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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國界工程師(香港)  

 
「無國界工程師(香港)有限公司」 (EWB-HK)是一個在本港註册的獨立及慈善組織，為香港

稅務條例第八十八條認可之慈善機構(稅務局檔案號碼. 91/9757)。本組織成立於 2008 年，

由工程師及相關專業人士組成，在一群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及學生協助下推動各項義務工作。

EWB-HK 現時為「國際無國界工程師」會員機構。 

 

2. 使命 
 

(1) 藉工程方法, 加快改善弱勢社群的生活, 並推動可持續發展。 

(2) 培育香港新一代的專業人士, 回饋社會, 協助有需要的社群。 

 

3. 願景 
 

運用工程知識，給弱勢社群賦權增能，達致可持續發展。 

 

4. 主要工作 
 

(1) 以非牟利為基礎，採用工程方法, 加快改善弱勢社群的生活； 

(2) 與香港及境外發展中社群建立伙伴關係，協助他們取得相關知識、資源及適當技術以改

善貧窮或自然災害後的處境； 

(3) 通過工程方法，幫助有需要社羣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4) 提供工程及技術支援予有共同理念的慈善機構及非政府組織: 及 

(5) 幫助本地專業人士及其後繼者做好充足準備，提升其在人道工程方面的處理能力。 

 

5. 組織發展與架構  

 
EWB-HK 是一個以工程為基礎的慈善機構。我們致力作熱心服務的義務工程師與有需要的

個人或團體的橋梁，使他們各得其所。我們珍視我們在香港的獨特專業使命，和一衆義工衆

志成城的力量。當然我們也需要各界及不同經驗人士的支持以推行會務。 

 

自從 2012 年 7 月重新定立使命以来，EWB-HK 都堅定不移地跟隨新的使命計劃工作。為了

確保機構能應付弱勢社群的需要，同時也能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我們進行了首次改組，

加入新成員，為機構帶來新氣象，又根據使命，重新調整目標，使焦點更為集中。自此我們

成立了「青獻社」、「人道工程挑戰委員會」、「中國水項目委員會」。 

 

感謝各組長及義工的努力，我們 2017 年的會員及義工數量均有增長，有更多技術及非技術

範疇的義工加入我們，熱心參與項目，並構思新項目，定立下一階段的發展目標。 EWB-HK 

不斷得到新動力，以堅定的信念去尋找更多量與質的突破。EWB-HK 亦決定以項目為基礎，

幫助義工與受衆建立清晰而緊密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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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 2017 年成立了新的工作小組，負責計劃及管理香港和海外的項目，以及提供人道工

程培訓。新成立的「香港項目委員會」與「海外項目委員會」負責統籌並管理進行中及計劃

中的項目。新成立的「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的工作是提升義工與機構的能力與技術，為香

港與海外的受衆提供適切、合理及質量穩定的服務。各工作小組的詳細進展將於以下章節詳

細報告。 

 

EWB-HK 現時是全由義工管理及運作。我們其中一項重要挑戰是運作資金。現時的會費收入

不足以應付聘請職員、租用辦公室及租用場地所需的資金，更未能為項目提供補貼。直到現

在，我們在香港與海外的項目都是以自負盈虧模式運作，而與伙伴團體合作的項目，我們主

要提供技術支援，所需款項則由伙伴團體及其支持者提供。  

 

來年，我們需要尋求更多資金以應付 EWB-HK 的基本日常營運、行政及聘請員工的需要。如

果情況許可的話，我們希望我們可進一步津貼我們的項目及活動。 

 

EWB-HK 作為一個提供工程支援給受衆的平台，將繼續招募更多義工來統籌及負責項目，並

將繼續提供技術支援、行政支援及義工培訓的服務。我們大多數的義工均有志於前線服務，

因此，我們也需要更多勝任義務的領袖和行政人員，以支援各委員會的工作。 

 

- 
EWB-HK 

會員 

- 
EWB-HK 

董事會 

海外項目 

(籌備)委員會 

秘書處 

會員事務委員會  

網站管理委員會 

香港項目委員會 

青獻社 人道工程培訓 

委員會 

工作委員會  行政委員會 

 

人道工程挑戰委員會 

水項目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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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與「國際無國界工程師」的聯繫，兩位香港的代表於 2017 年 8 月 24~25 日參加了

2017 年度「國際無國界工程師」在英國倫敦舉行的全球論壇。本年度論壇由「國際無國界工

程師」主辦，「英國無國界工程師」與「英國皇家工程院」協辦。論壇的主題為「構建工程

師：一個全球議題」，參加者來自英國、馬其頓、科索沃、盧旺達、南非、澳洲、紐西蘭、

美國、加拿大、洪都拉斯、阿根廷、智利、法國、芬蘭、瑞典、挪威、及丹麥的「無國界工

程師」機構。這是一個非常寶貴的交流機會，讓本會與「國際無國界工程師」及其他海外「無

國界工程師」機構建立聯繫。 在會上，EWB-HK 也分享了本地機構營運、項目策劃與管理

及與伙伴團體協作的經驗。 

 

  
無國界工程師全球論壇 2017 

 

 

6. 機構管治及管理 

 

董事會是 EWB-HK 最終決策單位，機構的日常運作及活動的策劃、管理、執行與評估則由各

工作委員會負責。我們致力優化機構管理及安全管理工作，並通過義工、工作委員會與董事

會之間的緊密溝通與協作提升義工的効益。來年我們打算加強機構管治以改善與持分的合作

與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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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年度董事會及主要成員 

陳志榮 工程師 處理主席 

李少凱 先生 秘書 

蔡啟昇 先生 司庫 

譚潔瑩 女士 前任主席 

鄺文偉 先生 香港項目委員會 主席 

梅國威 博士工程師 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 主席 

陳浩銘 先生 海外項目(籌組)委員會 主席 

吳偉雄 先生 青獻社委員會 主席 

黃仲懿 女士 會員事務經理 

鄭健城 先生 網站開發委員會召集人 

  

名譽顧問 

李焯芬 教授 

 

劉少瑜 教授  

  

義工培訓顧問  

黄潔虹 女士  

楊昌煒 先生  

  

法律顧問 

伍袁雋 女士 

 

 

2016-17 年度工作委員會成員 
黃培基 先生 香港項目委員會: 召集人 (義工聯繫) 
李永基 工程師 香港項目委員會: 召集人 (行政及支援) 
唐文敏 女士 香港項目委員會: 召集人 (機構聯繫) 
陳嘉莉 女士 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 秘書 
方詠恩 女士 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 司庫 
陶家惠 工程師 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 召集人 (培訓策劃 - 工程) 
王肇鋒 先生 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 召集人 (培訓策劃 - 人道及安全) 
劉思蕾 女士 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 召集人 (培訓策劃 - 社會服務) 
張善恆 先生 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 委員 (行政) 
鍾梓灝 先生 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 委員 (行政) 
梁嘉豪 先生 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 委員 (行政) 
曾子媛 女士 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 委員 (行政) 
梁淑嵐 女士 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 委員 (行政) 
Ms. Amy Cheng 青獻社: 秘書 
Mr. Izaac Leung 青獻社: 司庫 
Ms. Karen Shum 青獻社: 委員 (聯絡) 
Ms. Jane Lai 青獻社: 委員 (培訓) 
Mr. Timo Chow 青獻社: 委員 (培訓) 
Mr. Ken Yung 青獻社: 委員 (海外聯絡) 
Ms. Charity Pan 青獻社: 委員 (海外聯絡) 
Ms. Maria Lau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分會: 委員 
Mr. Tommy Wong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分會: 委員 
Ms. Bobo Poon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分會: 委員 
Mr. Wilson Lo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分會: 導師 
Mr. Colin Chan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分會: 委員 
Mr. German Cheung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分會: 委員 
Mr. Edward Lui 香港大學學生分會: 委員 
Mr. Alan Cheng 水項目委員會: 委員 
Mr. Adrian Wai 水項目委員會: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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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香港項目委員會 (HKPC) 

 

「香港項目委員會」 於 2017 年 2 月正式成立。該委員會致力在香港提供一個社會服務平

台，並填補本地社會服務的技術缺口，服務對象包括本地有需要的社群、社福機構乃至個別

弱勢人士。本來由「人道工程挑戰委員會」開展及管理的本地項目也轉交此新成立的委員會

管理。 

 

 
 

7.1. 主旨  

 

a) 設立一個平台，連接受衆與合資格義工； 

b) 直接或間接向受衆提供工程支援；及 

c) 向有緊急技術需要的社群提供工程支援。 

 

7.2. 核心價值 

 

優質、團隊合作、社羣關係、與持分者的連繫 

 

7.3. 進展  

 

a) 本會在 2017 年 5 月為「香港遊樂場協會(HKPA)」職工舉辦了一個有關建築物營運及維

修技術與經驗的工作坊，大約有 30 位 HKPA 社工及運動管理職工參加。總共有 8 位來

自結構、電機、機械及電子界別的 EWB-HK 義務工程師出席。 

 

b) 在 2017 年 7 月，一隊由 8 位 EWB-HK 義務工程師及 2 位工程系學生組成，來自土木、

岩土、電機、機械、屋宇設備及項目管理界別的團隊在大嶼山銀壙灣及東涌兩個 HKPA

營地進行了技術勘察，並為社工及運動場發展職工舉行了與工程有關的工作坊。  

 

非政府組織/慈善機構 
 (涉及本地人道 

或改善弱勢社群生活) 

 

本地弱勢社群

及個別人士 

 

受衆 資源 

EWB-HK 

香港項目委員會 

EWB-HK 

會員/義工 

其他本地支援 

(主要與工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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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 2017 年 7 月及 8 月，義工參與一連串在鯉魚門寮屋區的人口、家居安全及環境調查。

在 5 節調查中，共有 25 位來自 EWB-HK 及其他地方的義工在「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CFSC)」 社工陪同下進行家訪。除了問卷調查之外，我們的義工亦為建築物內外、公衆

地方與服務當地居民的市政設施進行了初步的風險與損毀評估。  

 

d) 2017 年 7 月，一隊由土木、渠務及機電工程界的 EWB-HK 義務工程師組成的隊伍開始

為 CFSC 社區中心就計劃中的地區性渠務工程可能帶來的影響提供技術諮詢服務。 

 

e) 在 2017 年 8 月 27 日及 9 月 2 日， 兩隊 EWB-HK 義務工程師隊伍在鯉魚門寮屋區進

行了風災後寮屋實地探訪，並就公衆地方與市政設施的損毀程度進行了評估。在社區伙

伴CFSC的協助下，我們就居民提出有關各種維修與重建的問題提供初步工程技術建議。  

 

f) 2017年9月11日，EWB-HK義務工程師向我們的新伙伴-「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SAGE) 」

提供技術諮詢服務。是次工程服務包括協助計劃中的一所老人中心進行內部裝修及屋宇

設備改動工程。 

 

g) 在設計和測試了一些較高效能和乾淨的廚具(火箭爐)之後，「人道工程挑戰委員會」分別

在 2016 年 12 月及 2017 年 3 月探訪蒲苔島。由於島上缺乏公共電力及燃氣供應，義工

隊在兩次探訪中送給當地居民 5 台由自己硏發和建造的火箭爐，並幫助居民安裝於家中

及店舖。HEC 隊伍將會在公開平台分享清潔爐的設計資料。 

 

7.4. 前瞻 

 

來年「香港項目委員會」將繼續向伙伴機構提供當前進行中的工程服務。委員會亦會聯同伙

伴機構向特定社群提供更進一步的服務。為了進一步提供切合我們的使命和核心價值的服務，

「香港項目委員會」將為進行中及未來計畫的項目提升運作標準及安全指引，以加強團隊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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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外項目委員會 (OPC) 
 

「海外項目委員會」正在籌組階段。新成立的委員會會由「青獻社」其中一個專案小組「無

國界工程隊(EWWB)」升格而成。除了承繼專案小組的方針、關係網絡與及項目之外，新委

員會將招攬各年齡組別的義工，不再局限於年輕會員。暫定的使命、主旨與核心價值與香港

項目委員會相若。除此之外，新成立的「海外項目委員會」亦負責發展本會跟海外「國際無

國界工程師」與其他國家非政府組織 、 團體伙伴的關係網絡。 

 

8.1. 進展 

 

a) 第一次探索海外項目與合作伙伴之旅已於 2017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7 日之間進行。一

共有 8 位來自 EWB-HK 的代表參加此次往緬甸、柬埔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探索之

旅。旅程中，同行會員將要完成一連串活動與任務： 

 

a.1. 找尋海外服務項目與合作伙伴，並探索在緬甸及柬埔寨的潛在項目； 

a.2. 實地探訪在柬埔寨兩個村莊，接觸當地社群及視察基礎教育校園； 

a.3. 與「柬埔寨無國界工程師」和「馬來西亞無國界工程師」會面，探討成為合作伙伴

的機會，並向他們學習在東南亞做服務項目的經驗； 

a.4. 在新加坡與非政府組織、社企及本會的名譽顧問會面，以了解在東南亞的情況及在

新加坡服務、社企的經驗。 

 

b) 2017 年 8 月，EWWB 開始第一個南非服務項目，與本地伙伴機構 Cybertecture for 

Humanity 及當地伙伴機構 You2africa 合作。這項目涉及設計及監督在南非

Masiphumelele 地區建設難民營較耐用的房屋及兒童中心。我們與「南非無國界工程師

開普敦大學分會」一起支援這項目。 

 

c) 2017 年 9 月，EWWB / OPC 亦開始與一群香港年輕建築師洽談一個在柬埔寨的慈善建

設項目，當中涉及學校廁所與及集水、儲水、運水及濾水系統的設計工作。 

 

d) 在 2017 年 9 月 22 日舉行了今年首次的「EWB-HK 沙龍」，出席的有來自工程及非工

程界的人士。沙龍前半部分分享了 2017 年度 EWB 全球論壇之行的經驗與得著，以及有

泰緬邊境一所職業訓練學校三個月的服務之行。後半部分是一個「絞腦汁」工作坊，假

設參加者接到新海外服務項目，需探討起動及組織海外項目時可能出現的挑戰。 

 

8.2. 前瞻 

 

為籌組「海外項目委員會」，第一次預備會議已經在 2017 年 8 月舉行。籌備委員會會繼續

工作，直到核心團隊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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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一年，「海外項目委員會」會與我們在香港及海外的合作伙伴繼續進行中的服務項目。

「海外項目委員會」亦會致力於聯繫海外「無國界工程師」，就獲取海外消息，尋找人脈網

絡以及項目資源方面，提供支援。為了提供符合「海外項目委員會」的使命和核心價值的工

程服務，「海外項目委員會」將提升進行中及未來的項目運作標準及安全指引，以提升團隊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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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 (HETC) 
 

「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於 2017 年 2 月正式成立。它的使命為改善弱勢社群的生活，及透

過以人為本及能力導向的培訓方式，促進可持續發展。這亦和 EWB-HK 的使命一致。 

 

 
 

 

 

9.1. 願景 

  

「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矢志在香港建立一個人道工程資源(人力及知識)的樞紐，以服務香

港鄰近地區，令所培訓的義工(不一定來自工程背景)能具備基本服務與技術知識，有能力向

本地/海外的非政府組織/人道社福機構提供義工服務。  

 

9.2. 主旨 

 

a) 參考「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提供與「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使命相符的培訓； 

b) 培養與人道及社福界有關的非政府組織處理人道工程的能力； 

c) 提升義工技術與非技術能力，從而令 EWB-HK 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管理的項目受惠； 

d) 在 EWB-HK 創造學習、分享、轉移知識與技術的文化； 

e) 鼓勵在課程及相關資源援助方面跟持分者有更多的合作； 

f) 本著財政可持續方針管理培訓課程； 

EWB-HK 

會員/義工  

義工/ 

準義工人士 
EWB-HK 

人道工程培訓 

委員會 

受衆 

人道/社福機構 

職工 

個別本地/ 

海外弱勢社群 

本地/海外 

非政府組織/慈善機構 

(涉及或改善弱勢社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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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核心價值 

 

 
 

 

9.4. 進展 

 

在 2017 年 4 月 8 日舉行了首個培訓課程「風險評估及其應用於人道救援活動」，計有十個

學員參加。課程目的是提供學員進行人道工程時評估與管理風險的基本知識。學員的反應相

當正面(平均課程評分 8.5/10)。 

 

另外，「家居調查技術培訓」與「社交領導才能」即將在 2017-18 年度推出。前者提供家居

環境與社會調查的基本技術與安全培訓。這課程亦是為香港項目委員會及海外項目委員會進

行中的項目而設。後者為提升學員的社交領導能力，預備接手人道工程服務項目的團隊組織

及管理工作。 

 

9.5. 前瞻 

 

來年「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會繼續提供更多關於工程、人道工作與安全及社會服務的培訓

課程予義工與有興趣人士。 

 

本會亦尋求與其他機構及大學的合作機會，以令更多群眾受惠，亦能向更多界別的人提供培

訓。現正與香港理工大學進行磋商。 

  

實用 

優質 

義工學習  
知識及技術 

往社區轉移  

人道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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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青獻社 (YMG) 
 

「青獻社」是一個聚集年輕人與學生去組織與我們使命相符活動的平台。在過往數年，「青

獻社」成功籌備及完成數個在中國及柬埔寨自付盈虧的工程服務。「青獻社」有 3 個專案小

組，它們是(i) 培訓小組， (ii) 無國界工程隊 (EWWB) 及 (iii) 學生分會。2016-17 年，YMG

為年輕會員及學生舉行了數個工作坊、培訓班及團隊建設營。  

 

「青獻社」亦負責發展及指導來自本地大學學生組成的學生分會。我們現時在香港大學(HKU)、

香港科技大學(HKUST)與香港理工大學(HKPolyU)有正式與非正式的學生分會。學生可透過

學生分會組織活動，或參加由 EWB-HK 舉辦的項目與活動。 

 

EWWB 致力跟本會有相同使命及目標的海外「無國界工程師」以及海外非政府組織建立聯繫

及分享經驗。EWWB 由「青獻社」的專案小組級別升格為 EWB-HK 的工作委員會，繼續原

來的專案小組目標，且加強聚焦組織及管理海外服務項目。 

 

10.1. YMG 培訓小組 

 

2017 年 2 月 26 日，在「香港遊樂場協會」社工協助下，培訓小組為青年會員舉辦了一個工

作坊。除此之外，培訓小組還安排了兩次宿營作為年輕會員之間團隊建設及交流的平台。第

一次培訓營於 2016 年 10 月 9~10 日在大嶼山兩個營地舉行。第二次培訓營於 2017 年 6 月

3~4 日在馬鞍山舉行。  

 

在 2017 年 2 月 15 日，「青獻社」舉辦了一次關於「香港義工在國際緊急救援」的分享講

座。 

 

10.2. 無國界工程隊 (EWWB)  

 

在 2016~2017 年度，EWWB 繼續與「海外無國界工程師」及有可持續發展使命的非政府組

織連繫。EWWB 加強與「澳洲無國界工程師」、「星加坡無國界工程師」、「印度無國界工

程師 National Power Training Institute (NPTI) 分會」、「馬來西亞無國界工程師」、「台灣

無國界工程師」及「南非無國界工程師開普敦大學分會」的溝通，來年打算推動更多與海外

無國界工程師深入的經驗分享與互相支援活動。此外，EWWB 與香港、泰國、緬甸、柬埔寨

與新加坡一些社福機構與社企建立了聯繫網絡，從中找出與已有聯繫合作伙伴協作與支援

EWB-HK 項目的機會。 

 

在 2016 年 11 月 20 日，EWWB 為香港 YMCA Uni-Y 舉辦了一個技術工作坊，作為在東南

亞進行建設遊樂場設施的準備工作。「青獻社」義工向 Uni-Y 義工分享技術上的經驗與安全

知識，並就設施建設方法提供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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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 12 月 4~10 日，EWWB 安排了一次泰國及緬甸的探索旅程。EWB-HK 義工隊伍

探訪了當地多間社福與培訓機構。現時由海外項目委員會維持及跟進已建立的人際網絡。於

2016 年 12 月 10 日，EWWB 為緬/泰之行舉辦了一次分享會。 

                                                                                                                                                                   

在 2017 年 3 月 30 日，一群 EWB-HK 的義務工程師為一隊將前往尼泊爾一條偏遠村莊進行

人口、地盤、廢物、排污、物料及物流調查，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辦了一次行前預備工作坊。 

 

在 2017 年 6 月 25 日，EWWB 接待來自「印度無國界工程師 NPTI 分會」的代表，並分享

在印度做社區服務的經驗，促進印度無國界工程師與 EWB-HK 之間的交流。 

 

10.3. 學生分會  

 

在 2017年 11月 17~18 日，本會在「香港科技大學工程學院 Center for Global & Community 

Engagement」協助下為「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分會」舉辦了迎新簡介會。 

 

「香港大學學生分會」參加了 2017 年 11 月 17~18 日在 HKU Service 100 舉辦的社會服務

展覽，宣傳本會使命和活動，並分享了在 2016 年與「義遊」及”Cambodian Youth Action”

合辦的服務旅程。 

 

2017 年 2 月 26 日，「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分會」與「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香

港理工大學屋宇設備工程學系舊生會」協作舉辦「企業社會責任與物業信託基金」講座。 

 

10.4. 前瞻 

 

「青獻社」計劃來年分配更多內部資源予學生分會。各學生分會均缺乏接班計劃，因此，招

募學生會員、參與香港與海外活動及安排接班計劃都是來年的工作重點。除此之外，「青獻

社」也要指導學生分會以單一學生分會或聯合學生分會計劃及執行活動及項目。「青獻社」

將繼續提出適合年輕與學生會員的團隊建設或意見交流活動。另外亦會為學生分會安排文娛

活動。 

 

「青獻社」成立初期，一班對廢物處理有興趣的學生組成「廢物處理專責小組(WWTF)」。日

後將尋找再次起動廢物處理和循環系統經濟方面的專責小組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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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道工程挑戰委員會(HEC) 

 
「人道工程挑戰委員會」成立初期即在大學舉辦人道工程設計比賽，器材與系統設計範圍涵

蓋濾水系統、能源效益、發電與照明。參賽者要將設計意念變成實用工具。「人道工程挑戰

委員會」發展了數個清潔爐雛型以改善燃燒效率，並減低有害煙霧及微粒排放。我們硏發及

改善技術後的清潔爐己在香港兩處偏遠地方安裝。 

 

去年，「人道工程挑戰委員會」開始在香港提供工程有關服務。在成立香港項目委員會之後，

工程項目已經轉由香港項目委員會負責。我們正在物色人選領導「人道工程挑戰委員會」，

以推動工程研究和發展工作。 

 

 

12. 水項目委員會(WP) 

 

數年前成立的「中國水項目委員會」志在改善濾水技術的成本效益及為弱勢社群設計集水、

供水與儲水系統。小組嘗試在中國起動有關項目，因遇上不少技術以外的挑戰而進展緩慢。 

 

「水項目委員會」繼續隨伙伴機構「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盡行服務，計劃在中國山西省開

展水項目。此外，「水項目委員會」已掌握水錘泵技術，為偏遠無電力地區提供一個簡單而

不需能源的泵水方法。香港的一個農場已安裝測試過的水錘泵雛型。這小組仍需要歷練，希

望找到更多有志推動各種與水有關項目的義工及領導人才參加。「水項目委員會」將放眼於

中國及海外地區，並尋找其他海外地方水項目服務機會。 

 

 

13. 會員事務委員會 
 

2017 年，更多人士加入成為會員或義工。由於核心委員會成員的推動，更多義工加入青獻

社、訓練及項目委員會。要加強會員、義工之間的凝聚力，會員事務委員會必須擴大陣容以

為各工作小組提供更佳支援。 

 

過去數年，「會員事務委員會」間中安排會員聚會，提供平台讓會員與義工了解我們的使命、

宗旨以及 EWB-HK、「國際無國界工程師」與海外「無國界工程師」的現况。「會員事務委

員會」已決定將會員聚會整合成為一個常規的迎新活動。迎新活動以一個基礎課程形式，由

「會員事務委員會」與「人道工程培訓委員會」合辦，加入安全與人道工程有關基本知識，

並由社工指導會員與義工有關義務工作的技巧。委員會會視乎會員與義工的增長速度，在每

一年度安排數次迎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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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網站管理委員會 
 

這委員會在 2016 年 2 日改組，其後向各董事成員及工作委員會主席搜集有關網站要求的意

見，務求建立一個新網站，方便用家並切合本會需要。目前進行順利，預計新網站將於明年

啟用。為了擴闊溝通渠道，EWB-HK 主要使用「面書」向會員、義工及公衆發報新消息與活

動進度。網站的主要功能變為讓會員及義工遞交申請、查閱本會背景資料及保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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