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御华阳慈善社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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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话 
 

御华阳慈善社乃由本地的
基层人士于 2002 年 11 月注册

成立的志愿慈善组织，宗旨是

扶贫兴学，尽力帮助本港及国
内的弱势社群，辗转已经渡过

十个年头。本会的成立源于千

禧年间本人的一个小经历，当
年我往粤北旅行，途中遇到一

些失学的农村小孩，自荐作为

向导并只收取一元的报酬，闲
谈中得悉，他们都因为家贫而

辍学，令人扼腕叹息。回港后

意识到国内赤贫山区儿童的失
学问题相当严重，适龄儿童因

家贫而失去上学机会，故此联

同一众创会会友自发筹募经费，
在广东省英德市英城镇捐建了

英德市白沙香港御华阳小学，迈出了慈善工作的第一步。所谓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十多年过去，部份受惠的小学生亦升读至大专院校，
农村生活水平的改善将指日可待，随着中国的经济腾飞，原有农村小

学已合并成为中心小学，我们亦功成身退，现正物色新的捐建项目，

务求令这种薪火相传的工作延续下去。 
 

御华阳慈善社作为一个志愿组织，所有慈善服务的经费均是由会

员自行筹募，接触面毕竟有限，但无损我们的热忱，凭借各会友的努
力，本会于 2003 年 1 月 21 日起已获香港特区政府授予豁免缴税的慈

善机构资格。 
 

除了在国内捐建学校之外，我们亦留意到本港也有一些需要别人

关心及帮助的弱势社群，包括无依无靠的独居老人、孤儿、长期病患

者、精神病康复者等，他们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帮助及关怀。我们于 2001
年已组织会友参加社会福利处辖下的义工服务计划，希望透过义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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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尝试以我们有限的资源去尽力服务大众，实践本会的宗旨，使得
人人受惠，发挥互助互爱的精神。而在创会的十数年间，我们先后与

青年协会、匡智会、浸信会长者中心、明爱、路德会、东华三院、邻

舍辅导会、博爱、圣雅各布福群会、耆康会及仁济社会服务处等机构
合作，举办长者春茗、家居清洁探访、派发抗炎包、衣物食品馈赠、

弱智儿童的外游活动、探访老人院舍及中秋联欢等，多年来受惠的人

次已经逾万。 
 

回顾往年，除了于新岁耀耆年２０１３长者春茗中率先引进澳门

义工外，年内我们更首度在澳门举行了两项港澳义工携手的慈善活动，
受惠层面遍及耆老与幼儿。此外，在本港的慈善活动亦趋于多元化，

其中包括充满爱心的捐血行动，为老友记留倩影的长者造型拍摄、为

长者献上中秋美食及与弱势社群家庭共聚的中秋联欢活动，都是新尝
试，凡此种种均彰显本会与时并进的努力。 
 

迈进第二个十年，我们确立了几个理念，第一是将爱心公益的精
神，带出香港，目标是令到大中华地区的民众皆可受惠；其次，为使

慈善工作的理念更加深入民心，维系一众有心人，本会将成立恒常的

义工队组织，广纳人才，令往后的服务更精益求精，服务范围更加广
泛。第三是本会将配合科技的发展，将公益活动的讯息，透过 facebook 
/ Youtube 等渠道发放，使公益活动的讯息更快传达至社会各界。 
 

近期而言，鉴于２０１４年上半年的活动以服务长者为主，耀耆

年新春晚宴及〔爱心献全耆〕长者留倩影活动均完满成功，下半年的

服务形式倾向百花齐放，接踵而来的包括大型义工捐血活动、中秋长
者联欢活动、组织学童参观科学园等，更有甚者，本会将伙拍观塘体

育促进会合办大型的康体活动，除构思适合一家参与的亲子竞技比赛

及乒乓球赛项目外，首项落实的就是《跳出我天地，跃动梦飞行》街
舞大赛 2015，务求让我们的义工团队尽展所长，全面服务社会各阶层。 
 
只要您愿意身体力行去共建和谐美好家园，我们热切期望您的加入与
支持，共同凝聚百点热，焕发千分光。 
 

华阳精神         惠泽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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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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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公益活动一览 
捐建白沙香港御华阳小学 

清洁家居迎新岁    一人一巾暖在心 

送赠防炎包活动    预防流感讲座      

福到你家      普天同庆过新年     

酉年长者庆新春    朗月华阳友会耆     

华阳冬日送暖     华阳欢聚乐颐年     

华阳冬至暖明爱    华阳义剪显爱心     

华阳乐聚汇耆圆    家家齐比并日营     

华阳欢聚乐华舍    爱心捐血第 1、2 回    

华容闪耀人间暖阳光欢聚乐满堂 

华阳中秋庆团圆    华阳乐聚月满家 

港澳华阳暖万家    港澳华阳系童心 

华阳新岁耀耆年 2010/2011/2012/2013/2014 

华阳爱心献全耆美丽回忆留倩影 

华阳汇集百颗心 

华阳爱心献全耆普天同庆迎中秋 

华阳朗月喜相逢长幼共欢乐融融 

华阳爱心献全耆秋月伴下庆团圆 

华阳童心展翅科技园 20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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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足迹 
 
英城镇白沙香港御华阳小学落成典礼标志着御华阳的慈善事业正式起动… 
 

 

 

 

 

 

小孩子灿烂的笑容, 感动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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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御华阳小学实施的奖教及奖学金制度 
对学业成积的提振起着积极的作用 
 
 

9 
 



除了在内地捐建学校外，我们亦留意到在香港有不少弱势社群需要帮助，故此

早在千禧年开始已登记参与善工运动，首项任务就是为独居长者清洁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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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一组有趣的数字正是本会正式注册成立的大日子，翌年更获得税务局

授予慈善团体的认可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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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的弱势社群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除了帮公公婆婆家居清洁之外，御华阳

亦积极投入本地公益事业，举办流感讲座及送赠福袋予贫困社群。 2003 年香

港出现沙士疫症，御华阳义工们参与全城清洁运动，送赠消毒剂及口罩予清洁

工友，同时亦有大型汤包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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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于帝京酒店举行的耀耆年长者春茗更是年度的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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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期间义工们为低收入家庭举办联欢活动, 大家分享月饼及应节水果之余, 

亲子游戏就必不可少, 小朋友和家长们, 齐心合力制作环保灯笼, 玩乐之余不忘

传递环保讯息, 为推动环保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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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华阳不仅关心小朋友的日常生活, 更加关心其未来的发展, 一众义工带着一

班三至六年级的小学生, 参观香港科学园, 让学生及早接触现今科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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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香港的人口老化, 御华阳亦为老人服务尽一分绵力。各义工忙里偷闲，为院

舍的长者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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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妆师, 摄影师义工们, 为公公婆婆留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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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有需要帮助的人, 义工们身体力行, 向应红十字会呼吁, 捐血救人。 

 

 

 

 

” 

 

虽然我是小朋友,未合适捐
血, 我都来撑爸爸,妈妈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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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御华阳的团队再次踏出香港, 伙拍澳门义工将欢乐带俾当地的无依无靠

的小朋友, 让他们感受到人间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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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以往对社会作出贡献良多, 御华阳亦将宣扬敬老、爱老、护老的讯息带到澳

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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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机构及受惠单位 
 

社会福利处义工运动 

香港明爱 

牛头角长者中心／梨木树长者中心／观塘长者中心／东头长者中心 

西贡明爱长者中心／长青儿童及青少年中心 

邻舍辅导会  

马鞍山邻里康龄中心／白田康龄中心／秀茂坪康龄中心／白会督夫人康龄中心 

 富泰邻里康龄中心／深水埗小区服务中心／马鞍山小区服务中心／利东邻里康龄中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会  

王余家洁纪念护理安老院／王华湘纪念长者邻舍中心／东莲觉苑护理安老院 

东华三院社会服务科 

王李名珍荃湾长者邻舍中心／何东安老院／包兆龙护理安老院／屯门综合服务中心 

香港路德会社会服务处  

半岛狮子会银禧纪念长者中心／采颐长者中心／新翠长者中心／马头围长者中心 

 友安长者中心／富欣花园长者中心／茜草湾长者中心 

香港圣公会 基荣小学 

九龙乐善堂 九龙城乐善堂小学 

香港红十字会 旺角捐血站 

匡智会 匡智之家 

香港盲人辅导会 九龙盲人安老院／盲人工厂 

神召会  

牛头角长者邻舍中心／竹园区神召会凤德邨老人康乐中心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港澳区会社会服务部 西贡颐乐园老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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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 

陈区碧茵颐养院／刘陈小宝长者地区中心／壬午年耆乐居／深水埗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癸未年乐颐居／周鸿标老人日间护理中心／卢邱玉霜耆晖中心／萧明纪念护老院 

仁济医院社会服务处  

方若愚长者邻舍中心／朱佩音老人中心            

香港耀能协会 乐华宿舍 

辉涛老人中心 

香港青年协会 杏花邨青年空间 

大埔浸信会 浸会爱群区张秀芳长者中心 

旺角街坊会 陈庆社会服务中心 

天华邨房屋事务署 元朗天华村长者屋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深水埗综合家居照顾服务队 

圣雅各布福群会 香港湾仔长者地区中心 

博爱医院社会服务处  

 陈平纪念长者邻舍中心／王东源夫人长者地区中心 

美孚荔湾街坊会梁之潜伉俪长者健康支持及进修中心 

伸手助人协会  

竹园北村赛马会老人之家／宝林赛马会老人之家／小西湾赛马会老人之家 

香港佛教联合会 佛教正行长者邻舍中心  

啬色园 可泽耆英邻舍中心 

澳门濠江逸丽护老院  

澳门希望之源 

春晖护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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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赞助及协力的各方友好 
 

本会名誉主席刘馥滔先生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广东省英德市英城镇人民政府 

仁爱药房        瑞益行 

日新慈善基金      苹果基金 

桃园轩        帝京酒店 

实惠集团        兴记饭堂 

明兴贸易有限公司     和兴白花油药厂有限公司 

香港济众堂中药厂     立康国际有限公司 

C2 司仪义工团      香港张强国术总会 

香港红十字会医护服务部   圣约翰救伤队 

香港爱乐民乐团      搭上搭手语歌队 

Ｈappy Together 乐队    Grand Jete      

@Dance        Dancefloor 

Steven Video      观塘体育促进会定康分会 

尚有历来曾参与本会各项公益活动的义工朋友未能尽录，衷心一句： 

无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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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热心社会公益事务的非牟利慈善组织－御华阳慈善社」 

  本人第一次接触这个组织源自于  贵会于 2010 年所举办之新春长者晚宴 

「华阳新岁耀耆年」。当时本人有幸能够代表本会参与担任义务司仪，看着众多

的义工朋友们，不分你我，努力为约 600 名超过 80 岁的长者安排一个充满欢乐

的新春晚宴。 

  在舞台上的我，看到台下的长者流露开心的笑容，就可以感受到御华阳慈

善社的义工朋友们，事前的努力付出是值得的。 

  从 2010 年的这个晚上开始，本会便一直为这个活动提供义务司仪服务。时

光飞逝，2014 年的「华阳新岁耀耆年」已经是本会有份参与的第 5 年。有着御

华阳慈善社的带领，我们一众义工已经为超过 3000人次的长者带来欢乐及关怀。

我希望将来会有更多长者参与。 

  祝愿御华阳慈善社能够继续带领不同的义工组织，为社会上有需要的弱势

社群，送上关怀与爱心！ 

  祝 

会务蒸蒸日上 ！ 

 

C2 司

仪义工团 

2012 及 2013 年度会长 

陈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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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贺御华阳慈善社十周年 

  本会湾仔长者地区中心于 2012 年 1 月 29 日承蒙御华阳慈善社的邀请，参

与『华阳新岁耀耆年』的活动，让逾 150 位独居长者到旺角帝景酒店享用丰富

的晚宴，与其他机构的长者一同庆祝新春的来临。当天由醒狮迎接长者到会场、

义工全程的热情招呼及细心照顾、至长者离开时满载而归，都体现了御华阳慈

善社的义工用心提供服务，用爱关顾弱势社群，为独居长者带来无限惊喜及难

忘片断。 

  御华阳慈善社热心公益已十年，欣喜得悉慈善社于澳门成立分会，续把关

爱弱势、无私奉献的精神弘扬海外，使更多有需要人士得以蒙福。盼望御华阳

慈善社的公益事业得以稳步及持续发展，会员及会友更积极投入，让大爱精神

再广泛传扬。 

 

圣雅各布福群会 

持续照顾 

高级经理 

郭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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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华阳十周年纪念  

  御华阳慈善社于 2013 年 9月的星期日，为屯门区有需要家庭举办「华阳中

秋庆团圆」，受惠人士高达 50 人。活动当日义工们悉心布置场地，充满节日气

氛，令参加者感受到温馨团聚的感觉，随后活动开始不久后，义工的热情很快

让原本陌生的气氛炽热起来，义工与家庭打成一片，进行一系列的游戏及比赛，

利用各种环保物料制作灯笼，环保之余又创意无穷，御华阳慈善社亦准备了丰

富的礼物派发给全场小朋友，小朋友收到礼物表现得非常雀跃，而每个家庭都

得到 2 个月饼庆祝中秋节，家长和小朋友都很满意整日的活动，感到非常愉快，

亦希望再来年也有此机会与家人、其他家庭及义工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日。 

东华三院屯门综合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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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长者令长者感受人间温暖】 

过去中心有机会参与，由御华阳慈善社举办之「华阳新岁耀耆年」关怀长

者活动，透过春茗活动让一些未到过酒店之长者，有机会于酒店享用丰富的晚

宴之余，欣赏义工献唱、魔术、粤曲表演等，感受新春热闹的气氛。曾参与活

动的独居长者表示，因平日粗茶淡饭，甚少到酒家用膳，当时有幸参与此活动，

与其他长者能够聚首一堂，庆祝新春，感到十分开心及兴奋。同时，知道有善

心人关心自己及认识到一班同是独居的老友记」，感受至深及人间的温暖。 

长者是我们的馈宝，以往他们对社会作出贡献，现在我们需要爱护、敬爱

他们，令长者感受人间温情，同时亦可宣扬敬老、爱老、护老的讯息。 

香

     香港路德会社会服务处 

路德会茜草湾长者中心 

中心主任 

梅美玲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31 
 



           

32 
 



 

 

  

33 
 



  

34 
 



35 
 



报章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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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心声及活动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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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因个人体悟「施比受更有福」的理念，明白有心行善不容等到

年老体衰，也就是自己能力所及，行善要及时；故此于 2000 年参

加御华阳并在各会员共同努力下，在内地捐建了一所小学，并重修

旧有的校舍。自此即积极投入慈善服务工作，一路走来，个人一直

秉持初衷，且不断精进学习，迄今业已随御华阳慈善社走过 10 个年头。 
回首过去十几年，要论收获，就是自己一直从实践中学习，透过经验累积、不

断成长，过程中不仅丰富了生命内涵，也增长了智慧、开拓了视野。甚且在从

事志愿服务过程中，自己的关怀付出，也会收到受惠者的感恩回馈；加上来自

各方的肯定和鼓励，更让自己获得莫大的成就感。                 吕英昌 
 

我是御华阳的内务秘书，大家都称呼我叫阿影，感觉很亲切。加入

这个大家庭，转眼已经十年时间了，但郄犹如昨天的事。回顾在这

里的十年时光，经历了许多许多的事情，令我感受良多。正因为有

过这些经历，我由当初一个完全不懂人情世故的黄毛丫头，至现在

已变得思想成熟，而且获得很多人生的体验，亦令我的生活变得很充实。 
  还记得第一次参与一个大型的慈善活动，宴请大约五百位公公婆婆出席春

茗。由于当时大家都没有经验，无从入手，加上大家平日亦要上班和兼顾家庭，

在体力和精神上都稍为感到有点吃力，但很开心我们遇到一个很好的主席，经

过他悉心的教导和指点，在他的带领之下，大家都无私地发挥了群体精神，互

相合作和包容；虽然当晚大家都显得很紧张，幸而到最后晚宴都能完满结束，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累积了过往多年的经验，大家都有了默契，无论任何大、

小型的慈善活动，都能掌控流程，一次比一次完善，尤其是今年初的老人宴，

更加是非常圆满。虽然如此，相信大家都不会自满，将来会继续发挥团队精神，

令这些有意义的活动发扬光大。                               杨雪影                                        
 

接触御华阳慈善社至今已十年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还记得第一

天听到这个名字感觉很陌生，不像大型的慈善机构，但她带给我及

我的子女做善事的机会，因为我是一个十分懒惰的人，当然不会自

发性地去寻找做义工的机会。幸运地我认识了御华阳慈善社的主席 
– 赖伟达先生以及他的一班义工，他们带领着我，给我做义工的机会，使我可

以有机会去探访儿童、派福袋、做慈善老人宴、还到过由慈善社捐助兴建位于

英德的小学，真的十分感谢他们引领着我使我的人生添上不少色彩！ 
今日我能够成为慈善社的干事，可以为慈善社出一分绵力，与主席及各干事们

并肩作战，我感到十分荣幸，希望大家同心协力继续为慈善出心出力，造福社

群。                                                       刘翠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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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几多个十年?」是电视剧里经典的对白，而御华阳慈善社由

创立到如今亦恰好经历超过十个年头，三千六百多个日子对于人们

短暂的一生来说，已经颇有份量！ 
太太和我与御华阳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新纪元的来临，早在公元二千

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参与到广东英德市考察捐建希望小学的活动，在各方友好

的努力下，白沙香港御华阳小学终于在英德市的白沙镇建设起来，对于当时相

对落后的农村而言，一所完善的小学为他们带来了希望，毕竟教育是国富民强

的根本。当然今天农村小学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我们亦功成身退，不过可喜

的是据反映好些毕业生已经升读大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尽管我们的贡献

可能微不足道，但历史可以见证，经验亦会在脑海中长存，当日孩子们满足欢

欣的笑脸，激发起我们对别人的关爱之情，回到香港，我们亦透过御华阳的名

义积极参与义工运动，身体力行地接触弱势社群，为他们伸出援手，逐步体验

「老吾老，与及人之老，幼吾幼，与及人之幼」的精神。 
现代人的物质生活基本上不缺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

心灵越显空虚，幸好有这十多年来的义工经历，让我俩能观照出人生的意义。

我们与御华阳的关系就像老伴般，细水长流，不离不弃，直到永远。 郑启文 
 

打开相簿见到一张张小孩子灿烂的笑脸，温暖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

不禁回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穿上御华阳的制服，走到国内踏进我们

所资助兴建的小学和小朋友们一同游戏拍照的情景。一副副纯真、

烂漫、热情的面孔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一连串的义工生活就因这次中国之旅而开始了。除了在国内参与修建小学外，

亦在香港通过参与各类型的义务工作，如探访弱能人士，长者家居清洁、探访

老人中心、派发福袋等，令我深深体会到不同阶层受助者的需要，而他们的笑

容就给了我最佳的回报，更让我学懂只要由心出发，纵使在义工生涯中面对种

种困难和挫折，都可转化成动力驱使我勇往直前。 
义工活动的点滴为我带来物质生活以外的精彩人生，对能够有机会参与此等活

动我心存感恩，我希望从事义工的经验能够薪火相传下去！         霍嘉仪 
 

我是绮玲，负责节目统筹，转眼间十年了，回想起来，就好像是昨

天发生的事情，在我人生走到最低谷的时候，彷徨、迷惘不断折腾

着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御华阳，加入了义工行列，其间，

参与了大小不同的义务工作，过程中不知不觉，我的心情开朗了，

看到受助朋友开心灿烂的笑脸，我心里总是说：「我赢了，多谢你们，更加多谢

御华阳。」                                                   张绮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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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御华阳慈善社十周年，我加入御华阳做义工已差不多十年，每

当举行一年一度大型慈善活动之前，我都胆颤心惊，因为半年前就

开始筹备，每个细节都会由主席及一班内/外务干事一齐统筹，大家

工作其实很忙，但忙得开心，我每每在节目前数天才能出小小绵力

去帮手入福袋，不是次次能全程参与，但活动后令我感受最深是，别人得到快

乐，我就会感到满足快慰。希望往后每一年我都能身体力行，做好本份，为慈

善多出一分力！                                               吴家辉 
 

好高兴御华阳慈善社今年成立十周年，并出纪念特刊，实在荣幸与它

一起成长，其实我能轻易踏上慈善之路全赖十年前御华阳一班热心公

益会员义工影响，眼见初期规模虽小，只十多名会员，但并无损他们

热忱，慈善接触层面更广泛至本地及国内贫困儿童、伤健青年、智障

及失明人仕、长者等等，更没想到性格主动及风趣健谈的我，能善用这个优点

做义工司仪，与受惠者开心互动。更幸运的是我另一半亦很支持，一直一同身

体力行，扶老携幼，希望能够教育下一代行善积德，使成为习惯，让善心改变

命运，希望往后有更多个十年，不停发放爱心慈善力量，实践<华阳关怀老弱贫，

燃点爱心续善行＞宗旨！                                      赖碧仪 
 

从小爸爸已教导我，助人为快乐之本，潜移默化下，我极之想去当

义工，可惜年幼没有能力，当义工的想法也只可藏于心底的某一角。

而且事与愿违，长大后为工作废寝忘餐，为家庭身心俱疲，人变得

冷漠自私，忽略了身边很多的人和事。 
冥冥中好像早有安排，儿子把我浑噩、乏味的人生唤醒了。某一天，儿子嚷着

要为某慈善机构卖旗，心想：「这傻孩子能不能承受别人不瞅不睬、冷酷无情的

嘴脸呢!」唉．．．!为免儿子弱小的心灵受创，只好为他准备了一连串的心理辅导，

并授予他为善最乐的精神，结果任务顺利完成。这次的成功带给儿子无限的喜

悦，使他享受到助人的快乐；与此同时，也勾起我儿时「当义工」的心愿。每

当夜深人静，抚心自问，营营役役的生活到底为了什么?生命到底在追求什么? 
此刻答案我已找到，其实每人心中都有把「快乐钥匙」，儿子用它把我埋藏已久

的善心打开了，在御华阳慈善社当义工成为我和儿子亲子活动的重要一环，把

快乐和幸福带给别人，亦成为我们人生的共同目标。 
原来除了疾病和基因会遗传外，善心也会遗传给下一代!希望每个人都会拿起这

把快乐钥匙，成功打开个人的善心，从而拥有充实无悔的人生。      孙江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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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和我参与御华阳慈善社当义工已有五年，当中参加了不同的慈

善活动。印象最难忘是每年举办的农历新年长者慈善宴，邀请数百

位七十岁以上的长者参加。由主席赖伟达先生精心策划下安排人手

分工及筹备，带领我们顺利完成活动。见到每位长者的喜悦及欢乐，

都不自觉地投入节目环节中，感受着当时的气氛，觉得义工真是一份很有意义

的事。施比受，更有福。 
每个人都知道做义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真正自觉做义工的人又有几多呢?
想起当初做义工的心情，总有万般理由令自己逃避。但当真正加入御华阳慈善

社后，就再找不到理由令自己逃避当义工。主席比每一位义工及成员忙碌，但

他都亲力亲为坚持每年举办各项慈善活动及参与其中。他的行为，令我很佩服

及深深的吸引。御华阳慈善社今年是第十届，我希望在主席的带领下，会有更

多人参与做义工及更多人受惠。                                张国龙   
                                          

御华阳慈善社是一个非牟利慈善团体，在主席赖伟达先生带领下，

我有幸地参与了不同类型的慈善活动，包括探望老人院，去不同的

机构跟长者会面及玩游戏，又可以跟年轻的学生去科学馆见识等。

御华阳慈善社还每年举办农历新年长者慈善宴，每次都有超过 450
名长者参与。在整个的活动过程中，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们付出很多时间及精

神去安排每项活动，但每当气馁的时侯，主席会引领及鼓励我们直至完成整个

活动。当活动完结后，大家都会有成功感及喜悦，分享过中的乐趣。 
好多谢御华阳慈善社给我去享受一个助人为乐的机会及好多谢主席对我们的无

限耐性及教导。今年已经第十周年，我祝御华阳慈善社继续燃点爱心续善行，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受惠，往后培育更多有爱心的义工为社会服务。   刘玉明                                                                                                    
 

本人在二零零八年加入御华阳慈善社成为会员，在主席赖伟达先生

带领下曾参加多个慈善活动，包括每年在香港帝京酒店举办的新春

老人晚宴和中国广东省英德市英城镇白沙村白沙香港御华阳小学

的颁奖活动等等。还记得在二零零九年，本人捐出一批衣服物资，

从深圳开车运到白沙小学，参加奖学金颁奖典礼活动，深刻记得那些小朋友领

过奖学金和衣服的时候，脸上露出天真无邪的灿烂笑容，我心里是多么的欣慰。 
近年的老人宴中，我担任大会的摄影义工，在镜头下看到每个长者都开怀大笑，

深深感受到本会的口号「华阳关怀老弱贫，燃点爱心续善行」的意义。 
此外，于本年 7 月还参与本会主办东华三院包兆龙护理安老院协办的「华容闪

耀人间暖」摄影活动，透过帮公公婆婆拍摄生活照，传达对长者关怀和爱护的

信息。                                                      林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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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太太赖佩雯和两个小孩由 2007 年开始就加入御华阳慈善社成

为义工并服务至今。这六年中我们在服务协助各种不同有需要人仕

活动中，领悟到一种全心全意为小朋友至长者的多种关怀爱护之心，

因为我们相随慈善社宗旨是「华阳精神，惠泽社群」，在未来的日

子我们慈善社必定会继续联合各个社福机构并走进小区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让各个阶层的人仕能够分享慈善社之善心。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次我于长者慈善宴中和一位钟婆婆的对话：[财神．．．点解财

神冇晒 D 须?]我就话：[财神贪靓所以刮晒 D 须．．洁净 D！] 
稍后旁边老友记话靓仔财神咁亲切逗得我们公公婆婆咯咯大笑，乐透半天！回

想此情此境，更令我发愿透过我们的服务活动让多些小朋友和长者可以「安住

华阳;乐在心中」！                                            李文忠 
 

由 2007 年开始加入御华阳慈善社成为义工和服务至今，在每次活动

中我们务必传递本慈善社之宗旨－－华阳精神、惠泽社群，给予各

种不同团体和小区人仕，让其感受到慈善社之温暖善心，分享一次

我于探访长者中心和一位公公的对话：[靓女可以同我一起唱歌吗?」
我话我唱得难听，公公话「我都五音不全啦!」 
稍后旁边婆婆话公公喜欢撩女仔．．．其他公公婆婆就咯咯大笑! 
看到此情此境，我们的义工自然更加努力服务多些小朋友和长者!    赖佩雯 
 

一直以来由于繁忙的工作，故未能抽空参与这类的慈善活动，这次

亲身接触耀耆年敬老春茗后觉得参与善举十分有意义。 
事实上，在这次活动中得到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多。首先，我选择参

加这项慈善活动是为了增加自己助人的途径。另外，自己的父母亦

已年迈，所以十分明白老人家希望得到别人关怀的心情，故此参加了这个慈善

晚宴。 
  由活动一开始，各位老人家由旅游车送往场地，看见他们每位都面带着笑

容，心里面多了一份莫名的满足感。望见每位老人家都精神奕奕并且满脸喜色

的，自己也不自觉的微笑起来。 
  看着在场的老人家因为安排的节目而感到高兴，自己都十分满足。过程中

发现，原来看到别人开心的时候自己的心也会更踏实，而当时看见老人家和义

工都面露笑容，对于自己作为慈善社的一份子感到十分荣幸。 
  晚宴中有其他家长带着自己的子女担当义工，令我也滋生了希望跟子女一

起参与如此有意义的善举的念头。现在，我经常会翻看活动中所录制的影片以

及相片来好好回味当天。                                      梁翰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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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华阳三个字改变了我人生的价值观！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御华阳，

就在 2011 年终，当时赖主席叫我帮忙做老人宴义工，因为我非常

尊敬主席，所以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其实我心有点慌张，自小被家

人宠坏了的我，如何去照顾他人呢？唯有抱着为自己积福的心情尽

管一试。 
到了当日，我全身颤动着，并不是我怕甚么，而是被当日一幕幕情景感动了。

我见到一班老人家在离开时怀着感激及欣喜的心情多谢我当天的照顾，有些老

人家从未到过这种五星级酒店食饭、更甚是有些独居老人平日根本少与家人、

朋友相聚！原来一餐简单的晚饭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令我领悟到要更加

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除此之外，我见到一班由主席带领的会员及义工除了出钱出力外，平日这群人

来自不同阶层，大家各有各忙，但今天大家只抱着一颗善心来取悦这班老人家，

原来在这个充满负面情绪及忙碌的社会里，还有这么一群有心人！而御华阳慈

善社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非牟利团体，只顾付出、不问收获，秉承着「华阳精

神、惠泽社群」的宗旨，所以今日我能够成为御华阳一份子令我的人生有着另

一个提升！                                                   薛海 
 

回想起当日相约朋友聚会时，她说当日正要做义工而没空，我问是

要做什么的？她说主要是去老人院探访老人，派发米粮及与公公婆

婆玩游戏。我觉得很有意义，也实时报名参加。后来，在机缘巧合

下认识了御华阳慈善社赖主席，并加入了这慈善团体。 
  我加入这慈善团体后，发现帮助别人不但能令别人得到快乐，自己也变得

开心。这从每年新春举办的老人宴可深心体会到，在宴会中与公公婆婆一起载

歌载舞，玩游戏及抽奖。尤其当宴会完结时，他们会握着你的手说「谢谢」，因

当时天气冻我双手是冰的，但我的心窝却是非常温暖。 
助人为快乐之本正是我们的宗旨之一。                          林佩玲 
 

慈善活动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呢？自从加入御华阳慈善社后，首次参

加 2013 年度春节慈善晚会的工作，才发现要举办一个大型慈善活

动，原来要动用的人力物力是那么多的，例如找场地、交通运输、

舞台设计、联系老人院等等；由于是慈善工作，所有工作人员都是

自愿义务参与，御华阳慈善社会员对公益事务之热诚和热心，令各社员合作精

神发挥得天衣无缝，把整个慈善晚宴搞得有声有色；今天有幸成为御华阳慈善

社其中一员，祈望在未来日子能参与更多活动，为御华阳慈善社的慈善项目尽

一分力。                                                   李本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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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由我的女儿带同我参加这个御华阳慈善团体的，不经不觉已有

5 年了，在这里大家有说有笑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很开心，兴幸在

这个慈善团体里认识了赖主席，他是一个很有热诚和爱心的慈善者。

我们除了在新春举办老人宴外，同时亦会举办一些探访小区安老院

活动，与公公婆婆一同游戏，见到他们玩得开心高兴，我也感到很有意义。尤

其在最近一次赖主席举办了一个捐血救人活动，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意义更

重大。                                                    李丽娟 
 

如果当你听到御华阳这三个字，脑海是否会充满着疑问？我相信大

家跟我一样，初次听到都会感到陌生。 
那由 2011 年说起，在一次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我与赖主席在倾谈

过程中，得知御华阳，然后他问道：有空闲时间来一起做义工吗？

当时我毫不犹疑便答应了。这次是我第一次接触御华阳。当我再进一步了解，

原来它的全名是御华阳慈善社。它其中一个活动是与不同的社福机构为一班独

居长者举辨新春老人晚宴。在赖主席的领导下，他带领着一众干事及百多名义

工，发挥出团结的精神，令整个晚宴举办得很成功。我看见那班带着开心，快

乐笑容的公公婆婆，这刻触动了我，原来我们只要出一点力，加多一点爱心，

就已令身边的人感到温馨幸福。 
  这次之后，我决定加入御华阳慈善社成为她的一份子，继续履行<华阳精神，

惠泽社群>的宗旨。不经不觉，加入御华阳慈善社已有两年了。这段期间也参与

过不同义工活动，例如：与社署关怀智障人士生活、红十字会捐血活动、华阳

新岁耀耆年千岁宴等等．．．这些体验改变了我对人生的价值观，只要多点善心，

多点关怀就令到有需要的人得到快乐，从而自己也因帮助到别人而感到快乐。

这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御华阳慈善社是一个非牟利慈善团体，能够加入这

个大家庭，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承诺会与赖主席及各会员一起将华阳精神发扬

光大。                                              周幸恩 
 

从小到大，父母都经常提醒我，做人最重要不要只看重名利，而是

懂得行善积福，乐助他人，一直以来都未体会到固中意思，但从我

加入御华阳慈善社后，开始明白义工的乐趣，好难得可以见证与红

十字会合作的百人捐血盛事，更能参与多种老人院及学校相关的慈

善活动，从中看到义工们身体力行，更看到受惠者那种开心喜悦，终于感受到

那种行善为乐的意义，好庆幸有机会能跟各会友投身种种的慈善活动，希望将

来小孩成长后都可以一起成为义工服务社会，希望各位都加入御华阳慈善社这

个大家庭，本着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精神，行善为乐。              朱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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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者的欢颜是我们最大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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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雄律师 (LAM KIN HUNG PATRICK) 
- 香港、英国及澳洲注册律师 

- 婚姻监礼人 

- 中国委托公证人 

 
电话: (852) 9032 2849 
电邮: patrick@ytt.com.hk 
 
 
 

 

办事处地址: 

香港九龙旺角弥敦道 639 号雅兰中心 1 期 21 楼 2118 室 

电话: (852) 2620 6128 
 

资历: 

● 英国伦敦大学法律硕士 

●   香港城市大学语言及法律深造文凭 

●   英国特许仲裁学会学士 

●   美国国际设施管理协会会员 
 

荣誉法律顾问: 

●   纪律部队评议会(员方) 

●   海关高级官员会 

●   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  

●   香港地产行政师学会 

● 英国特许屋宇经理学会亚太分会 

●   御华阳慈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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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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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十载 相伴同行 

 

   
全赖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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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华阳慈善社义工组员登记表 

***请用中文或英文正楷清楚填写以下数据 

***请将表格及缴款收据一并电邮至：info@yuewahyeung.org  

请选择义工组员类别： 成人义工组员$200(年费)   

 家庭义工组员$400(年费) *只包括一对夫妻及未满十六岁之子女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别：       年龄：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联络电话：                    住宅 ：                  

流动电话：                           制服尺码：                                  
 
电邮：                           

 (电邮将作为本会与阁下之通讯用途) 

通讯地址：                                                             

                                                     (作为邮寄组员证用途) 
 

其他家庭组员（申请家庭义工组员请填写） 
 
如同一居住地址之家庭组员同时申请加入本会，请填写以下数据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别 年龄 出生日期 与申请人关系 

      

      

      

      

缴费资料： ***帐户号码： 中国银行：012-5911-0334-158 

支票编号：         银行入数纸编号：          日期： 

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本人愿意提供上述数据作申请贵机构义工组员之用，并同意收到贵机构之有关服务资料。 
*本人有权修改本人存放在贵机构之数据。 
*你提供的数据只供申请成为御华阳慈善社义工、服务简介、日后联络及通讯之用。向本会提
供个人资料，纯属自愿。有关个人资料将予以保密及存放于本会的义工数据库内，而此等资
料之用户只限于本会需要处理有关工作之职员。 

*如有任何改动或争议，御华阳慈善社将保留最终决定权。 

□ 本人同意提供个人资料给「御华阳慈善社」作记录用途, 并确认以上数据正确无讹。 

 
申请人签署：                签署日期：              

此栏由本机构填写 
 
 

 
 

  

收据编号 组员编号 日期 负责人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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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御华阳公益活动浪接浪 

 

 1月 18日 (星期日) 街舞大赛 2015 

 

 2 月份 Facebook精灵 BB造型票选 

 

 2月 21日(星期六) 新岁耀耆年 2015 长者春茗 

 

 4月 3 日 (星期五) 亲子绘画慈善筹款活动 

 

 5 月份 共聚天伦念亲恩 

 

 6 月份(星期日) 低收入及单亲家庭儿童玩具送赠 

 

 7 月份(星期六) 长者合家欢拍照服务 

 

 8 月份(星期日) 华阳汇聚百颗心捐血活动 

 

 9 月份(星期六) 长幼共融庆中秋 

 

 10 月份(星期六) 儿童郊野导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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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我们 
会址:   香港新界西贡趸场村 24号 

电话:   (852) 2396 2085 

传真:   (852) 2338 8748 

电邮:   info@yuewahyeu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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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诚邀阁下慷慨捐助，那怕是一分一毫都会为我们带来信心和力量。如欲捐

款予本会，请填妥下列表格连同划线支票寄交本会《会址: 香港新界西贡趸场

村 24号》或存入本会中国银行户口《账户号码: 012-5911-0334-158》: 

。。。。。。。。。。。。。。。。。。。。。。。。。。。。 

御华阳慈善社 

捐款表格 

本人/机构拟捐款予贵会 

现附           银行划线支票(抬头: 御华阳慈善社或 Yue Wah Yeung Charity), 

支票号码               ，共银 HK$                  。 

捐款人姓名/机构名称:                                                 

通讯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签名:                                      

日期:                                      

*港元$100 或以上之捐款可获本会发出供申请税务豁免用之慈善捐款收据。 

*如选择直接存入账户之捐款人/机构，请将银行入数纸副本连同本捐款表格寄

回本会，以便发出正式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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