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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 屆工展會 

參展社會企業(社企) 

 

展銷日期 
社企名稱 

(機構名稱) 

社企簡介 

(社企網站/Facebook) 
展銷內容 攤位編號 

11/12/2021-

13/12/2021    

(3 天) 

樂善堂佳宝營養膳食
中心 

(九龍樂善堂) 

為長者及有需要人士提供高質素的營養膳食服
務，包括： 

1. 為長者/有需要人士提供營養餐送遞服務 

2. 為上班族提供至「營」飯餐外賣服務 

3. 為企業/團體/學校提供節日到會服務 

(網站: https://www.lsteasymeal.org/index.php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lsteasymeal) 

銷售真空包裝熟食及多款中式
佳餚，例如蟲草花黨蔘燉雞、
烏雞淮山栗子湯、紅燒元蹄等 

4A-12 

11/12/2021-

13/12/2021   
(3 天) 

愛服飾．南亞創藝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
人中心) 

協助低收入的居港南亞婦女，發揮她們製作手工
藝品的技能與專長，為她們開創工作機會，幫補
家計，並融入社會 

(https://www.facebook.com/LoveMultiCultureHK/) 

銷售婦女手造特色產品、衣
物、飾物及日用品 

4A-13 

11/12/2021-

14/12/2021   
(4 天) 

第一熊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致力訓練殘疾人士，提升工作技能，也直接為殘
疾人士提供工作機會，讓他們重投就業巿場，發
揮所長 

(網站: https://www.hkchampionbear.com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kchampionbear/) 

銷售禮品，例如聖誕熊、絲襪
花、杯墊及御守 

4A-11 

https://www.facebook.com/lsteasymeal
https://www.facebook.com/LoveMultiCultur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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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銷日期 
社企名稱 

(機構名稱) 

社企簡介 

(社企網站/Facebook) 
展銷內容 攤位編號 

14/12/2021-

16/12/2021   
(3 天) 

健絡理療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為社會人士提供一站式的中醫診治、理療兼保健
推拿服務 

(網站: http://www.h-link.org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link.org/) 

推廣中醫診症、推拿，及其講
解服務 

4A-12 

14/12/2021-

17/12/2021   
(4 天) 

創業軒家園便利店 

(創業軒有限公司) 

主要售賣糧油食品及家居用品，提供廉價的日常
所需品 

(http://www.sepd.org.hkhttp://www.homemarket.hk) 

銷售糧油食品、飲品及日用品 4A-13 

15/12/2021-

18/12/2021   
(4 天) 

星星堂 

(安其兒有限公司) 

製作健康美食，確保少油、糖、鹽，以及無加入

防腐劑、人造色素等添加劑；並提供工作機會，
協助自閉症青年就業，融入社會，發展所長 

(網站: https://www.angelchild.com.hk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angelchild.com.hk/) 

銷售包裝食品、湯料及花果茶

等 

4A-11 

27/12/2021-

30/12/2021   
(4 天) 

http://www.sepd.org.hk/
http://www.sepd.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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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銷日期 
社企名稱 

(機構名稱) 

社企簡介 

(社企網站/Facebook) 
展銷內容 攤位編號 

17/12/2021-

19/12/2021   
(3 天) 

躍動力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透過一群經認可培訓的年青「專業長者體適能教
練」，以外展形式於不同地區提供一系列專為中
年或以上人士而設計的健體訓練服務 

(網站: http://yfitness.ywca.org.hk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ywcayfitness) 

銷售運動用品及長者健康用
品，及推廣健體訓練課程 

4A-12 

18/12/2021-

20/12/2021   
(3 天) 

土作坊 

(聖雅各福群會) 

售賣社區自製特色食品及日用品；為社區長者及
婦女提供就業及培訓機會 

(網站: https://groundwork.boutir.com 

Facebook: www.facebook.com/28536179094) 

銷售各類有機食品，例如手工
糖及手工餅、茶包及調味料 

 

4A-13 

19/12/2021-

22/12/2021   

(4 天) 

匡智社會企業部 

(匡智會)  

致力提供多元化的工作機會，例如烘焙，讓智障
學員在真實的工作環境中接受在職培訓 

(網站: http://hcseo.org.hk/index.php?lang=hk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cseo.org.hk) 

銷售包裝食品，如手製曲奇及
蛋糕 

4A-11 

20/12/2021-

23/12/2021   
(4 天) 

Coffee Bunnies 

(鄰舍輔導會) 

致力鼓勵青年人尋找自己的夢想，發展所長。提

供工作機會及在職培訓，培育青年企業。由一部
流動咖啡單車於區內派發咖啡發展成現時四大咖
啡服務，當中包括咖啡到會、咖啡產品、咖啡工
作坊及即將開業位於大坑的 CAFE 實體店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coffeebunnies.cafe/)  

銷售咖啡掛耳包、咖啡豆及冷
泡飲品 

4A-12 

http://yfitness.ywca.org.hk/
https://www.facebook.com/ywcayfitness
http://www.facebook.com/2853617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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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銷日期 
社企名稱 

(機構名稱) 

社企簡介 

(社企網站/Facebook) 
展銷內容 攤位編號 

21/12/2021-

23/12/2021   
(3 天) 

營康薈 

(香港復康會) 

售賣有機食品及健康產品；為殘疾人士及慢性病
患者提供就業及培訓機會，助他們重回就業市
場，自力更生 

(網站: livesmart.com.hk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livesmart.hksr)  

銷售復康用品、健康食品、飲
品，例如多種口味有機醋、有
機無糖小食及冷壓果片，及調
味品等 

4A-13 

23/12/2021-

26/12/2021   
(4 天) 

懷智匡業有限公司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以關懷及匡扶智障及其他殘疾人士的就業發展，

協助他們達致職業康復為宗旨 

（網站: https://www.wjhy.com.hk/tc/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waijihongyip） 

銷售由殘疾人士參與製造的手
工藝及天然環保產品 

4A-11 

24/12/2021-

27/12/2021   
(4 天) 

生活好點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
有限公司) 

售賣有機及天然食品和產品；推廣健康生活，為
青年人及基層人士提供就業及培訓機會 

(網站: https://healtholic.org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olicHK/) 

銷售食品及健康產品，例如蔬
果脆片、有機米、中式湯包茶
包及健康沖劑等 

4A-12 

http://livesmart.com.hk/
https://www.facebook.com/livesmart.hksr
https://www.wjhy.com.hk/tc/
https://www.facebook.com/waijihongyip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oli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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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銷日期 
社企名稱 

(機構名稱) 

社企簡介 

(社企網站/Facebook) 
展銷內容 攤位編號 

24/12/2021-

27/12/2021   
(4 天) 

基層醫療健康檢測中
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
處) 

於社區設立流動的基層醫療點，提供非入侵性個
人健康評估及檢測服務，包括視力、聽力、心電
圖、血糖分析及腦退化檢測，並舉辦玩具訓練班
以改善長者心理健康、生活質素及認知能力，及
健體班教授基本運動技巧。項目為戒毒人士提供
工作及培訓機會。 

(網站: www.hcpchk.com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CPCHKLSS) 

推廣健康評估及檢測服務，及
銷售電子儀器 

4A-13 

28/12/2021-

30/12/2021   

(3 天) 

一站照護 

(保良局) 

提供護理服務、租售復康護理用品、回收二手復

康器材等服務，讓有需要的人士能得到合適的設
備，維持有質素的生活 

(facebook.com/plkrehabone) 

銷售復康用品、日用品、湯包
和小食等 

4A-13 

28/12/2021-

31/12/2021   
(4 天) 

綠家居 

(仁愛堂有限公司) 

售賣對環境友善的食品和飲品，如有機蔬菜、有

機食品、環保產品及有機禮品服務等；推廣綠色
及有機生活模式，為新界西的婦女及基層提供就
業及培訓機會 

(https://ghse.yot.org.hk/) 

銷售有機及天然食品，例如有

機米麵、有機零食及健康飲品
等 

4A-12 

http://www.hcpchk.com/
https://www.facebook.com/HCPCHKLSS
http://www.facebook.com/plkreha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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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銷日期 
社企名稱 

(機構名稱) 

社企簡介 

(社企網站/Facebook) 
展銷內容 攤位編號 

31/12/2021-

3/1/2022   
(4 天) 

Cedar Workshop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為企業、非政府組織及公共機構等度身設計具長
遠效益的團隊培訓計劃及體驗式活動，亦與不同
院校及教育團體合作，讓學生透過參與體驗式活
動和教育營，學習欣賞不同人士的才能及接納他
們的需要，建構共融意識 

(https://cedar-workshop.com) 

銷售木製產品，例如杯墊、燈
盒及飾物等 

4A-13 

31/12/2021-

3/1/2022       

(4 天) 

天天加油站 

(加油香港基金有限公
司) 

為非牟利機構、企業及受惠對象提供優質平價而
有意義的產品及團體購買服務；並提供就業機會
及職業培訓予本地青年及婦女 

(https://www.facebook.com/daydaygoods/) 

銷售糧油食品、有機食品、文
創產品及提供創意行銷企劃 

4A-11 

1/1/2022- 

3/1/2022       
(3 天) 

創亮香港 

(明概念顧問有限公司) 

為社企提供創新品牌年輕化形象設計及市場推廣

活動一站式的服務。同時建構結合創意相關產業
鏈的人才培訓平台，培育有意發展創意事業的青
少年，為踏上職場的青少年作好裝備 

(網站: http://www.goodvibeshk.com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GoodVibesHK.SE) 

銷售文具、服裝、配飾及玩具 4A-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