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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及宗旨

香港復康力量服務對象主要為肢體傷殘人士、聽障人士、長期病患者

及精神病康復者。本會的使命乃激勵傷殘人士的潛能，遠景是推動香

港發展成為無障礙及傷健共融的城市，並鼓勵及讓學員積極就業，貢

獻社會。

我們致力改善復康政策，積極促進與香港各學校、企業及社福團體的

合作，讓市民了解殘疾人士的需要。透過聘請殘疾人士，幫助他們融入

社會

服務包括:

一、輔助就業服務

二、就業配對

三、僱員再培訓局「人才發展計劃」培訓課程

四、培訓中心及活力店

理念：推動傷健共融，締造平等機會。

使命：激勵殘疾人士發展，培訓殘疾人士，
 建立正向思維及鼓勵自力更生。

關於香港復康力量



承蒙尊敬的各界友好愛護及信任，再次擔任香港復康力量會長，實在感邀。

香港復康力量於一九九五年正式註冊為非牟利慈善團體，致力為殘疾人士提供支援及殘疾

就業服務，因本會深信傷健人士應享有與正常人一致的基本的權益和平等的機會，並希望得

到社會廣大的接納支持。本會一直恪守「激勵殘疾人士發展」為終身理念，並持續不斷改善

本會的服務質素，使會友可在身心各方面都得以全面發展。

經過二十三年來的努力，本會不少服務及活動規模日臻完善。本會的「殘疾人士就業培訓中

心」，讓學員接受一系列的專業培訓服務並配合政府僱員再培訓局的「人才發展計劃」，為會

友積極就業，融入社會作好準備。

另外，本會繼續以商業模式營運不同的項目，例如「活力傳意」主要提供電話熱線、包裝、派

傳單等服務；而「活力便利店」包括在沙田醫院、瑪嘉烈醫院以及北大嶼山醫院設店營運，活

力咖啡店，售賣輕食及精品咖啡。從而提供就業機會於殘疾人仕。

為了積極促進與香港各學校、企業及社福團體的合作，本會不單定期舉辦多元化的會員共融

活動，更會組織義工隊伍，參與其他友好機構策劃的活動。透過不同形式的表演，如唱手語

歌、扭汽球或中樂演奏等，讓市民多了解殘疾人士的需要，及鼓勵殘疾人士融入社會。 

本會每年均會籌辦大型慈善籌款活動，包括一連兩日在維園舉行的「復康力量傷健共融日」

、「復康力量在職達人選舉」及「賣旗籌款」等，推廣傷健共融和平等的信息、表揚他們的自

強精神。籌集所得的資金用以推動殘疾人士職業培訓及公開就業。

以雙月刊形式出版的Power Magazine亦是我們重要的信息發佈渠道，內容琳瑯滿目，提供

本會最新的資訊及活動花絮等，亦有會友的投稿文章，利用文字跟所有同路人互相交流。

迄今為止，本會的會員人數超過2000人，義工人數高達1000多人，以本會「蚊型」機構來說，

是一大突破。在此本人謹代表香港復康力量感謝政府機構各部門、贊助本會的各個社會團

體、名譽總理；一直支持愛戴本會的會員友好、義工、各項目籌委會要員、協助本會各位幹事

同工。在未來的日子本會要完成的工作仍很多，本人乃至本會上下期待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

參與，携手合作，協助香港復康力量在社會上奏出「傷健共融」的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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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組織及架構

總幹事
吳永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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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錦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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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及就業指導委員會

會務發展部指導委員會

社會企業部指導委員會

社區關顧委員會

身心健康項目發展籌募委員會

籌募項目發展指導委員會

大中華籌募指導委員會

大中華區籌募及資源整合指導委員會

特別項目籌募指導委員會

推廣策略及傳訊指導委員會

會務發展諮詢委員會

會務發展推動委員會

義務工作發展策略指導委員會

康體事務委員會

行政部
高級行政主任:黃菁旎女士

會務發展部
會務發展主任:譚可兒女士

社會企業部
高級社會企業主任:郭素珊女士

培訓及就業部
培訓及就業主任:關佩怡女士

董事會
會長:葉湛溪先生  副會長:林耀國先生  義務秘書:丁向群先生  義務司庫:許慧儀女士

梁美儀女士 奚曉珠小姐 廖大年先生 林東驥先生 伍浩汶先生

潘偉海先生 仇健明先生 林家強博士 黃景隆先生          



培訓及就業服務

2017-2018年度，本會開辦了數項針對提升就業技能的培訓課程，期望

有助傷健人士在不同的就業階段也能在短時間內把握行業要訣，迅速

提升個人競爭力。

為提供一站式就業培訓，本會努力安排不同類別的實習機會，令學員將

課堂中學到的理論套用到現實生活。從體驗中領悟到執行工作時的各

種變化，學會適應環境，為加入就業大軍而作出準備！

學員經過數月的訓練後，同事們會因應各人的能力及興趣去配合適的

工作，務求找到可以長遠發展的工作崗位，成就個人事業。

如機構內有合適的職位空缺，亦會考慮聘用態度積極的學員，為推動傷

健人士的就業發展出一分力。



活力社企營運擁有逾15年經驗，希望透

過社企的商業運作，為殘疾人士提供一

個真實平台及培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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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按摩」及「活力咖啡店」，透過業務

的持續發展，讓殘疾人士在工作中，重拾

自信，發揮所長及融入社會。

活力店 Power Retail Centres
香港復康力量自1999年於沙田醫院開設

首間活力店，時至今日，我們的服務網絡

已擴展至瑪嘉烈醫院荔景大樓、廣華醫

院及北大嶼山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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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活力店

瑪嘉烈醫院荔景大樓地下

2001年 荔景活力店

廣華醫院地下

2010年 廣華活力店

北大嶼山醫院1樓

2016年 北大嶼山活力店

1999年 沙田活力店

沙田醫院地下



會務發展部積極促進與香港各學校、企業及社福團體的合作，不單定期舉辦多

元化的「社區共融活動」及「會員活動」，更會組織義工隊伍，參與友好機構策劃

的活動。透過不同形式的表演，如唱手語歌、扭汽球或中樂演奏等，讓市民多了

解殘疾人士的需要，及鼓勵殘疾人士融入社會。

本部每年均會籌辦大型慈善籌款活動，包括一連兩日在維園舉行的「復康力量

傷健共融日」、「復康力量在職達人選舉」及「賣旗籌款」等，推廣傷健共融和平

等的信息、表揚他們的自強精神。籌集所得的資金用以推動殘疾人士職業培訓

及公開就業。

另外，以雙月刊形式出版的Power Magazine，內容包羅萬有，提供本會最新的資

訊及活動花絮等。我們亦鼓勵各會員投稿，利用文字跟所有同路人互相交流。

會務發展部



財務報告
收入



財務報告
支出

本會2017-18年度整筆撥款儲備$119,167，計劃運用相關儲備於以下項目： 
1. 履行對員工的合約承諾、維持或加強服務。 
2. 推行策略性發展。 
3. 透過改善現有員工的聘用條件、支持員工作專業發展等方法，建立一支優質的員工隊伍。 
4. 檢討津貼計劃。 

本會2017-18年度公積金儲備$417,190，已有計劃將運用相關儲備根據員工每年工作表現作出獎勵性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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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聯絡
辦事中心

賽馬會漾日居中心(總辦事處)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西1號漾日居 (社區設施) 

1樓102室(九龍機鐵站C1出口或西鐵柯士甸站B5出口)

電話: 3471 7000

傳真: 3471 7333

電郵: dev@hkrp.org

耀東邨就業培訓中心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耀華樓附翼地下

電話: 3185 8200

傳真: 2637 0133

新蒲崗活力復康用品中心
九龍新蒲崗爵祿街33A-37A號

百勝工廠大廈B座5樓B2室

電話: 2533 6800

活力店

沙田活力店

地址：新界沙田亞公角街醫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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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景活力店

地址 ：九龍荔景崗街瑪嘉烈醫院大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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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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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嶼山活力店/活力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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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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