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十一良心消費月」將於今年
11月1日至30日舉行，此運動旨在宣
揚一種有意識的消費文化行動。顧名
思義，「消費」是常人每日都會做的
事，「良心」是指為公益的目的，
「十一」是鼓勵消費者有意識地在每
十次消費當中，將一次轉為光顧社會
企業，十行一善，與社企工作的弱勢
僱員、或負責營運的朋友同行片刻，
表示鼓勵和支持。

我們去年在教會、慈善組織、企業及
學校，面對面向26,000人講解了十
一良心消費的意義，由此觸發了約
8,000人次的消費行動。承此經驗，
我們今年希望感召身邊更多朋友和鄰

舍參與活動，繼續化信念為行動，身
體力行為信仰作見證。

「兩不一多」的實踐原則
為讓消費者參與十一良心消費時能更
具體掌握，我們提出「兩不一多」的
核心原則：即不鼓勵額外消費、不是
施捨及多一層意識意義。

良心消費提倡的是「為善而換」 
(Swap for Good)，這並不牽涉額外
的消費，更不鼓勵不必要的浪費；
即是將本來需要的消費，轉換成社
企消費。即若你愛喝咖啡，可以將
原來飲用的品牌，換成公平貿易咖
啡；聖誕送禮，可以換為購買由智

障人士生產的曲奇；若果想跟親友
消閑半天，可以參加大澳、鯉魚門
或元朗等由社企開辦的生態旅遊。
此乃第一個不。

第二個不，是良心消費並不是施捨，而
是鼓勵消費者以同等價錢，購買質素良
好的社企產品或服務。為證明社企產品
的質素，香港公平貿易聯盟曾於2012
年4月，邀請了10位記
者進行蒙眼測驗(Blind 
Tasting)，將公平貿易
的巧克力及小食，與其
他同價同類的產品放在
一起，讓記者試食並從
味道分辨兩者，結果證
明它們的質素所差無
幾。

最後一個多，是指消
費者進行良心消費時
多了一份自覺，也考

主題全港社企項目 今年「十一良心消費月」以
「人人愛買」為主題，鼓勵
香港，人人支持社企。

根據社聯-滙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於2012-2013
年度搜集的資料顯示，全港共有406個社企項
目，比去年增長10%，業務涵蓋衣、食、住、
行、購物及各項個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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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多一重公益意義，消費者在精打細
算的同時，以實際行動扶助弱小；據
2011年豐盛社企學會的調查顯示，消
費者每100元花在社企的消費，約20
多元會成為弱勢員工的收入。簡單的
消費，讓有需要的人透過工作得益，
又可以滿足消費者自身的需要，可謂
一舉兩得。

十一良心消費月

十一良心消費月2013  活動內容

良心消費購物獎賞計劃

暗中夜宴
日期︰2013年10月21日   時間：晚上
地點︰西九龍通州街500號星匯居L1

內容：一次令人回味的美食享受：專業大廚親自預備的三道菜夜宴，配以精美茶點及
視障員工殷勤風趣的款待。如何與眾不同？整場夜宴將在完全黑暗的環境下進行。

公平貿易晚宴暨開幕禮
日期︰2013年11月2日  時間：晚上(待定)

內容：享受由公平貿易材料烹調的晚宴及餐飲，了解公平貿易如何保障農民的收
入穩定，藉資訊透明度增強農民的議價能力，用社區保證金(Social Premium)，
生產者的參與及管治機制糾正性別的不平等和兒童勞工的問題。

結合無聲晚宴與戲劇的餐飲體驗，參加者要在無聲環境中欣賞戲劇和享受晚宴。
這個概念源於19世紀的巴黎，是一種流行在餐館和夜總會的歌舞表演，讓觀眾一
邊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進餐，一邊欣賞表演。

「使命商道」論壇
日期︰2013年11月9日 (週六)   時間：9:00 - 13:00
地點︰香港金鐘遠東金融中心播道會港福堂

良心消費聯展暨閉幕禮
日期︰2013年12月28至29日 (週六，日) 
時間：10:00 - 18:00   地點︰新界荃灣愉景新城天幕大堂

無聲藝宴坊
日期︰2013年11月16日晚上 
地點︰西九龍通州街500號星匯居L1

2013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
為鼓勵大眾實踐良心消費，凡於良心消費月期間，到指定商戶購物滿$50，可得
蓋印乙個，集齊指定數量的蓋印即可換領禮品乙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FACEBOOK  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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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更多關於良心消費月的資料，可登入(http://www.ethicalconsumption.hk)或到面書加入「良心消
費月」群組http://www.facebook.com/EthicalConsumptionMonth)，隨時獲取最新資訊，公諸同好。

良心消費月2013商戶指南
良心消費月旨在讓香港市民認識不同類型的社企，讓他們更容易接觸並
光顧，藉此體驗如何以消費幫助弱勢社群。

本刊內容只列出本港部份社企的資料，而選取標準有二：

一、聘用弱勢社群 (Powerless Segment) 

二、能解決弱勢社群一些被忽略的需要 (Neglected Needs)
 
如欲查看本港較整全的社企資料，可以到社聯匯豐社企商務中心的網頁，
下載完整名冊  (http://socialenterprise.org.hk)。

由於個別社企的營業時間與一般商業機構不同，我們建議消費者先以電
話或上網預先確認。本活動旨在提供一個指南予消費者，主辦單位與社
企商戶沒有任何協議，如消費者遇上困難或爭議，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煩請消費者與商戶直接商議解決方案。

換領日期：2013年11月1日
2014年1月15日

今年目標 去年「十一良心消費月」帶動了
134萬元額外良心消費，今年籌
委會的目標為200萬，你的參與
極為重要 !
 

200萬406個 人人愛買

合辦機構 贊助主辦機構

至

地點︰有情有意意式餐廳
 紅磡都會道6-10 號置富都會7樓742號鋪

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神學院校友會

禮物換領地點：

1. 豐盛髮廊  (2886 8932)

    香港西灣河聖十字徑2號協青社大樓地下2號舖

    辦公時間：10:00-20:00(周一至六)；14:00-19:00 (周日)；周三休息

2. 社聯─匯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好好社企 (2864 2988 / 2876 2491)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5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地下 

    辦公時間：10:00-18:00 (周一至五)

3. 香港公平貿易聯盟  (9163 2566)

    新界葵涌貨櫃碼頭路51-63號葵順工業中心10樓

    辦公時間：09:00-18:00 (周一至五)

4.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有限公司 (3616 6951)

    九龍觀塘鴻圖道16號志成工業大廈12樓1205室 

    辦公時間：09:00-18:00 (周一至五)

5. Friends 有情有意  (2668 0450)

    九龍紅磡都會道6號置富都會742號舖 

    辦公時間：11:30-22:00 (周一至日)

6. Think Cafe (2155 9677)é

    香港銅鑼灣駱克道491-499號京都廣場19樓B室 

    辦公時間：12:00-24:00 (同一至日)

′



網址：   http://www.restaurant.org.hk
咖啡輕食店

地址： 九龍港鐵尖東站35號地舖
 (梳士巴利道)

電話： 2723 6634
網址： http://www.nlpra.org.hk/social_enterprises/catering/teresa_new_life_coffee_shop.aspx

地址： 九龍太子西洋菜北街
 171-173號地下

電話： 2789 3321

地址： 香港中環歌賦街44號地下

電話： 2545 1200
中環總館

太子店

銀杏館 餐廳

2272 9362電話

網址： http://www.nlpra.org.hk/social_enterprises/catering/cafe330.aspx?lang=zh-HK

咖 啡 輕 食 店

Café 330
威爾斯親王醫院店

新界沙田銀城街
30-32 號
威爾斯親王醫院住院
主樓暨創傷中心1樓

2637 3112

中文大學店

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康本國際學術園
1樓101A

2994 3932

電話： 3107 0073
網址： http://www.jubileehk.org/joyouskitchen/

五餅二魚 到會服務
電話： 2664 4120
網址： http://www.5loavesn2fish.com

煮餸易 餸菜包速遞

電話： 2870 9214
網址： http://cookeasy.tungwahcsd.org/order

百合谷
餐廳 

地址： 九龍土瓜灣土瓜灣道247號A地舖

電話： 2142 8181
網址： http://www.breadbunch.com 

網址： http://www.bokss.org.hk/social-enterprise/905-2

灣仔店
地址： 香港灣仔愛群道36號地下

電話： 3413 1501
葵涌店
地址： 新界葵涌安蔭商場111A及B舖

電話： 2619 9216

樂融雅敘  餐廳

地址： 九龍九龍塘歌和老街公園壁球及
 乒乓球中心地下

電話： 2304 5011
網址： http://yang.org.hk

樂廚坊 
到會
服務

飲食 Food & Drink

何文田體育館餐廳

餐廳
地址： 香港金鐘添馬公園添馬茶座

電話： 2352 2700
網址： http://ibakery.tungwahcsd.org/

愛烘焙 餐廳

愛烘焙
麵包工房 

樂農 餐廳

地址： 灣仔軒尼詩道99號彰顯大廈

 一樓全層

電話： 2529 3338
網址： http://happyveggies99.blogspot.com/

地址： 九龍紅磡都會道6-10號置富都會
 742號舖

電話： 2668 0450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friendswithdeaf

La Parole

園景軒餐廳 餐廳
地址： 中環麥當勞道1號6樓

電話： 3476 1390
網址： http://gvl.ywca.org.hk/templates/gvl/default.aspx

大角咀麥太 甜品店

地址： 西九龍海輝道11號奧海城1期

 高層地下11號

電話： 2272 4555
網址： http://tkt-mrsmc.tungwahcsd.org/chi/p3.htm

地址： 新界西貢蕉坑獅子會
 自然教育中心

電話： 2791 0834
網址： http://www.deaf.org.hk/cafe.php

地址： 新界屯門震寰路82號康恩園地下

電話： 3511 0702
網址： http://www2.skhwc.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8-612

小食部

地址： 新界沙田沙田頭邨102號靈基營

電話： 2691 1483
網址： http://www.stewards.org.hk/arm/intro.php

地址： 灣仔駱克道128號麗駿酒店二樓

電話： 3106 0233

餐廳

有情有意 餐廳

韓廚麵

大茶壺小賣部樂融融 

聰鳴茶座 餐
廳

餐
廳

地址： 香港堅尼地城域多利道1號
 百年大樓2座地下2號舖

電話： 2816 5233
網址： http://ibakery.tungwahcsd.org/  

地址： 九龍何文田忠義街一號
 何文田體育館一樓

電話： 2715 0075
網址： http://www.naac.org.hk/hscr/

麵包 / 曲奇

地址： 香港上環文咸東街 22-26 號
 柏延坊三樓

電話： 2436 4099
網址： http://www.laparole.com.hk

餐廳

餐廳

地址：新界屯門青山公路2號
國際十字路會

網址：http://www.globalhandicrafts.org/cafe

Crossroads Silk 
Road Café 公平貿易咖啡店

龍城
麵包
工房
麵包 / 曲奇

甜蜜蜜新生
咖啡店

農民(公平貿易)

更新人士

邊緣青/低動力

長者/退休人士

傷健人士/身體傷殘

精神康復/智障

聾啞失明

少數族裔

新來港

就業困難/
社區弱勢

備註

1.  商戶附以有關標誌，以便讀者知悉該社企  
 的服務對象

2.  即不設門市，只提供網上、電話或預約 
 (Tailor-made)服務

3.  即有多個銷售點，敬請致電或上網查閱

4.  需要預約

5.  可於香港郵政-樂滿郵設有網上郵購服務
 (http://www.shopthrupost.hk/product_category.jsp?catid=CA714)

訂

查

約

郵

明愛天糧 

3187 5800

麵包 / 曲奇訂購

工場： 新界葵涌荔枝嶺路31號明愛賽馬會
 荔景社會服務中心低層
網址： http://www.caritaslavie.org.hk/shop_page.php?pagename=about

麵包 / 曲奇

地址： 新界大埔南坑頌雅路松嶺村

電話： 2689 1309
網址： http://www.hongchi.org.hk/b5_service_adult.asp?id=9

匡智佳味曲奇

電話

餐廳

訂

訂

訂

訂

訂

尚善‧和式料理 
Shou Zen Japanese Cuisine

地址： 香港上環文咸東街22-26號
 柏廷坊七樓

電話： 2851 9883
網址： http://www.shouzen.com.hk

網址： http://www.hongchi.org.hk/b5_service_adult.asp?id=9

HC Cafe
地址： 香港灣仔太原街38號

 A-C號舖

電話： 3109 7302

H Corner
地址： 新界沙田香港科學園 17 號會所1樓

電話： 2639 8420
青庭餐廳
地址： 新界大埔南坑頌雅路松嶺村

電話： 2689 1339

匡智會轄下咖啡店 輕食咖啡店

甜在心
甜品店

大圍店
地址： 新界大圍顯田村 93A 地下

電話： 2608 9122 / 2693 5097
觀塘店
地址： 九龍觀塘開源道55號
 開聯工業中心A座地下6C-6D

電話： 3622 2057

網址： http://www.ymca.org.hk/page.aspx?corpname=cymca&i=543&locale=zh-HK

查

餐廳



網址：http://greenladies.sjs.org.hk/

石水渠街店
地址：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
 聖雅各福群會地下閣樓

電話： 2831 3204
集成中心店
地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02-308號
 集成中心商場UG18-19號鋪

電話： 2110 3482

地址： 九龍太子道西192號

電話： 2392 5330
網址： http://rwb330.hk                                                                                                                                                

購物 Shopping

旅遊消閒 Travel

單車生態旅遊

二手服裝

Green Ladies 
二手店

紅白藍330
精品

電話： 2729 6400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3Hhandicraft

手晴家精品

網址：http://www.skhlmc-em.org/index.php?id=27

葵興店
地址： 新界葵興興芳路 166-174 號
 新葵興廣場一樓 19 號舖

電話： 2423 5062 / 2423 5064
油塘店
地址： 九龍油塘高超道38號
 大本型商場2樓D地帶RZ2號

電話： 2234 9499

衣飾店

南亞創藝
「愛‧服‧飾」

黑暗中對話 Dialogue in the Dark 
地址： 九龍美孚景荔徑8號盈暉家居城
 2樓215室

電話： 2310 0833
網址： http://www.dialogue-in-the-dark.hk 

無聲對話 Diagloue in Silence 

電話： 3996 1924
網址： http://www.facebook.com/DiSHK 

對話系列
體驗館 體驗館

新生農場生態旅遊
農場生態旅遊

地址： 新界屯門新福路33號

電話： 2461 1712 / 2461 8385
網址： http://www.nlpra.org.hk/social_enterprises/eco-tourism.aspx

地址： 香港西灣河聖十字徑2號12樓

電話： 2567 9028 (ext 614)
網址： http://www.yo.org.hk/abc 

地址： 西灣河聖十字徑2號12樓

電話： 2567 9028 (ext615 / 616)
網址： http://www.schoolofhiphop.org.hk

舞蹈課程

嘻哈學校

地址： 新界大嶼山東涌松逸街6號

電話： 3480 7883
網址： http://www.tc.ymcahk.org.hk/organic_farm 

歷奇輔導中心
城市之峰  歷奇訓練

東涌綠機田
農場導賞及綠色工作坊

地址： 新界大嶼山大澳永安街
 61至63號地下

電話： 2985 6310
網址： http://cerc.ywca.org.hk

地址： 新界元朗鳳翔路5號
 偉發大廈地下4號舖

電話： 2478 3880 / 3165 8824
網址： http://biciline.tungwahcsd.org/

大澳文化生態
綜合資源中心 生態

旅遊

BiciLine
單車生態旅遊

地址：新界屯門青山公路2號
國際十字路會

電話：2272 9333
網址：http://www.globalhandicrafts.org 

Crossroads 
Global 
Handicrafts

公平貿易
工藝品零售地址：香港皇后大道東80號堅雄

商業大廈3樓303室

電話：3622 1287
網址：http://www.welspring.hk
   

康泉
公平貿易及有機產品零售

地址：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333號
登富商業大廈17樓

電話：2565 8228
網址：http://www.riseplusgroup.com/ 

公平貿易及有機產品零售

網址：http://www.o2h.com.hk/shop/  

香港店
地址：香港中環士丹利街50號

信誠廣場地下A店

電話：2523 3123
愉景灣店
地址：香港中環民光街11號中環

愉景灣碼頭地下流動舖位K3

電話：2523 3280
將軍澳店
地址：新界將軍澳唐德街

將軍澳中心商場1樓136D舖 

電話：2523 3993

源圃生活
公平貿易及有機產品零售

電話：2805 2336
網址：http://www.fairtaste.com.hk/

公平貿易
食品批發
及零售公平棧

網址：http://www.hkfairtradepower.com

九龍店
地址： 九龍吳松街191號突破中心
 地下7號店

電話： 3188 8064
港島店
地址： 香港炮台山英皇道255號

 國都廣場2樓216店

公平點 公平貿易
產品零售

電話： 2375 1111
網頁： www.boncafe.com.hk

Boncafé
邦恩咖啡
公平貿易咖啡批發

昇嘉集團

土作坊
本地及有機食品零售

地址：香港灣仔堅尼地街3號A地下

電話：2116 1106 
網址：http://greenshop.sj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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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idas

新生農社
farmFresh330

網址： http://www.leonidas.com.hk

中環店
地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68號
 萬宜大廈商場1樓舖

電話： 2234 7343
九龍店
地址： 西九龍海庭道18號奧海城2期UG層

電話： 2436 9799
尖沙咀店
地址： 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海洋中心3樓
 312號店

電話： 2317 7448

巧克力專門店

網址： http://www.nlpra.org.hk/social_enterprises/retails/healthy_living_specialty_organic_shops.aspx

尖東店
地址： 九龍港鐵尖東站36號地舖

電話： 2368 3637
大坑店
地址： 香港大坑浣紗街
 2號地下西邊C舖

電話： 2881 7213
大圍店
地址： 新界沙田馬鞍山線
 大圍站大堂20-21號

電話： 2689 9555

有機食品零售店



3428 2588電話

地址： 九龍長沙灣通州街500號星匯居

 L1好單位

電話： 6705 6700
網址： http://www.leave-love.com

地址： 新界沙田銀城街30-32號
 威爾斯親王醫院宿舍A座
 職員停車場

電話： 2419 6880
網址： http://www.stewards.org.hk/arm/intro.php

地址： 九龍荔枝角青山道688-690號
 嘉名工廠大廈十樓D6-07室

網址： http://eventmanagement.cubc.org.hk

地址： 新界荃灣褔來村永興樓地下1-3A

電話： 2611 9747
網址： http://www.hk-dsa.org.hk/service03.php

唐氏洗車
服務隊
汽車清潔

節 目 策 劃 服 務

購物

個人及其他服務 Personal Services

汽車美容

力加汽車
美容服務

我‧概念節目
策劃管理

地址： 九龍深水埗元州邨元康樓1樓

電話： 2729 0178
網址： http://www.wjhy.com.hk/index.php/2009-07-15-16-52-42

懷智匡業
家居清潔
服務 家居清潔

地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5號
 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地下

電話： 2876 2491
網址： http://www.sebc.org.hk

社企概念店 
社企產品總匯

Good Goods

地址：九龍紅磡馬頭圍道 37-39號
紅磡廣場2樓B42舖 

電話：5411 9860  (阿敏)
網址：http://www.fair-and-healthy.com/blog/

Fair-and-Healthy
公 平 貿 易 產 品 零 售

電話： 3421 1455
網頁： http://hk.chopsticks-co.com/

喜筷有限公司
公 平 貿 易 食 品 及 香 料 零 售

電話： 2647 7797
http://www.yishengorganic.com

Yisheng
Organic

公平貿易有機茶

地址：九龍深水埗荔枝角道161號
A座地舖閣樓

電話：3117 6842
網頁：http://www.nplusws.com

利百+工場
布藝產品訂製

網址：http://www.fullness-salon.hk

豐盛髮廊
地址： 香港西灣河聖十字徑2號

 協青社大樓地下2號舖

電話： 2715 7512
100% 豐盛髮廊
地址: 香港西灣河海寧街8-10號地下

電話: 2388 3550

豐盛髮廊
理髮

網址：http://www.yot.org.hk/adv/se/rivulet/

新墟店
地址：新界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

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電話：3617 9115
置樂店
地址：新界屯門青海圍18號

置樂花園二座商場地下30-31號

電話：3617 9115

水雲澗
足健坊

足療

地址：香港半山區般咸道38號C
女青大廈二樓

電話：2915 5622
網頁：http://ce.ywca.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lang=zh

青心坊保健
按摩中心 按

摩

地址：香港薄扶林道瑪麗醫院K座地下

電話：2762 2728
網址：http://www.mentalcare.com.hk

地址： 香港堅尼地城石山街12號
 社區綜合大樓13樓B室

電話： 2855 1611
網址： http://www.lok-kwan.org.hk//beauty_info.php 

健美良坊
美容及按摩

地址：九龍長沙灣大南西街1016-1018
廣隆泰大廈909號

電話：3563 9217
網址：http://bonhamstrand.hk/

西裝訂造

Bonham Strand

地址：九龍荔枝角道338號2樓

電話：2139 3373
網址： http://www.thelovingpromise.com.hk/

基督教婚禮統籌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88號
英皇集團中心15樓1507室

電話：9774 1888
網址：http://www.iflorist.hk/

iFlorist

The Loving
Promise

地址：九龍藍田復康徑7號
藍田綜合中心1樓9室

電話：2816 2662
網址：http://www.wahhong.hk

鮮 花 訂 購

華康禮品花舍

鮮花
訂購

地址：九龍黃大仙橫頭磡邨
宏基樓地下14-15號

電話：2508 1301
網址：http://www.xn--z0qs61jboaq5hn33a.xn--j6w193g/ 

傷青花藝舍

網址：http://www.yot.org.hk/adv/se/hlsfsc/

大埔店
地址：新界大埔運頭塘邨

鄰里社區中心地下

電話：2653 3214
屯門店
地址：新界屯門啟民徑仁愛堂

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四樓

電話：2655 7690

長者用品專賣

長者健康
生活站

地址：九龍深水埗元州邨元康樓1樓

電話：2360 0173
網址：http://www.wjhy.com.hk/index.php/2012-05-16-04-05-47

禮品訂造喜善同行
手工藝宴會禮品

卓思廊
復康生活幹線
復康用品專賣

MM 店

離留愛 
終後服務

天裁行
鮮花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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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ping

銷售點：基道書樓

   地址 ：香港九龍旺角弼街56號
           基督教大樓10樓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19號
           公理堂大樓15樓
     

新書

現已有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