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
工通訊創刊號此次能夠和大家見面，我感到非常高興！

我們義工團自 2017 年 3 月 11 日成立以來，一直秉承

總會「團結、合作、服務」的方針，與多個團體合作，出動

逾 1800 名義工人次，積極透過服務向社會傳遞正能量！

今年 8月，我們首次和仁愛堂合作，組織 535 名義工人次參

與仁愛堂慈善同樂日，成績斐然。近期，我們踐行「聯合服

務」理念，聯合各義工團體和贊助機構推動社區義務發展，

讓更多市民受惠。

最後，感謝各位義工的支持及參與，同時也為大家的付出感

到自豪。今後，我們將推出更多精彩的活動，為大家帶來更

愉快的服務體驗。義工們，我們一齊加油！

香港五邑總會義工團

團長 劉葵濃

香港五邑總會義工活動系列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11 月 )

駐港部隊專場文藝表演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暨中國人民解放軍

駐港二十週年文藝演出

專場晚會
2017 年 7 月 17 日，雖然掛著紅色暴雨警

告信號，仍阻擋不了大家的喜慶心情。承

蒙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邀請，我們總

會鄭耀棠總顧問伉儷、岑少雄會長伉儷、

黃炳均理事長、任德章監事長率全體仝人

及逾百名義工前往昂船洲軍營欣賞「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二十

週年文藝演出」專場晚會，與解放軍駐港

部隊共同分享香港回歸祖國的喜悅。演出

從《頌回歸》開始，透過不同表演形式介

紹駐港部隊的事跡、分享香港回歸祖國的

喜慶心情，表演在觀眾熱情掌聲下圓滿結

束。祝願我們社會繼續繁榮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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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人數

03 月 11 日 香港五邑總會成立週年慶典暨
義工團成立

約 1000 人、
70 名義工

05 月 07 日 獅子山下一家人 同心前行登山活動 約 60 名義工

06 月 17 日 義工與社會事務講座 72 名義工

06 月 23 日 五邑共融慶回歸聯歡午宴 約 436 名
長者、12 名
義工

06 月 30 日 香港慶回歸 20 週年
系列活動

154 名人次
義工

07 月 01 日 慶回歸音樂嘉年華 113 名義工

07 月 11 日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就職典禮 50 名義工

07 月 14 日 海上嘉年華暨義工嘉許禮 2017 80 名義工

07 月 17 日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暨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二十週年
文藝演出」專場晚會

250 名理事、
100 名義工

07 月 17 日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週年
大中華美麗校園、兩岸四地學子
才藝表演晚會

20 名義工

08 月 09 日 認識「一地兩檢」講座 16 名義工

08 月 12 日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週年暨
仁愛堂 40 週年慈善同樂日

535 名人次
義工

日期 活動名稱 人數

09 月 01 日 東區婦女聯會就職典禮 50 名鄉親、
46 名義工

09 月 08 日 油尖旺健康關注日 2017 10 名義工

09 月 09 日 月滿中秋慶團圓之歌舞耀昇平 11 名義工

09 月 14 日 澳門立法會參與造勢大會 16 名義工

09 月 17 日 中秋樂團圓 – 義工部 150 名義工

09 月 22 日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發展考察團 5 名義工

09 月 23 日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8 週年暨
香港回歸祖國 20 週年電影欣賞會

10 名義工

09 月 26 日 創科博覽 50 名義工

09 月 29 日 中秋樂團圓 – 社會部 300 戶家庭、
120 名義工

10 月 21 日 萬歲同歡慶金秋 2017 長者盆菜晚宴 14 名義工

11 月 04 日 仁愛堂義工聚會 240 名義工

11 月 04 日 全城義聚盆菜聯歡晚會 14 名義工

11 月 16 日 青年政策聚焦工作坊 15 名義工

11 月 16 日 柴灣婦女會長者聚會 6 名義工

11 月 18 日 情暖冬日 贈福米 6 名義工

11 月 19 日 仁愛堂慈善步行日 90 名義工



駐港部隊專場文藝表演駐港部隊專場文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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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活動剪影義工活動剪影

義工活動

剪影
我們義工團致力為鄉親

及社會服務，並獲得各

界好評。每次與其他團

體合作，都令我們眼界

大開，獲益良多。期待

我們能夠不斷成長，繼

續為社會貢獻。

休整，是為了走更遠的路，看更多的風景。參加

「獅子山下一家人同心前行登山活動」的義工

們，走起！

回歸紀念日前夕，我們到華潤集團廣場參加集會。
由黃炳均理事長 ( 後排左四 ) 率領一眾義工參加「深水埗區敬老送暖

大行動 2017」。岑少雄會長率隊出席敬老送老大行動之嘉許禮。

總會關愛事務委員會籌辦了「五邑共融慶回歸

聯歡午宴」，我們當然要全力支持「自己友」！

我們組織義工到維園支持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系列活動。

慶祝回歸活動一浪接一浪，7.1

我們到添馬公園參加音樂嘉年

華。

76



義工活動剪影義工活動剪影

應廣東社團總會邀請，我們義工參加排練，正式成為就職典禮的持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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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義工與時並進，出席

廣東社團總會舉辦的一地

兩檢講座，增加對社會事

務的認識。

這次我們義工走進大會堂的後臺支援香港宋慶齡金鑰匙培訓基金會舉辦的學生才藝表演，副團長鍾小

紅更與來自鶴山的表演學生合照。

我們青年代表獲邀參加由青

年築夢基金舉辦的「粵港澳

大灣區」青年創業考察團，

拓展視野。

只要有夢想，無論什麼時候追求也不會遲！青年

義工在創業考察團細心聆聽創業家的經驗分享。

我們義工到會展參觀創科博覽，展覽透過鑑古追

今中國的科技文明，開創屬於中國的未來。

青年議會邀請我們義工參與「青年政策聚焦工作坊」，我們的青年代表更在問答環節與司長直接交流。



聯合服務聯合服務

聯合服務
我們近日踐行「聯合服務」的理念：透過

聯繫企業義工隊及贊助機構，出錢出力將

我們總會「全心全意 關懷社區」的心意推

廣至地區。從 9 月開始，我們和新海能源

義工隊、金泰米業合作，到全港社區服務

中心派發愛心米予市民，為香港社會、五

邑鄉親送上愛心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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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特輯專題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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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特輯：

仁愛堂義工服務

今年暑假，我們迎來多姿多采的義工活動。

8 月 12 日和 13 日，我們義工團與婦女事

務委員會聯合組織 535 名義工人次，即使

汗流浹背，仍身體力行到中環海濱活動空

間支持仁愛堂一連兩天舉行的「慶祝香港

回歸 20 週年暨『仁愛堂 40 週年慈善同樂

日』及『仁愛堂健康推廣日』。

我們義工團獲派的工作相當艱鉅，就是每

節服務時段需要招募 100 名義工服務。猶

幸我們義工為善不甘後人，積極響應報名，

最後更招募 535 名義工人次投入服務，協

助活動取得圓滿成功！仁愛堂機構發展總

監和項目策劃及統籌總監更不約而同讚賞

我們義工的表現，認為我們不但做得到，

而且做得更好！

感謝所有參與這次活動的義工，這是我們

和仁愛堂首次合作，亦為往後合作奠下良

好基礎。10 月 8 日，團長及副團長更代表

我們義工團接受仁愛堂所頒贈的「愛心團

體義工獎」。11 月 4 日，我們在會所籌辦

聯歡聚會，派發證書予參加活動的義工。

11 月 19 日，再度組織 85 名義工參加仁愛

堂在屯門舉辦的「慈善步行日」。義工們，

我們一齊加油！將歡樂及愛心傳播到社會

各區市民！



專題特輯專題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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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我們獲得仁愛堂的「愛心團體義工獎」了。

12 月 17 日，我們組隊參加仁愛堂綠色聖誕環保回收慈善賽，更勇奪冠軍！

讓我們義工可以走得更遠，服務更多！

感想：

義工團副團長鍾小紅

首先，感謝仁愛堂邀請我們參與慈

善同樂日，為市民服務。活動不但讓我們經歷

一次歡樂的服務體驗外，更學習到如何統籌大型項

目。這對我們義工團的發展及成長有巨大的啟迪，

期望我們繼續合作，共同推動香港的社會服務。

義工們，我們一起努力！



社會事務社會事務

義工與社會事務
我們義工作為社團的骨幹，應該積極參與

香港的社會事務活動，履行公民責任。6 月

17 日，我們參加總會社會事務委員會舉辦

的「義工與社會事務」講座，講者陳勇先

生分享應該如何組織義工參與選舉等活動。

我們總幹事梁健強還專程從深圳趕來與大

家交流，為義工打氣！ 

講者透過生動而又形像化的演講，使義工

獲益良多。大家對是次講座的內容均讚不

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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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澳門立法會選舉

2017 年 9 月 14 日，我們社會事務委員會副主任葉雲

妮、義工團團長劉葵濃等率領多名義工前往澳門，參

與澳門江門同鄉會澳粵同盟 20 組造勢大會，積極支

持五邑鄉親！感謝澳門江門同鄉會給予我們如此寶貴

的學習機會，觀摩如何組織具規模的造勢大會。

當晚，台上台下洋溢著一片熱鬧情緒。令我們感受到

澳門鄉親對社會事務的投入，大會同時展示了鄉親社

團卓越的組織能力。主辦單位更邀請我們上台為鄉親

打氣呢！「幸福澳門，以你為本！」

再次感謝澳門江門同鄉會，希望日後能夠學以致用，

讓我們做得更好！

總幹事梁健強代表總會歡迎講者陳勇。

連任澳門立法會的麥瑞權 (左 )、

鄭安庭 ( 右 ) 議員感謝大家的支

持。鄭議員更親自撰文為我們義

工打氣！

議員寄語
十九大報告為港澳未來

發展指明了方向，願香

港五邑總會義工團把握

新時代發展機會，繼續

全 身 心 投 入「 一 國 兩

制」的發展，壯大愛國

愛港力量，齊心協力謀

發展、促和諧，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



中秋樂團圓

中秋樂團圓
「一輪秋影轉金波，飛鏡又重磨。」中秋

時節，我們總會訂制傳統月餅，再派發予

五邑社團。每盒月餅價值並不昂貴，最珍

貴的其實是一份濃厚的鄉情。從 9 月 13 日

開始，義工馬不停蹄地將這份心意傳遞至

60 多個社團和機構。感謝你們，令這個中

秋鄉情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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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手上的月餅，可是蘊藏著我們

對大家的謝意喔！

香港杜阮同鄉會一眾鄉親感謝義工不辭勞苦地為

中秋添滿鄉情。

感謝大家陪伴著義工團一同成長！

中秋樂團圓

義工長途跋涉將心意傳遞到遠在北區的香港鶴山

崑聯同鄉會。

派送月餅對社團來說是鄉情，對義工則是

謝意。每盒月餅寄存著我們對各位義工最

深沉的謝意，感謝你們一直默默的付出。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我們岑少雄會長 ( 右二 ) 親自帶領義工上樓進行家訪，與鄉親共話家常。期間，會長更表示總會將

致力協助鄉親解決日常生活的困難。

我們懷著深沉的謝意將月餅贈予義工，而

派送給有需要家庭，則是我們對社會的責

任與關懷。9 月 29 日至 30 日期間，我們

總會關愛事務委員會聯同多個團體，在九

龍城區舉行「中秋樂團圓」嘉年華，為區

內的居民送上一份節日的關懷。如此別具

意義的活動，我們又怎可能缺席呢？ 9 月

30 日，我們動員超過 200 名義工人次，逐

家逐戶登門探訪，聆聽他們的需要並送上

一份祝福。希望家家戶戶能夠人月團圓！



義工嘉許禮 2017義工嘉許禮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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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積極參與總會舉辦

的活動，外界多次讚揚我們

義工的表現。同時亦感謝岑

少雄會長慷慨借出私人遊艇

招待及慰勞各位義工，我們

分別於 7 月 14 日及 7 月 22

日在遊艇舉行「海上嘉年華

暨義工嘉許禮 2017」，和大

家暢遊海上。期待我們義工

團越做越好，為社會傳達更

多正能量。

2017 年義工嘉許名單

布　英、全楚姝、余妙華、吳淑華、吳翊翀、吳翊翔、李曼麗　

李燕萍、翁美珍、茹靜君、區　慧、陳妙英、陳美紅、陳慧靈　

陸風采、馮巧如、黃容帶、劉巧思、歐嘉敏、潘來有、黎秀珍　

盧鳳平、關小紅

司徒艷霞、石美寶、何月華、余添瑜、冷芳娥、李詠嫦、李嘉琪　

周錦垣、林素華、張美貞、張培宣、梁秀琴、梁素瑜、梁雅玲　

陳小峰、陳少華、陸　洲、黃育航、黃夏成、黃曼雄、黃蓮英　

黃鶴平、楊鳳美、鄒艷旋、雷倫照、劉韻思、鍾梓淇、鄺詠霞

優秀義工：

優良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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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我們

香港五邑總會

義工團！

義工通訊編委組

主　編：	 劉葵濃

副主編：	 鍾小紅

編　委：	 蘇穎瑜、李超宇、李志聰、鄧麗玲　

　　　　　黃家怡、梁綺凌、溫祖耀、Joanna	Pang

聯絡我們

機構：	 香港五邑總會

地址：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200 號新銀集團中心 27 樓 02 室

電話：	 (852)	3521	0380	　傳真：	 (852)	3521	0223

網站：	 www.wahk.org	 　電郵：	 wahk.sec@gmail.com

香港五邑總會

會　長：	 岑少雄

理事長：	 黃炳均

監事長：	 任德章

香港五邑總會義工團

團　長：	 劉葵濃

副團長：	 胡智政、張新傑、吳海宏、鍾小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