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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雅各福群會 社區經濟互助計劃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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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背景

九十年代末期，香港經濟低迷，貧窮問題嚴峻，不少灣仔居民失業或開工不足，
區內的人際網絡及社會資本也隨社區經濟活動的減少而被弱化。為紓緩當時社區貧窮
問題，聖雅各福群會於2001年底組織街坊成立社區經濟互助計劃（Community-Oriented
Mutual Economy，下文簡稱為COME），設立社區貨幣制度，以「時分券」促進區內居民
服務和貨品交換，藉此重建社區經濟，協助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COME由成立至今已運
作了超過十三年，為瞭解計劃的成效，我們於2014年5月起委託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
系第三部門教研中心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評估COME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目標的達成情況。

督印陸何錦環 ∣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 ∣ 電話25745201 ∣ 網頁www.sjs.org.hk/tc/publication/index.php

社會目標

計劃的經濟目標是希望居民透過

COME的社會目標是希望透過計劃增加居民之間的

交換物品和服務，達致「物盡其用、

信任與溝通，重新建立社區中的人際及組織網絡，

地盡其利、各取所需」。 研究結果顯

增加社會資本。研究結果顯示計劃能夠為會員提供一個

示，會員均認同計劃能夠改善物質上及

凝聚社區的互助平台，擴大社交圈子，發揮互助互惠精

非物質上的生活水平。物質方面，會員

神。有近四成會員表示可透過計劃認識到一至九位會員。

可透過計劃所發行的「時分券」換取到

大部分會員表示當得知其他會員生活上遇到困難時會互相

日常生活所需和服務，節省現金開支。

幫忙，會員之間的信任程度頗高，不少會員於訪問中以

計劃亦讓會員有更多生活和消費上的選

「大家庭」來形容COME。有五成會員能透過計劃認識與

擇，例如購買健康有機食品，讓他們可

自身社交圈子不同的社群，例如與計劃合作的商戶及農

購買到從前未能負擔得起的物品和服

戶、其他社區團體、專業人士，從中學習新知識，擴闊視

務。非物質方面，會員可透過計劃達至

野。

「人盡其才」，發揮一些被主流經濟市

重拾自信。

民主參與是社區經濟的重要原則，各持份者在時分券
交換中平等參與，以勞動換取需要的物品和服務，不僅
能得到被尊重和肯定，亦可擺脫傳統的施受關係。研究
顯示COME能持守計劃的開放性，讓不同階層和背景人士

馮先生（長者）曾經參與時分合作社，

參與，有八成五會員認同計劃可促進社會共融。有會員表

收集社區剩餘麵包，讓街坊用時分券換

示可透過參與COME的工作小組，學習管理活動及發展工

取，付出勞動的他也可獲得時分券。當

作；甚至可參與管理委員會選舉，參與策劃COME的發展

老馮遷入公屋時，還用時分券換取了多

和決策，為會員發聲，達致個人提升及充權。

件二手傢俬。2006年加入計劃的阿愛則
坦言在時分天地（由街坊打理的社區二
手店）做當值員，是她人生的第一份工
作，助她渡過了最艱難的日子；她在當
值期間賺取的時分券又讓四個女兒報讀
了COME舉辦的功課輔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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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貶值」的技能和經驗，貢獻社區，

聖雅各福群會會訊

經濟目標

尚在大學讀書的陳小姐加入COME後積極參與，並在
2014年當選了COME第九屆管理委員會委員；她還是深受
歡迎的「時分補習老師」，為基層小朋友提供一對一補
習，利用所賺取的時分券換取「天衣無縫車衣隊」的環保
手造袋和本地有機食物等。另一位年輕會員雪梨（中產人
士）則表示在時分天地除了環保惜物，交換二手玩具送給
女兒外，還可重拾街坊間的人情味。

2

文化目標
COME的文化目標是透過時分券訂價及交換的過程，反思日常活動中生產與消費
的「價值高低準則」。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會員可透過計劃認識社會經濟理念，反思及
批判主流經濟一些不合理的價值觀。計劃強調「只要為會員工作60分鐘，無論是律師還是清潔工，
也一樣可以得到60時分」，故會員可從「付出」和「回報」中重新了解及認同時分券背後所提倡的
勞動平等價值。亦有會員指出COME與主流經濟的不同之處，例如更「人性化」，著重互助精神，不
排拒任何人參與計劃等。除此之外，會員亦普遍認同計劃所提倡的環保意識，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會
員非常認同「環保意識是值得推廣，就算可以用新的物品，也會選擇用二手物品」，可見會員不單
只認同計劃的環保價值，更積極實踐。
亞華（家庭主婦）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她自2005年加入COME後，先後在COME不同的工作平
台參與勞動，由一位家庭主婦逐步成為綠色經濟的社區導師，經常與街坊和學生分享實踐環保生活
要訣。
整體來說，COME能秉持社會經濟的核心價值和原則，將經濟活動的規劃重新嵌入於社區生活
之中，維護經濟公義與平等，為會員提供了多元性的經濟活動及社區參與機會。計劃以互助合作重
建社會資本，實行民主參與及持份者的民主管理、同時兼顧個人及社會利益，例如保護環境和生態
等。這種開放式的經濟活動，為區內弱勢社群開創了主流市場經濟以外的另類選擇。

研究報告完成後， 我們與理工大學第三部門教研中
心於2015年6月25日聯合召開了新聞發佈會，參與計劃多

聖雅各福群會會訊

研究發佈

年的街坊也到現場分享了他們的經歷。而7月25日在理工
大學舉辦的以「從社會、經濟、生態、文化等角度探討社
區經濟的發展前景」為題的研討會，也引起了社會人士對
社區經濟的討論與關注。香港理工大學首席講師陳錦棠
博士、豐盛社企學會主席紀治興先生、廖成利律師和香港社會經濟聯盟成員為嘉賓，分別以「解構
社區經濟互助計劃成效評估研究」、「從社會影響評估看社區經濟發展」、「從法、理、情探討生
態社區的萌芽與再生」、「拉闊社區經濟的政治想像」為演講題目，深化了與會者對社區經濟的思
考。期間大家討論熱烈，看到越來越多有心人為社區經濟出力出謀，我們皆受到鼓舞。
未來，我們希望政府在每區提供「聚腳點」，例如地舖、墟市場地；政府可檢討合作社註冊等
「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各取所需」的新型經濟模式，改善生活，重建互助社區！

08/2015

相關條例、整合基金資源，協助街坊和團體在各區發展社區經濟，凝聚社區不同人士的參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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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該研究報告的詳細資料，請登入以下網頁：
http://mlm.polyu.edu.hk/intimate/templates/images/PolyU/PolyU_Email_Signature.jpg
有關計劃詳情，請登入以下網頁：
http://come.sjs.org.hk/cht/section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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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雅各福群會8公里挑戰賽 GOrun Together2015

出發！為慈善一起跑！
跑步運動是香港人的主流運動之一，由運動場、海濱長
廊、至街頭，只要穿上運動鞋，大小朋友皆可隨時隨地跑步
做運動。近年，跑步運動於香港更發展成熱門的籌款活動，
形式日趨新穎，別具意義。

為慈善，機會來了﹗

聖雅各福群會本年度「8 公里挑戰賽 GOrun Together 2015」於 10 月 11 日（星期日）假
白石角海濱長廊舉行。活動踏入第三年，繼續為本會慈惠計劃籌募經費，包括：「眾膳坊食物
銀行」、「助學改變未來」、「電器贈長者」、「惠澤社區藥房」等。今年度賽事除了原有的
「男女子個人賽」、「隊制 4 人賽」及「親子 2 人賽」外，還新增了「青年個人賽」。
長跑運動可鍛練個人體魄，而隊制賽則能發揮團隊精神，親子賽更可訓練小朋友的專注力
和耐力；最重要的是，藉著賽事為弱勢社群籌募善款，是十分容易參與及有成功感的活動。今
年挑戰賽繼續設有「最高籌款獎」，鼓勵未能參賽人士捐款支持參賽者，以行動一起跑！

挑戰賽內容如下︰
日期：2015 年 10 月 11 日
時間：上午 8 時正集合
地點：白石角海濱長廊（近科學園）
組別：男女子個人賽、青年個人賽、隊制 4 人賽及親子 2 人賽。

長跑訓練小貼士

*上述組別分別需完成 8 公里及 2 公里的距離，詳情可瀏覽賽事網頁 http://society.sjs.org.hk/GoRun2015/ 或歡迎致電 28313232 查詢。

親子：

隊制：

建議透過獎勵計劃吸引孩
子，形成跑步習慣。每日皆可輕
鬆練習 20-30 分鐘，以急行、追
逐跑、再進步至間歇式快跑慢行
完成特定里數；或視乎孩子情
況，每次添加一些體能練習。家長應一起練習和培
養運動習慣，提升親子關係。如相約孩子的朋友及
家庭一同參與，堅持練習和比賽的動力更高。

團隊訓練是透過合作提升個人潛能。除實
況練習，可施以交叉訓練（Cross Training）及
傳統的專項訓練；能力較佳的可進行增強式訓
練，以鍛鍊出更強的肌肉爆發力。隊制訓練可
選擇進行 Small Group Training，又或以一對一
的相互訓練提升體能及速度，也可在健身室內進行小組互動
式的循環訓練（Circuit Training）。訓練核心是讓大家同心
達到目標，過程中的互助與鼓勵非常重要。

蘋果日報 2015-7-12

SCMP 2015-6-22

概

會務
Give and況Take

22 June 2015
SCMP (RS 工場)

愛心

以下是節錄6/2015 至7/2015期間，本會舉行的活動和
服務推廣，獲得傳媒廣泛報導：

DSE放榜–搵工篇

12 July 2015
蘋果日報 (即時新聞)
YS

賽馬會力行工場+伍威權彩虹工作室 為一些

「 聖 雅 各 福 群 會 青 年 服 務 」 我們

未能在公開市場就業的弱能人士，提供工作與訓練結
合為一的職業訓練，讓他們可以盡量發展社交及經濟
潛能；及增強他們的工作能力，讓他們得以盡可能轉
往輔助或在公開市場就業。

希望作為推動年青人成長的催化劑，為他
們提供適切的服務，並為年青人締造一個
正面之發展空間，塑造我們的年青新一
代。

愛

放

星島日報 2015-7-13

止痛葯有舒緩鎮痛作用，但不當服用一樣
會對健康帶來壞影響，超過劑量更可能引
致胃痛，甚至令肝臟受損。本會惠澤社區
藥房註冊藥劑師梁沛康指出選擇止痛葯的
兩個要點。首先，了解份量。其次，注意
成份，如本身存在藥物敏感問題，要留意
除了撲熱息痛（Pracctamol）外，是否有
加入其它可能引致敏感的葯分。

聖 雅 各 福 群 會 惠 澤 社 區 藥 房 合資
格的申請人可以優惠價錢購買醫院管理局
的自費處方藥物；包括藥物資助、贈藥治
13 July 2015
病、診病交通費支援、到戶藥療輔導服務
星島日報 (HBS)
及視像問藥等多項計劃。

The Age of Choice

14 July 2015
News Clipping (頤在家)

The Community Care
Ser vice Voucher
was introduced by
HKSAR as a “Money
follows the users”
funding mode in
2013. Alison Yung,
the senior manager
of SJS’s Continuing
Care, expressed that
the scheme gave
the needy elders an
option when they are
waiting for placement
in various care service.
The additional choices
can also shorten the queue of seniors who need
community services. However, some elders quit due
to lack of support at home. It still takes tim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new funding mode.

「頤‧在家」 安老策劃服務提供長者日間照顧中
心及全面的到戶照顧服務，為有需要的長者度身訂
造合適的個人照顧方案，讓長者享受快樂、有質素
的居家安老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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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
醫健會
金至尊珠寶(香港)有限公司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淘化大同食品有限公司
泓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
法國巴黎銀行
麵包新語
威盛工程及顧問有限公司
伍集成國際有限公司
凱雷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食益補(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嘉栢環球有限公司
美特耐(香港)有限公司
大食代美食廣場
永恒生活產品亞洲有限公司
富士通香港有限公司
浪漫滿屋特式餐飲有限公司
海峰園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財經部)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香港儲物室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和記黃埔地產有限公司
嘉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嘉里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
麗港城第一、二及四期
義工隊
李錦記
萬安美高食品有限公司
瑞穗實業銀行
摩根士丹利亞洲有限公司
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
友華股份有限公司
必偉實業有限公司
百事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寶潔香港有限公司
富豪香港酒店
隆堡國際酒店集團
西門子有限公司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尖沙咀中心
索尼香港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新暉電腦有限公司
清水灣高爾夫球會
怡和機器有限公司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土司工坊
聯合亞洲財務
永義(香港)有限公司
偉豐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榮昌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富國銀行
惠而浦(香港)有限公司
環球集團
惠氏(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AG Group International Ltd.
Agnès b. HK Limited
Delifrance (HK) Limited
Fortuna Star Limited
Janssen, a division of Johnson &
Johnson(HK)Ltd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學校
鴨脷洲街坊學校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天主教鳴遠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張祝珊英文中學
慈航學校
香港潮陽小學
真鐸學校
文理書院(九龍)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百老匯）
粉嶺官立小學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循理會美林小學
協恩小學
軒尼斯官立小學(下午校)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
中學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海壩街官立小學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何東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裘錦秋中學(元朗)
英皇書院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光明學校
觀塘官立小學(秀明道)
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
嶺南衡怡中學
嶺南中學
樂善堂梁值偉紀念中學
樂華天主教小學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世界龍岡學校朱瑞蘭(中英文)
幼稚園
閩僑中學
民生書院
寧波第二中學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天主教佑華小學
寶覺小學
寶血女子中學
培僑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玫瑰崗學校
聖公會諸聖中學
聖公會主恩小學
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聖公會聖匠小學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聖公會基恩小學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山咀公立學校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聖母潔心會福音秀茂坪幼兒中
心暨幼稚園
聖士提反堂中學
聖保羅堂幼稚園(北角)
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
香港真光中學
荃灣潮州公學
王肇枝中學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青年學院(邱子文)
元朗商會中學
Small World Christian Kindergarten

非牟利及義工團體
柴灣社區關注組
善願
香港仔坊會
屋宇署義工隊
基督教以勒教會基督教以勒社
會服務網絡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馮氏紀念基金
扶康會康晴天地
索手•香港
送暖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天平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香港遊樂場協會旺角青少年綜
合服務中心
都會駅義工隊
悟宿基金會有限公司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白普理華
心護康中心
香港耀能協會(樂華宿舍)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僧農圃遁青
年空間
香港青年協會荃景青年空間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美田綜合復
康服務中心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悅屏宿舍)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將軍澳綜合
復康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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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吃止痛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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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5年6月-7月期間，承蒙各捐款人士及義務工作者給予
經濟上、物質上和人力上的支持和鼓勵，本會謹代表所有受
惠人士致以衷心感謝。
前線 大鏡
﹝排名不分先後；如贊助活動為長期性合作，除了贊助團體/人
指定要求，鳴謝方式以活動之開始月份和結束月份才致以鳴
謝。﹞

08/2015

As one of the 34
sheltered workshops
in Hong Kong, St.
a m e s ’s n e w e s t
言謝
心 Jworkshop
in Kennedy
Road provides a
decent and safe
environment to the
with disabilities
前線 大鏡people
for vocational training.
With limit resources, it’s hard for members t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job here. Both Legislative member
Fernando Cheung and Settlement’s service manager
Cheryl Cheung suggest government give more support
to social enterprises to expend the job market of disable
people.

中學文憑試放榜
前後有不少針對
DSE考生的招聘
會，當中不乏就
業挂鈎的培訓課
程和計劃可供考
生選擇。本會專
責青年就業服務
的項目發展主任
許詩銘說，就業
掛勾課程是年輕
人的另類出路，
行業的知識比傳
統中學學科更實
在，容易得到成
功感和滿足感，協助他們找到職業興趣。

言謝

聖雅各福群會會訊

報導

特選

政府部門
通訊事務管理局
香港貿易發展局

其他團體
香港聖公會聖安堂

個別人士
尹少健先生
方曉欣小姐
王子軒先生
王小姐
王德光
朱靜儀小姐
江鐵豪先生
池偉傑先生
何先生
何倩彤小姐
何猗婷小姐
何創本先生
吳永煒先生
吳庭任先生
呂小姐
宋嘉澄先生
李先生
李志昭先生
李芷君小姐
李國華先生
李晴茵小姐
李琳小姐
李楚欣小姐
李嘉銘先生

李夢星小姐
林振康先生
林碧琪小姐
范少妍小姐
袁炳倫
袁珮崧
馬君婷小姐
馬濼雯小姐
屠朗宏先生
張家慧小姐
梁穎彤小姐
莫先生
陳先生
陳君韜先生
陳梓茵小姐
陳淑雯小姐
陳翠清小姐
陳曉筠小姐
麥倩如小姐
勞澤長醫生
曾嶸峰先生
湯雅麗小姐
馮健華先生
黃小姐

黃秋城先生
黃珮珊小姐
黃祖雯小姐
黃穎心小姐
黃穎心小姐
楊沛熹小姐
楊紫怡小姐
楊曉惠小姐
葉先生/吳先生
葉啟森先生
董佩洋小姐
鄒翠茹小姐
廖亮先生
廖偉超先生
蒙朗喬先生
趙朗羲先生
劉雪敏小姐
蔡子楓先生
蔡佳欣小姐
蔡嘉誠先生
鄧本立先生
鄧鈺楨小姐
鄭浩軒先生
黎寶棋

盧思晴小姐
鍾曉程小姐
簡芙蓉小姐
鄺葉仲小姐
魏明濤先生
羅鈺虹小姐
譚淑琪小姐
蘇苡棋小姐
陳佩娟
招美玉
李順玲
陳慧心
馮小姐
阮英冬
Angela Hui
Carol Clayton
Cheng Man Kit
Dave lau
Kwok Yuk Yin
Lam Yuk Kwong
Lau Leung Pui Lam
Mr. Ivan Wen
Mr. Man Siu
Mr. Thapa Prabin

Mrs Khiytani Mona
Mrs Venice Chan
Ms. Cherry Tung
Ms. Choy Yoke Low
Ms. Edwina Chan
Ms. Gurung Prabha
Ms. Gurung Shely
Ms. Ho Ka Lee
Ms. Ho Man Shan
Ms. Ho Sze Wah
Ms. Kwan Hei Ting
Ms. Kwok Nga Sau
Ms. Law Lok Ting
Ms. Leung Sin Yu
Ms. Li Pui Yan
Ms. Maggie Ng
Ms. Ng Wing Shan
Ms. Ng Wing Shan
Ms. Pandora Pun
Ms. Wong Yui
Ms. Yau Suet Ying
Ms.Shirley Lai
Piera Au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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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

會務

連續八年傳承喜閱
「2015新地齊讀好書」計劃贊助千三名基層學童
言謝 暢遊書展選購心愛好書
心

「IMPRoved青年生涯藍圖策劃
跨界別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生涯規劃活動

愛

「今次是我第一次到書展，能夠買到期望已久的書籍，感到十分開心！」
「這個活動提昇了我的閱讀興趣，希望明年再有機會參與！

放大鏡

前線

在香港書展的首三天，有超過
1,300名穿着醒目綠色T-shirt的小學及
初中生在義工帶領下於書海中尋覓心頭
好，皆因他們參加了由新鴻基地產新閱
會贊助、香港貿易發展局全力支持，
本會「助學改變未來」慈惠計劃承辦的
「2015新地齊讀好書」計劃。主辦單位
希望讓基層學童親歷這個一年一度的香
港文化盛事，藉以擴闊他們的眼界及提
昇其閱讀興趣。計劃由新鴻基地產執行
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陳國威先生、香港
貿易發展局助理總裁張淑芬女士以及聖
雅各福群會總幹事陸何錦環女士主禮。
適逢計劃本年度主題為「傳承喜閱」，
大會邀請了音樂組合鍾氏兄弟到場與受
惠學童代表就「閱讀與知識傳承」作交
流和分享。此外，大會亦邀請了著名漫
畫家草日主持藝術工作坊，教授學童繪
畫人像的技巧，實行以畫會友。大會期
望這些別出心裁的多元化閱讀活動能吸
引學童喜愛閱讀，並與別人分享當中的
樂趣，使書中寶貴的知識得以傳承。

主禮嘉賓民政事務局首席秘書長馮浩賢先生(左10)及本會總幹事陸何錦環女士(左9)主持啟動
儀式

本會生涯規劃服務於本
年1月成功獲得民政事務局
「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
劃(2014-16)」撥款港幣220萬
元，推行「IMP Roved青年生
涯藍圖策劃」項目，由2 015
年1月至2016年8月為全港27
間中學，合共逾13,700名中學
生、其老師和家長提供多元化
的生涯規劃活動。

參與是次啟動禮支持本計劃的學校代表、企業伙
伴、學生代表、顧問團隊進行大合照

「IMPRoved青年生涯藍圖策劃」旨在協助青少年認識生涯規劃的重要
性，提供多元化出路及選擇藍圖，並以循序漸進及校本方式推行。計劃共
有四大元素，包括「Identify 辨清能力、確立方向」、「Modelling 塑造形
象、建立自信」、「Proved 模擬考驗、強化學習」、「Readiness 走入職
場、體驗工作」，以助學生認識生涯規劃，開始策劃一個適合自己、屬於
自己的生涯藍圖。
項目得以順利推行，實有賴不同團體的信任及支持。除了參與學校之
外，計劃亦得到不少企業伙伴的支持，提供多方面的合作機會，讓學生能
夠走出校園，親身體驗工作世界，更整全地為自己策劃未來。

6‧27 全港賣旗日 一分力‧一分希望
本會於6月27日(星期六)舉行了全港賣旗日，當日參與義工人數超過5,600人。炎炎夏日，幸得每位義
工的落力參與，以及各位捐款者的熱烈支持，才能夠讓本年度的賣旗日順利完成。在初步的點算中，賣旗
日當天和其他捐款合計，善款超過港幣二百二十萬元，成績斐然。
賣旗日當天，為了鼓勵和答謝各區義工，我們組織了打氣隊伍，由同事代表連同大專同學分五組到全
港不同區別致以問候，他們帶同濕紙巾、糖果和打氣紙牌等物資，親身現場打氣。
此外，活動設立了『傑出參與大獎』答謝最多義工參與的學校，得獎名單：中學組冠軍 ― 筲箕灣東
官立中學，亞軍 ― 聖母無玷聖心書
院，季軍 ― 聖保羅男女中學；小學
及幼稚園組冠軍 ― 聖保羅堂幼稚園
(北角)，亞軍-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
小學，季軍-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最後，再次感謝全港市民的支
持，你們每一分力將為有需要人士
帶來希望。

捐
款
方
法

※
※
※
※

義工一家大小同為善事出一分
力。
打氣隊於街上為義工們致以感謝和
鼓勵。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鄧校長(右)代表接受中
學組冠軍紀念獎牌。

網上捐款https://edonation.sjs.org.hk/donation-form.php
寄遞以劃線支票捐助，抬頭「聖雅各褔群會」
直接將捐款存入聖雅各褔群會於匯豐銀行之銀行戶口：002-5-224247
信用卡一次過或每月轉賬捐款，表格可於
http://www.sjs.org.hk/tc/donation/donation.php下載
※ 攜同右邊條碼，於任何7-ELEVEN商店以現金捐款
(最低金額為$100)，完成後請保留交易紀錄

聖保羅堂幼稚園(北角)劉主任
(右)代表接受小學及幼稚園組冠
軍紀念獎牌。

請將支票／銀行入數紙／網上轉賬紀錄／
信用卡捐款表格／7-ELEVEN交易紀錄寄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聖雅各福群會行政部，
以便發出收據。（查詢：2574-5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