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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再造紙及大豆油墨印刷

總裁的話

今期內容
P. 1

親愛的樂施之友︰

■ 總裁的話

我們經常說，樂施會的工作是扶貧、減貧、滅貧。

P. 2

然而，你了解貧窮嗎？

■ 微笑看世界

窮，是你已一分一毫精打細算，卻仍無法讓孩子吃得有營養；

木香谷婆婆的豐足笑容

窮，是當你見證疫情緩和後經濟復甦，卻未能跟上步伐，生活質素持續
下降；

P. 3 - 8
■ 各家自訴貧窮說

窮，是你在氣候變化當中，比其他人更熱、生計受更嚴重的打擊；

貧窮說：勞力是何價？

窮，是你或你的孩子生病了，卻要徒步幾十公里才能去到最近的診所，

貧窮說 : 劏房何為家？

但那裡缺醫缺藥，你只能眼睜睜看著孩子受苦，欲救無從。很多貧窮家

貧窮說︰天地無家
貧窮說︰窮可致命

庭靠勞力賺取生活所需，一旦生病，整個家庭也就拖垮了！
貧窮問題，複雜而多樣，有看得見的，但更多是看不見的貧窮。例如不
平等、性別歧視、無法過有尊嚴的生活。

P. 9 - 12
■ 樂施會簡報 (2020/2021)

過去40多年來，樂施會跟弱勢社群和夥伴團體合作，一直與貧窮周旋。
在香港，為喚起公眾對貧窮的關注，我們九月起推出一系列「貧窮說」
活動，包括製作「貧窮說」系列聲音故事、向清潔工友及基層劏房家庭

P. 13

派米，以及設計和製作煥然一新的「樂施•米袋」，並聘用基層婦女加

■ 並肩同行

工和包裝養生炒米茶和有機糙米餅。

麻風病人的生命故事
鳴謝

在世界各地，我們推動弱勢社群發展所長，同時匯聚社區資源，再透過
政策倡議、社區持續生計發展和世界公民教育等工作，解決導致貧窮各
種「奇難雜症」，共建無窮世界。

網上
訂購
限量

版
「樂
施•米
袋」

當下，世紀疫症嚴重威脅全球人類健康。若貧窮地區的醫療及保健系
統沒有改善，再多的經濟援助也不能幫助他們脫貧。故此，我們要致力
倡議各國政府為貧窮人提供支援，以及讓更多人接種疫苗，從而降低疫
症傳染。當貧窮人能夠健康生活，他們的生產力自會提高，就能靠自己
雙手脫貧。

曾迦慧
樂施會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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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看世界

木香谷婆婆

的豐足笑容
姓名︰木香谷
年齡︰77歲
家住︰雲南省玉龍納西族自治縣
石頭城村
家庭成員︰三人

攝影︰王文燕/樂施會

我家有三畝農地，主要種植玉米、小麥、蠶豆和南

好高興我們的傳統智慧得到保存，村民對納西族的

瓜。幾年前，樂施會開始在我們村裡推行項目，支

民族文化認同感和信心都提高了。

持我們建立社區種子庫，收集和保留我們世代傳承
的老品種種子。樂施會又邀請村民，包括婦女參與
討論傳統生態農耕知識，做參與式改良試驗，以傳

我家中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但我身體健康，子女
對我很好，收成也好，生活安定，我已很滿足了！

統智慧加上新的種植技術，提高我們適應氣候變化

至於將來，我希望自己和子女身體健康，未來越來

的能力，同時開拓生態農產品市場，增加收入。我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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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自訴貧窮說

貧 窮 說 勞力是何價？
付出勞力，生活仍朝不保夕。擔心手停口停，每天捱著中暑的不適工作，
卻未能享有適當的勞工保障。且聽清潔工友們細說繁華都市中的貧窮。

攝影︰曹文偉/樂施會

今日天氣好熱，新聞話有成
36度，著住又唔索汗又唔透
氣嘅制服，身水身汗攞住掃
把，掃完一個街口，再慢慢
推住架車去下一條街。呢幾
年天氣愈嚟愈熱，間唔中就
有工友頂唔順中暑。工友成
日話︰『做耐咗你就慣㗎
啦﹗』講係咁講啫，咁熱嘅
天氣，真係好難習慣。

我一星期做六日，每日八個
鐘，打掃、清理公園及街道
嘅垃圾。疫情後，公司無提
供足夠嘅防疫培訓或指引，
教我哋點處理街上棄掉嘅口
罩同髒物，只叫我哋用多啲
漂白水。太多漂白水令我對
眼好辛苦。大熱天時，戴住
口罩做嘢，好焗，唔夠一陣
就濕哂。

有時天氣熱到我頭暈，我試過
坐底唞吓氣，就比人投訴。
我哋想飲水補水，就要去垃
圾站，但垃圾站好遠，而且
淨係可以煲熱水。大熱天時
唔想飲滾水嘅話，就要自己
帶水，所以好多工友都辛苦
抬住啲水做嘢。不過，就算
天氣幾熱，我都係飲熱水，
因為咁樣可以飲少啲水。

— 清潔工友陳伯

— 清潔工友芳姐

— 清潔工友娣姐

樂施會一直與清潔工友同行，協助他們改善權益。我們在九月份推出
「貧窮說」系列活動，鼓勵公眾以新視角了解貧窮。我們又和「StoryTeller
說故事」合作，以真人真事作藍本，製作「貧窮說」系列聲音故事，早
前推出由唱作音樂人林家謙聲音演繹的清潔工人故事。此外，我們最近
發表《香港戶外清潔工在酷熱天氣下的工作狀況研究》，建議政府︰

細閱研究報告

1 將酷熱天氣下的工作指引納入相關的法律條文及標書
2 將暑熱疾病納入法定工傷保障範圍，並在外判招標制度加入有薪病假的保障
3 建立「酷熱指數」或其他客觀指標作為停止戶外工作與否的標準，以減輕工友中暑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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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聲音故事

貧 窮 說 劏房何為家？
基層家庭，蝸居劏房，胼手胝足卻仍無法讓孩子吃得有營養。
且聽他們細說看不見的貧窮。
香港樓價高企，貧窮住戶首當其衝。
阿燕一家三口住在大埔一個不足一百平方呎的劏房，單是租金
連水電費已超過家庭每月支出的一半。除睡房和洗手間外，劏
房只有一條窄窄的通道。這通道只能勉強擺放一張小餐桌，其
他雜物只能放在餐桌下。
全港共有逾92,000間劏房，劏房居民接近21萬人。劏房空間狹
窄，不但帶來生活上的不便，亦會增加心理壓力。劏房戶孩子
的心理健康尤其令人關注。
樂施會協助阿燕等基層家庭改善生活空間，同時支持他們成立
家長互助小組，舉辦各種活動，助他們擴闊人際網絡，提升生
活技能。我們又為劏房戶孩子舉辦英文班，提升他們的英語能
力，擴闊社交圈子。我們更安排家長就劏房議題與立法會議員
對話，希望藉對話提升市民及政府對香港房屋議題的關注。

香港貧窮現況
•

據政府2020年底發布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2019年香港幾乎有15.8%人口，
逾109萬人生活貧困。

•

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日趨嚴重，堅尼系數高達0.539，創45年新高。

•

在職貧窮住戶約有15.4萬戶，貧窮人口近50.2萬，佔整體貧窮人口逾四成五。

樂施會透過政策研究，了解本港貧窮現
象背後的問題，並針對問題推出倡議和
公眾教育，爭取政府建立以人為本的經
濟，以整全政策解決貧窮問題。
攝影︰高仲明

4

貧 窮 說 天地無家﹗
在香港和澳門，我們或許只感受到氣候變化為日常生活帶來不便。
對很多人來說，貧窮，是天大地大，卻已無家。且聽「氣候難民」怎麼說。

氣候變化危機迫在眉睫
• 去年，全球有5,000多萬人受到氣候相關災害（洪水、旱災和風暴）及新冠疫情雙重打擊，令糧食
不安全狀況和不平等問題惡化。

• 過去10年，每年有2,000萬人因氣候變化而流離失所。
• 根據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WMO)今年九月發表的報告，全球在過去50年間，由氣候變化引發的洪水和熱浪等
災害增加五倍，共造成超過200萬人死亡，其中超過91%的死亡發生在發展中國家。

• 全球暖化的總升溫很可能在未來20年內達到1.5攝氏度，海平面預計會在本世紀再上升30至60厘米，
許多沿海城市將被洪水淹沒。

這裡是我們的家園，我們不想離開。
就算離開，我們可以去哪裡？

攝影︰Ula Majewski/樂施會

65歲的吉里巴斯島民Maria Tekaie，站在海邊一棵倒下的棕櫚樹旁。
她和家人曾經居住的村莊如今已被海水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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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

氣候變化對吉里巴斯的島民來說，是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機。海平面

太平洋島國吉里巴斯 (Kiribati)，擁有世界

不斷升高，陸地越來越少，海水污染淡水資源，土壤中的含鹽量太

最大的海洋保護區，人口不足12萬，隨着

高，很多農地已經不能再耕種，大部分人將失去他們賴以生存的家

全球海平面上升，估計不出25年，這個小

園和生計，淪為「氣候難民」。

島國大部分土地將會被海水淹沒。

攝影︰潘蔚能/樂施會

埃塞俄比亞索馬里地區的牧民在挖地取水。

氣候變化影響全球所有地區，但非洲比
其他地區更易受氣候變化打擊。
埃塞俄比亞東部的索馬里地區，偏遠、
土地貧瘠，近年更不斷受旱災打擊，當
地赤貧的農牧民，無「雨」問蒼天﹗他
們不斷在寸草不生的土地上挖掘，幾經
辛苦才挖到一點混濁又帶鹽分的水。
35歲的牧民Kawa說︰「畜牧是我們主要
的生計來源。近年，旱災不斷打擊，畜
牧及耕種大受影響，在這裡，婦女基本
上沒有謀生機會，生活艱難。為了找尋
水源及牧草，我們全村不斷遷移。」
攝影︰Sunsun Leung/樂施會

在坦桑尼亞，樂施會支持農民改種抗旱能力較強的農作物，並成立互助組織，加強小農在市
場上的集體議價能力。

樂施會一直關注氣候變化對貧窮人的影響。我們認為，要扭轉氣候變化對貧窮國家和社群的影響，要「減排」
和「適應」措施雙管齊下。我們：
•

發表研究報告；在國際氣候峰會倡議各國政府加強幫助貧窮人應對氣候變化。

•

在世界各地推行扶貧項目，幫功貧窮人改善生計，提高抗災能力；支持貧困村民成立災害管理小組及預警系
統，制定災害風險管理及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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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 窮 說 窮可致命
貧窮人往往無法負擔高昂的醫療費用，一旦生病，家庭就陷入困境。
且聽他們細說貧窮如何致命。

我在公立衛生院分娩，
由於延誤和治療不當，
我的雙胞胎寶寶出生後
幾天就夭折了……

攝影︰Atul Loke, Panos/樂施會

32歲的普拉蒂瑪住在印度比哈爾邦一個貧民窟，她家是印
度種姓制度中的低下階層，屬於邊緣群體，全家只靠丈夫
做司機的微薄收入過活。
貧民窟附近有間保健院，但沒有足夠助產士、護士或安全
分娩所需的設備，婦女在懷孕和分娩期間非常脆弱。
普拉蒂瑪懷孕期間無法獲得所需的產前檢查服務，也沒有
醫護人員教她正確、有用的安胎和孕婦保健知識。最終，
她的雙胞胎嬰兒在出生幾天後就夭折了。

普拉蒂瑪說：「衛生院裡每天都有孩子夭折。好像沒有孩
子能從那裡活著出來。」
普拉蒂瑪的不幸遭遇，在貧困地區屢見不鮮。
樂施會在印度比哈爾邦、奧里薩邦和查蒂斯加爾邦，支持
當地貧窮人獲得免費的優質醫療服務。我們與當地夥伴組
織合作，監察公立醫院的服務狀況，促請州政府投放更多
資源於公共醫療服務。我們又推動當地民眾了解自己的基
本醫療權利。

在印度東部貧困的比哈爾邦，當地的公共醫療和衛生設施
簡陋，醫護人員嚴重不足，貧民窟居民無法獲得所需的醫
療服務，婦女的情況尤其嚴峻，一旦生病往往徬徨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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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Atul Loke, Panos/樂施會

攝影︰陳燕明/樂施會

非洲蚊子多。蚊子是瘧疾、登革熱和黃熱等傳染病的傳播

瘧疾每年造成40多萬人死亡，當中逾三分之二是兒童。

媒介。

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是瘧疾肆虐最嚴重的地區。新冠疫情

32歲的露絲住在非洲南部的贊比亞。她一家經常和瘧疾

更暴露當地醫療系統薄弱、衛生和基礎設施匱乏、醫護
人手緊絀等問題。

搏鬥。
樂施會早於1980年代已開始在非洲工作。多年來，我們在
「我的孩子全部感染過瘧疾，看著他們病發時發高燒、

非洲各國協助民眾應對伊波拉病毒及瘧疾。這些抗疫經驗

全身疼痛，真的很擔心和心痛。政府雖然提供免費醫療服

正好用於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我們為貧困社區提供清

務，說如果村民患有瘧疾，可以去診所取瘧疾丸醫治。

潔食水及衛生設施，並推行衛生教育及宣傳，從源頭預防

由於需求太大，這些藥物總是缺貨。有好多住得較遠的村

和控制疾病，保障健康和生計發展，減緩疫症在社區傳播

民，走了四、五十公里路去到診所，才發現無藥可取。」

速度，減輕貧困地區薄弱的醫療及衛生系統的壓力。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國家，半數婦女在不安
全的條件下分娩。樂施會培訓當地婦女做社
區衛生和保健員，她們定期上門拜訪，為村
民提供簡單的瘧疾治療、愛滋病病毒檢測、
攝影︰陳燕明/樂施會

輕傷治療、孕婦產前檢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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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簡報
2020/2021

過去一年，香港樂施會

在全球

23 個

國家和地區，
與貧窮人結伴同行，
致力改善他們的生活

全球扶貧發展工作
合共支援了超過

2,900,000 人
9

與世界各地

在全球推行了

夥伴組織 攜手合作

項目

223 個

356 個

推行扶貧發展項目

項目支出總額達

171,928,000 港元

財務摘要
收入與支出
收入

港幣千元

公眾捐款

198,185

機構捐款

21,146

其他收入*

6,891

總收入

226,222

支出

港幣千元

項目

171,928

籌款

27,931

管理及行政

8,689

其他支出

960

總支出
盈餘

209,508
16,714

*包含防疫基金「保就業」計劃的550萬港元財政支援

財務狀況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投資

港幣千元

55,447

指定用途基金

54,057

營運儲備

1,118

預付款

272

流動資產

91,139

存貨

1,396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3,698

現金及銀行存款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儲備總額

港幣千元
17,391
102,942

120,333

86,045
26,253
13,250

應付項目撥款

9,561

遞延收入

3,442

資產淨值

儲備

12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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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救援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們迅速向貧窮人提供緊急防疫物資、持續生計
支援，又倡議政府推行惠貧政策，保障受疫情嚴重打擊的貧窮家庭得
到所需支援。工作包括︰
向全球近970萬人提供清潔飲用水和公共衛生設施，同時推廣個人衛生
知識，保障健康。

攝影：Suhaib Jarrar/樂施會

•

向有兒童的香港基層劏房家庭，提供營養餐包。

•

在去年11月失業率高峰時期發表報告，呼籲香港政府向貧困人士提
供失業津貼。

•

在廣東番禺的外來工社區，為單獨留家的幼童免費提供保姆服務，
減低學校停課幼童獨留家中的風險。

•

舉行全球聯署行動，呼籲各國政府支持全民共享新冠疫苗。

性別公義

攝影：Li Yue/樂施會

攝影：Saba

香港

11

中國內地

活用多媒體打破隔閡

保護兒童免受性別暴力侵害

由於語言障礙、經濟問題及缺乏學習機會，很多南亞裔婦
女只能從事低薪工作，投身職場的比率亦較低。她們就算
想進修，也很難在香港找到以非廣東話教授，適合少數族
裔婦女的技術課程。

一項針對中國內地六省，2,508名大學生的調查發現，
24.8%受訪者16歲前曾遭受過性侵。性別偏見的觀念和文
化助長了性別暴力，而貧困和弱勢群體中的女性，缺乏資
源和保障自身安全的知識，更容易受暴力和不公平對待。

樂施會和夥伴組織合作，為有志於從事創意工作的南亞
裔婦女，開辦平面設計、影視製作、攝影和創作課程，
讓她們掌握相關技能，裝備自己。創意工作在語言要求上
較其他行業低，加上行業著重吸納不同文化和點子，所以
適合不同族裔人士。

樂施會與夥伴組織「安徽太陽傘兒童慈善救助中心」合
作，透過繪本閱讀、電影放映和其他活動，教導兒童從小
認識性別暴力問題，如何保護自己。我們又透過公眾教育，
提高社會大眾的性別平等意識，期望長遠能移風易俗。

氣候危機
澳門

惜食有營愛地球
澳門每年焚化約50.4萬公噸固體廢物，當中逾三成是棄置
食物。這些棄置食物在運送焚化爐及燃燒過程中，排放溫
室氣體。由於食物含有較多水份，焚化時需要額外燃料，
導致更多溫室氣體排放。
有見及此，我們推行「惜食有營送基層」食物援助計劃，
將安全及仍可食用的食物重新分配給低收入家庭，減少浪
費，同時幫助基層家庭減輕開支。

攝影：Elizabeth Stevens/樂施會

一群「樂施行動組」的同學，過去一年多以來，聯同其他
義工，參與我們的剩食回收行動，到街市「搶救」食物。

菲律賓

紅樹林應對氣候變化
東薩馬島Maslog市的貧困社區，多年來飽受氣候變化衝擊。
以前，捕漁相對容易。近年，許多漁民家庭都破產了。
紅樹林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它既為海洋
生物提供理想的產卵環境，亦是一道抵禦風浪的天然屏障，
能有效減低颱風在沿岸地區造成的破壞。
樂施會致力提升當地脆弱社區的防災備災能力。自2015年
起，我們和夥伴組織，支持當地一個漁民組成的民間環保
團體，在沿海地區種植超過20,000棵紅樹林幼苗，作為抵禦
風浪的緩衝區。

攝影：潘詠同

經濟公義下的可持續生計
尼泊爾

安全匯款確保生計
尼泊爾很多農村家庭，主要靠在外地打工的家庭成員賺取
生計。他們帶錢回鄉時隨時面對搶劫風險。
我們支持農戶成立合作社，提供技術設施和財務管理培
訓，讓外地打工的人將錢安全匯到家鄉。合作社還提供儲
蓄及借貸服務，成員因為信任合作社，都樂意存款，或利
用小額貸款發展生計。
一位參與項目的村民欣喜地說：「以前，處理金錢要面對
搶掠、欺詐等威脅，現在，合作社的匯款服務，為我們外
出打工的家庭提供安全、便利的保障。」

攝影：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香港

巧用收納 改善劏房住戶家居
香港有超過20萬人蝸居劏房。劏房家庭的孩子平日只能在
床上做功課和玩耍，對其身心發展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
我們得到儲存易Store-Friendly贊助，支持合作夥伴「循道
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推行劏房住戶家居改善項目，
協助受助家庭將非必需品暫時存放在迷你倉，以騰出空間
為孩子添置書桌，讓他們有更好的學習和活動環境。項目
還包括為受助家庭提供簡單家居改善服務，例如更換損壞
傢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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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肩同行

麻風病人的生命故事
撰文︰梅子（樂施會夥伴機構人員）

「『山石屏』這個名字，我們以前在外面是不敢提的。別人知道你是山石屏的，
東西都不賣給你。在路上搭車，一說是『山石屏』的，別人就嚇跑了。」
「家裡人都怕我們。得了這個病（麻風病），你這一生就報廢了。有家回不了，
有兒不相認。」
四玉阿姨是雲南洱源縣山石屏村的村民，我們陪她看病，辦理完住院手續時，聊
到過往。在漫長的時間裡，因他們曾患麻風病，只能蜷縮在世界某個角落，過著
沒有家人、朋友、自由和尊嚴的生活……
我們曾想帶村民到大理一日遊，但無論我們願意付多少房租，怎麼解釋，所有
賓館都不接待。他們說：「萬一別人知道我們這裡有麻風康復者住過，還怎麼做
生意？」
山石屏村建村至今68載，醫治了462位麻風病人。對康復者而言，怕的不是疾病
本身，不是得病後的殘疾，甚至也不是不能平等享受教育、就醫等權利。即使重
疾在身，他們也能「自學成醫」，哪怕雙腳只能跪行，也能依靠雙手建設家園和
那條通向世界的路。最讓他們無奈的，是人們對「麻風」的偏見和來自血肉至親
「老死不相往來」的決絕。
另一名村民周爺爺，治癒麻風病之後曾回到老家，小心謹慎地生活，在村民躲避
的目光中照顧母親直至她去世。安葬母親後，孑然一身的他來到了山石屏村。

孓然一身的周爺爺每天在村裡做義工。

周爺爺和雙目失明的余爺爺同住，照料自己的一日三餐和余爺爺的日常起居。他
會用輪椅推著余爺爺在院子裡曬太陽，又會下河捉魚，再和其他行動不便的老人
分享，他還會陪同社工走訪其他村，幫助其他殘疾人。
樂施會一直在雲南偏遠的地區為麻風康復者和他們的後代提供支援。去年開始，
項目管理小組除了不斷改善山石屏村麻風殘障人士的生活，亦推動當地的非麻風
殘疾人士服務。例如，我們在洱源縣建立了第一個非麻風康復村殘疾人士支援中
心，並組織了第一次殘障及長者座談會。
麻風康復者以自身經歷，共感殘障人士的不容易，希望其他殘障朋友能翻越有形
和無形的障礙，和你我一樣，共融於社會！

鳴謝
民社服務中心
清潔工人職工會
華戈師傅

樂施毅行者2021
首席贊助：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後勤支援贊助機構：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電訊盈科及香港電訊

指定服裝：
Columbia

指定鞋履：

自辦籌款活動支持樂施會
的機構
澳門
Payboy
PizzaExpress Macau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天妍美容
母佑會陳瑞祺永援中學（分校）
永利關愛
聖瑪沙利羅學校
澳門保險
澳門旅遊學院

設置樂施會捐款箱
澳門

指定工程顧問：

大利來記豬排包
世記咖啡
來來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泰星傳統雞飯
發記凍肉
樂點咖啡
澳門商業銀行
澳門康礎物理治療中心
驁天國際貿易投資有限公司

指定能量食品：
Nature’s Village

指定運動飲品：
寶礦力水特

指定戶外用品店：
PROTREK

信和集團

旅遊贊助：

樂施企業夥伴

帝庭軒購物商場
雅濤居

信德中旅船務管理有限公司

澳門

澳門田徑總會

大信•新都匯澳門店
中華廣場
友邦廣場
市政署
百老滙中心管理機關
來來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花城鴻圖偉業業主管理委員會
信達號物業運營有限公司
美蓮電腦廣場
新苗超級市場
新興業娛樂策劃有限公司
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
灃薈有限公司

大會計時：

ASSOCIATED KOKUSAI SERVICES LIMITED
BCT銀聯集團
BILLION SMART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ENGLISH EXCEL SCHOOL OF ENGLISH
HARNEY WESTWOOD & RIEGELS
ROBERT & ROSE CHARITABLE FOUNDATION LTD.
WARBURG PINCUS ASIA LLC
大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永隆米行
石力投資有限公司
志發海產有限公司
亞洲萬里通
昇華實業有限公司
明德控股有限公司
金朝陽集團
金鷹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信恩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凌天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振榮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景逸軒
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公司
綠點環球貿易（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
公司
擇善基金會
樹記海鮮有限公司
鄺耀文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譚仔三哥米線
蘇麗鐘錶

協辦單位：

精工錶
長期電訊夥伴：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健身夥伴：
24/7 Fitness
Life Project

支持單位：

指定贊助：

Lululemon
V. Run
大昌行澳門物流倉儲發展有限公司
來來超級市場
維他奶（澳門）有限公司
摩爾咖啡
澳門演藝人協會
澳門選美連盟
聯豐超級市場

樂施競跑旅遊塔2021
首席贊助：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明記瓜菜店

指定流動媒體夥伴：

為「樂施之友招募大行動」
提供展覽場地(2020年4月
至2021年10月）

贊助：

MOME

澳門商業銀行

媒體夥伴：

場地贊助：

指定飲用水：

香港

屈臣氏蒸餾水

地政總署

Skypark 澳門旅遊塔 by AJ Hackett
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

ZA誌
仕覺製作
旅癮我最大

指定綠色管理夥伴：
香港通用檢測認證有限公司

指定裝備：
VA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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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筆劃排）

Columbia Montrail
金城營造集團

梅子(右二)帶領村民透過網上學習預防新冠肺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