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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大對決？！

經常聽到不少打工仔的夢想是「退休唔駛做」！但相反地，亦有

人「退而不休」，年屆退休年齡仍然繼續工作，甚至「再就業」。

打工仔的心態，聽來實在矛盾。長者選擇退而不休，有部份是基

於經濟壓力；但亦有一些長者生活寬裕，基於找尋精神寄託和滿足

感而繼續工作。下頁有兩位參加「專師萃計劃」學員的訪問，以了

解他們退而不休的原因。

本處推行「專師萃長者導師培訓計劃」，對象是50歲或以上，擁有專業

行業資歷人士。透過培訓及實習，擴闊他們的教學視野和技巧，並培

育成為專業導師人才，讓他們將前半生所學專長得以延續，發展人

生的第二事業，令晚年生活過得更精采。

 

早前，社企銀杏館位於荔枝角饒宗頤文化博物館的分店，因不獲續租，引起社會對

長者就業的一些關注。現今社會，長者的健康狀況普遍較佳，學歷亦較高，同時，

市場上對勞動力需求殷切。種種因素，造就更多年長人士延長其工作年期。統計處

數字顯示，介乎50至64歲人士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由2004年的56.7%上升至2014

年的62.8 %。可見，年長僱員在職場將會越來越普遍。

本處多年來推出不同就業服務計劃，身體力行，亦聘用不少年長人士，以行動支持長

者就業。今期職訊，我們將透過訪問參加本處長者導師培訓計劃的學員、導師，及樂

於聘用年長人士的僱主，從而探討不同人士對長者就業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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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治療師 VS 的士司機 ?!

Danny，現年62歲。兩年前，從醫院「高級物理

治療師」的崗位退下來，選擇退休生活，決心

跟從事36年的物理治療行業說再見。選擇退

休，除了是因為年屆退休年齡之外，亦因為

Danny希望把握時間，做一些自己感興趣的事。

他認為人生不應該只有工作。

卸下物理治療師的白袍，Danny選擇了「的士

軚盤」。退休後，他當上替更的士司機！聽來

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職業，源來自Danny的情

意結……。「先父是一名的士司機，靠一雙手

養育我們。自小我已種下對的士情意結。我享

受駕駛的樂趣！」Danny寓興趣於工作，實在難

得。除了任替更的士司機外，Danny亦會與太

太參加觀鳥會、旅行，好好享受退休生活。

再續未了緣……

當Danny投入退休生活之際，機緣下，他得悉

本處「專師萃」計劃招募物理治療師擔任課

程導師，在太太鼓勵下，令他與以為已放下

的「物理治療行業」再牽上關係。

參加計劃後，他以實習生身份，到不同社會服

務機構擔任講師，舉辦健康講座。此外，他亦

為「物理治療助理課程」撰寫課程教材及擔任

課程導師，繼續運用他的專業知識和經驗，貢

獻社會。

對Danny而言，教授物理治療知識，實在易如

反掌。畢竟，在退休前，他已負責教導不少物

理治療學系的大專生。然而，這次專師萃的實

習經驗，讓他有機會接觸醫院病人及大專生以

外的其他市民大眾，實在擴闊眼界。此外，在

撰寫課程教材的過程中，Danny需要運用電腦

製作筆記，亦令他增進不少電腦知識。Danny

表示，自己退休後仍選擇繼續工作，是相信自

己的能力仍可以貢獻社會。同時，過程中自己

亦可以學習到不同知識，做到與時並進。

已屆退休之齡的Danny仍然活力充沛，朝氣

勃勃，打破退休人士洗盡年華，歷盡滄桑的定

型。

資深教師 VS 勤力學生 ?!

阿阮，62歲。九年前選擇提早退休。退休前是

一名資深中學文史科老師。為人師表近三十

年，毅然選擇退休，阿阮表示因為自己有很多

興趣，但作為老師的工作太繁忙，壓力亦很

大，多年來根本無暇照顧自己的精神需要，身

心俱疲。為了取得生活平衡，便決定提早退

休，重新認識自己。

阿阮是一位教師，同時，她自稱是一位「勤力

學生」。「我天生好學，很喜歡學習不同知

識。退休後，正好可以讓我有時間吸收不同知

識，書法、中國文化、音樂等……這些主題我

都有興趣」。阿阮退休後便正式成為一位「勤

力學生」，不斷進修增值。

「北京同仁堂福明堂中醫藥中心」為全港具規模的中

醫藥中心，在各區設有多間中醫藥綜合診療中心。聘

用員工接近100人，當中三成在45歲或以上，他們任職

中醫師、配藥員、推拿治療師、顧客服務主任等。

個人特質優勢最重要

福明堂樂於聘用年長人士。其董事總經理馮少雲女士

表示：「中醫藥行業十分著重經驗，年長的中醫師相

對會有較多臨床經驗，我們十分歡迎有豐富經驗的中

醫師。」馮女士指出，年齡並不是公司招聘員工的

主要考慮。作為以人為本的行業，公司更著重員工的

個人素質，例如要有愛心、良好溝通技巧、待人以

誠等。「年長的員工有豐富人生經驗及閱歷，他們容

易與客人建立信任，而且較有耐性。這些正是他們的

優點！」至於他們與年輕一輩的員工相處，馮女士

找不到半點「代溝」的問題，相反，他們之間互補所

長：「我們中醫診所的配藥流程電腦化，有些較年長

的中醫師起初不擅於使用電腦，年青員工會予以協助。

另一方面，當要面對客人不同的要求或突發情況，年青

員工可能會怯場；而有「歷練」的員工相對可以較冷

靜地處理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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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繼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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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阮，62歲。九年前選擇提早退休。退休前是

一名資深中學文史科老師。為人師表近三十

年，毅然選擇退休，阿阮表示因為自己有很多

興趣，但作為老師的工作太繁忙，壓力亦很

大，多年來根本無暇照顧自己的精神需要，身

心俱疲。為了取得生活平衡，便決定提早退

休，重新認識自己。

阿阮是一位教師，同時，她自稱是一位「勤力

學生」。「我天生好學，很喜歡學習不同知

識。退休後，正好可以讓我有時間吸收不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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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興趣」。阿阮退休後便正式成為一位「勤

力學生」，不斷進修增值。

參加「專師萃」，是基於阿阮仍有一道「教書

癮」！「原來我真的很喜歡教學！可以令他人從

我身上學到知識，令我很有滿足感。」源於這份

對教學的熱誠，她便參加了「專師萃」。教書近

三十年，桃李滿門；但參加此計劃後，仍要接受培

訓和實習，對阿阮來說，不是多此一舉嗎？「以

往我在傳統Band 1中學教書，著重學生的品德及

學術方面，我的學生都是乖乖坐在課室聽我授

課。但這次實習，對我是很大的衝擊！我的學生

是一群不同背景、不同年紀的人，再沒有校規的

規範，我和他們之間，是互相尊重。我不會執行

以往對學生的紀律要求，我現在只要求他們在課

堂內關掉手提電話。」這次實習，令阿阮體驗到

因材施教，她亦有機會把知識傳授給不同的服務

對象。

再執教鞭，阿阮感到很有滿足感，既可以發揮自

己所長，傳授知識，亦可以幫助別人。阿阮重踏

教師舞台，沒有半點怯場，更可以重拾人生另一

階段的樂趣。

「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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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師、配藥員、推拿治療師、顧客服務主任等。

個人特質優勢最重要

福明堂樂於聘用年長人士。其董事總經理馮少雲女士

表示：「中醫藥行業十分著重經驗，年長的中醫師相

對會有較多臨床經驗，我們十分歡迎有豐富經驗的中

醫師。」馮女士指出，年齡並不是公司招聘員工的

主要考慮。作為以人為本的行業，公司更著重員工的

個人素質，例如要有愛心、良好溝通技巧、待人以

誠等。「年長的員工有豐富人生經驗及閱歷，他們容

易與客人建立信任，而且較有耐性。這些正是他們的

優點！」至於他們與年輕一輩的員工相處，馮女士

找不到半點「代溝」的問題，相反，他們之間互補所

長：「我們中醫診所的配藥流程電腦化，有些較年長

的中醫師起初不擅於使用電腦，年青員工會予以協助。

另一方面，當要面對客人不同的要求或突發情況，年青

員工可能會怯場；而有「歷練」的員工相對可以較冷

靜地處理事情。」

本處已舉辦三屆「專師

萃」計劃。過去三屆，

Shirley（周志春）都是其

中一位導師，為這群「長

者導師」在實習前提供培

訓(Train-the-trainer)。在

教學中，透過互動分享，

她多少亦掌握這群年長人

士就業的心態及特質。

Shirley謂，不是賣花讚花香，據她過去多次經

驗，她感到長者再次投入社會工作，很多時

候不是為了收入；相反，很大部份是希望透過

工作貢獻社會，得到滿足感，保持自己身心健

康；同時，亦希望得到社會的認同。Shirley認
為年長人士在職場上的優勢，是他們擁有豐富

的行業知識、社會經驗及人生閱歷。他們待人處

事亦會較成熟，情緒控制亦非常得宜。Shirley
感到較年長人士對社會的怨氣較少，思想較積

極，在工作環境上，能夠營造正面的團隊氣氛。

然而，Shirley亦坦言年長人士再踏入職場，仍

有一些地方需要學習，例如：他們有時候需要

改變自己一些固有的思想，接受社會上的新文

化、新科技，學習與年青一代相處，互相包容

及磨合，才可以產生協同效應，發揮團隊最大

的力量。

老師眼中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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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y
 及 阿阮都是因為參加了「專師萃」而豐富了他們的

退休生活。

發揮所長，傳授知識，

找到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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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計劃    內容          查詢

專師萃－長者導師培訓計劃

長者就業支援計劃

社會企業－群力社企

2326 6805

2326 6805

2338 9100

2321 1073

培育50歲或以上，擁有專業行業

資歷人士成為專業導師

為55歲或以上有就業需要的人士

提供就業輔導及在職支援服務

為50歲或以上人士，免費提供電

腦、行業技能、個人素養等方面

的工作坊

聘用年長人士為員工，提供就業

機會

「職場再出發」系列工作坊

除了上述服務計劃外，本處亦實施「延遲退休措施」，讓年屆退休年齡的全職及兼職員工可選擇

延遲退休，繼續於本處任職。

「北京同仁堂福明堂中醫藥中心」為全港具規模的中

醫藥中心，在各區設有多間中醫藥綜合診療中心。聘

用員工接近100人，當中三成在45歲或以上，他們任職

中醫師、配藥員、推拿治療師、顧客服務主任等。

個人特質優勢最重要

福明堂樂於聘用年長人士。其董事總經理馮少雲女士

表示：「中醫藥行業十分著重經驗，年長的中醫師相

對會有較多臨床經驗，我們十分歡迎有豐富經驗的中

醫師。」馮女士指出，年齡並不是公司招聘員工的

主要考慮。作為以人為本的行業，公司更著重員工的

個人素質，例如要有愛心、良好溝通技巧、待人以

誠等。「年長的員工有豐富人生經驗及閱歷，他們容

易與客人建立信任，而且較有耐性。這些正是他們的

優點！」至於他們與年輕一輩的員工相處，馮女士

找不到半點「代溝」的問題，相反，他們之間互補所

長：「我們中醫診所的配藥流程電腦化，有些較年長

的中醫師起初不擅於使用電腦，年青員工會予以協助。

另一方面，當要面對客人不同的要求或突發情況，年青

員工可能會怯場；而有「歷練」的員工相對可以較冷

靜地處理事情。」

除個人特質外，馮女士認為年長人士也是人力資源的

寶庫：「他們有較高的工作穩定性和歸屬感，對公司

的人力團隊起了穩定作用。」馮女士不諱言市場上有

時出現人力短缺的問題，所以，較年長人士投入勞動

市場，確實有助解決社會的人才荒。

馮女士支持年長人士就業，她相信年長人士可以透過

工作發揮所長，貢獻社會；同時，透過與人接觸有助

保持心境開朗，過一個豐盛晚年！

福明堂主席明肇森先生及董事總經理馮少雲女士支持年長人士就業

本處以行動支持長者就業的服務計劃和措施

4

長者就業是社會的人力資源寶庫

「耆」



辦公室三絕 :「唔知道、未聽過、唔記得」

我相信大部份上司聽見這3句話都會無名火起，因為這些說話就像是推諉責任、極不合作，工作態度惡劣的問題員工，但可有

想過，這些被動對抗行為 (passive aggressive behavior)背後，其實是員工尊嚴反擊戰的序幕。

被動對抗行為

被動對抗行為是一種不會直接表達的敵意，攻擊者會透過消極的方式，隱晦地表達自己的不滿或憤怒，亦拒絕正面溝通，
不會直接道出真正的想法及情緒，甚至表面順從，實質卻是陽奉陰違地去阻礙對方達成目標，以此來表達對關係的不滿。
而這些對抗行為，有些是有意識地進行，亦有些是無意識地回應著。

應對方法

被動對抗行為較正面衝突的破壞力更大，因為選擇進行被動對抗的員工，並未預備好正面解決事件，或認為正面溝通並不
能滿足他的需要，故此，他會在制度底線游走，讓上司憤憤不平卻又無可奈可，嚴重影響生產力及工作氣氛。要好好應對
這些被動對抗行為，應先了解背後的原因，繼而尋求解決方法。一般而言，產生被動對抗行為的原因如下: 

   與上司或同事關係緊張，有不滿及磨擦       員工個人情緒及性格問題       工作壓力   

   對工作目標不認同        對經濟報酬不滿意

留意員工出現被動行為前後的企業政策的轉變，考慮會否因此而讓員工存有不敢宣之於口的怨氣。尤其當員工初次出現這
些消極行為時，避免直接歸因於員工懶散怠惰，或性格問題，因為此等歸因只會增加雙方的不滿，讓員工以更大更隱晦的
力量影響工作團隊，製造更多矛盾。

筆者曾接觸一個個案，他本是一名盡責勤懇、熱情有幹勁的80後員工，但突然人事部發現他經常遲到，由小至10分鐘至慢
慢增至30分鐘，與同事間的互動亦漸見抽離，人事部同事曾因遲到問題與他面談並發出口頭警告，但情況並未改善。後
來，該名員工道出，事源是他認為新到任的上司不了解他的工作，亦不認同他的努力，對他的態度語氣也擺出一副高高在
上的姿態，不願溝通，亦處事偏頗不公，感到不受尊重。故此，每天起床也不願上班，拖拖拉拉才勉強起來，導致遲到情
況愈來愈嚴重，亦不自控地展現出對抗行為。

作為管理者，重要的是盡量讓團隊發揮最大的效能，當覺察到被動對抗行為時，將之視為員工發出的求變訊號，嘗試以不
同角度了解及調節，取代高壓式控制，或許能製造更好的團隊。

事業
輔導

事業輔導服務查詢 電話: 31658870 電郵: sylvia.leung@hkeds.org 5

在工作環境中，常見的被動對抗行為包括 : 

經常遲到: 

就算已經多次提醒，亦有經常
有意無意的大小遲到，好像在
挑戰上司的忍耐力及制度的底
線。

推諉責任，擔當受害者角色: 

當提出錯漏時，不會即時承擔，
並會提出更多的環境因素，推諉
責任予其他人或事，到最後，充
其量只會敷衍應允，並不會真正
為自己的失誤負責。

拖延:  

編製不同的藉口，不停地拖延，
拖慢團隊進度。

不會完滿辦妥事情: 

把工作僅僅完成，但不會完滿辦
妥，會犯上很多不該犯的小錯
誤，要翻手執漏再做，甚至要由
其他同事協助善後。

遺忘: 

經多次提醒，也經常聲稱忘記
已承諾的工作，就算該項工作
是恆常簡單的內容，也會有意
無意地忽略。

挑撥是非: 

在上司跟前會表現得順從，但卻私
下在同事間投訴、埋怨，甚至搬弄
是非，製造上司與團隊間的隙縫，
企圖讓團隊工作失效。

VS



8月下旬一個星期六早上，星光實業有限公司20位員工及

家屬到訪本處，與「曲奇夢工場」參加者一起合作，焗

焙曲奇餅，分享學習與工作的經歷。參加者共渡了一個具

教育性、有愛心的活動；亦享受了一個非常愉快的早上。

星光實業行政總監馮梁慕蘭女士對該次活動感到非常滿

意。她表示：「一直以來，公司定期參與各類義工活動。

當收到「曲奇夢工場」的介紹時，已感到非常吸引及有

意義。其後，在招募義工時，員工嘅反應非常熱烈，在

很短時間內便超出報名名額。…因為名額有限，今次有

很多員工未能參與。」馮太亦指出當日參加的員工及家

屬均感到很窩心，覺得該批青少年做事認真和投入。在

一起製作曲奇的過程中，大家都被這班年青人的積極性

及正面態度所感染！

我好開心因為可以有

呢個工作機會，

令我信心大左!  

莫嘉慧(志蓮中學畢業生)

「曲奇夢工場」商界合作計劃:

電話：2190 5301(Winnie Chan)
 曲奇夢工場6

機構
動向

試辦「曲奇夢工場」，增加學障年青人的就業機會  

例如學生有閱讀障礙、特殊語言障礙、操作協調障礙、

視覺空間感知障礙等等。這批學生離開中學後，大部份

畢業生在尋找工作職位方面遇上相當多的困難。在惡性

因果循環下，這批青年人因為較難獲得工作崗位，因此

沒有機會累積工作經驗；缺乏工作經驗下，就會較難獲

得僱主聘用；事實上，他們的失業率遠超全港失業率，

超出的百分比經常以倍數計。經多名有心人士的協助

下，「曲奇夢工場」先導計劃在今年年初開展。本處組

織一批有學障的青年人一起，在指導下焗焙曲奇餅。計

劃的目的在於提供實際工作環境，除增加參加者在焗焙

方面的技巧及經驗外，亦期望增加他們與人溝通交流及

團隊合作的機會。

其後，有僱主表示有興趣安排員工接觸和認識學障青年

人，因此負責職員進一步嘗試籌辦共融活動。「曲奇夢

工場」的負責人、總主任游姑娘表示:「起初只希望團

結一班離校的學障青年，透過他們對烘焙的興趣，在製

作曲奇的過程中訓練他們的專注力及溝通能力。其後，

意外地獲得多間公司及企業查詢，因此走出這個“關懷

共融手工曲奇活動”。展望這項活動可以對公司員工及

學障青年同樣得益。」

近年，本處積極為中學生提供生涯規劃及事業輔導服

務，引導中學生思考多元發展出路。在提供服務過程

中，掌握有數間中學收納較多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僱主、員工、青年攜手焗焙愛心曲奇 

看到第一盤曲奇出爐，大家都好興奮

王灝賢(志蓮中學畢業生)

初時有少少擔心唔知點同陌生

人溝通，但原來佢地個個都好

好人，又好鼓勵，令我好開心。

學生回應

我好鍾意整西式甜品，上了很多個課

程，第一次同咁多人一齊製作曲奇，

我覺得好被接納，原來有好多人支持

我地!

陳穎怡(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紅A員工與本處青年一起打泡牛油



獲得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的撥款，今年暑假，本處再次舉辦「遊走廣東青年實習計劃」，有21名青年大學生參加，前往廣

州進行工作實習。他們均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分別就讀本地、內地及海外不同大學。為期一個月的實習，可以擴闊青年人

的視野，促進他們對內地職場的認識，增加人脈關係。一名參加計劃的學員在分享會上表示：「今次嘅實習讓我提早體驗

本處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及財務及人事委員會主席林國雄博士，今年獲授行政長官社區服

務獎狀，以表揚林博士在社區服務上有卓越表現。

林博士加入本處管治委員會多年，在他的帶領下，對我處服務、管理、財務制度提供

多方面意見，讓我們的服務順利拓展、推陳出新，並屢獲佳績。林博士亦積極參與香

港童軍運動，亦是香港中小企促進聯會的會長，為社會作出貢獻。

恭賀林博士獲授獎狀，本處對他的成就深感榮幸，並感謝林博士一直以來的支持，與本

處攜手致力服務社群。

機構
動向

本處委員前往廣州考察

青年實習計劃

本處委員會及職員拜訪廣東省民政廳

恭賀本處副主席林國雄博士

獲授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主席林國雄博士 
本處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及

財務及人事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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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考察實習計劃，同時拜訪廣東省民政廳

內地生活，非常難得。現時，香港沒有中醫院，身為一名中醫

學生，將來都要返回內地中醫院進行實習。… 今次實習，有機

會跟隨有經驗嘅名師學習骨傷科，… 實在非常難得。」這名學

員的分享正好點出了實習崗位的特色。獲得廣州祈福集團、廣

州市政醫院及廣州白雲恆福社會服務社的大力支持，所有工作

崗位涉及民生事務，包括社區診所、醫院、教育中心、家庭服

務中心和物管公司的助理人員崗位，讓參加者有機會對內地生

活、民生、環境、文化等有更多的認識和了解，親身體驗內地

機構的職場文化。廣州祈福集團副董事長孟麗紅女士寄語年青

人：「不要固步自封，要放眼世界、放眼內地，及早了解內地環

境，風土民情，為未來儘早作出準備」。

本處在7月下旬亦組織拾多名管治委員及高級職員到訪廣州，讓委員對「遊

走廣東青年實習計劃」和本處內地工作有更多了解。藉此難得機會，亦

同時拜訪了廣東省民政廳。民政廳的介紹令本處委員進一步了解廣東省

在養老服務體系建設方面的最新發展。本處展望未來可以在廣東安老、護

老、人力培訓等方面尋找新機遇。

委員亦有機會參觀多個提供實習單位的機構，包括廣州白雲恆福社會服

務社管理的嘉禾家庭服務中心、亦參觀祈福集團轄下的物業銷售、月子

中心、老年公寓及學校等。從實習計劃的學員分享及個別接觸，委員了

解實習青年人對實習環境、工作崗位的感受和體會，亦得悉實習計劃可

以擴闊青年人的視野；參加者普遍認同是次工作實習的收穫超出了他們

的預期很多，亦多謝本處及各協辦單位的悉心安排。

交流晚宴大合照



香港市場競爭劇烈，租金成本昂貴。在兼顧日常生意

外，要留住員工的心，老板及管理人員要各出奇謀為

員工尋找更多福利。近日，本處轄下健絡理療推出新

點子，協助公司保留員工，受到市場歡迎。

社企
動向

第三屆

過往兩屆的「安老服務傑出員工選舉」獲得業界踴躍支持及傳

媒廣泛報導，各得獎員工的專業及他們對長者的付出更獲得社

會各界人士的肯定，提升業界在社會服務的地位。香港安老服

務協會和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再次合辦「第三屆安老服務傑出

員工選舉」，以表揚有卓越表現的前線及專業人員，提升安老

服務及從業員的社會形象。

         給你的傑出員工

     一個專業的嘉許 !

第三屆安老服務  

現已接受報名

活動詳情及下載報名表格:
www.ecs-employeeawards.org

截止提名 : 2016年10月17日

如欲了解計劃詳情，請與經理冼先生

聯絡。(電話:23211073)
開心小書本已遍佈觀塘多間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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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絡理療除提供中醫治療服務，亦推廣

養生保健之道，希望為社區建立一個開

心及健康的文化。近日，成功夥拍一名

插畫師，出版一本「開心健康小冊子」，

提醒職場僱主僱員關注個人身、心、靈

的健康。很高興這本小冊子獲得觀塘區

20間店舖及CAFÉ的大力支持，將小冊

子擺放在他們店舖當眼地方，讓

客人免費取閱。當中協助派發小

冊子的一間CAFÉ、慕茶老闆

Elaine表示，小冊子獲得很多客人

歡迎，認為內容實用，插圖吸

引，不到一星期，已派出接近一

半存貨，看來這小冊子真的可為

上班一族帶來滋潤！據Elaine

健絡理療在觀塘工貿區經營有8年，是一間

專注提供中醫診治及按摩理療服務的社會

企業，經常在區內舉辦免費中醫講座，推廣

身、心、靈健康的訊息。現時設有「有營

企業」公司會員計劃，任何公司可以免費

登記成為「有營企業」會員，其員工便可

用優惠價享用中醫診治及按摩理療服務。

出版開心健康小冊子、聯繫社區新伙伴

「有營企業」公司會員計劃

有 企業
公司會員計劃  體驗「良心消費」

因為協助派發小書本而認識的教師俱樂部

(T Club Cafe)營運經理湯小姐，更加入了

(有營企業)公司會員計劃，讓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及 T Club 會員可以優惠價享用中

醫及按摩服務，並定期收到養生保健資訊。

謂，「餐廳雖然係小本經營，但好支持社會

企業，只要能力做得到，一定幫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