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٥鷴麕鎙ⷔ须⸔侸⡲飑顠㣐㘗麥Ⱘ⛓欽 ⟂㷸㆞剤刿鹎♧姿涸邍怵竤뀿⿻倰岁❠僈곏嫲Ⱖ➮ず겳㕰넓刿곏㼠噠➮⦛刿莅✫ꫭ䎃㣆䟝㹻⼿剚갼栁狲邍怵㎗频⿻倴來肬㣐ずչ䧮銴溫⧺劍պ來肬锸㠢ⴕ❧邍怵



չ➛欰♶⨞堥唒➃㣆䟝鎙ⷔպ娜㾂䖤栁罏涮㾝ぢ
랔袣楑
٥鷴麕鎙ⷔ须⸔䪾鿈⟨须⸔㜡隡✫衽そ繡㕜跗票酤귇㷸吥♧禺跗票酤귇铭玑䲿⼮⦐➃㖈跗票醢⡲涸鸤鑌〥♧鿈⟨须⸔䫏佞㖈荈䊹涸欬ㅷ醢⡲纏䊨♳⡲飑顠欽Ⱘ

㼭⼱
٥⡲ㅷ䳄殥倴㣐㘗剅㽷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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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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眡㣆ꨶ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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ザヰꨶ鋕
٥䭰糵䲀䑞㼠㿂罏涸笪♳㫨坿䎂〵醢⡲黠ざꋓ룲涸须鎝䚍眏湡⛳㖈鎙ⷔ⼿⡲♴莊鳵♶ず涸箁♴崞

眡⸂
٥䖤栁䖕䭰糵莊鳵⚥㼭㷸欰爢⼦Ⱏ輑谁遯갪湡⺫䭍㠗殥ⶾ⡲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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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ꬆ
٥姻䙂㼭穉䊺穉籽侸⼧㜥崞䱺鍸鹬⼪➃

➋憘ꄴꤎ繏꤫嘽䙼⚥㷸չ䌌欰ず䗱պ㔋➃穉
٥䌌欰㔋➃穉䊺饥鏞麕㢵⼦欽꧱艁鎹ꏗ㣐㙹㼭✲鎹ꏗ麕䖕莅吥⿻ず㷸⦛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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٥չ倰⺫պ姻㖈鹎遤♧禺ⶾ⡲⟃恠殥䕎䒭㼟荈魨佦✲ツ植㣐滞滚

绀㕜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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崞럊忹



為 15 間中、小學提供免費環保講座、戲劇、創新絕

膠工作坊，及外出探訪社會企業等活動。從而提升學

生環保意識，瞭解塑膠垃圾對香港的影響。並啟發學

生自身減少使用即棄塑膠產品，達致可持續校園減

塑。

校園環保計劃





由樂施會全力支持，籽識慈善基金策劃的扶貧教育計

劃，與中學生共同探討香港貧窮議題，連結社會與自

身的關係。學生透過設計思維工作坊、外出探訪及體

驗，深入理解貧窮背後成因及影響。並發揮創意，構

思及實行以人為本的創新義工服務。

認識香港另一面
設計無「窮」世界





計劃在香港進行。由籽識慈善基金負責聯繫六間本地

咖啡店，提供最適合的合作模式讓小店彈性執行。我

們亦為店拍攝影片；並於本計劃社交媒體平台及聯繫

九個 Instagram foodie 帳號進行簡單網絡營銷。

「飲野都要管 !?」
環保小店計劃 2018



Facebook 影片推廣：

社交媒體平台（Facebook ）：

社交媒體平台（Facebook ）： 海報宣傳：



籽識慈善基金與不同學校，致力推動青少年多方面發展。

我們希望支持資源較缺乏的學校舉辦義工服務，讓學生

了解社會上不同人士的需要，建立學生對社會的責任心

和使命感。

學校義工計劃

「愛．關懷」社區探訪活動－光明學校：

拯救海洋大行動－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情濃大地‧廣西農村體驗服務學習之旅－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無家者送暖探訪－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躲避盤運動義工小組－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Year 6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ea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為 50 間 中 學 舉

辦 講 座 及 工 作

坊，學生透過 3D 

P r i n t i n g、App 

design， 航 拍 及

太陽能車製作，

了解工程師的工

作及增加對環境

保護、再生能源

的認識。

中電校園工程師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於 2017-2018 學年向籽識慈善

基金申請，以資助 16 名低收入家庭的中一學生，讓

他們有額外資源參與活動來發展他們的創意、解難能

力、與人合作的能力、及發揮個人潛能。此學校一直

收生不足，學生多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習動機低、

學業成績較差等。其活動學習效果顯著，並得到不少

媒體報導成效。

助學扶貧合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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