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去年1017扶貧
活動，分享中醫廉
價養生食材給長者
及 基 層 家 庭 200
人，獲教關扶貧機
構頒感謝狀。

聯合國國際消除貧困日聯合國國際消除貧困日 星光共融顯愛心星光共融顯愛心
派消費券及禮物包派消費券及禮物包 促進社區共融促進社區共融

聯合國將每年10月17日定為國際消除貧困日，以喚起世界各
國對全球貧富懸殊族群、國家與社會階層的注意、檢討及援助。
星光大道扶輪社響應行動，聯同中華傳道會基石堂及教會關懷貧
窮網絡，於10月16日（星期日）在觀塘秀茂坪邨舉辦「 國際消
除貧困日 星光共融顯愛心」，安排大笑瑜伽運動、分享抗疫養生
資訊，並派發消費券及禮物包，給居民及小商戶送上真切關懷。
活動得到社會福利署及國際扶輪3450地區的支持。

▲向居民派發消費
券及禮物包，有商
戶更提供麵包贈予
居民。

▲▲嘉賓合力刺破汽球嘉賓合力刺破汽球，，寓意衝破失業寓意衝破失業、、疫情疫情、、貧困等社會問題貧困等社會問題，，
為為「「國際消除貧困日國際消除貧困日 星光共融顯愛心星光共融顯愛心」」揭開序幕揭開序幕。。

◀義工齊心合力搬
「 鐵馬」，為活動
做好準備。

▶活動得到各界慷慨支援，義工落
力將物資及消費券放入環保袋內。

▲星光大道扶輪社前社長衛紹宗（左
一）、顧國麗（右二）及李妙如（中）
探訪長者，了解他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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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點星光匯成大道，可照耀及引領他人。星光大道扶
輪社以傳統會議方式，糅合多元化服務，吸引不同界別
的「 星光 」匯聚，今屆共有44位來自不同專業界別的
社友參與，並以DEI（Diversity、Equity、Inclusion）
為重點，將多元、平等及共融理念融入服務之中，照顧
社會上有需要人士。

運用想像 扶貧服務惠及商戶
星光大道扶輪社將在今屆參與約20多

項活動，焦點服務之一是10月16日舉

辦的「 國際消除貧困日 星光共融顯愛

心 」。社長劉永雄（Adrian）表示，今

屆國際扶輪以「 Imagine Rotary想像扶

輪 」為口號，鼓勵各扶輪社及社友要跳

出框框擴大想像。因此舉辦「 國際消除

貧困日 星光共融顯愛心 」也發揮想像，
除了派發提供生活及抗疫物資的「 福

袋 」，也創新嘗試派發400元消費券，
貫徹扶輪七大焦點領域之一的「 經濟與

社區發展」目標。
疫情打擊經濟，除了基層市民，很多

商戶也受到影響。劉永雄表示，消費券

可以令基層市民及商戶受惠，因此聯繫

了四個秀茂坪邨的小商戶，並向400個

基層家庭各派發400元消費券。做法是

住戶憑券到商戶消費，商戶再憑券向該

社兌現。而經考慮對基層的吸引力後，
邀請了「 兩餸飯 」、麵包店、燒味店、
海味雜貨店的商戶參與，消費券有效期

由10月16日至12月15日，相信基層市

民會「用得著」。

助青年成長 貢獻社群
除了關懷貧困人士，星光大道扶輪社

今屆亦有多項重點活動。包括在8月初

舉辦首輪職業博覽，為兩間學校的中學

生安排兩場主題講座及八場主題行業講

座，隨後會再辦一至兩場職業博覽；為

慶祝中秋及響應環保，早前亦舉辦月餅

工作坊，將親手製作及社友收集的月餅

派發給有需要人士；今屆還會首辦調解

講座及工作坊，邀請合資格的調解員進

行分享，給中小學生體驗實際調解流

程、了解當中的困難及調解目標，及早

向青少年灌輸和平信息。
此外，星光大道扶輪社積極參與及支

持由國際扶輪3450地區主辦的活動。包

括參與Virtual Rotary Exchange計劃，
為25至40歲在職青年人提供跨地域網

上交流機會。該社將向海外的扶輪社介

紹活動目標及優點，藉此進行配對，並

招募在職青年及了解他們的需要，以安

排相關講者分享、籌辦網上講座及交流

活動等。該社亦支持「 香港傑出學生服

務大使獎勵計劃 」，鼓勵學生擔任服務

大使，為社區構思更多服務，從中學習

籌組活動及提升溝通能力。現已有兩間

學校答應參與。另外也會支持「 扶輪減

碳及生態保育短片創作比賽 」，推廣環

保信息。

吸納不同年齡 傳承扶輪精神
星光大道扶輪社成立短短六年，已設

有扶青社、扶少團、扶雋團、衛星社及

扶輪社區服務團，每個單位有不同目標

及功能，例如扶雋團是從小培養小學生

建立服務社會心態，扶少團旨在鼓勵中

學生多做服務回饋社會。劉永雄期望不

同年齡階層也可參與其中，最終加入扶

輪的大家庭，達至傳承目的。該社亦經

常到學校分享，向中小學生灌輸扶輪的

核心價值及七大焦點領域，希望令他們

認識扶輪，參與更多扶輪活動。

打破隔膜 傳遞愛與和平
疫情稍緩，社交距離逐漸放寬。劉永

雄期望可以透過實體活動打破人際隔

膜，傳遞愛與和平。他指出，今屆目標

是要努力完成籌劃好的服務，推動服務

可持續發展。另外，要令社員人數有理

想增長；為國際扶輪基金作出貢獻以支

援扶輪服務發展；並會配合及支持地區

總監推動的電子化計劃，減少資源浪

費。

星光匯聚 發放耀目光芒和力量
星光大道扶輪社在2017年 1月成

立，目的為擴大力量貢獻更多人。創

社社長劉富成博士表示，一顆星光可

帶來的作用有限，如能匯集成為群

星，就可發揮更強大的光芒及力量，
感染及照耀更多人，一起走向幸福的

星光大道。因此聚集志同道合，在扶

輪平台下貢獻他們的能力及時間服務

社會，令弱勢社群得到關懷。他更樂

見社友通過扶輪平台建立良好友誼，
齊心奮力達至「超我服務」。

聚焦青少年及中小企服務
面對社會各式各樣問題，星光大道扶

輪社以青少年及中小企為服務核心。劉

博士解釋，前人建設理想社會，他們有

責任繼續薪火相傳，給年輕人在健康及

良好環境下成長。另外，香港約有一半

人力資源來自中小企，給他們適當協助

以應對社會挑戰，也是該社目標之一。
星光大道扶輪社在過去兩年舉辦職業

博覽，幫助中學生抉擇前路。劉博士表

示，現今青少年的職業選擇不再局限律

師或會計師等行業，透過調查了解學生

的就業興趣後，曾安排美髮、寵物照

顧、室內設計、環保等業內人士進行分

享，活動深受歡迎。該社也關注基層家

庭及少數族裔青少年的需要，透過導師

計劃提供各類培訓及公司實習機會，希

望培育青少年成為良好公民，讓他們各

自發揮所長，在愉快的環境下發展個人

事業、建立家庭及建設社會。另外，中

小企在疫情影響下面對龐大壓力，需要

各方支援以共度

難關，因此去年

安排商界社友到

訪香港生產力促

進局的中小企支

援組，獲取資訊

以加強競爭力。

而在「 國際消除貧困日 」亦推行消費券

計劃，讓合作商戶受惠。
眼見很多香港人生活艱難，居住環境

惡劣。劉博士對此感到諷刺，認為香港

是富裕社會，但貧富懸殊嚴重，很多基

層家庭生活在貧窮線下，甚至有偏遠地

區居住的青少年，因交通費用昂貴而未

曾到訪中環。他期望能夠讓貧困人士感

受到社會關懷，推動更多人及機構關

注，拉近及消除貧困。

以誠致成 莫為善小而不為
劉博士經常跟社友分享，服務必須

「 以誠致成 」，不要為做而做，要有誠

意透過扶輪平台令受助者得益，才會達

到效果。另外，「 莫為善小而不為 」，
不要因幫助有限而不作為，只要積少成

多就可感染更多人參與，令社會更加美

好。劉博士很高興上屆社長榮獲國際扶

輪 3450 地 區 的「 President of the

Year 」，反映該社的工作得到認同。他

強調：「 創業難守業更難，如何繼往開

來及薪火相傳，會是未來的挑戰。」

▶伍伯伯（右二）即場使用消費券購
買燒鵝，商戶更向大會送贈乳豬。

市民靈活運用「消費券」
星光大道扶輪社向有需要市民派發

400元消費券，每張面額為20元，方

便市民靈活運用。伍伯伯今年80歲，
與太太及兒孫一起生活，他坦言近年

經濟困難，兒子也面對開工不足問題。
今次活動收到的「消費券」可用來購買

食物，十分有用。他使用部分消費券購

買四分一隻燒鵝，伍太太則買了麵

包。餘下的消費券，伍伯伯笑言會

「慳住用」。

何女士：眼裏有光就可奮鬥向前
李德利地區總監及劉永雄社長上門探訪，派發「 消費

券 」和物資及了解居民需要。何女士育有三個小朋友，她

坦言作為父母，最重視子女健康，要提供足夠營養才可對

抗疫情，惟物價不斷上漲，實感難以負擔。她感謝社會的

關懷，令她們有動力前行。她更教導小朋友，得到他人幫

助，自己也要努力向上，眼裏有光就可奮鬥向前。感謝活

動給居民及小商戶帶來支持，更可讓她了解更多社區資

訊。

▲何女士（左二）最關注小朋友健康
成長，感激社會予以關心

3450地區總監：活動發揮想像扶輪
星光大道扶輪社舉辦「 國際消除貧困 日星光共融顯愛心 」活動，首次加入「 消費券 」支援居民及小

商戶，國際扶輪3450地區總監李德利博士認為意念創新，切合今年國際扶輪的「 想像扶輪 」主題。他

表示，以往到社區派發物資，有機會影響小商戶生意，今次活動利用消費券概念，除了惠及基層市

民，也令小商戶受惠，大家也開心，是很有創意的項目。
疫情變化萬千，每個階段都有不同需求。李德利坦言，

扶輪社的服務也一直在變，每刻也要思慮如何做得更好。
例如今年推行「 香港傑出學生服務大使獎勵計劃 」，鼓勵

學生運用STEM構思服務計劃，關顧社會需要，藉此將扶輪

服務精神滲透到年輕人身上，培養他們服務社會的熱誠。
扶輪社作為推動者角色，一向即時回應社會需要，從而

令政府關注，在政策方面作出推動。李德利指出，貧困、
跨代貧困、年輕人缺乏出路等也是社會有迫切需要的問

題。雖然香港貧困情況嚴重，但香港有很多有心人，不會

有人捱餓致死，但市民要有基本的生活尊嚴，只要給予關

懷及幫助他們建立自尊，生命就會改變，期望扶輪社能做

到這些工作。

▶李德利強調假
如整個社會都能
關 顧 有 需 要 的
人，貧困問題自
然解決。

扶少團親身聆聽長者需要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設有扶少團，鼓勵學生參與義工

服務。中文科老師雷國威表示，今次活動有十名中五學

生參與，活動可提升學生的責任感及與長者溝通增進同

理心。參與學生觀察到當區長者眾多，生活條件欠佳，
學生透過與長者面對面交流有更真切的感受。

中五學生莫思賢對義工服務很感興趣，他表示，今次

上門探訪及派發「 消費券 」和物資，看到很多獨居長者

居住在細小單位，家中堆滿物品及擺放混亂，生活環境

差，感覺很孤獨。他向長者派發禮物包及介紹物品的使

用方法，長者也主動傾談，表現很高興。他期望日後有

更多探訪活動，不一定是派發物資，上門交談也可以。
▲雷國威老師（左）及莫思賢同學都認
為給予長者關心最為重要

▲國際扶輪3450
地區總監李德利
博士對社會貧困
問題非常關注。

▲社長劉永雄向扶少
團團員講解扶輪精神

◀創社社長劉富成
博士重視友誼，經
常在家舉行聯歡會
接待社友及其家
人。

▼創社社長劉富成
博士在父親節摺父
親咭送給 SEN 家
庭的父親

▼社長劉永雄
（右一）與中學
生義工探訪長者

▲社長劉永雄（右）
親手製作月餅，並派
發給有需要人士。

▼8月初舉辦首輪星光大道職
業博覽，以「 親炙專家指導
規劃美好未來」為主題，幫助
學生為就業選科作好準備。

▼與社友探訪新加坡
友好扶輪社

▼與秀茂坪基層與秀茂坪基層
幼童和家長去菠幼童和家長去菠
蘿園旅行蘿園旅行

▼前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左三）
曾到訪星光大道
扶輪社的例會，
分享基層需要。

觀塘區福利專員：
關心身邊每一位

觀塘區不斷蛻

變，但社區仍

有不少問題

需要解決。
觀塘區福利

專員顧國麗

形容當區福

利 服 務 很 興

盛，有五百多個服

務單位，有力量、有資源，需要更多

互動交流，推動及建立關懷社區。她

表示，觀塘區長者人口眾多，因此很

關注地區老齡化情況。而在疫情下，
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減少，則需要在身

心靈方面多加關心，另外還要關懷照

顧者及基層家庭的需要。觀塘區的基

層家庭數字及貧窮數字高企，只要大

家獻出一分心力，就可支援地區上有

需要人士。

教關：
貧困四個層面照顧心身社靈

國際消除貧困日是教會關懷貧窮網

絡有限公司每年推行的項目，和星

光大道扶輪社在過去四年共同合

作，為觀塘、土瓜灣、油麻地的

貧困家庭送上支援。項目經理李

妙如表示，貧困有四個層面，包括

活在貧窮線下的經濟貧困、感到孤

單的心靈貧困、不想面對世界的動機

貧困、無法建立社交的關係貧困。以往

貧困集中在基層長者及新來港人士，現在已深化至中產失業

家庭，需要透過全人關心才會發現他們，並要讓他們明白不

管有沒有錢，也要有自我身份及價值認同，幫助他們面對長

遠人生。
經過數年合作，李妙如讚賞星光大道扶輪社組織能力

強，會深入思考如何幫助有需要的人。今次活動派發「 消

費券 」，可給受助人選購心儀食物，更有動機進行人際交

流，加強與社區互動。希望與扶輪社繼續攜手合作服務不

同社區，推動更多社區交流，讓每位街坊得到尊重及關

懷。

中華傳道會基石堂：
給予希望度過貧困

中華傳道會基石堂在1997年開

始服務秀茂坪居民，陳士龍長

老表示，當區佔有四成綜援

家庭，社經地位低。最近受

疫情影響，有不少從事飲食

及運輸的居民失業，生活條

件更為惡劣。除了社區物資，
更重要是關注居民的精神健

康，令他們不會有被人遺棄的感

覺，即使生活艱難，也會感到有朋友關心。「 他們開

心有希望，就會覺得可以度過貧困。」

今次活動向400個家庭派發消費券，共提供16萬元

援助。陳長老認為支援相當不錯，當中三分一受惠者

是獨居長者或雙老家庭，其餘是弱勢家庭及綜緩家

庭。他讚揚星光大道扶輪社關注社會議題，因此服務

考慮更為深入和全面。而服務惠及地區小商戶，坦白

說對比派發禮物包需要花更多工夫，但這次合作帶來

很好體驗，可將身邊每個持份者聯合一起，做得更

好。

結合政府及民間力量
發掘「隱形」貧困

扶貧委員會成員、
星光大道匯賢思行

衛星扶輪社主席

劉駿楷表示，因

應疫情，他在扶

貧委員會會議上

建議政府要加快物

資發放及金錢援助，
他作為扶輪社一員也從

中協調，聯絡扶輪社的商界精英提供支

援。他坦言，低下階層及被社會忽略人士

都需要幫助，特別是「 隱形 」貧困人士。
今次活動正好集合不同力量，一呼百應協

同成事，令居民知道有很多人關心。他強

調解決貧困是每個人的責任，即使「 有錢

人 」也責無旁貸，因為貧困問題會影響社

會和諧，影響營商及投資環境。他期望全

民有服務心態，社會不再有貧窮，共同創

造一個更完美的世界。

▼活動在各界齊心
參與下順利完成

▲星光大道扶輪社社長劉永雄
（右）感謝國際扶輪3450地
區總監李德利博士（左）及地
區總監當選人李兆民先生
（中）到場支持活動。

▲社長劉永雄與太太探訪基層
家庭，送上新鮮蔬菜和生果。

▲社長劉永雄期望在不同層面推動更多與DEI有關
的服務，讓每個人享有多元、平等及共融生活。

▲創社社長劉富成博士強調社友要以誠致成投入
服務，莫為善小而不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