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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華陽慈善社致意



2 

 

目目目目        錄錄錄錄 

 主席的話           P03 

 組織架構圖          P05 

 歷年公益活動一覽       p06 

 我們的足跡          P07 

 合作及受惠機構名錄      P21 

 歷年贊助及協力的各方友好  P23 

 各界題辭及來信        P24 

 報章剪影           P35 

 會員心聲及活動花絮      P39 

 義工登記表格         P63 

 活動計劃           P64 

 聯絡我們           P65 



3 

 

主席的話 
 

御華陽慈善社乃由本地的
基層人士於 2002 年 11 月註冊
成立的志願慈善組織，宗旨是
扶貧興學，盡力幫助本港及國
內的弱勢社群，輾轉已經渡過
十個年頭。本會的成立源於千
禧年間本人的一個小經歷，當
年我往粵北旅行，途中遇到一
些失學的農村小孩，自薦作為
嚮導並只收取一元的報酬，閒
談中得悉，他們都因為家貧而
輟學，令人扼腕嘆息。回港後
意識到國內赤貧山區兒童的失
學問題相當嚴重，適齡兒童因
家貧而失去上學機會，故此聯
同一眾創會會友自發籌募經
費，在廣東省英德市英城鎮捐
建了英德市白沙香港御華陽小學，邁出了慈善工作的第一步。所謂十
年樹木、百年樹人，十多年過去，部份受惠的小學生亦升讀至大專院
校，農村生活水平的改善將指日可待，隨著中國的經濟騰飛，原有農
村小學已合併成為中心小學，我們亦功成身退，現正物色新的捐建項
目，務求令這種薪火相傳的工作延續下去。 
 

御華陽慈善社作為一個志願組織，所有慈善服務的經費均是由會
員自行籌募，接觸面畢竟有限，但無損我們的熱忱，憑藉各會友的努
力，本會於 2003 年 1 月 21 日起已獲香港特區政府授予豁免繳稅的慈
善機構資格。 
 

除了在國內捐建學校之外，我們亦留意到本港也有一些需要別人
關心及幫助的弱勢社群，包括無依無靠的獨居老人、孤兒、長期病患
者、精神病康復者等，他們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幫助及關懷。我們於 2001
年已組織會友參加社會福利處轄下的義工服務計劃，希望透過義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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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嘗試以我們有限的資源去盡力服務大眾，實踐本會的宗旨，使得
人人受惠，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而在創會的十數年間，我們先後與
青年協會、匡智會、浸信會長者中心、明愛、路德會、東華三院、鄰
舍輔導會、博愛、聖雅各福群會、耆康會及仁濟社會服務處等機構合
作，舉辦長者春茗、家居清潔探訪、派發抗炎包、衣物食品餽贈、弱
智兒童的外遊活動、探訪老人院舍及中秋聯歡等，多年來受惠的人次
已經逾萬。 
 

回顧往年，除了於新歲耀耆年２０１３長者春茗中率先引進澳門
義工外，年內我們更首度在澳門舉行了兩項港澳義工攜手的慈善活
動，受惠層面遍及耆老與幼兒。此外，在本港的慈善活動亦趨於多元
化，其中包括充滿愛心的捐血行動，為老友記留倩影的長者造型拍攝、
為長者獻上中秋美食及與弱勢社群家庭共聚的中秋聯歡活動，都是新
嘗試，凡此種種均彰顯本會與時並進的努力。 
 

邁進第二個十年，我們確立了幾個理念，第一是將愛心公益的精
神，帶出香港，目標是令到大中華地區的民眾皆可受惠；其次，為使
慈善工作的理念更加深入民心，維繫一眾有心人，本會將成立恆常的
義工隊組織，廣納人才，令往後的服務更精益求精，服務範圍更加廣
泛。第三是本會將配合科技的發展，將公益活動的訊息，透過 facebook 
/ Youtube 等渠道發放，使公益活動的訊息更快傳達至社會各界。 
 

近期而言，鑒於２０１４年上半年的活動以服務長者為主，耀耆
年新春晚宴及〔愛心獻全耆〕長者留倩影活動均完滿成功，下半年的
服務形式傾向百花齊放，接踵而來的包括大型義工捐血活動、中秋長
者聯歡活動、組織學童參觀科學園等，更有甚者，本會將夥拍觀塘體
育促進會合辦大型的康體活動，除構思適合一家參與的親子競技比賽
及乒乓球賽項目外，首項落實的就是《跳出我天地，躍動夢飛行》街
舞大賽 2015，務求讓我們的義工團隊盡展所長，全面服務社會各階層。 
 
只要您願意身體力行去共建和諧美好家園，我們熱切期望您的加入與
支持，共同凝聚百點熱，煥發千分光。 
 

華陽精神         惠澤社群 



5 

 



6 

 

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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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公益活動一覽 
捐建白沙香港御華陽小學 

清潔家居迎新歲    一人一巾暖在心 

送贈防炎包活動    預防流感講座      

福到你家      普天同慶過新年     

酉年長者慶新春    朗月華陽友會耆     

華陽冬日送暖     華陽歡聚樂頤年     

華陽冬至暖明愛    華陽義剪顯愛心     

華陽樂聚匯耆圓    家家齊比併日營     

華陽歡聚樂華舍    愛心捐血第 1、2 回    

華容閃耀人間暖陽光歡聚樂滿堂 

華陽中秋慶團圓    華陽樂聚月滿家 

港澳華陽暖萬家    港澳華陽繫童心 

華陽新歲耀耆年 2010/2011/2012/2013/2014 

華陽愛心獻全耆美麗回憶留倩影 

華陽匯集百顆心 

華陽愛心獻全耆普天同慶迎中秋 

華陽朗月喜相逢長幼共歡樂融融 

華陽愛心獻全耆秋月伴下慶團圓 

華陽童心展翅科技園 20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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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足跡 
 
英城鎮白沙香港御華陽小學落成典禮標誌著御華陽的慈善事業正式起動… 
 

 

 

 

 

 

小孩子燦爛的笑容, 感動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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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御華陽小學實施的獎教及獎學金制度 
對學業成積的提振起著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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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內地捐建學校外，我們亦留意到在香港有不少弱勢社群需要幫助，故此

早在千禧年開始已登記參與善工運動，首項任務就是為獨居長者清潔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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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一組有趣的數字正是本會正式註冊成立的大日子，翌年更獲得稅務局

授予慈善團體的認可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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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的弱勢社群也是我們的服務對象，除了幫公公婆婆家居清潔之外，御華陽

亦積極投入本地公益事業，舉辦流感講座及送贈福袋予貧困社群。 2003 年香

港出現沙士疫症，御華陽義工們參與全城清潔運動，送贈消毒劑及口罩予清潔

工友，同時亦有大型湯包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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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於帝京酒店舉行的耀耆年長者春茗更是年度的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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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期間義工們為低收入家庭舉辦聯歡活動, 大家分享月餅及應節水果之餘, 

親子遊戲就必不可少, 小朋友和家長們, 齊心合力製作環保燈籠, 玩樂之餘不忘

傳遞環保訊息, 為推動環保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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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華陽不僅關心小朋友的日常生活, 更加關心其未來的發展, 一眾義工帶著一

班三至六年級的小學生, 參觀香港科學園, 讓學生及早接觸現今科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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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香港的人口老化, 御華陽亦為老人服務盡一分綿力。各義工忙裡偷閒，為院

舍的長者理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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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化妝師, 攝影師義工們, 為公公婆婆留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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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有需要幫助的人, 義工們身體力行, 嚮應紅十字會呼籲, 捐血救人。 

 

 

 

 

” 

 

雖然我是小朋友,未合適捐
血, 我都來撐爸爸,媽媽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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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御華陽的團隊再次踏出香港, 夥拍澳門義工將歡樂帶俾當地的無依無靠
的小朋友, 讓他們感受到人間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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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以往對社會作出貢獻良多, 御華陽亦將宣揚敬老、愛老、護老的訊息帶到澳
門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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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及受惠機構名錄 

社會福利處義工運動 

香港明愛 

牛頭角長者中心／梨木樹長者中心／觀塘長者中心／東頭長者中心 

西貢明愛長者中心／長青兒童及青少年中心 

鄰舍輔導會  

馬鞍山鄰里康齡中心／白田康齡中心／秀茂坪康齡中心／白會督夫人康齡中心  

富泰鄰里康齡中心／深水埗社區服務中心／馬鞍山社區服務中心／利東鄰里康齡中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王余家潔紀念護理安老院／王華湘紀念長者鄰舍中心／東蓮覺苑護理安老院 

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王李名珍荃灣長者鄰舍中心／何東安老院／包兆龍護理安老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半島獅子會銀禧紀念長者中心／采頤長者中心／新翠長者中心／馬頭圍長者中心 

 友安長者中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茜草灣長者中心 

香港聖公會 基榮小學 

九龍樂善堂 九龍城樂善堂小學 

香港紅十字會 輸血服務中心／旺角捐血站 

匡智會 匡智之家 

香港盲人輔導會 九龍盲人安老院／盲人工廠 

神召會  

牛頭角長者鄰舍中心／竹園區神召會鳳德邨老人康樂中心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社會服務部 西貢頤樂園老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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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 

陳區碧茵頤養院／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壬午年耆樂居／深水埗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癸未年樂頤居／周鴻標老人日間護理中心／盧邱玉霜耆暉中心／蕭明紀念護老院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處  

方若愚長者鄰舍中心／朱佩音老人中心            

香港耀能協會 樂華宿舍 

輝濤老人中心 

香港青年協會 杏花邨青年空間 

大埔浸信會 浸會愛群區張秀芳長者中心 

旺角街坊會 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天華邨房屋事務署 元朗天華村長者屋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深水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聖雅各福群會 香港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博愛醫院社會服務處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伸手助人協會  

竹園北村賽馬會老人之家／寶林賽馬會老人之家／小西灣賽馬會老人之家 

香港佛教聯合會 佛教正行長者鄰舍中心  

嗇色園 可澤耆英鄰舍中心 

澳門濠江逸麗護老院  

澳門希望之源 

春暉護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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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贊助及協力的各方友好 
本會榮譽主席劉馥滔先生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廣東省英德市英城鎮人民政府 

仁愛藥房        瑞益行 

日新慈善基金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桃園軒        帝京酒店 

實惠集團        興記飯堂 

明興貿易有限公司     和興白花油藥廠有限公司 

香港濟眾堂中藥廠     立康國際有限公司 

彩豐行        陳春燕小姐 

C2 司儀義工團      香港張強國術總會 

香港紅十字會醫護服務部   聖約翰救傷隊 

王維揚醫生       溫美心醫生 

香港愛樂民樂團      海之歌舞團 

Grand Jete 舞蹈學校    搭上搭手語歌隊 

Ｈappy Together 樂隊    Gorgeous Moment 

Steven Ku Video     觀塘體育促進會定康分會 

孫國江先生       陳瑞聰先生 

@Dance        dancefloor 

尚有歷來曾參與本會各項公益活動的義工朋友未能盡錄，衷心一句： 

無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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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個熱心社會公益事務的非牟利慈個熱心社會公益事務的非牟利慈個熱心社會公益事務的非牟利慈個熱心社會公益事務的非牟利慈善善善善組織組織組織組織－－－－御華陽慈善社御華陽慈善社御華陽慈善社御華陽慈善社」」」」    

  本人第一次接觸這個組織源自於  貴會於 2010 年所舉辦之新春長者晚宴 

「華陽新歲耀耆年」。當時本人有幸能夠代表本會參與擔任義務司儀，看著眾多

的義工朋友們，不分你我，努力為約 600 名超過 80 歲的長者安排一個充滿歡樂

的新春晚宴。 

  在舞台上的我，看到台下的長者流露開心的笑容，就可以感受到御華陽慈

善社的義工朋友們，事前的努力付出是值得的。 

  從 2010 年的這個晚上開始，本會便一直為這個活動提供義務司儀服務。時

光飛逝，2014 年的「華陽新歲耀耆年」已經是本會有份參與的第 5 年。有著御

華陽慈善社的帶領，我們一眾義工已經為超過 3000 人次的長者帶來歡樂及關

懷。我希望將來會有更多長者參與。 

  祝願御華陽慈善社能夠繼續帶領不同的義工組織，為社會上有需要的弱勢

社群，送上關懷與愛心！ 

  祝 

會務蒸蒸日上 ！ 

 

C2 司儀義工團 

2012 及 2013 年度會長 

陳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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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賀御華陽慈善社十週年慶賀御華陽慈善社十週年慶賀御華陽慈善社十週年慶賀御華陽慈善社十週年    

  本會灣仔長者地區中心於 2012 年 1月 29 日承蒙御華陽慈善社的邀請，參

與『華陽新歲耀耆年』的活動，讓逾 150 位獨居長者到旺角帝景酒店享用豐富

的晚宴，與其他機構的長者一同慶祝新春的來臨。當天由醒獅迎接長者到會場、

義工全程的熱情招呼及細心照顧、至長者離開時滿載而歸，都體現了御華陽慈

善社的義工用心提供服務，用愛關顧弱勢社群，為獨居長者帶來無限驚喜及難

忘片斷。 

  御華陽慈善社熱心公益已十年，欣喜得悉慈善社於澳門成立分會，續把關

愛弱勢、無私奉獻的精神弘揚海外，使更多有需要人士得以蒙福。盼望御華陽

慈善社的公益事業得以穩步及持續發展，會員及會友更積極投入，讓大愛精神

再廣泛傳揚。 

 

聖雅各福群會 

持續照顧 

高級經理 

郭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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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華陽十週年紀念御華陽十週年紀念御華陽十週年紀念御華陽十週年紀念        

  御華陽慈善社於 2013 年 9月的星期日，為屯門區有需要家庭舉辦「華陽中

秋慶團圓」，受惠人士高達 50 人。活動當日義工們悉心佈置場地，充滿節日氣

氛，令參加者感受到溫馨團聚的感覺，隨後活動開始不久後，義工的熱情很快

讓原本陌生的氣氛熾熱起來，義工與家庭打成一片，進行一系列的遊戲及比賽，

利用各種環保物料製作燈籠，環保之餘又創意無窮，御華陽慈善社亦準備了豐

富的禮物派發給全場小朋友，小朋友收到禮物表現得非常雀躍，而每個家庭都

得到 2個月餅慶祝中秋節，家長和小朋友都很滿意整日的活動，感到非常愉快，

亦希望再來年也有此機會與家人、其他家庭及義工擁有一個美好的周日。 

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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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長者令長者感受人間温暖】 

過去中心有機會參與，由御華陽慈善社舉辦之「華陽新歲耀耆年」關懷長

者活動，透過春茗活動讓一些未到過酒店之長者，有機會於酒店享用豐富的晚

宴之餘，欣賞義工獻唱、魔術、粵曲表演等，感受新春熱鬧的氣氛。曾參與活

動的獨居長者表示，因平日粗茶淡飯，甚少到酒家用膳，當時有幸參與此活動，

與其他長者能夠聚首一堂，慶祝新春，感到十分開心及興奮。同時，知道有善

心人關心自己及認識到一班同是獨居的老友記」，感受至深及人間的温暖。 

長者是我們的餽寶，以往他們對社會作出貢獻，現在我們需要愛護、敬愛

他們，令長者感受人間溫情，同時亦可宣揚敬老、愛老、護老的訊息。 

香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茜草灣長者中心 

中心主任 

梅美玲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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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剪影 



37 

 

 



38 

 



39 

 



40 

 

會員心聲及活動花會員心聲及活動花會員心聲及活動花會員心聲及活動花絮絮絮絮 



41 

 

本人因個人體悟「施比受更有福」的理念，明白有心行善不容等到
年老體衰，也就是自己能力所及，行善要及時；故此於 2000 年參
加御華陽並在各會員共同努力下，在內地捐建了一所小學，並重修
舊有的校舍。自此即積極投入慈善服務工作，一路走來，個人一直

秉持初衷，且不斷精進學習，迄今業已隨御華陽慈善社走過 10 個年頭。 
回首過去十幾年，要論收穫，就是自己一直從實踐中學習，透過經驗累積、不
斷成長，過程中不僅豐富了生命內涵，也增長了智慧、開拓了視野。甚且在從
事志願服務過程中，自己的關懷付出，也會收到受惠者的感恩回饋；加上來自
各方的肯定和鼓勵，更讓自己獲得莫大的成就感。                 呂英昌呂英昌呂英昌呂英昌 
    

我是御華陽的內務秘書，大家都稱呼我叫阿影，感覺很親切。加入
這個大家庭，轉眼已經十年時間了，但郤猶如昨天的事。回顧在這
裡的十年時光，經歷了許多許多的事情，令我感受良多。正因為有
過這些經歷，我由當初一個完全不懂人情世故的黃毛丫頭，至現在

已變得思想成熟，而且獲得很多人生的體驗，亦令我的生活變得很充實。 
  還記得第一次參與一個大型的慈善活動，宴請大約五百位公公婆婆出席春
茗。由於當時大家都沒有經驗，無從入手，加上大家平日亦要上班和兼顧家庭，
在體力和精神上都稍為感到有點吃力，但很開心我們遇到一個很好的主席，經
過他悉心的教導和指點，在他的帶領之下，大家都無私地發揮了群體精神，互
相合作和包容；雖然當晚大家都顯得很緊張，幸而到最後晚宴都能完滿結束，
大家都鬆了一口氣。累積了過往多年的經驗，大家都有了默契，無論任何大、
小型的慈善活動，都能掌控流程，一次比一次完善，尤其是今年初的老人宴，
更加是非常圓滿。雖然如此，相信大家都不會自滿，將來會繼續發揮團隊精神，
令這些有意義的活動發揚光大。                               楊雪影楊雪影楊雪影楊雪影                                   
 

接觸御華陽慈善社至今已十年了，時間真的過得很快。還記得第一
天聽到這個名字感覺很陌生，不像大型的慈善機構，但她帶給我及
我的子女做善事的機會，因為我是一個十分懶惰的人，當然不會自
發性地去尋找做義工的機會。幸運地我認識了御華陽慈善社的主

席 – 賴偉達先生以及他的一班義工，他們帶領著我，給我做義工的機會，使我
可以有機會去探訪兒童、派福袋、做慈善老人宴、還到過由慈善社捐助興建位
於英德的小學，真的十分感謝他們引領著我使我的人生添上不少色彩！ 
今日我能夠成為慈善社的幹事，可以為慈善社出一分綿力，與主席及各幹事們
並肩作戰，我感到十分榮幸，希望大家同心協力繼續為慈善出心出力，造福社
群。                                                       劉翠茵劉翠茵劉翠茵劉翠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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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幾多個十年?」是電視劇裡經典的對白，而御華陽慈善社由
創立到如今亦恰好經歷超過十個年頭，三千六百多個日子對於人們
短暫的一生來說，已經頗有份量！ 
太太和我與御華陽的淵源可以追溯至新紀元的來臨，早在公元二千

年的時候，我們已經參與到廣東英德市考察捐建希望小學的活動，在各方友好
的努力下，白沙香港御華陽小學終於在英德市的白沙鎮建設起來，對於當時相
對落後的農村而言，一所完善的小學為他們帶來了希望，畢竟教育是國富民強
的根本。當然今天農村小學已經完成其歷史使命，我們亦功成身退，不過可喜
的是據反映好些畢業生已經升讀大專，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儘管我們的貢獻
可能微不足道，但歷史可以見證，經驗亦會在腦海中長存，當日孩子們滿足歡
欣的笑臉，激發起我們對別人的關愛之情，回到香港，我們亦透過御華陽的名
義積極參與義工運動，身體力行地接觸弱勢社群，為他們伸出援手，逐步體驗
「老吾老，與及人之老，幼吾幼，與及人之幼」的精神。 
現代人的物質生活基本上不缺乏，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與人之間越來越疏離，
心靈越顯空虛，幸好有這十多年來的義工經歷，讓我倆能觀照出人生的意義。
我們與御華陽的關係就像老伴般，細水長流，不離不棄，直到永遠。 鄭啟文鄭啟文鄭啟文鄭啟文 
    

打開相簿見到一張張小孩子燦爛的笑臉，溫暖的感覺頓時湧上心
頭。不禁回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穿上御華陽的制服，走到國內踏進
我們所資助興建的小學和小朋友們一同遊戲拍照的情景。一副副純
真、爛漫、熱情的面孔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 

一連串的義工生活就因這次中國之旅而開始了。除了在國內參與修建小學外，
亦在香港通過參與各類型的義務工作，如探訪弱能人士，長者家居清潔、探訪
老人中心、派發福袋等，令我深深體會到不同階層受助者的需要，而他們的笑
容就給了我最佳的回報，更讓我學懂只要由心出發，縱使在義工生涯中面對種
種困難和挫折，都可轉化成動力驅使我勇往直前。 
義工活動的點滴為我帶來物質生活以外的精彩人生，對能夠有機會參與此等活
動我心存感恩，我希望從事義工的經驗能夠薪火相傳下去！         霍嘉儀霍嘉儀霍嘉儀霍嘉儀 
    

我是綺玲，負責節目統籌，轉眼間十年了，回想起來，就好像是昨
天發生的事情，在我人生走到最低谷的時候，徬徨、迷惘不斷折騰
著我，就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御華陽，加入了義工行列，其間，
參與了大小不同的義務工作，過程中不知不覺，我的心情開朗了，

看到受助朋友開心燦爛的笑臉，我心裡總是說：「我贏了，多謝你們，更加多謝
御華陽。」                                                   張綺玲張綺玲張綺玲張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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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御華陽慈善社十週年，我加入御華陽做義工已差不多十年，每
當舉行一年一度大型慈善活動之前，我都膽顫心驚，因為半年前就
開始籌備，每個細節都會由主席及一班內/外務幹事一齊統籌，大家
工作其實很忙，但忙得開心，我每每在節目前數天才能出小小綿力

去幫手入福袋，不是次次能全程參與，但活動後令我感受最深是，別人得到快
樂，我就會感到滿足快慰。希望往後每一年我都能身體力行，做好本份，為慈
善多出一分力！                                               吳家輝吳家輝吳家輝吳家輝 
 

好高興御華陽慈善社今年成立十週年，並出紀念特刊，實在榮幸與它
一起成長，其實我能輕易踏上慈善之路全賴十年前御華陽一班熱心公
益會員義工影響，眼見初期規模雖小，只十多名會員，但並無損他們
熱忱，慈善接觸層面更廣泛至本地及國內貧困兒童、傷健青年、智障

及失明人仕、長者等等，更沒想到性格主動及風趣健談的我，能善用這個優點
做義工司儀，與受惠者開心互動。更幸運的是我另一半亦很支持，一直一同身
體力行，扶老携幼，希望能夠教育下一代行善積德，使成為習慣，讓善心改變
命運，希望往後有更多個十年，不停發放愛心慈善力量，實踐<華陽關懷老弱貧，
燃點愛心續善行＞宗旨！                                      賴碧儀賴碧儀賴碧儀賴碧儀    
 

從小爸爸已教導我，助人為快樂之本，潛移默化下，我極之想去當
義工，可惜年幼沒有能力，當義工的想法也只可藏於心底的某一角。
而且事與願違，長大後為工作廢寢忘餐，為家庭身心俱疲，人變得
冷漠自私，忽略了身邊很多的人和事。 

冥冥中好像早有安排，兒子把我渾噩、乏味的人生喚醒了。某一天，兒子嚷著
要為某慈善機構賣旗，心想：「這傻孩子能不能承受別人不瞅不睬、冷酷無情的
嘴臉呢!」唉．．．!為免兒子弱小的心靈受創，只好為他準備了一連串的心理輔
導，並授予他為善最樂的精神，結果任務順利完成。這次的成功帶給兒子無限
的喜悅，使他享受到助人的快樂；與此同時，也勾起我兒時「當義工」的心願。
每當夜深人靜，撫心自問，營營役役的生活到底為了什麼?生命到底在追求什麼? 
此刻答案我已找到，其實每人心中都有把「快樂鑰匙」，兒子用它把我埋藏已久
的善心打開了，在御華陽慈善社當義工成為我和兒子親子活動的重要一環，把
快樂和幸福帶給別人，亦成為我們人生的共同目標。 
原來除了疾病和基因會遺傳外，善心也會遺傳給下一代!希望每個人都會拿起這
把快樂鑰匙，成功打開個人的善心，從而擁有充實無悔的人生。      孫江桃孫江桃孫江桃孫江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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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和我參與御華陽慈善社當義工已有五年，當中參加了不同的慈
善活動。印象最難忘是每年舉辦的農曆新年長者慈善宴，邀請數百
位七十歲以上的長者參加。由主席賴偉達先生精心策劃下安排人手
分工及籌備，帶領我們順利完成活動。見到每位長者的喜悅及歡

樂，都不自覺地投入節目環節中，感受著當時的氣氛，覺得義工真是一份很有
意義的事。施比受，更有福。 
每個人都知道做義工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但真正自覺做義工的人又有幾多呢?
想起當初做義工的心情，總有萬般理由令自己逃避。但當真正加入御華陽慈善
社後，就再找不到理由令自己逃避當義工。主席比每一位義工及成員忙碌，但
他都親力親為堅持每年舉辦各項慈善活動及參與其中。他的行為，令我很佩服
及深深的吸引。御華陽慈善社今年是第十屆，我希望在主席的帶領下，會有更
多人參與做義工及更多人受惠。                                張國龍張國龍張國龍張國龍   
                                          

御華陽慈善社是一個非牟利慈善團體，在主席賴偉達先生帶領下，
我有幸地參與了不同類型的慈善活動，包括探望老人院，去不同的
機構跟長者會面及玩遊戲，又可以跟年輕的學生去科學館見識等。
御華陽慈善社還每年舉辦農曆新年長者慈善宴，每次都有超過 450

名長者參與。在整個的活動過程中，我覺得很有意義。我們付出很多時間及精
神去安排每項活動，但每當氣餒的時侯，主席會引領及鼓勵我們直至完成整個
活動。當活動完結後，大家都會有成功感及喜悅，分享過中的樂趣。 
好多謝御華陽慈善社給我去享受一個助人為樂的機會及好多謝主席對我們的無
限耐性及教導。今年已經第十週年，我祝御華陽慈善社繼續燃點愛心續善行，
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受惠，往後培育更多有愛心的義工為社會服務。   劉玉明劉玉明劉玉明劉玉明                                            
    

本人在二零零八年加入御華陽慈善社成為會員，在主席賴偉達先生
帶領下曾參加多個慈善活動，包括每年在香港帝京酒店舉辦的新春
老人晚宴和中國廣東省英德市英城鎮白沙村白沙香港御華陽小學
的頒獎活動等等。還記得在二零零九年，本人捐出一批衣服物資，

從深圳開車運到白沙小學，參加獎學金頒獎典禮活動，深刻記得那些小朋友領
過獎學金和衣服的時候，臉上露出天真無邪的燦爛笑容，我心裡是多麼的欣慰。 
近年的老人宴中，我擔任大會的攝影義工，在鏡頭下看到每個長者都開懷大笑，
深深感受到本會的口號「華陽關懷老弱貧，燃點愛心續善行」的意義。 
此外，於本年 7 月還參與本會主辦東華三院包兆龍護理安老院協辦的「華容閃
耀人間暖」攝影活動，透過幫公公婆婆拍攝生活照，傳達對長者關懷和愛護的
信息。                                                      林樹榮林樹榮林樹榮林樹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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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太太賴佩雯和兩個小孩由 2007 年開始就加入御華陽慈善社成
為義工並服務至今。這六年中我們在服務協助各種不同有需要人仕
活動中，領悟到一種全心全意為小朋友至長者的多種關懷愛護之
心，因為我們相隨慈善社宗旨是「華陽精神，惠澤社群」，在未來

的日子我們慈善社必定會繼續聯合各個社福機構並走進社區舉辦各式各樣的活
動，讓各個階層的人仕能夠分享慈善社之善心。 
這裡跟大家分享一次我於長者慈善宴中和一位鍾婆婆的對話：[財神．．．點解
財神冇晒 D 鬚?]我就話：[財神貪靚所以刮晒 D 鬚．．潔淨 D！] 
稍後旁邊老友記話靚仔財神咁親切逗得我們公公婆婆咯咯大笑，樂透半天！回
想此情此境，更令我發願透過我們的服務活動讓多些小朋友和長者可以「安住
華陽;樂在心中」！                                            李文忠李文忠李文忠李文忠    
 

由 2007 年開始加入御華陽慈善社成為義工和服務至今，在每次活動
中我們務必傳遞本慈善社之宗旨－－華陽精神、惠澤社群，給予各
種不同團體和社區人仕，讓其感受到慈善社之溫暖善心，分享一次
我於探訪長者中心和一位公公的對話：[靚女可以同我一起唱歌嗎?」

我話我唱得難聽，公公話「我都五音不全啦!」 
稍後旁邊婆婆話公公喜歡撩女仔．．．其他公公婆婆就咯咯大笑! 
看到此情此境，我們的義工自然更加努力服務多些小朋友和長者!                賴佩雯賴佩雯賴佩雯賴佩雯 
    

一直以來由於繁忙的工作，故未能抽空參與這類的慈善活動，這次
親身接觸耀耆年敬老春茗後覺得參與善舉十分有意義。 
事實上，在這次活動中得到的比我想像中還要多。首先，我選擇參
加這項慈善活動是為了增加自己助人的途徑。另外，自己的父母亦

已年邁，所以十分明白老人家希望得到別人關懷的心情，故此參加了這個慈善
晚宴。 
  由活動一開始，各位老人家由旅遊車送往場地，看見他們每位都面帶著笑
容，心裏面多了一份莫名的滿足感。望見每位老人家都精神奕奕並且滿臉喜色
的，自己也不自覺的微笑起來。 
  看著在場的老人家因為安排的節目而感到高興，自己都十分滿足。過程中
發現，原來看到別人開心的時候自己的心也會更踏實，而當時看見老人家和義
工都面露笑容，對於自己作為慈善社的一份子感到十分榮幸。 
  晚宴中有其他家長帶著自己的子女擔當義工，令我也滋生了希望跟子女一
起參與如此有意義的善舉的念頭。現在，我經常會翻看活動中所錄製的影片以
及相片來好好回味當天。                                      梁翰祥梁翰祥梁翰祥梁翰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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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華陽的義工團隊日益壯大，在耀耆年 2014 暨十周年紀念晚會共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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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華陽三個字改變了我人生的價值觀！還記得第一次接觸御華
陽，就在 2011 年終，當時賴主席叫我幫忙做老人宴義工，因為我
非常尊敬主席，所以二話不說就答應了，其實我心有點慌張，自小
被家人寵壞了的我，如何去照顧他人呢？唯有抱著為自己積福的心
情儘管一試。 

到了當日，我全身顫動著，並不是我怕甚麼，而是被當日一幕幕情景感動了。
我見到一班老人家在離開時懷著感激及欣喜的心情多謝我當天的照顧，有些老
人家從未到過這種五星級酒店食飯、更甚是有些獨居老人平日根本少與家人、
朋友相聚！原來一餐簡單的晚飯對於他們來說是多麼重要，令我領悟到要更加
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間。 
除此之外，我見到一班由主席帶領的會員及義工除了出錢出力外，平日這群人
來自不同階層，大家各有各忙，但今天大家只抱著一顆善心來取悅這班老人家，
原來在這個充滿負面情緒及忙碌的社會裏，還有這麼一群有心人！而御華陽慈
善社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非牟利團體，只顧付出、不問收穫，秉承著「華陽精
神、惠澤社群」的宗旨，所以今日我能夠成為御華陽一份子令我的人生有著另
一個提昇！                                                   薛海薛海薛海薛海 
    

回想起當日相約朋友聚會時，她說當日正要做義工而沒空，我問是
要做什麼的？她說主要是去老人院探訪老人，派發米糧及與公公婆
婆玩遊戲。我覺得很有意義，也即時報名參加。後來，在機緣巧合
下認識了御華陽慈善社賴主席，並加入了這慈善團體。 

  我加入這慈善團體後，發現幫助別人不但能令別人得到快樂，自己也變得
開心。這從每年新春舉辦的老人宴可深心體會到，在宴會中與公公婆婆一起載
歌載舞，玩遊戲及抽獎。尤其當宴會完結時，他們會握著你的手說「謝謝」，因
當時天氣凍我雙手是冰的，但我的心窩卻是非常溫暖。 
助人為快樂之本正是我們的宗旨之一。                          林佩玲林佩玲林佩玲林佩玲    
 

慈善活動到底是如何進行的呢？自從加入御華陽慈善社後，首次參
加 2013 年度春節慈善晚會的工作，才發現要舉辦一個大型慈善活
動，原來要動用的人力物力是那麼多的，例如找場地、交通運輸、
舞台設計、聯系老人院等等；由於是慈善工作，所有工作人員都是

自願義務參與，御華陽慈善社會員對公益事務之熱誠和熱心，令各社員合作精
神發揮得天衣無縫，把整個慈善晚宴搞得有聲有色；今天有幸成為御華陽慈善
社其中一員，祈望在未來日子能參與更多活動，為御華陽慈善社的慈善項目盡
一分力。                                                   李本洽李本洽李本洽李本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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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由我的女兒帶同我參加這個御華陽慈善團體的，不經不覺已有
5 年了，在這裡大家有說有笑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很開心，興幸在
這個慈善團體裡認識了賴主席，他是一個很有熱誠和愛心的慈善
者。我們除了在新春舉辦老人宴外，同時亦會舉辦一些探訪社區安

老院活動，與公公婆婆一同遊戲，見到他們玩得開心高興，我也感到很有意義。
尤其在最近一次賴主席舉辦了一個捐血救人活動，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意義
更重大。                                                    李麗娟李麗娟李麗娟李麗娟    

 
如果當你聽到御華陽這三個字，腦海是否會充滿著疑問？我相信大
家跟我一樣，初次聽到都會感到陌生。 
那由 2011 年說起，在一次機緣巧合的情況下，我與賴主席在傾談
過程中，得知御華陽，然後他問道：有空閒時間來一起做義工嗎？

當時我毫不猶疑便答應了。這次是我第一次接觸御華陽。當我再進一步了解，
原來它的全名是御華陽慈善社。它其中一個活動是與不同的社福機構為一班獨
居長者舉辨新春老人晚宴。在賴主席的領導下，他帶領著一眾幹事及百多名義
工，發揮出團結的精神，令整個晚宴舉辦得很成功。我看見那班帶著開心，快
樂笑容的公公婆婆，這刻觸動了我，原來我們只要出一點力，加多一點愛心，
就已令身邊的人感到溫馨幸福。 
  這次之後，我決定加入御華陽慈善社成為她的一份子，繼續履行<華陽精
神，惠澤社群>的宗旨。不經不覺，加入御華陽慈善社已有兩年了。這段期間也
參與過不同義工活動，例如：與社署關懷智障人士生活、紅十字會捐血活動、
華陽新歲耀耆年千歲宴等等．．．這些體驗改變了我對人生的價值觀，只要多
點善心，多點關懷就令到有需要的人得到快樂，從而自己也因幫助到別人而感
到快樂。這就是<助人為快樂之本>。御華陽慈善社是一個非牟利慈善團體，能
夠加入這個大家庭，我感到非常榮幸，我承諾會與賴主席及各會員一起將華陽
精神發揚光大。                                              周幸恩周幸恩周幸恩周幸恩 
 

從小到大，父母都經常提醒我，做人最重要不要只看重名利，而是
懂得行善積福，樂助他人，一直以來都未體會到固中意思，但從我
加入御華陽慈善社後，開始明白義工的樂趣，好難得可以見證與紅
十字會合作的百人捐血盛事，更能參與多種老人院及學校相關的慈

善活動，從中看到義工們身體力行，更看到受惠者那種開心喜悅，終於感受到
那種行善為樂的意義，好慶幸有機會能跟各會友投身種種的慈善活動，希望將
來小孩成長後都可以一起成為義工服務社會，希望各位都加入御華陽慈善社這
個大家庭，本著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精神，行善為樂。              朱嘉文朱嘉文朱嘉文朱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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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者的歡顏是我們最大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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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雄律師林健雄律師林健雄律師林健雄律師    (LAM KIN HUNG(LAM KIN HUNG(LAM KIN HUNG(LAM KIN HUNG    PATRICK)PATRICK)PATRICK)PATRICK)    

香港、英國及澳洲註冊律師 

婚姻監禮人 

中國委托公證人。 

電話: (852) 9032 2849 / 136 402 13087 

電郵:patrick@plsolicitors.com.hk 

網址: www.plsolicitors.com.hk 

 

香港辦事處地址香港辦事處地址香港辦事處地址香港辦事處地址:  
香港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39-41 號金山商業大廈 16 樓 
(旺角地鐵站出口 C2 旁) 
電話: +852-26206128    傳真: +852-26206100  
 
廣州辦事處地址廣州辦事處地址廣州辦事處地址廣州辦事處地址: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林和西路 161 號中泰國際廣場 B1603 室 
(地鐵東站 B 出口） 
電話: +86-20-28816768       傳真: +86-20-28816728 
 
資歷資歷資歷資歷： 
� 英國倫敦大學法學碩士 
� 香港城市大學語言及法律深造文憑 
� 英國特許仲裁學會學士 
� 美國國際設施管理協會會員 
 
榮譽法律顧問榮譽法律顧問榮譽法律顧問榮譽法律顧問： 
� 紀律部隊評議會（員方） 
� 海關官員會 
�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 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 
� 英國特許屋宇經理學會亞太分會 
� 御華陽慈善社 



59 

 

 



60 

 



61 

 

 

 

 

 
 

 

                



62 

 

 

 

Tel :   0121 633 0888 

Email :tintinbirmingham@hotmail.com 

Address : 9F Waters Edge, 

Brindley Place, 

Broad Street Birmingham 

B1 2HL 

Opening Hours 

 

Mon - Thu :  12:00 - 23:00 

Fri - Sat :    12:00 - 23:30 

Sun :        12:00 - 22:30 

  

 

 

Address:  72 Dunstable Road 

Luton. LU1 1EH 

Tel:     01582723366 Or 1582724688 

Email:  coralau@hotmail.co.uk 

Text:    07725 708633 

 

Opening Hours 

Bank Holidays and Sun:  

1.00pm - 10.00pm 

Mon - Sat:   

 12.00pm to 2:30pm /  

6.00pm to 2.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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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十載 相伴同行 
 

   
全賴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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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華陽慈善社義工組員登記表義工組員登記表義工組員登記表義工組員登記表    

***請用中文或英文正楷清楚填寫以下資料 

***請將表格及繳款收據一併電郵至：info@yuewahyeung.org  

請選擇義工組員類別： �成人義工組員$200(年費)   

 �家庭義工組員$400(年費) *只包括一對夫妻及未滿十六歲之子女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年齡：     出生日期：       身份證號碼：         

聯絡電話：                    住宅 ：                  

流動電話：                           制服尺碼：                                  
 
電郵：                           

 (電郵將作為本會與閣下之通訊用途) 

通訊地址：                                                             

                                                     (作為郵寄組員證用途) 
    

其他家庭組員其他家庭組員其他家庭組員其他家庭組員（（（（申請家庭義工組員請填寫） 
    
如同一居住地址之家庭組員同時申請加入本會，請填寫以下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年齡 出生日期 與申請人關係 

      

      

      

      

繳費資料： ***帳戶號碼： 中國銀行：012-5911-0334-158 

支票編號：        銀行入數紙編號：         日期：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本人願意提供上述資料作申請貴機構義工組員之用，並同意收到貴機構之有關服務資料。 
*本人有權修改本人存放在貴機構之資料。 
*你提供的資料只供申請成為御華陽慈善社義工、服務簡介、日後聯絡及通訊之用。向本會提
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有關個人資料將予以保密及存放於本會的義工資料庫內，而此等資
料之使用者只限於本會需要處理有關工作之職員。 

*如有任何改動或爭議，御華陽慈善社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 本人同意提供個人資料給「御華陽慈善社」作記錄用途, 並確認以上資料正確無訛。 

 
申請人簽署：                簽署日期：              

此欄由本機構填寫 
 
 

 
 

  

收據編號 組員編號 日期 負責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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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御華陽公益活動浪接浪 

 

 1 月 18 日 (星期日) 街舞大賽 2015 

 

 2 月 21 日(星期六) 新歲耀耆年 2015 長者春茗 

 

 3 月份 Facebook 精靈 BB 造型票選 

 

 4 月 3 日 (星期五) 親子繪畫慈善籌款活動 

 

 5 月份 共聚天倫念親恩 

 

 6 月份(星期日) 低收入及單親家庭兒童玩具送贈 

 

 7 月份(星期六) 長者合家歡拍照服務 

 

 8 月份(星期日) 華陽匯聚百顆心捐血活動 

 

 9 月份(星期六) 長幼共融慶中秋 

 

 10 月份(星期六) 兒童郊野導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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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會址:   香港新界西貢躉場村 24 號 

電話:   (852) 2396 2085 

傳真:   (852) 2338 8748 

電郵:   info@yuewahyeung.org 

F.B. A/C: https\\facebook.com\yuewahyeungcharity 

 

本會誠邀閣下慷慨捐助，那怕是一分一毫都會為我們帶來信心和力量。如欲捐

款予本會，請填妥下列表格連同劃線支票寄交本會《會址: 香港新界西貢躉場

村 24 號》或存入本會中國銀行戶口《賬戶號碼: 012-5911-0334-158》: 

�。。。。�。。。。�。。。。�。。。。�。。。。�。。。。�。。。。 

御華陽慈善社 

捐款表格 

本人/機構擬捐款予貴會 

現附           銀行劃線支票(抬頭: 御華陽慈善社或Yue Wah Yeung Charity), 

支票號碼               ，共銀 HK$                  。 

捐款人姓名/機構名稱:                                                 

通訊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                                                                

 

簽名:                                      

日期:                                      

*港元$100 或以上之捐款可獲本會發出供申請稅務豁免用之慈善捐款收據。 

*如選擇直接存入帳戶之捐款人/機構，請將銀行入數紙副本連同本捐款表格寄

回本會，以便發出正式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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