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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可持續發展路線圖

凝聚力量
攜手向前

《香港經濟日報》專輯組特別製作的專業企業社會責任雜誌—《CSR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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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社會責任（CSR）在過去廿載持續在社

會深化，孕育出多種模式，從以往單一的慈善項

目，發展到現時企業與社福界的跨界別合作創

造協同效應，近年更有企業嘗試結合商業利益

及社會利益創造社會共享價值（Create  Shared 

Value，CSV）。企業要邁向可持續發展，其實有

多種途徑可循。

    「商界展關懷」計劃在過去17年，一直在本

地推動CSR，為商界與社福界搭建合作平台，當然

也見證着更多由不同組織舉辦的企業社會責任獎勵

計劃。然而，其他如ISO26000及其他企業可持續

發展指數所設立的標準，都是企業可作參考的指

標，為企業建立可持續發展的長遠方向作指引；而

聯合國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 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更成為企業從中

尋找長遠發展及點子的方向儀。

    對追求進一步深化CSR的公司而言，他們能

透過多項不同程度規格的國際指標，如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

和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SASB）等，為公司的可持續發展作「盤

點」，透過檢視，藉此推動可持續發展，提升企業

的信譽和持份者的信心。

    今期封面故事就總結了企業邁向可持續發展所

採取的不同策略，歸納成一幅路線圖，企業的管理

層可因應自身企業的性質，選取最合適的發展路

線；當中更有成功企業分享心得，冀為各企業管理

層帶來啟發。

    企業邁向可持續發展，從來沒有一條特定路

線，相反，它更像是一個尋找寶藏的旅程，當中潛

藏不同的可能性，企業能根據自己的需要，選取最

適合自己的路，即使在不同的起點出發，最終亦能

邁向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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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界展關懷」計劃踏入第17個年頭，我們一直致力推動社福界與企業建立長期伙伴合作。從最初200多家
企業，發展至今天擁有3,800多家企業、500多家社會服務機構的民商官伙伴合作平台，「商界展關懷」計劃無疑
是推動社會共融、發展的重要力量。

    由於獲嘉許的企業眾多，多年前開始，我們只重點邀請連續獲得10年、15年標誌的企業代表出席嘉許禮，其
他企業則通過伙伴聯繫日認識社聯會員機構及其他慈善團體。每年今天，都是企業與社會機構「相睇」的大日
子，多年來連結了不少新的合作伙伴，發展出創新項目，滿足社會需要。

    然而，今年的嘉許典禮有一個新增安排，就是邀請第一次獲頒「商界展關懷」或「同心展關懷」標誌的600
多家企業、機構出席，除了肯定大家的貢獻外，還希望給大家一個目標，就是在未來10年、15年，以致更長的時
間，繼續與提名機構保持合作，甚至發展出傑出的伙伴項目。

    「商界展關懷」計劃並不單是一個嘉許活動或企業認證，而是一個民商官平台，共同建立共融社會、推動社
會發展。要成為「商界展關懷」企業，必須與社會服務機構有實質的合作，這是計劃的核心。我們深信，只要開
始了合作關係，接觸社會種種需要，定必愈來愈投入，為有需要的人帶來改變。所以今天3,876間獲頒標誌的企
業中，超過3成已經連續10年或以上獲頒標誌。它們在改善社會、善待員工、善待環境各方面的努力，都持續地
增多。

    伙伴合作不單是個別企業和機構的關係，「商界展關懷」平台更加凝聚集體力量，聚焦處理社會問題。其中
一個例子，是社聯最近與團結香港基金及多家企業、服務機構合作，透過探訪了解劏房居民生活處境，再運用企
業知識和網絡，發掘改善方案。過程中，我們明白集體智慧和力量的重要性，可在短時間內讓長期困擾劏房住戶
的問題得到改善。未來幾個月，社聯會繼續邀請企業加入這個名為「民生無小事」的合作計劃，攜手為劏房住戶
改善家居環境，我們預先呼籲大家響應支持。

    2015年，由聯合國發出的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Goals, SDGs」，強調以民商
官互利合作達致全球可持續發展，「商界展關懷」計劃的工作正好回應這SDGs。希望大家亦以此為共同的目
標。

    在此，謹代表社聯感謝各「商界展關懷」企業及「同心展關懷」機構多年來以行動支持及推動企業社會責
任；亦感謝各社會服務機構與不同界別合作。

陳智思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主席

蔡海偉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行政總裁

連結、發展，走更遠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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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
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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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Checkpoint 1 創造共享價值Checkpoint 3跨界合作Checkpoint 2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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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26000
GRI

Crossover

Caring Company 
Scheme

ESG Reporting



5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Caring Company Special Edition 商界展關懷特刊2019

社會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需要每一個人的參與，而企業是社會重要的組
成部分，其角色更是必不可少。

隨着社會轉變，本港企業的負責人已日漸意識到，他們為企業發展作
出決策時，除須考慮經濟因素，更要顧及環境及社會條件，因而有
愈來愈多的企業積極透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或實踐「創造共享價值」（Creating Shared 
Value, CSV），實現企業以至社會可持續發展。

雖云「條條大路通羅馬」，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確有不同的途徑，但如
果能預先了解每條「路線」的獨特之處，走起來自然有更好的準備和
發揮。為此，今期將為大家展示可供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要路線
圖，讓大家在開展旅程前做好準備。

Text︰Simon、Joseph
Edit︰Fai

企業策劃路線圖

可持續發展目標Checkpoint 5環境、社會及管治滙報Checkpoint 4

CSV

裝備

藍圖 員工支持 供應鏈伙伴 持份者參與 管理層思維 創新方法 溝通渠道

藍圖 員工支持 供應鏈伙伴 持份者參與 管理層思維 創新方法 溝通渠道

相信不少朋友在展開每段旅程前都會細心安排，由結伴同行的朋友，到攜帶的行李，以至行程的規劃
都會事前作好準備。同樣，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如一趟長線的旅程，當中需要周詳的規劃和不同的「裝
備」，就如企業負責人除須有明確的目標和堅定的決心外，員工和持份者的支持及參與，以至清晰的藍
圖亦不可缺少。因此，企業在展開這漫長的旅程時，緊記要準備好所需的「裝備」。如此一來，旅程自
然更輕鬆寫意。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似是老生常談，
但其實不少本港企業早已將這份信念融入日常營運，例如透過舉辦義工活動、捐錢予社會機構，

甚至是關顧員工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體現「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價值觀。

近年，本港不少企業更積極「升級」，包括透過參考各類相關指標或取得相關認證作為「支援」，
帶動企業的營運模式作出轉變，從而發展出更深層次的CSR策略，

以更有系統或成效的方法回饋社會，與社會共同發展。

CSR項目
獨立於主要業務之外

CSR項目
因應主要業務發展而制定

員
工

環境

社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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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Checkpoint 1

尋求共贏之道

Case
履行CSR提升企業管治
由於深明良好的企業公民，須於業務所在的社區履行社會責任，並在營商決策過程中，結合社會、員工
關懷及環境保護等元素，莎莎集團在參與「商界展關懷」計劃的同時，亦透過香港品質保證局的「社
會責任進階指數」，建立多個平台，以有效分配資源，支持不同項目的發展。莎莎相信，通過參與環保
和社區服務，能推動集團以更負責任及可持續發展的方式經營業務，令集團能達致更高水平之企業管
治，同時與員工保持緊密溝通，培育及建立更優秀的團隊。

HKQAA社會責任指數

為推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香港品質保證局於2008年推出「HKQAA社會責任指數」。指數根據ISO 26000「社
會責任的指引」的4類指標，包括企業管治、社會福祉、經濟增長及環境保護來評價機構的表現，並把指數綜合
得出最後評分。

CSR



要實踐成功 須持份者配合
康年餐廳早於十多年前已開始聘用殘疾人
士，「期間我們認識了『商界展關懷』計
劃並一直支持至今。」康年餐廳負責人蔡
偉廉表示，無論是聘用殘疾人士或實踐
CSR均須不同持份者的支持，「例如要
讓其他員工了解這樣做的原因，並建立相
關的企業文化，實現傷健共融。」他指
出，中小企雖然資源有限，但只要有心加
上適當地調配資源，亦可在實踐CSR方面
取得一定成就。

目標須清晰 從內到外推廣
屈臣氏集團參與「商界展關懷」計劃至今
17年。該集團認為，若要持之以恆實踐
企業社會責任，除須定下清晰的目標和方
針，更要以人為本，例如在關心員工身心
健康和發展以外，積極推廣關懷社區文
化，舉辦不同類型的義工活動，鼓勵員工
參與，為貢獻社會出一分力。該集團深
信，透過參與相關計劃和義工活動，能
增加員工之間的溝通和互動，提升歸屬
感、投入感及滿足感。

Case Case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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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心 還要與時並進
「希望透過參與『商界展關懷』計劃令
公司的CSR發展更有規劃。」匠髮廊行
政總監梁國華表示，履行CSR除了「有
心」，更要做到與時並進：例如由最初
關注年輕人的發展，到近年較著重長
者服務，均是配合政府的政策和社會
實際需要。「我們通過計劃認識到不同
界別的人士，成功做到借鏡、借力及借
勢，為品牌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支
持。」

商界展關懷計劃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商業可持續發展中心伙拍策略性伙
伴，展開「香港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HKBSI）及其他可持
續發展指數的編制項目，邀請50家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進行
網上問卷評估，填寫年度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

因應市場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注，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參考
香港品質保證局的可持續發展評級結果，為恒生可持續發展
企業指數及基準指數挑選成份股。該指數的投資理念不只是
為了投資收益，更重要是支持可持續發展概念，即不單關注
股東利益或利潤，而是講求維護持份者的更廣義利益。目
前，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設有5隻指數。

香港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 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

可持續發展目標融入營運
在第四屆HKBSI中，煤氣公司於50家恒生指數成分股公司當中排行第一，並成為首間
達到90分以上的企業，取得「典範者」級別的成績。該公司認為，箇中關鍵在於重視
業務的可持續性和企業社會責任，積極回應持份者的期望和訴求，從而在拓展業務的同
時，把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融入營運策略和管理措施。

Case

「商界展關懷」計劃透過促進商界與社會服務界的策略性伙伴合作，共同推動
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共融社會。此外，計劃協助促成企業與社會服務機構彼此
認識及加深了解，開拓合作空間，以推行針對社會需要的跨界別社區計劃。在
2018/19年度共有3,876家公司/機構獲頒「商界展關懷」/「同心展關懷」標誌。



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願景，
愈來愈多企業會透過社會參與計劃回饋社會，

履行其企業社會責任。
不過，社會上的不同持份者各有其獨特需要，
企業未必對其社會服務對象有充分的了解，
那麼，企業在建構計劃時有甚麼重要考慮，

從而把服務成效最大化？

須有開放態度作充分溝通
為協助兒童學會自行處理小衝突，恒生
銀行及香港家庭福利會於2013年起合辦
「恒生─家福青少年調解計劃」。

雙方代表認為，雖然合作的機構性質以
至對服務的需求均有不同，合作時往往
會迸發出「火花」，但最重要是互相溝
通及了解，正如調解的理念，只要雙方
持開放態度去接受意見，並抱有共同信
念，便能取得雙贏的方案。

身體力行動員不同持份者
家居維修並非人人可以負擔，故新世界建築
有限公司與中華傳道會基石社會服務中心於
2015年合作組成「新築工匠特工隊」，由
前者的管工、工匠、學徒及承辦商的工匠和
老闆充當義工，為有需要的家庭維修家居設
備。

有參加者表示，透過計劃除讓義工們學會如
何關心家人，特別是家中的長者外，更推動
部分受助長者成為義工，由受助者變成助人者，擺脫認為自己沒用的觀念，並漸漸
建立起鄰舍關係，達至政府提倡的「居家安老」中社交的要素。由此可見，1加1的
力量絕對不只2，它可引發漣漪效應，令影響力變得更廣更遠。

雙方合作：發揮所長

▲　�新築工匠特工隊期望為有需要的家
庭提供維修服務之餘，能與他們建
立鄰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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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合作Checkpoint 2

結集各方力量

Case

跨界合作

在日常營運中，企業往往較社福機構擁有較
多的資源和較廣闊的營商網絡，對於業務的
營運以至市場推廣亦有更全面的認識；社福
機構對所服務對象及其需要卻有更深入的認
識。

因此，商界在邁向可持續發展的旅程中不
一定要「孤軍作戰」，只要找到合適的伙
伴，其實大可透過跨專業合作，善用彼此的
優勢，令資源用得其所，甚至發揮更大的功
效。

Crossover



善用資源成效更廣
為使智障人士擁有獨立自主能力，歐萊雅香港有限公司（L'Ore′al）與匡智會及Root Salon合作推展「美麗事
業美好人生」計劃，為智障人士提供首個具認受性的美髮專業培訓課程，讓智障人士也能擁有美麗事業和美
好人生。

過程中，L'Ore′al除將課室翻新為專業訓練髮廊外，亦為學員提供髮廊訓練設備及培訓所需的美髮產品，並為
課程發展提供專業意見；而匡智會則草擬課程內容，為學員將來投身社會尋找合適機會；至於Root Salon會
為學員提供實習及就業機會，並為課程導師提供培訓。

負責計劃的代表認為，該計劃不只令學員受惠，對其身邊的人也有正面影響，例如讓學員的家人、髮廊的客
人以至同事，均了解到智障人士也有自力更生的能力。

跨界合作 多多益善
正如文章開首所言，跨界合作旨在結合各界持份者的力量和
優勢，令其推動的項目成效更為顯著，所以除了商界與社
會機構一加一的合作模式，或如上述不同界別的合作模式
外，還可以考慮來一個商社合作大集結，就如在2016年舉辦
的LOVE'S TEAM「同一添」慈善市集，便由太古地產愛心大
使凝聚15間社福機構，為各個社群構建共融平台，讓彼此加
深了解，互相欣賞。

各位商界的朋友是否已準備好踏出第一步，與合適的伙伴繼
續前行呢？

多方合作：成效更廣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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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合作個案可參考本年度「傑出伙伴合作計劃獎」的分享（P.17-21）



近年有企業嘗試另辟蹊徑，
從基本的產品、市場及供應鏈管理入手，
實踐由美國學者提出的「創造共享價值」
（Creating Shared Value，CSV）理念，
使商業價值與社會效益能夠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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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辟蹊徑
創造雙重價值

創造共享價值Checkpoint 3

開展CSV試驗項目，
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出發點，

發掘新商機提升公司競爭力。

CSV成為企業經營策略的核心，
於業務發展解決社會問題。

CSR項目因應主要業務對社會、
環境所造成的影響而制定。

創造共享價值

CSV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Michael Porter和Mark Kramer在《哈佛商業評論》發表，鼓勵企業於營商
過程中結合社會關懷與環境保護等元素，創造出某種能對社會問題帶來正面的營運模式。企業可透
過發展新業務實踐CSV，亦可調整現行業務達致目標，視乎何者對企業及社會能創造最大價值。

「大有大做，細有細做」，中小企及初創轉變業務模式，是一股不容忽視的CSV動力。扶貧委員會
轄下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下稱社創基金）鼓勵企業定立營運模式時，加入解決社會問題的
元素。其中一間獲資助的創新科技初創企業AESIR，主力開發AR互動遊戲書，幫助特殊學習需要
（SEN）的學生學習，共同創辦人黃潤華和陳浩升認為SEN有市場，不少有心的學校及老師都希望
借助科技提升教學成效，故未來會繼續為學校開發產品，達至商業和社會價值並重。

CSV



Case
生命影響生命 實現共融
共享辦公室及工作空間The Wave是全港首
間獲得B Corp認證的牟利商業機構。The 
Wave執行副總裁湯喬予透露，自公司成為
B Corp，更多人認識正面的從商模式，先
後吸引了社聯、香港警隊等與其合作，共
同打造有意義又創新的培訓項目，讓商界
可產生更多協同效應，遂漸改變各界之間
的合作性質，實現以生命影響生命，以及
帶動社會共融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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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
企業可透過3種方式
實踐CSV，包括：

重新定義產品與市場

羅氏集團發展商廈重建項
目時，重新定義目標客戶及市場，以D2 
Place為時裝及文創產業的初創公司提供
創業支援，不只透過利潤分享提升租金
收入回報，並推動社會及政府支持本地
創作。

Case

1

重新界定生產過程

香 港 中 華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與 那
打素醫院合作，利用「轉廢為能」創造商
機，推出利用沼氣推動的熱電聯供系統，除
有助減少碳排放外，每年亦為醫院節省270
萬港元能源費用，並為煤氣公司帶來300多
萬港元的額外收入。

Case

2

促進地方產業發展

香港機場管理局推行「EXTRA MILE」社區投資先
導計劃，促進大嶼山及其鄰近地區的社區及經濟發展，並為航空
業培養人才。機管局首席傳訊主管張永翔表示，計劃從商業角度
處理社會問題，在經營的大嶼山地區建立強大的「群聚」，與社
區伙伴結成支援網絡，為有志加入航空業的年青人、非華語人士
及企業員工提供就業機會及支援，同時吸引及留住人才。

Case

3

共益企業

另一提倡商業與社會價值的營商理念，是美國非牟利
組織B Lab推出的「共益企業」（B Corporation，B 
Corp），其中B代表Benefit（利益），主要針對企業管
治、對員工、社區及環境的照顧，以及對客戶的影響力
等，並按行業類型、員工人數進行量化評估，達到一定
水平的企業將獲B Corp認證。截至今年4月15日，全球
已有2,788家B Corp，遍布64個國家和城市，涉及行業達
150種，香港則有7間企業獲認證。



12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Caring Company Special Edition 商界展關懷特刊2019

自香港交易所於2013年起
要求上市公司提交《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nvironmental Social & Governance，ESG）作滙報。
否則須作公開解釋後，報告已成為社會持份者評價企業績效與

風險管理能力的基礎之一。
企業規模不論大與小亦應強化其ESG的表現，

才能持續發展。

重視ESG能力
環境、社會及管治滙報Checkpoint 4

ESG具目標及評估機制
MSCI明晟的ESG評估體系在全球具影響力，可
助投資者識別對ESG具前瞻性思維的企業。現時
MSCI明晟旗下主要指數均設ESG領先指數。以
MSCI新興市場ESG領先指數為例，自2007年推
出以來，累計表現明顯比母指數MSCI新興市場指
數為佳，前者乃從後者中選取ESG表現較佳的企
業所組成。鄭孟揚補充，ESG指數體系下的評級
設有加減分機制，一旦企業發生與ESG有關的事
故或負面事件，有可能被減分，甚至被剔除於指
數外。

畢馬威中國商業報告和企業可持續發展服務主
管合夥人朱文偉強調，企業不應將ESG工作視為
「交功課」。「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出版ESG報
告，而是如何在報告背後，協助企業提升ESG表
現。」朱文偉以健身作比喻，ESG作為強化方
式，必須有目標及評估機制，設定合適的KPI來
衡量成效。特別是整合階段，選取合適的ESG

範疇加強鍛鍊，就如單獨訓練一組肌肉，而ESG
顧問可作教練，度身訂造ESG策略方案及路線
圖，助企業循序漸進達成目標。

若能夠將ESG整合於企業策略，可引領企業提升
營運效率，減低風險，但關鍵是管理層須坐言起
行。「董事會對ESG的重視是最重要的一環。」
朱文偉建議，最高決策層必須重視和討論相關議
題，並與專責團隊或顧問機構合作，確立健全的
ESG風險管理機制，將ESG融入商業策略與營運
流程中。

ESG普遍被認為是大企業的事，但低碳亞洲有限
公司行政總裁黎廣德並不同意：「ESG工作並非
上市公司專利。企業披露ESG相關信息，可視為
考取社會執照『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的
品格檢查，證明企業是否值得存在，與上市與否
無關。」黎廣德認為中小企也可審視ESG，就重
要業務的相關部分作自願性披露或內部評估已足
夠。

現時機構投資者普遍對投資對
象的ESG表現有所要求。MSCI
明晟執行董事鄭孟揚指出，ESG
投資風氣逐漸走向主流，香港
證監會於2016年引入參考英國
Stewardship Code的《負責任的
擁有權原則》，獲不少資產管理
機構響應，將之納入投資鏈其中
的考慮之一。

ESG

ESG Reporting



從合規
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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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點：
•  應對及滿足ESG報告披露要求

主要障礙：
•知識和專業技能不足
•忽視會對業務產生的重大影響

強化重點：
•ESG基礎能力建設

出發點：
•遵守ESG法規，並管理信譽風險
• 提升主要持份者對ESG議題的認知
• 通過實施ESG措施提高業務營運效率

主要障礙：
• 高管層未能識別重大ESG議題
• 缺乏ESG管治機制及風險管理
系統

• ESG議題未來有機會嚴重影
響業務

強化重點：
• 管理層視ESG為商業重點並在會
議中討論

• 建立健全ESG管治機制
• 將ESG整合到流程管理中
• 識別和評估最重要ESG議題
• 設定追蹤ESG指標
• 將ESG納入風險管理系統
• 增加具備ESG經驗的管理層成員

第1階段

合規要求

第3階段

策略整合

第2階段

提升效率

出發點：
•將ESG議題整合到核心業務戰略中
•在已設定經營目標的範疇取得領先地位

主要障礙：
•董事會於ESG議題方面認知與行動有差距
•尋求ESG長期發展突破點
•營運協同效應及投資回報不高

強化重點：
•董事會將ESG視為一項重要議題
•成立獨立委員會
•把ESG納入企業戰略，尋求ESG長期發展突破點
•開發和設計產品和服務時，考慮ESG的影響
•闡明ESG價值主張，形成有目標的文化
•開發綠色環保產品和服務，實行可持續供應鏈管理
•量化ESG績效，提升追蹤ESG目標實現的能力

（資料來源：畢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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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目標Checkpoint 5

企業深化CSR實踐的旅程，並沒有一條標準路線，
不論CSV、B corp、ESG等都是環環相扣，相互連結，

只要企業嘗試了解箇中理念，認為適合發揮企業專長，便可從任何一方面實踐。
當CSR實踐工作具經驗及上軌道，希望能有一個更清晰的方向，並與國際趨勢接軌，

可積極考慮向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邁進。

SDGs國際共通
企業坐言起行

▲　 一共17個SDG目標，涉及減
貧、就業、教育，以及解決飢
餓、疾病等環球性議題。

2015年通過的SDGs是一系列新的全球發展目標，旨
在從2015年到2030年間以綜合方式徹底解決社會、經
濟和環境3方面的發展問題，帶領全球走上可持續發
展的道路。現距離2030目標還有約10年時間，如何將
企業社會責任與SDGs緊密連結，未來將成為商界的
重要課題。

SDGs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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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規模 企業應選對SDGs
SDGs對企業的影響，率先體現在ESG報告當
中。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於2016年前採用了
SDG準則後，愈來愈多企業開始針對相關目標
撰寫ESG報告，以顯示對這些目標的回應和貢
獻。本地少數大型企業已率先整合SDGs，例如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就將第7、第8、第9、第13項
目標，於ESG報告相應的章節中闡述，更因應
SDGs制定了新的集團可持續發展原則。

由於企業活動佔全球價值鏈（Global   Va lue 
Chain）主要部分，因此所有企業無論規模大
小，在推動SDGs的過程中均擔當着重要角色。
此外，對SDGs作出回應亦為企業提供一個清晰
方向，通過實際行動為應對氣候變化及可持續發

展目標作出貢獻，滿足機構投資者對企業協助達
至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訴求。

然而，企業必須依據自身業務核心價值，找出
對應的SDGs，因為企業是否回應了SDGs，不
是企業自己說了算。朱文偉指出，企業不應為
了爭取與SDGs聯繫上，而在ESG報告中全面回
應所有SDGs目標，因為站在專業顧問角度，企
業應更策略性地選擇合適的SDGs，並「量力而
為」，否則或會被視為「充大頭」的行為。黎
廣德建議，企業可透過認可顧問機構進行SDG 
Mapping評估，協助辨別企業策略和業務活動符
合SDGs之處，找出對企業真正具意義及可實質
貢獻的SDGs目標。

就著17個「SDGs」，「商界展關懷」計劃於2016年編製了一份可持續目標手冊1，探索「SDGs」對本港4個特定界別之潛在影響及
相關性。4個界別包括：（一）製造、貿易及物流業、（二）零售業、（三）房地產及建造界及（四）銀行及金融界。選取這些界
別是基於它們對本地經濟之貢獻以及於「商界展關懷」計劃中的代表性。

製造及貿易
貿易和物流業是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2」之一，「製造及貿易」
業亦是2018/19「商界展關懷」計劃中的最大的界別，佔獲頒標誌
的機構數目的7.8%。貿易的產品五花八門，而這個行業的企業能
夠對廣泛的供應鏈和客戶群產生影響。

地產與建築界
香港有超過250萬4個家庭和超過100萬間註冊公司5，對物業和基
建設施的需求仍然龐大。地產商和建築公司透過各種渠道，包括
聘用員工、供應鏈以及所建設的社區類型，對可持續發展發揮
著影響力。「物業管理」是「商界展關懷」計劃中的第二大行
業，而「建築、工程及室內設計」則為第四大行業。「物業發展
及房地產」則排名第14。它們佔獲頒發標誌機構數目的14%。

零售業
根據最新的零售統計數字，香港零售業每月的銷貨總值估計達
397億元3，當中超市貨品、藥物及化妝品銷售貨品價值持續上
升。香港零售商多直接聘用本地員工，並有高度多元化的國際供
應鏈。零售業是「商界展關懷」計劃中的第三大行業，佔獲頒發
標誌機構數目的6.7%。

銀行及金融界
金融服務是香港另一個「支柱產業2」，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18.9%和總就業人數的6.8%。銀行、金融及信貸服務為「商界展
關懷」計劃中的第五大行業，佔獲頒發標誌機構數目的6%。金
融機構可透過本身的產品以及甄選投資對象和借款人，對可持續
發展發揮重大的影響力。

資料來源︰  1.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手冊
  2. 統計處︰香港經濟的四個主要行業及其他選定行業（2019年5月）  4. 統計處︰香港的家庭住戶 - 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
  3. 統計處︰2019年3月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為397億元  5. 公司註冊處︰統計數字，2014仍在公司登記冊上註冊的本地公司數目

把可持續發展目標融入本港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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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動工商機構透過實際行動持續履行社會責任，社聯於2005年成立「商界展關懷」贊助人會，凝聚商界領袖力
量，將更多企業資源和專業知識投入社區。2018/19年度贊助人會共有46家會員。

翡翠會員  Jade Members

珊瑚會員  Coral Members

C=68 M=70 Y=0 K=0
Pantone 2665C Pantone 137C

C=0 M=35 Y=100 K=0

(JA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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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跨界聯盟
【釋義】由兩個或以上的企業、慈善機構或其他非牟利組織
所組成的團體，以關懷社會、環
境，以及扶助弱勢社群為目標，
發揮各組織機構的強項，達至協
同效應。

【源起】「超跨界聯盟」一詞用作形容獲得「傑出伙伴合作計
劃獎」的伙伴合作計劃，這些計
劃可持續滿足社區需要，極具創
意，成效亦十分理想，推動計劃
的企業與社福機構在背後作出的
努力和貢獻更是功不可沒。

【用法】商界與社福界組成的跨界別合作，因雙方能各自發揮
所長，並互補彼此不足，因而讓
聯盟對應社會需要的影響力大幅
增加。

【範例】今屆得獎計劃如下︰
傑出伙伴合作計劃獎（排名不分先後）
•�共融感知花園︰匡智會�x�
　香港寶嘉建築有限公司�x�
　37間建築工程界別企業
•�同聲同戲 觀影共融︰娛藝院線
有限公司�x�香港盲人輔導會�x�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x�香港
　導盲犬協會
傑出伙伴合作計劃獎（優異）

•�「煮播」計劃︰香港中華煤氣
有限公司�x�香港聖公會福利協
會有限公司

▲　 今屆評審包括︰（左起）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蔡海偉、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基金委員會委員及推廣及發展小組委員會副主席盧金榮、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青年及感化服務）郭李夢儀、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陳智思、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方文雄。
Text︰Vivian    Edit︰Fai    Photo︰陳偉能、湯炳強、王建聰、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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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成功小秘訣】
‧各界鼎力支持

‧義工熱情度「爆燈」

‧緊密溝通

共融感知花園︰匡智會 x 香港寶嘉建築有限公司 x 37 間建築工程界別企業

融入五感的花園

匡智會與香港寶嘉建築有限公司（下稱寶嘉）多年前起已有過不
同合作，其中一次，寶嘉贈送鋼琴予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下稱
學校）時，發現學校四周尚有不少空間可善用，便萌生了構建感
知花園的念頭。

學生作品為本 環保物料打造
「我們負責建築及工程事宜，學校則讓我們了解到學生的需要，
讓我們能以學生角度設計花園。感知花園能讓學生透過五感學
習，並與大自然交流。」香港寶嘉建築有限公司人力資源副總監
李敏瑜（Catherine）指，感知花園的設計善用了校園四周的閒
置空間，設有不同部分，包括可讓學生敲打竹筒及油漆罐製成的
樂器區、設有梳化及遮蔭傘的休憩區、讓學生可活動筋骨的歷奇
區、感受水滴涼意的戲水區，以及種有香草的香草園。

感知花園看上去色彩繽紛，牆上更有造型可愛的圖案公仔，予人
愉悅的感覺。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尹定業老師（尹Sir）笑言，感
知花園不少設計都是以學生的繪畫作品作為藍本。

「學生能透過感知花園內的設施學習到較複雜的概念。」尹Sir
舉例指，學生能通過感知花園的一些裝置觀察到風這種無形的事
物。Catherine續指，感知花園內的設備均以環保物料打造，例
如建築用剩的竹枝、油漆罐、車軚等，為棄置物件賦予新一層意
義。

漣漪效應 建築單位各出奇謀
感知花園的落成，除了寶嘉外，參與的37間建築工程公司及分
判商亦是功不可沒，Catherine喜見行內不少公司聽到這個計劃
後均一呼百應，先後捐贈工程所需物資，又派員在周末參與興建
工作。「就像這幅帶有磁性的壁報牆，當中含磁力的油漆便是
分判商找來的，學生的作品只要貼上磁石，便能自由地貼在牆壁
上。」

尹Sir補充指，不少建築工程公司及分判商在得知計劃後更各出奇
謀，以自身力量幫助學生，有些公司正計劃提供實習及就業機會
予學生，有些則舉辦活動讓學生一同參與。感知花園就像落在水
面的一顆石頭，其影響力像漣漪般擴散。

Catherine形容感知花園的落成結束後，卻開始了另一頁︰「我認
為本港不乏關懷社會的企業，他們只是欠缺一個機會。感知花園
正正把大家連繫在一起，加深了大家對智障學生的認識，並把影
響力擴展出去。」

我們的合作就像開展了一個聯盟，由最初兩間
機構，慢慢愈來愈多組織機構加入。我們相信
花園的落成不是一個結束，而是另一開始。

Catherine & 尹sir

匡智會及香港寶嘉建築有限公司共同構建的共融
感知花園，讓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學生能透過五
感學習。但原來花園的誕生，源於一台鋼琴。

▲　 （左起）尹Sir、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學生熙熙、Br ian及
Catherine均十分喜歡感知花園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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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影看似平常不過的活動，但視障人士卻只能選擇有口
述影像的DVD或參加口述影像的觀影活動，而聽障人士
的助聽器亦很容易遇上音效問題，包括環境雜音過大或電
影原聲過小等，視障及聽障人士要欣賞電影，可謂困難重
重。

克服挑戰 創造輔助觀戲空間
UA院線注意到這些群體的需要，於去年5月投放資源在旗
下戲院UA青衣城（2院）及UA Cine Times（2院）設置視障、
聽障觀影輔助設施，帶領業界關注視障和聽障人士的需要。只要
電影配備視障人士專用的口述影像聲道，視障人士便可透過接收
器，戴上耳筒以掌握畫面上的描述；至於聽障人士，他們只要啟
動助聽器的「T」掣，便可接收戲院的聽力支援服務，放大電影
的原有聲道，集中細聽原聲，以感受電影氣氛。

UA院線董事總經理黃嗣輝表示：「在輔助設施推出前，我們邀
請3間社會服務機構為設備及服務配套提供專業的意見以作出改
善。為掌握用家的感受，亦有邀請視障、聽障人士就初步確立的
方案作出多次的用家測試。」

香港盲人輔導會訊息無障礙中心經理陳麗怡期望未來能繼續爭取
電影業界支持，推動更多戲院加設口述影像設施，並希望有更多
電影公司製作口述影像電影。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總幹事黃何潔
玉亦相信，新設施能令聽障人士無障礙地觀賞電影，促進聾健共
融。

實地培訓 「P牌」導盲犬
UA院線亦夥拍香港導盲犬協會舉辦了首場「P牌」導盲犬的戲院
體驗活動，讓受訓中的導盲犬、導盲犬訓練員及「P牌」導盲犬
寄養家庭，一同體驗整個看戲程序。香港導盲犬協會服務及支援
委員會主席遲淡寧喜見「P牌」導盲犬能透過是次活動在戲院接
受培訓，有助適應戲院環境及需有的禮儀，亦藉此活動讓戲院服
務員學習跟視障人士及導盲犬相處的態度和方法。

同聲同戲 觀影共融︰娛藝院線有限公司 x 香港盲人輔導會 x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x 香港導盲犬協會

超越視聽的影院

我們就像電影的製作團隊，每人都有不同的角
色和功能，導演、編劇、攝影和演員相輔相
成，缺一不可。大家互相補位，共同進退，才
可順利完成拍攝。

黃嗣輝、陳麗怡、黃何潔玉 & 遲淡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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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成功小秘訣】
‧細心聆聽各方需求及想法

‧從「用家」角度出發

‧跨界別交流，互相學習

娛藝院線（下稱 UA 院線）夥拍香港導盲犬
協會、香港盲人輔導會及香港聾人福利促
進會，為視障及聽障人士打造觀影輔助設
施，又提供場地予受訓中的導盲犬熟習戲院
場地，真正實踐傷健共融。

▲　 UA院線夥拍香港導盲犬協會舉辦首次「P牌」受訓中導盲犬戲院體驗活
動，協助「P牌」導盲犬適應戲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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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成功小秘訣】
‧善用雙方強項

‧互補不足

‧�把程序學習法推廣至不同的非牟利機構

或業界

「煮播」計劃：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x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突破障礙的「煮播」

我們之間的合作就像婚姻關係，彼此有強項與
短處，而「相處之道」就在於我們能善用彼此
的強項，互相補足。

Judy & Ming

由煤氣公司與福利協會合辦的「煮播」計劃，自2017年起開始，
透過讓長者以程序學習方法烹調菜式，以生活化的方式助長者進
行認知訓練。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企業事務陳嘉
寶（Judy）形容，與福利協會合辦「煮播」計劃，就像走進婚姻
一般，由「相識」、「拍拖」到「結婚」，其間經歷不少。

色香味刺激 延緩病況
「在一次偶然的經歷下，煤氣公司與福利協會認識了彼此，並發
現可善用各自的專長，如煤氣公司可提供烹飪場地，而福利協會
則擁有職業治療師及堅實的長者資料網絡，合辦『煮播』計劃，
於是我們便開始『拍拖』。」Judy笑言她們的「拍拖」過程其實
就是為計劃的開展作多方面的準備工作。

生活化的訓練，配合色、香、味的感官刺激，比傳統的訓練方法
更有效果。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服務總監譚慧明（Ming）直言，
「煮播」就是把煮飯的過程分拆成不同的步驟，讓長者透過重拾
「鑊鏟」延緩認知障礙症病況，達至居家安老。

「煮播」計劃推出短短1年，便推出認知訓練食譜 《我『析』
煮》，旨在把程序學習法推廣到社會大眾，讓更多人受惠，Judy
形容食譜是她們婚姻關係下誕生的一個「寶寶」。「食譜中有簡
短清晰的指示及步驟，而食譜摺頁的設計更是考慮到用家邊用食
譜邊煮飯時的便利性。」Judy翻到食譜最後的一頁，指出當中印
有以舊曲新詞填寫的主題曲，讓長者透過琅琅上口的歌詞緊記關
火的重要性。

推而廣之 惠及更多長者
事實上，這個計劃不但惠及長者，對於煤氣公司的員工亦帶來正

面影響。Judy指出，她們在公司內部舉辦有關認識認知障礙症的
午間講座均反應踴躍，反映認知障礙症其實備受大家關注。「有
見及此，我們在去年11月成立企業義工隊作外展活動，探訪『煮
播』計劃的參加者家庭，並希望接觸照顧者，為他們分憂，關懷
他們。」

Ming表示，她們亦舉辦了多場講座，把這套程序學習法授予安老
業界的從業員，如長者中心職員、社工、職業治療師、活動統籌
員等，期望為訓練員提供訓練（train  the  trainer），讓這些從業
員學習這套方法後能帶回中心，惠及更多長者。

認知障礙症患者人數與日俱增，有見及此，香港
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下稱煤氣公司）與香港聖公
會福利協會（下稱福利協會）選擇以生活化的方
式助患者對抗病症，透過最平常不過的煮飯活動
作練習，讓患者成為自己人生的「煮播（諧音︰
主播）」，重拾生活的自主性。

▲　 Ming（左）及Judy希望藉認知訓練食譜《我『析』煮》把程序
學習法推廣予社會大眾，讓更多人受惠。

▲

　 

在
上
烹
飪
堂
前
，
導
師
會
與
參
與

長
者
先
唱
1
次
「
煮
播
」
計
劃
的

主
題
曲
，
讓
長
者
透
過
歌
詞
牢
記

使
用
明
火
煮
食
時
的
安
全
小
知

識
。



21跨界合作    CROSSOVER
Caring Company Special Edition 商界展關懷特刊2019

服務對象的感官體驗
視、聽、嗅、味、觸五感是我們接觸和感知世界的主要渠道。

今年3個伙伴合作計劃，就運用五感，為社會上有需要的社群構築橋樑，
讓他們與世界接通，達至共融，讓我們聽聽參加者的分享︰

學生Brian（左）︰「感知花園色彩繽紛，很有趣、很有創意，當中有
很多可以敲打的小樂器，夏天時又可以在噴水的設施感受冰涼的水，
小息時大家都會來感知花園玩水消暑，我們又可以到香草園聞聞我最
喜歡的檸檬薄荷草。」

學生熙熙（右）︰「在感知花園我玩得很開心！我覺得最好玩的是
『踩水掣（踩水掣噴水的裝置）』、『車軚（歷奇區）』，又可以在
香草園聞到很香的檸檬味、薄荷味，真的很開心！」

失聰人士賴美玲（上圖左）︰「記得有次看戲，看見身邊的朋友看到某個
情節不停笑，便問她笑甚麼，經過一輪解釋後才令我明白那些『笑位』。
UA戲院新增的觀影輔助設施對我日後了解電影內容有很大幫助，我以後
都會多去戲院看電影。」

失聰人士鄭智彬（上圖右）︰「以往單靠助聽器看戲，聽到的往往不是電
影原聲，而是身邊環境的雜音。今次試用新輔助設施後感覺截然不同，不
論電影對白及音效都較從前清晰，現在我可更集中聽到電影原聲去感受電
影氣氛。」

P牌導盲犬寄養家庭莊小姐（下左圖）︰「導盲犬的工作意義重大；而透
過UA主辦的戲院體驗活動，就令導盲犬Oscar熟習如何在看戲時亦盡量克
制自己，乖乖躺在地上耐心等候完場。」

視障人士林小姐（下右圖）︰「到戲院感受電影不但令我多了與朋友交談
的機會及話題，亦豐富了視障人士的娛樂生活。我希望是次的受訓中導盲
犬體驗活動能感動更多企業支持導盲犬訓練活動。」

參加長者仙姐（左）︰「參加計劃後，我比以往更多在家中煮飯。而在課堂
上學到的一道新菜式——檸汁雞塊，味道酸酸甜甜，更很受仔女歡迎！現時
在課堂上學習到的新菜式，我都會在家中繼續嘗試和練習。」

企業義工Eva（右）︰「我平時較少下廚，但在過程中看着長者一點一點進
步，提升自信，那種感覺很是滿足。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煮泰式雞煲，整個
廚房都是雞煲濃烈的香味。」

共融感知花園

同聲同戲 觀影共融

「煮播」計劃



年輕人喜愛打扮，經常留意潮流服飾和妝容，「時裝」、「化妝
品」等名詞與「長者」似乎難以連繫起來。但愛美之心人皆有
之，難道長者就不可以時尚、美麗起來嗎？

長者服裝重尺寸 宜防污
也許在大家印象中，長者的服飾就是灰灰沉沉、毫無設計感的
「阿婆衫」；坊間鮮有為長者而設的服飾店，即使他們想「扮
靚」，也總是衣不稱身，苦無選擇。不過，在2017年成立的社企
裳樂匯坊（Sew On Studio）就特別照顧長者需要，設計、生產
及銷售長者時裝，並免費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改衣服務。

創辦人之一的鄭佩詩（Winsome）指，隨着年齡增長，長者身
型會逐漸「縮水」，手袖往往長了一大截；不少肥胖長者則頂着
一個大肚腩，令衣服的腰間位置十分緊束；加上視力退化，很容
易弄髒衣服。因此，為長者設計衣服除了要容易穿着、便於整理
外，也要留意縮短手袖，腰位則以寬鬆和富彈性為原則。「如果
衣服能防污，他們也願意穿鮮色衣服的！」Winsome強調。 

衣服不只用作蔽體，更可以建立自信。裳樂匯坊希望藉着稱身的
衣服，提升長者自信，令他們更願意出門接觸社會，減少隱蔽情
況。裳樂匯坊曾替60位長者度身設計新衣過年，發現當衣服稱身
又好看時，他們會常常穿上身，且極為珍惜。 

靚裝、靚妝 老年綻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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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銀髮經濟效應
樂齡新態度

長者是否代表老
套、弱勢、失去自主能力？
有不少企業 / 機構以不同方法為長者
提升自信，創造更多價值，令「美麗」、「活
力」、「自主」成為長者的新形容詞。

現時全球都在探討人口老化的議題，而銀髮
經濟呈現蓬勃發展之勢。其實銀髮產業並非只與
醫療、安老院舍服務等畫上等號，衣、食、行甚
至後事安排，種種商機，皆有待開發。本港 20
年內將邁向「超高齡社會」，不同行業又可如何
捕捉銀髮商機？ Text︰Ashley    Edit︰Fai



Young Old更具經濟能力
年輕人追求新鮮感，遇到喜歡的衣服想買就買，與部分慳儉的
長者對待衣服的態度截然不同，但這不代表長者服裝毫無商
機。「不買，是因為坊間提供不到他們想買的衣服，買完可能
要改。」Winsome補充，「Old Old」（老老）未必捨得，但
大部分「Young Old」（初老）都有經濟能力，他們均願意花
費置裝。

其實現時外國已有不少設計師及網上購物平台推出Adaptive 
Clothing（適應性服裝），質料、剪裁、尺寸都配合長者需
要；亦有大型連鎖店提供適合不同身形的時尚設計。長者也追
求生活質素，也想穿得又潮又型，如果想開拓銀髮時裝，重點
是如何好好「包裝」。畢竟，人是不喜歡「認老」的，長者想
穿的是好看而稱身的衣服，而不是「老人衫」。

高齡美容反轉弱老形象 
歲月無情，縱有再多「靚衫」，皺紋也會在不知不覺間在
逐漸老去的面龐上浮現。愛美之人不管到幾多歲，都會用
不同方法，跟衰老抗爭。日本女性對美的追求尤其執着，
不化妝便不會出門，即使長者也不例外，因此不少高齡美
容雜誌和培訓班便應運而生。「高齡美容」反轉了長者的
老弱形象，為他們帶來美麗、自信，更創造了不少商機。

一個美麗的妝容固然讓人容光煥發，充滿自信，但原來合
適的化妝還能延緩老化、預防失智。日本正盛行由日本化
妝品企業資生堂推出的「化妝療法」，鼓勵長者外出、參
加教授保養和上妝技巧的課程。 

化妝療法延緩身心衰老
保養或化妝令長者不只動手、動口，也能動腦。研究發現，抹乳液、擦眼影、塗口紅等動作，需運用
手指、手臂、肩膀、脖子等肌肉，而這些動作對70歲以上的長者來說，比端碗和拿筷子還費力，因
此化妝可鍛鍊身體的肌肉。而化妝品的香味和豐富的色彩可以刺激長者的視覺、觸覺、嗅覺等感官，
促進腦部活動。

此外，化妝療法是以群體活動方式進行，長者在過程中可彼此交流和分享，與其他人建立更多連結，
使他們放鬆心情、解決生活的沉悶，更可緩解輕度抑鬱症。因此不只女士，連男士都會參加。即使不
能完全抵抗衰老，長者仍能擁有好心情，變得更愛照鏡子、更愛笑。而台灣資生堂於2016年亦引進
化妝療法，與許多機構、基金會等合作，舉辦美容講座和化妝課程，深獲長者好評，亦帶動了銀髮族
的化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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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從來都不是年輕人的專利，踏入半百之齡，不少拼搏大半生
的長者，都希望在晚年「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而隨着銀髮
一族的消費能力日益提升，銀髮旅遊熱潮亦正逐漸形成。

長者旅行團 編排更貼心
由長者角度出發所設計的旅行團於近年興起，這些旅行團的特色
是行程安排上體貼長者的需要，少走路、少換酒店、選用企缸浴
室的酒店等，方便長者以舒適的節奏，享受旅行的樂趣。

星辰旅遊數年前就曾推出專為銀髮人士而設的「老友記系列」旅
行團，目標對象是55至75歲的長者，行程編排悠閒舒適，景點之
間亦設有更多中途站，同時預留更多時間讓長者下車走動或上洗
手間；部分旅行團更設特色主題，如佛學、養生，甚至包含太極
拳環節、寺院禪修及吃養生餐等獨特的活動。

康泰旅行社市場部方小姐觀察到，現時愈來愈多長者喜歡去旅
行，他們普遍喜歡廣東省短線的旅行團；亦有消費能力較高的高
端銀髮族喜歡到不丹、白俄羅斯等較特別的地方，追求另類體
驗。

無障礙旅遊 突破身體界限
一岸之隔的台灣就走得更前，首度有專業無障礙旅遊品牌─多
扶假期，專門為銀髮一族及行動不便的輪椅人士度身訂造旅行
團。多扶假期會派員親身勘查，確保旅遊路線、餐飲及住宿都設
有無障礙設施，並提供行動輔具如輪椅等，供團友租用，讓銀髮
族能輕鬆出遊。

多扶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劉亦中表示，自他們推出無障
礙旅行團後，不少以為自己沒有能力出行的長者，逐漸變得願意
外出旅遊。「我認為無障礙旅遊絕對是一個商機，我們希望把無
障礙旅遊產業化，並讓大眾知道，每個人都有出遊的權利。」劉
亦中續指，多扶假期去年更舉辦了到青藏高原的無障礙旅行團，
反應正面，亦有不少報名的人士希望攜同家中長輩外出遠遊，共
享天倫之樂。

銀髮背包客 向世界出發
談旅行，不得不提近年的人氣標籤─背包客（Backpacker），
即背着背包作長途旅行的人。可曾想過，世界各地已掀起銀髮背
包客熱潮？外國就有不少專門為銀髮族規劃行程的旅遊網站，例
如Paris for Seniors就提供一系列有關交通、禮儀及娛樂的旅遊小
貼士，方便長者自行規劃巴黎行程。

全球旅遊公司ELDERTREKS亦為50歲以上的年長人士設計小型
歷險式旅行團，當中包括到訪喜馬拉雅山遠足旅程、非洲野生遊
獵、極地破冰之旅等，讓年長人士探險遊歷。而非牟利組織Road 
Scholar的旅遊網站平台亦包攬了全球各地的旅程路線及體驗學
習團，當中標示了不同路線的活動量，包括平均每天要走的路
程、地勢，以及是否需要上落梯級等，設計相當細心。

此外，外國更有專門為50歲以上年長人士而設的airbnb，其創辦
人Peter Mangan創立了專屬50歲以上年長人士的airbnb Freebird 
club，讓年長人士可透過出租家中的客房，或在旅遊時在他人的
家中住宿，為年長人士開創「社交旅遊（social  travelling）」，
拓闊生活圈子。

跨越年齡 遊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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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去是一個失去的過程，隨着
年紀增長，人會漸漸失去美貌、身材、咀嚼能力、健康，甚

至生命。 香港逐漸邁向「超高齡社會」（指65歲以上長者佔總人口多於20%），65歲
及以上長者的比例，將由2016年的17%，增加至2036年的31%，進一步上升至2066年的37%。當社會
積極提倡樂齡生活，本港的企業和公司宜參考外國，打破傳統框框，提供更多元化、創新的服務，幫助
長者在「失去」中重拾美麗、活力和自主。

即使如何極力保持健康和活力，人終究「難免一死」。華人社會
忌諱談論死亡，更鮮有為自己或家人預先安排後事。既然我們在
人生中不同階段都會選擇自己想要的一切，這種「尋求自主」的
渴望，又可怎樣由生延伸至死？

道別派對 揮走遺憾
雖然死亡令人恐懼，但相信每個人都不希望帶着遺憾離去。死前
規劃在外國並非新鮮事，有不少公司提供相關服務，愈來愈多國
家和團體提倡生前規劃後事，省卻家人煩惱，更彰顯臨終者的自
主和尊嚴。現時本港也有不少機構推廣生死教育，甚至幫人規劃
後事。

2013年成立的社企光靈有限公司就為生命快將走到盡頭的人
籌辦「最後派對」，讓臨終者與親友好好話別。創辦人李鸝
（Lil l ian）表示︰「既然人總會面對死亡，為何不好好計劃
呢？」光靈亦提供「臨終規劃計劃書」服務，讓客戶寫下其喪禮
安排的意願，以便死後讓家人或光靈代辦後事。

創新意念 認識死亡
港人在辦理後事方面的觀念雖較為保守，但近年風氣已漸見改
善。東華三院圓滿人生服務計劃統籌主任林智強（Leapord）表
示，現時東華三院推出有關後事安排的項目，受到不少長者歡
迎。以壽衣為例，不少長者認為傳統壽衣缺乏生氣，希望製作屬
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的壽衣。

除了壽衣，東華三院的社企項目「雲尚禮儀」Once還設計出一
系列創新的殯儀產品，包括吉儀封、嘉賓留名冊及慰問卡，讓親
友表達自己的心意，又按顧客的喜好，為他們提供一站式的殯儀
規劃及服務。圓滿人生服務計劃經理（推廣）林嘉儀（Karyn）
表示，Once旨在推廣「後事我話事」的理念，更希望在後事、
殯葬方面跳出保守的框框，令大眾能通過新穎的途徑認識死亡。

為自己 辦一場後事

後
記

▲　 部分「最後派對」會在酒店舉行。

▲　  獨一無二的壽衣，蘊含了長者的心思。

後事自主 為其他行業帶來商機
近年日本流行「終活」一詞，意思是指，為了迎接人生終點，好好準備。「終活」的概念同時為
出版業帶來商機。日本各家出版社爭相推出「終活筆記本」，大型書店設有「終活筆記」專區，
讓長者回顧一生，交代後事。書店又陳列着介紹各種遺書範例、葬禮儀式、墓地費用的書籍。

而在保險業方面，「生前契約」早已在外國流行起來，在歐美地區甚至已有五、六十年的歷史。
投保人可在生前從容安排身後事，同時提前鎖定服務價格，抵禦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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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祝賀和感謝以下74間，由2004/05年度至2018/19年度，
連續15年獲頒「商界展關懷」 / 「同心展關懷」標誌的公司 / 機構。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ACCA Hong Kong

奮進傳達有限公司 Active Communication Limited

雅喬有限公司 Acumen Company Limited

另一影廠有限公司 Another Factory Ltd.

怡安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Aon Hong Kong Limited

傳達傳播有限公司 Artware Limited

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Baker Tilly Hong Kong Limited

bigboXX.com Limited

堡獅龍企業有限公司 Bossini Enterprises Limited

卡樂B四洲有限公司 Calbee Four Seas Co. Ltd.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Canon Hongkong Company Limited

天弘（香港）有限公司 Celestica Hong Kong Limited

尚健醫療器材公司 Celki Medical Company

陳鎮中、林志偉會計師事務所 CHAN, LAM & COMPANY, C.P.A. 
(Practising)

華特集團有限公司 China-Tech Group (Holdings) Limited

綜合脊醫中心有限公司 Chiropractic Wellness Centre Limited 

城巴有限公司 Citybus Limited

高碧（香港）有限公司 Corporate Press (HK) Limited

羽創自動科技有限公司 Ec-Atech Limted

黃志文會計師事務所 Eddy Wong & Co.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東瀛遊旅行社有限公司 EGL Tours Company Limited

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Emperor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永恆生活產品亞洲有限公司 Forever Living Products Asia Limited

縱橫二千有限公司 G2000 (Apparel) Limited

亮志體育運動國際有限公司 Gloss Mind Sports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君悅酒店 Grand Hyatt Hong Kong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Group 
Limited

夏利文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Harriman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Hewlett-Packard HK SAR Limited

協成行集團 Hip Shing Hong Group of Companies

霍金路偉律師行 Hogan Lovells

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 Hong Kong Air Cargo Terminals Limited

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限公司 Hong Kong Airport Services Ltd

香港會計師公會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香港置業（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Hong Kong Property Services (Agency) 
Limited

香港永安旅遊有限公司 Hong Kong Wing On Travel Service Limited

康泰旅行社 Hong Thai Travel Services Limited

泰美商業科技有限公司 Intimex Business Solutions Company 
Limited

日本城（香港）有限公司 Japan Home Centre (HK) Limited

怡和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Jardine Lloyd Thompson Limited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帝堡城服
務處）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Castello Management Services Office)

兒童藝廊 Kids' Gallery Co Ltd

毅力醫護健康集團有限公司 Kinetics Medical & Health Group Co. Ltd

通力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KONE Elevator (HK) Ltd

金城營造有限公司 Kum Shing (K.F.)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Li Hing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 Limited

勞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Lo's Cleaning Services Ltd

Mizuho Bank, Ltd.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New World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New World First Ferry Services Limited

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 New World Millennium Hong Kong Hotel

海洋公園公司 Ocean Park Corporation

悅來酒店 Panda Hotel

香港必勝客管理有限公司 Pizza Hut Hong Kong Management Limited

實惠家居有限公司 Pricerite Home Limited

萬麗海景酒店 Renaissance Harbour View Hotel Hong 
Kong

Resort Clubs Limited

理光（香港）有限公司 Ricoh Hong Kong Limited

信興電業集團有限公司 Shun Hing Electronic Holdings Limited

鴻星集團 Super Star Group

太興環球發展有限公司 Tai Hing Worldwide Development Limited

大南玩具實業有限公司 Tai Nam Industrial Co. Ltd.

清水灣鄉村俱樂部 The Clearwater Bay Golf and Country Club

香港工程師學會 The 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香港朗廷酒店 The Langham, Hong Kong

香港半島酒店 The Peninsula Hong Kong

永義（香港）有限公司 United Italian Corp. (HK) Ltd

富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Urban-Wellborn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Vitaso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屈臣氏大藥房 Watson's The Chemist

萬博宣偉（公關） Weber Shandwick

唯聽香港聽覺及言語中心有限公司 Widex Hong Kong Hearing & Speech Centre 
Ltd

威信停車場管理（控股）有限公司 Wilson Parking (Holdings) Limited

永信冷氣水電工程公司 Winson Air Condition & Electricity 
Engineering Co



2018/19年度獲頒標誌的公司及

機構總數達3,876間。
嘉許名單已上載至「商界展關懷」計劃網站：

www.caringcompan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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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獲頒連續15年或以上

「商界展關懷」標誌的公司及

「同心展關懷」標誌的機構

獲頒連續10年或以上
「商界展關懷」標誌的公司及

「同心展關懷」標誌的機構

獲頒連續5年或以上
「商界展關懷」標誌的公司及

「同心展關懷」標誌的機構

間

872

1,015

間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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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新創建）於香港上市16多年來持續邁進，源於集
團在可持續發展方面不斷優化策略、提升員工參與度，以及與社區各持份者攜手
合作，共同應對環球趨勢和受關注議題。

關懷下一代發展是新創建履行企業社
會責任的願景之一。早前，集團與

救世軍合作，展開「不一樣的5**家庭」計
劃，為有特殊學習需要（下稱SEN）的學童
安排非洲鼓、皮影戲和小結他等培訓，鼓勵
他們發掘學業以外的才能，提升成就感。
「5**」代表公開考試的最優異成績，這項
為期兩年的計劃將聯同社工及企業義工，培
養SEN小朋友在學業以外的才能，擴闊他們
的眼界，追求「不一樣的5**」，並同時為
相關家長提供溝通訓練，讓家長與孩子一同
成長。在啟動禮當日，過百名企業義工為近
200位SEN學童及家長打造了一趟「摘星之
旅」，透過不同親子遊戲提升學童們的自信
心，並建立正面思維。

「塵巴士」帶領公眾了解SEN兒童
　　為了把關懷SEN學童的信息帶入社區，新
創建與本地插畫師Rap Chan合作，設計以
插畫角色Dustykid為主題的「塵巴士」，在
今年2月至4月期間於市區行走，車身和
車廂內佈滿多幅描繪SEN小朋友心聲的插
畫，讓公眾明白這班小朋友所需要的愛和包
容與一般兒童無異，鼓勵大眾給予SEN兒童
及家庭微笑與支持。

成功的定義非絕對
　　在推崇學業成績的社會，SEN的學童往
往因為成績欠佳，被看作失敗者，「不一樣
的5**家庭」計劃正提供平台給予引導及輔
助，清除社會大眾對他們的誤解，讓SEN學
童可以發揮天賦潛能，創出一番成就。

新創建 發掘不一樣的5**
業務性質：綜合
（收費道路、環境管理、商務飛機租賃、
    建築服務、公共交通、設施管理等）

關懷社區
‧ 自2006年以來，集團已撥款超過

4,000萬港元用作支持公益事務。
於2018財政年度，共有58個非牟
利團體獲得慈善基金捐款及實質
支援。

‧ 企業義工登記人數超過1,900。於
2018財政年度，企業義工團隊參
與240個社區及義工活動。

‧ 於 第 九 屆 「 香 港 傑 出 企 業 公 民
獎」中獲頒「企業組別」和「義
工隊組別」銀獎。

關懷員工
‧ 締造多元工作間，提供平等就業

機會。
‧ 推行不同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

如哺乳室、子女獎學金、親子同
樂日等。

‧ 在2018財政年度，為鼓勵員工鍛練

健康體魄推出「計步挑戰」，總
辦事處員工只要達到每季的步行
目標，即可獲得運動用品禮券。

‧ 設 傑 出 員 工 大 獎 、 提 供 進 修 津
貼、考試假及有助晉升的培訓項
目等。

‧ 促進員工身心健康，為總辦事處
員工提供基本身體檢查、醫療津
貼及接種流感疫苗服務。

關懷環境
‧  各 成 員 公 司 及 部 門 按 其 營 運 需

要 ， 致 力 管 理 能 源 和 資 源 的 運
用 ， 如 實 施 剩 食 捐 贈 、 廢 料 轉
化、節水及收集雨水等措施。

‧  每年舉辦「新創建可持續發展研 
討會」，加強員工對可持續發展
議題的認識。

‧ 2008年起每年舉辦「新創建香港
地貌行」，推動環境保育。

▲  多元培訓及工作坊讓SEN學童發揮學業以外
的技能，更有助他們建立自信及強化社交能
力。

▲  本地插畫角色Dustykid的主題新巴，向社區
宣揚關懷SEN兒童的信息。

▲  新創建集團與救世軍合作，啟動「不一樣的5**家庭」計劃，發掘SEN學童學業以外的才能。

CSR檔案



    每日接載乘客超過100萬人次的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新巴）及城巴有限公司（城巴），多年來致力
提供安全優質的公共巴士服務，更持續將「無障礙運輸」概念廣泛應用於巴士車廂、乘客資訊及公民教育等方面。
憑藉努力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新巴及城巴今年獲頒15年Plus「商界展關懷」標
誌，並繼續獲選入「無障礙友善企業/機構名單」。

新巴城巴推動無障礙出行 提升服務惠澤社群

    新巴城巴一直致力提升車站及車隊設施，照顧長者出行需要，如配
合政府計劃，於合適的有蓋巴士站安裝候車座椅，更不時與長者及公
眾人士會面和交流意見，推動長者友善巴士服務，又持續多年於「長者
日」及「國際復康日」提供義載，鼓勵長者及傷健人士融入社區。兩巴
積極與多間社會服務機構合辦義工活動，服務對象包括長者、少數族裔
及低收入人士等，藉此加強社會人士對他們的了解和支持。義工隊的社
區服務時數至今已累積超過63,000小時。

    新巴城巴為全線車隊安裝第二代自動報站系統，去年將「實時
抵站時間查詢」服務擴展至所有專營路線，並提升了車廂內「動態
巴士站顯示屏」的資訊廣播，更清晰顯示巴士預計抵達沿途各站的
時間、全程及分段收費資料，為乘客提供更全面的乘車資訊。兩巴
持續更新公司的手機應用程式，加入更多無障礙元素，於「無障礙
網頁嘉許計劃18/19」中，獲頒「流動應用程式組別」金獎。
　　今年4月起，新巴城巴119輛配備電子穩定控制系統、車速限
制減速裝置及全車座椅安全帶的新巴士陸續付運到港。新巴士配
備多項安全科技及貼心設備，包括於座椅椅背設獨立USB充電插
頭及「上層空置座位數目顯示屏」等，使乘搭巴士更安心愉快。

提升車廂設備
締造無障礙乘車環境

多元化措施
關顧長者需要

研發最新科技
提供實時資訊及提升安全

    新巴城巴一直聽取不同界別人士的意
見，提升車廂設備與服務水平，締造「無
障礙」乘車環境。車廂內裝設連貫且顏色
鮮明的扶手，保障乘客安全。車上近落車
門位置設有「優先座」，讓有需要人士使
用，並有專為視障人士而設的點字告示
牌，提供車隊編號及顧客服務專線資料。
全線低地台巴士裝有固定斜板，並劃出附
設靠背及安全帶的輪椅停放處，方便傷健
人士進出車廂，部分巴士更可容納兩輛輪
椅。最近，經諮詢各殘疾團體後，兩巴為
雙輪椅位巴士設計暢通易達標誌，於2019
年初落實，方便乘客辨認雙輪椅位巴士。





▲

　�由員工組成的義工隊，透過籌
辦及參與不同類型的公益及環
保活動，共建美好社區。

秉
承「我們提昇生活質素」的願景，南豐物業管理
着重將企業社會責任元素融入日常營運，鼓勵員
工、客戶及社區伙伴等持份者共同參與，發揮協同

效應，達致多贏。現時旗下4家物業管理公司包括新卓管理有
限公司、民亮發展有限公司、漢興企業有限公司及萬寶物業
管理有限公司，已分別於2018/19年度取得10年PLUS「商界
展關懷」標誌。

　　深明員工是公司的重
要資產，南豐物業管理藉
專業培訓、職安健，以至
工作與生活平衡等多管齊
下，持續提升對員工的關顧。其中特別設立「南豐物業
管理學院」，助員工在行業技術及知識上與時並進、配
合各項內部獎勵計劃包括「卓越員工選舉」和「最佳管
理物業大獎」等，並定期舉行員工分享會及推出公司足
球隊等溝通及紓壓活動，全方位關懷員工身心健康，增
強團隊的凝聚力及歸屬感。此外，公司亦積極向員工宣
揚環保的重要，將綠色元素注入工作中，令員工化身推
展可持續發展舉措的
可靠同伴。

　　南豐物業管理以「客戶至上」為核
心價值，除不斷提升服務水平外，更透
過多元措施，如推動旗下 6項住宅物業及
商業大廈參與商界環保協會推出的賽馬會資
源「智」識揀計劃，為社區減廢及回收管理出
一分力，以及鼓勵旗下逾 55 項物業簽署由環境局成
立、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推行的「惜食約章」等，聯同客戶締建美好社區環
境。同時，多年來公司與社區伙伴「食德好」合作，推出食物回收計劃，宣
揚惜食文化。時至今天，南豐物業管理及旗下物業均簽署了多項環保約章，並
訂下長遠節能目標，以響應政府的氣候變化政策。

推動可持續發展 提升生活質素
南豐物業管理

南豐物業管理學院 推展環保項目

助員工與時並進 共建綠色社區

�　�南豐物業管理為員
工安排多元減壓活
動，配合專業培訓
及內部獎項嘉許，
大大增進他們的歸
屬感。

    優質的物業管理為住客及租戶帶來理想
生活環境，與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目標一致。
在兩方面同樣兼顧得宜的南豐物業管理，積
極與不同伙伴結伴攜手，共建更美好社區。

▲　�南豐物業管理上下一心，全方位實踐企業社會責
任，包括積極參與環保及義務工作。

▲　�住宅項目昇薈裝置太陽能板，
體現環保理念。

    南豐物業管理成立義工隊，鼓勵員工身體力行，參與及支持不同類
型的義務工作，回饋社區；南豐物業管理與香港專業進修學院合作，藉
「港專生涯規劃服務」為中六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助他們及早認識行業
不同崗位的職責及工作要求，為業界培育人才。
　　展望未來，南豐物業管理將繼續從「推動環保」、「關心社群」及「關
懷員工」3大範疇，全面推行各項計劃，與持份者一同締建可持續發展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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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 數 以 千 計 員 工 及 專 屬 代 理 人 團 隊 的 富
衛 ， 善 用 企 業 資 源 積 極 實 踐 企 業 社 會 責

任，提倡社會共融，協助弱勢社群發揮所長。此
舉秉承富衛「敢至係人生」的品牌理念，致力為
大眾帶來機會，盡情投入生活，展現對生活的熱
誠。

上下一心 推動傷健共融
　　富衛常資助不同慈善團體舉辦義工及慈善活
動。自2014年起，富衛與匡智會成為企業社會責
任夥伴，近期更合作推出為期兩年的「Together 
We Serve」義工計劃。此計劃將每個月的第一個
星期四定為「hc:Bistro富衛義工日」，富衛安排
平日埋首辦公室的員工走到社企最前，輪值到
匡智會設於大館的旗艦社企餐廳hc:Bistro擔任義
工，透過與匡智會學員之間的互動，了解智障及
自閉症人士的多元化能力，協助他們發揮所長投
入工作，實踐「匡扶智障」的精神，推動傷健共
融，提升社會大眾對智障及自閉症人士的關懷與
接納。富衛管理層亦身體力行，親身參與，上下
一心為慈善活動出力。
　　除了繼續支持年度「匡智慈善跑樓梯大賽」
外，富衛在未來3年將繼續與匡智會合作，於匡智
會松嶺村職業訓練大樓成立「活出我今天」碗具
清潔培訓中心，為匡智會約500名學員提供碗具

富衛保險 以嶄新方式推動公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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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家關懷社會的企業，富衛香港（下稱富衛）除了專注為客戶創造嶄
新體驗，提供簡單、易明和貼心的保險產品外，亦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與
不同慈善團體緊密合作，以嶄新方式推行造福社群的公益活動，希望回饋社
會，支持可持續發展項目。

▲  富衛管理層身體力行，參與「匡智慈善跑樓梯大賽」，上下一心為慈善活動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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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的專業培訓、實習及職前訓練，並定
期舉辦有關社交溝通、團隊合作、就業支
援及職業安全的講座及培訓，鼓勵有潛質
的學員日後於相關行業工作，全方位支援
學員的職業訓練及身心發展。培訓中心預
計於3年內提供至少150個相關職業訓練
的機會予匡智會學員。

提供就業機會 鼓勵發揮潛能
　　富衛由2018年起持續與香港特殊奧
運會（下稱特奧）合作，支持該會的融合
學校及運動員領袖計劃，以鼓勵年輕智障
人士發揮潛能，建立自信。富衛不時與特
奧合作舉辦多項活動，如高爾夫球日、邀
請特奧運動員參加FWD MAX衝破極限挑
戰賽等。為慶祝1881公館隆重開幕，富
衛亦聯同特奧運動員領袖以及本地慈善機
構聖雅各福群會會員，與本地設計師張瑋
晉共同製作了330個鴿舍，並將運動員的
想法寫上心意咭放進鴿舍，攜手打造一座
別出心裁的藝術品「傳訊．傳承」，與公

眾聯繫。
　　於不久將來，富衛更會在1881公館
為匡智會學員提供就業機會，並寄售學員
製作的曲奇，務求令弱勢社群受惠。

建立應用程式「CDC Connects」
　 　 富 衛 同 時 關 注 兒 童 精 神 健 康 問
題，資助明德兒童啓育中心建立全港首
個 兒 童 學 習 進 度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 C D C 
Connects」，為有個別學習需要的兒童
提供支援。此平台可記錄兒童在學校及家
中的學習進度，並為兒童提供適切的治療
及訓練。程式已於今年3月正式推出，預
計每年受惠兒童超過350名。

多元活動 為慈善出力
　　富衛每年亦舉辦多元化活動，鼓勵公
眾參與，同心協力為其社會企業責任夥伴
籌款。「富衛北極馬拉松」是富衛連續第
3年冠名贊助的活動，為鼓勵大眾積極給
本地跑手傳送打氣信息，同時提高大眾對
智障及自閉症人士的認識和包容，公眾每
上載一句打氣留言到「富衛北極馬拉松極
地打氣區」，富衛便捐出50港元予匡智
會及特奧，支持本地跑手之餘，亦幫助到
弱勢社群。是次籌款活動共有近760名港
人參與，為匡智會及特奧籌得超過9萬港
元善款。

助弱勢社群 體現「敢至係人生」
　　展望未來，富衛將繼續與不同慈善團
體緊密合作，協助弱勢社群發揮潛能，致
力推廣社會共融精神，體現「敢至係人
生」的品牌理念。

業務性質：保險

關懷社區
‧ 與 匡 智 會 合 作 推 出 為 期 兩 年 的

「Together We Serve」義工計
劃，安排義工協助匡智會學員於
匡智會旗艦社企餐廳工作，以及
在未來3年於匡智會松嶺村職業訓
練大樓成立「活出我今天」碗具
清潔培訓中心，為匡智會學員提
供碗具清洗的專業訓練。

‧ 聯 同 社 區 關 愛 團 體 創 作 1 8 8 1
公 館 開 幕 藝 術 裝 置 「 傳 訊 ． 傳
承」，給予參加者發揮潛能的機
會。

‧ 與 特 殊 奧 運 會 達 成 3 年 合 作 關
係，舉辦多項共融活動。

‧ 夥拍明德兒童啓育中心，建立全
港首個兒童學習進度流動應用程
式「CDC Connects」。

‧ 藉着「富衛北極馬拉松」活動為
其社會企業責任夥伴籌款，幫助
弱勢社群。

關懷員工
‧ 提供全面的醫療保障。
‧ 推行彈性上班時間、家庭友善措

施、生日假及考試假等，靈活配
合員工需要。

‧ 實 行 5 天 便 服 日 ， 並 提 供 午 餐
講 座 、 公 餘 興 趣 活 動 及 康 體 津
貼，推廣工作與生活平衡。

‧ 透過內部社交平台、通訊及定期
員工大會，加強員工溝通。

‧ 關注員工職涯及個人發展，提供
各類培訓項目。

關懷環境
‧  投 保 文 件 或 日 常 往 來 文 書 電 子

化，減少用紙。
‧  採用慳電照明系統及進行廢紙回

收。

▲  富衛邀請香港特殊奧運會運動員參與FWD 
MAX衝破極限挑戰賽，以運動推廣社會共
融，突破自己，發揮潛能。

▲

  富衛聯同社企合作夥伴香港特殊
奧運會以及本地慈善機構聖雅
各福群會，打造一座別出心裁的
藝術品「傳訊．傳承」，以慶祝
1881公館開幕。

CSR檔案

▲  富衛不遺餘力地培育下一代，贊助明德兒童
啓育中心建立全港首個兒童學習進度流動應
用程式「CDC Connects」。



關懷社區	
‧　�2018年，東亞銀行集團的義工服務時數

超過30,900小時

‧　�東亞銀行慈善基金致力服務社會和推
動教育︰

　　 1.　�於2010年起，與“la�Caixa”基金会及救
世軍港澳軍區合作展開「安老院舍完
善人生關顧計劃」；

　　2.　�於2013年起，冠名贊助由聖公會宗教
教育中心主辦的「東亞銀行親子閱讀
證書獎勵計劃」；及

　　�3.　�於2014年起，與聖雅各福群會合辦
「東亞培賢社」，提供課後託管服
務。

關懷員工
‧　�提供完善的福利制度，為員工提供生日

假、婚假、男士侍產假及義工補假等

‧　�為僱員提供在職哺乳支援設施

‧　�提供全面的在職培訓，並鼓勵員工考取與
銀行業相關的專業資格

‧　�於總行大廈及東亞銀行中心設有員工餐
廳，免費為員工提供健康午餐

保護環境
‧　�獲香港政府環境局頒發《戶外燈光約章》

鉑金獎

‧　�獲頒發香港環保卓越計劃服務及貿易業組
別「金獎」

‧　�獲頒發「香港環保卓越計劃」內之「卓越
級別」節能標誌及減廢標誌（總行大廈及
東亞銀行中心）

� � 適逢百周年行慶，東亞銀行推出一系列慶祝活動，當中包括透過東亞銀行慈善基金有限公
司（「東亞銀行慈善基金」），與位於舊香港仔警署的蒲窩青少年中心（「蒲窩」）及東華三
院，攜手合作推行兩大社區投資項目，以及為本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大學生推出「東亞銀行展
毅獎學金計劃」，以促進青年的發展。青年代表着香港的未來，因此，東亞銀行承諾提供支持
與資源，讓他們得以發揮潛能，盡展所長。

舉辦活動發揮青年潛能
　　為期兩年的「東亞青年創客空間計劃」由位於舊
香港仔警署的蒲窩開展，為約1,600名青年提供「創
客空間」（Maker�Space），以發展他們在視覺藝
術、工藝及數碼科技方面的技術，讓青年建立自信心
和獨立性，學習與同輩合作、貢獻社區，以及為他們
的職業生涯規劃做好準備。
　　東亞銀行慈善基金全力支持由東華三院舉辦的
「Teen�Cafe′青少年身心健康推廣計劃」（「Teen�
Cafe′計劃」），該計劃已於今年1月開始推行，主要

為地區青少年策劃專題活動，同時為有需要的青年提供專業輔導。預期至2019年底，參與計劃
的學校將增至12間，範圍覆蓋新界東（包括大圍、沙
田、火炭、馬鞍山）及北區，每年能惠及600名青少
年。在慶賀百周年期間，東亞銀行特別鼓勵客戶、商
業夥伴及其他致賀人士，把致送給該行的花籃及其
他禮物轉化為善款，支持Teen�Cafe′計劃。截至1月
底，東亞銀行合共為Teen�Cafe′計劃籌得約港幣180
萬的善款，足以支持至少兩年的Teen�Cafe′計劃。

東亞銀行慶賀百年成就 
全力支持青年服務
  東亞銀行植根香港一百年，與香港風雨同路，並肩成長。邁向下
一個百年，東亞銀行將更致力於社區的發展和福祉，為香港建構更美
好的未來。

1     　�「東亞青年創客空間計劃」鼓勵有一技之長的青年回饋社會。

2     　�Teen�Cafe′計劃除了培養同學的自信和創意，更鼓勵他們服務社會。

3     　�「東亞青年創客空間計劃」的參與者，可於一年一度的「創客嘉年華」向社區展示其作品。

4     　�同學積極參與Teen�Cafe′計劃的地壺球遊戲，發揮團隊協作精神。

設獎學金支援特殊教育需要大學生
　　
　　東亞銀行慈善基金為本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大學生推出「東亞銀行展毅獎學金計劃」。東
亞銀行慈善基金會根據經濟背景、學生個性、學業成績和課外成就等多項因素，每年選出最多
10位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提名的同學。他們每位將可獲港幣20,000的獎學金。此計
劃旨在幫助學生及其家人克服挑戰，特別是升讀高等教育時所需的學費及醫療開支。

1

2

4

3



履行良好企業公民責任
身體力行 回饋社會

信德集團創立至今一直貫徹「誠信德行」的營商宗旨，在

過去 50 多年，致力躋身港澳地區最可靠和最具增值效益的

企業之列，為所有持份者及業務所在社區創造共同價值。

為促進集團的可持續發展，我們積極培訓及發掘員工潛

能，關顧社區需要和履行環保責任。集團自 2015 年榮獲十

年 Plus「商界展關懷」標誌，並連續 8 年成為「恒生可持

續發展企業基準指數」的成份股之一。

慈善公益
本着「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信德企業文化，集

團於 2017 年底成立「信德集團何鴻燊博士基金

會」，並於 2018 年捐款達港幣七百萬元，而集團

全年總捐款超過港幣九百萬元。

關懷長者
信德愛心義工隊持續舉辦家訪、節日活動、工作

坊及旅遊等活動，我們與長者互動，並培養義工

及家人對長者的敬愛之心。

關懷社區
•　榮獲十年 Plus「商界展關懷」標誌
•　  榮獲第九屆香港傑出企業公民企業組別及義工組別優

異獎

保護環境
•　 自 2016 年，集團推行「綠色生活 我思．我行」環保計劃，積

極提升集團內的環保意識
•　 榮獲 2018 澳門商務大獎環境績效大獎優秀獎

關懷員工
•　取得 OHSAS 18001:2007 職業安全健康管理體系認證
•　榮獲「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卓越級》」

可持續發展
•　 榮獲「2019 年 BDO 環境、社會及管治大獎」的「ESG 最佳

表現大獎 - 中型市值」及「最佳 ESG 報告大獎 - 中型市值」

培育青少年
我們連續十二年支持青年企業家發展局向香港中學生分享

企業家精神和培養他們的求職技巧。而作為該局青年生涯

規劃活動的「公司大使」，我們舉辦了職業及生涯規劃輔

導工作坊，透過遊戲分享人生經歷及為選科做好準備。

推動環保
集團支持綠色活動，包括「樹林伙伴生態探奇計劃」，以

增加郊野公園生態價值。於減廢方面，我們參加「惜食體

驗日」及「愛包行動」，並將食物分發予弱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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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祝賀和感謝以下219間，由2009/10年度至2018/19年度，
連續10年獲頒「商界展關懷」 / 「同心展關懷」標誌的公司 / 機構。
5R 5R
優越財經印刷有限公司 A. Plus Financial Press Limited
雅蒲綠田有限公司 Aboo Green Ltd.
國際認可認証有限公司 Accredited Certific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蘇彥威會計師行 Alex So & Co.
阿里巴巴香港有限公司 Alibaba.com Hong Kong Limited

Amadeus Hong Kong Limited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Asia Miles Limited
泛海酒店集團有限公司 Asia Standard Hotel Group Ltd
聯誼工程有限公司 Associated Engineers, Ltd
香港護士協會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Nursing Staff
電腦洗車城 Auto Beauty
歐特克遠東有限公司 Autodesk Far East Ltd.

Axent Communications (Wholly owned by 
Artpac Solutions Asia Ltd.)
Babyboom Learning Co. Ltd.

殷富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BAP Technology Consultants Ltd
拜耳醫療保健有限公司 Bayer Healthcare Limited
恒毅環衛服務有限公司 Best Result Environmental Services Limited
德國寶靈家科研藥廠 Boehringer Ingelheim (HK) Limited
卓悅控股有限公司 Bonjour Holdings Limited
中華商務安全印務有限公司 C & C Security Printing Company Limited
伍集成國際有限公司 C. C. Wu International Co., Ltd.
中港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C.H.K.C Building Management Limited
卡哥特科亞洲有限公司 Cargotec Asia Limited
中環保險管理有限公司 Central Insurance Management Limited
世紀泳池有限公司 Century Pools Ltd
車路士足球學校（香港）有限公司 ChelseaFC Soccer School (Hong Kong) 

Limited
鄭楊律師行 Cheng, Yeung & Co.
池光（聯光）金屬製品電鍍廠
有限公司

Chi Kwong (Luen Kwong) Metal Products & 
Electroplate Fty. Ltd

中國海外集團有限公司 China Overseas Holdings Limited
華潤物業有限公司 China Resources Property Limited
駿輝建築有限公司 Chun Fai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中信資本控股有限公司 CITIC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
中信國際電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CITIC Telecom International CPC Limited
城市花園酒店 City Garden Hotel Limited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麗港城3期
管理服務中心

Citybase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 Laguna City (Phase 3) Management 
Services Centre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四季名園
管理服務中心

Citybase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 
Seasons Monarch Management Services 
Centre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高雲臺管
理服務中心

Citybase Property Management Ltd - 
Goldwin Heights Management Services 
Centre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翰林軒管
理服務中心

Citybase Property Management Ltd - 
University Heights Management Services 
Centre

鍾情咖啡有限公司 Coffee Lover Limited
康德堂中醫診所有限公司 Conduct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Limited
港麗酒店 CONRAD HONG KONG
科思創（香港）有限公司 Covestro (Hong Kong) Limited 
中怡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CP Property Services Limited
翹楚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CPS Insurance Brokers Ltd
翹楚保險代理有限公司 CPS Insurance Consulting Ltd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 CR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丹尼食品有限公司 Danny Catering Service Limited
智趣小博士教育中心 Dr I-Kids Education Centre

DX2 Studio
濠江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E.C. Fix Technology Limited
生活易有限公司 Easy Living Limited
陳李張廣告有限公司 Edwin Eddie Tommy Advertising Limited

陞悅物業代理公司 Elite Star Property Agency Co.
美特耐（香港）有限公司 EMIX (HK) Limited
英皇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Emperor Securities Limited
溢達企業有限公司 Esquel Enterprises Limited
永東旅行社有限公司 Eternal East Tours Company Limited
大快活快餐有限公司 Fairwood Fast Food Limited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亞洲）
有限公司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Asia) 
Limited

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Fujikon Industrial Holdings Limited
富藝乾洗公司 Full Art Dry Cleaning Co.
富臨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Fulum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加多利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Gary Cheng CPA Limited
盛世中華協會有限公司 Glorious China Association Limited
灝天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Glory Sky Group Ltd
圓方科技有限公司 Goldex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mited
鷹君集團有限公司 Great Eagle Holdings Limited
興勝建築有限公司 Hanison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海港城置業有限公司 - 港威豪庭 Harbour City Estates Limited - Gateway 

Apartments
康和堂藥業有限公司 Harmonic Health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浩亭（香港）有限公司 HARTING (HK) LIMITED
力康發展有限公司 Heal Force Development Limited
體檢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Health Check Charity Funds Limited
路政署 Highways Department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HKU School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海棠物流（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Hoi Tong Logistics (HK) Limited
浩宏環保服務有限公司 Holdwin Environmental Services Limited
港九小輪控股有限公司 Hong Kong and Kowloon Ferry Holdings 

Limited
香港舞蹈總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Dance Federation Limited
香港一般保險業協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General Insurance Affairs 

Association Ltd
香港醫療及保健器材行業協會 Hong Kong Medical and Healthcare Device 

Industries Association
香港證券業協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Securities Association Limited
香港天際萬豪酒店 Hong Kong SkyCity Marriott Hotel
香港導師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Tutor Association Ltd
康年餐廳有限公司 Hong Lin Restaurant Company Limited
香港聯合船塢集團有限公司 Hongkong United Dockyards Limited
合和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Hopewell Centre Management Limited
恒安（香港）工程有限公司 Housewell (Hong Kong) Construction 

Limited
盈健醫療 Human Health
ICS保險集團 ICS Insurance Group
官燕棧國際有限公司 Imperial Bird's Nest International Co. Ltd.
廉政公署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依富騰發展有限公司 Influence Development Limited
國際斯佳美容協會 International CICA Association of Esthetics
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 Island Shangri-La, Hong Kong
板長壽司 Itacho Sushi
姿足坊 Jack Health & Beauty
臻誠保險經紀有限公司 JM Insurance Brokers Limited
銀禧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Jubilee International Tour Centre Limited
司法機構政務處 Judiciary Administration
佳宝食品超級市場 Kai Bo Food Supermarket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卓爾廣場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 
Chelsea Heights Shopping Arcade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新城市廣場一期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 
New Town Plaza Phase One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新城市商業大廈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 
New Town Tower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蔚雲閣服務處（住宅）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 
Celeste Court Management Services Office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貿易之都服務處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 
Millennium Trade Centre Management 
Services Office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新城市廣場三期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 New 
Town Plaza Phase III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浪琴園服務處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 
Pacific View Management Services Office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新葵興花園服務處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 Sun 
Kwai Hing Gardens Management Services 
Office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新葵興廣場服務處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 Sun 
Kwai Hing Plaza Management Services 
Office

川田集團有限公司 Kawada Holdings Co., Ltd
奇華餅家有限公司 Kee Wah Bakery Limited
科普策略顧問有限公司 KEEP Consulting Limited
其昌實業貿易有限公司 Kei Cheung Industries & Trading Limited
基德（泰衡）護老院有限公司 Kei Tak (Tai Hang) Home For The Aged 

Limited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KITEC Management Limited
萊坊測量師行有限公司 Knight Frank Petty Limited
九龍建業有限公司 Kowloon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Ladies' Recreation Club
逸濤灣管理有限公司 Les Saisons (Management) Limited

Ling Lee International Limited
獅王（香港）有限公司 Lion Corporation (Hong Kong) Limited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香港太
平洋獅子會

Lions Club Of Hong Kong(Pacific), Lions 
Club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3 HK & Macau, 
China

德國漢莎膳食服務（中國）有限公司 LSG Catering China Limited
六福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Luk Fook Holdings (International) Limited
美斯集團有限公司 Macy Holding Limited
郵得快有限公司 MAILSMART LIMITED
香港萬美有限公司 Mainetti (HK) Limited
非常作有限公司 MAKE UP FOR EVER Academy
宏科資訊方案顧問 Market Pro Associates
喜運來實業有限公司 Max Fortune Industrial Limited
麥堅時復康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Mckenzie & Associates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Limited
美贊臣營養品（香港）有限公司 Mead Johnson Nutrition (Hong Kong) Ltd
傳廣通媒體推廣有限公司 Media Savvy Marketing Limited

MegaBox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萬通塑料有限公司 Milton Plastics Limited
集善有限公司 Mission Support Limited
慕立達香港有限公司 Morinda Hong Kong Limited
勵志美療有限公司 Nature's Care (HK) Limited
吳孫劉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Ng, Suen, Lau C.P.A. Limited
儷新集團有限公司 Nicer Holdings Limited
利華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Nova Business Services Limited
現在設計有限公司 NowHere Design Limited
安記海味有限公司 On Kee Dry Seafood Co. Limited
合一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One And One Cleaning Services Limited

One Solution Limited
東方表行集團有限公司 Oriental Watch Holdings Limited
德基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Pat Davie Limited
足科矯形有限公司 Pedorthic Technology Limited
穎生設計印刷公司 Phoenix Design & Printing Co.
建樂康體設備有限公司 Play Concept Ltd
百達豐實業有限公司 Powerful Industrial Limited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PricewaterhouseCoopers
信安信託（亞洲）有限公司 Principal Trust Company (Asia) Limited

PRIVATE i SALON
保諾時網上印刷有限公司 Promise Network Printing Limited
保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Protech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信誠證券有限公司 Prudential Brokerage Ltd

PS Group
雋思印刷有限公司 Q P Printing Ltd
特佳印刷有限公司 Quality Printing Limited

彩暉（膠袋）企業有限公司 Rainbow Light Enterprise Limited
永利行國際有限公司 RHL International Limited
歷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Rick's Management Consultancy Limited
右軚汽車商會（香港）有限公司 Right Hand Drive Motors Association(Hong 

Kong) Ltd
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 Ronald Lu & Partners
半山區扶輪社 Rotary Club of Mid-Level
帝景酒店 Royal View Hotel
聖安娜餅屋有限公司 Saint Honore Cake Shop Ltd
三星物產香港有限公司 Samsung C&T Hongkong Limited
施耐德電氣（香港）有限公司 Schneider Electric (Hong Kong) Limited
新菱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Shinryo Technical Services Limited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Shui On Building Contractors Limited
瑞安建築有限公司 Shui On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Signature Homes
信和停車場管理有限公司 Sino Parking Services Limited
中石化（香港）有限公司 Sinopec (Hong Kong) Ltd
瑞安建業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SOCAM Asset Management (HK) Limited
索迪斯（香港）有限公司 Sodexo (Hong Kong) Limited
梳化倉有限公司 Sofamark Ltd.
日本財產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Sompo Insurance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史丹福游泳學校有限公司 Stanford Swim School Company Limited
新恆基國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Sunbase International Properties 

Management Ltd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SUP Publishing Logistics (HK) Limited
中慧有限公司 Telefield Limited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
教育中心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ntre for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nd 
Inclusive Education

青塔印務有限公司 The Green Pagoda Press Ltd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Biotechnology 

Limited
香港乒乓總會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Table Tennis Association 

Limited
香港律師會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凌霄閣有限公司 The Peak Tower Limited
通城鐘錶有限公司 Thong Sia Watch Co., Ltd
康健國際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Town Health International Medical Group 

Limited
利邦控股有限公司 Trinity Limited
天生製衣（國際）有限公司 TSG International Limited
謝瑞麟珠寶（香港）有限公司 TSL Jewellery (H.K.) Co., Limited
東鐵實業有限公司 TTI Industrial Limited
屯門市廣場（信和物業管理公司） Tuen Mun Town Plaza (Sino Estates 

Management Ltd)
東保集團有限公司 Tunbow Group Limited
亞洲聯合速遞服務有限公司 U.C. (Asia) Services Ltd
聯合航空公司 United Airlines
富城集團 Urban Group
市區重建局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威達清潔服務公司 Wai Tat Cleaning Service Company
威達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Wai Tat Cleaning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位元堂藥廠有限公司 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mpany Limited
宏宗建築有限公司 Wan Chung Construction Co. Ltd
創富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Wealth Property Agency Limited
威邦服務有限公司 Well Born Services Limited
偉裕（香港）有限公司 Well Fixed (HK) Ltd
黃埔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藍澄灣 Whampoa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 

Rambler Crest
永利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Win-Lex Enterprise Limited
威智護衛有限公司 Wise Security Limited
慧科訊業有限公司 Wisers Information Limited
王氏港建旅遊有限公司 WKK Travel Limited
義合清潔公司 Yee Hop Cleaning Co.
頤和園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Yi Wo Yuen Aged Sanatorium Centre Limited



「有機」並非關鍵考慮因素
　　浦峯行政總裁容志遠認為，「單靠
『有機』一詞不會是品牌的萬應靈丹。相
反，不管有機與否，產品功效才是挑選的
關鍵。」作為香港最具實力的天然有機品
牌經銷商之一，浦峯旗下的品牌能帶給超

過70%的本地消費者更
好的功能和更少的不良
副作用，遠離每天接觸
到的有害物質。
    亞洲一直以來比歐
美消費者都更着眼於有
機食品的優點，反而對
個人護理產品的安全意
識較低。精明的消費者
應該選擇天然有機的產
品，以減少對身體的負

擔。因此作為市場的先驅，浦峯承擔起改
變消費者心態的角色，從而讓自己、社
會、地球「更健康」。

CSV成功須靠各方面一同推動
　　容志遠指出︰「為公司獲取最大利潤
當然無可厚非，但因廣泛利用化學成分達
至產品功效，但又長遠為消費者帶來不良
副作用就確是不可取。」只有企業能為每
個持份者創造長期利益，實踐創造共享
價值（CSV），才是可持續發展的良心生
意。聽起來很簡單，但卻是一場真正的挑
戰。
　　容志遠總結︰「我們不能靠單獨行動
取得成果，沒有消費者，這場革命不可能
成功。」當這個信念受到眾人支持，品牌
本身以至業務價值必能持續增長，這也是
浦峯的長遠成功之道。

創造共享價值的品牌經銷商

▲

   浦峯行政總裁
容志遠

浦峯是一家有機個人護理品牌經銷
商，願景在為企業創造經濟價值的同
時，創造將商業和社會融合在一起的共
同價值。在從前的經濟學角度來說，卻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憑着出色專業的管
理團隊，浦峯正
努力改變市場被
一些大品牌所壟
斷的固有現狀。

密切留意！
下期CSR Times 將於9月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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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stica Hong Kong Limited
天弘（香港）有限公司

Chinney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建業建築有限公司

Citybus Limited / New World First Bus Services Limited
城巴有限公司 /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Elegance Jewellery International Limited
雅寶珠寶國際有限公司

FrieslandCampina (Hong Kong) Limited
菲仕蘭（香港）有限公司

FWD Life In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imited
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

Hong Kong Golf Club
香港哥爾夫球會

Nan Fung Development Limited
南豐集團

New World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新世界建築有限公司

NWS Holdings Limited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ProFone (Hong Kong) Limited
浦峯（香港）有限公司

Shun Tak Holdings Limited
信德集團有限公司

The Bank of East Asia, Limited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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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度「商界展關懷」計劃提名機構名單
自強協會有限公司 1st Step Association Limited
40加協會有限公司 40 Plus Association Limited
點滴是生命有限公司 A Drop of Life Limited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 Aberdeen Kai-Fong Welfare Association Social 

Service Centre
成就未來基金會有限公司 Achievement Foundation Limited
防止虐待兒童會 Against Child Abuse Limited
愛加倍國際愛聾協會有限公司 Agape Love Deaf International Limited
義務工作發展局 Agency for Volunteer Service
愛予晴有限公司 AGING & BETTER CARE LIMITED
愛達迅教育基金會有限公司 Aide Et Action Education Foundation Limited
關懷愛滋基金有限公司 AIDS Concern Foundation Limited
恆康互助社 Amity Mutual Support Society
糖尿天使有限公司 Angel of Diabetic Limited
人類生存文化外展協會有限公司 Anthropolgical Survival Out-Reach Limited

Arch Community Outreach Limited
香港展能藝術會 Arts with the Disabled Association Hong Kong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Asbury Methodist Social Service
亞洲農業研究發展基金 Asia Agricultural Research development Fund
亞洲兒童教育協會 Asia Children Education Association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Asian Outreach Hong Kong Limited
亞洲青年管弦樂團 Asian Youth Orchestra Limited
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 Association for Engineering and Medical 

Volunteer Services
工業傷亡權益會有限公司 Association for the Rights of Industrial Accident 

Victims Limited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 Free Churches of 

Hong Kong, The
愛培自閉症基金有限公司 Autism Partnership Foundation Limited
榕光社 Banyan Services Association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Baptist Oi Kwan Social Service
赤腳仁心有限公司 Barefoot Doctors Limited
嘉福金朝國際慈善基金會
有限公司

Benevolence International Charity Association 
Limited

庭恩兒童中心 Benji's Centre
小寶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Bo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香港小童群益會 Boys' and Girls' Club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The
香港基督少年軍 Boys' Brigade, Hong Kong, The
奮進（青少年發展）有限公司 Breakthrough (Juvenile Development) Limited
突破有限公司 Breakthrough Limited
書伴我行（香港）基金會有限公司 Bring Me A Book Hong Kong Limited
佛教何南金中學 Buddhist Ho Nam Kam College
關心您的心 Care For Your Heart
童心携手 Care of Children
香港視障視全人士協會 Care the Visually Impaired

CareER Association Limited
教育局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Career Guidance Section, Education Bureau
福幼基金會有限公司 Caring for Children Foundation Limited
香港明愛 Caritas - Hong Kong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Caritas Yuen Lo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公教婦女會 Catholic Women's League, The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Recreation & 

Sports Association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Centre for Commun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Limited
柴灣區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 Chai Wan Area Kai-Fong Welfare Association 

Limited
柴灣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Chai Wan Baptist Church Social Service
成長希望基金會 Changing Young Lives Foundation
長沙灣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 Cheung Sha Wan Kai Fong Welfare Association 

Limited
智行基金會有限公司 Chi Heng Foundation Limited
智源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Chi Yuen Education Fund Limited
心靈雞湯兒童基金有限公司 ChickenSoup Foundation Limited
愛孩子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Child Cares Foundation Company Limited
明德兒童啟育中心 Child Development Centre, The
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有限公司  Child Development Initiative Alliance Co Limited
樂幼計劃有限公司 Child Welfare Scheme Limited
童夢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Children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兒童脊科基金有限公司 Children Chiropractic Foundation Limited
兒童癌病基金 Children's Cancer Foundation
兒童心臟基金會 Children's Heart Foundation
兒童醫健基金會有限公司 Children's Medical Foundation Limited
地中海貧血兒童基金 Children's Thalassaemia Foundation
金銀業貿易場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Chinese Gold & Silver Exchange Society 

Charity Fund Limited, The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華安聯合會 Chinese Union Mission of Seventh-day 
Adventists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基督教勵行會 Christian Action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有限公司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Church Union 

(HK) Limited
基督教仁愛教會 Christian Church Of Love Kwun Tong Limited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Christian Family Service Centre
基督教新生協會有限公司 Christian New Life Association Limited
基督教愛協團契有限公司 Christian Oi Hip Fellowship Limited
基督教牧愛會有限公司 Christian Prison Pastoral Association Limited
基督教以勒社會服務網絡 Christian Social Service Network of Divine 

Providence
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 (Hong Kong) 
Limited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 Church of United Brethren in Christ, Hong Kong 
Limited - Social Service Division

香港城市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城賢匯有限公司 CityU Eminence Society Company Limited

Clean The World Asia, Limited
中華傳道會基石社會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CNEC Kei Shek Social Service Centre Limited
香港聾人子女協會有限公司 CODA Hong Kong Limited
社商賢匯有限公司  Community Business Limited
關注草根生活聯盟有限公司 Concern for Grassroots Livelihood Alliance 

Limited
羣力資源中心 Concerted Efforts Resource Centre
長春社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The
建造業關懷基金 Construction Charity Fund
愛貢獻有限公司 Contripassion Limited 
中華便以利會恩慈長者鄰舍中心 CPMS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of Grace
國際十字路協會有限公司 Crossroads Foundation Limited
懲教社教育基金 CSDCU EDUCATION FUND 
職工盟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CTU Education Foundation Limited
文化動力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Culture Power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道爾頓基金有限公司 Dalton Foundation Limited
香港糖尿互協會有限公司 Diabetic Mutual Aid Society of Hong Kong 

Association Limited
黑暗中對話（香港）基金會有限公司 Dialogue In The Dark (HK) Foundation Limited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Direction Association for the Handicapped
香港兒童啟迪協會 DISTINCTIVE LEARNING SOCIETY 
地球環保基金有限公司 Earth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 Limited
東聯社會服務基金有限公司 East Union Foundation Limited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Ebenezer School and Home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環保生態協會有限公司 ECO Association Limited 
環保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ECO Foundation
意贈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Egive For You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卓匯仝人發展有限公司 Elite Holistic Development Limited
伊羅欣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Elohim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職安培訓復生會有限公司 Employees' Safety, Training &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Limited
香港啟迪會 Enlighten Hong Kong Limited
環保協進會有限公司 Environmental Association Limited
溢達楊元龍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Esquel - Y.L. Yang Education Foundation 

Limited
藝恆愛心行動有限公司  Eternity Love Foundation Company Limited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 - 播道兒童之家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

Evangel Children's Home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Social Service - 

Hong Kong
香港公平貿易聯盟有限公司 Fair Trade Hong Kong Foundation Limited
脊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金 Families of SMA Charitable Trust
樂餉社有限公司 Feeding Hong Kong Limited
軍事遺蹟保育團有限公司 Field and Mountain Division Limited
齊惜福有限公司 Food for Good Limited
膳心連基金有限公司  FOODLINK FOUNDATION LIMITED
得閒去飲茶有限公司 Free Yum Cha Company Limited
鮮魚行學校 FRESH FISH TRADERS' SCHOOL
希望之友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Friends of Hope Education Fund Limited

Friends of the Harp Ltd
果園社企有限公司 Fruit Garden Social Enterprise Limited
扶康會 Fu Hong Society
鳳溪公立學校 - 鳳溪護理安老院 Fung Kai Public School - Fung Kai Care & 

Attention Home for the Elderly
全球華人乳癌組織聯盟有限公司 Global Chinese Breast Cancer Organizations 

Alliance Limited 
高壹分愛心工程有限公司 GO FUN CARE PROJECT LIMITED
恩聯福利會有限公司 Grace Link Charit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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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促進會有限公司  GREEN COUNCIL LIMITED 
綠色力量 Green Power
綠領行動 GREENERS ACTION
香港仁人家園有限公司 Habitat for Humanity Hong Kong Limited
半邊天基金（亞洲）有限公司 Half the Sky Foundation (Asia) Ltd.
牽手香港有限公司  HANDSON HONG KONG LIMITED
安徒生會 Hans Andersen Club Limited
基督教靈實協會 Haven of Hope Christian Service
勵絃樂舍 Healing Musical Club
醫護行者有限公司 Health in Action Limited
耳聽心言基金 Hear Talk Foundation
協康會 Heep Hong Society
香港小母牛有限公司 Heifer Hong Kong Limited
伸手助人協會 Helping Hand
香海正覺蓮社 Heung Hoi Ching Kok Lin Association
喜瑪拉雅自然文明保護協會（香港分會）
有限公司

HIMA FOUNDATION (HONG KONG) LIMITED

Himalayan Consensus Institute Limited
HKCSS Wisegiving Limited

學友社 Hok Yau Club
善園有限公司 Holistic S.Y. Limited
民政事務總署 - 屯門民政事務處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 Tuen Mun District 

Office
可愛忠實之家 Home of Loving Faithfulness
匡智會 Hong Chi Association
香港航空青年團 Hong Kong Air Cadet Corps
香港罕見疾病聯盟 Hong Kong Alliance for Rare Diseases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有限公司 Hong Kong Alliance of Patients' Organizations 

Limited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Hong Kong Alzheimer's Disease Association
香港天使綜合症基金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Angelman Syndrome Foundation 

Limited
香港動物保護組織有限公司 Hong Kong Animal Welfare Centre Limited
香港防癌會 Hong Kong Anti-Cancer Society, The
香港蘭藝會 Hong Kong Artistic Orchid Association
香港兔唇裂顎協會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Cleft Lip and Palate
香港體驗教育協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Experiential 

Education Limited
香港老年學會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Gerontology
香港長者協會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Senior Citizens, The
香港聾人協進會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he Deaf
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Youth Development 

Limited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Hong Kong Award For Young People, The
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紫荊青年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Bauhinia Youth Association Limited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Hong Kong Blind Union
香港乳癌基金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Breast Cancer Foundation Limited
香港癌症基金會 Hong Kong Cancer Fund
香港愛心魔法團 Hong Kong Caring Magic Circus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Hong Kong Catholic Marriage Advisory Council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Hong Kong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香港潮州商會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Hong Kong Chiu Chow Chamber Of Commerce 

Charity Funds Limited
香港基督教更新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Christian Kun Sun Association 

Limited, The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Hong Kong Christian Mutual Improvement 

Society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 Hong Kong Committee for UNICEF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Hong Kong Council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 Hong Kong Down Syndrome Association, The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Hong Kong Employment Development Service 

Ltd
香港家庭福利會 Hong Kong Family Welfare Society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Workers 

Education Organisation Limited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Handicapped Youth
香港失明人互聯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the Blind
香港青年協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The
香港女童軍總會 Hong Kong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Green Building Council Limited
香港導盲犬協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Guide Dogs Association Limited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Hong Kong Joint Council of Parents of the 

Mentally Handicapped, The
香港腎臟基金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Kidney Foundation Limited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Hong Kong Lutheran Social Service, Lutheran 

Church - Hong Kong Synod
香港影視明星體育協會慈善基金
有限公司

Hong Kong Movie Star Sports Association 
Charities Limited

香港傷健共融網絡有限公司 Hong Kong Network for the Promotion of 
Inclusive Society Limited

香港肌健協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Neuro-Muscular Disease 
Association Limited

香港北區康樂總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North District Leisure Association 
Limited

香港有機農業生態研究協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Organic Agriculture & Ecological 
Research Association Limited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Hong Kong Organic Resource Centre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 Hong Kong Paralympic Committee & Sports 

Association for the Physically Disabled
香港柏金遜症基金 Hong Kong Parkinson's Disease Foundation
香港傷健協會 Hong Kong PHAB Association
香港遊樂場協會 Hong Kong Playground Association
香港預防醫學協進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Preventive Medicine Association 

Limited
香港紅十字會 Hong Kong Red Cross
香港紅卍字會 Hong Kong Red Swastika Society
香港復康力量 Hong Kong Rehabilitation Power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Hong Kong S.K.H. Lady MacLehose Centre
香港海事青年團 Hong Kong Sea Cadet Corps
香港海鷗助學團有限公司 Hong Kong Seagull Scholarship Limited
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Hong Kong Seeing Eye Dog Services Limited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Welfare Council 

Limited
香港單親協會 Hong Kong Single Parents Association
香港復康會 Hong Kong Society for Rehabilitation, The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Deaf, The
香港南區婦女會 Hong Kong Southern District Women's 

Association
香港移植運動協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Transplant Sports Association 

Limited
香港婦聯有限公司 Hong Kong Wome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Limited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Hong Kong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香港青年藝術協會 Hong Kong Youth Arts Foundation
香港青年動力協會 Hong Kong Youth Power Association
香港善德基金會有限公司 Hongkong Shine Tak Foundation Association 

Limited
希望種子籃球亞洲 Hoops for Hope Basketball Asia
寰宇希望 HOPE Worldwide
腦之家有限公司  House of Learning Limited 
文化葫蘆有限公司 HULU Culture Limited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法團
校董會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Hong Kong S.Y.C. & I. A. Chan Nam Chong 
Memorial College, The

凝動香港體育基金有限公司 InspiringHK Sports Foundation Limited
香港沃土發展社 Institute for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勵智協進會有限公司 Intellectually Disabled Education and Advocacy 

League Limited, The
國際無國界夢想成真基金會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Boundless Dreams Come True 

Foundation Limited
國際釋迦文化中心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Sakyamunis Culture 

Limited, The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International Social Service Hong Kong Branch
國際天糧事工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Tin Lang Ministry Limited

Internet Learning Resource Centre Limited 
(HKCSS)

信願榮景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Invision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啟愛共融基金有限公司 J Life Foundation Limited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 Joyful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禧福樂華有限公司 JUBILEE CARES LIMITED
禧福協會 Jubilee Ministries
青年成就（香港）有限公司 Junior Achievement (Hong Kong) Limited
晉峰青年商會有限公司 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 Apex (Hong 

Kong) Limited
城市青年商會有限公司 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 City (Hong Kong) 

Limited
騰龍青年商會有限公司 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 Dragon 

(Hong Kong) Limited
海港青年商會有限公司 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 Harbour (Hong 

Kong) Limited
荃灣青年商會有限公司 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 Tsuen Wan (Hong 

Kong) Limited
Justice Centre Hong Kong Limited
K For Kids Foundation Limited

錦華精舍有限公司 Kam Wah Ching Sher Association Limited
啟勵扶青會 KELY Support Group
瓔珞講堂有限公司 Keyura Association Limited
童協基金有限公司 Kids4Kid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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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天樂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Koo Tin Lok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協會 Kwai Tsing Safe Community and Health City 

Association
關愛堂有限公司 Kwan Oi Tong Limited
基督教觀塘褔臨教會有限公司 Kwun Tong Fuk Lam Church Limited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Kwun Tong Methodist Social Service
籽識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La Violet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劉葉淑婉紀念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Lady Lau Memorial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勵君扶耆護幼服務社有限公司  Lai Kwan Child and Elderly Care Services 

Limited
羅氏集團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Lawsgroup Charity Fund Limited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Life Education Activity Programme
健康快車香港基金  Lifeline Express Hong Kong Foundation
護‧聯網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Lifewire Foundation Limited
光愛中心有限公司 Light and Love Home Limited
嶺南大學 Lingnan University
中區獅子會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Lions Club of Central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香港壽臣山獅子會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Shouson Hill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ted
香港華都獅子會基金有限公司 Lions Club of Metropolitan Hong Kong 

Foundation Limited
小子心扶貧有限公司 Little Ones Poverty Relief Limited
百年樹人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LOG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九龍樂善堂 Lok Sin Tong Benevolent Society, Kowloon
香港主恩堂 Lord Grace Church of Hong Kong
愛心飯團慈善有限公司 Love Family Charity Limited
愛基金有限公司 Love Foundation Limited
愛心工程有限公司 Loving Power Limited
馬鞍山社區服務協會 Ma On Shan Community Services Association
馬鞍山青年協會 Ma On Shan Youth Association
美琪凱瑟克癌症關顧中心基金有限公司 Maggie Keswick Jencks Cancer Caring Centre 

Foundation Limited
創不同協作有限公司 Make A Difference Institute Limited
願望成真基金 Make-A-Wish Foundation of Hong Kong Limited
大眾校園媒體  Mass School Media 
無國界醫生 MEDECINS SANS FRONTIERES (HK) LIMITED
香港心理衞生會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The
商界助更生委員會有限公司 Merchants Support for Rehabilitated Offenders 

Committee Limited
循道衛理中心 Methodist Centre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 Methodist Epworth Village Community Centre
窰匠生命事工有限公司 Metta Mission & Community Ministry

MFMW LIMITED
樂耕園有限公司 Mission Healthy Greens Limited
盈愛行動 Mission of Love
新福事工協會有限公司 Mission to New Arrivals Limited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Mongkok Kai-Fong Association Limited Chan 

Hing Social Service Centre
旺角街坊會有限公司 Mongkok Kai-Fong Association Limited, The
國際肌肉骨骼疼痛協會有限公司 Multi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usculoskeletal Pain Limited
關愛同行會有限公司 Mutual Caring Association Limited
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Neighbourhood & Worker's Education Centre 

Limited
飛躍網絡國際有限公司 Network J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新使徒教會有限公司 New Apostolic Church Hong Kong Limited
新家園協會有限公司 New Home Association Limited
新生精神康復會 New Life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Association
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 New Territories Association of Societies 

(Community Services) Foundation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New Territories Association Retraining Centre 

Limited
新希望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New Wish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Norton House Global Education Initiative 
Limited

聖母院堂區 Notre Dame Parish
昂首並進互助協會有限公司  O9B7 Limited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 Ocean Park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Hong 

Kong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OIWA Limited
壹國發展有限公司 OneLife Development Limited
開心社區服務有限公司 Open Door Ministries Limited
香港晨曦會有限公司 Operation Dawn Limited
奧迪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OTIC Foundation Limited
傑出生命計劃有限公司 Outstanding Givers Association Limited, The
香港外展信託基金會有限公司 Outward Bound Trust of Hong Kong Limited, 

The
樂施會 Oxfam Hong Kong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Parents' Association of Pre-school 
Handicapped Children, The

鮑廣桓兒童慈善基金 Pau Kwong Wun Charitable Foundation
Peace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

竹園區神召會 Pentecostal Church of Hong Kong
民社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People Service Centre Limited
國際培幼會（香港） Plan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Plastic Free Seas Limited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Playright Children's Play Association
肺積塵互助會 Pneumoconiosis Mutual Aid Association
保良局 Po Leung Kuk
薄扶林村文化地境保育有限公司 Pok Fu Lam Village 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Limited
博愛醫院董事局 Pok Oi Hospital, Board Office
極地博物館基金有限公司  Polar Museum Foundation Limited 
災後心理輔導協會有限公司 Post Crisis Counseling Network Limited
愛心力量  POWER OF LOVE
心暖心輔導中心有限公司 Praying Hearts Counselling Centre Limited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有限公司 Principal Chan Free Tutorial World Limited
綠田園基金 Produce Green Foundation
職業及社會服務協會有限公司 Professional & Social Services Association 

Limited
奧比斯 PROJECT ORBIS INTERNATIONAL, INC

Rainbow Foundation 
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Reading Dreams Foundation Limited

Redress Limited
再生會有限公司 Regeneration Society Limited
香港復康聯盟 Rehabilitation Alliance Hong Kong
家居維修義工協會 Repair Fairy
拯救遺棄寵物中心 Rescue Centre for Abandoned Pets Limited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Retina Hong Kong
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 Rev. Brother Paul Sun Education Foundation
啟聞基金有限公司 Revelation Fund Limited
利民會 Richmond Fellowship of Hong Kong
香港傷健策騎協會有限公司 Riding for the Disabled Association Limited
磐石協會 Rock Foundation Limited, The
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Ronald McDonald House Charities Hong Kong 

Limited
閱讀之家 Room To Read
香港旭日扶輪社（慈善）有限公司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Sunrise (Charities) 

Limited
RYTHM Foundation Limited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S.K.H. Holy Carpenter Church Community 
Centre

香港耀能協會 SAHK
西貢區社區中心有限公司 Sai Kung District Community Centre Limited
西貢區盂蘭勝會有限公司 Sai Kung Yulan Association Limited
西營盤街坊福利會 SAI YING PUN KAIFONG WELFARE 

ASSOCIATION
救世軍 Salvation Army, The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Samaritan Befrienders Hong Kong
香港救助兒童會有限公司 Save the Children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童軍總會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藝術扶苗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Seeds Of Art Charity Foundation Company 

Limited 
慧進會 Self Help Group For The Brain Damaged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Senior Citizen Home Safety Association
深水埔街坊福利事務促進會 Shamshuipo Kaifong Welfare Advancement 

Association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有限公司 Sheng Kung Hui St Christopher's Home Limited
崇德文教總會有限公司  SHOWN TAK CULTURAL ASSOCIATION 

LIMITED 
舜禹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Shun Yu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嗇色園 Sik Sik Yuen
龍耳有限公司 Silence Limited
雲彩行動有限公司 Silver Lining Foundation Limited
愛樂臨萬邦有限公司  Sing Through the Land Limited

Singh Welfare Limited
微笑動力慈善機構有限公司 Smile Foundation Limited

Soap Cycling Limited
社職有限公司 Social Career Limited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社會服務計劃 Social Services of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無國界社工有限公司 Social Workers Across Borders Limited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香港戒毒會 Society for the Aid and Rehabilitation of Drug 

Abusers, The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Hong Kong)
善寧會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Hospice Care, The
香港弱能兒童護助會 Society for the Relief of Disabled Childr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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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 Society for the Welfare of the Autistic Persons
香港扶幼會 Society of Boys' Centres
中華智慧管理學會有限公司 Society Of Chinese Wisdom &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The
香港善導會 Society of Rehabilitation And Crime Prevention, 

Hong Kong, The
南葵涌社會服務處 South Kwai Chung Social Service
南屯門平安福音堂有限公司 South Tuen Mun Peace Evangelical Centre 

Limited
聖約翰馬爾他爵士基金（遠東總會）
有限公司

Sovereign Order of St. John, Knights of Malta 
Foundation (Far East Headquarter) Limited

愛苗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Sow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苗圃行動 Sowers Action
春蕾計劃基金 Spring Blossom Project Foundation
聖雅各福群會 St James' Settlement
香港神託會 Stewards
縱橫社會責任網絡有限公司  Strategic CSR Network Limited
露宿者行動委員會有限公司 Street Sleepers Action Committee Limited
生命熱線有限公司 Suicide Prevention Services Limited
夏橋有限公司 Summerbridge Hong Kong Limited
耀陽行動有限公司  SUNSHINE ACTION LIMITED
天龍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Super Dragon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創業軒有限公司 Support the Employment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Limited
宏星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SV Foundation Limited
香港社會創投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SVHK FOUNDATION LIMITED
同營膳有限公司  Table for Two (Hong Kong) Limited
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Tai Po Baptist Church Social Service
青躍 - 青少女發展網絡有限公司 Teen's Key - Young Women Development 

Network Limited
十分關愛基金會有限公司 Ten Percent Donation Scheme Foundation 

Limited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The Against Elderly Abuse of Hong Kong
香港義工導師協會 The Association of Instructors of Volunteers for 

Social Services
中國燭光教育基金 The China Candlelight Educational Fund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社會服務部 The Chinese Rhenish Church Hong Kong 

Synod, Social Service Department
基督教恩信之家有限公司 The Christian Home of Faith & Grace Company 

Limited
香港公益金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孔教學院 The Confucian Academy
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香港靈糧堂堂務
委員會

The Council Of Ling Liang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Hong Kong Ling Liang 
Church

香港循理會 The Free Methodist Church of Hong Kong
綠惜地球有限公司 The Green Earth Limited
工聯康齡長者服務社 The HKFTU Hong Ling Society for the Well-

being of the Elderly
香港佛教聯合會 The Hong Kong Buddhist Association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CHURCH NETWORK FOR 

THE POOR COMPANY LIMITED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香港交通安全會 The Hong Kong Road Safety Association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The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Aged
香港盲人輔導會 The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Blind
香港學生輔助會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Student Aid Society Limited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The Hong Kong Tuberculosis, Chest and Heart 

Diseases Association
賽馬會毅智書院法團校董會 The IMC of The Jockey Club Eduyoung College
潮州會館中學法團校董會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法團校董會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CMA Choi Cheung Kok Secondary School
廠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CMA Secondary School
天主教南華中學法團校董會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Nam Wah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法團
校董會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Hong Kong Management Association K.S. 
Lo College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法團校董會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PHC Wing Kwong College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Yan Oi Tong Chan Wong Suk Fong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工業福音團契 The Industrial Evangelistic Fellowship Limited
明建會慈善基金 The Lighthouse Club Hong Kong Benevolent 

Fund
安貧小姊妹會 The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影音使團有限公司 The Media Evangelism Limited

The Nature Conservancy
鄰舍輔導會 The Neighbourhood Advice-Action Council

香港新聲會 The New Voice Club of Hong Kong
沙龍影友協會  The Photographic Salon Exhibitors Association
國際雷利計劃（香港）有限公司 THE RALEIGH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
The Sovereign Art Foundation Limited

將軍澳各界婦女協會 The Women's Association of Tseung Kwan O 
Community

婦女基金會有限公司 The Women's Foundation Limited
圓玄學院社會服務部 The Yuen Yuen Institute Social Service 

Committee
Time Auction Limited

天水圍婦聯有限公司 Tin Shui Wai Women Association Limited
德善長者福利中心有限公司 Touch Elderly Caring Welfare Centre Limited
親切 TREATS
真理浸信會有限公司 Truth Baptist Church Limited
荃灣區長者福利會 Tsuen Wan District Elderly Welfare Association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Tsung Tsin Mission of Hong Kong Social 

Service, The
慈雲山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  Tsz Wan Shan Kai Fong Welfare Association 

Limited
屯門婦聯有限公司 Tuen Mun District Women's Association Limited
屯門青年協會 TUEN MUN YOUTHS ASSOCIATION
佛教東林安老院 Tung Lum Buddhist Aged Home
東華三院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兩地一心 U-Hearts
基督教聯合醫院 United Christian Hospital 
基督教聯合醫務協會 United Christian Medical Service
雁心會樂幼基金有限公司 United Hearts Youth Foundation Limited
安榮社會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United Social Service Centre Limited
聘志發展基金有限公司 Unleash Foundation Limited
城市睦福團契有限公司 Urban Peacemaker Evangelistic Fellowship 

Limited, The
願景基金會有限公司 V Q Foundation Limited
無國界義工 Volunteer Space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Wai Ji Christian Service
懷智匡業有限公司 Wai Ji Hong Yip Company Limited
慧妍雅集 Wai Yin Association
監護者 Watchdog Limited
惠家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Well Family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全人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Whole Person Education Foundation Limited
宏施慈善基金 Windshield Charitable Foundation
梁錦棠詠春同學會 Wing Tsun Leung Kum Tong Martial Art 

Fraternity  Ltd.
榮華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Wing Wah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和富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Wofoo Social Enterprises Limited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 Women's Welfare Club, Western District, Hong 

Kong
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 Wong Tai Sin District Recreation & Sports 

Council
世界兒童基金會有限公司 World Children's Fund Hong Kong Limited
世界綠色組織 World Green Organisation
溫情人間助學協會 World of Compassion Education Fund 

Association (WCEFA)
香港世界宣明會 World Vision Hong Kong
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Hong Kong
無止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Wu Zhi Qiao (Bridge to China)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喜耀教育文化基金有限公司 Xiyao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Fund Limited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Yan Chai Hospital Social Services Department
仁美清叙慈善機構有限公司 Yan Mei (Miss Asia) Charity Organization 

Limited
仁愛堂有限公司 Yan Oi Tong Limited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Yang Memorial Methodist Social Service
青年企業家發展局 Young Entrepreneurs Development Council 

Limited, The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兒童糖尿協會 Youth Diabetes Action
香港青年歸主有限公司 Youth for Christ (HK) Limited
協青社 Youth Outreach
青年天地發展基金有限公司 Youth World Foundation Ltd.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Yuen Long Town Hall Management Committee 

Limited
育智中心有限公司 Yuk Chi Resource Centr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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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感謝您們！陳智思議員、張穎雪女士、方文雄先生、

郭李夢儀女士、劉玉燕女士、盧金榮先生、馬錦華先生及蔡海偉先生，

分別協助我們處理「傑出伙伴合作計劃獎」的評審工作。

感謝您們！周淑琼女士、郭俊泉先生、羅永聰先生、

梁志衡先生、梁凱欣女士、梅偉強先生、岑家雄先生、司徒廣釗先生、

謝可儀女士、黃敏信先生、黃美坤女士及王詩韻女士，

協助我們的「傑出伙伴合作計劃獎」初選工作。

感謝您們！香港傷殘青年協會、香港傷健協會、

香港復康會及香港復康聯盟，協助我們進行「無障礙友善企業 / 機構名單」

的實地考察工作。

特別感謝「商界展關懷」計劃督導委員會每一位成員的支持，

包括陳智思議員、陳仰宗先生、方文雄先生、孔令成先生、郭琳廣先生、

劉玉燕女士、羅君美女士、廖達賢先生、馬錦華先生、吳雯賢女士、

沈觀賢先生、曾立基先生、溫麗友女士及蔡海偉先生。

最後，感謝《香港經濟日報》作為

「商界展關懷」計劃2018/19的媒體伙伴。

再次衷心感謝每一位的支援！

誠如本屆社區伙伴合作展標語，讓我們一起「凝聚力量、攜手向前」，

向下一個十七年進發。

不
經
不
覺
，
「
商
界
展
關
懷
」
計
劃
已
走
到
第
十
七
個
年
頭
。

回
望
過
去
，
計
劃
之
所
以
能
夠
一
直
推
陳
出
新
，
夙
夜
匪
懈
地
推
動
香
港
各
界
將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發
展
，

實
有
賴
商
界
、
社
福
界
及
政
府
三
方
鼎
力
支
持
。

藉
此
盛
事
，
衷
心
感
謝
您
們
每
一
位
獻
出
的
時
間
與
心
力
，
令
計
劃
愈
趨
成
熟
。

每
一
位
協
助
我
們
的

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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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實業（香港）物流有限公司 A & S (HK) Logistics Ltd

艾奕康有限公司 AECOM Asia Company Limited

亞洲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Asia Property Agency Co., Ltd

中華商務安全印務有限公司 C & C Security Printing Company Limited

太極軒 CHI Residences

中國信達（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China Cinda (HK)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中國通海國際金融有限公司 China Tongh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imited

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China Travel Service (Hong Kong) Limited

中信國際電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CITIC Telecom International CPC Limited

城市專業管理有限公司 City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Limited

城市護衛有限公司 City Security Company Limited

高雅線圈製品有限公司 Coils Electronic Co., Limited

德保建築有限公司 Diploma Construction Limited

綠色金屬（香港）有限公司 Eco Metal (Hong Kong) Limited

億達時亞洲有限公司  Electronic Theatre Controls Asia Limited

仕達富人才資源（香港）有限公司 Faro Recruitment (Hong Kong) Co Limited 

香港貨運航空有限公司 Hong Kong Air Cargo Carrier Limited

港九混凝土有限公司 Hong Kong Concrete Company Limited

港九藥房總商會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Pharmacy Limited

歷德香港有限公司 Lidl Hong Kong Limited

逸苗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Luxmed Medical Group Limited 

南旋集團有限公司 Nameson Group Limited

南旋控股有限公司 Nameson Holdings Limited

立藝珠寶手藝有限公司 Nelson Jewellery Arts Co. Limited

新世界建築有限公司 New World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 New World Millennium Hong Kong Hotel

天譽國際金業有限公司 Prestige International Bullion Limited

仁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Sage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帆船飲食管理有限公司 Sailing Boat Catering Management Limited

信德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Shun Tak Property Management Ltd

雪肌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Squina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得成僱傭中心有限公司 Technic Employment Service Centre Ltd.

富滙證券有限公司 Wealth Link Securities Limited

Wilson Garment Accessori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宏浚工程測量有限公司 Wise Engineering & Surveying Co. Limited

蘇麗鐘錶有限公司 Zurich Watch Company Limited

感謝以下公司 / 機構捐款10,000港元或以上支持「商界展關懷」計劃！



合作伙伴：出版：

2019年5月20日
非賣品（隨經濟日報附送）

封面故事︰

企業可持續發展路線圖

凝聚力量
攜手向前

《香港經濟日報》專輯組特別製作的專業企業社會責任雜誌—《CSR Times》
作為本港CSR資訊的主要分享平台，致力提供專業而全面的CSR實務知識，助讀者掌握CSR
領域的最新發展動向。

Special Edition
aring

商 界 展 關 懷 特 刊

CSR Times
網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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