愛互助、團結共融的精神推展至大灣區。

‧透過每份獨一無二的扶貧計劃，給留守兒童一個微心願，一個夢想成真

　機會

‧利用參觀、慰問、家訪關愛留守兒童，以生命影響生命，關愛無分彊域

　界限，真正實現「用愛感染生命，共創和諧世界」!

公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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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龍青年商會
勇闖明「Teen」「你」想
智慧城市2019
隊伍名稱：勇闖明「Teen」「你」想智慧城市2019

服務對象：中學生

服務人數：250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5月

活動簡介

為青少年提供機會，通過研發智慧城巿應用，來提升青少年之學習思

維、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等。此外，學生透過綜合應用知識

與技能，來解決真實的問題和製作發明品所獲取的經驗，有助學生發

展正面的價值觀和培養積極面對困難的態度，藉此提升學生的全人發

展。這些學習機會不但能促進他們對 STEM 相關職業的興趣，同時亦

有助培育他們的發明家精神。

公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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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女青年商會
絕膠吧2019
隊伍名稱：城市女青年商會

服務對象：中學生

服務人數：600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5月

活動簡介

<絕膠吧>為主題，透過不同的工作坊和網上遊戲，令小朋友更易去吸

收環保訊息，在日常生活上主動減少用塑膠，並將習慣感染身邊的家

人與朋友。

服務目的包括：

‧教育小朋友塑膠污染對地球的禍害,提高環保意識。

‧從小培養小朋友少用一次性塑膠的習慣,源頭減廢。

‧舉辦親子綠色活動,拉近親子關係。

‧推行綠色餐廳商戶計劃,提升社會及商界關注及支持減塑。

公開組

絕膠餐廳及商戶計劃

此計劃將於2019年一月至十二月期間舉行，餐廳及商戶需要承諾不主動提供
塑膠飲筒及一次性餐具或用品。活動單位將會提供貼紙予餐廳/商戶張貼在內, 
以示成為綠色餐廳，所有支持是次活動既綠色餐廳/商戶，均成為活動的支持
機構，並於本會網站(www.jcicitylady.org.hk), facebook專頁及本會會刊上登出
餐廳資料及作特別鳴謝。

活動詳情可致電活動主席Jojo @6334 5063 查詢。

<絕膠吧>是一個教育大眾關注環保的工作計劃，今年我們希望向市民推廣
減少用塑膠的訊息，這幾個月我們已舉辦綠色新年、親子沙灘清潔活動、玩
具回收工作坊、絕膠吧海洋日等活動，加強市民對環保意識。而目前仍有很
多餐廳/商戶都使用塑膠用品，有見及此，我地向餐廳推行加入<絕膠吧>綠
色餐廳計劃，鼓勵飲食業源頭減廢，為環境生態出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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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堂慈善基金會
音樂無界限音樂
義教計劃 2019
隊伍名稱：音樂無界限

服務對象：新來港/少數族裔家庭基層兒童及

　　　　　公眾人士

服務人數：1268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5月

活動簡介

音樂導師教導九龍西區新來港家庭基層兒童開辦免費色士風班（6名

學生）及九龍城少數族裔基層兒童開辦Ukulele及歌唱義教班（20名學

生），各6節。

學生完成課程後走遍全港作義務演出，透過音樂，把愛心和正能量傳

送到香港每個地區，共創一個美好和諧的家，回饋社會。

公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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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 Foundation Limited
 (微笑動力) 註冊慈善機構
大灣區  肇慶市、清遠市
肇慶市、清遠市山區農村探訪交流活動
隊伍名稱：微笑動力

服務對象：香港的參加者及內地的受眾者

服務人數：200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4月

活動簡介

帶領香港約90名小學學員，前往清遠農村與當地兩間小校，約共

200名學員進行三日兩夜探訪交流活動，另外其中一天進行家訪及

參與一些田間工作。

‧重讓参加者親身體驗貧苦地區人民生活及兒童學習情況

‧另讓學員學習珍惜現有及了解兩地文化及相處技巧

‧對家庭及社會建立回饋與貢獻心態

公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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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俊亞太企業精英聯盟商會  
齊心關愛樂齡族2019
隊伍名稱：SVCC鄰里社

服務對象：將軍澳區公眾人士

服務人數：200

服務日期：2019年2月至3月

活動簡介

社區是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我們需要共同建設和維護，促進家庭和

諧長者健康有營。為此，我們提出三大支援：

‧首先讓每個人意識到社區的職責，鄰里齊心自然萬事順暢，

‧關愛樂齡，讓家庭幸福指數升，提高生活質數和改善環境，

‧成就他人共創美好未來。

我們提供一套增值辦法，促進家庭和睦發展，鄰里齊心創造社群。貢

獻，支援和持續發展。將軍澳整個大社區，以坑口為重心延伸出去。

公開組

39



活動簡介

本屆創新服務的受惠人數超過1.3萬人，動員了超過義工1000名來自

粵港澳大灣區的義工。再次感謝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令本活動增色

不少，榮寵至甚。

在此再次感謝「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2019」服務大使藝

人方力申先生、「龍貓嫂」黄穎君女仕、「蜘蛛女」鄭麗莎小姐、

「歌影視藝人」邱芷微小姐。

亦再次鳴謝評審團抽出時間為我們作評審，包括：願景基金會主席    

甄韋喬博士, MH, JP、龍塘分區委員會主席、何顯明先生, BBS, MH、

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發展院課程總監鄒兆鵬博士、傑出青年協會主席趙

傑文先生、香港青年發展促進基金會主席王起駿先生、青少年生涯發

展及研究專業協會執行主

席林泳施女士、傳媒人李

摯小姐以及服務大使「歌

影視藝人」邱芷微小姐。

十面埋「服」
社會創新服務大賽2019
啟動禮及評審日

啟動禮

評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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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 主辦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行動2019」每兩年舉辦一次，至今已渡過了18年。今年大行動

日期由13/01/2019起至19/01/2019止，合共招募2000名義工前來幫助，讓 一萬名

獨居長者受惠，探訪包括上門的關懷傾談，社區福利的問卷調查，及送上愛心福袋。

熱暖長者心，存在關愛共融之意！再次感謝2,000多名義工並鞠躬儘瘁完成任務，“願

景基金會”在此向你/妳們眾人致意。

由願景基金會主辦中港青年學子江門交流團，【五邑人文僑鄉遊蹤】為期四日三

夜合共85人師生團出發了。行程包括參觀了李錦記生產基地、陳皮村、著名學

府的『五邑大學』與其專屬交通工程部、與培英高級中學的同學們進行了動態交

流、到了鶴山�、古勞水鄉、梁贊的故居等等。再次感謝統戰部的招待，為這次

【五邑人文僑鄉遊蹤】之“中港青年江門交流團” 旅程畫上完美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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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基金會 (VQ Foundation)、深水埗居民聯會、九龍社團聯會及香港五邑總

會合共邀請了200多名深水埗區長者共度了一個充滿關愛之「月滿愛心追月

夜」。在中秋佳節追月之夜，200多名深水埗區長者享受及欣賞到歌舞丶歌唱

及變臉大師精彩表演; 除了有一群可愛小朋友表演舞蹈外，現場司儀充滿活力

及將現埸氣氛不斷升温，帶領各位長者及義工們一起跳健康蘋果舞。而兩位

愛心演藝人，其一是有[三少奶]之稱的吳琬儀小姐，為每一位長者獻唱多首懷

舊金曲，令全場氣氛再度掀起高潮，讓長者們感受到節日的喜悅; 而義工們更

加落力，為長者們送上以月餅及乾糧的愛心禮物包。

願景基金會舉辦第二屆2018年 

“中港青年學子、楚地武漢交流

團”, 此行亦於6月底前取得圓滿成

功並完成旅程。 同學們經歷了5天

之旅 , 除遊覽了不少湖北之名城勝

景外 , 從古代文明的荊州古城, 黃鶴

樓, 到現代化地標建築 , 長江三峽水

利大壩等；在充實的觀光和交流活

動中, 更親身體驗當地人文文化,和

學習歷史典故。

43



44



活動花絮 - 其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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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可以再次加入願景基金會參與慈善工作，記得8年

前，甄韋喬博士, MH, JP 創立願景基金會，當時受邀加

入這個大家庭服務社會，秉承動員之最，服務至廣，用

愛感染生命的心去服務社會大眾，期間因發展個人業務而退出理事會，但心

也一直在，也承諾必定會回來和大家一起為社會服務，期望我們可以集結更多

義工，用愛感染更多生命，令社會更多正能量，創造更美好和諧有愛的世界。

林倬希 財務長

財務長財務長

[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

我就用了9年在願景基金會，連同一班兄弟姊妹，為中國香港，大灣區服務有需要的人士，數字也相當驚

人，有這份成績，全賴有你同我們，我心懷感恩。

今年更值得記念，當日感召我的好友，也是願景基金會創會主席，甄韋喬博士, MH, JP，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頒授太平紳士，

真是可喜可賀，以後稱呼他要加上JP了。

行善不用「身懷絕技」，只需抱著真誠與熱情，堅持去感染他人。「生命是一場感染的遊戲」。無論我是否察覺，我的每一個

想法、每一個行動，都正在感染他人⋯⋯懷著這份信念，我以身體力行方式去感染更多同行者有心人⋯⋯讓願景基金會的精神

與理念，得以延續。堅持不懈，繼續⋯⋯( 動員之最。服務至廣 )

本人謹代表願景基金會服務統籌部全體同仁衷心致賀，創會主席甄韋喬博士, MH, JP，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頒授太平紳士，更

希望各位兄弟姐妹成員繼續盡心盡力為香港社會及市民服務，繼續為香港凝聚更多正能量。謝謝！

雷震東 副主席 暨 服務統籌部 主席

服務統籌部服務統籌部

第五屆理事會感言

不知不覺已加入願景基金會第七年，最初加入是很欣賞本會的理

念，以服務大眾為本，以生命感染身邊的人。成為理事後，一直

參與會內舉辦的活動，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感覺很踏實。

看到受眾的開心，自己亦有很大的滿足感。來屆本人將以秘書長的身份，繼續在會內

服 務 ， 深 感 榮 幸 。 能 與 新 一 屆 的 理 事 們 一 起 合 作 ， 共 同 創 造 夢 想 。                             

在甄韋喬博士, MH, JP 的帶領下，舉辦不同範疇的活動，繼續服務社區共創新猷。將

願景基金會動員之最，服務至廣的精神延續下去。

方晴 秘書長

秘書長秘書長



歲月無聲消逝，霎眼之間加入了願景基金會已有一段日子。

本人作為理事及曾擔任景仰社的社長，深深感受到一班年青人對社會服務的

熱誠，通過不同的社會服務計劃，例如：十面埋服，敬老送暖大行動，義剪

活動等等，發揮團隊及對社會的關愛，用生命影響生命，實踐願景基金會的宗旨，「動員之最、

服務至廣」精神，為社會創造更大和諧。

再次感恩創會主席甄韋喬博士, MH, JP 的用心帶領及各位理事長的付出，才能造就一個有聲有色

的社會慈善服務團體！兄弟姊妹們，我們繼續加油！為社會繼續發光發熱！

蕭貫鳴 服務統籌部 理事

服務統籌部服務統籌部

加入VQ已經第三個年頭，至今服務大大小小不同義工活動，記得第一次參加本會的活動時候時，

受我的人生伯樂 Patrick Siu 邀請來義工活動，看見理事、執委們的組織互相配合、補位、流程暢

順，想必一定是經過精心部署安排。然而加入VQ看見一班兄弟姐妹開會時百分百的投入，玩樂的

時候百二分的活躍，我已經知道我沒有加入錯！很榮幸今年可以成為服務統籌部理事一職，期望未來可以更加突破自

己，為社會出一份綿力，能夠繼續發揮VQ精神 - 「 動員之最 服務至廣」精神！

李子国 服務統籌部 理事

服務統籌部服務統籌部

在願景基金會第四個年頭了，首先恭喜願景基金會創會

主席甄韋喬博士, MH, JP，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頒授太

平紳士JP, 非常鼓舞的一件事，看到主席對社會貢獻很

多，衷心感到主席值得擁有，期待為社會更努力幫助不同基層，國泰民安！

一路上在服務部和兄弟姊妹並肩一起，過程總有辛酸，不過每次服務完後就

好像充電器一樣，收到很多鼓勵和愛，足夠支持日後的每段路。未來日子會

發掘更多有「愛」的人在我們的軌跡上。

黃焌燁 服務統籌部 理事

服務統籌部服務統籌部

五年前 . . . . . . ‘助人為快樂之本’是我參與願景基金會社會服務義工的第一步，                                

主席甄韋喬博士, MH, JP 攜同一眾副主席、理事、執委無私的付出貢獻社會，用生命影響著生

命，實在讓我感動！

過去幾年，舉辦了多項活動，每次活動都發揮團隊的熱誠、團結性！活動中更充滿無數歡樂及

喜悅時刻！受眾的幕幕笑容，更是令我最開心的！

現在，榮幸成為願景基金會的理事，感激當初自己的決定！感恩生命中能遇上一幫志同道合的兄弟姊妹一起付出貢

獻！我會繼續秉承願景基金會《動員之最，服務至廣》的宗旨服務社會，讓更多受眾受惠，希望社會上彌漫更多歡樂

及喜悅！

伍子頌 服務統籌部 理事

服務統籌部服務統籌部不知不覺已加入願景基金會第七年，最初加入是很欣賞本會的理

念，以服務大眾為本，以生命感染身邊的人。成為理事後，一直

參與會內舉辦的活動，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感覺很踏實。

看到受眾的開心，自己亦有很大的滿足感。來屆本人將以秘書長的身份，繼續在會內

服 務 ， 深 感 榮 幸 。 能 與 新 一 屆 的 理 事 們 一 起 合 作 ， 共 同 創 造 夢 想 。                             

在甄韋喬博士, MH, JP 的帶領下，舉辦不同範疇的活動，繼續服務社區共創新猷。將

願景基金會動員之最，服務至廣的精神延續下去。



不經不覺，加入「願景基金會」已經第五年！回顧這幾年間，參加過無數大大

小小的活動，不下數十個，受惠人數更達數十萬人。 

我最欣賞基金會的是不論老友記及年青人都能服務到，令到我可以接觸不同層面的人，從他們身

上，學會包容及接納。 

我上屆成功舉辦了2018中秋敬老活動，及參與本會幾個具代表性的活動 - 「深水埗區敬老送暖大

行動」及「十面埋服」並獲得社會各界的肯定和認同。來屆本人十分榮幸繼續為願景基金會服

務，我希望用本會的格言 -「用愛感染生命，共創和諧社會」來感染身邊更多的人做社會服務。

趙傑文 副主席 暨 會員事務部 主席

會員事務部會員事務部

「不忘初心：由社會服務到社區服務」 願景基金會不分界限，不分你我。與

不同機構、團隊、青年一同做社會服務。好榮幸已加入四年時間一同用心服

務不同受眾，同時共同學習、成長，「以生命影響生命」共創美好世界。

李文傑 會員事務部 理事

會員事務部會員事務部

加入願景基金會剛剛兩年，在過去一屆令我充分感受到每位成員的投入及付出。每個服務都是

團結各方力量、羣策羣力、各展所長的展現，透過服務有需要的人回饋社會！

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繼續結集各成員的力量，把我們的服務拓展，服務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我們繼續努力，集合更多人力物力，一步一步用行動去實踐本會的願景 －「用愛感染生命，共創和諧社會」！

冼慧詩 會員事務部 理事

會員事務部會員事務部

會員事務部會員事務部

參與了願景基金會5年時間。5年時間，參與過會中不同會中活動！對我而言，願景基金會當中不

同的活動，是能夠幫助到香港不同的弱勢社群，更借助不同群體的力量，去令到香港不同人士受

惠，以生命影響生命，把愛傳到不同地方！

李樂芯 會員事務部 理事



作為首次榮任願景基金會之活動統籌部理事，心情既興

奮又緊張，因為早已聞說願景基金會每年之十面埋服活

動是一個大型及成功的慈善項目。今年終於有幸參與是

次活動的工作。過去的日子本人參與了不少慈善工作，大多數是地區性的，

本人希望藉著全心投入這個活動，除了能夠幫助有需要的人士以外，也能讓

自己得到更深層次的體會。

何瑞萱

活動統籌部活動統籌部
活動統籌部 理事

感恩今年獲得主席邀請擔任十面埋「服」創新社會服務大賽的籌委會主席，心情實在緊張，並

對大賽又愛又恨。

【愛】 

本人由第二屆比賽開始參與，親眼目睹活動對社會的影響，甚至在參與者身上的點滴改變。願景精神「動員之

最，服務至廣」當中最讓人打動的就是「心」，一班義工無論學歷或事業成就高低，都一樣抱著丹心去服務社

會。活動本身直接幫助或許只是寥寥數萬人，未算很多，但其產生的蝴蝶效應實在無可計算，因為生命改變生

命，放在每位持份者心內的「服務」種子才是價值的核心。我就是其中一位。

【恨】 

雖然活動只是舉辦短短數載，但已建立了相當的認受性，援助很多義工去發揮所能服務社會。當大家對活動期望

越來越高之時，如何突破實在談何容易。但我對團隊很有信心，也欣然接受這挑戰，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十面埋

「服」創新社會服務。

陳玉桂 副主席 暨 活動統籌部 主席

活動統籌部活動統籌部

活動統籌部活動統籌部

好榮幸可以加入願景這個大家庭，由參與義工到加入理

事會，一直感受到大家對社會帶需要人士的關愛。希望

可以透過這個平台，能夠參與更多不同類型的社會工

作，服務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人，帶給社會更多正能量，携手「用愛感染生

命，共創和諧世界！」

陳曉婷 活動統籌部 理事

活動統籌部活動統籌部

作為義工是一件長久及持之以恆的事。感恩能夠加入願景基金會之十面埋服慈善活動，我相信在助

人之餘，作為義工者必定能夠從當中學習及成長。今年的工作將會十分緊湊，我相信在活動統籌部

主席的帶領下，我們一定能全力以赴去迎接每一項新的挑戰。

郭悅因 活動統籌部 理事



服務社會不但能幫助有需要的人士，也是一個實踐人類

更高層次價值的通道。願景基金會便是一個致力於服務

香港社會上不同背景的弱勢團體和為青年提供緞練增值

的平台。能夠參加願景這個大家庭是我的榮幸，施比受更有福，只需善用少

許個人空餘時間，便能助人助己，活出更有意義的人生。

簡敬文 青年發展部 理事

青年發展部青年發展部

很高興可以加入願景基金會這大家庭，一直都說未來是

屬於年青人的，很感恩可以加入青年發展部， 和未來的

主人翁共同成長、學習， 透過不同的社會服務，共同建

立大家心目中的理想社會。

馮善衡 青年發展部 理事

青年發展部青年發展部

好榮幸可以在願景這個大家庭服務，我們的每一個人出

的每一分力，也是確切地用在這個社會上。希望透過服

務，做到「授人玫瑰，手有餘香。」。

希望每一個香港人也可以本著無私的心服務他人。正如美國前總統約翰·甘

迺迪在就職演說的其中一段所說：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家强

共勉之

馬家强 副主席 暨 青年發展部 主席

青年發展部青年發展部

願景基金會是一個經常為社區、為市民提供服務及關懷的社會服務團體，我很高興成為其中一

份子、跟其他的義工們創造更多希望及機會給于有需要的人仕。

李慧慈 青年發展部 理事

青年發展部青年發展部



資訊拓展部資源拓展部

大家好，我是新屆資源拓展部主席高松傑 Jacky，由2013年至今

轉眼在 VQF 巳踏上第8個年頭，在過去有幸擔當不同的崗位，包

括：會員部理事、願心社社長為會員服務，亦擔任過十面埋

『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i愛您‧傳真情以及科技與跨代2017-2018年度智能遊戲設

計比賽等多項大型服務的籌委會主席，為青年人創造不同的機會服務超過五萬多名人

士名社區又士，亦讓我有幸從中學習到不同的技能，新的一屆新的開始，本人必定   

一如以往拼盡全力，兼承本會及我們主席甄韋喬博士, MH, 太平紳士的宗旨：「動員之

最，服務至廣！」，帶領資源拓展部成員，携手「用愛感染生命，共創和諧世界！」

高松傑 副主席 暨 資源拓展部 主席

大家好，我是資源拓展部理事黃竣渝 J Y. Wong John，美國工商管理碩士，在職證券公司及傳

播媒體。求學時期已經參與義工活動的我，畢業後繼續做義工，近年積極地拓展青年活動，希

望藉著各種活動及交流幫助業界及年青人。

多謝好友高松傑先生引薦加入願景基金會(VQ)，幾年前開始接觸並參加活動，知道本會的活動很有意義，幫助到不

同年齡及不同階層的朋友，希望未來能夠在VQ內出多點力，繼續幫手有需要的朋友，共享生命。

黃竣渝 資源拓展部 理事

資訊拓展部資源拓展部

大家好，我是資源拓展部副主席 – 陳超逸Colin，從事市場及活動策劃行業，熱愛參與團體工

作，曾策劃不少國際性大型論壇及表演，擅長於設計及擬定策略，另外亦正在發展一個體育文

化平台，讓大家動起來。

加入『願景基金會』的大家庭已經4年了，感受到『願景基金會』大家對社會上不同有需要人士關愛的氣氛，希望

可以透過這個平台，於未來日子參與不同類型的社區工作，去服務社會上一些有需要的人士。亦希望能夠感染身

邊的朋友，以身作則，發揮VQ精神，一同朝向貢獻社會這個目標，「用愛感染生命，共創和諧世界！」

陳超逸 資源拓展部 理事

資訊拓展部資源拓展部

大家好，我係資源拓展部理事 – 盧玉貞Winnie Lo，係水管家創始人，水管家致力為每個家庭、中

小企業、社會企業提供全方位生活用水解決方案，令更多家庭得到健康生活。2012開始參與不同

機構的義工活動，好高興主席引薦加入願景基金會，希望未來能夠在VQ出多點力。

盧玉貞 資源拓展部 理事

資訊拓展部資源拓展部



「今日所創 明日所享」

我在願景基金會已踏入第五年了，因為我一個信念「今日所創造，他日便是我們下一代所擁

有」讓我開始慈善義工服務，我母親從小言傳身教，以做慈善行動告訴我們，付出也是一種能

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身為女子的我亦想為我的「家」付出，建設是一點一滴，和諧和愛需要用心灌溉，感

謝甄主席的帶領和信任，願景基金會的理念「動員之最服務至廣」亦使我能力有所伸展，與兄弟姊妹一起並肩成

長，以「服務至真傳播愛心」繼續為社會傳播正能量，以生命影響生命，心連心凝聚香港心。

曾圓圓 資訊傳播部 理事

資訊傳播部資訊傳播部

資訊傳播部資訊傳播部

藉著“願景基金會”的活動，我接觸來自不同角落、不同性質的義工，分享到他們的感想，覺得有許多心

得是值得作為借鏡，甚至追求的。從動機而言: 大多數義工是為盡一己之力回饋社會，發揮所長來服務大

眾，所以有人「學而優則做義工」，有人「退而不休，充分利用光陰」，有人為自己「更換人生角色」，

大家抱持「好心大家有，好事大家做」，「不問別人為我們做了什麼，先問自己為別人做了什麼?」的心態，就這樣開始了我

的義工之旅，成為資訊傳播部一員。

從過程而言，大家都經歷了再學習、再成長, 憑著當初的動機及團結合作而走完過渡期，接任為部門主席。從結果而言: 我們也

都肯定「有捨必有得」，甚至認為收穫超過付出，付出多反而獲益良多，大家憑藉著經驗的累積互相支援，一步步邁向真、

善、美的共同目標。綜而言之，做義工要有兩個氣：「義氣、傻氣」。心理準備要有兩個無:「無名、無利」。所以，作為VQ

義工「做得更好，走得愈久」，「活得愈久，領到的快樂愈多」。

陳炳光博士 副主席 暨 資訊傳播部 主席

資訊傳播部資訊傳播部

願景基金會給我成長的機會，由當初參與義工工作到加入理事會，與各兄弟姊妹經歷一場又一場不

同大小規模的服務計劃，已有超過7年的日子。這幾年無論是基金會、主席、各位同行的兄弟姊妹

及本人都一同成長，有幸見證著大家不斷進步，不斷挑戰人生一個又一個的高峰。

願景基金會每一項服務計劃都忠於理念、架構嚴謹、分工仔細、重於協作、發掘自我、不斷求進，相信隨著更多有愛

心、有毅力和行動力的成員加入，基金會的服務會更全面、更貼心、惠及更多階層有需要人士，造福社會。

曾榮輝 資訊傳播部 理事

資訊傳播部資訊傳播部

感謝甄韋喬博士, MH, JP和副主席陳炳光博士信任，連任資訊傳播部理事一職，繼續以粵港澳大灣

區為基地，開展更多公益服務，將願景基金會「動員之最、服務至廣」的精神薪火相傳。

陳卓芝 資訊傳播部 理事



支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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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申請表

    香港五邑總會於2016年2月20日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盛大的成

立大會和首屆理監事就職典禮。秉承愛國、愛港、愛家鄉的優良

傳統，以「團結、合作、服務」為發展方針，香港五邑總會冀與

江門五邑籍友好兄弟社團衷誠合作，團結凝聚廣大鄉親，為鄉親

提供各種優惠服務及援助。並致力將香港五邑總會打造成為一個

「有作為」的社團，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事務活動，支持香港政

府依法施政、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推動江門與香港兩地交流合

作，累積正能量，作出新貢獻。

    過去的一年，香港五邑總會致力團結香港的五邑社團，組織

一眾會員和鄉親參與多種形式的會務活動，積極推動江、港兩地

的合作往來，成績斐然。為更有效地整合資源，總會在成立周年

慶典上，正式將籌備多時的十個專責事務委員會推出，促使會務活動朝著專業化、社會化及網

絡化的目標邁進。

    當前香港五邑總會正大力發展青年會員，加強青年工作，致

力與友好團體合作，為弱勢社群提供更多切合社會實際的服務；

並將籌劃設立獎學、助學等關愛基金，扶弱濟貧，關注社群，協

助會員鄉親開展貿易和創業投資等。

    衷心感謝各界人士、社會賢達、各友好合作社團和廣大鄉親

對香港五邑總會的厚愛和大力支持，熱切歡迎廣大五邑鄉親、客

商友好加入我們的隊伍，團結齊心，攜手向前！

香港五邑總會簡介

會長：岑少雄
地址：香
電話：（852）3521 0380  傳 真：（852）3521 0223
網址：www. wahk. org. hk  電 郵：wahk. sec @ gmail.com

會長：岑少雄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 8 9 號朱鈞記商業中心 1 0 樓
電話：（852）3521 0380  傳 真：（852）3521 0223
網址：www. wahk. org. hk  電 郵：wahk. sec @ gmail.com  





熱烈祝賀

致意

兆興化學用品有限公司

願景基金會
成立九周年

及第五屆理事會就職





熱烈祝賀

致意

願景基金會
成立九周年

及第五屆理事會就職



熱烈祝賀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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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祝賀

致意

Phone : (852) 2336 6116電話 Fax : (852) 2336 0160傳真

Email : info@united-hearts.org.hk電郵 Website網扯 : www.united-hearts.org.hk

雁心會樂幼基金 United Hearts Youth Foundation Limited

此廣告由雁心會樂幼基金會長楊祖貽先生贊助



熱烈祝賀

仝人敬賀

僑港恩平同鄉會有限公司

理事長 吳小菊｜監事長 吳偉明

暨理監事會

甄韋喬當選主席
及

榮獲委任為太平紳士



熱烈祝賀

致意

灝晴貿易公司

願景基金會
成立九周年

及第五屆理事會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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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港
商
會
總
會
長

香
港
亞
洲
青
年
協
會
副
會
長  

彭
志
明
博
士  

致
意

全港商會總會長

香港亞洲青年協會副會長

彭志明博士





熱烈祝賀

盈富管理有限公司
致意

熱烈祝賀

香港清潔商會
致意



熱烈祝賀

香港環境師學會 潘景和會長
致意

熱烈祝賀

永聯科環發展有限公司  羅耀榮

新光榮環保回收服務有限公司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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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鳴謝
廣告贊助
 32 Learning 

Futurelink Limited

One Marketing Limited

Young Plus 

香港五邑總會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兆興化學用品有限公司

名髮廊

香港菁英會

香港青年發展促進會及香港青年發展促進基金

香港美髮美容業商會

麥家榮律師行 - 麥家榮

雁心會樂幼基金

僑港恩平同鄉會有限公司

瀚康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灝晴貿易公司

香港清潔商會

盈富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環境師學會 潘景和會長 

新光榮環保回收服務有限公司

永聯科環發展有限公司

彭志明博士

郭浩景博士

蕭貫鳴先生

禮品贊助
茶創樂

仕雅茶品

水管家

馬百良藥廠有限公司

還原水香港有限公司

朗妍美肌

Beauty-tips

廣東禎州集團有限公司

Lanna Chan

紅酒遊艇會

天龍泉

Amson Limited

表演嘉賓
All For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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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間我們服務了超過

236,000人次

E : enquiry@vqfund.org

Unit 2-3, 19/F, Kowloon Plaza, 485 Castle Road,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龍荔枝角青山道 485 號九龍廣場 19 樓 2 及 3 室

T : +852 2270 3309 F : +852 2728 1333

vqfund.org
VQ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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