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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21 是⼀一間香港慈善機構，旨在透

過運動、營養及全⾯面的健康計劃，令唐

⽒氏綜合症和⾃自閉症患者得到充份發揮其

潛⼒力力的機會。Love 21 於 2017 年年正式成

為註冊慈善機構，但我們的創辦⼈人兼⾏行行

政總裁 Jeff Rotmeyer 已經以⾜足球教練

的⾝身份，與唐⽒氏綜合症和⾃自閉症患者共

處逾 16 年年。在此期間，Jeff 為唐⽒氏綜合

症和⾃自閉症患者所感動，尤其是他們發

⾃自內⼼心地關愛他⼈人。  

 

儘管患者樂觀向上，善於發現他⼈人的優

點，但 Jeff 注意到他們時常為缺少機會

所困，在與不清楚或不了了解他們病情的

⼈人交往時尤甚。為此，Jeff 創立了了 Love 

21。其使命是讓會員能夠發揮⾃自⼰己的專

長。  

 

Love 21 的計劃旨在延長會員壽命，改

善會員⽣生活品質，因為受助者的預期壽

命往往較短，整體健康相對⽋欠佳。因此，

Love 21 在設計活動時牢記從整體出發。

我們明⽩白，體育鍛煉固然重要，但不⾜足

以締造可持續的⽣生活⽅方式。Love 21 的

⽬目標是在體育鍛煉之外，為會員及其照

護⼈人提供營養及其他全⾯面⽀支持。我們希

望這⼀一全⽅方位的⽅方法能改變會員獲得的

照護。 

  

關於 Lov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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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致辭 

親愛的朋友們： 

非常感謝你們關注 Love 21。本會聚焦⼀一個與眾不同的社會群體，即唐⽒氏綜合症和⾃自閉症

患者及其家⼈人。正如本會名稱所⽰示，我們的會員⽣生性善良，願意與接納他們的⼈人分享⾃自⼰己

無與倫倫比的愛。 

許多年年前，Jeff Rotmeyer 初的願望是為唐⽒氏綜合症患者提供⾜足球課，這⼀一⼩小⼩小的願望

如今已發展成宏⼤大願景，即為患者提供⼀一系列列機會和⽀支持，豐富他們的⽣生活，提供平常不

易易獲得的機會。在 2019-2020 年年度期間，我們擴展提供的計劃，向更更多香港唐⽒氏綜合症

患者伸出援⼿手。位於新蒲崗的新中⼼心隆隆重開幕，為這⼀一努⼒力力添上美滿⼀一筆。我們特別感謝

Segantii Capital Management，是他們富有遠⾒見見的慷慨⽀支持造就了了這⼀一中⼼心。 

在與社會接觸⽅方⾯面，2019-2020 年年度亦堪稱⾥里里程碑碑。我們向⼀一些香港公司提供履⾏行行企業

社會責任的機會。在這些活動中，我們的會員與義⼯工積極互動，⼤大⼤大超出我們的預期。對

義⼯工⽽而⾔言，這讓他們有機會感受 Love 21 會員無私的愛。 

新冠疫情來來勢洶洶，並繼續在全球肆虐，香港也沒能逃脫。然⽽而，我們的會員仍有需求，

我們將繼續調整⼯工作⽅方式，滿⾜足他們的需求。在本報告中，您將看到我們已作出的調整，

以及我們在會員數量量、開展的活動和精神狀狀態上取得的進步。 

對於剛剛了了解本會的朋友，請您深入了了解我們，體驗與我們與眾不同的會員共處的快樂。

對於已感受到我們的愛的朋友，請您未來來與我們同⾏行行，繼續分享愛、接受愛。 

非常感謝！ 

 

 

Matthew Sander Hosford 

代表 Love 21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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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兼⾏行行政總裁致辭 

Love 21 全體成員： 

發佈本會 2019 年年 4 ⽉月⾄至 2020 年年 3 ⽉月期間的 新年年報令我開⼼心不已！ 

 

對 Love 21 ⽽而⾔言，這⼀一年年非常成功，因為我們在 Segantii Capital Management 的

贊助下，順利利遷入新中⼼心，每周體育活動課表亦增加⾄至近 25 班。 

 

然⽽而，年年底新冠疫情來來襲，為我們帶來來挑戰，我們不得不閉⾨門歇業，將課程全部搬到

網上。 

 

會員家庭⼀一如既往地表⽰示理理解和⽀支持。我們網絡課堂的參參與度極⾼高，得知會員每天在

家都會進⾏行行⾄至少⼀一⼩小時的活動，讓⼈人倍感欣慰。 

 

本年年，隨著計劃的擴⼤大，我們得以邀請更更多家庭加入 Love 21，現共有 70 個家庭加

入。 

 

除增加每周課堂數外，我們亦擴⼤大活動範圍，增設諸如欖球、禪繞畫等課程。我們將

繼續提供更更多健康有趣的活動，讓會員家庭獲得充份體驗新活動，同時繼續享受鍾愛

課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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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為 Love 21 團隊增設了了經驗豐富的顧問團。他們都是各⾃自領域中的專家，將付出

寶貴的時間和知識⽀支援我們，幫助 Love 21 逐步完成使命，即透過體育和營養計劃，讓

唐⽒氏綜合症和⾃自閉症患者能夠充分發揮⾃自⾝身潛⼒力力。 

 

我們已正式啟動企業社會責任計劃，能與更更多機構攜⼿手合作，我們倍感興奮。我們的會

員聽從內⼼心的聲⾳音，並因此喚醒⾝身邊⼈人 美好的⼀一⾯面。明年年，我們的⼀一⼤大⽬目標是讓更更多

⼈人了了解我們會員的能⼒力力，我們相信，Love 21 企業社會責任計劃將成為香港⼀一項重要且

富有意義的活動。 

 

在此感謝所有教練和義⼯工的辛勤勤努⼒力力，以及對會員的關愛！看到會員家庭參參與你們的課

堂真是太棒了了，他們在過去⼀一年年的進步令⼈人驚歎！ 

 

後，感謝 Love 21 的所有捐贈者！作為⼀一間剛剛起步的⼩小型慈善機構，你們的捐贈意

義重⼤大！ 

 

現在我們可透過網站接受持續捐贈。⼩小⼼心意彰顯⼤大愛⼼心！期待明年年會更更好。讓我們接受

各⾃自的不同，確保⼈人⼈人都有機會充分發揮潛⼒力力！ 

 

謝謝！ 

 

 

 

 
Jeff Rotme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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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受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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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體育計劃 

 
	
	

體育鍛煉是 Love 21 使命的核⼼心。體育鍛煉對會

員的⾝身⼼心⼤大有裨益。我們會每天安排不同的課

堂，如⾜足球、瑜伽、Hip-hop 或彈床。會員可

以⾃自由選擇 適合⾃自⼰己興趣和能⼒力力的課堂。所有

課堂均配有稱職的教練，確保會員獲得安全愉快

的體驗。 

⾜足球 
⾜足球課堂依然是 2019-2020 年年度 受歡迎的課堂之

⼀一。每堂課的平均出席率達 15 ⼈人。除了了教授傳球、

射球和運球等基本技巧，我們也透過練習跑動傳

球、餵球和長傳等，強調團隊合作的重要性。⾃自

2019 年年 4 ⽉月以來來，Love 21 有幸得到英基學校協會

的⽀支持，使我們得以在英皇佐治五世學校的⾜足球場

上課，對此，我們感激不盡。 

 

體操 
體操導師 Eshana 於⼆二⽉月⾄至五⽉月訪港，向我們介紹

了了體操的基本知識 。我們學習的技巧包括穩穩地跳

躍和著地，以及在空中保持⾝身體平衡。在這四個⽉月

中，我們⾒見見證了了參參與者在平衡⼒力力、協調性和⾝身體感

知⽅方⾯面的進步。祝 Eshana 未來來在加拿⼤大萬事如

意。 

 

有氧健⾝身操 
有氧健⾝身操導師 Lydia 於五⽉月⾄至七⽉月為會員上課，

她帶我們領略略了了節奏鮮明的⾳音樂及充滿活⼒力力的典型

健美操動作。課堂將運動與⾳音樂完美融合，學員上

完課後時常⼤大汗淋淋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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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舞／Hip Hop 
2019 年年，爵⼠士舞／Hip Hop 課堂按出席率計算是我

們 受歡迎的活動。舞蹈導師 Kim 來來⾃自 Island 

Dance Studios，她熱愛舞蹈，課上總是活⼒力力四射。

和去年年⼀一樣，我們的舞蹈團受邀在每年年⼀一度的

Island Dance Show 中表演，讓團員們有機會向⼤大

家展⽰示他們的努⼒力力和熱情。由於廣受歡迎，我們於

2019 年年新增兩兩個爵⼠士舞／Hip Hop 班，現每周共設

三班，每班平均有 15 名學員。我們期待來來年年繼續並

深入與 Island Dance 和 Kim 的合作。  

 

籃球 
在教練 Eric 的指導下，我們的籃球隊在體能和團隊

合作⽅方⾯面不斷取得進步。隨著更更多學員加入籃球

隊，我們根據球員經驗開設不同課堂，確保每位學

員在課堂上都有機會參參與並得到鍛煉。初學者課堂

從傳授基本籃球技巧開始，包括傳球、接球和運

球。我們亦開始教授投籃技巧。資深學員已進入學

習進階技能的階段，如搶籃板球、跑動傳球等。在

訓練過程中，我們亦著重強調團隊合作。2020 年年，

我們希望物⾊色⼀一位合資格的教練來來指導課程和團

隊，提⾼高籃球隊的能⼒力力。  

 

莎莎舞／林林迪舞 
莎莎舞導師 Andrew 繼續將他對莎莎舞的熱情帶給

我們的會員。由於莎莎舞是⼀一種 社交舞，許多學

員對此較為陌⽣生，因此，課堂著重教授社交舞的基

本步。為迎合部份準備好升級挑戰的會員，我們將

課堂延長 30 分鐘，供他們學習進階舞步，獲得不

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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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床 
2019 年年，我們鞏固與 Bouncelimit 的合作。由於

對彈床課感興趣的會員增多，我們已為新學員舉辦

多⼀一班彈床課。我們看到新學員在平衡⼒力力及協調性

⽅方⾯面有明顯改善，許多會員家庭對這堂課表⽰示喜

愛。可惜受新冠疫情影響，Bouncelimit 於 2020

年年 3 ⽉月暫停營業，重新營業時間尚不確定。我們

希望來來年年能與提供類似運動的健⾝身室達成合作。 

 

中式伸展運動 
⾃自 2019 年年 5 ⽉月推出以來來，中式伸展課備受家長和會

員歡迎。導師 Ben 每周帶領⼤大家做伸展、呼吸和冥想

練習。課堂上教授的⼀一些動作在家也可以做，⿎鼓勵會

員家庭堅持鍛煉。考慮到該課廣受會員家庭歡迎，我

們希望 2020 年年繼續開設。 

 

健⾝身活動 
Stephanie 於上年年⾄至今年年 7 ⽉月在跑⾺馬地舉辦健⾝身活

動，之後因投⾝身其他事業，無法定期授課。我們的會

員非常享受在⼾戶外與 Stephanie 及其朋友⼀一起玩健⾝身

遊戲，在玩耍的同時改善⼼心⾎血管功能和整體健康。 

 

運動與協調 
Minisports 是香港的⼀一所體育學校，專⾨門教授在多項

體育運動中都會⽤用到的技能，如拋接和協調性，該學

校每⽉月為我們上⼀一次運動和協調課。課堂節奏快、充

滿活⼒力力，通常以⼀一個遊戲或⼀一場比賽完結。來來年年我們

將加強與 Minisports 的合作，他們將負責領導⼀一個專

為青少年年設計的體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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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 
2019/2020 年年度，我們⼗十分幸運，得到多名瑜伽老師

的鼎⼒力力相助。我們的家庭都很享受瑜伽帶來來的平靜體

驗。⼀一些會員對瑜伽⼗十分熟悉，⾝身體特別靈活！

Sandra 教授初學者瑜伽課，為我們的會員介紹福雷斯

特瑜伽的基本姿勢及體式。參參與者在安靜的氛圍中上

課，不同姿勢可幫助其減輕壓⼒力力，放鬆⾝身⼼心。

Melissa、Jessy 及 Chrystal 周六開設的課程更更加着

重增強核⼼心⼒力力量量及耐⼒力力，為更更有經驗的參參與者帶來來更更

⾼高程度的挑戰。Wenice 的瑜伽課則更更加強調⾝身體與

空間意識，有助於提⾼高協調能⼒力力。Wenice 於 2020

年年初舉⾏行行婚禮後將重返導師崗位。  

 

雷⿁鬼舞 
我們的雷⿁鬼樂老師 Michelle 從牙買加⾳音樂及舞蹈中汲

取靈感，為我們的社群介紹該種頗具異異國情調的舞蹈

風格。舞蹈中結合雷⿁鬼樂中突出的有⼒力力節拍、獨特的

節奏及閒適的風格，舞步通常輕鬆、流暢且富有節奏

感。會員及各個家庭都喜歡學習新的舞蹈風格，我們

期待來來年年進⼀一步了了解雷⿁鬼樂的基礎知識。   

⾼高強度間歇訓練(HIIT) 
我們經認證和認可的私⼈人教練 Grish 每周為我們的家

庭開設兩兩⼩小時的 HIIT 課程。HIIT 旨在透過運動在短時

間內提⾼高⼼心率，從⽽而改善⼼心⾎血管功能。該等⾼高強度訓

練課程結合速度、耐⼒力力及⼒力力量量訓練。該等課程的要求

相對較⾼高，進階⽔水平的參參與者可從容應對 Grish 提出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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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舞 
⾃自 2019 年年 9 ⽉月起，我們的當代舞老師 Rhian 每周都

會教授當代舞蹈課。不同於爵⼠士舞／Hip Hop 有⼒力力⽽而

快速的風格，當代舞蹈的⾳音樂通常節奏緩慢、旋律律優

美，⽽而舞蹈動作則強調地板動作及流動感。參參與者有

機會根據⾳音樂⾃自⾏行行設計舞蹈動作。Rhian 計劃組織我

們的舞者未來來在公共場合表演，以展⽰示他們的進步。 

 

普拉提 
非牟利利組織「Pause for a Cause」創始⼈人 Jill 和導師

Otilia 每周為我們授教普拉提課。該組織旨在為沒機

會上課的參參與者提供普拉提及正念念課程。普拉提與瑜

伽的主要區別在於，普拉提強調核⼼心及肢體運動，⽽而

瑜伽側重於⾝身體的整體正念念。 

欖球 
於 2019 年年 10 ⽉月時，體育教練 George 成為我們的義

⼯工欖球老師，我們得以重新開設欖球課。感謝 ESF 和

KGV 學校出⼿手相助，允許我們使⽤用其場地及設備開辦

欖球課。參參與者可借助適當的設備（擒抱沙包、護具

等），學習如何傳遞及接住形狀狀特殊的欖球。  

 

健⾝身遊戲 
2019 年年 9 ⽉月⾄至 12 ⽉月，認證健⾝身教練兼營養師 Ruxy

為我們教授健⾝身遊戲課程，當中的⼀一些遊戲包括搶凳

⼦子及紅綠燈等。當 Ruxy 沒空時，Kenneth 亦會從該

等課程中汲取靈感，別出⼼心裁，⾃自⾏行行設計課程，其中

包括挑戰參參與者能⼒力力的各種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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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萊塢舞 
我們與 Beyond Bollywood 的合作始於 2019 年年 11

⽉月，我們當時聯聯⼿手開設了了第⼀一堂寶萊塢舞蹈課。

Krystal 融合寶萊塢⾳音樂的獨特風格，教授的舞蹈中結

合快節奏的上半⾝身及頭部動作以及印度舞蹈特有的姿

勢。我們的⼤大多數舞者均體驗過爵⼠士舞／Hip Hop，

發現了了兩兩種舞蹈風格之間存在某些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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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藝術活動 

 
	
	

2019 年年，我們推出了了若若⼲干藝術課程，包括花藝課及

書法課，藉此擴⼤大我們的服務範圍。我們堅信整體

發展的重要性，並希望我們的會員可獲益於該等創

新課程。我們亦發現，我們的非體育計劃吸引整個

家庭的參參與，從⽽而進⼀一步賦予我們⼒力力量量，努⼒力力改善

整個家庭的健康。 

花藝 
Andrea 的是⼀一名充滿熱情的業餘花藝設計師，⾃自

2019 年年 10 ⽉月開始，每⽉月為我們的家庭教授花藝課。

在 Andrea 的悉⼼心指導下，我們的家庭可選擇⽤用來來裝

飾花瓶的主花及配花。我們的家庭考慮顏⾊色、⾼高度及

紋理理變化，⾃自⾏行行創造花束，下課後便便可帶回家中。我

們甚⾄至還創作聖誕花環，慶祝 12 ⽉月的聖誕節。我們的

家庭對於有機會與 Andrea ⼀一起探索花卉設計深表感

激。 

書法 
撰寫本報告時，Emily 還是⼀一名正在接受培訓的老

師，並每⽉月教授書法課。⼀一些參參與者，特別是家長，

在書法⽅方⾯面有⼀一定的經驗，但他們也承認疏於練習已

久。課程開頭，Emily 會教授⼀一些基礎知識，包括握

筆的正確⽅方法以及 常⾒見見的筆畫技巧。書法課有助於

加強家長與其⼦子女之間的聯聯繫，⼀一家⼈人可藉此機會圍

坐桌旁，共度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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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繞畫 
禪繞畫是透過繪製形狀狀及線條創建圖像的藝術，亦是

⼀一種放鬆⾝身⼼心的有效⽅方法。在我們的導師 Carrie 的指

導下，參參與者使⽤用原⼦子筆、鉛筆及箱頭筆繪畫，創作

獨特⽽而個⼈人化的藝術品。我們的參參與者發現，整體體

驗既有趣⼜又獨特，我們希望 2020 年年繼續向 Carrie 學

習，深入了了解禪繞畫。   
 

⼿手⼯工藝 
每到歲末年年初之際，我們的品牌推廣顧問 Rosann（我們的新徽標的創作⼈人）都會組織⼿手⼯工藝品課

程，與我們的家庭⼀一同歡慶。聖誕期間，我們⾃自⾏行行設計並創作聖誕賀卡，以及聖誕老⼈人及馴鹿的

模型。農曆新年年期間，我們使⽤用 Rosann 設計的摺紙創作及裝飾揮春。透過使⽤用貼紙、圖畫及運⽤用

⾃自⾝身的想像⼒力力，參參與者積極完成⾃自創設計，製作出具有個⼈人風格的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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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時期的計劃 

 
	
	

由於 2019 年年 10 ⽉月／11 ⽉月期間發⽣生的社會運動，以

及新型冠狀狀病毒肺炎持續爆發帶來來的不確定性及動

蕩局⾯面，Love 21 與許多非政府組織及慈善機構⼀一樣

⾯面對重⼤大的挑戰。 保證各個家庭的安全是我們的⾸首

要任務，Love 21 的職員已採取預防措施，以確保我

們的會員、家庭、義⼯工及老師的安全。Love 21 董事

會及管理理層已制定應急計劃，以確保 Love 21 在不

確定的情況下仍能平穩持續地營運。 

線上課程 
⾃自農曆新年年（2020 年年 1 ⽉月底）以來來，由於新型冠狀狀病毒肺炎的爆發，Love 21 並未提供任何⾯面授課

程或活動。該決定旨在保護我們社群的會員，避免其因本⾝身較弱的免疫系統⽽而⾯面臨臨更更⾼高的患病風

險。3 ⽉月初，由於全球疫情加劇，Love 21 計劃舉辦線上課程，以代替⾯面授課程。我們的第⼀一堂線上

課程於 3 ⽉月中旬開課，我們的家庭對該課程表現出熱情及讚賞的態度。此後，我們聯聯絡了了更更多有興

趣為我們的家庭教授線上課程的義⼯工。線上課程的短期⽬目標是每天⾄至少提供⼀一堂課，以使我們的參參

與者即便便留留在家中也有更更多機會參參加體育鍛煉。    

 

分發個⼈人衞⽣生包  
感謝 ImpactHK、Soap Cycling 及 Alliance Bernstein 的⼤大⼒力力⽀支持，Love 21 收到⼤大量量個⼈人衞⽣生包

（包含⼝口罩、免洗洗⼿手液及肥皂），我們隨後便便將物資分發⾄至我們需要幫助的家庭。我們已有近 50

個家庭收到該等衞⽣生包。Love 21 非常感謝該等⽤用品的捐助者及贊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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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活動  

 
	
	

為擴⼤大 Love 21 在更更廣泛的香港社會中的影響⼒力力，我

們與香港的公司合作，在社群中分享正能量量與愛。我

們與來來⾃自不同公司的會員組織不同的活動，使我們的

社群及公眾有機會深入了了解彼此。若若您有興趣了了解更更

多有關 Love 21 提供之企業社會責任機會的資訊，請

透過 jeff@love21foundation.com 聯聯絡 Jeff。 

 
 

Nakama Global 
Love 21 Space 開放後不久，我們邀請來來⾃自 Nakama Hong Kong 的⼯工作⼈人員與我們的家庭⼀一同參參加循

環訓練及三⽂文治製作課程。Nakama 的⼯工作⼈人員兩兩⼈人⼀一組，參參與我們循環訓練課程的各個環節，⿎鼓勵並

⽀支持我們的會員進⾏行行鍛煉。健⾝身課程結束後，Nakama 的義⼯工與我們的家庭⼀一起製作果汁及三⽂文治，以

幫助我們的會員在鍛煉課程後⾃自⾏行行製作健康美食。我們很⾼高興與 Nakama 的義⼯工度過⼀一段難忘的時光，

讓 Love 21 有機會展⽰示我們所作的該等意義非凡的⼯工作，我們對此深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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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盛 
⾼高盛的義⼯工於 10 ⽉月與 Love 21 的家庭⼀一起從柴灣徒步前往⼤大浪灣的。20 餘名義⼯工陪同我們的家庭前往

港島徑，參參加短程但極具挑戰性的遠⾜足，在此期間，我們的家庭與義⼯工熱情互動。我們帶上⾜足球和排

球，抵達⼤大浪灣海海灘後，我們的家庭與義⼯工在沙灘上盡情嬉戲。然後，我們在沙灘上集體野餐。我們與

義⼯工在陽光下度過了了⼀一段美好時光，我們享受其中，並希望該活動能使兩兩個社群的關係變得更更加緊密。 

 

瑞⼠士信貸 
2020 年年 1 ⽉月，來來⾃自瑞⼠士信貸的義⼯工於 Love 21 中⼼心參參加了了循環訓練課程。在 Jeff 簡介 Love 21 的願

景、使命及營運情況後，來來⾃自瑞⼠士信貸的義⼯工每⼈人被分配到循環訓練課程的⼀一個環節。我們的參參與者⾒見見

到來來⾃自瑞⼠士信貸的義⼯工很開⼼心，我們期待在未來來透過組織更更多活動，進⼀一步加強我們與瑞⼠士信貸的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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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活動 

 
	
	

2019-2020 年年度，Love 21 ⼗十分榮幸受邀參參加合作夥

伴組織的眾多活動。我們僅借此機會感謝主辦⽅方為以

下活動提供的⽀支持： 

 
 

OneSky 遠⾜足及⾃自助餐 
Harry 是我們的董事會成員之⼀一，亦是非牟利利兒童組織 OneSky 的贊助⼈人，他邀請並贊助 Love 21 全體

成員參參加了了 2019 年年 11 ⽉月舉⾏行行的⼀一年年⼀一度的 OneSky 遠⾜足。來來⾃自 Love 21 的 80 多名會員、家長、家庭

成員、義⼯工及⼯工作⼈人員參參加了了這次遠⾜足，這是我們 2019 年年參參加⼈人數 多的活動之⼀一。我們從基維爾營

地出發，途經衛奕信徑遠⾜足⾄至太平⼭山獅⼦子亭。遠⾜足結束後，Harry 在⻄西貢⽩白沙灣遊艇會為所有 Love 21

參參與者安排了了⼀一場⾃自助餐。毋庸諱⾔言，經過累⼈人的遠⾜足，我們的家庭絕不會放過⾃自助餐上的任何美食！

我們僅借此機會感謝 Harry，他的貼⼼心安排讓我們的家庭度過了了美妙的⼀一天，同時也感謝 OneSky 組織

此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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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v Dillon Fund 的體育運動課堂 
Guv Dillon Fund 在 2019 年年慷慨地贊助了了 Love 21，曾兩兩次邀請我們前往香港印度遊樂會參參加⼀一

整天的體育運動及美食活動，合共有超過 50 個家庭參參加。活動⾸首先是由 Guv Dillon 的教練傳授

健⾝身課程，體育運動課程結束後，組織者安排我們的家庭享⽤用了了⼀一頓印度風味⾃自助餐。在 12 ⽉月

的活動中，我們的 Love 21 家庭收到 Adidas 贊助的運動服裝作為聖誕禮物。僅此感謝 Ravi 為我

們組織並協調這些活動。 

 

香港女⼦子合唱團⾳音樂會 
2019 年年，香港女⼦子合唱團為 Love 21 進⾏行行募款演出，全年年邀請我們的家庭參參加了了數場⾳音樂會，向⼤大家

傳播⾳音樂的歡樂。其中包括 2019 年年 7 ⽉月的 Sing and Swing ⾳音樂會及 2019 年年 12 ⽉月的聖誕⾳音樂會。

非常感謝 Sarah 組織這些⾳音樂會並邀請我們的家庭參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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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9-2020 年年度，Love 21 亦參參與了了以下活動： 

 
 

 

 

 

 

英基畢架⼭山學校的投球課堂 
	

愉景灣周⽇日市集 
	

與 Bernice ⼀一起遠⾜足和野餐 
 

「Terry Fox Run」慈善競跑 
	

在香港⽊木球會體驗板球和保齡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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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感⾔言 
	
	

我們相當有幸，能夠得到來來⾃自會員的家庭的⽀支持。

以下的分享是來來⾃自於我們的家庭： 

 

- Love 21 組織的活動另我們的⼩小朋友玩的很開⼼心。Love 21 有很多活動平時我們

接觸不到，如橄欖球，滑浪，瑜珈等，並有時會⿎鼓勵家長⼀一⿑齊參參加活動，有別於

其他公益機構或活動中⼼心較死板的活動。 

 

- 我們的⼩小朋友沒有什什麼朋友，慶幸在 Love 21 認識⼀一群合拍的家庭，可以⼀一起

玩，⼀一起爬⼭山，⼀一起參參加活動。 

 

- 我們的 Jazz/Hip Hop 舞蹈學校年年慶時，我們的孩⼦子可以上台參參加表演。作為家

長我們很開⼼心，因為參參加之前不會有機會參參加這樣的活動。孩⼦子們很有表演慾，

觀眾也給予他們很熱烈的掌聲，讓我們覺得我們沒有被遺棄。 

 

- 有別於其他⽀支援中⼼心，Love 21 的活動全部都是免費的。例例如⼗十八區地區⽀支援中

⼼心，唐⽒氏協會等，活動⼀一堂要港幣 90 元。⼀一個⽉月花費就獎⾦金金 2000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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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21 Space 

 
	
	

我們機構的社區中⼼心(Love 21 Space)於 2019 年年 9 ⽉月 22 ⽇日正式開幕。從那天

起，Love 21 正式有了了「家」。為了了紀念念這⼀一重⼤大時刻，我們的全體成員（包

括家庭、義⼯工、教師和董事會成員）均應邀來來到中⼼心參參加開幕派對。我們非常

感謝 Segantii Capital Management 慷慨贊助中⼼心租⾦金金，使我們夢想成真，

擁有了了永久的家。Love 21 Space 擁有超過 4,000 平⽅方呎的可⽤用空間，包括

⼀一間舞蹈室、健⾝身室、休息室和食品店。Love 21 Space 現在每周能為我們的

會員及其家⼈人提供超過 25 ⼩小時的活動。  

 

展望 2020 年年，我們希望進⼀一步增加 Love 21 Space 的活動數量量，為我們的

家長及年年輕會員提供早晨和午後課堂。既然我們有能⼒力力，我們亦希望到

2020-2021 年年度末將我們服務的家庭數量量增加到 1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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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摘要 

 
	
	     2019-2020 年年度  2018-2019 年年度 

收入     港元    港元 

捐款     2,063,399   700,699 

利利息     255    253 

總收入    2,063,654   700,952 

 

開⽀支            港元           港元 

核數費    (7,500)   (7,000) 

⾏行行政開⽀支            (91,159)   (36,494) 

活動開⽀支             (453,029)   (190,578) 

⼯工資和薪⾦金金（活動）          (395,391)   (152,250) 

⼯工資和薪⾦金金（⾏行行政）  (187,776)   (101,500) 

租⾦金金      (464,000)   - 

總開⽀支          (1,598,855)  (487,823) 

年年度盈餘           464,799   213,129 

 
 

 

備註：上述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財務摘要並非 Love 21於該年度的法定合併財務報表。 
* 核數師報告無保留意見，未提述核數師以無保留意見的強調方式提請注意的任何事項，亦未載列根據《公司條例》第 406(2)、407(2)或
(3)條作出的聲明。 
 
1 我們非常感謝 Segantii Capital Management贊助了我們 2019-2020年度的全部租金支出。 

以下財務表摘要是以 2019 年年 4 ⽉月 1 ⽇日⾄至 2020 年年 3 ⽉月 31 ⽇日的經審核的財務報表為基礎，歡

迎索取完整版本的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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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您的幫助 

 
	
	

未來來越加難料，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更需要您

的⽀支援。儘管⾯面臨臨新的外部挑戰，Love 21 仍計劃繼

續拓拓展及改善我們為受助者提供的服務。值此困難時

刻，您的⽀支持對我們繼續為香港唐⽒氏綜合症及⾃自閉症

患者提供服務⾄至關重要。 

 
 

捐款  
作為⼀一間慈善機構，我們有賴善長的捐款。若若得您慷慨解囊，我

們將不勝感激。我們接受以下捐款⽅方式： 

 

- 轉帳⾄至我們的滙豐銀⾏行行帳⼾戶(582-350526-838) 

- 以⽀支票捐款，請將⽀支票郵寄⾄至新蒲崗五芳街 31-33 號永

顯⼯工廠⼤大廈 9 樓樓 D 室，抬頭請寫「Love 21 Foundation 

Limited」 

- Payme（掃描右⽅方⼆二維碼）  

 

若若您願意定期捐款，我們的網站⽀支援每周或每⽉月捐款。請瀏覽我

們的網站 www.love21foundation.com 了了解詳情。   

 

如有需要，我們會按您的要求發出正式的捐款收據並郵寄給您。 成為 Love 21 的義⼯工 

我們隨時歡迎願意服務本會受助者的義⼯工。無論是帶領體育運動課堂，或幫忙現有的課堂，或協

助我們的⾏行行政⼯工作，本會歡迎有意作出貢獻、有責任感、有愛⼼心的您加入我們的義⼯工⾏行行列列。如有

興趣幫助我們的受助者，請發送電郵⾄至 jeff@love21foundation.com 或

kenneth@love21found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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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所有捐助 Love 21 的善長 

 
	
	

- 2nd Chance Trading Limited 

- Asociación de Mujeres de Habla 

Hispana 

- Bernice Tong 

- Byres Melvin 

- Calvin Lo 

- Capital International, Inc.  

- Carmel Armstrong 

- 瑞⼠士信貸 

- DOGA Netball Group 

- Erica Malla 

- ⾼高盛 

- Guv Dillon Fund  

- Harry De Pree 

- Hong Kong Tennis Ladies 

- 香港女⼦子合唱團 

- Jamie  

- Lai Kit Ching 

- Lawrence Beck 

- Liu Yin Ting 

- Long Hay Ha 

- Matthew Hosford 

- Nakama Global 

- Nic Parker 

- Patos Paul 

- Punam De Manny 

- Randsted Hong Kong Recruitment 

Agency  

- Rotary District 3450 Charitable Fund 

Limited 

- Segantii Capital Management 

- Sheetal Ganerwial 

- Soraya Shroff 

- Tan Yuan Kueh 

- 吳⽂文政王⽉月娥基⾦金金會  

- Tiffany Cheng 

- Ting Man 

- Venture Studios (HK) Limited 

- Yvonne Y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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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本會網站：https://love21foundation.com/ 

關注本會：https://www.facebook.com/Love21foundation/ 

向本會發送電郵：jeff@love21foundation.com  

參參觀本會：香港九龍新蒲崗五芳街 31-33 號永顯⼯工廠⼤大廈 9 樓樓 D 室             

 

聯聯絡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