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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有這
樣一個弱勢群

體。他們的父
母為了生計離

鄉別井，在城
市流動打工，

將他們留在農
村家裡，由祖

父母照料，或
獨自生活。長

期缺乏父母照
顧的留守兒童

，

孤獨面對荊棘
滿途的成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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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父母身邊
生活的兒童



留守家鄉
困不住孩子的

無窮  世界

圖
片
︰
梁
舜
堯
 / 
樂
施
會
義
務
攝
影
師留守孩子，擁抱著夢想，無論這些夢想有多天馬行空，都包含單純的快樂，驅動他們

勇往直前。願天下間所有留守兒童都無憂無慮，有一個快樂、簡單的童年。

我的名字叫肖凱銘，今年九歲，讀二年班。我爸在四川的工地打工，
我媽在福建的工廠車衣，他們每逢農曆年才回來一次。我和七歲及五歲
的妹妹，由奶奶照顧。她每天都去種田，我有時要幫她除草。我很喜歡
上學，因為我的班主任簡老師人很好，他很關心我們，上課又用很生動、
有趣的方法教我們。我最喜歡上體育課，因為可以鍛鍊身體。

我的名字叫詹文美，今年八歲，讀三年級。我爸在四川打工，我和七歲的弟弟
由奶奶照顧。奶奶說，我媽在我兩歲時離家出走了，一直沒有回來，也沒有打過
電話給我們。我很想見媽媽，但我對媽媽沒印象。我也很想爸爸，想他的時候
就給他打電話，我每次都問︰「爸爸，你吃過晚飯了嗎？」而爸爸總是叮囑我們
要好好讀書。

我和弟弟每天要走路一小時上學，我不覺得累，因為我喜歡學習知識。我們的
班主任簡老師，上語文課、歷史課時會用遊戲和故事教我們，很有趣的。不過，
我還是最喜歡美術課。

我的名字叫簡俊傑，今年27歲，雲南昭通人。我從事教學工作已經四年，
目前在貴州畢節市納雍縣的福和希望小學任教語文、數學和書法。我們
學校有486名學生，六成是留守兒童。

長期沒有父母在身邊，這些孩子生活孤單，心靈寂寞。但農村孩子嘛，比較
獨立、堅強。身為老師，我認為除了啟發學習，傳授知識，更應該給予
他們關愛和保護。所以，好老師和對的教學方法，對農村的留守孩子特別
重要。當樂施會在這個縣推行教師培訓，我便參加了。我一共參加過兩次
培訓，學習集思廣益、多角度思考、多元方法教學等等。

夢想
做太空人我的願望︰

做畫家我的願望︰

做一位好老師，教學相長我的願望︰

我和弟弟幫奶奶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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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劉紅，今年13歲，讀五年級。我的爸媽在浙江打工，我和哥哥留在貴州，由奶奶
照顧。以前，爸媽帶著我在外地打工，我八歲時他們才將我送回來讀書和生活。他們每年
都會回來和我們過農曆年。

我家離學校比較遠，下雨的日子，山路不好走，又滑又泥濘，但我不怕，我走得很快的。
放學回家後，我會幫奶奶放牛、洗衣服。

我喜歡上學，我們的班主任保老師很照顧我們，我特別喜歡他用遊戲和講故事來教我們。
保老師還經常來我家做家訪，讓奶奶多了解我和哥哥在學校的情況。

我的名字叫保權林，今年23歲，雲南曲靖人。今年九月，我便在貴州畢節市納雍縣的營盤小學
任教滿三年了。我現在教四年級學生語文，五年級學生數學。

最初做老師，我只當是一份賺取薪金的職業。慢慢地，我愛上了當老師，我愛和孩子們互動，
愛他們的嘻笑聲與吵鬧頑皮。孩子們的父母不在身邊，對他們身心發展都有影響，他們內心很
寂寞。所以除了授課，我每個月還會做兩次家訪，跟他們的爺爺奶奶溝通，了解孩子的生活。

有些孩子因為缺乏父母督促，無心向學。 若是少數民族的孩子，學習語文就加倍困難。我參加
了兩次樂施會的教學培訓，掌握了如何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利用遊戲及故事作教材等。現在，
孩子們都說︰「太好了，老師說少了，我們可以多說了。」

我的課堂，著重學生參與和思考，
從而啟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做歌手，因為我愛唱歌我的願望︰

以更好的教學方法，幫助留守孩子培養學習興趣我的願望︰

我、奶奶和哥哥在家門前合照。

我經常家訪，了解留守孩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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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背後
中國官方將留守兒童定義為：父母雙方外
出打工或一方外出打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
無法與父母正常共同生活而未滿16歲，有農村戶
籍的孩子。根據官方統計，目前全中國有902萬
名農村留守兒童，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
這個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和教育，
需要社會關注及支援。

問題在哪裡？
留守兒童長時間和父母分離，缺乏關愛和溝
通，學習方面遇到困難，亦得不到及時
疏導，再加上農村祖父輩的文化水
平較低，對孩子學習上的問題
不能夠給予幫助。部分留守
兒童成長支援不足，導
致輟學或失學問題
時有發生。

教育是人應有的基本權利。教育更可幫助解決貧困和跨代貧窮的惡性循環。樂施會
現時在雲南、貴州、甘肅的偏遠貧困山區，投放6,476,688港元，合共開展了15個項目，
為留守兒童提供教育及生活支援，包括︰

• 提供專業培訓，讓老師掌握
留守孩子的學習及心理特殊
需要。

• 引入互動教學方法，提高留守
孩子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
減低輟學率。

• 重建學校，改善偏遠農村的
教學設施。

• 倡議政府推行複式教學、為少數民族留
守兒童提供雙語教育，改善教育質素。

• 倡導社會各界關注留守兒童問題，探索
有益、可持續的輔助教育模式。

• 針對留守兒童的生存環境和困境展開
調查，並在政策上提供建議。

• 借助互聯網和媒體，呼籲社會各界關注
留守兒童的困境，合力共建保護網。

• 編製睡前心靈小故事廣播，
為寄宿的幼小留守兒童疏解
獨自睡覺的恐懼。

• 提供體育、音樂、美術等全面
及有趣的教育，舉辦各種校內
活動。

• 邀請家長於回鄉期間參加
家長培訓及聚會。

樂施會做啲乜？

全力支援留守兒童

教育支援 倡導工作生活支援

更強大的樂施會
離開三年後，我在十月再次返回樂施會，出任署理總裁一年。我看見最大的挑戰，莫過於今年二月傳媒
廣泛報道英國樂施會有員工於2011年在海地做出性不當行為，事件令很多合作夥伴及支持者失望。但慶
幸同事們並沒有因此失去信心。

海地事件令我們明確知道，必須不斷自我完善，提高機構透明度，向公眾問責。國際樂施會於二月推出
了全面的行動計劃，以杜絕性不當行為的發生，並計劃從10月開始，定期公開性不當行為的個案。

香港樂施會在過去半年亦全面落實相關的行動計劃，包括：

‧ 設立性不當行為的申訴機制及熱線；
‧ 所有員工簽署行為守則，當中包括防治性不當行為的規範，合作夥伴及義工亦須簽定相類似的行為
守則；

‧ 向員工及合作夥伴提供培訓，提高各人對性不當行為的防範意識；
‧ 積極對外分享樂施會在防止性不當行為的經驗；
‧ 配合國際樂施會建立全球樂施會離職員工的數據庫，以助追查員工是否有性不當行為的記錄。

樂施會的同事定必竭盡所能，確保所有人員免受性罪行的傷害，繼續做好扶貧工作，重建公眾的信任。

余志穩
署理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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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  世界

樂施會要求香港政府積極正視問題，採取進取的政策以遏
止貧富不均的情況，發展以人為本的經濟，讓人人均可享
有平等發展的未來。樂施會建議政府︰

「六個可以改變世界的行動」迷你展覽，邀請擅長
本地議題的插畫師Nic，創作《動物農莊》寓言式
角色：一頭名字叫「公平咩」的羊，帶出低端動物
的受壓迫故事；以藝術及流行文化元素，介入社會
不平等議題，引起更廣泛討論及參與。

此外，我們呼籲市民聯署支持樂施會的政策建議(聯署網址：
www.oxfam.org.hk/tc/fairthesheep.aspx)，並轉交特區政府，
要求政府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回應訴求。

了解更多︰http://fairthesheep.oxfam.org.hk

我們亦於九月十七至十月十七日「國際滅貧日」，舉辦為
期一個月的「公平咩」倡議運動，透過一連串的公眾教育
及倡議活動，呼籲社會各界關注本地的貧富懸殊問題。

分三年增加367億元經常性開支，以加強提供教育、
醫療及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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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予少數族裔平等教育機會；

訂立墟市政策，包括制訂相關的申請指引，幫助基層
婦女就業。

以「能者多付」原則檢討現時稅制，研究增加稅收的
可行方案，加強再分配的功能，收窄貧富差距及社會
不平等。

一如在世界各地，樂施會在香港也致力為創造一個更公平的
社會而努力。樂施會今年九月底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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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三十四倍擴大至2016年的四十四倍；貧窮人口
數目持續增加，高達一百三十萬人，當中七成為在職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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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30/9/2018
2/10/2018
6/10/2018
22/9/2018 - 17/10/2018
13/10/2018

「公平咩」講座：《香港不平等報告》讀書會
  樂施會 X 商業電台 「一切從『咩』開始」戲劇工作坊
「公平咩」講座：宣洩了「公平咩」的青年怎麼辦？
「公平咩」迷你展覽：「六個可以改變世界的行動」
「動物農莊」論壇劇場

活動

1

2

3

4

5

6

扶貧政策無法遏止  貧富差距4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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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香港連轉機坐了二十小時，到達坦桑尼亞三蘭港，再
轉乘一星期只有兩航班的內陸機，飛了兩小時到達西部邊陲
一小鎮，再坐五小時吉甫車，穿越非洲中部紅土高原，幾百
里路塵土，地廣人稀。

這裏的村落，沒有電力、沒有柏油路、家中沒有自來水、學校
沒有足夠老師。

但村民有智能電話。

這個中午，村民開交流會，分享如何用社交網絡爭取權益，
督促官員辦事。午餐很簡單，每人獲發田間斬來的兩條蔗，
本人獲發一碌。

一路滿口蔗渣、毫不專業地咬蔗，一路和樂施會負責這項目
的Joseph聊天；聊了大半小時，我忽然驚覺：「你是負責人，
幹嗎只顧和我聊天，不需要引導村民討論嗎？」

開展了項目大半年的Joseph解釋，他們懂得自己討論：「你
是公民，你要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我喜歡這種態度。

「改變可以即時看見！」Joseph談到這個「發聲達人」計劃
時，眼睛發亮。

活躍公民權利

如何「即時改變」？在坦桑尼亞西北邊
疆的村民雀躍地告訴我們「成功爭取」
的故事，他們直接發訊息到臉書與推
特，標記(tag)了遠在千里的總統或相關
部長帳號。奇迹出現了，他們向國家建
設部門投訴村外泥路失修，公路有大
洞，部長瞬即回應，修路隊一星期後就
出現；他們申訴這地區的診所只有一位
護士，反映過後，四個月後就增加到三
位；他們向教育部長投訴村校課室不
足，幾個月後，一幢新課室就建好！

村民帶我們去參觀學校，果然，一幢小
小的新平房校舍已建好；不過課室設施
仍然不夠，兩個小學生擠坐一張凳、共
用一桌，親密得很。

我們問一位學生的願望，她說，想要一
塊沒有洞的黑板。

村民說，中央政府其實預撥了各項經
費，但往往是中層官員貪污，又或有人
辦事不力，他們直接向部長投訴，還tag
了中下層各級官員，官僚就不敢怠慢。
村民上一回爭取了校舍，現在繼續爭取
各種設施，及政府承諾過的老師名額。

不同的國家地區，都有捐款建校舍計
劃，很多都失敗告終，校舍硬件有了，
但沒有足夠師資；老師培訓了，但他們
不願到偏遠地區任教；終於老師到任
了，但老師懶惰缺課，都是第三世界常
見現象，是有錢建校舍也無力轉乾坤的
因由。

資深傳媒人區家麟 (Allan) 成為樂施之友已經二十年。早前，他隨同
樂施會，遠赴東非坦桑尼亞，探訪我們在當地的社區發展及人道項目。
Allan撰文分享見聞。

放眼  世界

村民開交流會，分享如何用社交網絡爭取權益，督促官員辦事。
午餐很簡單，每人獲發田間斬來的兩條蔗，本人獲發一碌。

文：區家麟           圖片：高仲明 / 樂施會義務攝影師

非洲紅土地
發聲達人的呼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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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真係行得通

社交媒體眾聲喧嘩，現代城市人要發聲，乃簡單不過的事。
但坦桑尼亞偏遠地區的農民，從未接觸互聯網，不是因為
網絡未覆蓋，而是他們沒有錢。樂施會提供智能電話，資
助上網費，從如何啟動電話開始教導，教他們操作方式、
教他們上網、發帖程序。

Joseph說，村民最初不明白自己的權利，也自覺是一介草
民：「他們會覺得，嘿，總統？部長？我們是什麼人啊？
能直接同他們對話？」

他們還設計了應用程式，集齊政府文件，例如寫得美好的
憲法條文如何保障你權利、政府的施政承諾與公共服務標
準如何早已白紙黑字寫明，讓村民有根有據地提出訴求，
也令官員理屈辭窮必須行動。

我奇怪，全國很多人有智能電話，人人網上申訴，官員怎
會有空回應，又怎能立即調撥資源滿足需求？Joseph謂，
他們的「發聲達人」項目屬先行者，暫時會如此有組織
發聲的偏遠地區農民絕少，官員自然刮目相看，較認真
對待。

這些年在網絡浮沉，大家都明白社交媒體是雙刃劍，既能
賦權發聲，也是對立分化假新聞的溫床。Joseph說，智能
電話雖然由個別村民持有，但發帖投訴前，大夥兒要商討
議題，先搜集足夠證據，還會斟酌用字，避免言辭過激。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 •森在《經濟與自由》
(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書中談扶貧策略，多番強調
不應視受助者為等待救援、「動彈不得的病人」，而應重
視每個個體的能耐，促成他們自助，締造改變。畢竟每個
成年人都要為自己的福祉負責，也只有他們能為自己決定
如何發揮自身的能力；機會多寡，取決於周遭的社會與政
治環境，基層個體身處其中，有責任有能力為自己爭取。

坦桑尼亞是非洲少數穩定的民主政體，他們只需一些
硬件、一些知識，自能發揮自身力量，參於其中，踏出
改變第一步。

「我的夢想是，十年後，這裏每一條村落，都有自己的
發聲達人。」Joseph說。

助人去自助，才能一了百了；但願有天人們都懂得為自己
爭取，世上大部分志願組織，就可以樂得清閑。

一位大媽發聲達人說：「以往任何事情只能在村會議上投訴，說完，
就完了，無下文。」現在，縱使網絡不算快，但總算能接通天地，
對村民來說，簡直是跳過幾重衙門，跨過幾千里土地，直通天庭。

問題不會一天解決，助人建校舍買硬件，只是
一時，助人關注社區，自己問題自己解決，才
是一世。很多時問題並非資源不足，而是資源
如何分配，活躍公民明白自己的權利，培育重視
共識又敢於發聲的文化，自發關注社群並據理
力爭，這種援助才能永續。

課室的黑板，大大小小坑洞，有如隕石襲地球。
一位學生告訴我們她的願望︰想要一塊沒有洞的
黑板。

樂施會支持村民成為「發聲達人」，培育重視共識又敢於
發聲的文化，自發關注社群，爭取發展資源。

?



微笑看世界  

今年八月，我隨同樂施會，首次走進東非國家坦桑尼亞，走入難民與尋常
百姓家。一如往常，我用影像記錄他們的生活。快門咔咔按下一刻，影像
化成語言，一幀幀照片，一個個故事，一聲聲引發行動的人道呼喚，無聲
的吶喊，衝擊心坎。

很多年前，我還是個年輕小伙子，抱著浪漫的心態投身攝影記者行業。
彈指揮間，十八年過去，相機仍是我的最佳拍檔，但鏡頭下的現實世界，
很多時並不浪漫。芸芸眾生，肩挑手提，生活寫在臉上— 有思想有感情
有悲傷有愛有尊嚴。天地遼闊，生命，不完美，但動人，更有無限可能。

出發往坦桑尼亞前，我已構思了「三合一」的藝術手法—將照片左右
延伸，拉闊視野，延伸了你我對坦桑尼亞的想像。

攝影是我唯一的語言。我希望繼續透過攝影，以影像關懷世界，幫助更多
社會弱勢發聲。高仲明與孩子打成一片。

 圖、文︰樂施會義務攝影師高仲明

難忘遊牧民族婦女如刀削般堅毅的面孔—似在無言訴說生活的滄桑。

一片綠油油的木薯田，為貧農帶來脫貧希望。參與木薯種植的農民，頂著烈日，辛勤耕種，展現生命的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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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肩  同行

鳴謝 （以筆劃序）：

樂施之友︰
區家麟

樂施會義務攝影師︰
高仲明

Andox Limited
BKT Group Limited
Club HKT Limited
利嘉閣地產有限公司
明大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法國地基建築有限公司
信恩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科文實業有限公司
晶門科技有限公司

eLead Global Limited
太興飲食集團

設置樂施會捐款箱
Light Medic-Art Centre Limited
LightMac II Limited
LightMac III Limited
LightMac Limited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會計專業發展基金

自辦籌款活動支持樂施會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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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電訊盈科及香港電訊

指定服裝︰�
Columbia

指定鞋履︰�
Columbia Montrail

指定工程顧問︰
金城營造集團

指定能量食品︰
樂健坊

指定戶外用品店︰
PROTREK

指定綠色管理夥伴︰
香港通用檢測認證有限公司

指定贊助︰�
太古地產有限公司

指定裝備︰
VAUDE

指定飲品︰
屈臣氏蒸餾水

樂施毅行者2018

場地贊助︰
澳門旅遊塔 AJ Hackett
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

旅遊贊助︰
噴射飛航

協辦單位︰
澳門演藝人協會

媒體夥伴︰
Milk Magazine
ZA誌
開心澳門
微辣
新生代
運動版圖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樂施大使︰
徐智勇（小肥）

鳴謝︰
Viu TV節目主持  陳安立先生
香港演藝人吳雲甫先生
香港演藝人黎學勤先生
澳門演藝人協會秘書長黃嘉雯小姐
澳門演藝人協會副理事長周家耀先生
澳門演藝人協會副會長歐陽日華先生

樂施競跑旅遊塔2018

聲音演出「公平咩」：
楊文蔚

書法題字︰
華戈

插畫︰
Nic

倡議藝術品設計︰
陳嘉興

平面設計︰
monster workshop

特別邀請攝影師：
（「公平咩」走進社區場景）
謝至德

媒體夥伴︰
商業電台

鳴謝︰
am730
Ding Studio（活動攝影）

「看到不公平」社區探訪/
「公平咩」走進社區場景︰
Wedo Global
民社服務中心
黃月嫻女士
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
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

「公平咩」倡議及公眾教育活動 為「樂施之友招募大行動」
提供展覽場地（2018年4月至9月） 

一號九龍
合和中心
利舞臺
花城鴻圖偉業業主委員會
青衣城
信德中心
海逸坊
將軍澳廣場
新都城中心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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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Mikiki
新九龍廣場
新達廣場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天澤商場
太和廣場
禾輋廣場
尚德廣場
順利商場
慈雲山中心
頌安商場
樂富廣場

姓名 Magdalen Nandawula

職業 樂施會駐坦桑尼亞人道救援主
管，

從事人道救援工作二十年。

格言 人道救援工作不僅關乎我們所
救助的人，也關乎我

們自己。我們恪守人道救援準
則，確保把可利用的

資源，用得其所，同時協助民
眾掌握自救能力。

曾參與過的人道工作

塞拉利昂伊波拉疫症、南蘇丹
饑荒、剛果內戰、

乍得衝突等

人生最快樂的事情

世界沒有天災人禍，我可以退
休，回到老家耕田種菜，

看著我的孫子孫女長大。

最難忘的經歷
2014年在塞拉利昂協助對抗伊波拉

疫情時懷疑感染

伊波拉病毒

對我來說人道救援的挑戰在於

世界充滿人為和自然災害，需
要我們救援的人很多，

但資源非常有限。身為一名人
道救援工作者，我常為

此而感到沮喪。

來自 烏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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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全球推行了609個項目，包括243個新項目。

我們與世界各地495間夥伴機構攜手推動扶貧項目，為貧窮人帶來改變。

超過6,600 名義工及實習生付出寶貴的時間和努力，加入我們扶貧的行列，改變世界。

每月定額捐款的樂施之友全年捐款額達 160,600,000港元。

港元。全賴大家的支持，我們全年籌得253,600,000  

在全球32個國家和地區，我們與貧窮人結伴同行，致力改善他們的生活。

我們的全球扶貧工作合共支援了10,890,036人。

全年重要成果

9



據聯合國的統計，去年全球流離失所人數超過6,800萬人，創歷史
新高。而全球飢餓人口在持續10多年下跌後，於近年再次回升至
超過八億人。另方面，經濟體系失效，令全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根據國際樂施會最新發表的全球不平等報告，2017年全球創造的
財富總額中，82%流向了世界人口頂層的1%，而處於底層50%人口
的財富卻幾乎沒有絲毫增長！香港貧富懸殊的程度同樣令人咋舌。
香港的堅尼系數已上升至0.539，顯示貧富差距正不斷擴大。

樂施會自1976年成立以來，不斷思考發展及救援機構的角色及
使命。總結過去的經驗，我們希望更能對症下藥，對抗貧窮的根源，
打破不公。

去年，我們成立「小農發展基金」，期望更多人關注小農的處境。
樂施商店亦以全新形象面世，提倡市民購買公平貿易產品，推動
良心消費。我們同時在澳門繼續開展以「撐小農」為主題的公眾
教育活動。在香港，我們積極關注貧富懸殊日益加劇的情況，例如
發表低收入零散工概況的調查，推動企業及政府落實「生活工資」，
以改善在職貧窮的問題。

樂施會於去年六月，與另外四個國際救援組織，共同發起「六月
『非』餐」行動，呼籲公眾捐款支持東非的災民。我們亦回應
羅興亞難民危機，在孟加拉的羅興亞難民營以及臨時安置點，
提供食水及衛生設施。

今年二月，傳媒報道英國樂施會有員工於2011年在海地推行人道
救援時，做出性不當行為，事件對全球樂施會帶來沉重打擊。海地
事件讓我們深刻反思，尋求改革。國際樂施會於今年二月中推出
10項行動計劃，包括成立由國際專家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檢視
機構的問責、處理性不當行為的方法及內部文化等，同時，我們

前言
努力完善相關機制，制定員工指引及守則，並加強員工在「防治
性不當行為及權力濫用」以及性別公義意識的培訓。這個行動
計劃是我們實踐和貫徹樂施會對性騷擾、性剝削和性侵犯行為
「零容忍」的承諾。

我們知道，唯有不斷努力，做好每個項目，將更多人從貧窮、災害
的漩渦拉出來，才能回報及重建支持者的信任。雖然前路困難
重重，我們仍然相信，貧窮是可以改變的。我們定會堅持到底，
直至世界再沒有貧窮與不公才會停下腳步。

目標 1
積極行使公民權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內地共有近3,000萬名家政工，根據
現有的勞動法律規定，工人只有受聘於「用人單位」時才享
有法律保障的勞動關係，因此受聘於家庭或個人的家政工，
並不能受到勞動法律的保障，在遇到勞資糾紛和受傷事故
時，依舊處於弱勢。自2006年開始，樂施會與夥伴機構一起
推動建立支援網絡、提供法律諮詢等支援家政工的工作。
去年，樂施會與合作夥伴北京鴻雁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主辦
《百手撐家̇ 家政工藝術節與影像計劃》，展出有關家政工
的圖文故事，提升公眾對家政工工作與生活的了解。我們又
與合作夥伴向地方及全國人大提交有關保護家政工權益的
法案建議，引起社會更多人關注家政工的議題。

孟加拉有近7 0 %的婦女在一生中曾遭受伴侶暴力對待，
而童婚現象在孟加拉更非常普遍。在貶低女性價值的傳統觀
念和態度影響下，男性向女性施加暴力，童婚等變得更有恃
無恐。因此，我們與夥伴機構孟加拉社會發展協會 (Social 
Associ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Bangladesh) 一起開展賦權
工作，幫助女性明白婦女的權利，使她們成為社區領袖，改善
她們的生計，同時推動停止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結束童婚。

董事會主席
張玉堂

目標 2
兩性平等

投放金額及佔項目
總支出的比例
HK$17,319,000
7.8%

投放金額及佔項目
總支出的比例
HK$56,740,000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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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3
救災及重建

自2017年8月底開始，超過67萬羅興亞人由緬甸逃亡至毗鄰的
孟加拉東南部科克斯巴扎爾縣。因為大量難民的湧入，食物、
清潔食水及衞生設施不足等問題跟著出現；孩子挨餓、腹瀉的
情況亦很普遍。截至2018年3月31日，香港樂施會共籌得
300萬港元支持在那裡展開的人道救援工作。樂施會在國際
移民組織 (IOM) 和聯合國難民署協調下，在部分營區建立起
供水設施系統，也在合適地點搭建了逾千個廁所，同時建立
廁所污物處理系統。

受氣候變化影響，坦桑尼亞缺水情況愈來愈嚴重，令傳統種
植的農作物容易枯萎。樂施會與坦桑尼亞夥伴機構Katani
自2009年開始，合作開展劍麻種植綜合項目。劍麻耐旱，
缺水也不枯萎，有助農民應對氣候變化。在Kishapu及 Meatu
社區推行的劍麻種植項目已支援近1,000名農民，有效提高
他們的生產能力。項目更包括劍麻加工及收購中心，又協助
農民組織合作社，以增加他們的集體議價能力。工人以大型
劍麻處理機抽取最柔順的纖維，提升劍麻的經濟價值，有效
提高農民的收入。此外，項目鼓勵小農成立農戶互助協會，
遊說當地地方議會，將劍麻列為區內優先發展的項目。當地
方議會計劃向農民種植劍麻徵稅時，協會成功遊說議會，
承諾徵稅要以不影響劍麻農民的生計為原則。

內地有超過兩億名由農村去到城市工作的農民工，不少女農
民從事家政、清潔等工作，男農民工則從事基層的建築、保安
職位。現時高達60%的農民工沒有與僱主簽訂勞動合同，
參與工傷保險的比例卻少於30%，令他們在遇到工傷意外時，
因沒法支付醫護開支而得不到合理的醫療照顧，有些甚至會
因患工傷而被僱主乘機解僱，面臨失業而墮入貧困。又由於
農民工沒有城市戶籍，令他們難以獲得如城市人一般的住房
及醫療保障、他們沒有戶籍的子女亦較難入讀公立學校。
樂施會關心農民工的生活，倡議改善他們的勞動權益，
令他們的生計更有保障。我們亦在社區層面改善農民工的
生活。2013年7月開始，樂施會支持合肥市華益兒童服務
中心在小朱崗成立月牙灣仰光社區鄰里之家，服務這社區內
近千名兒童。

目標 4
持續糧食發展

目標 5
自然資源共享

目標 6
基礎設施及服務

墨西哥城有超過30萬戶家庭，因為沒有連接至城市的供水
系統，而需要靠水車取水。缺水家庭從水車購買食水，要付
出每立方米7至160墨西哥比索 (約3至64港元) 的費用。食水
供應的問題由來已久，自從西方移民於16世紀把墨西哥原有
的大型湖泊的水抽乾後，缺水問題便一直困擾著墨西哥城的
居民，而2017年9月發生的一場地震破壞了墨西哥城的輸水
管道，令食水短缺的情況進一步惡化。樂施會與合作夥伴
Isla Urbana在小學和居民家中安裝雨水收集系統，不但幫助
居民減少花費在食水的支出，更令他們學習親自處理食水
問題。

投放金額及佔項目
總支出的比例
HK$18,902,000
8.5%

投放金額及佔項目
總支出的比例
HK$56,048,000
25.2%

投放金額及佔項目
總支出的比例
HK$43,116,000
19.4%

投放金額及佔項目
總支出的比例
HK$29,891,000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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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操守要求

樂施會及員工能夠實踐對抗不公義及貧窮的抱負，全賴各地
夥伴和民眾的信任和支持，使我們能與他們一起開展滅貧的
工作，推動政策的改變。因此，我們更要時刻提醒自己，不論
身處何地及在任何情況，我們均要向他們負責。

2018年2月，媒體報道英國樂施會派駐海地的救援人員於2011年
做出性不當行為。對前員工在海地所犯的錯誤，樂施會深感
抱歉，同時宣布採取一系列措施及行動去防止不當行為再次
發生。

行為守則：回應英國樂施會員工在海地的性不當行為，香港
樂施會亦檢視了對員工操守的要求，制定全新的員工《行為
守則》，所有員工亦已經簽署，作出承諾。違反守則者將受到
紀律處分。

除了員工外，我們亦要求與樂施會緊密合作的人員、董事會及
各委員會成員、項目夥伴，簽署非員工行為守則。

機構文化：我們加強了防止性不當行為的措施，並強化保護
機制以確保員工、義工、以及其他與我們一起工作的人士免受
傷害。我們亦從建立機構文化著手，鼓勵員工重視防止不當
行為的工作，提升對道德操守的要求。已採取的措施包括成立
跨部門的工作小組，以及設立求助及舉報熱線。我們為所有
員工提供有關性別公義的培訓。

審計及項目監察

樂施會設有嚴謹的內部審計和項目監察制度，以確保每一分
捐款都能善加運用。

財務審計：樂施會每年委託專業的會計師行，按照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布的核數準則，審核樂施會的財務報表，確保所有捐款
用得其所。財務、風險及審計委員會由樂施會董事會司庫擔任
主席，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商討各項與樂施會有關的財務
審計及內部監察事宜。樂施會亦定期向各捐款者作出匯報，讓
捐款者清楚了解捐款的用途和運用情況。

項目監管：我們所有項目夥伴須定期向樂施會提供項目報告 
(包括財務報告)，若項目資金達到某個金額，更必須邀請獨立
第三方為項目評估工作成效，並委託獨立公司進行財務審計。
香港樂施會是樂施會國際聯會20位成員之一。香港樂施會因應
個別聯會成員的項目經驗及註冊地位，委託聯會成員在不同
國家及地區開展扶貧發展和救災項目，擔當項目夥伴的角色。
為進一步加強監察，我們向各聯會成員及項目夥伴提出額外的
項目要求，例如要求已接受撥款的聯會成員及夥伴，定期向香港
樂施會匯報有沒有發生性侵/性騷擾的情況。

財務報告
收入與支出

收入
公眾捐款

樂施之友

樂施毅行者
賑災捐款

樂施米義賣大行動
其他捐款收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樂施商店收入

利息及投資

其他收入

總收入

港幣千元
236,346

160,594
39,859

5,960
4,056

25,877

14,439

1,329

500

1,029

253,643

%
93.2%

 

 

 
 

5.7%

0.5%

0.2%

0.4%  

100.0%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投資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存款
存貨
應收賬款
樂施會國際聯會成員貸款

預付款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遞延收入

資產淨值

港幣千元
74,759
53,415
14,192

7,152
53,318
44,557

5,435
3,211

115
24,430
11,940

803
應付項目撥款 11,687

 103,647

赤字

港幣千元
222,016

36,607

9,047

1,396

270,211

(16,568)

%
82.3% 

13.5% 

3.3% 

0.5% 

100.0% 

支出
項目

籌款

管理及行政

樂施商店支出

總支出 

1,145 0.4% 匯兌差額

財務狀況

儲備
指定用途基金

樂施會非洲發展基金

樂施會中國發展基金

樂施會教育基金

營運儲備

投資重估儲備

儲備總額

港幣千元
2,010

     
475

樂施會小農發展基金 679

856

 -

102,766

(1,129)

103,647

我們向您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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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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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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針對婦女和女童暴力項目分享會  (2018年12月13日星期四)     參加人數︰

《水平線土地》氣候變化親子互動劇場  (2019年2月23日星期六) 

探訪本地團體︰剩菜回收體驗活動  (2019年3月16日星期六)      

「消除針對婦女和女童暴力項目」分享會

樂施之友  活動

為什麼樂施會要推行消除針對婦女和女童暴力的工作？ 

全球來說，每三名婦女就有一名遭受過暴力；每五名女童就有
一名遭受過性侵犯 。在中國，婦女不僅在貧困人口中占大多數，
而且比例有不斷上升的趨勢。在社會轉型期間，性別不平等與
性別暴力問題仍然普遍，約三成婦女表示曾遭受過家庭暴力。 

我們做了什麼工作？ 

樂施會持續採用綜合干預項目手法，透過直接服務、社區發展、
公眾教育和政策法規倡議等消除性別暴力、賦權婦女、普及性別
平等觀念意識，以推動性別公正。

我們誠邀您參加分享會，深入了解樂施會在消除針對婦女和女童
暴力方面的工作及挑戰。

日期：2018年12月13日 (星期四)
時間：7:30 pm - 9:30 pm
費用：HK$50 /每人  (提供公平貿易咖啡及簡單茶點)
名額︰50人

嘉賓主持︰
樂施會中國項目部經理
鍾麗珊

地點：
北角馬寶道28號
華匯中心17樓
(北角地鐵站A4出口)

歡迎邀請親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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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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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2017年服務
人數已超過1,500人。

日期：2019年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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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線土地》
氣候變化親子互動劇場
樂施會化身移民顧問，邀
請您一家（2-4人）參與
這個破格的工作坊體驗！

參加者將化身成為一群因
水平線上升而面對亡國威
脅的島國國民，逐步探索
氣候變化對貧窮人造成的
影響，並以島民身份討論
去留，以揭示島國及島民
的命運如何受國際社會取
態和支援影響。

日期： 2019年2月23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3時至5時
時間： 下午 2時50分
地點： 樂施會互動教育中心 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9樓
 (北角地鐵站A4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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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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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