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3
5月號 
2015

期

(852) 3120 5000 (852) 2590 6880 info@oxfam.org.hk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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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黃玉閒、黃詠儀、李冰心 
樂施會地址：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7樓
樂施會 — 澳門分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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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施快訊樂施快訊

走出生活困境
協助甘肅貧困家庭



中國甘肅省有約半數地區屬於國家級貧困縣。地處黃土高原的地區，土地乾旱貧瘠，生態環境惡劣，加上交通不便，
資訊閉塞，經濟發展緩慢，當地農民生活非常艱難。為了生計，大量農村人口外出打工，將年幼子女留在農村由祖父
母照顧。「留守兒童」及「留守老人」組成的隔代家庭的生存及教育狀況令人擔憂。

老來弄孫為樂，豈不幸福？甘肅會寧縣蘆岔村的陳國遠
和喜連英兩老卻無暇多想。大兒子三年前病逝，大媳婦
改嫁，托孤三孩子予兩老；二兒子夫婦在城市打散工，
兩個幼兒留鄉，亦交由爺爺奶奶照顧。夫婦倆每天還有
忙不完的農活，經常要吃藥止住腳痛和腰痛才撐得
下去。當地氣候乾旱，食用水也不夠，農耕更艱苦，
老人家勞動力亦有限，收成少，一家只吃馬鈴薯和饅頭
果腹。一年好不容易積存兩、三千元作家用，兩老用來
看病和供兩個大孫女上學還不太夠用，其他開支又怎辦
呢？「問人借一些吧⋯⋯」爺爺苦笑。

陳國遠老夫婦三年前喪子，連英婆婆想起每每落淚：「苦得很。」
10歲的大孫女阿梅懂事，下課便分擔家務和農務，是爺爺嫲嫲的
得力助手。

‧ 修建水井、水窖及儲水池等，解決村民及
牲畜缺水問題，奠定可持續生計發展。

‧ 支持農戶飼養牛羊和參加養殖、種植技術
培訓，賺取收入。

‧ 協助村民成立合作社，以合理價格出售
農作物。

‧ 推動村民成立項目管理小組、養牛、養羊
基金及用水管理小組，並提供能力建設，
培養村民自助和參與意識，從而積極承擔
社區建設和持續發展。

‧ 支持婦女積極參與項目，掌握資訊、學習
技能及參與社區事務，增強自信心。

參加養羊項目一年後，連英婆婆一家的兩隻羊變為五隻羊，生計慢慢改善，孫兒
亦有更好的營養，婆婆臉上露出笑容了。

樂施會自一九八七年開始於中國內地推行
扶貧發展及人道救援工作，並於一九九二年
成立「樂施會中國發展基金」。目前，我們
在昆明、貴陽、蘭州及北京設有項目辦公室，
致力幫助內地的貧窮社群改善生活，長遠
脫貧。一九八七年至今，我們已在內地29個
省市和地區開展逾2,500項扶貧發展及倡議
項目，總撥款逾港幣10億元。

隔代貧困家庭  被忽略的群體

喜連英婆婆的故事

生活及生計支援

扶貧字典 樂施會中國發展基金

無窮  世界

1

留守兒童：
父母雙方或一方流動到其他地區打
工，子女留在戶籍所在地，不能和
父母生活的兒童。

流動兒童：
外出打工父母將子女帶在身邊，
設法讓其在打工城市入學，但戶籍
仍然留在農村的兒童。

複式教學︰
• 中國西部偏遠農村一種普遍的
教學方法。

• 把兩個年級或兩個以上年級的
學生編在一個班裡，由一位
教師在同一課室的一節課內以
不同的教材授課的形式。



馬家姐弟家住甘肅偏遠山區的農村。玉秀讀小學四年級，
玉龍讀三年級。幾年前，父母遠在蘭州打工，兩人由祖父母
照顧。玉龍說︰「爸媽不在的日子，我和姊姊都覺得很
寂寞，很想念他們。」根據中國官方數字，全國留守兒童
超過六千萬。他們在成長中缺乏父母的關愛，變得脆弱、
自卑、孤僻和內向。

此外，中國西部山區辦學資源匱乏，加上偏遠鄉村學校學齡
人口驟減，「複式教學」成為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趨勢。
傳統的複式教學有很多弊端，加之教育部門不重視這方面的
教學研究，教師往往要自己摸索教學方法，吃力不討好。
玉秀說︰「我和玉龍上同一個複式班。不過，老師在一個
時段只能照顧一個班級的學生，當另一個班討論時，就會很
嘈吵，令我們無法集中精神，影響學習。」

由於教育部門不重視複式教學，大部分老師缺乏支援及相關培訓，
玉秀及玉龍曾因無法適應複式教學班而感到沮喪。

‧ 重建學校及改善教學設施，讓兒童能夠就近入學，減少失學及
輟學問題。

‧ 提供教育平台，為資源短缺的偏鄉小學集中招募義務老師及社工，
同時提供專業培訓，讓他們充份了解留守兒童的特殊需要；老師
及社工亦照顧留守兒童的身心發展，例如舉辦各種校內活動，
增加學童上學興趣、開設信箱，鼓勵孩子抒發心聲，幫助他們
健康成長。

‧ 支持農村教師參加複式教學培訓，並提供教學資源，以互動及
有趣的方法增加兒童學習興趣。

‧ 倡議教育部門推行公平的教育政策及關注農村「留守兒童」的
教育問題，確保兒童公平享有教育權利。

樂施會支持農村教師馬文成參加複式教學培訓，利用遊戲、角色
扮演，講故事等活動加強學習氣氛，激發不同年級學生互相交流，
並發揮「以高年級帶領低年級學習」、「溫故知新」的特點，提高
學生的學習興趣。玉秀（右三）說︰「現在上課，老師會用很多生動
有趣的方法幫助我們學習。小組討論時，遇上低年級同學有不明白
的地方，我們會一起尋找答案和溫習。我很喜歡這種新的學習
方法，也喜歡上學，會用心學習，希望將來成為醫生。」

在外打工多年，錢賺不到多少，城市生活
卻困難重重，加上思念孩子，玉秀、玉龍
的爸媽現已返回家鄉務農，一家人的生活
雖不富裕，但心靈富足。樂施會相信，
改善農村的生計發展，長遠有助推動民工
回流參與新農村建設，解決留守兒童和
留動兒童問題。

馬玉秀、馬玉龍姊弟的故事

學習及心理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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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13包樂施米，
可補助一位短期義務教師之生活費；買95包樂施米則可
補助一位長期義務老師之生活費。

購買65包樂施米，
可向一戶甘肅貧困家庭提供兩隻羊，發展養殖業改善生計。

購買1880包樂施米，
可協助甘肅用水困難的農村建造水井，方便村民及牲口
飲水，並有助生計發展。

請踴躍支持樂施米義賣大行動！

全港各區及澳門共約200個義賣攤位

9 10 16 17

30 31

（連續兩個周末及周日）

（周六、日）

5月

5月

香港

澳門 

$20/包



樂施會自一九八八年起，在越南開展扶貧發展及人道救援項目。經過
逾25年耕耘，我們在當地推行了超過450個項目，協助約1,000條農村
超過80萬貧窮人改善生活。

除了社區發展，樂施會亦著重在全國層面透過研究、倡議及運動等，
推動政策轉變，消除導致貧窮的根本問題，工作包括推動公平貿易，
游說越南政府照顧國內貧困的咖啡農及茶農的生計及利益；促請國際
社會關注地雷問題；監察糧食安全和土地資源管理等。

第一階段︰播種 (1988 -1997)

早期，樂施會支持越南山區少數民族發展傳統手工藝，賺取
收入，改善生計。我們組織婦女成立編織小組，提供工具、
小額貸款讓她們購買材料、市場資訊以及設計、縫紉、染色
技術等培訓，同時幫助她們將產品推銷到胡志明市、河內及
其他城市。

這些手織工藝品大受西方遊客歡迎，婦女們閒暇時密密
編織，每月賺取穩定收入，用來支持子女的教育及購買耕種
肥料。項目另一成功之處，是將傳統手藝和文化，利用
縫紉機、現代商業及市場策略，傳承下去。

在河內正式成立越南辦事處。推行個別救災或援助項目，包括基本的水利建設和淨水設施、
農耕和養殖培訓以及小額貸款等。

25年越南扶貧足跡

25年扶貧里程

織出美好生活

工作  匯報

1988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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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雷遺害︰越南廣治省個案研究》。

早期，單是越南中部的廣治省，就有超過九成土地潛藏著地雷
和未引爆軍火威脅。樂施會資助當地的掃雷行動，同時做了
不少宣傳和教育工作。

著重社區基層人民的參與和發展 鼓勵婦女參與決策

弱勢群體及少數族裔為優先支援對象 推動社群承擔可持續發展

四大工作手法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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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支持貧困村
民修建水井、儲水
缸和淨水設施。有
了清潔的自來水，
村民的健康得到保
障，婦女亦不用長
途跋涉挑水了。



開展以社區為本的防災及
災害管理項目。

開始倡議公平貿易及遊說越南政府保障
農民生計。

進行全面的項目及策略評估，結果顯示，
受助社區在糧食保障、收入及婦女參與等
方面都有顯著改善。

在義安省、河靜省及廣治省等三個最貧困
的地區開展綜合性的發展項目，涵蓋持續
生計發展、醫療及衞生、水利建設、淨水
和灌溉設施、基礎教育、天然資源管理等。

第二階段︰綜合發展項目 全方位扶貧 (1998 -2008)

生計與生活持續改善

工作  匯報

1998 2001 2002

1. 過去25年，樂施會分別在義安省、河靜省及廣治省興建了162個水利系統，
包括堤壩和灌溉引水道，協助農民解決了灌溉水問題，又支持農戶參加
耕種技術培訓，提高糧食產量，保障長遠的生計。

2. 樂施會支持貧困農戶成立養牛合作社，養殖高品質牛隻，並提供市場資訊
及技術培訓。盧雲文（左）於二零零六年參加項目，獲得一隻牛，短短幾年，
他家牛隻的數目已增加到五隻，生活有了保障。

3. 大部分山區村民缺乏醫療和衞生服務，因此腹瀉、發燒發熱、各種腸胃病，
甚至瘧疾等疾病很普遍。村民生病了亦負擔不起醫療費用。樂施會推行
醫療和衞生項目，培訓保健員（左），為村民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

4. 孩子在一所樂施會興建的小學上課。我們又為教師提供教學培訓，同時和
政府部門合作，推行雙語教育項目，為少數民族兒童提供學前教育。

1 2

3 4

5



與越南政府合作，將災害管理和氣候變化納入官方
發展計劃，包括農業資源、醫療及漁業等。

和聯合國發展計劃 (UNDP)及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會 
(UNIFEM) 合作，進行實地考察，成果匯集成報告︰
《越南氣候變化的回響︰創造兩性平等的契機》，
並在越南一個全國性研討會上發表。

完成三年項目策略。廣治、
義安及得農三省受助社群的
生計及生活已顯著改善。

樂施會在越南推行多個發展
模式均獲當地政府認同。

推行「惠貧市場」項目，協助
義安省3,000名農民生產竹及
藤製品增加收入。

向越南國會提交研究報告，以
完善土地法及遏止土地掠奪，
保障農戶權益。

樂施會為婦女及少數族裔提供製作竹及藤製品的技術培訓，以改善生計。我們又
與夥伴機構合作，創造一個惠貧及保育的價值鏈，協助貧困社群參與加工及市場
銷售。村民齊心合力，產品質量提高了，管理能力提升了，收入更增加了100至
150％。

在越南的貧窮村落，婦女面對很多生活壓力和困難，因此，項目強調婦女的參與
和發揮，確保她們掌握實際技能，增強自信心，長遠謀求可持續發展。

自二零一一年起，越南正式進入「人口老化階段」。
在農村及少數民族地區，老年人面臨不同困境，包括
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收入低、得不到地方政府的發展
資源等。

有見及此，樂施會與義安及廣治省的夥伴組織及社區
民眾合作，成立不同的跨代互助小組，提供能力建設、
醫療及家庭護理服務，以及生計支援等，從而推動
社群互助及社區長遠發展。

將社區發展工作擴展至
得農省。

制定結合生計發展與
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
策略。

開始和當地非政府組織合作推行項目。

將性別平等議題納入工作策略。

開展惠貧市場項目，組織農民互助小組
及提供市場資訊。

開展惠貧的價值鏈項目，由生產到銷售
的整個過程，都為農民提供支援。

第三階段︰深化扶貧工作 (2009 -2014)

齊心合力 持續發展

2004 2005 2008 

2009-2010 2012 20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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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港，東南亞及南亞裔少數族裔人士是最弱勢的族群。
膚色、文化、語言等無形藩籬是他們融入社會的絆腳石。
樂施會相信，少數族裔必須提高中文水平，才能獲得向社會
上游流動的機會，進而打破跨代貧窮的惡性循環。

樂施會倡議政府投放資源支援少數族裔學習中文，包括︰

• 在所有取錄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推行「中國語文課程第二
語言學習架構」；

• 支援少數族裔學生以中文學習其他學科；

• 將中文學習的支援措施，擴展至幼稚園及成人中文教育，
讓少數族裔學童盡早打好中文基礎，以及不同年齡層的
少數族裔人士學習中文。

此外，我們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舉辦
了一連串活動，喚起社會大眾關注少數族裔的生活及學習
中文的困境。

協助本港少數族裔學習中文，增加他們在社會上游流動的機會，脫離貧窮，這非常重要的一步，需要你支持。
請即加入網上聯署︰http://doyoureadme.oxfam.org.hk/?page_id=61，呼籲政府作出行動！

參觀者在展場內戴上
特製眼鏡，

體會少數族裔學習中
文字的困境。

樂施會和合作夥伴
在攝影展展期內舉

辦一連串活動

和工作坊，提供機
會予少數族裔孩子

們表達心聲，

並讓社會各界了解
少數族裔豐富多元

的文化。

與攝影師謝至德合辦《看懂、看不懂》
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學習生活攝影展

親子繪本閱讀工作坊、元朗尼泊爾
社區遊、葵涌巴基斯坦社區遊

通識講座、多元文化日、婦女工藝坊

導賞團

關注本地少數族裔學習需要 關注本地少數族裔學習需要 

誠邀你加入行動

放眼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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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成果

超過10,000人參觀

173人參加

43次，共1,022人參與

17次，共553人參加



非洲水災（2014年12月）
 
災情︰
馬拉維、莫桑比克、馬達加斯加以及津巴布韋等非洲南部國家，自去年十二月
開始暴雨成災。洪水氾濫，摧毀大量農作物及牲畜，破壞房屋及道路。其中，
馬拉維和莫桑比克災情最嚴重，約100萬災民亟待人道援助。水災期間，正值
農作物青黃不接，已長期面對缺糧威脅的農戶眼看心血毁於一旦，欲哭無淚。
災區的衞生情況亦令人擔憂，水傳播疾病如瘧疾及腹瀉等伺機暴發。
 
樂施會致力向莫桑比克及馬拉維災民提供長達六個月的人道援助，其中包括：
 
生計支援︰
‧ 提供種子、肥料、牲畜、耕種工具及基本設施，協助恢復生計。
‧ 派發番薯和木薯，協助農戶復耕。
‧ 推行冬季種植培訓
 
食水及公共衞生︰
‧ 提供清潔食水及淨水處理包
‧ 建造公共廁所及沐浴間
‧ 派發衞生包及蚊帳
‧ 培訓衞生員，並透過電台廣播及印刷品推廣公共衞生，預防傳染病爆發。
 
防患未然︰
‧ 開展災害風險培訓，並建立預警系統。
 
受助人數︰超過36,400人

瓦努阿圖風災（2015年3月13日）

災情︰
五級熱帶氣旋「帕姆」以時速250公里橫過南太平洋島國
瓦努阿圖，造成嚴重破壞，全國超過16萬人受災。首都維拉港
城內超過九成房屋被毁。風災摧毀島上交通及通訊設備，
居於偏遠小島的災民情況更危急，被迫飲用海水維生。

風災後，樂施會駐瓦努阿圖的項目人員已即時趕赴當地評估
災情及展開救援。

糧食保障︰
‧ 提供緊急糧食，以解決即時需要。
‧ 提供現金援助，讓災民購買種子，盡快恢復耕種。
‧ 推行以工代賑項目，支援生計復元。

食水及公共衞生︰
‧ 為住在避難中心和無家可歸的人提供清潔食水和衞生
設施

‧ 建造臨時廁所、修復水泵和水井，保障公共衞生，防止
傳染病暴發。

‧ 派發衞生包（包括肥皂、毛毯、內衣和基本沐浴用品）
‧ 推廣健康及公共衞生

直接受助人數︰預計10,000人
間接受助人數︰61,000人

二零一四年四月至二零一五年二月，樂施會動用了30,832,146港元，在全球九個國家合共推行了
83個緊急救援及災後重建項目，協助貧窮人應付災害，恢復生計。以下是兩個特大災害的人道工作撮要。 

人道項目報告

放眼  世界

樂施會迅速向馬拉維災民提供現金援助、安全飲用水、衞生用品及設施。   樂施會向受災民眾提供清潔用水。21歲的Casabella Lakon
（間條上衣）說︰「這些水解決了我們的燃眉之急！」

迅速提供適切的
救援物資，並協助
生計復元。

保障女性的權益和
安全，關注女性的
需要。 

將災害管理、氣候
變化適應措施及持續
生計發展三結合。

在國家層面，倡議
各地政府將性別
平等、氣候變化及
災害風險緩減納入
人道工作範疇。

與夥伴組織合作推
行人道項目，提供
能力建設，推動民間
組織發展。

樂施會人道工作五大範疇

拯救生命 推動性別平等 防患未然 影響政策 發展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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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比亞的南丁格爾 撰文︰籌募幹事（資訊）李冰心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資料，二零一三年，全球約有60萬人死於
瘧疾，其中43萬是兒童。全球九成瘧疾病例，集中在撒哈拉
以南的非洲地區。

對大部分贊比亞人來說，對抗瘧疾是每天必須面對的生存
挑戰。無論是北部接壤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銅帶省 
(Copperbelt) 或南面鄰近津巴布韋的池阿佤 (Chiawa) 地區，
幾乎所有我們探訪過的家庭曾經或現在都有瘧疾患者，當中
大部分是兒童及青少年。

「我五個孩子都患過瘧疾。」一名婦女說著。

「我的孩子每人平均患過三次。」另一名婦女說。

「我最少的孩子幾天前康復了，現在患病的是大兒子。」
又一名婦女說著。

一名少年指手劃腳地講述病徵︰「頭痛、肌肉痛、關節痛、
全身都痛，非常難受。」

說的木然、淡然，彷彿只是一般的傷風感冒；聽的黯然、
戚然。那是可致命的嚴重疾病啊！若不及早醫治，可引發
貧血、肝臟及腎臟衰竭、痙攣、神志不清及昏迷等併發症，
甚至死亡。

或許，當某種威脅成了生活一部分時，只能面對，只能將
無奈、疲憊、擔憂隱藏在彷彿置身度外的偽裝下。

以堅強應付無常。活下去，才最重要。

形勢看似悲觀。

贊比亞政府及樂施會等非政府組織，正各在其位，各司其職，
協助村民對抗瘧疾。

在贊比亞，尤其是樂施會項目點的山谷地帶，蚊子無處不在，
不請自來。亦一如所料，來者不善，非誠「密」擾。

抵步第三天，義工攝影師病倒了。疲倦、發燒、發冷，可疑
症狀，人心惶惶。我們明明有備而戰，出發前一天開始，每日
定時服食抗瘧疾口服丸，噴「蚊怕水」如噴香水，難道內服
外用雙管齊下仍敵不過潛行追擊？

當地同事審慎不樂觀，臉色凝重，不斷催促︰「必須到就近
診所做瘧疾測試。」

幸好，虛驚一場。攝影師只是疲勞過度引致傷風或輕微中暑。

瘧疾，陌生但凶險。

瘧疾陰霾，一度那麼遠，這麼近。

其實一直橫行霸道、肆無忌憚、張牙舞爪、惡名昭彰。

當地政府向國民提供免費醫療，村民若出現疑似症狀或確認瘧疾病例，
可到診所測試及治療。但是，有些村落距離醫療站60公里……

遠水不能救近火。以雙腳及單車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村民可勉強遠行，
必須及早醫治的病人卻不能承受顛簸折騰。遇上診所缺藥，等待求醫者
的，往往是白走一趟的沮喪。

瘧疾，是可以預防的。政府在這方面做得不足，非政府組織就介入、
補足，這就是發展及扶貧工作的精神。例如有些機構向村民派發蚊帳，
樂施會則推動鄰里互助。

方法？和政府的健康及衞生部門合作，在各個社區挑選具備基本醫護
知識的村民，輔以培訓及基本藥物，讓她們以義務衞生員身份，為村民
提供醫護服務。

如村民有疑似瘧疾病徵，她們會即時檢測及提供藥物。婦女懷孕期間
或生產時若感染瘧疾，可傳染胎兒或初生嬰兒。社區衞生員另一任務是
替孕婦檢查。

村民有時會將蚊帳挪作捕魚網。

是無知或迫不得已？

換作是你，饑餓、貧困面前，會鋌而走險還是為身體買保險？

蚊帳有效預防瘧疾傳播，衞生員於是不厭其煩提醒村民善用及定期
清洗，又每半年替他們在蚊帳上噴灑對人體無害的驅蚊劑。

最後，我問這些衞生員，為何願意不辭勞苦擔任這項工作？

她們報以自信、燦爛的笑容，接著滔滔不絕分享助人、救人的喜悅。

她們讓我想起南丁格爾，熱愛生命、無私奉獻、自強不息、美麗動人。

樂施會培訓的社區衞生員為村民做瘧疾測試。樂施會培訓的社區衞生員為村民做瘧疾測試。

蚊帳能有效減低瘧疾傳播。蚊帳能有效減低瘧疾傳播。

瘧疾肆虐非洲，威脅兒童的健康及生命。瘧疾肆虐非洲，威脅兒童的健康及生命。

照片︰義務攝影師陳燕明



並肩  同行

尼泊爾婦女的重擔。
幾次跟隨樂施會到
不同地區探訪後，我
發現樂施會非常重視
婦女工作，例如成立
婦女互助小組，支持
貧困婦女發展生計，
致力提升她們的自信
及決策能力，同時
提高性別平等意識，
從根源處解決婦女
貧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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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比亞孩子的笑臉。雖然
生活匱乏，當地民眾仍然
樂觀、堅毅，他們努力克服
各種挑戰，一步步朝著更
好明天邁進。孩子樂天、
純真的個性更觸動了我
的心，讓我明白不計較，
就快樂；快樂，可以不假
外求。

相機除了可以呈現自然世界美好的一面，還可以用來幫助有需要的人。樂施會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
讓我盡世界公民責任，並發揮所長，以光影捕足不同社群的面貌及需要，喚起公眾關注貧窮問題。
以下，我選了兩張照片和大家分享。

女攝影師鏡頭下的世界
撰文︰樂施會義務攝影師陳燕明

鳴謝（以筆劃序）：

樂施會中國發展基金
香港
主要贊助︰華僑永亨銀行
 
贊助︰
太陽飛馬足球會有限公司
周大福珠寶集團
香港體檢及醫學診斷集團有限公司
 
樂施米贊助︰
大昌行集團
 
物流贊助︰
TNT Express Worldwide (HK) Ltd.
 
為「樂施米義賣大行動」免費提供場地︰
日本城
香港房屋協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第一太平戴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樂施米檔贊助︰
大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恆華（香港）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英皇慈善基金
恒生銀行
高富金融集團
 
場地贊助︰
iSQUARE 國際廣場

鳴謝︰
Chocolate Rain
香港天文台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澳門演藝人協會
 
樂施大使︰
胡杏兒
森美

義務攝影師︰
Sunsun Leung
林志豐
劉天華
 
「留守兒童」創意藝術展
合辦機構︰奇極創作室

支持機構︰
PLAYHOUSE
Red Square
啟博堂

澳門
主要贊助︰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贊助︰
大利來記豬扒包
英皇娛樂酒店
盛豐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華僑永亨銀行

物流贊助︰
大昌行澳門物流倉儲發展有限公司

儲存服務贊助︰
儲存易迷你倉集團

電訊夥伴︰
澳門電訊

鳴謝︰
Chocolate Rain
民政總署
利嘉閣（澳門）地產有限公司
來來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茶藝軒
港澳德興火鍋海鮮酒家
維他奶（澳門）有限公司
澳門演藝人協會
 
樂施大使︰
胡杏兒
森美

義務攝影師︰
Sunsun Leung
林志豐
劉天華
 
設置樂施會籌款箱︰
Gorilla Store
Honey Granny The Soft Ice-Cream & Bee, Macau
It's skin in Macau
OK 便利店
大利來記豬扒包
卡撒天嬌集團有限公司
茶藝軒
中國銀行
世記咖啡
必瘦站
生活坊
西灣安記
來來集團有限公司
非凡藥房
華僑永亨銀行
愛食療
聖弗洛有限公司
綠草源盆栽
鍏城繡莊百貨

自辦籌款活動支持樂施會的機構
D-mop
Sirio Dance Studio Boutique
Starwood Hotels and Resorts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全美人壽（百慕達）有限公司
老友王國
紅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音域樂坊
悅來酒店
道富集團
綠草源有限公司

捐款逾港幣五萬元的機構
紅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道富集團

「樂施滅貧利是」收集大行動2015

2015樂施音樂馬拉松
贊助機構︰通利琴行
 
場地贊助︰
PopCorn
太古城中心
荃新天地 2
馬鞍山廣場
麗港城

伽明禮品製作有限公司

為「樂施之友招募大行動」提供展覽場地（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

「樂施滅貧利是」收集大行動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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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扶貧發展項目及緊急救援工作。今年共有86間中、小學及幼稚園的師生參與，籌得款項逾88萬港元。

香港
「學校籌款獎」獲獎學校
（幼稚園組）：
冠軍︰ 劍鳴幼稚園/幼兒園
亞軍︰上水培幼幼稚園
季軍︰ 元朗三育幼稚園

（小學組）︰
冠軍︰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亞軍︰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季軍︰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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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其他參與學校︰
八鄉中心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五育中學
五邑鄒振猷學校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元朗公立中學
天水圍官立中學
天主教鳴遠中學
屯門官立中學
王肇枝中學
合一堂單家傳紀念幼稚園

地政總署
荷花集團
澳門大學
澳門青年身心靈環保協會
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
藝嘉公關廣告推廣公司
顯意會議展覽顧問有限公司
宏基超級市場
希爾頓中心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
佛教黃焯菴小學
育賢學校
坪石天主教小學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青松侯寶垣中學
保良局世德小學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宣道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香港中國婦女會幼稚園幼兒園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幼稚園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真理浸信會幼稚園
真理浸信會富泰幼稚園
神召會禮拜堂天澤幼兒園
粉嶺官立中學
基督教小天使（錦豐）幼稚園
基督教崇真中學
陳瑞琪（喇沙）書院
港大同學會小學
華德學校
雅麗斯英文幼稚園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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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航學校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聖公會奉基小學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聖公會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
聖文嘉中英文幼稚園（荃灣）
聖文嘉幼稚園
聖保羅書院
聖保羅書院小學
聖若瑟英文中學
聖馬太堂幼稚園
聖馬可中學
聖博德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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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諾撒小學
瑪利曼小學
麗澤中學
寶血女子中學

特別鳴謝︰
English Excel School
沙田麗豪酒店
美之至集團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義工隊
 
澳門參與學校︰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處氹仔

家庭成長軒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澳門三育中學
澳門大學呂志和書院
澳門聖德蘭學校

樂施大使︰
C AllStar
森美

信和集團
帝庭軒購物商場
雅濤居購物商場

恒基兆業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元朗千色廣場
 
恒基租務代理有限公司
屯門時代廣場

悅來坊商場

荷里活廣場

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元朗廣場
新九龍廣場

置富Malls
置富嘉湖
麗港城商場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太和廣場
禾輋廣場
兆禧苑商場
何文田廣場
赤柱廣場
海富商場
麗閣商場

麗城花園



我以您
的名義

，送贈
了一份

別具意
義的禮

物給貧
窮人。

A special gift has been delivered in your honour

– a gift that brings blessings to you and people in need. 
小心思

，大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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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的婚宴回禮才最有意思，讓賓客留下深刻印象呢？

樂施會回禮小禮物為婚禮添一份細水長流的祝福，

新人可向賓客送上 「樂施有禮」心意卡，而用來購買小禮物的款項，

則會捐助貧窮地區，支持貧困家庭改善生活，長遠造福社群，彰顯您倆的愛無限。

你的禮物是「一對小山羊」

Your gift is a pair of goats

適合30圍婚宴的新人，可獲

適合20圍婚宴的新人，可獲

適合15圍婚宴的新人，可獲

30張樂施會回禮心意卡 
360張祝福小卡

20張樂施會回禮心意卡 
240張祝福小卡

15張樂施會回禮心意卡
180張祝福小卡

好合百年，以婚禮傳達愛無限
樂施會    結婚回禮小禮物

$5,888$5,888
捐款捐款

$3,888$3,888

$2,388$2,388

捐款捐款

捐款捐款

「樂施有禮」心意卡：17（高）x12（寬）cm 祝福小卡：9（高）x5.4（寬）cm

前 後

www.oxfamunwrapped.org.hk
樂施有禮網站：

（擺放於婚宴酒席上） （每位賓客可獲一張以作紀念）



「樂施有禮結婚回禮小禮物」訂購表格「樂施有禮結婚回禮小禮物」訂購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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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愛心化作捐款，透過樂施會實際幫助有需要
的人，比任何一份回禮更有意義。在我們的婚宴上，
親友看到樂施會的心意卡時，都微笑讚許。」

「自己之前參與婚禮所收到的回禮全都沒
有保留，但兩年前在朋友的婚禮上，看見
他們用了「樂施有禮」回禮，覺得很有心
思，又幫助到人，自己覺得比起過往收過
的婚宴回禮更有意思。」

如需要不同數量心意卡或其他特別安排，
請聯絡籌募部馬桂榮。
電話：(852) 3120 5187　   電郵：david.ma@oxfam.org.hk

信用卡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樂施會」）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名：

信用卡有效期至：信用卡號碼：

支票號碼： 發票銀行：

我的資料：

捐款金額：

姓名：

地址：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身分證號碼： (為免捐款者記錄重複，煩請填寫。)

不要收據 郵寄收據

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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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年）

請將表格傳真至樂施會 (傳真號碼： (852) 2590 6880) 或郵寄至「樂施會
簡便回郵20號」(不用郵票)。如以支票付款，請將支票連同訂購表格郵寄
給我們。捐款可憑收據申請稅項寬減。為節省行政開支，捐款港幣100元
或以上方可獲發收據。

thank you
thank you

謝謝您們的支持，
他們的生計改善了。

Joyce Him&

Micki &Marcus

HK$5888 HK$3888 HK$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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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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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施會活動報名表格

請選擇

參加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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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用什麼方式作記錄和分享？

年齡︰

參加者姓名︰ 年齡︰

參加者姓名︰ 年齡︰

參加者姓名︰ 年齡︰

親子活動（2015年7月18日星期六）

參加人數：探訪本地團體（2015年8月15日星期六）

樂施之友考察之旅（2015年6月29日至7月4日）

全新 親子活動︰《今日食乜好？》基層街坊「一日三餐」買餸活動

樂施之友 甘肅考察之旅

探訪本地團體：「愛同行」

樂施之友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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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基層街坊來說，左支右絀，籌謀一日三餐是頭痛
大事。原來「吃得健康」也是奢侈⋯⋯

基層家庭收入少，食物開支預算有限，難以達致基本
營養需要。若每天只能填飽肚子，得不到均衡營養，
這種生活你覺得如何呢？這個全新的親子活動，帶你
和孩子走入基層街坊的生活，親身協助基層家庭買
餸，了解他們如何籌謀一日三餐，而你購買的食物將
會轉贈給基層街坊。

活動日期：2015年7月18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5時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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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歡迎家長陪同9歲或以上的子女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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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誠邀您參加為樂施之友舉辦的考察
之旅，到甘肅省會寧縣探訪項目社區，
看看樂施會如何與當地夥伴合作，推行
農村發展及教育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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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9日至7月4日（共六天）

名額：8名

費用：約港幣6,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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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前
傳真至2590 68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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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前接獲通知。

誠邀您探訪樂施會其中一個受助團體
「愛同行」，透過交流和分享，詳細了解
這個團體的工作。
 
「愛同行」是一所提供和實踐多元文化
教育的社會企業，在香港舉辦多元文化
工作坊及社區導賞活動，讓參加者更深入
認識香港的多元文化，並體驗少數族裔在
港生活的苦與樂。「愛同行」亦舉辦海外
文化探索之旅，為參加者提供與當地人
互動交流的機會，並提升他們的文化觸覺
及國際視野。

探訪日期：2015年8月15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5時            地點：灣仔
集合時間及地點：下午2時15分，灣仔港鐵站A4出口

活動內容：
1. 參觀尼泊爾商店，體驗少數族裔與華人社會的互動與限制，
認識尼泊爾文化；

2. 前往律敦治醫院外圍，認識少數族裔在歷史上對香港所作出的
貢獻；

3. 前往灣仔錫克教廟，認識印度錫克教宣揚平等的信念；
4. 介紹香港不同少數族裔的文化及服飾，參觀廟內的幼兒學校；
5. 在教廟內的平等食堂品嚐特色美食，了解印度錫克教的飲食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