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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EIC EOL“善終-社企” 先導計劃其中“癌症康復者服

務癌症病人”，與香港大學行為健康中心合作，由港大學

生幫助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癌症病人製作“生命相

簿”項目隨著本月召開記者招待會後已完滿結束。 

 

HKSEIC “音樂在社區社企”甚獲民政事務局認同，將會

繼續努力在 18 區展開 , 現在社企琴行及社企音樂老師分

佈於元朗 , 屯門 , 黃大仙 , 荃灣 , 深水埗及天后。 

 

HKSEIC 很榮幸得到发展局局長陳荗波會計師太平伸士的

支持並繼續擔任董事局顧問。 

 

目前，HKSEIC 正探討成立“美容及美甲社企”為弱勢社

群提供就業機會。 

 

最令人鼓舞是“利希慎基金”捐款 90 萬港幣為期 3 年支

持 HKSEIC“癌症康復者服務癌症病人”先導計劃，將會

在東區醫院及瑪麗醫院首先推行。 

 

主席行踪 

在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企業家學會舉行兩場演講，繼而有

10 位同學參與 HKSEIC 為期一個月實習課程；於嗇色園管

理層推修會作“社企”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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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EIC 顧問局 
 

 陳志輝教授 SBS JP  

 陳建民教授 JP 

 陳茂波會計師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局長 

 陳達文博士 SBS JP 

 任燕珍醫生 BBS JP 

 

HKSEIC 董事局 
 

 主席: 

 嚴俊民會計師  BCJ (Hon) MBA  MPHIL (HKU) 

FFA CIA PMP MCIM MIMGT   

嚴氏企業顧問公司 – Chartered Consultant 

(Accountant & Marketer)  
 

 秘書: 

 方燕翔律師 LLB (Hon) China-Appointed 

Attesting Officer  

方燕翔律師事務所 
 
 

HKSEIC 陪月社企執行委員會  
 

 戴澤民醫生  MBBS(HK) FRCOG(UK)  

FHKCOG FHKAM(O&G) 

 

陪老陪診社企 委員會  
 

 彭美慈教授 RN DN BPhil MSc PhD 

 袁国礼医生 MBChB MRCOphth FCOphthHK 

F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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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發展戰略委員會 

 
 李婉媚醫生 MBBS(Hon) MPH(Distinction) FRCS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吳美玲女士 MSC MsocSc 
 

 
 

活動及推廣委員會   

 

 李婉雯小姐 BBA MBA MHKIM MPRPA 

 李焯明先生 BCOM MSC 

 
 

護理委員會  
 

 路婉儀小姐 RN BSc Nursing 

 
  

行政辦公室 

 
 郭辰靜 B.Eng MSc 

 劉欣茹 BSc MSc 

 曾彩霞 Bsc M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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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社企 

陪月社企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PYNEH)  

 威爾斯親王醫院(PWH)  

 伊利沙伯醫院 (QE)  

 瑪麗醫院 (QM)  

 廣華醫院(KWH) 

 瑪嘉烈醫院 (PMH) 

 基督教聯合醫院(UCH) 

 屯門醫院 (TMH) 

 

陪老陪診社企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瑪麗醫院 

 北區醫院 

 

癌症康復者服務癌症病人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瑪麗醫院 

 

善終社企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律敦治醫院 

 瑪麗醫院 

 北區醫院 

 屯門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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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哪裡？ 
 

HKSEIC 社企辦公室 

 
香港上環永樂街 121 號永達商業大廈 8 樓 C 室 
 

HKSEIC 中心 

 
 HKSEIC 善終社企辦公室 

香港九龍紅磡必嘉街 1 號地舖 

 

 HKSEIC 中醫中心 

三好堂中醫藥診所 

香港九龍佐敦彌敦道 335 號 9A 高醫務中心 
 

   HKSEIC 輔導中心 

全備生命動力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尖沙咀嘉連威老道 41C-41D 號嘉威大

廈 15B. 

 

 HKSEIC 歐陸餐廳 
Patio 88 

香港上環永樂街 50 號昌盛大廈 4 樓 

 

我們是誰？ 
 

嚴俊民會計師 – 創會主席 
 

12 月報告 
 

倡導社會企業: 

 香港美容美髮協會 
 

午餐邀請: 
 Kidsquare Learning Centre 

 香港女律師協會 

 鏡報  

 嗇色園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香港社企高峰會大學校長午餐會 
 

晚餐邀請: 

 香港社會康復和犯罪預防協會  

 香港社企高峰會-香港社會企業家晚餐會 

  

榮譽講者: 

 中國社會企業家中心香港科技大學分會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系 

 

關於 HKE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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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捐贈 
 

可通過以下方式捐款: 
 

香港社會企業策劃有限公司 

恆生銀行賬戶: 024-787-222934-883  

 

 

辦公地址: 香港德輔道中 54-58 號軟庫中心 5/F. 

 

NGO 地址: 香港上環永樂街 121 號永達商業中心 8

樓 C 室 

 

電話:  2152 1928     

傳真:  2152 1929  

移動電話： 9819 9021 

電子郵箱:  raymond@seic.hk   

官方網頁:  www.sei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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