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ONE 尋找並表揚一位”當今的德蘭修女” –
一位用盡每分每刻去幫助有需要的人的無私奉獻者。
THE ONE 秉力維護人道主義精神，是惻隱之心和無
私的象徵。

國際無名英雄獎



以提名人的名義捐贈予一間其指定的
政府認可的慈善機構或扶輪社。

捐贈予提名得獎者的扶輪社
以支持他們的慈善項目。

國際 香港 菲律賓

$5,000美金 $500,000披索$5,000港元



2012
Valerie Browning  (埃塞俄比亞)
Shruti A. Shroff (印度)
Father Joe Maier (泰國)
Dr. Daniel Murphy (東帝汶)
Cecilia Florés-Oebanda (菲律賓)

2013
Valerie Ann Taylor (孟加拉)
Christina Noble (越南 & 蒙古)
Enrico Sala (柬埔寨)
Cynthia Maung (緬甸)

2014
Barbara Hofmann (莫桑比克)
Scott Neeson (柬埔寨)
Narayanan Krishnan (印度)
Rosalind F. Colwill (尼日利亞) 

2018
Enid Hendershot  (印度)
Sister Angela Mary (巴西)
Dr. Ravindra Kolhe (印度)

2019
Subasini Mistry (印度)
Dr. James Gollogly (柬埔寨)
Jeff Rotmeyer (香港)

2015
Sindhutai Sapkal (印度)
Dr. Bharathi Jayaram (尼日利亞)
Dr. Burenjargal Bultuush (蒙古)
Chung To (中國)

2016
Dr. Rajendra Dhamane (印度)
Hari Bhandary (尼泊爾)
Morn Savourn (柬埔寨)
Dr. Prakash Amte (印度)

2017
Shobha Rani (印度)
Kanchana Thornton (緬甸)
Father Charles Ogada (尼日利亞)

國際

英雄榜



Enid Hendershot (國際無名英雄得獎者 2018) 

於Ramana’s Garden children’s home內建置
一 所THE ONE Heart Home以收容 17位拾荒

的小孩。

我們的英雄





我們的工作

300,000+
顆生命

$250萬美金
以支援全球人道服務

項目

47 
位人道工作者

200+
個國家和地區

尋遍 表彰 捐贈超過 改變



全球性影響力
我們大部分的英雄都在
戰亂或嚴重窮困的國家
進行人道服務工作。
我們的支援能夠為這些
有需要的社群提供重要
的資源。

第三世界國家

第二世界國家

第一世界國家



自 2012年，歷屆的得獎者利用無名英雄獎的獎金
建構了以下設施: 

4 所設備齊全的看護中心 3 所太陽能診所
2 所醫療中心 2 所復康中心
2 輛流動醫療車 2 所婦產醫院
2 個廚房 1 所為臨終病人而設的療養所
1 所文化中心 1 所中學
1 所農業加工廠 1 所女生宿舍
1 個種植園區 1 輛校車

並且為數以十萬計的人提供食物，
醫療用品及照料。

我們的成果



我們的服務範疇

清潔用水

食物供應

住屋

醫療服務

殘疾人士護理

康健輔導及服務

教育

就業及在職培訓

經濟及社區發展

孕婦服務

意外懷孕及領養

單親家庭支援

長者服務

善終服務

殯葬服務



我們的緊急人道援助基金是專為歷屆得獎者而設。
如遇上緊急人道災難時，他們都可以申請上限達十萬元美金的基金作
救濟支援之用。

對我們得獎者的終生承諾

緊急人道援助基金

大火後發放$15,000美金以助重建寄宿房屋 發放$7,500美金幫助受嚴重水災影響的清奈
災民

發放$77,000美金給面臨糧食短缺及乾旱的
埃塞俄比亞人民，讓他們得到疫苗、肥皂、
扁豆和淨化食水化學物



上星期我到訪了美國,每次當
我打開房間裡的電視機都會看
到令人不愉快的消息。斯里蘭
卡的衝突，菲律賓的地震和中
東的政治問題。但今晚我很高
興，國際無名英雄獎振奮了我
的心靈。2019年得獎者的故

事為現今的世界帶來希望。他
們是社會上的真英雄。

黃其光,
2014-15年度國際扶輪社總社社長

他們投入奉獻的精神帶來今
天的成就，實在令人敬佩。
我想如果保羅．哈里斯今晚
在這裡, 他一定會感到非常

欣慰。

萊斯禮,
2017-18年度國際扶輪社總社社長

今個晚上被選中的都是滿有大愛，
為他人無私奉獻的人。他們運用
自身的天賦去幫助貧苦的人及為
活於社會邊緣的人士帶來希望。
我們要在這裡感謝他們的熱誠和
奉獻。他們是上天賜給世界的禮

物。

雷文壯,
2015-16 年度國際扶輪社總社社長

國際扶輪社的支持



2015 – 2018年主禮嘉賓

張建宗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

“我衷心祝賀這班無私奉獻的
無名英雄獎得獎者。

我深深地被你們的獻身精神打
動，我期望你們為一個更美好

的香港而繼續努力。”

香港特區政府的支持

2019年主禮嘉賓

陳茂波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

“恭喜及感謝一眾無名英雄獎得
獎者及入圍者為很多
生命帶來盼望和愛。

你們的行為
照亮了我們的前路。” 



我可能在大螢幕上飾演英雄，但
今晚在這裡的入圍者是這世界裡
的真英雄。我太太已和我一起支
持這個有意義的活動，成為香港

無名英雄的宣傳大使。
我們會將聽到的很多故事和我們
的子女分享，令他們明白到一個
微小的作為亦可以令世界變得更

美好。

國際巨星的支持

國際宣傳大使
甄子丹
國際巨星

香港宣傳大使
汪詩詩
名模



獲Hong Kong Tatler
名為 “ 十大影響全球的慈善獎項 ”



媒體支持
自2012年起，無名英雄獎已獲得超過二百六十萬
美金的免費媒體宣傳報導。



提名: 2019年7月1日 – 11月30日

網址: www.theoneintl.org
電郵地址: info@theoneintl.org

幫助我們尋找於世界各地的
無名英雄



請支持無名英雄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