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使命 : 成為持續發展的慈善機構，以可負擔經費，支援環保及扶貧，特別是教育、
醫療及衛生。
Our Mission: To be a sustainable charity in providing affordable finance to 
support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poor in particular in areas of education, 
medical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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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玉清慈善基金（下稱“基金”）2004 年成立，基

金已踏入第 15 個年頭，多謝每位受惠對象、合作機構及

社會各界一直以來的支持。隨著近年國內「境外非政府

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的實施，2018 年可說是基金需要

適應新政策的一年。但這些沒有影響我們對慈善工作的

熱誠，2019 年我們沒有氣餒，努力尋求解決方案，勇於

嘗試各種創新的方案，期望持續地造福社會。

教育是基金首重的項目，每年單單用於國內獎學金

項目上的服務經費就已經超過 100 萬元人民幣，一條龍式資助貧困及品學兼優的學生就

讀小學至大學。2018 及 2019 年，為配合國內的脫貧措施，新增了「曲江區建檔立卡貧困

家庭獎學金計劃」，提供獎學金予曲江區建檔立卡的貧困家庭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每年

資助國內大、中、小學生超過 400 人。除了提供資助外，基金成員繼續每年親身到韶關

家訪及頒發獎學金，了解學生具體的學習及家庭狀況。另外，基金 2018 及 2019 年連續

兩年捐贈圖書予韶關市曲江區余靖小學，協助學校推廣閱讀風氣。在全校師生努力下，

余靖小學喜獲 2018 年廣東省「書香校園」的榮譽，同時亦是對基金項目的肯定。

基金支持多年的【韶關市曲江區志願者協會】自 2009 年成立後，致力於韶關市曲江

區組織及推行志願服務，獲得 2018 年廣東省雷鋒志願服務先進典型名單的通知為 30 個

「最佳志願服務組織」單位之一。基金作為與【韶關市曲江區志願者協會】的合作單位，

實在與有榮焉。

主席回顧
羅蔡玉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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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兩項同樣以贊助學生參加英文班的計劃 --「彩虹學業計劃」和「太陽蛋

計劃」，分別與本港地區的中小學合作，為中學生及小學生提供更多機會接觸英語，

鼓勵學生提升英文水平；如「彩虹學業計劃」贊助了三所中學及一間兒童之家約 100

位中學生參加英文補習班，以及「太陽蛋計劃」贊助了三間小學約 150 位小學生參加

課後英文班。兩個計劃推行了一段日子，學生們的英語水平有明顯進步，尤其於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放榜成績更顯果效，因此計劃深受學校、學生和家長歡迎，合作的學校

數量亦有增加。「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則繼續與本港不同地區的校長會／學校聯

會合作，頒獎禮的出席師生和家長人數達 1千人，學生的領獎過程亦充滿溫馨、感動。

 

位於荃灣石圍角邨的「食物及物資支援中心」自 2017 年營運以來，至今已登記的

有需要人士已經多達 1,200 人。為迎合不同人士的需要，派發的物資亦趨多元化，除

了食品外，亦新增不同的日常用品。另外，在 2018 年更將服務從石圍角邨擴展至鄰近

的象山邨，服務更多有需要人士，同時，成功向荃灣民政事務處申請石圍角社區會堂

舉辦「關懷長者同樂日」活動，三次活動共 420 人受惠；並邀請義工團體協辦，精心

預備表演節目，表達基金和社區對長者的關愛。

 

2018 年起，基金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香港大學修讀學位教師文憑課程的大學生

連續兩年參與基金實習，他們在基金辦事處、食物及物資支援中心協助日常運作，包

括籌劃活動、辦公室工作及食物派發活動等。實習過程中了解香港慈善機構的日常運

作，同時亦為基金的工作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另外，籌備多時的基金網站已於 2019 年

第一季投入服務，透過定時更新，分享最新最全面的服務內容，瀏覽者可隨時留下意見，

改進基金服務。   

最後，再次感謝社會各界對基金的支持，促使各項慈善項目從不間斷。基金將不

負所望，持續將創新的元素融入慈善服務，並帶到社區。



玉清慈善基金受託人法團 ( 簡稱 “玉清慈善基金” 及 “基金”) 於二零零四

年十月廿一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批准下成立，並由二零零五年二月廿八日起，

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認可成為獲豁免繳稅的註冊慈善團體。基金至今沒有申請政府

資助，主要經費來自基金主席伉儷及各界人士的捐助。

基金的宗旨包括以下五大項目：

1、教育——支持貧困地區教育事業：心繫教育、關愛師生、獎學展才；

2、醫療——提升貧困地區醫療技術環境：優化醫療設備、照顧病患、培訓人員；

3、環保——建立環保項目：綠化環境、珍惜資源、持續發展；

4、賑災扶貧——支援貧乏者、救助災民； 

5、義務工作——促進義務工作發展、鼓勵義工參與社區服務及慈善活動。

簡介及宗旨

國內

慈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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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願意承擔照顧弱勢群體及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所以基金的慈善項目一直以

來，特別關注貧困地區及弱勢社群的教育、醫療衛生、以及促進當地義務工作發展。

基金的成立，不單捐款行善，還確保每一分一毫的捐款都能夠幫助有需要的人士，竭

盡所能履行社會責任。我們的使命在落實持續發展的工作及持之以恆的慈善義舉，令

更多人認識社會的需要，並激勵他們參與慈善活動。基金展望將來，願少少的付出，

讓更多有需要、貧困及被忽略的群體得到扶助，同時也在環保植樹方面，略盡綿力。

基金期望日後繼續以奉獻的精神，為社會作出貢獻，以愛承擔社會責任。

抱負及使命

支持【韶關市曲江區志願者協會】成立

2004 年  

基金成立國內小學至大學「獎學金計劃」

2009 年  

捐贈眼科醫療器材予韶關市曲江人民醫

院；並在韶關市曲江區開展「復明希望

工程」項目為區內貧困患者提供全免費

白內障手術

＃晶苑集團於 2017 年 11 月 3 日正式在香港 [ 聯交所 ] 主板上市並改名為

【Crystal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中文翻譯為【晶苑國際集

團有限公司】。晶苑國際上市後截至現時為止仍支持玉清慈善基金的服務。

1997-2007 年  

參與由【義務工作發展局】舉辦及由【晶

苑集團】＃贊助的「希望學校計劃」及「獎

學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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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捐贈醫療設備予衛生院

及衛生站項目」開展

2018-2019 年  

響應韶關市曲江區政府支持國內

脫貧項目「曲江區建檔立卡貧困

家庭獎學金計劃」，資助大專及

大學生的學習費用

2015 年  

「復明希望工程」全免費

白內障手術項目擴展至江

西省大余縣

2016 年 

韶關市曲江區中小學英語教師

交流活動，由基金贊助香港經

驗英文老師組隊到韶關與當地

中小學英語教師進行教學交流

2017 年

「晶苑集團、玉清慈善基金牽

手曲江行善 20 周年大型慈善

活動」表揚服務韶關市曲江區

2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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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邀請韶關市曲江區志願者協會幹

事到香港交流

2011 年

「學業支援計劃」資助高中學生

參加校外補習班，提升學業水平

2011 年

開展「心意送萬家」行動，由基

金主辦和組織義工上門探訪活動

香港

2005 年

認可為香港政府稅務條例第 88

條可獲豁免繳稅的註冊慈善團體

2015 年

開展「太陽蛋計劃」為小學生提供

英語提升課程

2017 年

荃灣石圍角邨「食物及物資支援中

心」成立

2016 年

開展「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獎勵學生於學業、品行、體藝及服

務的進步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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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推出基金網頁，定時更新內容

與公眾分享慈善成果 

2018 年

首次得到從國內到香港大學修讀

學位教師文憑課程的大學生協助，

由基金為大學生提供實習機會

主  席：羅蔡玉清女士

受託人：羅林素麗女士

   羅林盈女士

   黃錦照先生 , OBE

   陳玉泉先生

        黎同濟先生

        姚紀中先生 ( 服務年度 2014 年 - 2019 年 1 月 )

資深項目顧問 : 黃鳳泑女士

顧  問：羅樂風先生  

總幹事：黃錦照先生 , OBE

幹  事：陳玉泉先生

會議秘書：陳淑貞小姐

副經理：黃芷珊女士 ( 服務至 2019 年 11 月 21 日 )

   陳啟明先生

助理行政主任：黃潔霖小姐

玉清慈善基金受託人法團

 

主席

受託人管理委員會

總幹事

副經理(1) 副經理(2)

綠化植樹

委員會

教育

委員會

醫療衛生

委員會

食物及物資

支援中心

委員會

助理行政主任

2018 年

「食物及物資支援中心」首次

舉辦「關懷長者同樂日」活動

基金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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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簡報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兩年總結如下：

收入金額 : 港幣 $17,577,064

捐款及支出金額 : 港幣 $10,318,825

國內項目

1、獎學金計劃

基金與晶苑國際集團及其附屬公司多年來在內地開展獎學金計劃，持續資助韶關

市曲江區、湞江區及清遠市清新縣家境清貧而品學兼優的學生。2018/19 及 2019/20 學

年，每年獲獎學金學生人數超過 400 人，涵蓋大、中、小學每個年級的學生，每年獎學

金總額超過一百多萬人民幣。

為響應韶關市曲江區政府呼籲，基金特別在 2018/19 及 2019/20 學年新設「曲江

區建檔立卡貧困家庭獎學金計劃」，資助建檔立卡貧困家庭的本科、專科大學生，幫助

他們順利完成學業，兩個學年總共資助了超過 100 位大學生。

每年收到學生申請資料後，基金都會派代表親身到訪韶關市曲江區進行家訪，了

解申請學生的學業成績、學習情況和家庭狀況。綜合所有資料後，基金在暑假期間即召

開審批會議，確定獲發獎學金的學生名單及獎學金金額，盡快在開學時匯款予獲獎學生。

國內項目

受惠學生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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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主席羅蔡

玉清女士每年與基金

成員和香港義工前往

韶關市曲江區進行一

年一度的慈善行活

動，每次都會親自與

獲獎學生見面交流，

頒發獎學金證書以示

嘉許，鼓勵他們繼續

努力學習及關心他們

的學習與家庭情況。

晶苑國際集團主席羅樂風先生及玉清慈善基金主席羅蔡玉清女士、

基金受託人、香港義工、獲獎學生及家長在韶關市曲江中學合照留念

晶苑國際集團主席羅樂風先生向獲獎學金學生頒發獎學金證書

獎學金頒發儀式

玉清慈善基金主

席羅蔡玉清女士

與獲獎學金學生

進行交流

玉清慈善基金教

育委員會主席黎

同濟先生與學生

進行交流

國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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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捐助教學設施

韶關市曲江區余靖小學圖書捐贈項目

2018 年，韶關市曲江區余靖小學為打造 “書香校園”，擬添置圖書推廣學校

閱讀風氣，但因經費不足受阻，有見及此，基金捐贈了超過 3,000 冊圖書，幫助學

校推動閱讀風氣。

2019 年，廣東省教育廳、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東省文明辦聯合公佈 2018 年廣

東省 “書香校園”名單，余靖小學獲評為廣東省 156 所 “書香校園”之一，成績

令人鼓舞。同時，余靖小學加強閱讀風氣，豐富學生閱讀經驗，為此，再次向基金

申請圖書，基金認同校方的理念，再次捐贈了超過 3,000 冊圖書。

學校在樓梯口、通道、走廊等設置圖書角， 
方便學生隨時閱讀

在上課前、下課後， 學生都喜愛到圖書角閱讀

3、醫療衛生

免費白內障眼科手術

培訓醫護人員

自 2009 年起，基金與韶關市曲江區人民醫院合作開展「復明希望工程」

項目，為韶關市貧困白內障患者進行全免費白內障手術。不經不覺，項目至

今已逾十年，累積完成了超過 2,300 例手術，當中大部份患者是長者，完成白

內障手術不但讓他們恢復視力，解決生活上的不便，甚至可以減輕家人照顧

的負擔，意義重大。2019 年項目踏入另一個階段，基金與院方繼續合作，開

展第三個五年計劃，在 2019-2023 年，目標每年完成不少於 300 例手術 ( 每

年目標手術例數比上年增加 10 例 )。

為了令患者得到最完善的服務，基金提供免費手術外，更包括住院期間

的食住費用，同時亦透過當地的義工回訪慰問、送贈禮物，在回訪時了解康

復者的術後狀況。如手術後有任何問題，更會請回醫院檢查跟進。

自 2015年起，基金與江西省贛州市大余縣人民醫院合作「復明希望工程」

項目，把復明的希望由廣東省帶給江西省貧困的白內障患者。項目至今累計

完成了超過 600 例手術。2019 年項目踏入了第五年，目標例數亦提升至每年

200 例。

為了可以持續為貧困的白內障患者實施優秀的白內障手術，基金一如以

往地定期資助曲江區人民醫院醫護人員前往外地接受培訓，例如，在 2019 年

9 月資助 2 名醫護人員參加「中華醫學會第二十四次全國眼科學術大會」，該

學術大會雲集過萬名眼科醫師參與，進行臨床診療技術、新的防治措施、科

研等領域的交流。

國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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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基金與韶

關市曲江區人

民醫院都會進

行答謝典禮，

感谢各方為貧

困患者復明所

付出的努力

醫生及患者向

基金贈送錦旗

以表謝意

晶苑國際集團主席

羅樂風先生、玉清

慈善基金主席羅蔡

玉清女士及基金受

託人與醫院仝人合

照留念

晶苑國際集團主

席羅樂風先生及

玉清慈善基金主

席羅蔡玉清女士

每年都會親身去

醫院探望患者，

大家都流露着歡

笑及喜悅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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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7 年起，晶苑國際集團及其附屬公司開始制定全球五年環保目標，其中

一個重要目標是每五年在全球植樹 100 萬棵樹。踏入 2018 年，已完成了兩個五年

計劃，在世界各地植樹超過200萬棵樹。同時，亦開始了第三個五年計劃(2018-2022

年 )，繼續在世界各地有其工廠之國家推廣植樹，提高員工對氣候變化和森林砍伐

問題的意識，鼓勵員工積極參與環境綠化活動。

自 2008 年起，基金每年為韶關市曲江區內不同鄉鎮的衛生院及衛生站捐贈所需的醫

療儀器，至今已覆蓋整個區內 9 個鎮，其中已經有超過 50 個衛生院及衛生站受惠。每年

當收到衛生院及衛生站的申請後，基金都會派代表親身到訪韶關市曲江區，了解該衛生

院及衛生站環境的實際情況及醫療人員與當地居民的實際需要，向每間衛生院及衛生站

捐贈最合適的醫療儀器。

2018 及 2019 年間，基金向曲江區馬壩鎮 1 間衛生院及 5 間衛生站捐贈醫療儀器， 

受惠衛生院及衛生站如下 :

1. 馬壩鎮衛生院

2. 馬壩鎮小坑村衛生站

3. 馬壩鎮水文村衛生站

4. 馬壩鎮爐頭村衛生站

5. 馬壩鎮樂村坪村衛生站

6. 馬壩鎮南華村衛生站

部分捐贈儀器如下 :

六道心電圖機 離心機

晶苑國際集團主席羅樂風先生、玉清慈善基金主席羅蔡玉清女士及全體義工合照留念

4、環保植樹

國內項目

彩色 B 超

全自動血液分析儀

在中國大陸方面，基金多年來協助晶苑國際集團及其附屬公司在韶關市曲江區

及其他省份進行環保植樹，至今植樹範圍超過 3,500 畝，種植了約 35 萬棵樹。種植

的樹木不會被砍伐作商業用途，並能產生經濟收益，主要植樹的品種是白花油茶樹，

成長後會結出果實，果實可用來榨油，具有多種用途，可以為當地村民帶來經濟收益，

植樹既保護環境，亦可產生經濟效益，一舉兩得。

2018 及 2019 年間，基金協助晶苑國際集團及其附屬公司在韶關市曲江區植樹

範圍 200 畝，種植約 15,000 棵樹。晶苑國際集團主席羅樂風先生及玉清慈善基金主

席羅蔡玉清女士與基金受託人、香港晶苑義工隊及國內工廠員工，聯同曲江區志願

者繼續每年春季前往山上的植樹點，合以數百人之力，把樹苗栽滿一個個山頭，身

體力行宣揚環保訊息。

捐贈醫療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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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苑國際集團主席羅樂風先生及玉

清慈善基金主席羅蔡玉清女士親手

種植樹苗

親子同樂，為環保植樹不遺餘力 志願者及學生亦為環保植樹不甘後人

韶關市曲江區志願者協會

韶關市曲江區志願者協會成立於 2009 年 9 月 26 日，是由志願從事社會公益和

社會保障事業的各界熱心人士組成的非營利性社會團體，2009 年至今，協會共有註

冊志願者 19960 多人，並接受共青團曲江區委業務指導和監督管理。自成立以來，

協會奉行“奉獻、友愛、互助、進步”的準則，為社會提供志願服務，重點開展了

貧困家庭白內障復明手術、愛心助學、助殘、造林綠化、農村醫療衛生等希望工程，

為構建和諧曲江發揮積極作用。

24 

團委成員

方勇先生     共青團韶關市曲江區委員會書記

甘文先生     共青團韶關市曲江區委員會副書記

吳茜女士     共青團韶關市曲江區委員會副書記

協會成員

伍海豔女士 韶關市婦聯副主席

   韶關市曲江區志願者協會名譽會長

葉武潔先生 韶關市曲江區退役軍人事務局副局長

   韶關市曲江區志願者協會名譽顧問

鄺發文先生   韶關市曲江區松山街道黨工委書記 

   韶關市曲江區志願者協會名譽顧問

吳茜女士     共青團韶關市曲江區委員會副書記

   韶關市曲江區志願者協會常務理事

梁毅先生     韶關市曲江區經濟開發區管理委員會主任

   韶關市曲江區志願者協會常務理事

李啟誠先生    韶關市曲江區曲江中學主任

   韶關市曲江區志願者協會常務理事

林美娟女士    韶關市曲江區志願者協會會長

協會地址：韶關市曲江區馬壩鎮育新路社會服務中心二樓

協會電話：0751-6688293

協會郵箱：qjqzyzxh@163.com

國內項目



■敬老院節日慰問

■推廣免費白內障手術

■白內障手術後回訪

25 26 

國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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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

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基金了解香港有些成績處於中游的學生最容易被忽略，他們所需的支援亦不比

其他學生少，故開展【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優先考慮提名及獎勵一些在家庭中

未能提供充裕物質條件，以及未曾獲頒其他獎學金的學生。基金相信只要為這些學生

提供獎學金，讓他們在學業成績、品格行為、體藝成就和勇於服務四方面的付出上得

到認可及鼓勵，即可激發潛能、促進健康成長。

【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自 2015/2016 學年起成為玉清慈善基金於香港推行

的獎勵計劃。2016 年在元朗區；2017 年在元朗區和北區；2018 年在荃灣、葵涌及青

衣區；2019 年則在觀塘區舉行。計劃一直以來獲得各區校長、老師、家長和同學的

支持，基金日後將延續此計劃，獎勵各區擁有飛躍表現的學生。

此計劃已在本港持續進行了 4 個學年，由 5 個分區 ( 包括元朗、北區、荃灣、

葵青及觀塘 ) 校長會主辦。計劃的費用至今合共約 1 百萬港幣，其中 92% 是獎學金，

8% 是場刊、證書、場地佈置等雜項支出。當中受惠中、小學校約 400 間，受惠基層

學生 / 家庭近 2,000 個 ( 包括特殊學校學生 )，除了一位基金職員外，所有負責及協

助此項計劃的都是義工，包括校長、教師及學生，而典禮場地由各學校免費提供。

「2018 / 2019 學年觀塘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花絮」：

晶苑國際集團主席羅樂風先生、玉清慈善基金主席羅蔡玉清女士與一眾主禮及嘉賓合影留念

27

■助學家訪

香港項目

香港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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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學業計劃

「學業支援計劃」在 2018 年正式更名為「彩虹學業計劃」。計劃每年向學校及機構

物色成績屬於中游，有志於學習和提升學業水平，卻欠缺資源的中學生。基金以資助形

式讓他們參加課外補習，希望透過補習輔助學生學習。同時，基金受託人也會定期到校

與負責老師和受惠同學會面，了解近況之餘，亦鼓勵同學不要依賴補習，而要好好裝備

自己，透過個人努力考取好成績。

獲資助的學生包括天主教南華中學 12 名中四至中六學生，他們在補習後都認為英語

讀寫聽說表現有進步，因為從中了解到個人弱點，期望可發揮到更好水準。而播道兒童

之家的 2 位學生從中一開始接受資助，出外補習英文及數學的學生在 2018 年也應考中學

文憑試了，經過長年努力準備，成功入讀心儀學科，分別修讀護理學及社工。

基金在 2018 年繼續擴展計劃，資助 13 位高雷中學學生及 7 位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

中學學生，讓更多學生獲得資源學習英文，提升對英語學習的興趣，及早裝備自己。基

金也期望受惠學生可與同學分享所學，惠及他人，一同進步。

直至 2018/2019 學年，9位參與計劃的同學在中學文憑試英文科考獲等級 3或以上，

達到入讀大學的要求，當中有同學獲派至香港大學、城市大學、教育大學及明愛專上學

院等。而播道兒童之家的學生李澤桂曾透過計劃外出補習並獲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取

錄。經過四年努力，他也在 2019 年以甲等榮譽畢業於信息工程學系，令人鼓舞！

基金受託人羅林素麗女士與受惠天主教南華中學學生見面

晶 苑 國 際 集 團

主 席 羅 樂 風 先

生、 玉 清 慈 善

基 金 主 席 羅 蔡

玉 清 女 士、 一

眾 主 禮 向 獲 獎

學生頒發獎狀

基金主席羅蔡

玉清女士及教

育委員會成員

認真地審批學

生飛躍表現獎

勵計劃的推薦

表格

香港項目

「2017 / 2018 學年荃灣、葵涌及青衣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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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受託人羅林素麗女士與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學生 ( 左 ) 及高

雷中學學生 ( 右 ) 見面，了解學生在補習後的學習表現

基金受託人羅林素麗女士與播道兒童之家舊生李澤桂合照

32

太陽蛋計劃

「太陽蛋計

劃」希望同學們

能像晴天的「太

陽」一樣給人開

心的感覺，而「蛋」

指同學們尚未畢

業，就如未煮熟

的雞蛋一樣。同

學需要憑着決心，

努力學習，在校

長和老師的悉心

栽培下，邁向成

功之門。而同學

也可像太陽一般

發光發亮，以開

朗、正面、充滿熱誠的態度照亮身邊的家人、老師、同學和朋友。

本計劃在天主教善導小學推行已達 4 個學年，2018/2019 學年首次把計劃擴展至

三年級，共有 50 位小三至小六學生參加，計劃令學生及早打好英文基礎，提升對學

習英文的興趣。得知學生主動要求學習更多英文字詞，喜歡上課，基金成員和校長也

覺得十分鼓舞。首批參與計劃的學生也於 2018 年升讀中一。基金聯同傳承學院，邀

請了首批畢業生、小六學生、家長出席聯歡會，聚會之餘，也分別為同學及家長舉行

講座分享，了解畢業生在新一階段的挑戰和困難，為家長解難，與同學訂立目標。

基金也在 2018/2019 學年開始與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合作，12 位參與計劃的

小五同學透過互動式教學及不同活動，進行簡短演講，增加運用英文的機會。參與學

生表現積極踴躍，成績有進步，亦勇於主動以英文作交流。計劃在 2019/2020 學年

開始於聖嘉祿學校推行，共有 22 名小四學生參與，基金期望把計劃繼續擴展至更多

學校，讓更多學生得益。

香港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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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受託人羅林

盈女士與家長溝

通及分享教育子

女的故事

基金受託人羅林盈女士及黎同濟先生與同學見面，勉勵同學保持開朗正面的心態，努力學習

34

捐助教學設施及贊助

第二十五屆元朗藝術節 (2019 年 )

藝術節讓區內居民以各類型的表演和活動作藝術交流，發揮藝術才華，增強

自信心，也拉近社會人士與藝術之間的距離，為社區傳遞正能量。

首屆及第二屆中國四字成語故事演講比賽 (2018 及 2019 年 )

本活動由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主辦，讓大眾深入了解國家和民族精神。

成語故事演講比賽可培養學生對閱讀的興趣，建立他們在說話時的自信心和提高

同學的演講水準及技巧。

書送快樂 - 免費選書計劃 (2019 年 )

該計劃鼓勵學校帶領學生參與「書送快樂日」或到位於新蒲崗的特設圖書館，

讓學生自由選擇自己喜愛的書籍，以提倡與別人分享看書的快樂及提高學生的語

文及溝通水平，鼓勵他們通過閱讀增廣見聞。

贊助印製《護老者錦囊》小冊子

( 2018 年 )

2018 年， 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青

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舉辦「共結『耆

織』」護老推廣計劃 2018-19，透過一

系列多元化活動，包括講座、工作坊、

問卷、街站和院舍探訪， 在區內宣掦關

懷長者和護老者訊息。基金贊助印製了

10,000 本《護老者錦囊》小冊子，在「共

結『耆織』」各項活動中送贈荃灣及葵

青區的長者和護老者。

香港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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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位於荃灣石圍角邨的「食物及

物資支援中心」( 下稱“食物中心”) 自

2017 年初開始營運以來，登記領取服務的

有需要人士已超過 1,200 人。2018 至 2019

年共派發的福袋數量超過 12,000 份。基

金食物中心除了為石圍角的居民提供服務

外，服務亦已拓展至鄰近的象山邨，讓更

多人認識基金的服務。為確保食物中心運

作順暢，基金得義務工作發展局支持，提

供固定的義工協助食物中心處理日常運作

（如聯絡長者和包裝及派發福袋等）。

2018 年更首次獲荃灣民政事務處批

准，在石圍角社區會堂舉辦「關懷長者同

樂日」活動，至 2019 年底共舉行了三次

同類型活動，共邀請了超過 420 位長者參

加。活動上有義工團體的歌舞和雜技等表

演，以及刺激的抽獎及派發福袋環節。長

者們都積極投入參與，滿載而歸。

至於福袋禮物方面亦趨多元化，有一

般乾糧食品和日常用品，務求讓有需要人

士在日常生活上得到更全面的支援。對於

要服務與日俱增的合資格登記人士，少不

了個別義工和義工團體的鼎力支持，包括

晶苑國際義工隊、關顧童心行動、敬言義

工隊、童飛翔、義務工作發展局、４C 青

年義工領袖計劃的學生義工。食物中心將

持續提供食物及物資援助服務，同時也會

不間斷物色不同地區單位，望將服務覆蓋

全港不同區域。

2、食物及物資支援中心

學生義工參與上門探訪服務

義工團體精神奕奕預備出發上門探訪

36

於石圍角社區會堂舉行長者同樂日，義工團體協助場地準備及表演，參與長者也很投入

香港項目



3、心意送萬家
自 2011 年起，「心意送萬

家」成為基金之主打義工服務活

動。至 2019 年的第八個年頭，

每次活動都獲得不同團體的義工

參加，眾志成城，同心協力，透

過上門探訪的形式，把心意包送

給生活經濟有困難人士及長者。

親身對有需要人士作出問候與關

懷，讓他們身心都感受到溫暖。

2018 玉清  晶苑心意送萬家大合照

2018 玉清   晶苑心意送萬家上門探訪長者 2018 玉清   晶苑心意送萬家義工整裝待發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中秋節日探訪 - 油塘高怡邨及鯉魚門邨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中秋節日探訪 - 秀茂坪邨、安達邨及安泰邨

4、義務工作
促進義務工作發展是基金

的宗旨之一，基金透過與不同

的社福機構合作，支持義工參

與相關社區服務及慈善活動，

把滿滿的愛心傳遞至弱勢社群

之中。基金亦積極找尋不同非

牟利機構合作，舉辦多元化的

活動，例如盆菜宴、音樂會、

節日慶祝活動等等，為有需要

人士及義工們帶來繽紛而有意

義的服務。

活動花絮

香港聖公會九龍城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新春喜慶樂團圓

童飛翔西園長者音樂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頌安長者鄰舍中心

「流金照相館」活動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農場體驗活動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龍城盆菜迎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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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學生實習計劃

基金為修讀學位教

師教育文憑課程的學生

提供實習機會，到辦公

室協助活動前期準備工

作及資料輸入工作，到

食物中心幫助中心日常

派發心意包及查詢食品

報價以增加心意包禮物

的選項。
實習學生分享在過程中的工作、得着和感受

基金總幹事黃錦照先生 ( 右二 )、基金顧問黃鳳泑女士 ( 右三 )、

香港大學教育學系高級講師顏妙如女士 ( 右四 ) 和學生

基金網頁主頁

一直以來，基金

都致力與不同團體合

作，實踐使命，落實持

續發展的工作及持之

以恆的慈善義舉，讓

更多人了解社會需要，

鼓勵大家踴躍參與慈

善活動，共同關注貧

困地區及弱勢社群。

為了讓社會各界人士更容易接觸及了解基金背景及工作，支持基金服務，基金設

計的官方網頁已於 2019 年初正式推出，並定期更新活動報告及相片，讓大家更能緊

貼基金動態。我們已向眾多友好合作團體介紹網頁，期望大家繼續合作，也發掘新的

團體，共同為社會上有需要一群提供更多服務及活動。

定期更新活動報告

基金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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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亦有學生到兒童之家協助課堂安排，準備課堂材料教導英文或指

導功課，也為組織「書送快樂」整理位於新蒲崗的圖書館館藏和進行宣

傳活動。

計劃令非本地學生更了解香港社會及不同群體的需要，也令他們對

慈善及教育工作有新的理解。



■ 獲選為「同心展關懷」機構

玉清慈善基金連續 7 年獲得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策動的「商界

展關懷」計劃。此計劃鼓勵商界企業與社福機構實踐社會責任，攜手建

設共融社會；透過曾合作過的社福機構的推薦，以表揚基金在關懷社群、

關心員工及愛護環境的傑出表現。玉清慈善基金承諾將來繼續本著關愛

社區的精神，回饋社會。

鳴謝

主要捐助人士

羅樂風先生

陳玉泉先生

羅蔡玉清女士

羅林素麗女士

羅林盈女士

合作機構

晶苑國際集團及其附屬公司

中山益達服裝有限公司

義務工作發展局

藝光實業有限公司

美利米業有限公司

關顧童心行動

童飛翔

敬言義工隊

宏施慈善基金

播道兒童之家

天主教南華中學

高雷中學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天主教善導小學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

聖嘉祿學校

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

荃灣區小學校長會

葵涌區小學校長會

青衣區小學校長會

觀塘區學校聯會

韶關市曲江區團委

韶關市湞江區團委

清遠市清新縣團委

韶關市曲江區志願者協會

聖公會聖約瑟堂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1600 熊貓義工隊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關懷長者中心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賽馬會跳躍青年坊

房屋署長者住屋辦事處

香港聖公會九龍城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打鼓嶺耆樂會社

聖公會聖匠堂長者中心

新田圍邨豐圍樓互助委員會

4C 青年義工領袖計劃 ( 香港義工學院 )

葵涌循道中學

維港灣義工隊

親切 Treats

聖雅各福群會

( 排名不分先後 )

核數師
S.P.P’Ng & Company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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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由中山益達服裝有限公司宣傳部義務協助排版 ,  設計及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