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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是可以根治的 — 只要撥亂
反正，消除導致貧窮的不公義
狀況。滅窮之路不容易，改變
亦非一朝一夕，只要目標正
確，我們定會堅持到底。

(852) 3120 5000 info@oxfam.org.hkOxfamHongKong
www.oxfam.org.hk

以再造紙及大豆油墨印刷

樂施會互動教育中心：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9樓
樂施商店：中環康樂廣場一號怡和大廈低層8號鋪（電話：2522 1765）

樂施會地址：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7樓

澳門樂施會：澳門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18樓F室
 （澳門免費查詢熱線：0800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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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自最低等的階層，公公婆婆
覺得我卑微，一向不接納我，丈夫也不
支持我，他們一直想把我逐出家門。我
沒有工作、沒有土地，幾乎無處容身，
生活貧困。」
Suresho Aina，39歲，印度北方邦小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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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北方邦，婦女小農佔農業勞動人口約四成。由於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根深蒂固，加上大部分婦女小農不能擁有或繼承
農地，沒有土地做抵押，造成她們很難獲得政府資助及小額貸款等發展資源，這嚴重窒礙她們的生計和收入。根據樂施會一
項研究，北方邦只有百分之六婦女擁有土地、少於百分之一婦女能參與政府的農業培訓計劃，只有百分之八婦女能夠掌控 
農業收入。 

支持婦女成立小農互助小組，並提供培訓。

多方位解決問題

遊說+倡導政府改變土地法。 

推動改革，改變性別不平等的觀念和傳統陋習。  

加強民間草根組織及維權律師等的網絡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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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  世界

問題在哪裡？  

何謂小農？

針對北方邦婦女小農無法獲得資源和支援的問題，樂施會支持她們 
成立了375個婦女互助小組（每個小組有40名婦女），同時提供農業
培訓和資助，協助她們提高收成和收入。

為了解決問題的根源，我們為Suresho Aina等15,000名婦女小農提供
發聲平台，同時支持她們爭取擁有土地的權益，並通過遊說、倡議和
運動，推動印度政府修改土地法律。

小農是從事傳統農業活動的小規模生產者。目前
全球近6億農戶中，近九成都是小農，大部分集中
在發展中國家的郊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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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施會的對策

樂施會致力與印度的婦女小農一起對抗性別不公義。

支持小農獲得公平發展機會



過去數十年來，北川的生態環境，包括水及土壤等天然資源持續退化，加上自然災害頻繁、交通不便及缺少外部資源，當地
小農的生計發展滯後不前。傳統觀念又令婦女比男性獲得更少的資源和發展機會。

修建排洪溝
北川縣災害頻繁，雨季時的傾盆大雨
很容易破壞農作物。樂施會支持農戶
修建排洪溝，將雨水排走，保障村民
的房屋和生計。

「我們世世代代住在山上。我靠種植蔬菜和
打散工賺取收入。我是我們村子的發展小組
的成員。一直以來，受傳統觀念影響，很多
男性村民對婦女參與社區事務抱懷疑態度，
覺得我們沒能力，做不來。我動員了村里的
其他婦女，貢獻勞力，參與修復了一條對我
們生計發展非常重要的道路；我又組織婦女
合力籌辦我們全村最大的活動 —— 羌曆新
年慶祝活動，我們以行動證明我們有能力做
事。」 
何瓊，四川省北川縣羌族婦女小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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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  世界

問題在哪裡？  

推廣有機耕種
為了減少環境破壞，恢復土壤的養分，
我們鼓勵農戶放棄使用化肥，並指導 
他們利用豬和雞的糞便製造有機肥料、
以不損害土壤的方法清除雜草以及防治
害蟲。一些農戶改用有機肥料種植
蔬菜，質量提高，收入也增加了。

修路，奠定發展基礎
大部分羌族村寨建在高山密林中，
交通和通訊網絡不便，令村民難以
擺脫貧困。樂施會支持村民修路，
改善對外交通，減低小農向市場出售
農產品的時間和成本。

我們深信，每個人都有改善生活的能力。樂施會與北川的合作夥伴「北川羌族自治縣社區志願者服務協會」推行社區為本的
發展項目，透過基礎設施、技能培訓、豐富文化生活，鼓勵參與及承擔社區建設等，支持當地小農改善生活，長遠達至可持
續發展。村民通過參與式決策和分工合作參與項目，婦女在項目的每個階段都積極參與，能力及信心慢慢提高。 

村民和樂施會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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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工作

樂施會自1990年代起，一直
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等國家
推行扶貧項目。伊波拉疫症爆
發後，我們迅速擴大緊急人道
救援的規模。我們與醫療夥伴
合作，評估我們可以在哪些專
業領域及範疇增加支援，發揮
最大影響力。我們又與社區
合作，從預防感染方面入手；
又向診所、學校和檢疫人員提
供清潔食水和衞生設施，幫助
社區防患未然。

伊波拉疫症
2014年，西非諸國爆發伊波拉疫症，疫情的病發率和死亡率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塞拉里昂、利比里亞、尼日利亞

等貧困國家，缺乏清潔飲用水和衞生設施，疫情最為嚴重。伊波拉病毒極為可怕，生存率僅為百分之五十。

樂施會向塞拉利昂一所小學提供乾淨食水、廁所
以及推廣衞生教育，保障學童的健康。塞拉利昂
是伊波拉疫情最嚴重的西非國家之一。

工作  匯報

樂施會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樂施會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

傳播途徑 
1. 直接接觸感染或死於伊波拉病毒的人的體液、血液、分泌物、排泄物

2. 接觸過患者血液或體液的物品

3. 密切接觸受感染動物的血液、分泌物、器官或其他體液

預防方法

避免接觸患者的血液和體液

注重個人和環境衞生；在
接觸眼、鼻及口前切記先以
梘液或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

避免接觸果蝠

火化死者遺體

穿防護服

利比里亞

塞拉利昂
尼日利亞

幾內亞
伊波拉病毒

疾病預防及教育

・ 超過11,300人死亡
・ 超過28,639宗感染個案
・ 2016年1月14日世衞宣佈
利比里亞伊波拉疫情結束

・ 2016年3月17日世衞宣佈
塞拉利昂伊波拉疫情結束

樂施會至今已向西非四國共140萬人提供援助：

派發衞生包水和衞生設施 生計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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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歲的Aminata Jalloh和65歲的母親Hawa是
塞拉利昂Katumbo地區的小農。伊波拉疫症
肆虐期間，政府限制了鄉鎮之間民眾的接觸

和流動，令到依賴在市場銷售產品的小農和

小商販的生計大受影響。Aminata說：「我
通常將收成好的紅蘿蔔運到首都弗里敦和其

他地方售賣。伊波拉危機期間，所有市場幾乎

癱瘓，到處設有路障，人們無法買我的蔬菜，

我沒有收入。」

限制慢慢解除後，樂施會透過發放現金補助，

支持社區民眾重建生計，重拾耕種。農戶利用

現金補助購買種子和農具等。Aminata說，
「樂施會派發了68英鎊（約750港幣）給我，
我利用這筆款項恢復耕種，發展我的農場。我很

高興，我的孩子和我母親也很高興，因為我有

資本做小生意，有了收入，我的孩子也可以享

溫飽和上學了。」

塞拉利昂

利比里亞

1. Aminata Jalloh （右）和她媽媽Hawa Koroma. 

資料︰樂施會、世界銀行、世界糧食計劃署

70%人口過著赤貧生活

2.伊波拉疫情後，樂施會與利比里亞Tappita地區的小農合作，
   幫助貧困家庭重拾生計。

人口：超過460 萬

64% 人口過著赤貧生活

人類發展指數： 177/188個國家 (2017)

預期壽命︰ 61.2 (2015)

41% 人口面臨糧食不安全狀況；民眾長期營養不良

樂施會在疫症爆發前的工作︰
生計發展、可持續糧食生產、
衞生教育、性別平等

樂施會在疫症爆發前的工作︰
為受內戰影響的民眾提供援助，
包括生計發展、提供可持續、
安全和充足的飲用水、公共
衞生服務、婦女賦權

恢復生計發展 

1

2

工作  匯報

人口︰約600萬

人類發展指數︰179/188個國家 (2017)

預期壽命︰51.3 (2015)

只有57%人口能夠獲得安全飲用水

只有40%人口使用私人或共用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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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食水及公共衞生

在人道救援範疇，樂施會是公共衞生及供水專家。我們
致力發揮經驗及優勢，保障受緊急情況影響的社區民眾
的健康和福祉。在伊波拉病毒爆發期間，樂施會的食水
和公共衞生（WASH）小組與社區民眾合作，共同創造了
一個減低公共衞生風險的環境，同時確保民眾的安全和
尊嚴得到保障。

「我負責學校的衞生學會。在伊波拉疫症
期間，學校一些孩子失去了父母。他們渴
望接受教育，好好活下去。我與衞生學會
成員一起合作，確保學校的環境衞生。 
我們努力保持所有廁所和浴室清潔，同時
每週開會三次，討論如何在學校推廣個人
衞生。學會成員協助將信息傳播給學校每
個人。我們感謝樂施會為我們建造衞生廁
所，又提供了洗手桶、肥皂和手套，這些
對保持環境和個人衞生都非常重要。」

Sallieu Kargbo, 22歲
衞生導師 
EcuAid 小學
洛拉港，塞拉利昂

「蚯蚓」廁所 

蚯蚓廁所，集創新、符合經濟效益和不損害環境於
一身。蚯蚓可以消化廁所的堆積物，加速糞便分解，
阻止細菌擴散，減少廢物積存，解決經常填塞以及難以
在擠迫的環境挖坑建廁的問題，可持續用上幾年。更重
要的是，蚯蚓將糞便變成了一種寶貴的天然肥料！

良好的衞生設施可以防止傳染病和寄生蟲傳播，亦可減
少環境和水源的污染，對於貧窮社區來說，蚯蚓廁所為
他們帶來幸福、更健康及更有尊嚴的生活。

廢物處理

為了進一步改善環境衞生，樂施會在塞拉利昂開展了一
個與當地青年團體合作的項目，以處理日常垃圾。義工
挨家挨戶收集垃圾，運到垃圾場妥善處理。在這個項目
之前，塞拉利昂的Pa Morlai社區並沒有系統地收集垃圾
的方法，造成街道上隨處堆滿垃圾，使得環境極不衞
生，影響民眾健康。自項目推行以來，街道上的垃圾量
顯著減少。

樂施會為塞拉利昂一所高中600名12至23歲的學生提供清潔
食水、廁所、淋浴設施以及衞生教育。 

工作  匯報

帕特里夏住在利比里亞蒙羅維亞市中心
一個社區。三年前，她在樂施會的支持
下，建造了一個蚯蚓廁所，家居環境及
衞生從此大大改善，並利用蚯蚓製造的
肥料來種植蔬菜，供一家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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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民眾自助

婦女賦權

伊波拉疫症爆發後，民眾對「伊波拉病毒」聞之    
色變，隨之而來是恐懼、污名、懷疑和謠言，造成
人心惶惶。故此，推動民眾參與、自救，是最好的
應對方法。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樂施會培訓了數百
名由社區民眾組成的義工，他們挨家挨戶探訪家
庭，透過分享、交流，鼓勵民眾接受伊波拉病毒測
試，並改變容易傳播疾病的生活陋習，在社區層面
做好防預。

「護理小組及相關的衞生工作坊由社區婦女
主導，我們從中認識到伊波拉病毒的傳播途
徑、學懂了疾病和衞生的關係，又學會照顧
生病的兒童，以及採取措施防止伊波拉病毒
傳播，例如多喝清潔食水、在進食前洗手、把
食物蓋好以防止細菌污染等。小組成員每月
會面兩次。我會到不同家庭探訪，教導他們
照顧自己的健康。我們很感激樂施會，你們
教曉我們很多知識。」

Florence Sessay, 24歲
護理小組成員
卡巴拉鎮，弗里敦，塞拉利昂

樂施會支持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的婦女成立互助小組，
並提供培訓，提升她們的能力及自信。我們又支持婦女
組織發展網絡，提高婦女在土地權益方面的意識，並倡
導婦女參與及擁有財產分配的決策權。我們又在政治方
面為婦女提供參與及表達意見的平台，從而促進地方政
府的管治。

「我最欣賞和認同樂施會在婦女賦權方
面的工作。我認為婦女無論在家庭或社
會上，均擔當關鍵角色，但她們的重要
性往往被忽略。如果我們否定她們的潛
能，扼殺她們的發展機會，那我們就很
卑劣。當婦女有空間行使她們的權利，
她們就可以為自己的社區以至整個國家
的事務發表意見，作出貢獻。」 

Asa Dichon
樂施會項目幹事

Graie 社區，Tappita地區，利比里亞

受伊波拉病毒打擊最大的西非國家，都是世界上清潔食水和衞生（WASH）設施最薄弱的地區。為了
避免疫情再爆發，必需加強學校及貧困社區的公共衞生。更重要的是，讓所有地區均可獲得可持續的
清潔飲用水和衞生設施，才是長遠解決之道。

樂施會一直支持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的政府和社區對抗伊波拉疫症。疫情蹂躪過後，百廢待興，經濟
活動需要重新啟動，公共衞生服務需要重建。兩年過去，我們會繼續在受影響的國家推行長期的扶貧
工作，協助民眾重拾生計，預防伊波拉疫症再次爆發。

危機雖過 防患未然

工作  匯報

伊波拉疫症所有照片: Tommy Trenchard/樂施會

利比里亞一個婦女儲蓄小姐的成員在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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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救助最貧困及抗災能力薄弱的地區

與其他民間組織及政府部門建立夥伴關係

第一時間深入災區進行災情評估，
以擬定最適切的援助方案

著重性別平等及受助對象以婦女、
長者、弱勢社群為主

緊急援助、災後重建以及災害管理三管齊下，
協助受災地區災民盡快復元，在災害多發地區
做好災害風險降低的措施

倡議政府推行氣候變化適應措施及災
害防減工作，減低未來受災的危機

公平、公開及問責，並定期向公眾
匯報有關工作

有賴您的支持，過去一年，香港樂施會動用了2,300萬港元，在全球八個國家合共推行了22個緊急救援及災後重
建項目，協助受影響的貧窮人應付災害，恢復生計。以下是兩個曾作公開捐款呼籲的人道項目工作撮要。

樂施會的人道
項目工作手法︰

人道救援項目簡報

約70萬羅興亞人為了躲避緬甸的暴力
侵害，逃往孟加拉，當中一半以上是
兒童，造成了嚴重的人道危機。

放眼  世界

照片︰Tommy Trenchard/樂施會

7



孟加拉

Ukhia 
Upazila

Teknaf 
Upazila

Unchiprang

緬甸

Kutupalong

Balukhali

Monnair Ghona

Shafiullah Kata

Rubber Garden 
(Transit site)

科克斯巴扎爾

若開邦北部

孟加拉灣

樂施會工作地區
樂施會工作 

孟加拉．羅興亞人道危機
超過 688,000 人
從緬甸逃難到孟加拉
（2017年8月起）

樂施會已向
185,000 人提供援助  

1,547 個建造廁所的工具包

185,000人獲得安全飲用水

140,000人獲發 
23,458 個食品包

樂施會呼籲國際社會，特別是聯合國和世界政要合力尋求解決這場人道危機的方案。我們同時呼籲緬甸政府採

取行動，結束暴力事件，並承諾全面落實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領導的若開邦事務顧問委員會的報告建議，包括

確保緬甸所有人民享有平等權利，同時對侵犯人權行為展開獨立調查，將觸犯人道罪行的人繩之於法，並賠償

失地。

解決危機的根源

墨西哥地震
2017年9月19日，墨西哥城附近發生7.1級強烈地震，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許多人被困在瓦礫下。

樂施會迅速回應

樂施會在莫雷洛斯（Morelos）、瓦哈卡（Oaxaca）及普埃布拉（Puebla）三個重災區推行救援工作，
向災民提供：
・緊急食物、清潔食水及臨時庇護，以解燃眉之急
・公共衞生設施，以防止傳染病爆發

一名小孩正在孟加拉的Kutupalong難民營收集乾淨食水。 樂施會董事會主席張玉堂與樂施會總裁梁詠雩於2017年12月下旬探
訪孟加拉的難民營，了解難民的情況及需要，以及樂施會的救援工作。 

照片︰樂施會照片︰Tommy Trenchard/樂施會

放眼  世界

17,378場衞生宣傳講座

首階段，我們預計向合共
20萬人提供援助

救災過程中，我們特別著重保護婦女及兒童的權益及人身安全，關注她們的需要。
8



姓名︰Arzin Akther 
年齡︰15
職業︰學生
家住︰孟加拉基術熱甘(Kishoreganj)地區的Kabirkhan村
生活挑戰︰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窒礙婦女發展，令她
們不能擔任領導角色及享有跟男子平等的權利；針對

婦女的性別暴力仍然普遍存在。

我的夢想︰繼續讀書，將來考上大學。

我承諾︰「我對童婚說不！
我只會在18歲以後才考慮
結婚。」

孟加拉童婚比率
15歲或之前結婚：

22% 59% 

18歲或之前結婚： 

照片︰陸永銓/樂施會

微笑看世界

(資料: UNICEF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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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致力在全球各地，以創新及務實的扶貧策略，支持貧困小農發展生計，擺脫貧
困，達至可持續發展。現在，您可以給他們送上「無窮」的希望﹗一包小小的樂施米，
蘊含助人自助的喜悅，請踴躍支持。

並肩  同行
繼續努力  不負所望
我記得，當初加入樂施會，其中最重要原因，是受它「支持弱勢婦女爭取權益和發展」的使命感召。1990年代，樂施會是制訂工作場所

性騷擾政策及程序的先驅。2000年代，我們又制訂了保護及保密的舉報機制，鼓勵曾經歷或目睹任何樂施會員工犯下性暴力或不當行為

的人作出舉報，並加強機構對弱勢人士的保護。

如果男女之間權力失衡，貧窮、不公義、性侵害事件就會無日無之。誠然，要徹底解決問題，必須從根源入手。所以，樂施會的社區發

展和人道救援項目，必定將婦女賦權和性別平等納入其中。在全球各地，我們支持貧困婦女發展生計，自給自足；我們確保她們有表達

意見的權利；我們支持她們承擔社區發展。

這些工作，任重而道遠，我們一直耕耘。

2011年幾位英國樂施會員工在海地的不當行為，對整個樂施會是很大的打擊。作為一個國際發展及人道救援組織，我們的同事在很多領

域表現優秀，為無數貧窮人的生活帶來了積極的影響。然而，我們一些員工，因其個人操守及德行的缺失，違反機構恪守的嚴謹道德和

價值標準，傷害了原本是要救助的婦女，令我們蒙羞。

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從經驗中學習及改進，繼續做好每個扶貧工作，竭力打擊不公義，同時推出全面的行動計劃，包括成立高級別的

獨立委員會，調查及檢視機構的問責、不當性行為、改善機構內部文化，確保沒有員工會遇到性別歧視及性罪行，以及增撥資源成立專

門的「保護小組」，同時建立保密的「舉報熱線」機制，杜絕機構性騷擾及其他不當行為。我深信，我們會變得更成熟、強大。

路很長，我們一起走。

樂施會支持小農茁壯成長

撰文︰樂施會國際項目總監陳美玲

12 13 19 20

19 20

26 275月香港

（連續三個周六及周日）

（周六及周日）

5月澳門 

鳴謝（以筆劃序）：

樂施會小農發展基金－「樂施米義賣大行動2018」

香港

樂施米贊助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物流支援
大昌行物流有限公司
大昌行(汽車租賃服務)有限公司

全力支持
大昌食品

樂施米檔贊助 
大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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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謝
羚邦動畫(國際)有限公司
屈臣氏蒸餾水

澳門

首席贊助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主要贊助
大利來記豬扒包

贊助
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永姿美妝店

物流贊助
大昌行澳門物流倉儲發展有限公司

樂施米贊助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儲存服務贊助
儲存易迷你倉集團有限公司

支持機構
利嘉閣（澳門）地產有限公司
來來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維他奶（澳門）有限公司
澳門通股份有限公司

長期電訊夥伴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鳴謝
羚邦動畫(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學校籌款獎」獲獎學校
（幼稚園組）﹕

冠軍︰劍鳴幼稚園暨幼兒園 

亞軍︰玫瑰崗學校（幼稚園部）

季軍︰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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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嘉勒小學

（中學組）︰

冠軍︰英華書院

亞軍︰沙田官立中學

季軍︰佛教志蓮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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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安多尼學校

中學組︰寶血女子中學

其他參與學校︰
九龍華仁書院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八鄉中心小學
上水官立中學
上水培幼幼稚園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幼稚園/幼兒園
五育中學
五邑鄒振猷學校
仁濟醫院林李婉冰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元朗公立中學
元朗商會幼稚園
天主教鳴遠中學
屯門官立中學
北角衛理堂幼稚園
田家炳中學
合一堂單家傳紀念幼稚園
沙田靈光幼兒學校
育賢學校
坪石天主教小學
杯澳公立學校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青松侯寶垣小學
保良局世德小學
保良局李城壁中學

澳門參與學校︰
二龍喉中葡小學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海星中學

聖會公氹仔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聖羅撒英文中學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聖德蘭學校

澳門消防局

特別鳴謝︰
香港保險業聯會

渣打銀行義工隊

「樂施滅貧利是」收集大行動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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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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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萬港元。

二零一八・樂施音樂馬拉松
主要贊助
通利琴行有限公司
　
場地贊助
太古地產管理有限公司 – 太古城中心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青衣城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德福廣場

鳴謝
羚邦動畫(國際)有限公司

置設籌款箱的公司 

鳴謝

BYME Engineering (HK) Ltd.
English Excel School
LightMac Ltd.
W&S Marketing Limited
儲存易迷你倉集團有限公司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Basic Life Physio Center
Brick's Burger Macau
Casablanca Group Limited 
Concept H
Goobne
Illume
Loveating
Reco 女裝零售
TOM N TOMS Coffee
雅思音樂中心

大利來記豬排包

世記咖啡 

西灣安記

來來集團

拉面小路有限公司

聖弗洛有限公司

樂意冰室

驁天國際貿易投資有限公司

「樂施滅貧利是」收集大行動2018

宣道中學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幼稚園幼兒園
香港浸信會聯會利安幼兒園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香港聖公會聖西門大興幼兒學校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真理浸信會幼稚園
真道書院
粉嶺官立中學
基督教小天使(錦豐)幼稚園
將軍澳香島中學
康怡中英文幼稚園
愉田苑耀榮中英文幼稚園
港大同學會小學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慈幼英文學校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聖公會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
聖若瑟英文中學
聖馬可中學
聖羅撒書院
聖類斯中學(小學部)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道教青松小學
瑪利曼小學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駿發花園浸信會幼兒學校
麗澤中學

為「樂施之友招募大行動」提供展覽場地
（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

TOM N TOMS COFFEE MACAU
地政總署
利舞臺廣場
花城鴻圖偉業業主管理委員會
盈暉薈
俾利喇廣場
悅來坊
海逸坊
海趣坊
將軍澳廣場
淘大商場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澳門大學
澳門百老匯中心
澳門信達城
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
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
錦綉花園
 
信和集團︰   
國際交易中心
觀塘廣場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
元州邨
牛頭角上邨
兆康商場
彩盈坊
彩德邨
梨木樹商場
龍蟠苑商場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V city
卓爾廣場
 
置富資產管理有張公司︰   
置富第一城
置富嘉湖
麗城薈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天慈商場
天耀商場
太和廣場
兆禧苑商場
何文田廣場
利東商場
尚德廣場
幸福商場
海富商場
彩雲商場
彩園廣場
順利商場
鳳德商場
樂富廣場
麗閣商場

10



金錢捐贈 ： 捐出指定金額。

遺產餘額捐贈 ： 遺產在扣除其他饋贈、
稅項、支出及債務後，將
餘額的全部或部分捐出。

保單捐贈 ： 將樂施會列為其中一位人壽
保險受益人，捐出全部或
部分保額。

樂施會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與我們攜手對抗貧窮。我們
深信這份對貧窮人的關懷以及樂於助人的心意，可以不斷
延續，並沒有時間上的界限。

將遺產贈予樂施會，不但令您的愛心得以延續，亦可為下一代
樹立良好榜樣，鼓勵更多人一起對抗貧窮。

您可考慮對您的遺產安排作出以下計劃，不論形式或金額
多少，都可以幫助貧窮人改善生活。

以下資料有助您將樂施會列入遺囑或保單捐贈之受益人：
受惠機構全名及地址 ：樂施會（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7樓） 
公司註冊證書號碼 ：215859

遺產捐贈  延續愛心遺產捐贈  延續愛心

1
2

3

 我願意將「樂施會」加入我的遺囑，

  捐贈本人遺產之

（餘額、部分或特定金額）予樂施會。

 我願意將本人保單之全部 / 部分保額捐贈予
「樂施會」。本人捐贈之保額約為總保額之

 百分之   ，

 即約$    。

備注：此通知書只作文書紀錄用途，並無法律效力。由於
法律身份所限，樂施會不能被委託為遺囑的執行人或遺產
信託人。我們建議您就遺囑執行人的選擇及委託事宜先
諮詢律師。

備注：此通知書只作文書紀錄用途，並無法律效力。
保單客戶須向保險公司申請有關的保單捐贈，待申請
獲得保險公司批核後，經更改的保單方算正式生效。
有關詳情請瀏覽 www.lifecare.org.hk。

捐贈意向表格

個人資料

姓名 (英文正楷) :          (中文) 

捐款者編號 :                                                     身份證號碼 :                                         (           )        出生年份 :                                        性別 :  

電話 (日間) :                                                        (晚間) :                                                        傳真 :

地址 :

電郵 :

如有查詢，可致電 (852) 3120 5258或電郵至 vickyn@oxfam.org.hk與樂施會職員聯絡。 

您所提供的資料將保密處理，只會被樂施會及受其委託的服務提供者用作捐款處理、寄發收據及有關捐款通訊用途。為了與您緊密聯繫，向您匯報樂施會的扶貧、倡議及發展教育工作，

以及籌募和活動資訊，樂施會及受其委託的服務提供者將會透過您提供的聯絡方法（包括姓名、電話、電郵及郵寄地址），為您提供通訊、籌募、義工招募及相關資訊，以及用作收集意見

之用途。若您不願意收到上述資訊及資料，請在方格上加上剔號。□

通訊語言 :   □中文   □英文

請封口 Please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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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路上  與您同行
樂施會於非洲埃塞俄比亞推行
項目發展工作，包括人道救援、

可持續生計、食水及衞生、
性別平等、氣候變化及災害緩減。

攝影：潘蔚能（樂施會義務攝影師），攝於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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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之友雲南考察之旅
我們誠邀您參加為樂施之友舉辦的考察之旅，到中國雲南省探訪項目社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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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25至30日（共六天）
名額：        8名
活動︰        探訪中緬邊境的愛滋病家庭、探訪昆明市的城市生計項目及流動兒童中心、

                   探訪祿勸縣的農村生計項目

費用：        約港幣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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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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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前接獲通知。

樂施之友  活動

感謝各捐款者的一直以來的支持，您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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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可透過親身參與，了解樂施會的工作理念及手法；

同時亦藉此加強彼此溝通及交流。誠意邀請您參與以下活動：

探訪本地團體︰「剩食變果醬 廚餘變酵素」
親子工作坊

日期：2018年7月21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5時
地點：樂施會辦事處

        （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7樓）
內容：

費用︰港幣$200 /一對親子
名額：15對親子（家長及一位6歲或以上子女）
參加者若活動當日臨時缺席，所交費用將不獲退款。

《無地小農》— 農村發展互動劇場

活動日期： 2018年8月11日（星期六）
時間 ：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費用 ： 港幣200元/一對親子
名額 ： 10對親子，家長及一位5-9歲子女 （先到先得）

地球上，有一條叫達美村的小村莊。那兒環境優美，村民務

農為生，自給自足。一天，AB公司前來收購達美村，請村民
搬遷，承諾會好好發展這片土地，促進社會經濟，並提高村

民的生活質素。面對巨變，村民如何作出抉擇？每個決定又

將如何影響他們的未來？

•  請於2:15 pm到達樂施會互動教育中心
  （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9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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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加者若活動當日臨時缺席，所交費用將不獲退款。

在現時全球八億人挨餓的同時，卻有佔全年糧食產量三分之一的食物被浪

費，而處理這些剩食會帶來大量的碳排放，加劇全球氣候變化。愈來愈多

證據顯示，氣候變化正在對貧窮和弱勢人口造成很大打擊。「綠色未來」

於2012年在澳門成立，2016年與澳門樂施會首次合作舉辦工作坊。是次活
動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影片及相片故事分享，讓參與者了解氣候變化與貧

窮的關係，以及透過製作環保果皮酵素及環保健康果醬，讓參與者學習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碳排放。

請選擇

樂施會活動報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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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捐款者熱線︰0800809 傳真：(853) 2875 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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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食變果醬 廚餘變酵素」親子工作坊（2018年7月2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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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地小農》— 農村發展互動劇場（2018年8月4日星期六） 

雲南考察之旅（2018年6月25至30日） 

您希望這個考察團能帶給你什麼？

我們希望您能在旅程中，以您喜歡的方式記錄感受，並於回程後與其他樂施之友分享。您會用什麼方式作記錄和分享？

講解氣候變化如何影響貧窮人士的生計、與參加者一起動手製作果 醬，

以及教導參加者利用果皮等無法食用的廚餘製成天然環保酵素清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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