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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科技樂齡科技
帶返屋企帶返屋企

居家安老是很多長者的心願，但老友記可

能只因廚房門口的一級門檻，或浴室內缺少一條

撐扶借力的扶手等，而難以自理起居生活，面對

有心無力的情況，那又如何居家安老？要達成這

個願望，其實可透過輔助器材和家居環境設計的

配合，善用樂齡科技提高長者自我照顧能力，同

時減輕照顧者的負擔，令長者能夠增強信心，留

在熟悉的環境享受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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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評估結果，由職業治療師詳細
說明及推薦最適合的樂齡科技器材，供
使用者選擇。

 支援 assist 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近年致力推動樂齡科技發展，
除了每年舉辦「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去年更得到香港賽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開展賽馬會「a 家」樂齡科技教育及
租賃服務（「a 家」服務）。此乃全港首個為長者及照顧者提供
一站式樂齡科技教育、租賃與清潔及保養服務的試驗計劃，務
求把「樂齡科技 帶返屋企」，協助長者居家安老。試驗計劃為
期四年半，社聯作為主辦機構，香港紅十字會、基督教香港信
義會社會服務部及聖雅各福群會作為計劃的三個核心營運機
構，分別負責教育服務、租賃服務和清潔及保養服務。位於沙
田的賽馬會「a 家」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中心於本年初正
式開放予公眾參觀，而在招商局慈善基金會資助下，位於火炭
的樂齡科技清潔及保養服務中心亦已投入運作。

「a 家」服務項目總監李錦雄表示，此服務讓長者能以可負
擔的價錢租用器材，還有包括職業治療師、社工和樂齡科技應
用指導員在內的跨專業團隊提供由租用前上門評估至租用時持
續跟進的一站式服務。租賃服務以沙田區（包括沙田、大圍、
火炭、馬鞍山）為首個試點，首要支援剛出院的長者病人、獨
居長者、雙老家庭及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租賃服務日後亦
有望擴展至其他地區，令更多長者及照顧者受惠。李錦雄期望
透過這項全面服務，加強市民認識及應用樂齡科技，進而提升
長者和照顧者居家安老的信心和能力，長遠推動本地發展嶄新
的長期護理服務模式。

一站式服務 
助長者居家安老

由      做到尾a

定期跟進使用者情況，並檢查器材。
如有需要，根據使用者的身體狀況評估
和生活環境的改變，重新推薦更合適的
器材。

 應用 apply 5

教育及租賃服務中心透過各類型教
育活動，例如導賞團、工作坊、專題展
覽等，協助長者、照顧者以及其他有興
趣人士了解樂齡科技的應用，並於有需
要時轉介租賃服務。

 教育 education 1

租賃服務隊收到轉介後，職業治療
師、社工和樂齡科技應用指導員會上門
提供個人諮詢服務，評估長者的身體狀
況和生活環境。

評估 assess 2

按照使用者要求，安排計劃職員送
貨上門、組裝器材，並指導器材的使用
方法及注意事項。

 組裝 assemble 4

使用者可隨時結束租賃合約，並聯絡
職員上門收回租賃器材。器材收回後，會 
經徹底清洗、消毒、維修及重新包裝，待
其他人士租用。

清潔及保養 
assu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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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a 家」服務有逾 600 件樂齡科技器材和配件可供
租賃，種類涵蓋長者在食、住、行各方面的需要，同時亦有
助減輕照顧者壓力。「a 家」服務團隊會詳細指導每位使用者及
照顧者器材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更會為每款器材製作簡
單易明的使用說明書及教學短片，方便使用者日後隨時參考。
中心將持續增添器材至約 2500 件，以回應更多長者需求。

租賃器材逾六百件 
涵蓋食住行

日常生活輔助器具

重點器材
介紹

翻身減壓醫療護理床
• 整個床面有自動傾斜功能，可以幫助轉身
• 可設定自動模式，最長 24小時自動進行翻
身減壓及其他角度調節

• 方便長者更靈活轉換臥姿，減低壓瘡形成
• 可同時改動床頭、床腳及床的高度
• 自動運行模式的設定內容可儲存至記憶卡，
以便複製到其他同款護理床應用

特別功能輪椅 
（可作步行車及輪椅使用）

• 具自助或助推式功能
• 簡單調整手推把角度，便可轉成助行器
• 坐墊採用防滑海綿，加上前高後低設計，
能防止臀部向前滑動

特別功能輪椅（加倍安全）

• 輪椅會在用家站起後自動剎車，確保安全 
• 站立在腳踏板上時，腳踏板會因施加的體
重而降落到地面，有效防止輪椅向前翻倒 

• 無人乘坐狀態下， 操作桿比較重，解除
剎車鎖時，會發出「啪」的一聲脆響，確
保安全

組合式斜台
• 方便輪椅使用者或其他有轆輔助器材進出
• 由塑膠製成，輕巧方便兼易於搬運
• 容易安裝，無需大工程便可快速令空間變成無障礙
• 斜台由特別設計膠磚組成，可按需要加裝或減少
• 設有防滑表面，適合室內室外使用

減壓座墊
• 內有多個充氣小包，能夠提供穩
定的坐姿承托，分散和減少身體
承受的壓力

• 透氣設計有助調節坐墊的溫度及
濕度，預防壓瘡形成或惡化

電動輔助助行器
• 能感測使用者可掌握的動力以發出助
力，協助使用者安全、自然地步行

• 在平地及上斜時會提供助力，落斜時
則產生阻力，確保安全

• 具自動剎車功能
• 設語音功能，如當斜度改變或電池異
常時，便會向使用者發出提示

輔助餵食機
• 使用者可自主決定進食頻密次數和揀選菜式
• 配有特定食物盤，設 4個分隔方便放置不同菜
式

• 配有不同深淺度的匙羹，方便進食不同類型的
食物

• 可根據用家位置設定匙羹送達位置

旋轉式淋浴椅
• 防滑
• 座面可以 360度轉動
• 高度可調校
• 可摺疊設計，易於儲存
• 手柄可提起，以便轉移

行動輔助器具

無障礙環境建築及通用設計

坐姿及體位矯正輔助器具

• 坐墊前方的海綿可方便使用者轉
移及預防身體向前移動

• 前方設有小型儲物袋，方便存放
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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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歲的賴婆婆去年底因肺炎入院，出院後步履
能力大不如前，需靠輪椅代步，而且不論起床、如廁、
沐浴等皆需照顧者輔助。「a家」租賃服務團隊接到個
案後，隨即安排職業治療師及社工上門評估。團隊建
議賴婆婆租用醫療護理超低床和有轆淋浴椅。醫療護
理超低床可調校高低，方便把婆婆轉移至輪椅或淋浴
椅。淋浴椅的有轆設計同樣易於轉移，減少危險同時
減輕照顧者體力上的負擔。器材送抵賴婆婆家中，隨
即由樂齡科技應用指導員及專業技師組裝器材及指導
使用方法，服務隊亦持續跟進婆婆的復康進度及照顧
者的照顧情況。  賴婆婆與照顧者皆表示，器材非常好
用，令日常生活
更方便，大讚淋
浴椅方便為婆婆
清潔與抹身，醫
療護理床則讓婆
婆比以前睡得更
舒服，「經常一
覺瞓天光！」

年逾九旬的劉伯有長期病患、行動不便，日常起
居皆由女兒主理。特別是進出浴缸時要靠女兒肩膀借
力，令女兒肩膀及腰部經常受壓。租賃服務隊上門評
估後，了解到由於是租住居所的關係，所以不可鑽牆
安裝扶手，故推薦劉伯租用便攜式浴缸扶手。在浴缸
邊加裝這款扶手，有助劉伯安全進出浴缸，不用時時
刻刻依靠女兒借力。劉伯形容：「扶手十分穩陣，保護
到我，令我很有安全感，洗澡時不用再擔心會跌倒。」
其照顧者女兒今年亦已 60歲，爸爸剛出院時她非常
徬徨，不知如何選擇合適的輔助器具，幸得租賃服務
隊的幫忙。她說扶手協助爸爸更安全地洗澡，減輕自
己的身體負荷，令照顧工作更輕鬆，又感謝服務隊的
社工提供社區支援建議。她形容服務「投資少、回報

多、服務好」：「有
這個服務我們照
顧者就不怕買錯
器材，少走很多
冤枉路，最重要
是大大減輕經濟
負擔。」

善用器材   提升生活質素 劉伯的浴缸扶手 
照顧者同受惠

用家 
分享 

李錦雄表示，為了讓長者能於可負擔的條件下租用器材，租賃服務參考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的收費模式釐定租金，按長者和其同住家人收入釐定 8
個共同付款級別，以「能者多付」為原則，負擔能力較低的使用者將繳付較低
的租金（見附表）。租金包括器材成本、一站式的評估、送貨、器材的安裝和
指導、跟進、維修、清潔和保養。正在領取或合資格領取綜援的使用者，可
申請豁免按金。

租金考慮長者經濟能力  冀人人皆可負擔

附表：以租賃「翻身減壓醫療護理床」為例，說明使用者所需繳付的租金

備註：
1. 租賃期最少為一個月。
2.  簽訂服務協議後首月所需繳付
金額包括按金、首月月租及預
繳下月月租。

3.  租用兩件或以上器材之使用者，
將享有租金優惠。

使用者的家庭收入 / 
共同付款級別 

（I為最低，VIII為最高）

3人家庭 
領取綜援
第 I級

2人家庭 
月入 $24,000
第 IV級

3人家庭 
月入 $65,000
第 VIII級

每月租金（第 1至 6個月） $279 $616 $3,195
每月租金（第 7個月起） $204 $541 $3,120

「a 家」服務其中一個特色，就是有跨專業
團隊包括職業治療師、社工和樂齡科技應用指
導員上門評估及跟進服務情況。租賃服務團隊
的職業治療師楊敏賢表示，上門評估主要觀察
兩件事，其一是器材能否配合長者的居家環境，
其二是長者平日生活習慣，而後者尤為重要。
評估時，治療師會要求長者示範出入廁所、坐
/ 企轉移、上床睡覺等動作，從中觀察對方的
自理和認知能力，以推斷長者需要哪些輔助器
材及提出家居改善建議。

「居家安老不是單靠一件器材解決，而是
要全面、宏觀地察看長者的生活，包括起居習
慣、居家環境與安全，從而掌握長者需要，讓
他們真正享受生活。」

不過，楊敏賢坦言，有些長者起初會有抗
拒使用器材的時候。她曾接觸一位雙腳退化的
伯伯，「平日行步路都要動用兩支拐杖」，於是
推介對方租用電動輔助助行器。伯伯聽到要用
電就很抗拒，但在家人鼓勵下，決定即管一試。
結果伯伯在第一天使用助行器時，行動能力已

跨專業合作  助長者活得有自尊
見明顯改善，下樓吃早餐、散步等不再笨手笨
腳之餘，更獲鄰居讚賞助行器款式新穎。這大
大增加了伯伯使用器材的信心，走每一步都變
得有自信。

開創全新職位—— 
樂齡科技應用指導員

除了職業治療師外，樂齡科技應用指導員
（Care Equipment Counsellor，CEC）也屬「a家」
服務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樂齡科技應用指導員
是計劃下所開設的一個全新工作崗位，主責服
務中心的教育及導賞工作、支援職業治療師評
估個案、指導器材的使用方法、跟進個案、清
洗消毒器材，以至為復康人士提供輔助就業培
訓。指導員會接受在職訓練，以提升服務質素
及個人職業發展機會。目前計劃中獲聘的指導
員，皆以有志投身安老或護理行業的青年為
主，以下是其中三位的工作分享：

清潔及保養服務團隊CEC蘇詠恩

教育服務團隊CEC蔡朗希

租賃服務團隊CEC陶劭揚
「a家」服務讓我更深入了解長

者的需要，以前覺得長者患病，去
看醫生食藥便行，往往忽略了他們
經常會因病失去自主生活的尊嚴和
自尊心，樂齡科技器材就正好讓他
們重拾自主生活之餘亦重拾自尊，
不用時刻要人幫忙。

我主要負責器材清潔、制定清
洗程序、指導復康人士包裝器材等，
雖然較少機會直接面對服務使用者，
但不要輕視這部分的工作。因為確
保器材衞生狀況和性能良好，方能
令每一位長者用得安心又放心。

最初加入「a家」服務是想去認
識多點樂齡科技，現在上門跟進長者
使用器材情況，看到服務能透過不同
器材幫助老友記解決生活問題或照顧
疑難，實在有很大的滿足感。另外，
我亦藉工作學習到不同的專業知識，
了解到安老行業有很多不同範疇，出
路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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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樂齡科技清潔及保養服務中心則參考日
本運作模式及標準，並從當地引進 10 款清洗
消毒機械設備，把回收的器材徹底消毒、清潔、
維修及重新包裝，並附上全新的產品說明，讓
下一位使用者獲得最良好的使用體驗，推動租賃
與共享文化。專業團隊亦為整個租賃服務提供中
央存倉及一站式物流支援。中心更為復康人士創
造就業機會，提供清潔及保養樂齡科技器材的培
訓，助他們擴闊視野，發揮才能。中心亦設有導
賞團供公眾或團體預約參加。

中心於本年八月進一步擴展服務，提供「輔
助器材清洗消毒服務」予全港社福機構、院舍等團
體，包括為輪椅、助行架、沐浴椅等輔助器材進行
消毒、清潔、除臭及乾燥，保持器材衛生，防止器
材成為傳播病菌的媒介，保障使用者、家人及員工
健康。如欲預約服務，請致電或電郵至清潔及保養
服務中心查詢。

居家安老是不少長者的心願，「a 家」服
務正正為此而誕生。社聯業務總監陳文宜說：

「曾探望過一對住在公屋的公公婆婆，好記得
一入屋，就看到他們把床放在客廳，而不是
睡房。原來他們這樣做是為了方便照顧，雖
然兩人年紀老邁，但依然很想做到自己照顧
自己。」她說，「a 家」服務很想幫助這類雙老
家庭，以至其他剛出院長者提升居家安老的
條件，同時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a 家」服務營運至今近一年，陳文宜稱，
大部分使用者的回饋意見都很正面，開心見
到部分人因為身體狀況好轉，而不再需要租
借器材輔助，但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服務
能夠解決燃眉之急。

不過陳文宜強調，要達至居家安老，需
要為長者及照顧者定期評估、個案管理、教
育與跟進。因此，這項為期四年半的試驗計
劃，特設跨專業團隊為個案做諮詢和定期跟
進，並結合教育元素，以推動租賃樂齡科技
器材文化，普及樂齡科技的應用。

長遠而言，陳文宜冀透過這四年半收集
數據，推動社會發展一個融入樂齡科技元素
的新長期護理服務模式。她說很多長者都希
望留在社區安享晚年，惟社區支援服務名額
不足，服務亦需要與時並進。「其實本港對租

樂齡科技 與  
居家安老

樂齡科技清潔及保養服務中心
地址： 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7-31 號

協興工業中心 14 樓 C 室
電話：3892 7000
電郵：cmsc@ageathome.hk
*只供導賞團形式預約參觀
*歡迎社福機構 / 院舍等團體預約「輔助
  器材清洗消毒服務」

www.ageathome.hk 導賞團網上報名

賃服務的需求很大，本服務的器材尤其針對
有需要的病人，例如癌症病人、中風人士也
都適用。」故她希望服務日後可擴大使用者範
圍，包括發展成離院護理支援，為出院病人
提供過渡性支援，藉租賃服務協助他們重返
社區時，改善生活上的困難。

要走到這一步，陳文宜指需要連繫各方建
立溝通平台，加強醫社合作。另一方面，她亦
冀「a 家」服務能結合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
計劃，資助長者租用產品，讓更多人受惠。

賽馬會「a家」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中心
地址： 新界沙田小瀝源牛皮沙街 2號愉翠商場M樓 2號舖
開放時間：  周一至周五 –上午 10時至下午 5時 

（午休：下午 1時至 2時） 
周六 –上午 10時至下午 5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話：3153 5252
電郵：ersc@ageathome.hk

社聯業務總監
陳文宜

佔地約七千平方呎的賽馬會「a 家」樂齡科技教育及租
賃服務中心，開放予公眾人士參觀及參加各類型教育活動

（如免費導賞團或互動體驗工作坊）。中心內設有擺放各種
樂齡科技器材的模擬家居佈置，讓長者、照顧者及公眾親
身試用專屬的樂齡科技器材。計劃的專業團隊，包括職業
治療師、註冊護士及樂齡科技應用指導員，會提供相關
專業資訊及職業治療和護士諮詢服務，協助有需要人士
選擇器材，並於有需要時轉介租賃服務。中心更設有評
估區模擬浴室等場境，牆身刻有量度，職業治療師可根
據服務使用者的實際家居環境，靈活移動隔板調節空間
大小，方便他們為長者評估和選配合適器材。

中心亦會舉辦各式的專題展覽，於八月至十二月
期間舉行的「樂齡科技與家居安全」專題展覽，除了
期間限定的樂齡科技器材展示外，更邀請廣大市民參
與有獎互動遊戲，共同以樂齡科技打造一個最適合
長者的安全家居。在展覽期間，「a 家」服務夥拍香
港中文大學賽馬會骨質疏鬆預防及治療中心為長者
及照顧者進行基本跌倒風險評估，並提供多方面支
援。展覽無需預約，歡迎各位前來參觀。

兩大服務中心 
讓公眾親身了解樂齡科技

立
體
焦
點

立
體
焦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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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生意難做，社會企業的營運就更見困
難。部分社企錄得虧蝕、現金流不足，甚至結業。但
有危就有機，有社企在疫情下，盈利和項目成效卻不
跌反升，其中一間就是「妳想煮意」。它們靠著婦女的
一雙手、健康食材，再搭配適當的網上營銷策略，成
功煮出新境界。

「妳想煮意」是一間專門聘請婦女製造餸盒的社
企，以促進婦女充權及就業為使命。受聘的婦女負
責採購新鮮時令食材，設計及製作可供即煮的餸盒菜
式，讓忙碌的都市人放工後可快速炮製健康住家飯。

改善網上營銷
這間成立不到 5 年的社企，主要以網上平台作

為經營模式，顧客在網上選購餸盒後，再由專人送貨
上門。創辦人葉曉慧表示，其社企一向以網上銷售為
主，但留意到疫情加快企業數碼轉型下，更覺積極發
展線上業務的重要性。「愈來愈多消費者習慣網購，我

開姐與其他婦女輪流負責採購新鮮時令食材。

們作為商戶及服務提供者，亦要追緊步伐，思考要如
何改良網上營銷策略及給予顧客的網上購物體驗。」
抗疫期間，多了人在家煮食、注重健康，團隊便把握
這個機遇，加強電子商貿的應用，生意額於疫下大
增。隨政府派發電子消費券，他們亦積極採用更多電
子付款渠道，進一步推動業務發展。

賺得利潤固然是好，但更重要的是婦女也同樣得
益。員工開姐分享道：「我以為，我在工場做的只是

『家庭主婦』的事。但原來不是，在工場內我們都被視
為專業人士，我做的事有人認同。當客人接到我們的
餸盒後，他們都表示欣賞，我們十分高興能幫到在職
婦女及不懂得選購食材和煮食的人士。」

善用基金「升級」業務
葉曉慧深感婦女富有煮食智慧，與她們合作的模

式不想停留於「打工」而已。因此，透過社聯 Impact 
Incubator 創匯點申請社創基金，實踐「成熟原型」項

網站   https://socialenterprise.org.hk/zh-hant

1.  於「請鍵入關鍵字」空白格鍵入社企名稱或消費
券計劃下的四個儲值支付工具（八達通 /支付寶
香港 /Tap & Go拍住賞 /WeChat Pay HK）

2.  直接按下「搜尋社企」即可搜尋各間社企及聯絡
資料

邊間社企可以用消費券？
超過 140間社企都可以用到電子消費券，所提供的產
品／服務非常廣泛，從飲食、生活百貨、健康護理用品、
環保工作坊、按摩推拿及針炙，以至本地旅遊等，一
應俱全。即上社企商務中心尋找心儀的社企！

網上搜尋器

使用「社企搜尋器」尋找社企

手機 App

項目培訓及支援撥款資助

社企化「疫」為機
把握網購及電子支付趨勢

目，讓婦女員工盡展所長，成為女「煮」角，善用她
們製作的產品，例如醬料，推出一系列微型品牌。在
基金支持下，社企有額外人手統籌，Impact Incubator
亦連繫有經驗之士如品牌及市場學顧問，協助社企實
踐「新業務」。

葉曉慧形容整個過程非常令人鼓舞，「當看到婦
女們自豪地介紹自己的產品，我們發現其實很多婦女
對創業都有非常大的熱誠，對飲食、烹調和產品的經
驗亦很充足，欠缺的只是有系統的培訓。」她鼓勵大
眾身體力行支持社企，「用錢包內的一分一毫去投票，
支持你想見的社會形態。」

最新社企數字
社聯轄下的社會企業商務中心每年編制《社企指

南》供公眾查閱。截至 2021 年 4 月底，指南中的社企
數目達 659 間，較去年減少約 1.1%，其中包括 53 間
新加入，60 間結業。它們分別由 341 個團體所營辦。

社企種類方面，佔總數最多的首
三個類別分別為「健康護理及醫療」

（15.3%）、「 愛 惜 地 球」（15.2%）及
「生活百貨」（14.3%）。

新增之社企面對的最主要困難
是營運成本高昂（26.6%）、租金高昂（23.4%）及公
眾對社企認知不足（22.7%）。它們認為「加強公眾
教育」（26.8%）最能幫助社企，其次為「增加融資
渠道」（18.7%）及「機構及公司制訂責任採購政策」

（16.3%）。

去片！

「妳想煮意」 員工
開姐在工場製作
餸盒。

「妳想煮意」 創辦人葉曉慧。

1 1 1 2

會

客

室

會

客

室

https://socialenterprise.org.hk/zh-hant


好
心
好
事

輔助儀器 /電腦輔助儀器 
製作服務

殘疾人士及長者礙於身體上的殘障或機能衰退，在日常生活、工
作和學習上，往往會遇到不少困難。有見及此，香港公益金每年撥款
港幣一百二十多萬資助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推行「輔助儀器 / 電
腦輔助儀器製作服務」，透過為殘疾人士及長者提供合適的輔助儀器 /
電腦輔助儀器，以提高他們的獨立生活能力，協助他們融入社會。

服務會組織一群熱心的專業人士，如社工、職業治療師、電子及
機械工程師、電腦程式員、義肢矯形師等，並成立「輔助儀器製作義
工小組」，為服務使用者設計、製作、改裝、裝置及維修輔助儀器 / 電
腦輔助儀器。服務亦會提供由職業治療師負責的臨床評估及諮詢服務、
上門儀器示範及介紹服務及公眾教育講座，以配合不同殘疾人士及長
者的需要。

政府電子消費券經已陸續發放，相信大家已急不及待使用，不
過大家又有沒有想過消費的同時，都可以藉此幫助他人，一舉兩
得？社聯社企商務中心轄下的「好好社企」推出社企禮券商戶推廣
計劃《Give Me Five》，按長者、基層家庭、照顧者、
傷健人士及兒童的需要，製作不同款式的福袋，公
眾可以透過選購福袋，把福袋分享到這五個群體手
中。

福袋內的產品來自不同類型的社企禮券商戶，
有乾糧、消毒用品、文具等。價格分有 250 元及
500 元，顧客更可以電子消費券付款，購買後將由

「好好社企」代為把福袋分享到指定群體手中。換
言之，大眾最少只需花消費券的 5%，便可既為有
需要人士送暖，又能支持社企持續發展。

誠如以倡議可持續食品聞名的美國暢銷書作家
Anna Lappé 所言：「你的每一次消費，都是在為
你想要的世界投票。(Every time you spend money, 
you're casting a vote for the kind of 
world you want.)」每一個消費者
的行為，都帶有影響社會的
力量。享受購物時，若能
同時推動社會可持續
發 展， 何 樂 而 不
為？

電子現實導向板

懷舊耆遊

輪椅訓練套件

自動錄音提示器連文字顯示

設計及製作進食輔助設備

為輪椅使用者設計及安裝可摺疊斜坡

5%的消費力量

除了購買福袋，顧客
亦可額外選購社企禮
券，親自到訪社企、
本土小店等使用。

社聯實習：為年輕人播下社創種子
今次《Give Me Five》計劃背後，是由「好好社企」一班實習

生協助籌備。其中來自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的朱巧時、香港城市
大學公共政策與政治的沈澍韜及香港中文大學城市研究的江天朗，
分別負責構思福袋的禮品組合、推廣策略、海報設計及宣傳短片製
作等。三位不約而同表示，透過社聯實習，加深了解本地社企發展
原來很多元化及創新，賺錢與實踐社會效益並非二元對立，而是可
同時兼顧。藉著這次實習，創新和社會責任漸漸在年輕人心中扎根，
三位都冀畢業後能學以致用，造福社會。

（左起）「好好社企」實習生
江天朗、沈澍韜和朱巧時。

電動護理床維修服務

訓練麻雀套件

連環快拍 
遊戲套件

平板互動遊戲棋系列 
- 那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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