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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復康力量 

 

簡介及宗旨 

 

香港復康力量乃由九位傷殘的專業人士於一九九五年成立的慈善復康服務機構，

主要服務對象為肢體傷殘人士、長期病患者及精神病康復者。本會的使命是激勵

殘疾人士發展，協助他們積極就業，融入社會，活出豐盛喜悅的人生，並促進復

康政策改善，令香港發展成無障礙城市。本會開辦的「殘疾人士就業培訓中心」

專責為殘疾人士提供職業培訓與實習機會。而本會轄下的四個社會企業單位，包

括：「活力傳意電話市務推廣」、「活力製作」、「活力推拿按摩隊」及「活力店」

則致力為學員們提供工作機會。現時，本會職員中，亦有半數為殘疾人士。 

 

本會的理念： 推動傷建共融，締造平等機會。 

 

本會的使命： 激勵殘疾人士發展，培訓殘疾人士，建立正向思維，推動社企發

展，鼓勵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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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會長的話 

 

時光飛逝，歲月如流，轉眼間香港復康力量已經服務香港二十年，本人很高興與

各位朋友一同見證和分享香港復康力量成立二十週年的喜悅。 

 

回首二十年前，香港復康力量由九名熱心公益的殘疾人士成立，以「激勵殘疾人

士發展」為本會的宗旨，希望可推動更多同路人士重新投入社會，謀取幸福人生。

但礙於當時初成立的經費、資源問題，舉辦的活動、開展項目，未必足已完全貫

徹本會的核心宗旨。 

 

隨著時間推移，復康力量的工作得到社會大眾、賢達的認同支持，以及在本會董

事、員工、義工的努力下，令機構日見規模，包括舉辦各式各樣的培訓課程，例

如：電腦文書處理、平面設計、零售服務技能，以至保健按摩等……務使更多會

員朋友藉此可重新投身社會工作。 

 

機構更投入於香港不同地區的醫院，如沙田醫院、瑪嘉烈醫院、廣華醫院等，開

設活力社企商店，處理給修畢課程的學員作為實習外，本會更抱著「以人為本，

以客為尊」的服務宗旨，為廣大市民提供貼心服務。 

 

這些年間機構對傷健共融的推動級舉辦活動亦不遺餘力，每年一度大型的維多利

亞公園傷健共融日、嘉許傑出在職殘疾人士的在「職」達人、賣旗、義工服務、

探訪義演等活動，不勝枚舉，積極配合傷健人士全能發展，建立共榮和諧的先進

社會。 

 

「創業難，守業更難」，展望將來，本會累積更多經驗，不斷優化會內的軟硬實

力，與時俱進，但重要是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讓本會的發展得以延續，並期望

可推展服務至國內幫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使「守業」由被動轉為主動的工作。 

 

有一句話——「集思廣益、眾志成城」，在大家努力下香港復康力量確信能在往

後的二十年、四十年、八十年繼往開來，服務社群，惠及更多有需要人士。 

 

謹頌復康力量 

會務興隆 

香港復康力量 

會長葉湛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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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總幹事的話 

踏入 2014-15 年度本會議邁向第二十週年，所謂十年人事幾番新，何況是二十年！

轉眼間香港復康力量已由少年期步入青年期。回想本人在2009年中加入本會時，

當時本會只有兩間活力小賣店作為培訓傷殘學員之用，全會當年受聘員工約有

30 名而傷殘人士約佔三分之一，而直至 15 年 3 月底本會現時受聘之全職及兼職

員工約 100 名其中近七成是傷殘人士！過往 20 年以來，本會已創造近千個培訓

及就業機會於殘疾人士。 

 

本會營運及用做培訓之「活力小賣店」共有五間分店： 

 

九龍區廣華醫院、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新界區沙田醫院、瑪嘉烈醫院（荔景大

樓）及北大嶼山醫院（東涌），而首間「活力迷你超級市場」位於香港大學百週

年校園內亦已於 2013 年底開始營運，此店亦是本會衝出醫院網絡外之旗艦店。 

 

「活力傳意-電話服務中心」由 2003 年起開始成立及運作，初期與「香港大學民

意調查中心」合作，但因經歷服務商北移而曾出現萎縮不前狀況，慶幸今年獲得

iEnterprise 合作及協助重新發展，現時服務客戶有「香港寬頻（1083）」及「中華

電力（CLP）」等企業。 

 

本會因受社署之資助額有限，營運這些社會企業既要兼顧培訓傷殘人士為主又要

自負盈虧實在是非常困難，(但我們會以此作為最終之營運目標) 因此現時要對

外籌募每年約 100 萬以作補貼營運所需！但若能真正做到本會的理念：「激勵殘

疾人士發展」和為有心重投社會自食其力的傷殘人士建立平台，讓彼等能在本會

之「活力店」或「活力超市」等平台重新建立自信心和能力後再作公開就業，此

不但能為政府減輕公援之負擔，而最重要是能讓彼等重拾尊嚴地生活下去。此舉

不但能幫助到傷殘人士個人，而對其父母或親人更為重要！為培訓及鼓勵更多殘

疾人士就業及推動社會企業發展，我們急需得到社會各界人心認識的捐助和支

持！ 

 

本人在此謹代表本會仝寅衷心感謝本會各名譽總理、善長、義工們及政府各有關

部門等過往一直對本會的支持和鼓勵，日後只要有你們的支持和我們的堅持，本

會會務一定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香港復康力量 

 總幹事吳永基,Stanley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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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組織架構 
 

 

董事會：                                        名譽總理： 

會長：葉湛溪先生  

副會長：梁美儀女士                              李根興先生 

義務秘書：丁向群先生                            巫文偉先生 

義務司庫：許慧儀女士                            吳海強先生 

董事：                                          鄭毓和先生 

廖大年先生 伍浩汶先生 黃卓健先生 林東驥先生     羅志賢先生 

潘偉海先生 林耀國先生 仇健明先生 林家強先生 

 

 

 

 

社會企業指導委員會 主席林家強博士 

 

發展指導委員會  主席黃景隆先生 

總幹事 吳永基先生              

籌募項目發展指導委員會 主席翁月華女士 

 

社區關顧委員會  主席余志明先生 

 

四川助殘委員會  主席黎淑芬女士 

 

 

 

 

 

 

培訓及就業部          社會企業部          會務發展部         行政部 

 

 

 

高級培訓及就業主任    社會企業主任      會務發展部主任   高級行政主任 

楊風先生        吳永基先生署任       江婉雯女士      黃菁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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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及就業部 

培訓及就業部致力為學員提供一站式多元化就業及培訓服務。培訓課程

與時並進，協助學員掌握基本的就業技巧，而輔助就業及在職培訓等服

務，則協助學員持續提升工作的能力及自信心，鼓勵學員裝備自己，達

到公開就業，重投社會的目標。  

 

雖然本部在過去數年的就業服務成績均未如理想，但近年經本部團隊的

再三努力下，輔助就業服務及在職培訓計劃兩計劃在 2014-2015 年度，

終於達至社會福利署的服務指標，創出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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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就業服務  

輔助就業服務旨在增強殘疾人士面對工作之適應力，發揮個人潛能，協

助公開就業。  

本年度輔助就業服務共為 91 名殘疾人士提供輔助就業服務，例如：實

習機會、就業輔導、培訓及工作配對等，同時致力為各復康機構、醫院、

團體等之轉介個案提供服務，讓服務使用者掌握各類工作及軟性技巧，

並建立良好的工作習慣。  

 

輔助就業服務學員背景分析及就業資料統計，詳見以下圖表： (數據截

至 31-03-2015) 

 

(一 ) 性別分佈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39 42.9% 

女  52 57.1% 

合計  91 100.0% 

 

(二 ) 年齡分佈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21 - 30 22 24.2% 

31 - 40 30 33.0% 

41 - 50 17 18.7% 

51 - 60 14 15.4% 

61 - 70 8 8.7% 

合計  91 100.0% 

 

(三 ) 殘疾類別  

殘疾類別  人數  百分比  

精神病康復者  53 58.2% 

肢體傷殘人士  23 25.3% 

聽障人士  9 9.9% 

長期病患 /器官殘障人士  6 6.6% 

合計  9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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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教育背景  

學歷  人數  百分比  

小學  75 82.4% 

中學  5 5.5% 

大專或以上  10 11.0% 

未曾接受教育  1 1.1% 

合計  91 100.0% 

 

(五 ) 就業狀況          

就業狀況  人數  百分比  

實習訓練  26 65.0% 

公開就業  14 35.0% 

合計  40 100.0% 

 

(六 ) 工作持續性 (包括實習訓練 ) 

工作時期  人數  百分比  

1 個月  6 15.0% 

2 個月  3 7.5% 

3 個月  2 5.0% 

4 個月  3 7.5% 

5 個月  4 10.0% 

6 個月或以上  22 55.0% 

合計  40 100.0% 

 

(七 ) 每月平均津貼 /薪金水平 (包括實習訓練 ) 

每月收入 $ 人數  百分比  

1,000 或以下  14 35.0% 

1,001 - 2,000 10 25.0% 

2,001 - 3,000 8 20.0% 

3,001 - 4,000 3 7.5% 

4,001 - 5,000 2 5.0% 

5,001 或以上  3 7.5% 

合計  4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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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培訓計劃  

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就業及在職培訓，透過積極培

訓，加強殘疾人士就業能力，讓他們於公開就業前裝備自己。計劃更提

供在職試用補助金，鼓勵僱主試用殘疾人士，直接了解其工作能力。  

 

2014-15 年度，我們共收了 38 名在職培訓計劃個案，學員背景分析及就

業資料統計詳見以下圖表： (數據截至 31-03-2015) 

 

(一 ) 性別分佈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15 39.5% 

女  23 60.5% 

合計  38 100.0% 

 

(二 ) 年齡分佈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15-30 4 10.5% 

31-40 8 21.1% 

41-50 7 18.4% 

51-60 14 36.8% 

61 或以上  5 13.2% 

合計  38 100.0% 

 

(三 ) 殘疾類別  

殘疾類別  人數  百分比  

精神病康復者  13 34.2% 

肢體傷殘人士  19 50.0% 

長期病患 /器官殘障人士  6 15.8% 

合計  38 100.0% 

 

(四 ) 教育背景  

學歷  人數  百分比  

小學  2 5.3% 

中學  34 89.5% 

大專或以上  2 5.2% 

合計  3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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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情況   

(一 ) 就業人數  

就業情況  人數  百分比  

沒有工作  23 60.5% 

曾公開就業  15 39.5% 

合計  38 100.0% 

 

(二 ) 工作持續性  

工作時期  人數  百分比  

1 個月或以下  1 6.7% 

2 個月  2 13.3% 

3 個月  0 0% 

4 個月  1 6.7% 

5 個月  1 6.7% 

6 個月或以上  10 66.6% 

合計  15 100.0% 

 

(三 ) 工作類別  

工作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文職  5 33.3% 

零售店務  6 40.0% 

電話訪問員  3 20.0% 

保安  1 6.7% 

合計  15 100.0% 

 

(四 ) 就業狀況          

每月收入 $ 人數  百分比  

2,000 或以上  1 6.7% 

2,001 - 3,000 0 0% 

3,001 - 4,000 2 13.3% 

4,001 - 5,000 2 13.3% 

5,001 - 6,000 1 6.7% 

7,000 或以上  9 60.0% 

合計  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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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就業培訓  

本部開辦僱員再培訓局培訓課程予殘疾人士，提升他們的工作能力。 (數

據截至 31-03-2015) 

 

課程名稱  班數  人數  培訓中心  

就業掛鈎課程   

TTA 創意工業 (平面設計 )基礎證書  1 7 耀東傷殘人士就業中心  

行政助理基礎證書  1 10 賽馬會漾日居訓練中心  

非就業掛鈎課程   

網頁圖像及動畫製作技巧基礎證書

(兼讀制 )  
2 16 耀東傷殘人士就業中心  

網頁製作技巧基礎證書 (兼讀制 ) 1 8 耀東傷殘人士就業中心  

試算表 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 1 8 賽馬會漾日居訓練中心  

倉頡輸入法基礎證書 (兼讀制 ) 1 8 賽馬會漾日居訓練中心  

文書處理 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 1 8 賽馬會漾日居訓練中心  

總數  8 65 
 

 

2014-15 年度就業掛鈎課程學員背景分析統計詳見以下圖表：(數據截至

31-03-2015) 

 

(一 ) 性別分佈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6 35.3% 

女  11 64.7% 

合計  17 100.0% 

  



12 
 

(二 ) 年齡分佈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29 或以下  6 35.3% 

30 - 39 3 17.6% 

40 - 49 2 11.8% 

50 - 59 6 35.3% 

60 或以上  0 0% 

合計  17 100.0% 

 

(三 ) 殘疾類別  

殘疾類別  人數  百分比  

肢體傷殘人士  7 41.2% 

精神病康復者  6 35.3% 

長期病患者  1 5.9% 

其他  3 17.6% 

合計  17 100.0% 

 

(四 ) 教育背景  

學歷  人數  百分比  

中學  12 70.6% 

文憑至副學士  5 29.4% 

學位或以上  0 0% 

合計  17 100.0% 

 

2014-15 年度非就業掛鈎課程學員背景分析統計詳見以下圖表：(數據截

至 31-03-2015) 

 

(一 ) 性別分佈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25 52.1% 

女  23 47.9% 

合計  4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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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年齡分佈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29 或以下  8 16.7% 

30 - 39 14 29.2% 

40 - 49 7 14.6% 

50 - 59 13 27.1% 

60 或以上  6 12.4% 

合計  48 100.0% 

 

(三 ) 殘疾類別  

殘疾類別  人數  百分比  

肢體傷殘人士  14 29.2% 

精神病康復者  23 47.9% 

長期病患者  2 4.2% 

聽障人士  2 4.2% 

其他  7 14.5% 

合計  48 100.0% 

 

(四 ) 教育背景  

學歷  人數  百分比  

小學  1 2.1% 

中學  38 79.2% 

文憑至副學士  8 16.7% 

學位或以上  1 2.0% 

合計  4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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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及就業部活動  

培訓及就業部在 2014-15 舉辦多項活動，詳細如下：  

 

《香港迪士尼樂園 -身體有障礙人士學徒計劃 2014-15》  

今年的《香港迪士尼樂園 -身體有障礙人士學徒  

計劃 2014-15》，本部成功轉介了 2 位學員，加  

入成為迪士尼的一份子，擔任不同崗位，為大  

家帶來奇妙旅程和歡樂。  

恭喜恭喜！  

 

 

 

 

 

《共融團隊挑戰賽@耀東》  

2014 年 7 月 26 日，我們一眾會員參加了由耀東邨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部舉辦的「共融團隊挑戰賽@耀東」，當天天公不造美，下起

大雨來，但無阻大家逆難而上、同心合力、共同挑戰的決心，眾會員也

盡興而歸。  

 

 

 

 

 

  

2名學員成功獲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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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悅人生，共建和諧社區」結幕禮》  

「喜悅人生，共建和諧社區」結幕禮於 2014 年 6 月 29 日 (星期日 )下午

假銅鑼灣社區中心完滿結束，當日參加者眾多，全場爆滿，反應熱烈，

感謝大家對本會的支持。事緣是次活動之前的報名人數約有 200 多人，

本會已預留 300 個福袋致送給在場的參加者。但當日參加者實在太多、

太多了，300 張福袋換領劵，一早已派完，令不少遲來的參加者未能取

得福袋，我們謹此致歉。  

 

是次推廣活動得以成功順利完成，我們感謝公民教育委員會及東區區議

會公民教育工作小組的贊助、所有義工及各表演團體。當然，我們必須

感謝會長葉湛溪先生、董事林東驥先生、丁向群先生、許慧儀小姐、還

有在場的每一位參加者。通過是次活動，帶出「傷健共融」、「喜悅人生」，

藉傷殘人士的分享向公眾人士發放積極人生的正面訊息及正能量。  

 

本會會繼續秉承一貫的使命：激勵殘疾人士發展，協助他們積極就業、

融入社會，活出豐盛喜悅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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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悅人生，共建和諧社區」結幕禮  - 義工攝影展》  

感謝我們的義工們為整個活動拍攝，記錄活動中精彩的每一刻。「喜悅

人生，共建和諧社區」結幕禮  - 義工攝影展於 2014 年 9 月假港鐵柴灣

站「社區畫廊」展出，在這次小規模的攝影展中，大家除可欣賞到義工

們細膩和出眾的拍攝技巧外，更可看到相片展出時所採用的似相紙但並

非相紙；似菲林但並非菲林的特殊展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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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A 創意工業  (平面設計 ) 基礎證書畢業學員巡迴畫展》  

漾日居的培訓及就業部壁報板已換上了《TTA 創意工業 (平面設計 )基礎

證書》畢業學員的作品，作品還會在港鐵社區畫廊展示，由 2014 年 6

月起，作品分別會在金鐘站 (6 月 )、筲箕灣站 (7 月 )、元朗站 (8 月 )及黃

大仙站 (2015 年 1 月 )展出，謹在此感謝港鐵各站職員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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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園同樂日 2014》  

「海洋公園同樂日 2014」於 2014 年 11 月 22 日 (星期六 )順利舉行，當

日參加者眾，學員連家屬共有 80 多人出席，大大超出我們 30 個名額上

限，所以，本會首次要租用一架雙層城巴接載大家到海洋公園。當日天

朗氣清，陽光普照，感謝東區區議會全力協助，為大家送上窩心小毛巾，

便當及優惠劵，還有感謝東區區議員許林慶先生為我們作抽獎嘉賓助慶，

令當日的參加者樂而忘返。  

 

 

 

 

 

 

 

 

 

 

 

 

 

《義工團簡介會及耀東邨實地考察》  

為了深化復康力量義工團對本部及機構的認識，本部一連兩天， 2015

年 3 月 7 日及 9 日分別為義工團舉行簡介會及帶領大家到本部位於筲箕

灣耀東邨的辦事處進行實地考察，拓展東區網絡。難得聚首，大家也顯

得十分雀躍，並在辦事處門外留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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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國際復康日開幕禮》  

復康界年度盛事「2014 年國際復康日開幕禮」於 2014 年 12 月 7 日 (星

期日 )假黃大仙廣場舉行，當日參加者眾多，嘉賓雲集，香港復康聯會

主席張健輝先生 MH、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 GBS JP 及社會福

利署署長葉文娟女士也到場積極參與，場面熱鬧不已，大家携手共建和

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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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動：  

 

日期  名稱  

2014 年 5 月 4 日    共融社會，由我做起  

2014 年 6 月   社交達人小組  

2014 年 6 至 7 月  抗壓力量小組  

2014 年 9 月 13 日  轉化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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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培訓  

為了提升服務質素，本會亦不斷投放資源於內部培訓，務使機構員工能

不斷提升工作技能及專業知識，令本會所提供的服務能與時並進。

2014-15 年度的員工總培訓時數達 400 多小時，詳情如下：  

 

日期  內容  

2014 年 4 月 8 至 12 日      職員退修 2014 

2014 年 4 至 7 月  中文商業簿記初階  

2015 年 1 月 6 日  合作愉快工作間  

2015 年 1 月 27 日  導師工作坊及經驗分享會：教得出「適」  

2015 年 1 至 3 月       Retail Management System Training 

2015 年 2 月 24 至 26 日       
Adobe Photoshop 及 Adobe Illustrator 

應用入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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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部 
活力社企的目標便是以商業運作模式來達到社會公益目的，以激勵殘疾人士發展

並從中讓他們 重拾自信及融入社會、盡展所長，希望為殘疾人士提供培訓及就

業機會。我們清楚明白殘疾人士在日常工作中面對比一般人更大的挑戰及困難，

但我們深信，他們有和一般人不一樣的優勢和能力。我們更希望以殘疾人士逆境

中奮鬥的過程及經驗，以身教帶出殘疾人士絕對是殘而不廢，他們要的是跟常人

一樣的尊嚴，如果能夠為他們提供一個平等、自由的平台，他們也可以自力更生，

發光發亮。這就是我們的宗旨及理念。 

 

香港復康力量轄下社企包括「活力店」、「活力復康用品中心」、「活力傳意」及「活

力按摩」，為弱勢社群(包括精神病康復者、長期病患者、肢體傷殘人士，以及聼

障人士) 創造在職培訓和公開就業機會；從而讓他們重拾自信、發揮所長及融入

社會。 

 

截至2015年3月為止，本會社企總共提供超過 80 個就業機會及 26個培訓機會。

本會更獲社聯——滙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邀請，將「活力店」、「活力復康用品中

心」及「活力傳意」等社企資訊收錄於《香港社企指南 2015》中，向更多市民

推廣社會企業。 

 

 活力店 Power Retail Centres 

本會已經營運「活力店」超過十六年。活力店抱著「以人為本，以客為尊」的服

務宗旨，以專業盡責及誠懇有禮的服務態度，為醫院病友、家屬、職員及其他市

民提供最貼心的產品與服務。 我們除了提供小食、飲品、報紙、日用品及醫療用

品等售賣服務外，更得到多間信譽良好的供應商支持，搜羅多元化的復康用品予

客人選購，並設有送貨服務。 自 1999 年香港復康力量於沙田醫院開設首間活力

店，時至今日，我們的服務網絡已擴展至北大嶼山醫院、瑪嘉烈醫院荔景大樓、

廣華醫院及黃大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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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位於香港大學百週年校園的一家小型超市-港大活力超市2013年9月開始試

業投入服務。與其他主營醫療和復康用品的活力店不同，香港大學活力超市售賣

多元化的產品，包括報章雜誌、零食、飲品、個人護理用品、日用品、文具及手

工藝品等等，現時已引入寄賣貨品,以增加貨品種類開拓新客源。香港大學活力

超市全由傷殘和復康人士營運的迷你超市,致力於為殘疾人士提供工作機會，在

此超市內工作之康復者因工作環境佳而接觸之客戶群較闊及多元化，因而能令康

復者更快建立自信心和能力重新公開就業。同時亦給香港大學社區提供優質的零

售服務， 誠意為香港大學學生、 教職員及其他顧客服務我們以專業的團隊和親

切誠懇的服務態度致力為香港大學的學生、教職員及顧客，提供優質的便利店貨

品和服務。 

 

香港大學活力超市外觀及內貌 

 

香港大學活力超市於 2014 年 9 月正式舉行開幕典禮，作為一所社會企業，

Powermart 致力於為殘疾人士提供工作機會，同時亦給香港大學社區提供優質的

零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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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活力超市開幕典禮 

  

 

瑪麗活力店於 2013 年 9 月因合約到期停止營運。 為促進及增加殘疾人士就業機

會，2014 年，本會亦成功向社會福利署申請「創業展才能」撥款資助，於北大

嶼山醫院開設第 7 間分店，同年 3 月正式投入服務。北大嶼山活力店目標為醫院

內的醫護人員、病人、職員及訪客提供優質的服務，增加市民了解弱勢人士貢獻

的機會，推廣本會業務和本會理念，創造一個和諧共融的社會。為醫院病友、家

屬、職員及其他市民提供最貼心的產品及服務。北大嶼山活力店有幸得到 AT 

ZERO DESIGN 的支持，採用全新的室內裝潢，帶給顧客全新的購物體驗。 

北大嶼山活力店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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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復康用品中心 Power Rehab Hub 

本會成功獲得民政事務總署「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撥款資助於 2011 年籌

備成立「活力復康用品中心」，以地區為本，為弱勢社群創造在職培訓和公開就

業機會。 

 

  

 

新蒲崗活力復康用品中心於 2012 年 2 月 11 日正式開幕，為殘疾人士及長者提供

多元化的復康器材及用品。中心將不斷尋求更多先進和有效的方案，期望令客人

的生活更方便舒適，進而跨越自己的極限，開創不一樣的新天地。在成立之初旨

在為殘疾人士及長者提供多元化的復康器材及用品，例如站立式輪椅。現在成為

社會企業的多功能中心：承接社企辦公區域，活力店中央倉及活力傳意電話中心

等功能 

 

 中央物流 Distribution Center 

香港復康力量於 2012 年開始試行中央物流已見成效，並於 2013 年獲「星展社企

優化基金」資助，購置貨車及租用倉庫，於 2014 年進一步提升中央物流的運作

效益，成功降低活力店及活力復康用品中心的營運成本。 

 

 活力儲物箱 Power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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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速遞業協會會長Gary Ng吳江十分欣賞復康力量對傷殘人士的鼓勵與支持，

希望可以有機會與復康力量一起攜手推動香港的公益行動，為傷殘人士代理啊更

多支持與鼓勵。具體於2015年3月，以速遞寶有限公司名義與香港復康力量社企

部合作，試點推出Power Box并會支付本會場地租金，鼓勵其智能速遞箱的用戶

以及與我們合作的香港速遞公司一起通過愛心捐贈的方式，在推廣智能速遞服務

的同時，為香港傷殘人士捐出一份愛心，一份溫暖。香港速遞業協會會長Gary Ng

吳江和本會總幹事共識方向一致，并相信雙方在良好配合的基礎上，一定能達到

它良好的積極作用，創造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希望復康力量能協助尋找合適

的場地擺放智能速遞箱，以作創新市場開發之用。同時，速遞寶有限公司亦希望

能夠攜手復康力量一起為香港傷殘人士帶來更多幫助與鼓勵，推動香港的公益活

動。 

 

 
 

 

 活力傳意 Power Communication 

活力傳意致力為多間公營機構、商業機構、大專院校及社會團體提供優質的市場

調查及商務支援服務。活力傳意服務範圍廣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電話訪問  傳真服務 

 街頭訪問  郵件處理 

 市場推廣  禮品包裝 

 顧客熱線  人流統計 

 資料輸入  中心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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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電話訪問及顧客熱線等工作，是最快速、最容易讓殘疾人士（尤其是

肢體殘障人士）掌握的一類工作，只要經過簡單培訓，職員便能獨立開展工作，

賺取生活所需，自力更生。直至本財政年度，活力傳意為超過 260 名殘疾人士提

供了就業機會。 

 

同時，我們繼續積極發掘及拓展殘疾人士的才能，通過多項培訓課程，提升他們

的溝通技巧、工作效率、電腦知識等等。憑藉誠懇的態度及優秀的工作能力，殘

疾人士協助不同機構進行研究、推廣、發展，以及支援其日常業務。每項工作皆

會由資深工作人員負責監察及控制質量，確保服務質素，並保障所有客戶資料絕

對保密。 

 

至今為止，活力傳意繼續運用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資助，為電話中心

進行裝修，並購置全新的電腦和電話系統。目前項目仍在進行中，相信全新的電

話中心在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優質的工作環境之餘，更能為他們爭取到更多的工作

機會。 

 

自 2014 年起，活力傳意嘗試與大同企業（I Enterprise）及香港寬頻進行全新的三

方合作項目，打造一個專業的顧客熱線中心，為殘疾人士及其他弱勢群體提供超

過 10 個工作崗位。項目自開展以來深受求職者歡迎，除了能夠為殘疾人士提供

穩定的工作收入，更有效地幫助他們重建社交圈子，收穫友誼。 

 

特此鳴謝以下機構的支持與信任(排名不分先後)：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利民會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學賢社 

 環保生命 

 Adnovator Communications 

 Alpha Trinity Education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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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re Pacific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Chinachem Group 

 e-Research & Solutions 

 General Education Exchange Association 

 Health Works (Herbal Tea) Company Limited 

 HKBN Group Limited 

 Home of the Elderly Charitable Foundations 

 Hong Kong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Hong Kong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Limited 

 Hutchison Global Communications 

 I Enterprise 

 Impart Group 

 LEI Consultancy Limited 

 Link Men Advertising Company 

 Mental Health Photographic Society 

 Pompei Limited 

 Powersoft Consultancy Limited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Association 

 Voice Buddies Solutions Limited 

 Xyber Force 

 

 

 活力按摩 Power Massage 

 

活力按摩培訓及聘用殘疾按摩員為公營及私營機構提供到會式按摩服務。 

殘疾人士通過「僱員再培訓局」的考核後，配備流動按摩裝置，為不同企業之員

工提供專業的頭肩頸及足部按摩服務。活力按摩亦於過往年維園「傷健共融日」

為市民提供頭肩頸按摩服務。 

 

 活力社企獎項及社會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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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發展部 
會務發展部致力與香港各學校、企業、社區團體合作，透過舉辦多元化的活動，

令參加者體會傷健共融的意義及殘疾人士的自強精神。本會承蒙得到義務工作者

的支持，於本年度投入本會義務工作的一共多達六千人，在眾多活動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社區無障礙檢測」、「大埔醫院服務計劃」、「傷健共融日」、「籌款活

動」及「會員活動」等等。 

 

公開活動 

 

社區無障礙檢測及服務活動 

本會一直關注社區無障礙的重要性，故發展部會經常連同一些大、中、小學、機

構、政府部門等合作，進行無障礙檢測，以行動直擊檢測不同社區的交通工具、

社區或商業設施是否合適或照顧到殘疾人士的需要，從資料分析所得在教育有關

部門作出跟進，好讓殘疾人士得到平等的機會。於 2014 年 4 月 6 日在東華三院

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本會會員進行了無障礙檢測。 

 

大埔醫院服務計劃 

本會逢星期四、六在大埔醫院骨科現提供定期康樂、義工探訪及培訓活動，希望

透過不同的活動，用以改善病友情緒、協助院友熟悉離院後的生活。而本會更會

定期提供主題講座及分享會，以增加院友及其家屬的多方面知識。在 3 月 3 日在

大埔醫院舉行病人關顧服務節目巡禮。 

 

傷健共融日 2014 

歧視、偏見、戴有色眼鏡是社會上常出現的社會

問題，不論是健全或殘疾人士都可以擁有理想和

有能力創造奇跡！「復康力量」是由一群投身不

同專業的傷殘人士所成立，他們深感傷殘人士亦

能團結力量，發揮所長，以復康者身份提供復康

服務，回饋社會。關懷傷殘人士，需要我們每個

人獻出愛心，就讓我們共同努力，為傷殘人士爭

取平等機會，讓每個人都盡展所長。 

 

2005 年，「香港復康力量」第一次在維多利亞公

園舉辦「復康力量分享 28」嘉年華，2010 年舉

行第二次籌款活動。由 2010 年起，每年均於維

園舉辦大型傷健共融日嘉年華暨慈善籌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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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政、商團體、專業人士、演藝界朋友、義工團隊及廣大市民的積極參與及鼎

力支持，皆得到熱烈反應及社會迴響。 

 

今年，「復康力量-傷健共融日 2014」由「香港復康力量」及「泓福慈善基金」聯

合主辦，已定於 10 月 25 及 26 日(六、日)在維多利亞公園中央草坪舉行。預計將

會吸引數以萬計巿民參加。專業伙伴包括智樂兒童遊樂協會。籌款目標為一百萬

元，活動既為激勵殘疾人士，喚起政府及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爭取改進復康政

策，協助殘疾人士就業，讓他們更積極融入社會，創造無限價值。大部份善款將

用於為殘疾人士提供職業培訓，協助他們就業，自力更生；部份則會用來購置「站

立式輪椅」及重建國內偏遠地區一間破落的學校。 

 

盲人觀星營 2014 

社會福利署及 50 多個團體及機構於上週六起一連兩日（2014 年 10 月 18 日至 19

日），舉辦「盲人觀星傷健營 2014」，不只視障人士參加，也有聽障、智障、肢

障和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有超過 2000 人出席。活動目的在同一個星空下一

同享受觀星的樂趣，感受大家的存在和互相尊重，傷健共融，同享星空！最終向

社會各界推廣共融理念，以融入社會為主旨，共同建設一個更和諧更美好的香

港。 

 

活動於西貢創興水上活動中心對開草地上舉行，會員出席日營，也有扎營過夜，

活動包括觀測太陽及夜間星象，歌唱節目及攤位遊戲等。大會安排中英文及手語

講解天文現象；當局派凸字觀星圖給視障參加者，方便他們體會、領略和享受宇

宙奇觀。當日有十多台各款天文望遠鏡給視障參加者在日間觀測太陽黑子及日珥，

晚上看金星及滿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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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有近 20 位會員參加是項活動，他們一同乘坐復康巴到場。在下午先玩攤位

遊戲機欣賞歌唱表演。到了黃昏，他們便前往嘗試操作天文望遠鏡及認識夜間的

天空。晚上，會員享用完膳食後便欣賞金星及滿月的景象。約夜晚十時，他們便

齊齊回到自己的營長內過夜。睡一會兒後，約凌晨三時，他們一起步行上東壩欣

賞美麗的日出，輪椅人士則乘坐復康巴一同前往。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會

員們都好高興能夠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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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晚宴 

本年度的第二十週年晚宴已於紅磡海逸皇宮大酒樓隆重舉行。是次慈善晚宴除能

提供機會讓會員及義工歡聚一堂，表揚各義工及會員過去一年之辛勞及貢獻，亦藉此回

顧復康力量過去二十年的服務點滴，以及展望未來的發展。本會今年有幸得到喜記·蟹將

軍連鎖餐飲有限公司捐贈港幣 10 萬元整以支持本會 2015-2016 年的重要大型活動，在此

特別鳴謝喜記·蟹將軍，為殘疾人士就業發展做出的貢獻。同時本次晚宴亦得到各友好機

構及善長仁翁的贊助與支持，送出多份現金獎及名貴禮物。 

 

當日晚宴，大會邀請了董事局成員、名譽總理及一眾嘉賓出席，當晚會長葉湛溪先生為

我們致辭。最後，當然最精彩的是「歡樂大抽獎」環節。晚宴在笑聲中圓滿結束，本會

在此衷心感謝各位會員多年來對本會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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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活動 

11/7 皮革班 

為了給會員提供更豐富的興趣班活動，發展部與禾豐皮業國際有限公司合作舉辦

了一次「Dr. Designer 真皮皮具基礎課程」。該課程由專業皮具技師教授，參與的

會員除了學會皮具鑑賞的基本知識外，更有機會嘗試親手製作皮質眼鏡套，收穫

非常豐富。 

 

 

13/9  中銀香港 南丫島一日遊 

藉著秋高氣爽的時節，復康力量會員一行與中銀香港的義工到南丫島秋遊。會員

在義工的協助下盡情享受南丫島的漁村風情，品嚐島上新鮮海產，度過充實的一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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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義工團探訪老人院 

陽光明媚，本會義工攜手心悅社會服務合辦「九月十五沿路有你」探訪老人院活

動，本會義工首先表演了精彩的手語歌，老人們在歌聲中笑開了花，之後更有本

會義工扭出形狀各異的氣球公仔送給老人們，活動在一片歡聲笑語中圓滿結束。 

 

 

17/12  ICC 聖誕聯歡會 

由環球貿易廣場（ICC）全力贊助之「傷健共融迎聖誕」已於 12 月 17 日順利舉

行。當天，ICC 一眾義工先與會員製作小手工「毛巾蛋糕」，之後更與他們一起

唱聖誕歌及競猜有趣謎語。ICC 亦預備了多份禮物進行大抽獎及每位會員一個聖

誕福袋，最後還準備了豐富的大食會，與他們一邊聊天，一邊享用美食，樂也融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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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Income 

收入 

HK$ 

港幣 

 

% 

Power Retail Centres / Power Services 

活力店/活力服務 
6,462,172.00  51%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Activities 

培訓及就業活動 
2,327,424.00  18% 

Development Recreational and Fundraising Activities 

發展、康樂及籌款活動 
2,535,360.00  20% 

Central Administration 

中央行政 
1,319,499.00  10% 

Unallocated 

沒有分類 
133,750.00  1% 

Total Income 

總收入 
12,778,205.00 100% 

 

 

 

 

51% 

18% 

20% 

10% 
1% 

總收入 

活力店/活力服務 

培訓及就業活動 

發展、康樂及籌款活動 

中央行政 

沒有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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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nses 

支出 

HK$ 

港幣 

 

% 

Power Retail Centres / Power Services 

活力店/活力服務 
7,005,797.00  57%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Activities 

培訓及就業活動 
1,603,715.00  13% 

Development Recreational and Fundraising Activities 

發展、康樂及籌款活動 
1,214,841.00  10% 

Central Administration 

中央行政 
2,100,957.00  17% 

Unallocated 

沒有分類 
380,572.00  3% 

Total Expenses 

總支出 
12,305,882.00  100% 

 

Surplus for the year 

本年度盈餘 
472,323.00  

 

 

  

57% 

13% 

10% 

17% 

3% 

總支出 

活力店/活力服務 

培訓及就業活動 

發展、康樂及籌款活動 

中央行政 

沒有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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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表格  

捐款表格 Donation Form 

本人/本公司謹捐助善款，為支持復康力量的服務  

 

HK$10000     HK$5000     HK$3000     HK$2000  

 

HK$1000      HK$500      HK$200      其他:___________  

 

茲附上 銀行支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抬頭請寫「香港復康力量」)  

       直接存款至本會「恆生銀行」戶口(號碼 259-5-064912)  

       繳費靈(PPS): 商戶編號是「6242」詳情可瀏覽本會網頁  

 

為方便寄發收據及日後聯絡等用途，懇請填上聯絡資料 :  

捐款者/機構名稱: (以供填寫收據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 女士/小姐)  

電話: (辦公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以便寄回收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把此表格連同支票或銀行存根，寄回本會漾日居中心。  

(*捐款港幣一百元以上可憑收據申請扣稅。)  

公司註冊號碼: 511781 稅務局善慈機構檔案號碼IR File No. 91/ 4362  

註冊名稱: Hong Kong Rehabilitation Power 香港復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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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表格 
                                                           入會日期 ：__________ 

                            會員入會表格                  會員編號 ﹕__________ 

 

姓名﹕(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                     (    )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 

中文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住宅) ________________ (公司) _____________ (手提/傳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婚姻狀況﹕□ 單身     □ 已婚      □ 離婚      □ 喪偶 

學歷程度﹕□ 沒有正式接受教育  □ 小學（  年級）   □ 中學（  年級）         

□ 大專  □ 大學  □ 其他﹕                                             

職業狀況﹕□ 文職  □ 服務業  □ 行政人員 □ 工人 □ 自僱人士 

        □ 輔助就業  □ 庇護工場/綜合就業復康中心  

         □ 家庭主婦 □ 退休 □ 待業   □ 其他﹕                                 

傷殘類別﹕□ 肢體傷殘  □ 手（左/右） □ 腳（左/右） □ 半身癱瘓（左/右） 

           □ 四肢癱瘓 □ 痙攣 □ 肌肉萎縮症  

      □ 長期病患者  □ 系統性紅斑狼瘡 □強直性脊椎炎 □ 類風濕關節 □腎病 

      □ 癲癇症 □腦麻痺 □ 其他﹕                         

         □ 精神病康復者    □ 精神分裂    □ 抑鬱    □ 狂躁   □ 其他﹕                          

輔助器材 ﹕ □ 腳架   □ 手叉  □手杖   □ 助聽器  □ 輪椅(手動/電動)  □ 其他﹕                      

社會保障金﹕□ 傷殘津貼     □ 領取綜援編號：                           

會      籍﹕□ 傷殘(須提交證明文件，如﹕醫生紙、殘疾人士登記證等)      □ 健全 

 

我願意共同推動 / 參與 / 支持復康力量的服務及活動。 

我希望□ 報讀培訓課程        

      □ 接受公開就業服務     

      □ 加入本會義務工作         

      □ 參與機構實習訓練( □電話訪問/巿場調查 □店務員訓練 □設計及排版 □文職訓練) 

其他資料提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 

加入本會不須繳付年費。 
會員個人資料只供本會作查閱及統計之用途，資料絕對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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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聯絡 
 

辦事中心 

 

賽馬會漾日居中心（總辦事處） 

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西 1 號漾日居 1 樓 102 室 

電話：3471 7000 傳真：3471 7333 電郵：dev@hkrp.org 

 

耀東邨就業培訓中心 

地址：香港筲箕灣耀東邨耀華樓附翼地下 

電話：3185 8200 傳真：2637 0133 電郵：oa@hkrp.org 

 

新蒲崗活力復康用品中心 

地址：九龍新蒲港爵祿街 33A-37A 號百勝工業大廈 5 樓 B2 室 

電話：2533 6800 傳真：2164 8254 電郵：biz@hkrp.org 

 

 

 

 

 

 

 

 

 

 

 

 

 

 

 

 

 

 

 

 

mailto:dev@hkrp.org
mailto:cdc@hkrp.org
mailto:biz@hkr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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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小店 

 

廣華活力店 

地址：九龍窩打撈老道 25 號廣華醫院地下大堂 

電話：2783 8982 傳真：2783 7885 電郵：biz@hkrp.org 

 

沙田活力店 

地址：新界沙田亞公角街沙田醫院地下 

電話：2649 3675 傳真：2648 0369 電郵：biz@hkrp.org 

 

荔景活力店 

地址：九龍荔景荔崗街瑪嘉烈醫院荔景大樓地下 

電話：2745 3716 傳真：2746 0716 電郵：biz@hkrp.org 

 

黃大仙活力店 

地址：九龍黃大仙沙田拗道 124 號黃大仙醫院正門側 

電話：2568 2256 傳真：2568 2256 電郵：biz@hkrp.org 

 

北大嶼山活力店 

新界東涌松仁路 8 號北大嶼山醫院 1 樓 

電話：3488 8774 傳真：3482 6111 電郵：biz@hkrp.org 

 

香港大學活力超市 

地址：香港薄扶林香港大學鄭裕彤教學樓地下 G07 

電話：2559 2556 傳真：2817 7680 電郵：biz@hkrp.org 

 

mailto:biz@hkrp.org
mailto:biz@hkrp.org
mailto:biz@hkrp.org
mailto:biz@hkrp.org
mailto:biz@hkrp.org
mailto:biz@hkrp.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