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 :, 伙伴倡自強
Enhancing 
Self - Reliance 

. 

. . . 
. 

1I 
\ 

. 
. · . 

營運社企一覽表
	

匯聚社區不同力量 

以多元及精彩模式  提升弱勢社群 


www.esr.gov.hk 

www.esr.gov.hk


飲食業及食品製作
社企名稱 機構 業務性質 電話 地址 網址

甦爐 明朗服務有限公司 「甦」指更生人士改過自新，而麵包店裡之 2877 8133 沙田火炭坳背灣街61-63號盈力工業中 www.brightservices.org.hk/
社企麵包咖啡店 焗「爐」，取其同音，寓意離開囚「牢」， 心11樓14-15室/柴灣大潭道188號興民 bakery

重新融入社區。「甦爐」售賣新鮮出爐麵包 邨興民商場停車場4樓404室 
餅點及提供訂製烘焙產品服務 

越老 樂天關懷行動有限公 提供越式餐飲服務，為長者提供就業機會 2899 0733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385號平安大廈1樓 www.everconcern.org.hk
司 20-24室 

營運社企一覽表

康姨小廚　　 康融服務有限公司 為顧客提供優質及多元化廣東小菜；適合家 
庭晚飯、朋友聚餐及宴客之選，以提供不同

2386 1877 九龍紅磡高山道77號高山劇場（舊翼） 
1樓 

www.hongyung.com.hk

就業機會予低收入人士及殘疾人士等弱勢社
群，讓他們能發揮潛能 

安其兒
有限公司　　

安其兒有限公司 製作健康美食甜品等，確保少油、糖、鹽和 
無防腐劑及人造色素等添加劑；協助自閉症

5547 0026 新界葵涌華星街12-14號華星工業大廈 
23樓1室 

angelchild.hk

青年就業，發展所長 
公平婦作　　 公平棧有限公司 自設食品工場生產「細味公平」品牌的公平 

貿易、有機健康食品，並提供就業機會予弱
2805 2336 新界葵涌葵喜街13-29號永恒工業大廈 

1310室 
www.fairtasteshop.com.hk

勢婦女 
好．廚房　　 香港聖公會恩澤服務

管理有限公司
以健康、環保及創新為主題的食物工場，提 
供有營飯餐、到會服務及節慶食品予學校及

2541 7031 九龍觀塘開源道55號開聯工業中心 
B座4樓3A室 

www.goodkitchen.com.hk

機構，為弱勢婦女及待學待業青年提供工作
機會，增加社會資本 

悠閑閣餐廳　
（屯門店）

香港循理會社會服務
部

悠閑格調的餐廳，提供西式、港式及東南亞 
美食，為弱勢婦女提供工作機會，使其成為
社會資本 

2682 2230 新界屯門良德街11號寶怡商場地下 
33A舖 

www.se.fmchk.org

悠閑閣餐廳
（洪水橋店）

循理會屯門青少年綜
合服務中心 

特色餐廳裝潢，提供多元化西式餐飲、精選 
蛋糕及香濃咖啡 

2715 8855 新界元朗洪水橋洪堤路雅珊園1座地下 
7 號舖 

www.se.fmchk.org 

悠閑閣餐廳
（柴灣店）

循理會屯門青少年綜
合服務中心 

提供酒店式的意大利粉套餐、精選蛋糕及香 
濃咖啡 

2499 9877 香港柴灣利眾街24號東貿廣場6樓 www.se.fmchk.org

良膳廚坊 香港循理會 經營外賣食物、到會、筵席及承包膳食等服 
務的食品工場，為學校、團體及市民提供服

2466 9800 新界屯門建泰街6號恆威工業中心A2 
座5樓6至8室 

www.se.fmchk.org 

務 
樂融融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有限公司 
提供各款有營中西美食及特色套餐，亦設有 
到會服務及宴會派對場地租借服務 

3511 0702 新界屯門震寰路82號康恩園地下 pgr.skhwc.org.hk 

園景軒餐廳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以特色餐飲、長者就業為主題的西式餐廳， 
提供早餐、午餐、下午茶、餐廳包場及派對

3476 1390 香港中環麥當勞道1號6樓 gvl.ywca.org.hk

食物到會服務 
活力咖啡店 香港復康力量 於北大嶼山醫院提供優質的膳食服務 3488 8774 新界大嶼山東涌松仁路8號北大嶼山醫 

院1樓 
www.hkrp.org

鞍山茶座 馬鞍山民康促進會 經營港式茶餐廳 2633 0333 新界沙田馬鞍山恒泰路23號 mos.hk/cafe 
青新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

會 
提供西日料理、港式美食及度身訂造餐飲服 
務，如團體訓練日、派對、BBQ、烹飪班等 

2420 0266 新界葵涌葵盛圍32-40號香港中華基督 
教青年會新界會所 

www.ymca.org.hk

生生社企餐廳 生生慈善基金有限公
司

餐廳主打中價FUSION美食，設有私人貴賓 
房，適合舉辦不同推廣活動、團體會議及私

3709 6878 香港灣仔交加街7B號囍匯5座1字樓 www.nlcf.org.hk

人派對 
濤記正宗海南文昌雞
專門店（時光寶樓）

家庭網絡發展中心有
限公司 

提供優質食品餐飲服務 2868 3981 九龍土瓜灣浙江街22號地下1及2號舖 
-

大角咀麥太 東華三院 售賣健康糖水、甜品及麥兜精品，並提供家 
務助理服務及陪診服務 

2392 2991 九龍大角咀海輝道11號奧海城一期高 
層11號 

tkt-mrsmc.tungwahcsd.org

陽光社會企業—健怡
速遞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為航膳提供蔬果加工及刀叉包裝服務 2988 1489 新界大嶼山東涌道420號東涌社區服務 
綜合大樓2樓 

www.oiwa.org.hk

大埔海傍露天茶座消 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 設週末及假日海旁露天雅座，售賣港式小食 2653 0188 新界大埔海濱公園海濱長廊盡頭公眾 www.ntascs.hk
閒計劃─晴天茶座 務基金 及飲品 碼頭 

/

 博愛Cafe 博愛醫院 經營休閒咖啡店 3158 0616 新界天水圍天恒邨停車場大樓A翼5樓 
2號單位 

www.pokoi.org.hk

天晴茶座 保良局 提供餐飲及到會服務 3464 0935 新界天水圍天晴邨天晴社區綜合服務 
大樓507室 

rehab.poleungkuk.org.hk

龍城麵包工房 烏都鄰舍中心有限公
司 

售賣麵包蛋撻、蛋糕、曲奇及提供到會服務 2142 8181 / 
9494 6904 

新界葵涌大白田街37號地舖 www.breadbunch.com 

暖心麵包 工聯會職業發展服務
處有限公司 

製作具特色、高質素及健康的麵包、西餅及 
曲奇等，並提供零售及團體訂購服務 

2450 4358 新界屯門石排頭路5號地下E3舖 
-

樂農 香港影視明星體育協
會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提供多種特色健康素食及餐飲，聘用年長待 
業、退休及聽障人士 

2529 3338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99號彰顯大廈1樓 www.happyveggies.hk 

Ateen 社企素食食堂 大覺福行中心有限公 為上班人士提供健康素餐及外賣飯盒，晚間 2776 6290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489-491號香港工業 www.ateen.com.hk 
司 會提供精緻的私房菜 中心A座2樓A13室 

樂「膳」堂營養膳食
服務中心 

九龍樂善堂 為長者或有需要人士提供營養餐送遞服務， 
上班族外賣服務及派對到會服務等 

2334 5009 九龍土瓜灣道94號美華工業中心A座 
11樓16B室 

www.lsteasymeal.org 



零售業
社企名稱 機構 業務性質 電話 地址 網址

「創業軒． 　　　創業軒有限公司 提供價格相宜的日常用品及糧油食品予低收 3541 9926 九龍觀塘瑞和街138-164號合和大廈地 www.sepd.org.hk
家園」便利店 入人士、長者、殘疾人士、新移民、少數族 下5號舖 

裔等，同時創造就業機會予弱勢社群 
天天加油站 加油香港基金有限公 運用社區物流的創新業務模式，為天水圍及 2328 3381 新界天水圍港鐵站23-24號舖 www.agentofchange.hk

司 元朗的街坊提供廉價優質的日常必需品，為
弱勢婦女、待學待業青年等提供工作機會 

樂施商店 樂施會 售賣公平貿易貨品以及本地社企產品，為弱 2522 1765 中環康樂廣場1號怡和大廈低層8號鋪 www.oxfam.org.hk
勢婦女、失業人士、新移民及少數族裔等弱
勢社群創造就業 

「樂協」 明途聯繫有限公司 為不同協會、專業團體及機構的會員、員工 2264 8027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23-425號嘉年華 www.mentalcare.com.hk
社團優惠坊 （香港心理衞生會附 及市民大眾提供優惠的產品，包括健康食 商業大廈2樓
	

屬公司） 品、生活百貨、餐飲現金劵、個人護理品、
各類禮券及香港觀光景點入場門票等 

「卓思廊」 明途聯繫有限公司 售賣復康及保健用品零售店 3974 5027 九龍觀塘協和街143號地下 www.mentalcare.com.hk
復康生活幹線
協和街）（

（香港心理衞生會附
屬公司） 

「復康速遞」直銷業 明途聯繫有限公司 為長者、長期病患者及復康人士提供「一站 8206 6160 九龍觀塘偉業街181號盈達商業大廈 www.mentalcare.com.hk
務 /「卓思廊」復康
用品專賣店（觀塘直
銷門市）

（香港心理衞生會附
屬公司） 

式」及「直接到戶」的復康用品家居送貨服
務，透過零售店、網上商店rehabexpress.
com.hk及《復康速遞》雙月刊推廣 

11樓A室 

好盞 婦女服務聯會有限公
司 

提供有機、健康及天然食品與飲品，亦為客 
人度身訂造有機禮品籃 

2489 9973 新界葵涌石蔭路75號金祿樓2樓 www.wsa-eshop.org 

綠家居 仁愛堂 銷售環保產品及健康食品，亦為客人訂造有 
機禮品籃，並提供家居和辦公室環保清潔服

3541 9966 新界屯門啟民徑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 
體育中心地下 

www.yot.org.hk

務 
樂群健康速遞 樂群社會服務處 售賣健康食品和保健用品 2169 0199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地 

下4室 
www.lok-kwan.org.hk

生活 . 好點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
有限公司

專營天然有機健康產品，提供零售及批量訂 
購，推廣健康生活習慣 

2210 7077 新界沙田白石角香港科學園第二期尚 
湖樓地下S038舖 

www.good4life-skhsch.org. 
hk

活力復康用品中心 香港復康力量 銷售復康用品及器材、健康用品及輔助產品 2533 6800 / 
3471 7000 

九龍新蒲崗爵祿街33A-37A號百勝工 
廠大廈5樓B2室 

www.hkrp.org 

華康復康用品直銷中
心 

香港復康會 以銷售復康用品為主的網上商店及直銷中心 2534 3534 九龍藍田復康徑7號香港復康會藍田中 
心地下08室 

dsc.wahhong.hk

營康薈 香港復康會 零售優質健康食品和產品 2717 2727 九龍油塘高超道38號大本型228號舖 www.livesmart.com.hk 
婦裕坊
 香港婦女動力協會有 售賣糧油食品及家居用品 2628 3121 新界元朗俊賢坊28號安基大廈2樓 -

限公司
家家好 沙田婦女會 小型超級巿場，主要售賣糧油雜貨、日用 

品、飲品、生果及零食等 
2633 3390 新界馬鞍山耀安邨耀和樓27-32號 www.swa.org.hk 

東華東院便利店 香港復康諮詢協會有
限公司

復康用品及鴻福堂產品零售店 3580 0709 香港銅鑼灣東院道19號東華東院地下 
（眼科大樓） 

www.hkrehabright.org

土作坊 聖雅各福群會 專售生態小農作物，社區自製特色食品及日 
用品，提供有機食物包裝加工服務，宏揚社

2116 1106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74A地下 greenshop.sjs.org.hk 

區生態文化，零售批發皆可 



農社330—大圍店 新生精神康復會 售賣新生農場種植的有機蔬菜及多款健康食 2698 9555 新界沙田港鐵大圍站大堂20-21號舖 www.nlpra.org.hk 
品，推廣身心靈健康 

益群愛心超市 九龍社團聯會社會服 小型超市提供零售及團購服務 2395 5996 九龍深水埗窩仔街石硤尾邨20座地下 
-

務基金有限公司 103號舖 
7-11有你份 元朗大會堂賽馬會元 7-11特許專營店，提供零售服務 2442 7613 新界元朗媽廟路12-42號永發大廈地下 

-
朗青少年服務中心 L舖 

女工合作小賣店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售賣小食、糖水、健康粥，提供集體訂購有 2994 3838 新界沙田中文大學本部范克廉樓地庫 
-

中文大學）（  機蔬菜及廉價影印服務 
愛服飾．南亞創藝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 銷售南亞時尚首飾及服裝，提供南亞文化興 2423 5062 九龍油塘大本型2樓K1 www.facebook.com/ 

人中心 趣班、到場Henna手繪服務及南亞文化主題 LoveMultiCultureHK 
攤位、特色產品及紀念品，以及少數族裔文
化認識團 

融藝工房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 承接各類布藝訂單，包括宗教服飾製作、個 2409 2380 /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濤樓地下127-144號 www.skhlmc.org 
人中心 人及公司改衣服務、個人服飾制作、布藝起 2436 2977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 

辦、公仔服飾制作等，並定期舉辦車縫布藝
課程教授紙樣剪裁車縫製作 

創意方塊 東華三院 以格仔舖及民間士多的營運模式，提供手創 2392 2133 / 九龍尖沙咀碼頭小賣亭 creativecube.tungwahcsd. 
作品寄賣服務 2366 9109 org

手晴家 新福事工協會有限公 提供絲網花和編織品的設計、製作及銷售， 3955 1530  新界屯門南豐工業城第四座13樓1301 www.3hhandicraft.hk 
司 輔以手工藝興趣班 室 

松藝廊 匡智會 提供由智障人士全人手製作的陶瓷產品，服 2689 1309 香港新界大埔南坑頌雅路松嶺村松藝 www.pinegallery.hk 
務對象為大眾及企業 廊 

裝修及家居服務
社企名稱 機構 業務性質 電話 地址 網址

母嬰康逸協會 母嬰康逸協會有限公 建立關懷網絡，聘任中年失業婦女成為陪月 2790 0383 九龍觀塘巧明街106號冠力工業大廈 www.mbaby.org 
有限公司　　 司 指導員，為新一代準媽媽提供產前產後護理 802室

及照顧，解決社會需要 
Y Senior Care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為長者提供跨專業、多元化及優質的家居照 5539 4124  九龍窩打老道山文福道5號2樓 se.ywca.org.hk
照顧易長者 顧及復康服務，全面支援長者及照顧者的需
家居照顧服務 要 
好幫手一站服務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為家居、企業及機構客戶提供清潔、護理及 2321 1073 九龍黃大仙下邨龍康樓地下101-102號 www.hhonestop.org 

有限公司 陪診服務 
好當家家居服務 東華三院 提供家務助理、陪診及長者照顧服務，為沙 2699 4100 新界火炭樂景街2-18號銀禧花園第三 vhomes.tungwahcsd.org

田區人士提供一站式家庭支援 至第四座平台 
家居易一站式物業支 樂群社會服務處 提供一站式家居服務，包括裝修、搬運、滅 8102 1212 九龍土瓜灣馬頭圍邨夜合樓地下109室 www.lok-kwan.org.hk 
援服務計劃 蟲、家居及商業用戶清潔等服務 
（土瓜灣） 



營運社企一覽表

家居易一站式物業支 樂群社會服務處 提供一站式家居服務，包括裝修、搬運、滅 8102 1212 新界大埔太和邨太和鄰里社區中心地 www.lok-kwan.org.hk
援服務計劃 蟲、家居及商業用戶清潔等服務 下 

） 大埔區
管家易家居服務 長者安居協會 提供一站式到戶家居服務，包括家務清潔、 2345 4455 九龍何文田愛民廣場二樓S2 www.ezhome.com.hk 

長者照顧及健康護理等 
妥安心—家居照顧服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 為離院及有需要人士提供陪診、護送、家務 3590 9220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義樓101-103室 www.homecare.org.hk
務 會服務部 助理、家居看顧、個人護理、復康運動和陪

月服務 
錦華設計工程有限公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提供住宅、商店、公司、學校、大廈、教堂 2533 1228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112號12樓 

-
司 有限公司 等裝修或維修工程服務 
銀髮社  銀髮社有限公司 提供緊急召援系統 （平安鐘）服務給有需要的 3525 1655 新界屯門河田街7-9號冠華鏡廠（第六）www.elderlyassociation.org 

長者 工業大廈1座7樓C室 

（

種植及旅遊
社企名稱 機構 業務性質 電話 地址 網址

港合作　　 繁承國際有限公司 「港合作」以先進農業技術生產和銷售新鮮 5317 5621 新界上水長瀝村DD100 Lot 216 
有機蔬菜，以及舉辦工作坊及導賞團來推廣 

-
農業，並為待學待業青少年、戒癮復康者等
弱勢社群創造就業 

東涌港青綠機田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提供悠閒農耕樂（租地自耕）及綠色工作坊 3480 7883 新界大嶼山東涌松逸街6號 www.tc.ymcahk.org.hk/
活動，由農場大使作耕種導賞及講解，並銷 organicfarm 
售由區內人士種植的有機農作物 

圓玄"綠色創富"社會 圓玄學院 出售各類花卉及盆景，並提供園藝工程及園 2493 4600 新界荃灣三叠潭圓玄學院正門旁 www.greenwealth.org.hk 
企業有限公司 藝保養服務 
綠韻農莊 新機有限公司 提供有機蔬菜生產及共同購買直銷服務，亦 2430 2662 農場︰新界粉嶺鶴藪DD76 Lot749 www.noty.org.hk

會提供綠色耕種教育、訓練、導賞及顧問服 訂購部：新界屯門青海圍8號屯景大廈
務 地下F2號閣樓 

大澳文化生態綜合資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提供大澳旅遊諮詢及導賞服務以及售賣大澳 2985 6310 新界大嶼山大澳永安街61-63號地下 cerc.ywca.org.hk 
源中心 特色紀念品 www.facebook.com/ 

ywcacerc
大埔海濱休閒生態水 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 提供代訂預約花船遊服務，遊覽吐露港及三 2653 0188 新界大埔海濱公園海濱長廊盡頭公眾 www.facebook.com/ 
陸墟 務基金 門仔，舉辦漁船模型展覽，設立短期創業攤 碼頭 sealandmarket 

位 
鯉「賞」空間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提供鯉魚門社區導賞服務 8101 1727 九龍觀塘鯉魚門安里西村99號 www.facebook.com/ 

culturaltourinleiyuemun 
BiciLine單車生態旅 東華三院 為團體提供特色單車生態導賞團、私人派 2478 3880 新界元朗宏業東街27號麗新元朗中心2 biciline.tungwahcsd.org
遊社會企業 對、團隊培訓及度身訂造活動等，由青年導 樓13室 

賞員帶領客戶暢遊本港多個生態、文物和歷
史景點 

拉闊自然專業生態導 西貢區社區中心 提供有特色的生態、地質旅遊導賞服務 8200 0248 新界西貢美源街8號 www.livenature.com.hk 
賞 
本區文化．賞．影中 兆置區居民協會 提供鄉村文化及生態專業攝影導賞團服務， 2321 5886 / - ecvchk.strikingly.com
心 策劃團體訓練安排，並開辦專業攝影課程及 2321 5653 

攝影服務 



環保 / 二手店業務
社企名稱 機構 業務性質 電話 地址 網址

心晴市集　　
（天水圍
港鐵站分店）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有
限公司

推動香港社會環保概念，售賣優質二手時裝 
飾物，及扶助弱勢社群就業和幫助情緒病康
復者重投社會 

2566 8188 新界天水圍港鐵站 T IS 28號舖（大堂收 
費區內） 

www.jmhf.org

元朗勵行站 基督教勵行會 售賣全新或二手貨品，包括衣物、飾物、玩 
具、鞋履、手袋、書籍、小型電器及家品等 

2253 7728 新界元朗天福路天水圍西鐵站TIS 25 
號舖（入閘區，近C出口） 

www.christian-action.org. 
hk/2clothes

屯門勵行站 基督教勵行會 售賣全新或二手貨品，包括衣物、飾物、玩 
具、鞋履、手袋、書籍、小型電器及家品等 

2618 7783 香港新界屯門屯喜路2號屯門柏麗廣場 
301舖 

www.christian-action.org. 
hk/2clothes 

九龍城勵行站 基督教勵行會 售賣全新或二手貨品，包括衣物、飾物、玩 
具、鞋履、手袋、書籍、小型電器及家品等 

2618 5626 九龍九龍城土瓜灣道323號奕賢大廈9 
號舖 

www.christian-action.org. 
hk/2clothes

綠色小腳板 香港明愛 透過成立二手嬰兒用品售賣平台回收嬰孩用 
品，經過翻新，將可用物資再次重用及出售 

3426 4584 / 
6500 6982

九龍青山道489-491號香港工業中心C 
座3樓15A室 

greenbaby.caritas.org.hk

屯門家品店 救世軍 銷售及回收由熱心人士捐贈之二手物品，包 
括書籍、文儀用品、家庭用品、衣服鞋履及

2618 2241 新界屯門置樂花園41-42號舖 www.salvation.org.hk 

精品等 
數碼坊 救世軍 回收及售賣二手電腦及零件 3595 2320 / 

3595 2321 
香港灣仔救世軍街六號教育及發展中 
心102室 

www.salvation.org.hk 

悠閒坊 香港仔坊會社會服務 回收及售賣二手家居消閒產品 2552 5992 香港香港仔大道180號B地下 www.aka.org.hk/ 
環保精彩大道 青年天地發展基金有

限公司 
提供環保回收及衣物送贈服務 2453 3010 新界屯門大興邨興昌樓地下8號 www.rtgn.org 

個人及美容服務
社企名稱 機構 業務性質 電話 地址 網址

健絡理療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有限公司

提供一站式中醫診治及推拿療理服務 2172 6328 九龍觀塘巧明街111-113號富利廣場 
1203室 

www.h-link.org 

復健理療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有限公司 

為長期病患者及痛症康復者，提供一站式中 
醫診治、按摩推拿服務 

2743 1617 新界葵涌麗瑤邨麗瑤商場RT1舖 rehab-link.org 

＂水雲澗＂足健坊 仁愛堂 提供專業按摩服務，包括足底、頭肩頸、全 
身按摩、瑞典式推油及淋巴排毒按摩 

3617 9115 新界屯門置樂花園2座地下30-31號 www.yot.org.hk 

悅己坊美容服務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
處 

提供優質美容及按摩服務 6213 1423 九龍長沙灣幸福街1號1樓 www.bokss.org.hk/ratoon-
beaute

青心坊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為工商機構及安老服務單位提供度身訂造到 
戶按摩服務，包括推拿、頭肩頸及足底按摩
等 

2745 5185 新界葵涌麗瑤邨貴瑤樓地下 ce.ywca.org.hk/index.php 

躍動力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提供「外展式」專業健體訓練服務 3974 5279 / 
5222 7017

香港中環麥當勞道1號1樓103室 yfitness.ywca.org.hk 

創健堡 救世軍 為退休人士及僱員提供健體課程及物理治療 
運動 

2667 3183 九龍觀塘宜安街31號宜安中心1樓A室 ssd.salvation.org.hk 

Project HOME 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開設長者日間中心，並提供外展家居及院舍 
護理服務 

3580 2678 香港北角英皇道60號康福園1樓A室 www.se-ngo.org 

康復一站通 保良局 出租及銷售二手及全新復康用品、出售護理 
用品、提供專業服務及到戶家居照顧服務 

2422 1233 新界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 
心1613室 

www.poleungkuk.org.hk 

健美良坊 樂群社會服務處 提供專業個人護理服務，包括美容、美甲、 
全身及足底按摩等，提供外展按摩服務，並
售賣美容及健康產品 

2855 1611 香港堅尼地城石山街12號社區綜合大 
樓13樓B室 

www.lok-kwan.org.hk

悅麗居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
人中心

提供美甲服務 3709 2798 新界葵涌葵富路7-11號葵涌廣場3樓17 
號舖 

www.skhlmc.org



商業支援服務
社企名稱 機構 業務性質 電話 地址 網址 

Alchemist　 Alchemist Creations 以社會創新為本的創意品牌，把鋁罐升級再 2512 2028 香港中環鴨巴甸街35號元創坊S212室 www.alchemisthk.com 
Unique　　　 Co., Ltd 造為藝術品。它夥拍本地工場，為弱勢人士

提供訓練及就業機會 
樂言社動畫及 樂言社教育基金有限 提供電腦圖像及數碼繪圖等專業培訓課程， 3704 7782 香港荃灣海盛路3號TML廣場D座17樓 www.actplus.hk
媒體工作室 公司 亦會為客戶提供動畫及多媒體製作服務及不 1室 

定時推出創意及文化推廣活動 
明朗服務有限公司— 明朗服務有限公司 為展覽會組織機構提供一條龍式套餐服務， 2877 8133 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61-61號盈力工 www.brightservices.org.hk 
展覽全方位 包括展覽攤位架裝拆、傢俱、桌椅、臨時人 業中心11樓14-15室 

力資源、運輸及儲存服務等 
Smart Exhibition 明朗服務有限公司 統籌展覽活動，包括展銷會、招聘會、作品 2877 8133 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61-61號盈力工 smartexhibition.hk 
Project 展等；提供展覽攤位、屏風、展板、帳篷及 業中心11樓14-16室 

其他相關裝置租賃 
青雋項目策劃公司 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 提供項目策劃及製作、流動舞台展覽車出租 3970 7913 香港柴灣道238號青年廣場803-806室 www.y-power.hk 

有限公司 及提供人手支援 
時代媒體創意有限公
司

新生命動力協會有限
公司

提供廣告、推廣或展覽專業製作服務 3621 0622 九龍九龍灣宏開道13號景發工業中心 
11樓1室 

-

青年天地活動製作室 青年天地發展基金有 提供嘉年華及節日活動製作 2453 3010 新界屯門大興邨興昌樓地下8號 hkywf.org.hk/se 
限公司 

B.Net—節日活動及 香港基督少年軍 提供節日活動及項目策劃服務，為團體度身 2711 6098 新界馬灣珀欣路33號挪亞方舟2樓臻訓 anchorhouse.bbhk.org.hk
項目策劃 訂造具特色的大型活動項目及康樂消閒活動 中心 
演藝動力製作服務 香港青年演藝教育基 提供專業舞台的製作服務，包括台、燈、 3913 0606 / 九龍紅磡鶴園街2G恆豐工業大廈一期

地有限公司 聲、光及項目策劃，為本地及海外藝術表現 
者提供支援，以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本地創意

6288 7021 7樓A室 
-

工業 
香港翻譯通服務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 提供20種語言的傳譯及翻譯服務，包括到 2423 5101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1樓113室 www.hk-translingual.com 

人中心 場、電話及視像傳譯服務，以及文字翻譯服
務 

Jabbok IT Solutions 雅博慈善基金會有限 提供專業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資訊科技支 3971 8123 新界荃灣沙咀道11-19號5樓16室 www.jabbokit.com 
公司 援、網站與電郵託管及應用程式開發 

WAFA—網惠人人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提供無障礙網站及相關數碼科技的測試及顧 3996 0760 九龍觀塘鴻圖道16號志成工業大廈12 wafa.hkbu.org.hk 
問服務 樓1202室 

土炮設計 文化葫蘆有限公司 提供品牌形象設計、平面設計及文化創意展 2780 0286 九龍觀塘大業街3號榮泰工業大廈11樓 www.huluhk.org
覽策劃及統籌服務 全層 

藝全人創作有限公司 香港展能藝術會 藝全人為展能藝術家代理人，透過應用其藝 2570 7161 香港銅鑼灣福蔭道7號銅鑼灣社區中心 www.adamartscreation. 
術作品或表演，提供一系列藝術服務 4樓 com 

開心頻道（影視製作 開心頻道有限公司 為商業機構及慈善團體以至個人，提供優質 3690 8002 九龍觀塘巧明街115號柏秀中心5樓 www.funchannel.org.hk
社企） 的影視製作服務 A-B室 
樂善製作 九龍樂善堂 為不同的團體、學校、政府部門及公司等提 2334 5009 九龍九龍城龍崗道61號 www.lstdesign.org 

供一站式專業設計及多媒體製作服務 
MY Image Production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 提供數碼攝影、拍攝、影音、短片製作服務 3580 2884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702-704號合興大廈 myimage.cubc.org.hk/

務部 6樓E室 
一番裝潢設計 喜動社區發展網絡有 以營造健康環保的室內空間為方針，提供一 3758 5494 新界葵興工業街10至14號華發工業大 www.woodrite.com.hk

限公司 站式設計、裝修、訂造傢俬的服務 廈前座5樓1室 
新速遞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

中心有限公司 
為中小企工商戶和私人住宅提供小型包裹運 
送及特快速遞的點對點收費運送服務 

2669 0222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洋樓101-108號地下 
新界粉嶺嘉福商場地下12號舖 

-

群力人才網絡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為各行各業僱主、企業及機構提供臨時或兼 2321 1073 九龍黃大仙下邨龍康樓地下101-102號 www.cmanpower.org 
有限公司 職人手支援 



營運社企一覽表

藝術、表演及學習坊
社企名稱 機構 業務性質 電話 地址 網址

Cultural　　
Playground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
人中心

舉辦南亞特色文化玩樂體驗課程，讓參加者 
認識南亞文化，促進種族共融；亦為南亞婦
女提供就業機會 

2423 5062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1樓114室 www.skhlmc.org 

AS Production 協青社 提供音響、舞台、佈幕設置、燈光、電競運 
動製作、節目統籌以及如滑板、街舞、塗鴉

2568 1110 香港西灣河聖十字徑2號協青社賽馬會 
大樓3樓 

yokwan.e-c-shop.com

及 Band Sound等的表演 
我．概念節目策劃管
理 

香港基督教協基會有
限公司 

提供多元化的節目策劃及管理服務，如商場 
推廣活動、周年晚宴、表演、嘉年華會、節
慶推廣等 

3428 2588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702-704號合興大廈 
6樓E室 

eventmanagement.cubc. 
org.hk

豎琴之友 Friends of the Harp 
Ltd 

提供豎琴及場地租賃予豎琴老師，轉介音樂 
外展義工服務、豎琴老師及維修師予有興趣

2860 0701 九龍佐敦上海街42號忠和商業大廈1樓 
4室 

www.friendsoftheharp.org 

學習豎琴的人士 
音樂之都 社區公益基金會附屬 提供現場音樂演奏服務，協助學員進修音樂 2524 2882 九龍窩打老道79號帝國大廈4樓29室 www.lcda.hk

機構藝展國際 或參與考試，以及供應各類音樂器 
舞導館 香港青年協會 提供舞蹈訓練課程，並舉辦大型表演及比賽 

項目 
2715 0424 / 
2713 1002 

九龍土瓜灣馬頭圍邨玫瑰樓107-109室 fr.hkfyg.org.hk/ 
projectdance 

智樂遊戲萬象館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透過開館式自由遊戲的概念，設計不同的遊 
戲區，讓兒童體驗遊戲，享受遊戲 

2650 2607 新界大埔太和邨亨和樓地下117-125室 www.playscope.org.hk 

想創里 香港基督少年軍 籌辦及製作不同形式的歷奇節目，包括: 低結 
構繩網、馬灣導賞、定向遊蹤、團隊競技等 

3411 8811 新界馬灣珀欣路33號挪亞方舟2樓臻訓 
中心 

anchorhouse.bbhk.org.hk 

演藝動力計劃 新生命動力協會有限
公司 

提供演藝和電影製作培訓課程 3576 3152 九龍九龍灣宏開道13號景發工業中心 
11樓1室 

www.lifeal.org 

師傅到 文化葫蘆有限公司 經營推動本土文化教育中心 2780 2283 九龍觀塘大業街3號榮泰工業大廈11樓 
全層 

www.huluhk.org

好聲 好聲服務有限公司 製作一系列簡單使用的發聲書本，推廣和保 
留香港本土文化，為長者提供娛樂 

3792 0879 九龍觀塘鴻圖道31號鴻貿中心26樓 
2602-03室 

www.soundsgreat.com.hk

查篤撐＂粵文化種＂
子計劃 

查篤撐兒童粵劇協會
有限公司 

與學校合作舉辦工作坊、粵劇班及老師工作 
坊；推廣兒童粵劇 

3488 4595 香港柴灣青年廣場3樓316室 www.chadukchanvg.org

其他
社企名稱 機構 業務性質 電話 地址 網址

千色裁藝　 樂群社會服務處 於香港自設製衣工場，為有製衣經驗的中年 2357 4255 九龍觀塘鴻圖道16號志成工業大廈 www.lok-kwan.org.hk
婦女及銀齡人士等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 6B室 
將寶貴製衣技術及知識傳承予年青設計師及
學生，亦為大眾提供高質素的訂衣服務 

晨星電單車行 香港晨曦會 提供電單車買賣、舊車維修、二手車翻新、 2715 8892 九龍深水埗鴨寮街1號地下 www.morningstarmotor. 
改裝賽車、代訂零件及拖車服務 com.hk

藍天環保汽車美容 環保慈善基金有限公 提供環保汽車美容服務，包括洗車、吸塵、 3188 0438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泰街19段帝庭軒停
司 打蠟、蒸氣護理等服務，同時銷售環保清潔 車場UB2樓 

-
劑 九龍觀塘偉業街182號觀塘碼頭廣場2

樓L17-L18車位 
恒信車專業 基督教恒信職業訓練 提供汽車修理保養及汽車美容服務 2191 3933 九龍土瓜灣銀漢街39號地下 

-
中心有限公司 

躍動就業在東涌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提供社區課餘託管服務及興趣班 2988 1246 新界大嶼山東涌道420號東涌社區服 
-

務綜合大樓地下左翼 
雲尚禮儀 東華三院 宣揚「後事我話事」，讓所有人均享獨一無 2657 7899 九龍觀塘翠屏道17號觀塘社區中心3 once.tungwahcsd.org/

二的告別式及貼心殯儀產品 樓319-321室 

心動不如行動齊來支持社企 2017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