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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新生會去年多元發展
新年伊始續添創意

回顧2021年，受著疫情反覆的影響，新生會縱然面對不少挑戰與考驗，
但卻未有停下腳步，仍然作出了不少嶄新嘗試，為大眾及復元人士開拓
更多元化的服務。有賴新生會的各方友好及企業伙伴的無限支持，讓我
們在充滿挑戰的一年中繼續前行。

增設兩所全新社企餐廳 續推健康飲食

去年1月，位於香港中文大學InnoPort創博館的全新社企 - inno330正式
營運，餐廳貫徹新生會社企宗旨，為顧客提供有機及低碳飲食，透過健
康的食物、舒適的環境及舉辦各類提升身心靈健康的工作坊，將健康飲
食及身心靈健康的訊息進一步推廣予大眾。另一所落戶灣仔太原街的全
新社企餐廳so330則於６月試業。so330結合健康咖啡店、身心靈空間及
共融咖啡師學院三合一的新概念，打造成為繁忙鬧市中的一個給心靈休
息的空間，餐廳於9月舉行開幕典禮，與好友見證這個特別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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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330 Happy Break」關顧大眾疫下身心靈健康

由於疫情持續，新生會深明大眾要維
持身心靈健康並不容易。有見及此，
本會透過dayday330行動於去年３月
特別推出「330 Happy Break」活動，
鼓勵大家將「330小休息」融入生活
當中，以「細味食物」、「細味生活
中的藝術」、「細味每一個愉快的時
刻」等，幫助每個人累積正面的情緒。
活動內容包括與不同餐廳及商店策劃
聯乘推廣活動，推出期間限定美食，
同時讓更多人透過一系列的330產品
如閱讀書籍或細味咖啡花茶，作一個
「330小休息」。

舉辦作品展覽 助復元人士一展天賦
與此同時，新生會亦不忘助復元人士展現其天賦才能。透過「gift330 項
目將復元人士的藝術創作帶進社區，以食、行、住為主題，設計一系列
生活產品包括餐具，讓他們的創意與社會和我們的生活連結起來。去年
11月，新生會於旺角上海街618號舉辦一連９天的「gift330 - 『當下』
是最好的禮物 -復元人士藝術作品展」，鼓勵大眾增加對復元人士的理
解，進一步認識他們的藝術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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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年續以創意開拓新服務

踏入2022年，新生會會繼續發揮創意，推出一系列全新計劃，以服務精
神病康復者的多元需要，並照顧社會大眾的精神健康。最先推出的服務
是由新生會成功申請、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衛生局旗下第一期「精神
健康項目資助計劃」，合共三個項目獲撥款支持，服務範疇包括培訓社
區非業界領袖，以及對照顧者的支援，預計新項目將於2022年4月推出。
三個項目內容分別如下：

健心「達人」精神健康培訓及推廣計劃 - 身心健康行動
（由新生會與香港教育大學合作）

eFIT 心理教育計劃

「家友達人」培訓及服務支援計劃

1

2

3

與此同時，新生會亦成功獲批於屯門小欖營辦本會旗下第三間長期護理
院。新生會已營運屯門長期護理院及新生會大樓長期護理院多年，未來
開展第三所長期護理院，有望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更多適切而優質的住宿
服務。

此外，新生會於去年已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賽馬會)撥款，於竹
園綜合培訓中心開展裝修工程以試行新庇護工場模式，裝修工程已完成，
服務使用者亦已開始於新工場內繼續接受訓練。此外，由賽馬會資助為
期3年的心理e療室項目亦已完成籌備工作，並將於2022年正式推出。

新生會於2022年除了發展這些新項目，亦預計在第二季度前出版
dayday330 全新書藉，希望與讀者分享不同人士的330小休息心得。而
在2022年10月，本會亦會舉辦以復元為主題的會議，希望與業界一同分
享新生會多年來在復元工作上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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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新一年，新生會將繼續關注精神健康界別的發展，以精神病康復者
及大眾的需要為首要，發揮創意拓展不同範疇的服務。我們期望繼續得
到一眾友好及企業伙伴的鼎力支持，共同建立身心靈整全健康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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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fresh330完成使命告別金鐘
助康復者職場上盡展所長

承蒙連卡佛載思集團的支持，新生精神康復會(新生會)旗下的有機零售店
farmfresh330（金鐘）（下稱金鐘店）於2019年3月正式開幕，是「社
企330」的第 22 項項目。金鐘店除了為復元人士提供工作和訓練機會，
亦提倡「食得健康」和支持「惠群產品」、「公平貿易」及「本土良
作」。

開業以來，金鐘店一直為區內客人提供既多元化且優質的食用品選擇，
備受消費者歡迎。店鋪將於今年2月租約期滿需要暫時撤出 LAB
CONCEPT，在告別之前，店鋪將會推出一系列期間限定優惠，以鳴謝客
人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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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身心靈健康訊息期望更多有心人支持

新生會在一直致力倡導「復元為本」服務的同時，亦希望能將關注身、
心、靈（330）健康的訊息融入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本會於1994年成
立社企，並在2010年建立330品牌，便是希望將社企及330的理念推廣至
更廣闊層面。當然社企要在租金高昂的商業區開業殊不容易 ，過去三年
得到業主的支持，才能有機會進駐人流暢旺的LAB CONCEPT。雖然過去
兩年面對了社會及疫情的艱難時期，我們仍然堅守下去。我們也明白業
主終究也有商業考慮，而需要收回物業，在此也特別感謝這三年給予的
支持，我們將會繼續發掘更多機會推廣330及幫助復元人士融人社會。

助康復者融入社會發揮優勢

新生會屬下的逾20多項社企，合共聘
用了數十位復元人士，並為復元人士
提供培訓的機會，為康復者融入社區
做好準備。復元人士Sara加入新生會
屬下社企接受職業康復服務已逾十年，
其間她受聘為社企員工，先後在新生
餐廳及cafe330工作。由於Sara 擅長
與顧客溝通，具有良好之銷售技巧，
新生會零售經理廖淑賢（Ｍaya）留
意到她的專長，故推薦她到金鐘的
farmfresh330工作，讓她更能發揮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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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鐘店工作，Sara的進步很大：
「在這裡工作，因為要向客人介紹健
康食品，令我增加了對健康食品及環
保用品的認識，我對身體健康的追求
也漸漸提升了。」Ｍaya亦見證了
Sara的付出與進步：「她遇到不明白
的地方時會直接向我請教，有時我不
在店內，她也會熱心地致電我，查問
不同食品的烹調方法、對身體有甚麼
益處等，以便她向客人推介。」懷著
一腔熱忱及堅持不懈的Sara，今年更

金鐘店推出期間限定優惠 回饋客人多年支持

為感謝客人對新生會社企的支持，踏入結束營業前的最後一個月，
farmfresh330（金鐘）特意推出一系列期間限定優惠，詳細優惠如下：

獲得香港社企總會的香港社企員工嘉許計劃的飛躍進步獎，媽媽陪伴她出
席頒獎禮也喜極而泣，接下來她將帶著敬業樂業的工作態度，繼續在職場
上實踐自我。

 於2022年1月17日起，於金鐘店購物即可獲贈心意禮物一份
 於2022年2月14日至23日，於金鐘店一次購物滿HK$600，即可申請

成為friends330會員，於新生會旗下指定社企購物或用膳可享95折優
惠

雖然farmfresh330暫別金鐘，但在灣仔太原街仍有餐飲社企so330繼續
支持康復者就業及訓練。客戶可於網上商店eshop330.hk 繼續選購
farmfresh330產品，並在灣仔取貨。現時so330有售賣少部份自家品牌
產品及食養相關的糧油產品，稍後將會加入更多種類的產品，繼續為大家
帶來身心靈健康的選擇。

so330
香港灣仔太原街38號太源閣地下A-C舖
Facebook: so330hk
ig : https://www.instagram.com/so330___/

掃瞄二維碼瀏覽
新生會
旗下其他
farmfresh330 
資料

https://www.nlpra.org.hk/tc/social_enterprises/our%20seretail/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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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會最新動向

日常生活中大家都為學業，工作，生活煩瑣而奔波。newlife330為大家
推介兩款新推出的靜觀良品，把靜觀融入生活，讓大家一同發現生活的
美好。

「dayday便利貼小本」，讓大家記錄待辦事項，六個日常情景(起身、返
工、午餐、開會、放工、睡覺)提醒您覺察當下的感受。每次書寫時專注
於當下與筆、紙張的連繫。不論開心或不開心的當下心情或經驗，我們
都可以將它記錄下來的。帶着感恩的心覺察生活中的點滴，亦是給自己
一個小休息的時間。

「『活好當下』多用途隨行包」，以防水、輕量及多間隔設計為主，方
便收納各種物品。「活好當下」的字句提醒您每次拿起隨行包中的物件
時都可以嘗試留意它的質感、重量、顏色、氣味、發出的聲音等，帶著
感觀活好生活中的每一刻。

dayday便利貼小本 定價：港幣$58 (一盒)
活好當下多用途隨行包 定價：港幣$88 (一個)

取貨方法：於space330自取 / 順豐到付

訂購及了解詳情: https://bityl.co/AJsD
查詢電話：2782 2812
電郵：newlife330@nlpra.org.hk

newlife.330 靜觀良品推介
「發現生活的美好，由當下一刻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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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會最新動向

恭賀新生會社企員工
於社企員工嘉許計劃 2021獲得嘉許

由香港社會企業總會主辦的《香
港社企員工嘉許計劃》為社企業
內的年度盛事，本年度的嘉許禮
已於於2021年12月20日舉行。

新生精神康復會本年度合共有7
位員工榮獲傑出社企員工，另外
亦各有一位員工獲得長期服務獎、
最具合作精神獎及飛躍進步獎，
他們卓越的表現和對社企的貢獻
備受表揚和肯定。

「食得滿FUN」食物分享計劃獲膳
心連及DFI零售集團的「惠康-食咗
飯未」計劃支持，於2021年12月
14日聯合舉辦企業義工服務。當日
惠康自家品牌「御品皇」產品發展
董事及7-11義工團隊均有參與活動，
合共派發250份福袋予計劃受惠者，
以紓緩他們的家庭經濟壓力。

環保基金「食得滿FUN」食物分享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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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會最新動向
匯豐社區節「傳」「新」技藝

推動社區共融，朗程牽自閉症人士支
援中心於2021年12月4日至12月11
日，聯同西九龍青年獅子會義工團隊
及家樂協會復康宿舍，參加由新生會
田景工場舉辦的匯豐社區節「傳」
「新」技藝工作坊。

工作坊一共四節，內容包括機械人和
四驅車體驗、學習電腦編程、木藝和
農藝，以及組裝智能花盆。

新生會獲HACTL香港空運貨站邀請，
於2021年12月10日參與於其辦公大
樓展覽廳舉行之「綠色市集」環保活
動，並邀請本會代表擔任開幕典禮嘉
賓。

本會職業康復服務共參與當中4個攤
位，包括「本地生產」、「有機產
品」、「無包裝」及「素食」。
HACTL香港空運貨站員工亦親臨本會
各服務單位參觀及了解本會自家品牌
產品製作過程，對康復者參與工作訓
練有更深認識。

HACTL GREEN Day 綠色市集2021

參加會員表示，工作坊提供機會予他們應用過往所學之社交技巧，與其他
參加者溝通合作；而義工和舍友也認為工作坊促進了他們對自閉症人士的
認識和接納。

如欲向本會作捐贈或商討企業合作事宜，請聯絡新生會企業傳訊部
(corporate-affairs@nlpra.org.hk / 2332 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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