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8 兩地一心 - 活動表
助學：15

其他國內服務：14

活動名稱
1) Love & Dine

2) 兩地一心週年會員大會

青展：8

其他本地服務：6

(1/7/2017 至 30/6/2018)
外來籌款：7

會務：10

舉行日期

舉行地點

活動內容

7/20176/2018

香港

由喜愛煮食的捐助人 Samuel 和 Joey 為來 Love & Dine
賓提供食材並準備美味的私房菜，晚宴 (Joey, Samuel)

感謝 Love & Dine 舉行多
次籌款晚宴，為本會共籌

收費全數捐給兩地一心專款專用。

得善款 HK$65,000

15/7 (六)

尖東潮州城

負責人 / 聯絡人 /
主辦團隊

共 60 個活動
人數 / 簡報 / 備註

當日議程順利通過,通過核數報告，並向 YY、Ophilia、Joyce、 共約 60 人出席
會員匯報過去一年的服務成果和善款運 嘉麗
順利圓滿完成一年一度
用，展望來年方向和發展。
的會員大會。晚宴期間，
頒獎予持續服務超過 8
年的義工，熱氛很好。
感謝協助的 Kurri, Betsy,
Grace, Ken Wai, Sunny,
355, Joe, 斌

3) PaperOne™ Express 我的 8/2017祝福利是封創作比賽
1/2018

香港

推動及加強全港中、小學生對中國傳統節日 Adei、Eman、
的認識，鼓勵透過繪畫或圖工表達對他人的 Edmond、Jimmy、

YY、嘉麗

祝福。
各組得獎作品將會於頒獎禮展出，及收錄成
活動報告書，寄給全港中小學。

參與學校多達 177 間，共
收到逾 10,900 份作品。
感謝 PaperOneTM、e-print、
ArtPac Solutions 贊助及支
持活動

得獎作品有機會被選用印製成實體利是封
作慈善用途。

4) 全州助學活動

19-21/8
(六至一)

廣西全州

義工探訪全州學生，為他們送上物資和 全州助學義工
鼓勵，並與大學生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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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番薯叔叔、Timmy 和
其他全州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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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 至 30/6/2018)

5) 懷集助學活動

1-2/9
(五至六)

廣東懷集

義工探訪懷集學生，為他們送上鼓勵， 懷集助學義工
並面見及家訪高一學生。

感謝 Sunny、Ken Wai 和其
他助學義工

6)

6/9 (三)

奧海城

「書湘門第」發揮愛心企業精神，於店 Abel Tang、YY
內招呼新移民家庭，中秋佳節前夕與家
人享受非常愉快的節日聚餐！
發起人 Abel Tang 親自購買豐富禮物，

活動共服務 32 戶新移民
家庭，共 60 位大小朋友
感謝「書湘門第」贊助支
持

當日邀請了鬼馬魔術師黃偉文先生精彩
表演，更有扭波及抽獎，令出席的朋友
們非常盡興！

感謝 「新家園協會」協
辦並全力支持
感謝 Abel Tang 及當日所
有協助義工

GP22 團隊共 17 人，由 Ringo 帶領主持 GP22 團隊
開幕禮，教學樓捐助人「金孚汽車」羅
志賢先生及夫人，亦撥冗出席剪綵活

感謝 GP22 團隊、金孚汽
車有限公司、羅志賢先
生、夫人，亦感謝 Yes

動，並且捐贈 20 部電腦及文具予學校。
GP 22 團隊亦額外捐贈乒乓球台、體育用
品以及路燈予「GP22 天平小學」，上述
愛心捐獻大大提升了學校的教育質素！

Solution 集團

U-Talks 活動乃邀請正面並對學生有影響 U-Talks Team
力的人士為學生分享，用自身故事激勵
學生。
Ming 仔和聖若瑟書院同學分享：學習模

感謝分享嘉賓 Ming 仔
感謝 U-Talks Team
(Carina、Felix、Tony、Ella、
YY、嘉麗)

式要自己摸索，當真正找到自己的路，
你會發現就算再多時間也不夠自己發
揮。

感謝贊助及支持機構
感謝聖若瑟書院協助安
排

書湘友愛．樂饍一家

7) GP22 天 平 小 學 建 校 剪 11-13/9
綵
(一至三)

8) U-Talks：Ming 仔

18/9 (一)

廣西蒼梧

聖若瑟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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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 至 30/6/2018)

即使在尋找方向的路上碰釘，站起來再
試過，只要是自己喜歡的事，再多的難
題都可以當做冒險
9) 孝愛共融耀白田

23/9 (六)

石硤尾白田邨

雖然服務當日早上黃雨，但探訪服訪期 孝愛統籌義工、嘉麗 感謝孝愛統籌義工(Ray
間全程陽光普照！
Ng, Midco Ching, Felix
是次活動服務超過五百戶白田邨長者，
Chan, Letty Chan, Isa Woo,
在節日送上應節食品、禮品及長者所需
生活用品等，為長者們創造豐盛温暖的
中秋節！

Grace Tsang, Jackey Lee)
感謝感謝協辦機構：白田
浸信會愛鄰中心、白田邨
居民協會，及所有贊助和
支持機構
感謝當日出席的 700 多位
義工，為超過 500 戶長者
送上最真摯的中秋心意

10) U-Training：東華三院
馬振玉紀念中學

30-31/9
(六至日)

東華三院
馬振玉紀念中學

專業導師 Forest 透過有系統教授體驗式 Forest、YY、Ella
學習及活動帶領技巧，提升參加者的溝
通技巧和領導才能，並加強他們的溝
通、解難能力，也增強他們的自我認同
及自信心。

感謝 Forest

11) U-Talks：丁可欣 Yanki

17/10 (二)

鄧鏡波書院

U-Talks 活動乃邀請正面並對學生有影響 U-Talks Team
力的人士為學生分享，用自身故事激勵

感謝分享嘉賓 Yanki
感謝 U-Talks Team

學生。
火雞姐 Yanki 和鄧鏡波書院分享，想做的
事就努力去做，如果想太多反而會令自

(Carina、Felix、Tony、Ella、
YY、嘉麗)
感謝贊助及支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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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台江助學探訪

27-30/10
(五至一)

台江

(1/7/2017 至 30/6/2018)

己卻步，可能因此永遠都不會成功。
雖然過程中的際遇未必是自己可以控
制，但好好面對負面的情緒，也會帶來
正面的影響

感謝鄧鏡波書院協助安
排

義工探訪台江學生，跟 25 位高一學生面 台江助學義工
談，瞭解學生家庭狀況及個人興趣，也

感謝台江助學義工

探訪了高一學生家庭，鼓勵家長對學生
支持，不因為家貧而放棄學習。
此行也和受資助的高二、高三學生會
面，並安排大學生為高三學生高考打
氣，介紹大學生活，及高中畢業的出路。
13) 慶陽助學探訪

1-3/11
(三至五)

甘肅慶陽

義工探訪慶陽高一至高三學生，面談及 慶陽助學義工
家訪高一學生，為他們送上物資和鼓

感謝 Sally、James 和其他
慶陽義工

勵。助學義工同時其他貧困學生及送贈
圖書。
14) 「聽你聽我」
弦動慈善音樂會 2017

24/11 (五)

15) U-Training：天主教普照 25-26/11
中學
16) GP28 願望傳心

香港演藝學院
賽馬會演藝劇院

「聽你聽我」弦動慈善音樂會 2017 已圓 「聽你聽我」弦動慈 感謝香港愛樂團及鋼琴
滿結束，籌得善款超過$2,700,000，將用 善音樂會 2017 統籌 家 Julie Bees 為音樂會演
於本會各項服務及營運發展。
出，並感謝各位捐助人、
嘉賓及義工對兩地一心
及音樂會的支持

天主教普照中學

專業導師 Forest 為天主教普照中學的領 Forest、Ella

(六至日)
3/12 (日)

感謝 Forest

袖生安排兩日的培訓活動，透過體驗式
活動，提升學生的領導力及帶領技巧。
樂富

透過活動讓大家一齊動起來，寫出埋藏 GP28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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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GP28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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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老人陪您 Fun Fun
Fun

17) 蒼梧助學探訪

在心底的話，為摯愛親友送上無限祝
福。聖誕卡收集後，由國際級香港聖誕
老人 Santa Johnny 親自送到北歐聖誕老人
村，讓當地的聖誕老人祝福、簽名及蓋
章，再送到親友手上。
8-10/12

廣西蒼梧

(五至六)
18) 旺甫中心小學送贈圖書

(1/7/2017 至 30/6/2018)

11/12 (一)

19) AP80 樂在耆中．顯愛心 9/12 (六)

助學義工面見並家訪高一新生作審批程 蒼梧助學義工
序，和高二及高三學生進行遊戲，為順
利考入大學打氣。

感謝 Terence、Mandy、Ken
Wai 及其他蒼梧義工

廣西蒼梧

義工 Terence 和 Winnie 到旺甫中心小學送 Terence Li、Winnie
贈圖書。

感謝 Terence 和 Winnie

荔枝角

活動目的:
1)透過探訪長者表達對長者的關懷
2)宣揚關懷長者，共建關愛和諧社區

AP80 團隊

感謝 AP80 團隊

3)培養義工的責任感及承擔精神，關愛弱
勢社群
4)有機會申請健力士世界紀錄「最多人同
一時間一起串珠仔」
20) 懷集助學探訪

16-17/12
(六至日)

廣東懷集

義工探訪懷集學生，為他們送上鼓勵。

懷集助學義工

感謝 Sunny 及其他懷集義
工

21) 全州助學探訪

23-26/12
(六至二)

廣西全州

助學義工趁著聖誕節假期，到全州面 全州助學義工
見、家訪高一新生，並為高二三學生打

感謝番薯叔叔、Timmy 和
其他全州義工

氣。
學生家人對於義工的到訪也很歡迎，熱
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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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 至 30/6/2018)

22) 康宏廣西蒼梧助學之旅

4-7/1
(四至日)

廣西蒼梧

康宏愛心義工隊完成探訪，將資助高中 康宏愛心義工隊
生，讓學生能夠繼續學業，考取大學，
改變命運！
康宏愛心義工隊更探訪了回龍小學麻沖
分校，送贈體育用品和文具，設立圖書
閣，以課外書豐富學生知識！

感謝康宏愛心義工隊

23) 懷集助學探訪

5-6/1
(五至六)

廣東懷集

義工探訪懷集學生，為他們送上鼓勵， 懷集助學義工
並面見及家訪高一學生。

感謝 Sunny 和其他懷集義
工

24) 共享樂饍．揚愛傳承

7/1 (日)

荃灣

愛心義工團隊「揚愛傳承」為有需要的 「揚愛傳承教育基
小朋友和家人，創造了非常豐盛愉快的 金」團隊
一個下午。
除了由 Vision 8 提供豐富的西餐，還有義
工扭氣球，更有西餐禮儀老師張潔冰女

感謝「揚愛傳承教育基
金」團隊和 Vision 8
感謝「新家園協會」協辦
感謝張潔冰女士及所有
協助義工

士為大家講解享用西餐的禮儀，最後每
位小朋友都獲得精美禮品文具包。
25) 陪你行返學

10-12/1
(三至五)

江西贛州

中國許多偏遠地區，學生為了繼續學
「揚愛傳承教育基
業，學生及家人每天都需要很大毅力去 金」團隊
刻服路途的崎嶇甚至危險，「陪你行返
學」義工每次都會陪同學生一起走在返
學的路上，親身了解學生的感受及情況。
江西贛州寧都縣的小靜怡，家裡只有爺
爺奶奶在家，為了孫女可以上學，老人
每天輪流陪孫女行 8 公里路，義工陪伴
靜怡上學，親身了解學生的感受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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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揚愛傳承教育基
金」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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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 至 30/6/2018)

26) 「愛．越野」四驅助學

10-12/1
(三至五)

江西贛州

「愛．越野」四驅助學義工到訪葛滕小 「愛．越野」四驅助 感謝「愛．越野」四驅助
學，派發獎學金給 10 位成績優秀的特困 學車隊義工
學車隊義工
戶。再親自帶同物資探訪 10 戶特困戶，
並一起煮愛心飯，讓學生和家人都倍感
溫暖。

27) 兩地一心 128 動樂日

28/1 (日)

大埔科學園

透過大型嘉年華，節目包括街舞比賽、 「兩地一心 128 動
美食及遊戲攤位、精彩表演、受助學生 樂日」籌委會
分享等，為助學組籌募善款，造福學生。

感謝 Honest Exhibition Ltd
贊助活動及場內設計、攤
位及所有擺設連制作
感謝「兩地一心 128 動樂
日」主席 Sunny、副主席
Sally 和籌委會所有義工

28) PaperOne™ Express 我的

28/1 (日)

大埔科學園

展出得獎作品，頒發獎項予得獎學校和

感謝出席的贊助商代表

祝福利是封創作比賽頒
獎禮
29) Legacy 101 無盡關愛暖
HK

25/2 (日)

大埔

嘉麗

學生，以表揚他們的優異表現。

Joe Kowk、Jimmy 和 Donald

里程 101 關愛暖 HK 團隊，創造了一個 Legacy 101 團隊
愛與溫馨的活動，結合 BBQ 和攤位遊戲
等，令小朋友和家人共同渡過愉快喜悅
的一天，為新春節日添上滿滿的愛與關
懷！

感謝 Legacy 101 團隊策
劃活動，服務 116 個低收
入家庭

今次活動更為 揚愛傳承教育基金（兩地
一心） 籌款，日後為更多有需要的基層
小朋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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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 至 30/6/2018)

30) 全州助學探訪

24-26/2
(六至一)

廣西全州

義工親身為學生打氣，鼓勵他們積極學 全州助學義工
習。

感謝番薯叔叔、Timmy 及
其他全州義工

31) 新春團拜

26/2 (一)

九龍灣會址

每年團拜都有主題，今年新春就以健康 YY、Joyce、嘉麗、 感謝 Alex 擔任分享嘉賓
為題，嘉賓 Alex Ho 分享了多年來研究健 Ella
康食品的心得及知識，並教大家如何選
擇適合自己的健康補充品，令在場人士
獲益良多！

32) 江西贛州考察

5-6/3
(一至二)

江西贛州

江西贛州全南縣的星光小學，由於地處 YY、榮哥
遠偏，只有 2 位年邁的老師及 8 個 1、2
年級學生，但老師仍很認真的教學；孩
子們更是挺直腰板認真地學習，難得小
小年紀已經寫得一手好字。

感謝榮哥支持

33) 「同一天空下」義工工

24/3 (六)

油麻地 YMCA

專業培訓導師 Sam Yip 度身設計的訓練 Sam、Adei、YY、

感謝 Sam 和 Adei 為義工

活動，以九型人格結合團隊遊戲，讓義 Ella、嘉麗
工認識帶領團隊遊戲技巧，並認識其他
義工和本會其他服務領域，從而互相支
持。

設計訓練活動

香港擁有「聯合國教科文組識世界地質 「揚愛傳承教育基
公園」
，蘊藏難得既世界級自然生態地貌 金」團隊
景觀，活動由專業、熱誠的導賞員「腸
仔叔叔」Steven，用輕鬆形式帶領學生和

感謝 Legacy101 及「揚愛
傳承教育基金」團隊贊助
及支持
感謝「新家園協會」協辦

家人認識香港特有的地質環境，並培養
愛護大自然及地質保育的觀念。

感謝專業及熱誠的導賞
員「腸仔叔叔」Steven

「兩地一心」以慈善平台出發，向大眾 YY、Ella

感謝 Alex 擔任分享嘉賓

作坊

34) Legacy 地質導賞之旅

24/3 (六)

35) 周末健康 d：維他命及補 7/4 (六)

西貢

九龍灣會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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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品

36) 廣西蒼梧教學點考察

宣揚「生活健康」訊息，每次以不同主
題，邀請嘉賓分享資訊及經驗，達至資
源共享，有效養生。
Alex Ho 帶領大家認識補充品和維他命的
功能
8-9/4

廣西蒼梧

(日至一)

37) 雲南麗江助學探訪

(1/7/2017 至 30/6/2018)

13-14/4
(五至六)

義工到廣西蒼梧考察了 4 個教學點，共 YY
跑了 1,300 多公里的路，路途崎嶇。
教學點的環境很差，連租車的司機也說
感受是震撼及充實，因為環境比他小時
候在河南的小學還差。

雲南麗江

義工親身探訪學生，家訪高一學生，給 雲南助學義工
予金錢以外的關愛及支持。
這次助學有 3 位是曾接受資助並已考入

感謝 Kurri、郭爺爺和其他
雲南義工

大學的學生參與，薪火相傳，延續助人
精神。
38) 愛．越野四驅助學晚宴

14/4 (六)

廣東惠州

嘉許曾協助「兩地一心」服務的義工， 惠州統籌處、YY
並委任何承洪先生、林偉明先生、鄧建
梅女士、陳歷可先生、黃小林先生、李
紓影女士、柯輝炫先生為「兩地一心國
內服務組 惠州統籌處委員」

感謝惠州統籌處和「愛．
越野」四驅助學義工

39) 周末健康 d：有腦無老

21/4 (六)

九龍灣會址

「兩地一心」以慈善平台出發，向大眾 YY、Ella

感謝 Terence 擔任分享嘉

宣揚「生活健康」訊息，每次以不同主
題，邀請嘉賓分享資訊及經驗，達至資
源共享，有效養生。

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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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 至 30/6/2018)

Terence Li 和大家分享大腦的重要性和保
健。
40) 平塘助學探訪

21-23/4
(六至一)

貴州平塘

義工探訪平塘學生，為他們送上物資和 平塘助學義工
鼓勵，並面見及家訪高一學生。

41) 樂饍共享．揚愛傳承

29/4 (日)

荃灣

活動服務了 60 多位服務低收入家庭成 「揚愛傳承教育基 感謝「揚愛傳承教育基
員，讓他們享受美食同時學習西餐禮儀。 金」團隊
金」團隊和 Artco．33

42) 周末健康 d：如何「三通」 5/5 (六)

九龍灣會址

感謝 Multi 和平塘助學義
工

張潔冰女士用輕鬆愉快的方式，令在場
的大人小朋友都投入學習西餐禮儀。

感謝「新家園協會」協辦
感謝張潔冰女士及所有
協助義工

「兩地一心」以慈善平台出發，向大眾 YY、Ella
宣揚「生活健康」訊息，每次以不同主
題，邀請嘉賓分享資訊及經驗，達至資
源共享，有效養生。

感謝 KK 擔任分享嘉賓

KK Chau 和大家分享如何做到三通：血
通、氣通、便通。
43) 蒼梧打氣團

5-7/5
(六至一)

廣西蒼梧

兩地一心除了恆常的主題助學探訪之 蒼梧助學義工
外，義工們更會經常組織 「打氣團」，
在學校通過活動和分享環節，關心及支
持學生一同面對高考壓力。
蒼梧助學義工特地在高考前親身到學校
為學生打氣，舒緩學生面對高考的壓力。

感謝 Terence、Mandy、Ken
Wai 及其他蒼梧義工

44) 金榮運動場及圖書室捐
贈儀式

7-8/5
(一至二)

江西贛州

圖書與體育可說是農村學生的摯愛，圖 YY、榮哥、Marco
書令學生𣈱游知識的汪洋；體育讓學生
盡情奔跑鍛練，釋放無盡能量。

感謝「金榮中國金融業有
限公司」捐贈支持
感謝榮哥、Marco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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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 至 30/6/2018)

「金榮中國金融業有限公司」捐贈了美
麗的運動場及完善的圖書館給江西贛州
信豐縣蓮豐小學，讓學生有更好多學習
設備。
在捐贈儀式之前，學校舉辦了「金榮杯」
作文及畫畫比賽，作品中看得出學生對
這兩個項目充滿喜悅和珍惜。
45) 「揚愛．傳承」慈善晚
宴

10/5 (四)

尖沙咀

當晚共有 16 圍嘉賓出席，晚宴前已成功 「揚愛傳承教育基
籌款 30 萬，資助貴州遵義市的小關小學 金」團隊
重建校舍。

感謝「揚愛傳承教育基
金」團隊
感謝表演嘉賓 ReVe、李晧
軒、John Fung
感謝 MC Teiki 和 Sammi
感謝黃博士主持拍賣環
節籌款並捐贈字畫
感謝捐贈拍賣品的
Donald(紅酒)、布殊老先生
(花膠)和 Daisy(玉)
感謝攝製團隊
Photo: Eric Chan Ballroom
Wedding
Video: Mon Shum

46) LP105 親子燒遙遊慈善
嘉年華

12/5 (六)

大埔

是次活動服務超過 500 位新家園協會的 LP105 團隊
家庭成員，當日更有藝人梁敏儀
（Winnie）、譚嘉荃（Amy）為一眾參加
- 11 -

感謝 LP105 團隊
感謝「新家園協會」協辦
感謝 Winnie、Amy 擔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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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 至 30/6/2018)

者獻唱！節目豐富又好玩，大人小朋友
都玩得很投入很開心。

演嘉賓

47) 全州助學探訪

12-14/5
(六至一)

廣西全州

義工探訪全州學生，為他們送上物資和 全州助學義工
鼓勵，並與大學生見面。

感謝番薯叔叔、Timmy 和
全州義工

48) 周末健康 d：茶與養生

19/5 (六)

九龍灣會址

「兩地一心」以慈善平台出發，向大眾 YY、Ella
宣揚「生活健康」訊息，每次以不同主

感謝 Mary 擔任分享嘉賓

題，邀請嘉賓分享資訊及經驗，達至資
源共享，有效養生。
Mary Cheng 和大家分享陳皮功用、配上
普洱或其他茶的味道及健康功效。
49) 陪你行返學-廣西

20-22/5
(日至二)

廣西藤縣

中國許多偏遠地區，學生為了繼續學 YY、榮哥、Alex Ho 感謝香港愛心企業「金榮
業，學生及家人每天都需要很大毅力去
中國金融業有限公司」贊
刻服路途的崎嶇甚至危險，「陪你行返
助支持
學」義工每次都會陪同學生一起走在返
學的路上，親身了解學生的感受及情況。
義工陪伴梁林峰、炎峰兩兄弟行回家，
4:00 pm 由學校出發，爬了幾座山，5:45 pm
才到家。
破舊的小泥屋座落在深山嶺上，母親說
兄弟最難過的不是走山路，是每逢下雨
天，雨水把書包及書本都淋濕了。

50) 廣西關愛之旅

20-22/5
(日至二)

廣西藤縣

感謝榮哥、Alex 親身支持

「金榮中國金融業有限公司」捐贈寧康 YY、陈历可先生、 感謝金榮中國贊助及
鄉孟塘小學圖書、體育設備及貧窮戶生 何承洪先生、邓建梅 「愛．越野」四驅助學團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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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資助。
女士、李纾影女士、 隊！
今次活動更難得邀請到藝人林子博先生 柯梓炫先生
活動完成後，更感謝
及 8 歳的兒子林卓楠父子檔加上充滿愛
「愛．越野」四驅助學團
心的藝人陳婉婷小姐、
「愛．越野」四驅
隊引薦「廣東梁田兄弟電
助學車隊參與，服務山區。
器有限公司」愛心捐贈
嘉賓和義工與孟塘小學師生一起玩遊
20 台壁扇及 10 台吊

51) U-Training：東華三院鄺
錫坤伉儷中學

21/5 (一)

東華三院鄺錫坤
伉儷中學

戲，教學生砌出簡單英文句子；又分組
帶著日用品探訪特困戶。最後一天早
上，到一所只有 1 位老師和 14 位學生的
教學點，探望及鼓勵他們。

扇，造福梧州寧康鄉孟塘
小學全體師生，衷心感
謝！

當日和中港兩地的學生進行交流，大家 U-Training Team
在投入活動之餘亦更清楚如何運用自己
的性格特質與團隊互動！

感謝 U-Training Team
(Sam、Adei、Felix、YY、
Joe、Ella、嘉麗)
感謝東華三院鄺錫坤伉
儷中學協助安排

52) 懷集關愛之旅～
天使蜜蜜愛

21-22/5
(一至二)

廣東懷集

兩地一心義工於 2014 年重建了懷集 「龍 雨天晴義工
村小學」
，這次回到學校與學生校內交流
互動、家訪貧困學生，更捐贈圖書、體
育用品予學校，讓校園的配套更加完善。
出發前學校舉辦「我的夢想」比賽，頒
發獎項，鼓勵學生表達及追求自己的夢

感謝 Ricky、莫大哥、布
殊老先生、Daisy 和其他
雨天晴組義工
感謝布先生捐贈 20 部風
扇予龍村小學

想。
53) 周末健康 d：拍打與痛症 2/6 (六)

九龍灣會址

「兩地一心」以慈善平台出發，向大眾 YY、Ella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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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CLP 11 關愛兒童．讓愛

6/6 (三)

宣揚「生活健康」訊息，每次以不同主
題，邀請嘉賓分享資訊及經驗，達至資
源共享，有效養生。
Terence Li 帶領大家正確認識拍打，介紹
拍打如何舒緩痛症。

賓

「關愛兒童．讓愛傳承」活動成功，為 CLP11 團隊

感謝 CLP11 團隊成功籌

廣西蒼梧的山區學生創造豐盛的一天。

得近 10 萬人民幣

香港

Derrick & Wilson 帶領義工團隊，為「新 「揚愛傳承教育基
家園」低收入家庭及獨居長者，在端午 金」團隊
節前送上端午粽、米、油、日用品等，
關愛有需要的家庭及長者，讓愛傳承！

感謝 Derrick、Wilson 和「揚
愛傳承教育基金」團隊
感謝「新家園協會」協助
安排

九龍灣會址

「兩地一心」以慈善平台出發，向大眾 YY、Ella
宣揚「生活健康」訊息，每次以不同主

感謝 Ray 擔任分享嘉賓

廣西蒼梧

傳承
55) 福袋佈施

12/6 (二)

56) 周末健康 d：虹膜與健康 16/6 (六)

(1/7/2017 至 30/6/2018)

題，邀請嘉賓分享資訊及經驗，達至資
源共享，有效養生。
Ray Ng 和帶領大家學習如何透過眼睛虹
膜知道身體的健康狀況。
57) U-Training 義工工作坊

23/6 (六)

九龍灣

來自不同領域，懷著共同理念──貢獻 Ella
香港青少年的成長的義工出席工作坊，
在導師 Sam Yip 及 Felix Poon 帶領下，
全程投入，通過活動，體驗到 U-Training
的內容模式；同時亦有所學習，發揮
U-Hearts 青展精神：「培育共成長」。
U-Training 將會為更多中學提供有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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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30 位義工出席
感謝培訓導師 Sam 和
Felix，以及協助義工 Joe、
Ad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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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 至 30/6/2018)

的培訓活動，令我們的青少年發揮潛能
及貢獻精神。
58) GP25 順崗小學建校剪綵 27-28/6
(三至四)

廣東懷集

GP25 團隊捐資重建順崗小學，落成後進 GP25 團隊
行剪綵儀式，更和學生遊戲互動，留下
難忘開心的回憶。

感謝 GP25 團隊

59) 江西考察之旅

29/6-1/7
(五至日)

江西

義工到江西考察未來助學地點。

感謝 Sunny 和助學義工
Condy

60) 甘肅之旅

29/6-3/7
(五至二)

甘肅慶陽

拜訪甘肅領導人和校長，面見並鼓勵受 YY、莫大哥
資助的高一、高二學生。
義工這次家訪一位曾受資助的學生，看
見他的舊居和畢業努力工作後建的新
家，有著明顯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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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義工

感謝布殊老先生、莫大哥
和參與的義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