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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願我們城市中每個家庭都能夠快樂地生活, 並能建立和守護家庭內每一位成員健康成長。 

 

我們的信念  

 

基金信守聖經真理對家庭的定義、教導和要求，相信「一男一女」婚姻制度是神所祝福。我們亦確信世界人權

宣言 16 條所指: 「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到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我們的抱負  

 

基金主張要建設我們的城市成為實踐家庭友善、有真理、有公義的社會; 努力建立社會新一代的家庭觀，並守

護年青人成立的新家庭，以及喚醒社會有責任確保家庭制度能有效發揮建立和守護下一代的作用。 

 

關於維護家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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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主席及總幹事序言 

 

在董事會各成員多年來建立的良好基礎之上，2013/14 年度是維護家

庭基金充實的一年。我們是相信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

姻家庭觀。基金和信徒、教會在維護這價值的事上是合作伙伴。今年

度我們已經透過不同事工得到很多信徒及教會的支持。基金之所以稱

為基金，是希望能匯聚信徒群體在維護家庭價值的心願和愛心奉獻、

集腋成裘，讓每一位熱愛家庭的弟兄姊妹成為我們的持分者，並向社

會發聲，把男女、夫妻、一生一世的家庭價值在社會進行深入討論及

推動。 

 

在 2013/14 年度，變性人婚姻的裁決再次令人關注婚姻中男和女的根

本意義 ; 多個以婚外情作招徠的國際社交網站在香港先後高調開幕、

世界上再有多個國家發展同性婚姻、香港社會上青年人對進入婚姻感

到充滿困難、父母們在守顧家庭孩子亦仍然面對不少挑戰等等，這些

都是去年需要我們關注的家庭議題。進入 2014/15 年度，我們預計生育率低迷、離婚率高企等趨勢將持續，

維繫婚姻、親職照顧、安居樂業仍是不少香港家庭面對的主要挑戰。在社會層面，同性婚姻的訴求、住屋、教

育、工時制度等等與維護家庭相關的課題，勢將更受社會各界關注。故此誠意邀請你繼續支持維護家庭基金，

以更大、更持續的力量去一起向願景邁進。 

 

這份報告詳細記錄了我們在 2013/14 年度各個領域的事工發展及天父的帶領。項目雖多，目標只有一個，就

是希望我們的社會是一個重視家庭、重視婚姻、重視下一代成長的地方。 

 

 

 

主席          總幹事 

陳黔開          溫南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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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議程 

提昇伙伴機構及群體一起共同維護家庭的能力、決心及知識 
 

家庭價值需要被廣泛倡議及承傳，不同的機構團體、學校、以至宗派教會，都需要走在一起，聚焦力量。

伙伴議程的工作強調合作、結盟、聯繫以及行動。基金將會在家庭價值的議題上發揮帶領的角色。 

伙伴機構及群體一起共同維護家庭的能力、決心及知識 

 廣泛結連社福界、教會、商業機構在各項家庭價值議題上合作。合作項目包括研討會、論壇、出版、

研究及行動計劃。 

 成功申請加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及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成為會員。加入這兩個重要組織，代

表著基金願意與其他香港主要的機構走在一起，逐步達至我們共同的願景。此外，亦代表著維護家

庭基金願意在倡議家庭價值工作、知識管理工作、機構管治、捐獻問責、服務發展等等的課題上，

向更多具質素的外界機構學習，一起協作優質服務計劃，並在倡議家庭價值的課題上，為香港的家

庭作出貢獻。 

 

倡導議程 

帶領社會追求理想社會制度，以維護家庭核心價值 

 

我們身處的社會，有很多制度和措施都不停削弱家庭的能力和價值，基金必須透徹地掌握時代脈搏、社

會議程，以至倡議一些可以維護家庭的政策和措施。 

 

 今年政府提出法例修改以執行法院的命令，讓已接受性別重整手術的變性人士可在香港進行婚姻登

記。我們促請政府小心處理有關修改，以及快將成立的跨部門小組諮詢工作，因為變性人士的婚姻，

特別是已變性人士原有夫婦婚姻關係的安排及處理，始終涉及社會整體的婚姻制度，亦有機會觸及

到同性婚姻的法律爭議，基金呼籲政府要在處理解決變性人士在所有法律範疇內所面對困難的同

時，必須確保現時香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不被動搖。 

 專門為已婚人士尋覓交友機會、以「人生苦短，及時行樂」（Life is short. Have an affair）為標

語的國際成人網站 Ashley Madison 宣佈八月底於香港高調啟動。基金於網上發表反對立場，並

發起「向家再承諾」網上聯署行動，讓支持他們的人士表達意見，有超過九百五十個個人或夫婦單

位參與是次聯署，當中包括多間社會服務及兒童福利機構總幹事、兒童權利組織董事局成員、醫生、

立法會議員、行政總裁、傳媒、醫療、工程師、大學教授、婚姻治療師、教會牧師及傳道、家庭服

務社工、教育工作者、學校社工、消防、職業司機、家長、退休人士、學生等等。 

 

 

 

 

 

 

 

 

 

 

 

 

 

2013/14 年度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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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議程 

直接關心家庭的需要，支援家庭發揮應有能力 
 

要維護家庭價值不是紙上談兵，基金將網羅社會上不同的資源，以創新項目計劃的模式去祝福家庭、直

接滿足家庭的需要。 

 

 我們繼續開拓新資源，在七月設計了一個青年計劃 - 「青年夢想家」，以青年夫婦為對象。

期間，四出走訪不同學校、教會分享。因為我們深信年青的弟兄姊妹家庭亦是我們的守望對

象。我們答應了多個不同教會青年團契、組織的邀請，到他們中間分享家庭在世界及本地所

面對的處境及挑戰，以及以知識裝備他們如何首先守望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婚姻。 

 在年尾，我們成功得到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支持，在 2014/15 年度撥款推動向青年人維護家

庭價值的教育事工。 此外，亦於今年度在 facebook 開了一專頁「我要學做稱職老豆」，目

標為聯繫本地父親及其家庭，致力維護自己的家庭成為孩子成長被祝福的地方。 

 基金透過網不同的社會資源去祝福家庭。首先，我們獲得 home_bread design & 

illustration 義務設計、志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贊助，讓基金以零成本推出一式四款以「家」

做主題的揮春，把慶賀農曆新年的祝福送給您認識家庭，以及推出一式兩款以「父親節」及

「母親節」做主題的心意咭，讓孩子在這有意義的節日，向父親/ 母親表達愛意。 

 

                                                                公眾議程 

孕育關心家庭、維護家庭價值 

 

基金關心家庭價值的承傳、關心青年人對家庭及婚姻的看法及承擔、關心社會整體對維護家庭健康成長

的支持。齊來讓關心家庭的文化在我們的香港孕育起來。 

 

 基金於一三年尾舉行「老夫老妻. 守護家庭」嘉許禮。我們很榮幸得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

宗先生 GBS, JP，及家庭議會當然委員、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陳章明教授 BBS, JP 作主禮嘉

賓。嘉許禮同時發佈一本出版新書「維‧他‧命」。我們希望透過十一個長者故事分享，讓老夫

老妻一生一世的信念能得以承傳，並感染我們的下一代，繼續努力維護婚姻價值。我們亦榮

幸得到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校長、基督教正生書院校長陳兆焯先生、以及家長匯習創會會長

陳敏兒女士撰寫推薦，鼓勵更多人關心家庭。 

 維護家庭基金全力支持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在一三年八月舉行的第一次「香港祖父母節 

2013」，以帶動社會一起重視長者對家庭、對社會的貢獻。同時，於一四年初聯同多個組織

發起籌備「愛爸媽 . 愛我家」運動，並打算於下年度五月舉行啟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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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平台招聚重視家庭的社會領袖 
 

 

 

 

 

 

 

 

 

 

 

 

 

 

為了進一步提倡家庭價值承傳的重要，基金今年度聯

同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及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

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名為「流動通訊軟件與家庭關係改

善」的研究項目，以了解及分析家庭成員使用流動通訊軟

件 (例如 Whatsapp 等) 對家庭關係的影響，以改善家庭

成員之間的關係，並促進家庭價值的承傳。 「家. 添溝

通」 論壇會議於一四年二月十五日上午於樹仁大學順利

圓滿舉行。我們感謝各界的參與， 特別感謝廣州社會服務的業界人士領團出席，讓本地參加者在這課

題上有更廣闊的視野。 

  

 我們亦感謝幾位回應嘉賓的啟迪分享，以及四位帶領分組討論的社福機構嘉賓，他們把整個課題立

體地呈現在所有參與論壇會議的人士眼前，讓參加者有機會

連繫及認識更多同路人，在有關課題上繼續聯繫及合作。而

今次的研究亦得到多名大學學者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及意

見，當中包括香港樹仁大學李樹甘博士、香港城市大學梁林

天慧博士等。研究報告亦已正式出版，詳細列出所有數據 ，

讓社福、教會、學校仔細了解家庭各年齡層的成員如何看今

時今日科技發展對家庭關係的影響。 

 

我們非常感謝得到樹仁大學副校長胡懷中博士及家庭議會主席石丹理教授分別在論壇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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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價值研討會取得成功  

後續工作延續研討會的目標 

 

 

 

 

 

 

 

 

為慶祝維護家庭價值工作成就十周年，維護家庭基金聯同了香港家庭福利會、浸會大學校牧處一起

舉行「家庭價值研討會 2013」。今次研討會主題是「家庭價值的承傳~ 挑戰與機遇」。在現在全球各國

家庭價值觀及婚姻觀急速變化的情況之下，香港的

家庭和青年一代亦不能獨善其身，因而必定有所影

響。維護家庭基金希望能透過今次所舉行的研討

會，能與各嘉賓講者一起帶領在座的各界別領袖從

現在本地家庭的處境去掌握我們未來面對的重大挑

戰，一起思考策略及行動去應對。   

 

連同前社會福利署署長聶德權先生，當天有

140 位牧長、師長及家庭服務專業人士出席參與。

在收到的回應表內，充分感受到大家所關注的挑戰和機遇。在未來的日子，我們的社會賦予家庭的定義

及使命將更模糊，以至孩子需要怎麼樣的上一代照顧

和楷模、夫妻之間需要怎麼樣的承諾、年青人需要怎

麼樣的婚姻承諾等等家庭價值課題，都迫在眉睫要研

討會參加者在服務中心、學校或教會內每天應對。這

個研討會只是一個開始，希望未來的日子有更多的討

論平台，在不同的範疇探討承傳家庭價值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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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家庭成員立願  守護自己家庭 
 

 

 

 

 

 

 

 

 

 

 

 

 

為推動守護婚姻和家庭價值，我們於十一月三日假

數碼港商場全天候廣場舉行「老夫老妻‧守護家庭」嘉

許禮，以一起表揚十一位老友記在守護婚姻和家庭上，

作現今年輕一代的楷模。大會將有立願禮環節，邀請全

場作回應，以承諾學傚老友記對婚姻的持守，及對家庭

的委身。 

 

同時，在十

一月我們正式

發佈一本新書，以十一個老友記的故事，與讀者分享守護家庭和

婚姻的挑戰和出路。書名「維‧他‧命」- 代表維護他人的生命，

更代表老友記竭力維護自己家庭成員的生命。我們希望透過十一

個長者故事分享，讓老夫老妻一生一世的信念能得以承傳，並感

染我們的下一代，繼續努力維護婚姻價值。我們慶幸得中文大學

校長沈祖堯校長、基督教正生書院校長陳兆焯先生、以及家長匯

習創會會長陳敏兒女士撰寫推薦。 

 

我們感謝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 GBS, JP，及家庭議

會當然委員、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陳章明教授 BBS, JP 出席作主

禮嘉賓。又感謝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一起協作這個嘉許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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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工回顧 
 

一三年四月    

 成為「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及「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的成員機構，以提升基金與外界的伙

伴合作能力。同期亦成為「爭取成立兒童事務

委員會聯盟」的成員機構之一。 

 

 蔡涯棉先生作為一位知名的社會領袖，願意書

面分享他對家庭價值和對我們基金的支持。 

 

 聯同 10 多間社會服務機構總幹事一起在立法會大樓與新上任的家庭議會主席石丹理教授見面，了

解他對於家庭議會在新角色上有關他的看法。 

 

五月    

 在國際家庭日舉行「家庭價值研討會」，帶領在座的各界別領袖從本地家庭的處境去掌握未來面對

的挑戰，思考策略及行動去應對。 

 

 董事李樹甘博士亦獲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尖沙咀迦南堂邀請主講講座，名為「一位經濟學者論幸福快

樂的家庭。」總幹事亦到場分享香港家庭面對的挑戰，以及基金的工作，以爭取更多人士加入支持

我們維護家庭的行列。 

 

六月    

 聘請「訓練及發展主任」一職，以全面開展基金的訓練及發展家庭工作領袖的工作 

 

七月    

 出訪新加坡五間機構及出席「性別、婚姻及

家庭生活會議」，以參考當地開展家庭價值的工作模式。 

 

 假荔枝角長沙灣廣場一樓潮濠城酒樓順利舉

行第六屆周年大會，並根據章程選出新一屆董事會，任期

兩年。會上亦通過 2012/13 年度工作報告及核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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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全力支持第一屆「祖父母節」，以正面倡議祖父母在家庭的貢

獻。 

 

 邀請社會福利署同事分享保護兒童工作之專業介入及個案經

驗和工作。 

 

九月    

 為抗衡外婚情網站在香港開啟，基金發動「向家再承諾」 簽署行動，邀請各界一起公開表達，支

持社會尊重婚姻價值。已有一千個人及夫婦組合身份一起支持，當中包括多間社會服務及兒童福利

機構總幹事、兒童權利組織董事局成員、醫生、立法會議員、行政總裁、牧者等等。 

 

十月 

 透過為我們「七月新加坡考察之旅」贊助的捐

款，讓我們把新加坡的得著到不同的組織分享，

包括聖雅各福群會。 

 

 董事會於十月七日去信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

醫生，以表達我們持分者對於近月主席周一嶽醫生

在公開場合就「香港須討論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言

論之關注，以及邀請周一嶽醫生就此課題繼續保持溝通，以了解我們持分者的關注。 

 

十一月 

 舉行「老夫老妻‧守護家庭」嘉許禮及出版新

書 「維. 他. 命」，以一起表揚十一位老友記在守護婚姻

和家庭上，作現今年輕一代的楷模。 

 

十二月 

 多位嘉賓分別到訪基金辦事處，以了解及商

討未來的合作機會。包括啟導國際有限公司” 還是愛著

你“ 2013 夫妻節項目經理何何瑞媚女士及聯絡主任何

丹女士、香港商區福音使團譚妙娟女士、香港青少年領袖發展協會管理委員會副主席蔡柏熙先生、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陳小宛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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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一月 

 自去年三月起舉行每月訓練項目。今月舉行的題目是「關係療癒：透過饒恕治療重塑夫婦關係 」

工作坊。 

 

二月 

 「家. 添溝通」 論壇會議於一四年二月十五日

上午於樹仁大學順利圓滿舉行。 

 

 基金於一四年二月十一日就政府根據《經濟、

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三次報

告，向立法會政制及內地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交

書面意見，表達基金對報告提及公約第十條有

關對家庭保護的措施及政策在過去一段時間的

實踐，以及關注政府在未來日子的有關工作。 

 

 基金於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就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提交建議。今次有關人口政策的文件中，我們關注

的主要集中於有關 「營造有利環境讓市民成家立室及生兒育女」課題中，對於在香港環境下可消

除生兒育女方面的障礙的有效措施，以及社會及政

府在照顧兒童方面可如何支援家庭、分擔責任，表

達我們的意見。 

 

 在六國酒店圓滿舉行第二屆的周年籌

款晚宴。而且我們得到更多的支持者加入，在各層

次支持我們事工。我們在當晚即時增加了十二新的

個人奉獻支持者，並收到不少現有奉獻支持者的郵

寄奉獻，以表示即使他們未能出席，仍然希望表達

心意。 

 

三月 

 董事李樹甘博士及總幹事溫南聲獲香港國際全備福音商人團契香港區總監陳世強律師邀請，在今月

底出席晚宴，與新加坡有份推動該國內父親運動 Dads for Life Movement 的 Mr. Jason Wong 

見面。 

 

 維護家庭基金會董事會密切關注有關報導，並代表基金持分者向立法會相關法案委員會表達書面意

見，重申我們持份者一向對維護家庭價值的立場，以及敦促政府要在未來處理解決變性人士在所有

法律範疇內所面對困難的同時，必須確保現時香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不被動搖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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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各界支持  
(排名不分先後) 

感謝下列官員、社會領袖出席在 2013/14 年度不同活動支持我們: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        蔡涯棉先生           石丹理教授 

    前社會福利署署長聶德權先生        陳章明教授 

 

感謝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校長、基督教正生書院校長陳兆焯先生、以及家長匯習創會會長陳敏兒女士撰

寫「維他命」一書的推薦 

 

感謝下列公司在 2013/14 年度透過不同形式支持我們: 

home_bread design & illustration  

志德印刷有限公司 

置業國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Polarline Development Limited 

Wise Theme Co. Ltd 

 

感謝以下機構支持於 13 年 5 月舉行家庭價值研討會: 

      香港家庭福利會     

      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   

      香港明愛家庭服務 

      香港心理諮詢中心         

      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香港基督少年軍 

      明光社     

      從心會社      

      香港性文化學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感謝以下機構支持及參與於 13 年 11 月 3 日舉行「老夫老妻 守護家庭」嘉許禮: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香港青少年領袖發展協會 

       從心會社                 明光社 

       香港性文化學會           香港家庭福利會 

       香港家庭更新協會         香港有品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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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以下機構支持及參與「流動通訊軟件與家庭關係改善」的研究項目及論壇: 

 

合辦機構: 

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支持機構: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屯門會所 

知心行 - 家庭輔導服務 

明光社 

愛德循環運動 

(歡迎更多機構參與，成為我們的支持機構，一起關心資訊科技對家庭價值的課題) 

 

七、八月期間參與問卷測試階段及聚焦小組工作之機構: 

路德會新翠長者中心 

香港基督少年軍 

明光社 

 

論壇主禮嘉賓: 

家庭議會主席  石丹理教授, SBS, JP 

香港樹仁大學行政副校長  胡懷中博士 

維護家庭基金董事會主席  陳黔開牧師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執行總監 雷慧靈博士 

 

研究結果回應嘉賓: 

樹仁大學工商管理學系行政系主任  司徒永富博士 

香港有品運動總幹事  凌葉麗嬋女士 

恆生管理學院通識教育系助理教授  陳永浩博士   

 

帶領分組討論嘉賓: 

潘勝傑先生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屯門會所 

王佩賢女士 聖雅各福群會家庭及輔導服務 

鍾芷君女士 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吳淑玲女士 香港基督少年軍 

 

感謝以下各界同業人士支持出席「家. 添溝通」論壇，亦感謝廣州市思媛社會工作服務中

心之機構督導溫耀宗博士帶隊出席參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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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庭福利會 油塘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香港明愛家庭服務 

廣州市思媛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戒毒會港島社會服務中心  

香港戒毒會成年婦女康復中心 

路德會采頤長者中心 

香港基督教輔導服務 

路德會茜草灣長者中心 

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知心行 

阡陌社區浸信會 

新造的人協會 

路德會學校社工組 

路德會黃鎮林伉儷第二安老院 

路德會友安長者中心 

香港勵志會陳融晚晴中心 

生命教育基金會 

慧進培訓顧問有限公司 

以及多間教會牧長 

 

感謝以下社福機構、團體、學校、教會在今年度派員參與不同類型的工作坊、活動，一起

在維護家庭價值的各個課題上交流: 

 

活泉園地教育中心 

九龍禮賢學校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瑪利曼小學 

樹仁大學經濟與金融學系 

” 還是愛著你“ 2013 夫妻節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九龍婦女聯會 

仁濟醫院兒童之家靈愛青年中心 

生命教育基金會 

明光社 

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路德會黃鎮林伉儷第二安老院 

路德會新翠長者中心 

路德會學校社工組 

齊家運動 

廣州市思媛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慧進培訓顧問有限公司 

明愛蘇沙伉儷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國際百夫長事工 

十字架山浸信會 

宣道會福蔭堂  



16 
 

東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 

知心行 

社會福利署 

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屯門會所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香港戒毒會 

香港戒毒會成年婦女康復中心 

香港戒毒會港島社會服務中心  

香港明愛家庭服務 

香港家庭福利會 油塘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 

香港基督少年軍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香港基督教輔導服務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香港勵志會陳融晚晴中心 

唐氏綜合症協會 

新造的人協會 

聖雅各福群會家庭及輔導服務 

路德會友安長者中心 

路德會采頤長者中心 

路德會茜草灣長者中心 

基督教會恩雨堂 

基督教銘恩堂葵涌堂 

崇真會 

華人神召會葵涌堂 

黃埔崇真堂  

置富浸信教會        

路德會聖三一堂 

綠楊浸信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播道會寶雅福音堂 

衛道神學研究院  

興田浸信會  

 

大埔浸信會 

中國佈道會沙田迦南堂 

中國佈道會感恩堂 

中國神學研究院輔導課程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馬鞍山堂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  

中華聖潔會 

天主教香港教區 

田裕浸信會  

阡陌社區浸信會 

伯特利神學院  

伯特利教會慈愛堂 

長沙灣平安福音堂 

宣道浸信會 

宣道會元基堂  

宣道會北角堂 

宣道會希伯崙堂  

宣道會油麗堂 

宣道會青怡堂    

宣道會荔灣堂 

宣道會國語堂  

宣道會華基堂 

香港教會聚會所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恩濤團契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神召會石硤尾堂  

馬鞍山靈糧堂 

基督中心堂  

基督教恩霖堂  

基督教恩霖堂(長沙灣堂)  

基督教華人神召會葵涌堂 

基督教愛協團契 

基督教新蒲崗潮人生命堂  

鑽石山浸信會 

 

此外，還有很多捐款人、捐款公司、顧問、支持者、代禱者等等在今年度參與支持基金的

事工，如有遺漏，敬請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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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家庭基金組織圖  
(2014 年 3 月 31 日) 

 

 

 

 

 

 

 

 

 

 

 

 

董事會 

總幹事 

籌款小組委員會 初階段發展小組委員會 



18 
 

 

 

主   席：  陳黔開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執委顧問 

 

副 主 席：  吳思源先生    從心會社主席 

曾錫華牧師   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研究系主任／副教授 

 

書   記：  羅杰才牧師   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總幹事 

 

司   庫：  周弘毅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牧師 

 

董   事：  胡志偉牧師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馮麗姝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 (至一三年七月)  

蔡志森先生   明光社總幹事 

關啟文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教授 

李樹甘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義務研究顧問 

梁林天慧博士 

 

職員名單 

總幹事        :     溫南聲先生  

訓練及發展主任   :     鄭子聰先生  (由一三年七月至一四年三月)  

項目拓展經理   :     陳小圓女士  (由一四年七月起) 

傳訊經理 (義務)   :  藍秋琴女士  (由一四年六月起)

董事會(2013/14)及 

最新職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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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 年度計劃捐款及贊助表格 

 

本人深感認同  貴機構「維護家庭價值」的宗旨， 亦支持您們的工作計劃 (請閱

www.familyvalue.org.hk)。本人/ 本教會/ 機構/ 公司 願意捐助/ 贊助支持您們的工作 : 

 

(   )     一次過捐款 ________ 港元。 (一百元以上之捐款可憑收據申請免稅)  

 

付款方式:  

(   )     劃線支票號碼:  ( _______ 銀行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抬頭「維護家庭基金有限公司」或 「Family Value Foundation of Hong Kong Limited」, 

並郵寄至 「九龍荔枝角長裕街 8 號億京廣場 11 樓 1105 室 - 維護家庭基金有限公司」 ) 

(   )    現金存款/ 轉賬:   恆生銀行戶口 368-196606-883  

(請郵寄銀行入數紙 連同本表格) 

 

捐款人資料: 

捐款收據抬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團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在背頁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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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 年度計劃捐款及贊助表格 

 

你在這表格填寫的個人資料只會用作與你交代捐款用途及有關項目進展、以及寄發收

據之用。 維護家庭基金將會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所列載的最新規定，如

未得你的同意前，並不會使用你在這表格留下的個人資料作為以後基金內部將來其他

的通訊、籌款、作推廣其他活動/訓練課程邀請或收集意見的用途。即使你同意後，你

亦可隨時書面要求我們停止繼續使用你的個人資料。除作上述用途之外，我們將不會

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及轉讓你的資料予任何人士或組織。 

 

故此如你同意我們繼續使用這表格的個人資料作日後的通訊、籌款、作推廣其他活動/

訓練課程邀請或收集意見的用途，請簽署。 

     

如不同意有關安排，請在下格內  並簽署。 

 除用作今次捐款外，本人不同意 貴基金使用本人提供的個人資料作通訊、籌款、

推廣其他活動/訓練課程邀請或收集意見的用途。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更新: 26/3/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