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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筋，
小農脫貧
不是空談！

來自加納K p a t u a地區的
菲莉西亞有兩個孩子，她和
無數婦女小農一樣，為了方便
照顧孩子，會帶著他們落田工
作。樂施會支持當地小農安裝
太陽能發電的灌溉水泵，抽取地
下水灌溉農田，讓農戶可以全年
耕種，增加收成。



親愛的樂施之友︰
 
假如你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十六港元，你會怎樣運用
這點錢改善生活？這是貧窮社群每天要面對的切身
問題。在樂施會，我們不斷尋找能讓貧窮人發揮
潛能，謀求可持續發展，過有尊嚴生活的方案。
 
貧窮是一個複雜且多樣的社會現象，源於制度及
資源配置上的不公平及結構性因素。要消滅貧窮，
沒有單一或正確方案；沒有一致公認或客觀的標準。
貧窮在不同地方有不同面貌，會因應時間、地點和
當時社會情況等變數而有所不同。故此，要消滅
貧窮，不能單靠投放資金，我們必須因地制宜，靈活
變通，透過合作和創新，讓社區民眾了解自己的
問題，然後共同努力尋找解決方案，同時在社區和
政策層面推動變革。
 
今期《樂施快訊》，我們會介紹三個利用科技帶動
改變的創新扶貧方案。來自世界各地的小農，會
分享他們如何透過互相傳授知識、承擔社區發展
義務，合力創造美好將來。你還會讀到一位已在
樂施會工作三十年的同事，以及她「助人自助」，以
生命影響生命的故事。
 
接二連三的自然災害，往往抵消扶貧工作的成果。
所以，樂施會一直不遺餘力在世界各地推行人道
救援及災害管理工作，同時開展結合減災防災和
持續生計的災後重建項目，雙管齊下協助貧窮人
對抗災害。我誠邀您增加捐款，支持我們協助更多
貧困社群應對災害。
 
我們深信，有您繼續支持，將會有更多人分享到
脫貧的喜悅和扶貧的成果。
 
樂施會會以更多工作成效答謝您的支持。

徐國偉
樂施會署理籌募總監

今期內容
1 署理籌募總監的話

署理籌募總監的話

2 無窮世界
「密密」耕耘  積極脫貧

5 改變世界
對抗不公  消滅貧窮

7 放眼世界
人道救援工作簡報

9 我是牛記人
‧ 歐陽妙娟
‧ 鳴謝

10 微笑看世界
孩子，你要靜待花開！

11 樂施之友活動
‧ 親子互動劇場︰天地無家
‧ 樂施之友甘肅考察之旅
‧ 探訪本地團體︰
 剩菜回收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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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  世界

「密密」耕耘  積極脫貧「密密」耕耘  積極脫貧

小農面對的困境

何謂小農 (smallholder farmer) ?

六十四歲的四川省北川縣黑水村小農王德芳，
揹著她的收成豆角賣給商人。二零零八年汶川
地震，北川縣受到重創，加上交通不便、長期
缺乏外部資源，而農戶賴以為生的水及土壤等
天然資源又持續退化，當地小農的生計發展滯
後不前。樂施會推行社區為本的發展項目，透
過修路、技能培訓、推廣有機耕種及支持婦女
參與社區發展等，協助當地小農改善生活，長
遠達至可持續發展。

六十四歲的四川省北川縣黑水村小農王德芳，
揹著她的收成豆角賣給商人。二零零八年汶川
地震，北川縣受到重創，加上交通不便、長期
缺乏外部資源，而農戶賴以為生的水及土壤等
天然資源又持續退化，當地小農的生計發展滯
後不前。樂施會推行社區為本的發展項目，透
過修路、技能培訓、推廣有機耕種及支持婦女
參與社區發展等，協助當地小農改善生活，長
遠達至可持續發展。

小農是從事傳統農業活動的小規模生產者。目前全球近六億農戶中，近九成是小農，
大部分集中在發展中國家的郊區，生產全球約七成糧食。小農的農地面積細小，多數
是家庭式運作，以自給自足為主，及依靠出售所種農作物以獲取收入，很多都面對貧窮
及糧食不足的問題。小農是樂施會社區發展計劃中最主要的受助人群。

‧ 不公平及不公義的制度和資源分配，把小農困於初級農業生產，缺乏發展機會；水、土地與資本等資源嚴重不足。
‧ 地處偏遠地區，沒有交通工具和市場訊息，大大削弱小農的議價能力。
‧ 工具簡陋、生產技術滯後，造成產量低。
‧ 種子肥料等生產成本不斷上升，利潤微薄。
‧ 缺乏有利環境和惠農政策。
‧ 收購商多為大企業，市場力量懸殊，小農只能無奈接受收購條款。
‧ 蟲害、天災和氣候變化不斷衝擊，大大影響小農生計。

多年來，樂施會一直以創新思維，結合因地制宜的生計改善項目，協助世界各地的貧困
小農學習技能、掌握市場訊息、加強議價能力，同時倡議政府改變制度和社會結構，
從根源協助小農解決貧窮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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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約有四十五億人無法獲得基本的衞生設施、一半
以上人口無法使用衞生廁所，而那些擁有廁所的家庭，需要
大量的水和電才能處理廁所的廢物，否則，廁所便成為細菌的
溫床。樂施會提供了一種既環保又可帶來可持續發展的解決
方案：在廁所放入會消化糞便的蚯蚓，將廢物分解、堆肥，
使之成為免費、優質的有機肥料，為小農的耕地提供養分。

瑪莉來自西非國家利比里亞，像大部分當地人一樣，樹叢就是
她們的廁所。伊波拉病毒疫症數年前肆虐西非，利比里亞是其
中最受打擊的國家。建造廁所，推廣良好的衞生習慣可大大減
低傳染病爆發。建了蚯蚓廁所後，瑪莉的家居環境及衞生大大
改善，引「蟲」入室，居然收入也增加了。她笑說︰「我利用
蚯蚓製造的肥料來種植蔬菜，旱季的時候，這些肥料特別有
用。我幾個孩子還在上學，我用賣蔬菜的收入幫補他們的書簿
費和雜費。」

智能手機改變了世界，更改變了無數貧困婦女的生活。

溫西來自柬埔寨磅士卑省，樂施會向她和村裡其他婦女小農提供手機，提高
她們的生計發展能力。溫西視她的粉紅色手機為貼身和貼心的「伴侶」。
她利用手機和商人洽談，安排收購農產品事宜。「有手機，我們便可以購買
更多農地、出售更多蔬菜、調動資金、收取天氣預報和農作物市場價格等
重要信息。以前出售農產品，我們總比男村民吃虧，經常被壓價。手提電話
改善了我們的生活，使我們與男性平起平坐。」溫西自豪地說。

樂施會致力利用科技提高扶貧工作成效。去年十一月，我們又推出了名為
「稻米集團」(BlocRice)的項目，幫助柬埔寨農業合作社的米農，與柬埔寨
的出口商和荷蘭的買家建立直接溝通平台，並訂立電子合同，藉以爭取更
有利的條款和更好的價錢。

電子合同利用電子信息網路，大大節約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經濟效益，
是幫助小農在社會和經濟上賦權的好工具。

無窮  世界

蚯蚓大作戰 蚯蚓大作戰 

有機可「成」有機可「成」

更多方法幫助小農增加糧食和收入：更多方法幫助小農增加糧食和收入：

樂施會致力找尋創新和可持續的方式，幫助小農提高生產力，
脫貧自立。以下，我們介紹三個創新點子。

‧ 支持小農種植耐旱的農作物，抵抗氣候變化。
‧ 支持水利設施
‧ 提供優質種子、耕作工具和農業培訓。
‧ 推動農戶成立互助小組或合作社，加強市場連繫及議價能力，協助農戶掌握市場訊息。
‧ 提供小額貸款和牲畜，開拓生計渠道。
‧ 推廣多元種植，減低市場及蟲害風險。

樂施會最先是向利比里亞最貧困地區的數十個家庭提供蚯蚓
廁所，之後將它應用到人道救援項目，蚯蚓廁所先後在埃塞俄
比亞和緬甸的難民營大派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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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的發展項目能協助貧窮社區提升自信和能力，長遠
推動社區的可持續發展，而從國家及國際層面倡議推行
惠貧政策，則能解決導致貧窮的結構性問題。改變不公
平及不公義的制度，才是最長遠的滅貧之道。

樂施會積極透過政策研究及發表報告、倡議及公眾教育
等工作，推動惠貧的經濟發展模式，同時遊說各國政府、
國際組織和商業機構等，推行公平的土地、工農業、
徵稅、貿易、醫療、教育、住房等政策，近年也倡議
政府投放資源及協助民眾應對氣候變化，並呼籲社會
各界關注貧富懸殊問題。

蒞臨樂施商店，選購林林總總的優質公平貿易產品，包括咖啡、茶包、乾果、
朱古力、零食及穀類等，以消費力量，支持小農獲得合理回報。

從根源入手從根源入手

你我出一分力撐小農你我出一分力撐小農

踴躍支持樂施米義賣大行動2019!踴躍支持樂施米義賣大行動2019!

小型水力發電，能否為全球偏遠的農村帶來可持續的
再生能源？看到尼泊爾Jayathala村的轉變，你會發現，
只要肯嘗試，凡事皆可行。

不久前，Jayathala村還沒有電力。缺電限制了這條山村的
生計發展，亦為村民帶來很多生活上的困難。黑暗中，
村民只能燒柴火做飯和取光。長期砍柴導致森林濫伐、
土壤侵蝕和水土流失。兒童長期在昏暗的環境中讀書、
溫習，大大影響視力和學習。

樂施會致力替Jayathala這些被遺忘的村落找回生機，我
們和當地一個民間組織合作，推行小型水力發電項目。
我們挖了一條小運河，白天引導河水灌溉農田，晚上小
運河變成發電站，產生十二千瓦電力，為五十四個家庭
帶來光明。

再生能源不單大大改善村民的生活，更為他們開闢新的
發展機遇。現在，小農可輕鬆獲得灌溉用水，灌溉更多
農田，提高收成。整個項目由當地婦女主導，她們積極
參與項目管理、系統操作和保養，並向其他農戶解釋有
關計劃。有了電力，婦女不用每日花數小時上山砍柴，
她們使用電飯煲煮飯，將時間用於發展生計、照顧子女
和參與社區發展。兒童也不用摸黑溫書了。 尼泊爾Jayathala村的婦女，協助操作小型水力發電機。

一名加納農民正在取水。圖中的供水設施，利用太陽能鑽孔抽取地下水，
為三百個貧困家庭提供食用和灌溉用水。樂施會以這個項目作示範，遊說
當地政府在全國最貧困的社區採用，讓更多人獲得清潔飲用和耕種用水。

再生能源再生能源

全港各區及澳門約200個義賣攤位

11 12 18 19 25 26
（連續三個周六及周日）

5月香港 18 19
（周六及周日）

5月澳門 

樂施商店
中環康樂廣場一號怡和大廈低層八號鋪        電話：2522 1765

樂施之友享有折扣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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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不公  消滅貧窮對抗不公  消滅貧窮

誰是大贏家？誰又被遺漏？誰是大贏家？誰又被遺漏？

我們可以扭轉乾坤嗎？我們可以扭轉乾坤嗎？

查哈堤雅和她的小兒子拿祖，在她們位於印度比哈爾邦的家門前。

舒曼娜是一名助護
和助產士，她正於
印度比哈爾邦一所
初級保健院為一名
孕婦檢查。政府提
供醫療保障、教育以
及其他公共服務，
可減少貧富之間、
兩性之間的差距。

貧困是一個複雜的狀況，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及制度等不同領域，涵蓋不同層面，
由物質的匱乏，到教育、健康、醫療、發展機會及資源分配不均、權利及尊嚴被剝奪等非物質
層面。貧富極端懸殊，富人壟斷資本，導致貧困社群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兩性不平等所造成
資源及權益分配不公，令女性比男性更易陷入貧窮。

今年一月，樂施會發表最新報告《公共服務：普惠全民還是偏待私利？》，揭示最富有和最貧困
人口之間的差距正不斷擴大。

當最富有階層獲得最多資源、影響力和機會，最貧困的人口往往無法獲得就業機會、教育和
醫療等基本服務。現時，全球每日有二億六千多萬兒童失學；有一億人因醫療負擔而陷入極端
貧窮；約有一萬人因為無法獲得醫療服務而死亡。

查哈堤雅一家，只靠丈夫打散工，每日賺取約兩美元的微
薄收入過活。她村子裡有一間保健院，但長期缺醫少藥。
查哈堤雅的幼子拿祖出生時健康出現了問題，保健中心無
法醫治，拿祖被轉介到一家私家診所，由於無力支付診所
費用，查哈堤雅和丈夫不得不借貸為兒子治病，導致債台
高築。

查哈堤雅一家的遭遇，是因病致貧的典型例子，在貧困
地區屢見不鮮。無數貧困婦女和兒童，因為無法負擔基本
醫療服務和教育，每天都要面臨很多掙扎和生存難關。

極端不平等正蠶食得來不易的扶貧成果。但我們可以扭轉
乾坤。全球財富足夠為每個人提供公平的生活和發展機會。
樂施會與全球各地的夥伴和支持者一起倡議各國政府，締造
一個公平的世界和以人為本的經濟體系，讓貧窮孩子免於
失學；讓所有人免於因為缺醫缺藥而貧病交迫，我們要求
各國政府採取措施，令到社會更公平：

‧ 最富有的公司和個人公平地繳交稅款

‧ 人人都能獲得免費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

‧ 人人都能以自身的能力或勞力，換取體面的工作，賺取可
以應付生活的工資(living wage)，同時確保男女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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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姐的故事黃姐的故事

你我可以做什麼？你我可以做什麼？

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嚴重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嚴重

是甚麼把努力半生的長者推向赤貧？我們的安全網有多安全？
黃姐與公平咩*把紙皮車推到政府總部，一問究竟。

今天的香港，每三位長者就有一個窮。

六十五歲的黃姐，任職公立醫院助護三十年，獨自生活的她，
退休後每月靠二千多元退休金生活，連劏房也住不起。她曾經在
上水拾荒四年多，做過一年「麥難民」（指晚上以通宵麥當勞為
家），到上水麥當勞也結業，更試過露宿街頭。「我執紙皮都只
喺想幫補生活，幫補唔到兩餐，都幫到一餐吖。我哋呢啲年紀，
食得唔多。」

憑自己雙手換兩餐並非易事，拾荒工作面對重重限制，「食環」
阻撓，但依靠拾紙皮維生的人卻愈來愈多。

「以往同一區內執紙皮的人互相有默契，但後來連執紙皮都競爭
大咗，愈來愈多長者一齊鬥快執，諗落其實好悽涼。」黃姐說。

*「公平咩？」一詞原本是市民對社會上財富以致社會制度傾斜
的詰問，我們配合《香港不平等報告》，創造了一頭羊的繪畫
角色，名字叫「公平咩」；她代入市民身分，來引領公眾認識及
思考「不公平」的負面影響。

了解更多樂施會的倡議工作︰www.oxfam.org.hk/tc/globalinequality.aspx

我們邀請你加入我們的倡議活動，利用社交媒體
或其他渠道，將信息傳達給你的家人和朋友。

本港貧富懸殊已經到了不能接受的程度，極端不平等令百分之九十九市民的努力被蠶食。
樂施會促請政府肩負社會資源再分配責任，令勞動有合理回報，讓在職人士有能力讓
自己和家人過有尊嚴的生活。

不平等狀況並非只發生於發展中國家，樂施會去年九月發表的《香港不平等報告》，檢視過去
十五年香港的貧窮及貧富差距情況，發現貧富差距不斷加劇，最貧窮及最富裕一成住戶月入
中位數差距，由二零零六年的三十四倍擴大至二零一六年的四十四倍；貧窮人口數目持續
增加，高達一百三十萬人，當中七成為職貧窮家庭。數字顯示本港的貧窮及社會不公平情況
越趨嚴重，低收入家庭用勞力無法換取飽足和具尊嚴的生活。

樂施會促請政府盡其責任，推行進取及長遠的扶貧政策，發展以人為本的經濟，讓市民可以
享有平等發展的機會，政策建議包括增加經常性開支、公共服務預算增撥三百六十七億港元，
同時帶頭向外判工友支付生活工資等。我們同時要求政府積極改善勞工保障及待遇，令低收入
家庭及弱勢群體能獲得更多的支援、盡快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保障工友退休生活，以及
給予少數族裔平等教育機會。

我們又舉辦「公平咩」倡議及公眾教育活動，透過一系列講座、社區探訪及媒體宣傳等，讓
公眾了解本港貧富懸殊現況；再邀請大家加入樂施會行列，積極回應及應對，不讓貧富差距及
其他不公平制度持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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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  世界

印尼地震及海嘯

印度水災

災情 樂施會迅速回應

災情

樂施會迅速回應

預計總受助人數達到五十萬。

1,120萬公升水

678塊防水布

22,304個
衞生用品包 

  1,361件紗籠
（當地服裝）

67個儲水器

1,542次兒童衞生
宣傳活動

2,929個家庭
參加以工代賑 

來自帕魯的災民伊瑪獲得搭建臨時帳篷用的物料。

樂施會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向災民示範如何使用淨水丸。

修復水井，加高地台，可減低風季時洪水污染水源的風險。

照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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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四月至二零一九年二月，樂施會動用了一千二百萬港元，在全球
七個國家推行緊急救援及災後重建項目，協助貧窮人應付災害，恢復生計。
以下是三個曾向公眾籌款的人道項目工作撮要。

去年九月二十八日，印尼蘇拉威西島發生七點五級強烈
地震，並引發二米高海嘯，造成超過一百五十萬人受災，
至少三十萬人無家可歸、道路及通訊設施損毀、物資
短缺，災民在創傷、驚惶中，苦候救援。

我們至今已在希吉縣、帕魯和棟加拉縣向128,819名災民
提供緊急援助，包括︰

去年七月，印度多個地區頻降暴雨，洪水肆虐導致大批民眾被
迫逃離家園。南部重災區喀拉拉邦(Kerala)更遭遇「百年一遇的
洪水」，加上水壩排洪，加劇災情。暴雨引發山泥傾瀉，沖毀
民房，逾一百五十萬人受災，超過一百萬人無家可歸，缺水
缺糧。

樂施會的專長是提供清潔食水和公共衞生。我們確保婦女和女
童的個人衞生得到照顧和保障。有賴社會大眾的熱心捐款，以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賑災基金支持，我們得以向喀拉拉邦災
民提供以下緊急援助，以解燃眉之急︰

‧ 8,000個家庭（約40,000人）獲得清潔食水、衞生設施及救生
培訓。

‧ 超過9,940個家庭（約49,700人）獲發家庭用品包和衞生用品
包（包括蚊帳、床單、家用淨水器及個人衞生用品，包括
肥皂、牙刷、牙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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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非糧食危機

從牧民到農民

災情 總受助人數

樂施會支持農戶開鑿水井抽取地下水，同時修建儲水池及
供水系統，保障農田得到灌溉。 

樂施會向災民提供食水，又推動成立用水管理小組、災害
管理小組及預警系統，輔以培訓，同時推動村民與地方
政府合作，制定災害風險管理及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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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非多國飽受糧食危機威脅，南蘇丹、索馬里、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共有一千五百萬人挨餓。

乾旱導致農作物失收、牲畜死亡，缺乏清潔食水則增加了霍亂、急性腹瀉等疾病的威脅。

「我以前是牧民，生活朝不保夕。我很早已想放棄做
牧民，改做農民。去年，我們參加了農耕培訓，並獲
派發種子，一步步轉變生計發展方向。如果沒有這些
工具和支持，我們只能望天打卦。現在，我們有了
水井，可以隨時抽水灌溉農田，我們有很好的收成，
非常感謝樂施會的幫助。」

哈薩那，六十歲，來自埃塞俄比亞。

‧ 1,550萬人急需人道援助
‧ 1,030萬人面臨缺糧威脅
‧ 540萬人流離失所
‧ 被聯合國列為世界第三大人道危機

1,926,658人獲得
清潔和安全的飲用水

589,919人獲得
公共衞生服務

280,854人獲得
緊急現金購買食物

3,224,356頭牲畜
接種疫苗

非洲之角

埃塞俄比亞
1,217,503人受災

肯尼亞
618,528人受災

索馬里
466,064人受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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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阿妙與
義工攝於樂施會
當時在大角咀的
辦公室。阿妙笑
說︰「好感恩可以
和合作過的義工成
為好朋友。他們常常

約我飯聚呢。」

鳴謝（以筆劃序）：

太興飲食集團
方源慈善基金會 (亞洲) 有限公司
景逸軒 — 婚宴場地

eLead Global Limited
Dr George Wang -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樂意冰室

如果你曾到訪樂施會，在升降機門徐徐打
開的一刻，想必已見過我；如果你曾致電
樂施會，想必亦聽過我的聲音。我是歐陽
妙娟（阿妙），我是牛記人。

我從小患有嚴重的小兒痲痺症，四肢除了
左手之外，幾乎都軟弱無力，平常的活動
都限制在輪椅上。自幼喪父，相依為命的
母親及外婆很多年前亦相繼去世了。母親
一直是我的依靠，她離世後，我感到很
徬徨，但同時明白以後的路必須靠自己走
下去。在我最迷茫、無助的時候，樂施會
的同事給了我很多支持和鼓勵，因此，
樂施會一直是我另一個家。

每天早上九時，我就坐鎮樂施會總部接待
處，接聽電話及處理各大小事務。我是
「前線人員」，訪客來到樂施會，第一個
接觸的人就是我，有些訪客要求我即時解
答他們的問題，真的很有挑戰性。不過，
我經常提醒自己，就算遇到甚麼「疑難
雜症」，都要時刻保持笑容，從容面對。

人生路上，無論平坦順暢或崎嶇曲折，我
都深深經歷到信仰的平安實在。我相信，
以樂觀的心境面對生活，努力不懈，生活
亦不會辜負你。

樂施會人員稱呼機構做「牛記」，因為
英文名Oxfam有隻牛！這個大家庭，由
一班有理想、有抱負，又有使命感的
牛仔牛女組成。在牛記工作這麼多
年，推動我繼續前行的信念，除了是
盡一分力令世界變得美好，更重要的是
我希望以生命影響生命，用我的經歷，
鼓勵更多人熱愛生命、積極生活。

工作上最難忘的是每逢有賑災及大型籌款
活動，例如一年一度的樂施毅行者，我就
會特別忙，要處理數之不盡的電話查詢及
信件。這時候，雖然工作比平日辛苦，但
看見機構上下齊心，還有市民熱心的捐助
和支持，都讓我很感動。

我熱愛生命，也熱愛工作。工作對我們這
些殘障人士來說真的很重要，工作讓我有
寄託，讓我可以像普通人一樣自力更生。
我最欣賞樂施會「助人自助」的理念和
精神，我們提供資源、機會，讓有需要的
人自力更生、過有尊嚴的生活，為整個家
庭也帶來希望。我自己亦從助人自助中找
到歸屬。

我認為人需要不斷學習，不斷進修才能不
斷成長。以前機構規模比較小，我們凡事
都要「一腳踢」。隨著樂施會的扶貧工作
拓展到世界各地，機構無論在規模或管治
上都變得更有制度，更有效率，我亦要好
好裝備自己，和樂施會一同成長。

工作以外，我最愛上網和看電視，我也
喜歡和朋友聊天和逛街。

妙﹁
筆
﹂
可
言 

歐
陽
妙
娟

我是牛記人

香港
樂施米贊助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樂施米檔贊助
大盛集團 (控股) 有限公司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物流支援
大昌行 (汽車租賃服務) 有限公司
大昌行物流有限公司

全力支持
大昌食品專門店

鳴謝
BKT Group Limited
English Excel School
士多 Ztore
四季文昌
東亞銀行
羚邦動畫 (國際) 有限公司
儲存易慈善基金

免費提供場地
香港房屋協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澳門
樂施米贊助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物流贊助
大昌行澳門物流倉儲發展有限公司

鳴謝
羚邦動畫 (國際) 有限公司

「樂施滅貧利是」收集大行動 2019

 為「樂施之友招募大行動」提供展覽場地（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 

設置樂施會捐款箱

樂隊RubberBand
樂施大使廖偉雄先生

「公平咩」倡議及公眾教育活動

攝影師曾永楷先生
策展人孫樹坤先生
鳴謝香港國際攝影節

留守兒童曾永楷攝影展

奇極創作室
創想聯萌

樂施會「生態小米瓊鍋糖」推廣 2019

主要贊助
通利琴行有限公司

場地贊助
Mikiki
MOKO新世紀廣場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PopCorn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青衣城

鳴謝
羚邦動畫 (國際) 有限公司

樂施音樂馬拉松 2019

Glo Travel Limited
Hybrid Group Limited
Prenetics Limited
谷昇香氣科技有限公司
亞洲萬里通 iRedeem
科文實業有限公司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香港電訊 The Club
會計專業發展基金

自辦籌款活動支持樂施會的機構

 香港
「學校籌款獎」獲獎學校
（幼稚園組）﹕
  冠軍︰玫瑰崗幼稚園
  亞軍︰聖公會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
  季軍︰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幼稚園

（小學組）﹕
  冠軍︰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亞軍︰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季軍︰瑪利曼小學

（中學組）﹕
  冠軍︰英華書院
  亞軍︰沙田官立中學
  季軍︰將軍澳香島中學

「師生參與率最高獎」
  幼稚園組︰基督教神召會合一堂幼稚園
  小學組︰聖博德學校
  中學組︰將軍澳香島中學

  樂施會小農發展基金
「樂施米義賣大行動 2019」 「樂施滅貧利是」收集大行動2019已經順利完成，感謝各學校的參加，捐款全數將用於世界不同的貧困地區的貧窮人

改善生計及其他扶貧發展工作。今年66間香港及澳門的中、小學及幼稚園的師生參與，籌得款項接近75萬港元。

地政總署
利舞臺
花城鴻圖偉業業主委員會
將軍澳廣場
澳門百老滙中心
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
澳門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澳門銀座廣場

麗港城商場
鷺環海天度假酒店

長江實業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宇晴匯

合和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悅來坊商場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V City
新葵興廣場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太和廣場
兆禧苑商場
順利商場

阿妙在樂施會已服務了
三十年。

其他參與學校及機構︰(排名不分先後)
English Excel School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五育中學
五邑鄒振猷學校
仁德天主教小學
元朗公立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劉良驤紀念幼稚園
天主教鳴遠中學
田家炳中學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育賢學校
坪石天主教小學
奇極創作室
明愛聖若瑟中學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玫瑰崗學校 (小學部) 
青松侯寶垣小學
保良局世德小學
宣道中學
迦密聖道中學
香港浸信會聯會利安幼兒園學生及家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朗思國際幼稚園/幼兒園 (九龍塘) 
朗思國際幼稚園/幼兒園 (美孚) 
朗思國際幼稚園/幼兒園 (馬鞍山) 
朗思國際幼稚園/幼兒園 (麗港城) 
真理浸信會幼稚園

神召第一小學
基督教小天使 (錦豐) 幼稚園
深培中學
創想聯萌
愉田苑耀榮中英文幼稚園
港大同學會小學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慈幼英文學校
新界婦孺福利會粉嶺幼兒學校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聖保祿中學
聖保羅書院小學
聖馬可中學
聖類斯中學 (小學部)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道教青松小學
嘉諾撒聖家書院
鄧鏡波學校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麗澤中學
耀榮中英文幼稚園
靈糧堂秀德小學

特別鳴謝︰
渣打銀行義工隊

澳門參與學校︰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聖德蘭學校
聖羅撒英文中學

三十年前，一個初出茅廬的女孩懷著

興奮又戰戰兢兢的心情，踏足樂施會

當時設於大角咀的辦公室，開始人生

第一份工作。這份工作，令她脫離

領取綜援的日子，找到自己的存在

價值。三十年過去，女孩繼續在這

工作崗位上默默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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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看世界  

生活情況︰
生於貧困家庭，小小年紀已經歷了相當多的磨難。父親是農民
工，是家中唯一經濟支柱。何李福兩歲就跟著爸爸四處打工。
去年初，年僅三十七歲的爸爸突然在睡夢中猝逝，當時，何李福
就睡在爸爸的身旁。爸爸去世後，整個家庭的支柱倒了。李福
的媽媽是智障人士，幾乎不能照顧自己，爺爺嫲嫲、外公外婆
都是嚴重麻風病康復者。為了養活自己和孩子，李福的媽媽被
安排再婚，李福無法適應新家庭生活，常常感到孤獨和悲傷。
他在心裡暗下決心︰「等我到了十六歲，就出去打工養活自己
和照顧媽媽。」

最難忘的經歷︰
去年八月，參加「靜待花開夏令營」*。「我比其他參加者
早兩天來到昆明。剛開始，我很少說話，因為怕陌生人。之後，
我才慢慢和夥伴們以及志願者老師們熟絡起來。老師帶完關於
情緒和面對黑暗的活動後，我寫下『我更加瞭解自己了，我就是
我。』。在夏令營期間，老師帶我們參觀了昆明航空公司和昆明
長水國際機場，這是我第一次看飛機。飛機工程師介紹飛機的發展
歷史，他說到自己也是從農村出來的，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飛機
工程師。他的故事，開了我的眼界，打動了我的心。」

夢想︰
「曾經，我希望自己快點成長，快點十六歲，到時我就會立即輟學成為
一名工人，掙錢養活自己和媽媽。夏令營之後，我改變了想法，現在，
我會努力讀書。我喜歡打籃球，想成為籃球明星！」

姓名︰ 何李福
年齡︰ 十一歲
來自︰中國雲南省彌勒縣

何李福（中）和其他夏令營的小夥伴。

*「靜待花開夏令營」是樂施會支持的項目，支持來自雲南省文山縣、麗江市、
祿勸縣、瑞麗市及昆明市五十名兒童參加夏令營、冬令營和其他後續活動。項目旨
在通過各種活動和長期陪伴，促進困境家庭孩子的心理健康，培養他們獨立、自信
和創造力，有能力脫離跨代貧窮。

你
要
靜
待
花
開
！

你
要
靜
待
花
開
！

孩
子
，

孩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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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參加樂施會活動的朋友，請填妥此活動報名表格，然後傳真或郵寄至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
17樓樂施會收（信封面請註明「報名參加樂施會活動」）。
香港：電話 (852) 3120 5000 傳真：(852) 2590 6880 WhatsApp: (852) 6685 0500
澳門：捐款者熱線︰0800809 傳真：(853) 2875 7667

‧參加者若活動當日臨時缺席，所交費用將不獲退款。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年齡：

捐款者編號 (如適用)：

職業：

聯絡電話 (日間)： (夜間)：

電郵：傳真：

請選擇

樂施會活動報名表格

參加者姓名︰ 年齡︰ 參加者姓名︰ 年齡︰

參加者姓名︰ 年齡︰ 參加者姓名︰ 年齡︰

樂施之友甘肅考察之旅  (2019年6月16至22日)     

《天地無家》親子互動劇場  (2019年6月15日星期六) 

探訪本地團體︰剩菜回收體驗活動  (2019年8月10日星期六)      

樂施之友甘肅考察之旅

樂施之友  活動

我們誠邀您參加為樂施之友舉辦的考察之旅，到中國
甘肅的偏遠地區探訪項目社區，看看樂施會如何與
當地夥伴合作推行各個項目。您更可藉此機會與受助
村民、孩子會面、傾談，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以及
樂施會項目對他們的影響。 

日期： 2019年6月16至22日

名額： 8名

活動︰ 探訪蘭州市的流動兒童、探訪農村的生計項目、探訪農村的留守兒童

費用： 約港幣9,000元（費用包括交通及食宿，實報實銷，多除少補；倘有餘款，
將全數退還參加者。）

參加資格： 年滿18歲的樂施之友，願意回程後出席樂施會活動，以不同形式
與大家分享所見所聞。

參加辦法： 請填妥下面的活動報名表格，並於5月24日前傳真或寄回樂施會。
若超過8人報名，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參加人選；中籤的樂施之友，
將會在5月31前接獲通知。

感謝各捐款者一直以來的支持，您是我們扶貧路上的重要夥伴！我們會定期舉辦各項捐款者活動，讓您透過親身參與，
了解樂施會的工作理念及手法；同時亦藉此加強彼此的溝通及交流。現誠邀您參與以下活動：

探訪本地團體︰剩菜回收體驗活動
現時全球有八億人挨餓，但同時卻有三分之一的糧食被浪費。
此活動將講解環保及貧窮問題，並帶領參與者到石硤尾街市收集
剩菜、水果和麵包，再轉贈給有需要的基層人士。參與者將有
機會直接接觸基層長者，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活動由樂施會與
夥伴團體「民社服務中心」（民社）合辦，民社在社區推行食物
回收助人計劃已超過十年。

日期：2019年8月10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6時至9時
地點：石硤尾街市
對象：6歲或以上兒童及成人
費用：每位$80
名額：16人
集合時間及地點：下午5時45分，石硤尾港鐵站A出口

‧歡迎攜同親友出席

親子活動︰
《天地無家》– 戰爭與衝突探索活動 
戰爭當中，平民百姓往往是最脆弱的一群。世界上無數的平民，
可能打從出生起便得面對戰爭帶來的生離死別，又或過著漫
無止境的難民生活。生活在香港的青少年，可知道戰爭中
的人是如何過活的？透過《天地無家》的體驗，您可親身
「代入」兒童在戰火下的生活情況，感受戰爭帶來的影響。

日期：2019年6月15日（星期六）
地點：樂施會互動教育中心（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9樓）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5時30分
費用：HK$180 /一對親子（家長及一位六歲或以上子女）
名額︰10個家庭

‧請於2時20分到達互動教育中心
‧參加者進入互動中心需席地而坐及脫掉鞋子，請穿著合適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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