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闖出我路途 ─ 況同學

況文超同學生於貴州一個貧困的家庭，家中以務農和打臨時工維

生，還有失明的長者和兩名弟妹要養育，是在別人眼中典型 「輸在

起跑線」 的孩子。 我們在六年前開始接觸況同學，為她提供高中及

大學生活費資助，鼓勵她繼續升學。此後況同學憑著資助人的支持

鼓勵以及自身不懈努力， 一路突破求學路上的重重障礙， 踏上人

生征途。 今年況同學順利從臨床醫學專科畢業， 並以優異表現通

過實習、 成功投身醫護人員行業、 終能實踐抱負。

教育項目 ─大學及高中助學
慈福行動多年以來一直鼓勵貧困學子求學，關心他們學業及生活上的需要，藉支持與鼓勵陪伴學生一起成長。 在

2017 年慈福行動共資助了 228 名學生 ( 包括 217 名大學生及 11 名高中生 ) 的生活費，鼓勵他們完成學業。 受資助

的學生來自貧困或單親家庭，部分更是孤兒，在成長及求學過程中備嘗艱辛， 很多都缺乏自信，對未來不敢抱有期

望；萬幸得到資助人的眷顧， 他們才能翻開人生新一頁， 從此走上不一樣的路途。

受助者 恆助人之 ─ 黃同學

黃祝芬同學生於單親家庭，家中有兩位還在唸書的弟弟，加上母親

健康欠佳， 家計負擔沉重，令她常常萌生想要退學，把機會留給兩

個弟弟的念頭。 我們在五年前接觸到黃同學，鼓勵她不要放棄學

業，並為她提供高中及大學生活資助。 現在黃同學已經是一名主修

學前教育的大學生， 雖然家境依舊艱難，但她在努力學習之餘，仍

不忘抓緊機會到貧困鄉村做義務教育工作，為一眾貧困學生、留守

兒童送上溫暖。

支援特困學生家庭

高中生王昆出生 60 天父親意外身亡， 由母親獨力撫養成人，是一

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我們在關懷受助學生過程中，了解到王昆母

親秀菊的身體狀況很差， 同時患有心臟病、胃病、腰椎間盤突出、乳

腺增生等疾病，單是 2017 年 7 月一次急症入院治療已花了七千多

元，對於以種板栗和玉米為生，年收入僅四千多元的家庭而言實在

難以負擔，因此王昆的海外資助人得知他們的情況後， 主動建議提

供額外生活補貼， 以濟他們的燃眉之急。

建設項目：供水及儲水設施
邢台建塘壩 

河北省邢台偏梁村是 2016 年特大洪災的受災村，洪水將塘壩完全

沖毀，村民們只能走很遠的山路挑水灌溉田地。 慈福行動工作人員

通過實地考察，瞭解到村民們需要長途挑水種地的苦況後，決定幫

助村民修建塘壩。 該工程在 2017 年 8 月竣工，共修建新塘壩 5座，

防滲渠 1500 米，可以滿足 40 多畝田地的灌溉需要，全村人的田地

均可受益。

當慈福行動工作人員再訪偏梁村時，村民很滿意地說：「新修建的

塘壩又大又堅固， 儲水量更多，完全能滿足全村田地的灌溉，非常

感謝你們幫助我們解決了這個大難題！」 。

雲南建水窖

「以前我們都是收集雨水儲存在水缸裡來飲用， 但夏天

天氣炎熱， 水很快就變質了。 現在有你們資助的水窖，

能夠儲蓄很多水， 水質也非常好， 一切都變好了。 感謝

你們！」

受惠村民感言

01.04.2017–31.03.2018
香港慈福行動踏入第十一周年，有幸得到您的支持才能茁壯成長，繼續與貧苦
無依者同行，傳遞祝福與盼望。以下是慈福行動在 2017 年的工作重點：

慈福行動 2017 年工作報告

況同學以優異成績通過實習，畢業後在貴陽的醫院工作

修建好的塘壩

以往村民要走很遠的路挑水灌溉

原本屋頂破了個大洞， 進風漏雨

黃同學在鄉間進行義務教育工作

房子修繕一新，可再為

曹伯伯遮風擋雨

建設項目：危房重建
曹順生是一位 73 歲的老人家， 家住在邢台偏梁村，是一名

貧困農民。曹伯伯原本與智障的兒子相依為命，但幾年前他

的兒子帶著家裡僅有的一點積蓄離家出走後音訊杳然，剩下

曹伯伯孤身生活。曹伯伯居住在一所破屋內，屋頂常年漏水，

其中一面牆已經傾斜， 屬於危房，但是他沒有能力維修，只

能咬牙強忍風吹雨打之苦。 我們在探訪過程中得知他的情

況，資助了 2萬元人民幣為他修繕房屋，更換了屋頂並扶正

了牆體，讓他的房子不再漏水， 連四面牆壁也粉刷一新。 曹

伯伯像搬進了新家，不用再擔驚受怕，而且他的兒子在今年

春節過後亦回家了，令他心中充滿了感激和喜樂。

建水窖

雲南省紅河州開遠市屬於南亞熱帶半乾旱氣候， 日夜溫差大，雨季與旱季分

明， 乾旱時泉水乾涸， 雨季時因地質關係無法存水， 反而造成水土流失，因此

常發生缺水狀況。當地的偏遠村落被群山環繞，交通不便， 房屋簡陋， 有些村

民與牲畜共處一室， 衛生環境惡劣；村民的祖輩因原居地太窮而遷徙到當地

居住，沒有戶籍也不被當地政府承認，故此無福消受扶貧政策上的補助， 連供

水也沒有保障。

慈福行動在探訪當地的偏遠農村塘子腳村、 平頭山村和石灰窯村時，發現村民

只能在雨季時用簡陋的水缸或水池收集雨水， 儲水量非常有限， 既不能滿足

農戶的需要，也浪費了珍貴的雨水資源， 令村民經常要到很遠的地方挑水， 甚

至從受污染的水源汲水， 辛苦之餘也不合衛生。 故此慈福行動在 2017 年度為

這三個偏遠農村興建了 54 個水窖， 並配備陶罐淨水器， 讓 312 名村民可以飲

用到清潔的食水， 解決生活用水的基本問題。     
建成水窖之一

沒有水窖時，村民只能用大桶儲水

陶罐淨水器，每小時可過濾 3 升水，

並去除 99.9% 的細菌和微生物



「瑞瑞到了兩歲還不懂說話， 對別人的說話也沒有任何反應， 所以我帶他到醫院檢查， 結

果被診斷為重度感應神經性失聰。 每次看到其他小孩在唱遊玩耍，我都覺得心如刀割。 我

四處籌借了 15 萬元給瑞瑞做人工耳蝸手術，然後獨自帶著瑞瑞到北京做言語治療。 初到北

京時覺得很無助， 每一天、 每一秒都很難過， 既擔心孩子的治療進度， 也不想跟別人接

觸， 完全沉溺在痛苦中。 慈福行動幫助了我們很多， 不單在物質上， 更重要的是帶給我們

信心和希望。  家長課程讓我更瞭解自己，也更瞭解瑞瑞， 重拾對未來的盼望。  我很感恩

讓我來到這裡，否則我不會有機會學習怎樣教養孩子，怎樣管理自己的情緒，以及怎樣去愛

別人。」

瑞瑞媽媽的分享

受助聽障兒童瑞瑞及媽媽

北京 《回聲項目》
根據統計， 在中國約有 13.7 萬名 6 歲以下的聽障兒童， 並且每年新增 2-3 萬餘名。 這些聽障兒童有 70% 生活在農村， 

大部分均沒有經濟能力佩戴或及時更換助聽器， 以致延誤了言語治療的時機和效果， 被隔絕在有聲世界之外。

慈福行動的 《回聲項目》 在 2017 年度資助了 24 名年齡介乎 2-6 歲的聽障孩子， 讓他們接受一年的言語治療， 並為家長

提供復康知識及心理輔導等服務， 讓聽障兒童回歸有聲世界， 為受惠家庭帶來安慰。 這些孩子主要來自於貴州、 湖南、 

河北、 河南、 雲南、 山西等地的貧困家庭， 在完成治療後將回到老家， 像其他孩子一樣於正常幼稚園上學。

回復健康活潑的小梓琳

谷梓琳在 2017 年 6 月中因高燒不退而緊急住院， 結果被診斷為結核性腦

膜炎， 需留院醫治， 但因無法支付高昂醫療費用只能回家療養， 可是每

個月卻仍要花至少一千多元醫藥費。  梓琳的父親患有肺結核無法工作， 

母親為了照顧梓琳只能辭職回家， 家中除了梓琳外還有兩名子女， 實在

無法負擔梓琳的醫療費用。  慈福行動在瞭解梓琳家的情況後， 決定資助

人民幣兩萬元醫藥費， 幫助梓琳一家渡過危機。

梓琳在接受治療後經已出院， 健康狀況有顯著改善， 從沒精打彩長時間

臥床， 到現在回復活潑好動。 梓琳媽媽說：「很感謝神的恩典以及捐款人

的幫助， 正是因為慈福行動同行者的無私奉獻， 才挽救了梓琳的生命。」

祖佳媛

祖佳媛的家在遍遠山區， 屬於貧困村落， 家中孩子又多， 生活十

分艱苦。 佳媛在母腹中 9 個月時發現有唇裂， 父母捨不得放棄生

了下來， 但又害怕被別人嘲笑， 所以孩子出生一年來從未抱出過

家門口。  慈福行動在唇齶裂義診中發現這個家庭， 經瞭解家庭狀

況後決定替佳媛做唇裂修補手術。 手術後佳媛變得標緻可愛， 她

的父母也不用再擔心會被別人嘲笑了。

何迅

何迅的父親已經去世， 剩下母親獨力撫養兩個孩子。  他們的家人

見何迅媽媽生下有唇齶裂的孩子， 竟然想要趕走他們。  何迅患有

先天唇齶裂， 不愛說話， 飲食也有很大困難， 而且智力不如正常

孩子， 需要媽媽花很多時間照顧。 何迅媽媽一人承擔著巨大的經

濟壓力， 無法負擔高昂的醫療費用， 故此慈福行動決定為何迅提

供免費的唇齶裂修補手術。  何迅在手術後容貌起了很大變化， 不

僅變得好看， 也很愛笑， 吃東西時也不再發愁了， 讓媽媽放下心

頭大石。

卧病在床的梓琳 恢復健康活潑的梓琳

佳媛手術前的照片 接受手術後的照片 何迅手術前照片 接受手術後照片

醫療個案
慈福行動在 2017 年共為 10 名兒童提供了醫療援助， 當中包括 1宗結核性腦膜炎、 2 宗先天性氣管及食道疾病以及

7宗唇齶裂個案。 單在 2017 年度為 7名孩子做了唇齶裂修補手術， 不單改善了孩子們的外觀， 更幫助他們的家人

從沮喪與憂慮當中得到釋放， 讓他們全家都得著祝福， 重拾盼望。



愛‧同行 -星兒早療計劃
「《愛‧同行 -星兒早療計劃》讓我看見盼望， 看見孩子的進步， 明白丈夫的難處， 讓我們的關係升華， 感謝主！」

「此活動啟發我與太太對自閉症的認識， 以及提供免費課堂引導我們如何訓練小孩。 真的很感激！原來真的有很

多人會無私奉獻之心， 使我感到溫暖， 衷心感激！」

受惠家長的分享

近年香港社會發生了一連串與自閉症患者家庭有關的悲劇， 如在 2014 年一名心力交瘁的父親

在殺害自閉症的兒子後自刎；2015 年一名自閉症孩子的單親父親在自覺走投無路的情況下， 

毒殺兩名兒子後燒炭自盡； 更有一名父親意圖將自閉症兒子遺棄在新加坡而被判囚。 為了回

應貧困自閉症孩子家庭的呼聲， 慈福行動與愛傳遞、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肓

中心、 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 欣培發展及治療中心、 心自寬輔導及訓練服務、 以及香港兒童

啟迪協會等合作， 在 2017 年推行 《愛‧同行 - 星兒早療計劃》 的先導計劃， 以求全方位支援

有需要的星兒家庭重燃盼望， 維繫家庭美滿。

在 2017 年本計劃為 20 名自閉症孩子及其家庭提供包括評估測試、 專業課程、 家居訓練、 定

期家訪、 小組情緒輔導等服務， 直接受惠人數達 63 人。 在計劃受惠者當中， 90% 的自閉症孩

子無論在認知或語言能力方面均有所改善、100% 的家庭關係有進步、100% 的夫妻關係有改善， 

以及 100% 的受惠者在心態上有正面的改善， 反映計劃確實能有效地幫助受自閉症影響的低收

入家庭。

此外， 本計劃亦舉行了公眾教育宣傳活動， 包括到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 特殊學校 ) 舉辦

活動， 以及舉辦以自閉症人士及其家庭處境為題材的《黃金花》電影分享會等， 以加強公眾人

士對自閉症群體的認識及接納程度。

      貧困農村教育幫扶
「以往我坐在舊桌椅的時候， 常常摔得很慘； 現在換

了新桌椅， 感覺很舒服， 小息時同學們出去玩， 我就

坐在新桌椅上休息…」

吉布同學，喜德沙洛村小學五年級學生

正所謂 「工欲益其事， 必先利其器」 ，坐在搖搖欲墜的椅子上， 靠

著披口刺肉的桌子， 教人如何專心上課？ 

喜德沙洛村小學位於喜德縣光明鎮， 教學環境設施落後， 300 多

名學生中有很多留守兒童、 孤兒及貧困學生， 部分離校較遠的學

生更要每天走 2-3 小時的山路上課。 慈福行動一直關心學童福祉， 

在 2016 年為沙洛村小學添置了厨房設備， 讓學校能供應學生營養

午餐；在 2017 年更為學校更換了一批過於破舊的桌椅， 讓學生可

以更專心及安全地上課。

被更換的桌椅使用了超過十多年， 已是殘破不堪， 很多都有邊緣

撕裂， 椅腳斷裂等情況， 影響學習之餘更構成潛在的安全問題， 

故此慈福行動向學校提供了人民幣二萬多元， 更換了 75 套學生桌

椅及 4 張教師用桌。  坐在新的桌椅上學習， 受惠的 150 名學生們

都開懷地笑了！

破舊的老桌椅， 既不舒服也不安全

換了新的桌椅， 學生開心又安心地上課

趙杏花

趙杏花是安徽省一名品學兼優的學生， 今年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初中一年級， 開始留校寄宿的

生活。 她的父親已經去世， 母親是智障人士生活不能自理， 亦無能力照顧小杏花， 故此從小

將小杏花交給外婆照顧。  外婆以耕種維生， 年紀老邁身體狀況每況愈下， 家中經濟捉襟見

肘， 連生病亦不敢就醫， 更休談應付小杏花住校的生活費。 

慈福行動在知道小杏花家中的情況後， 每月資助她的生活費， 讓小杏花可以安心繼續求學， 

也讓婆婆可以放心看醫生吃藥， 更安排定期探訪關心小杏花與外婆， 將愛與盼望帶給她們。

情緒支援小組

言語治療及認知能力訓練



闖出我路途 ─ 況同學

況文超同學生於貴州一個貧困的家庭，家中以務農和打臨時工維

生，還有失明的長者和兩名弟妹要養育，是在別人眼中典型 「輸在

起跑線」 的孩子。 我們在六年前開始接觸況同學，為她提供高中及

大學生活費資助，鼓勵她繼續升學。此後況同學憑著資助人的支持

鼓勵以及自身不懈努力， 一路突破求學路上的重重障礙， 踏上人

生征途。 今年況同學順利從臨床醫學專科畢業， 並以優異表現通

過實習、 成功投身醫護人員行業、 終能實踐抱負。

教育項目 ─大學及高中助學
慈福行動多年以來一直鼓勵貧困學子求學，關心他們學業及生活上的需要，藉支持與鼓勵陪伴學生一起成長。 在

2017 年慈福行動共資助了 228 名學生 ( 包括 217 名大學生及 11 名高中生 ) 的生活費，鼓勵他們完成學業。 受資助

的學生來自貧困或單親家庭，部分更是孤兒，在成長及求學過程中備嘗艱辛， 很多都缺乏自信，對未來不敢抱有期

望；萬幸得到資助人的眷顧， 他們才能翻開人生新一頁， 從此走上不一樣的路途。

受助者 恆助人之 ─ 黃同學

黃祝芬同學生於單親家庭，家中有兩位還在唸書的弟弟，加上母親

健康欠佳， 家計負擔沉重，令她常常萌生想要退學，把機會留給兩

個弟弟的念頭。 我們在五年前接觸到黃同學，鼓勵她不要放棄學

業，並為她提供高中及大學生活資助。 現在黃同學已經是一名主修

學前教育的大學生， 雖然家境依舊艱難，但她在努力學習之餘，仍

不忘抓緊機會到貧困鄉村做義務教育工作，為一眾貧困學生、留守

兒童送上溫暖。

支援特困學生家庭

高中生王昆出生 60 天父親意外身亡， 由母親獨力撫養成人，是一

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我們在關懷受助學生過程中，了解到王昆母

親秀菊的身體狀況很差， 同時患有心臟病、胃病、腰椎間盤突出、乳

腺增生等疾病，單是 2017 年 7 月一次急症入院治療已花了七千多

元，對於以種板栗和玉米為生，年收入僅四千多元的家庭而言實在

難以負擔，因此王昆的海外資助人得知他們的情況後， 主動建議提

供額外生活補貼， 以濟他們的燃眉之急。

建設項目：供水及儲水設施
邢台建塘壩 

河北省邢台偏梁村是 2016 年特大洪災的受災村，洪水將塘壩完全

沖毀，村民們只能走很遠的山路挑水灌溉田地。 慈福行動工作人員

通過實地考察，瞭解到村民們需要長途挑水種地的苦況後，決定幫

助村民修建塘壩。 該工程在 2017 年 8 月竣工，共修建新塘壩 5座，

防滲渠 1500 米，可以滿足 40 多畝田地的灌溉需要，全村人的田地

均可受益。

當慈福行動工作人員再訪偏梁村時，村民很滿意地說：「新修建的

塘壩又大又堅固， 儲水量更多，完全能滿足全村田地的灌溉，非常

感謝你們幫助我們解決了這個大難題！」 。

雲南建水窖

「以前我們都是收集雨水儲存在水缸裡來飲用， 但夏天

天氣炎熱， 水很快就變質了。 現在有你們資助的水窖，

能夠儲蓄很多水， 水質也非常好， 一切都變好了。 感謝

你們！」

受惠村民感言

01.04.2017–31.03.2018
香港慈福行動踏入第十一周年，有幸得到您的支持才能茁壯成長，繼續與貧苦
無依者同行，傳遞祝福與盼望。以下是慈福行動在 2017 年的工作重點：

慈福行動 2017 年工作報告

況同學以優異成績通過實習，畢業後在貴陽的醫院工作

修建好的塘壩

以往村民要走很遠的路挑水灌溉

原本屋頂破了個大洞， 進風漏雨

黃同學在鄉間進行義務教育工作

房子修繕一新，可再為

曹伯伯遮風擋雨

建設項目：危房重建
曹順生是一位 73 歲的老人家， 家住在邢台偏梁村，是一名

貧困農民。曹伯伯原本與智障的兒子相依為命，但幾年前他

的兒子帶著家裡僅有的一點積蓄離家出走後音訊杳然，剩下

曹伯伯孤身生活。曹伯伯居住在一所破屋內，屋頂常年漏水，

其中一面牆已經傾斜， 屬於危房，但是他沒有能力維修，只

能咬牙強忍風吹雨打之苦。 我們在探訪過程中得知他的情

況，資助了 2萬元人民幣為他修繕房屋，更換了屋頂並扶正

了牆體，讓他的房子不再漏水， 連四面牆壁也粉刷一新。 曹

伯伯像搬進了新家，不用再擔驚受怕，而且他的兒子在今年

春節過後亦回家了，令他心中充滿了感激和喜樂。

建水窖

雲南省紅河州開遠市屬於南亞熱帶半乾旱氣候， 日夜溫差大，雨季與旱季分

明， 乾旱時泉水乾涸， 雨季時因地質關係無法存水， 反而造成水土流失，因此

常發生缺水狀況。當地的偏遠村落被群山環繞，交通不便， 房屋簡陋， 有些村

民與牲畜共處一室， 衛生環境惡劣；村民的祖輩因原居地太窮而遷徙到當地

居住，沒有戶籍也不被當地政府承認，故此無福消受扶貧政策上的補助， 連供

水也沒有保障。

慈福行動在探訪當地的偏遠農村塘子腳村、 平頭山村和石灰窯村時，發現村民

只能在雨季時用簡陋的水缸或水池收集雨水， 儲水量非常有限， 既不能滿足

農戶的需要，也浪費了珍貴的雨水資源， 令村民經常要到很遠的地方挑水， 甚

至從受污染的水源汲水， 辛苦之餘也不合衛生。 故此慈福行動在 2017 年度為

這三個偏遠農村興建了 54 個水窖， 並配備陶罐淨水器， 讓 312 名村民可以飲

用到清潔的食水， 解決生活用水的基本問題。     
建成水窖之一

沒有水窖時，村民只能用大桶儲水

陶罐淨水器，每小時可過濾 3 升水，

並去除 99.9% 的細菌和微生物



闖出我路途 ─ 況同學

況文超同學生於貴州一個貧困的家庭，家中以務農和打臨時工維

生，還有失明的長者和兩名弟妹要養育，是在別人眼中典型 「輸在

起跑線」 的孩子。 我們在六年前開始接觸況同學，為她提供高中及

大學生活費資助，鼓勵她繼續升學。此後況同學憑著資助人的支持

鼓勵以及自身不懈努力， 一路突破求學路上的重重障礙， 踏上人

生征途。 今年況同學順利從臨床醫學專科畢業， 並以優異表現通

過實習、 成功投身醫護人員行業、 終能實踐抱負。

教育項目 ─大學及高中助學
慈福行動多年以來一直鼓勵貧困學子求學，關心他們學業及生活上的需要，藉支持與鼓勵陪伴學生一起成長。 在

2017 年慈福行動共資助了 228 名學生 ( 包括 217 名大學生及 11 名高中生 ) 的生活費，鼓勵他們完成學業。 受資助

的學生來自貧困或單親家庭，部分更是孤兒，在成長及求學過程中備嘗艱辛， 很多都缺乏自信，對未來不敢抱有期

望；萬幸得到資助人的眷顧， 他們才能翻開人生新一頁， 從此走上不一樣的路途。

受助者 恆助人之 ─ 黃同學

黃祝芬同學生於單親家庭，家中有兩位還在唸書的弟弟，加上母親

健康欠佳， 家計負擔沉重，令她常常萌生想要退學，把機會留給兩

個弟弟的念頭。 我們在五年前接觸到黃同學，鼓勵她不要放棄學

業，並為她提供高中及大學生活資助。 現在黃同學已經是一名主修

學前教育的大學生， 雖然家境依舊艱難，但她在努力學習之餘，仍

不忘抓緊機會到貧困鄉村做義務教育工作，為一眾貧困學生、留守

兒童送上溫暖。

支援特困學生家庭

高中生王昆出生 60 天父親意外身亡， 由母親獨力撫養成人，是一

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我們在關懷受助學生過程中，了解到王昆母

親秀菊的身體狀況很差， 同時患有心臟病、胃病、腰椎間盤突出、乳

腺增生等疾病，單是 2017 年 7 月一次急症入院治療已花了七千多

元，對於以種板栗和玉米為生，年收入僅四千多元的家庭而言實在

難以負擔，因此王昆的海外資助人得知他們的情況後， 主動建議提

供額外生活補貼， 以濟他們的燃眉之急。

建設項目：供水及儲水設施
邢台建塘壩 

河北省邢台偏梁村是 2016 年特大洪災的受災村，洪水將塘壩完全

沖毀，村民們只能走很遠的山路挑水灌溉田地。 慈福行動工作人員

通過實地考察，瞭解到村民們需要長途挑水種地的苦況後，決定幫

助村民修建塘壩。 該工程在 2017 年 8 月竣工，共修建新塘壩 5座，

防滲渠 1500 米，可以滿足 40 多畝田地的灌溉需要，全村人的田地

均可受益。

當慈福行動工作人員再訪偏梁村時，村民很滿意地說：「新修建的

塘壩又大又堅固， 儲水量更多，完全能滿足全村田地的灌溉，非常

感謝你們幫助我們解決了這個大難題！」 。

雲南建水窖

「以前我們都是收集雨水儲存在水缸裡來飲用， 但夏天

天氣炎熱， 水很快就變質了。 現在有你們資助的水窖，

能夠儲蓄很多水， 水質也非常好， 一切都變好了。 感謝

你們！」

受惠村民感言

01.04.2017–31.03.2018
香港慈福行動踏入第十一周年，有幸得到您的支持才能茁壯成長，繼續與貧苦
無依者同行，傳遞祝福與盼望。以下是慈福行動在 2017 年的工作重點：

慈福行動 2017 年工作報告

況同學以優異成績通過實習，畢業後在貴陽的醫院工作

修建好的塘壩

以往村民要走很遠的路挑水灌溉

原本屋頂破了個大洞， 進風漏雨

黃同學在鄉間進行義務教育工作

房子修繕一新，可再為

曹伯伯遮風擋雨

建設項目：危房重建
曹順生是一位 73 歲的老人家， 家住在邢台偏梁村，是一名

貧困農民。曹伯伯原本與智障的兒子相依為命，但幾年前他

的兒子帶著家裡僅有的一點積蓄離家出走後音訊杳然，剩下

曹伯伯孤身生活。曹伯伯居住在一所破屋內，屋頂常年漏水，

其中一面牆已經傾斜， 屬於危房，但是他沒有能力維修，只

能咬牙強忍風吹雨打之苦。 我們在探訪過程中得知他的情

況，資助了 2萬元人民幣為他修繕房屋，更換了屋頂並扶正

了牆體，讓他的房子不再漏水， 連四面牆壁也粉刷一新。 曹

伯伯像搬進了新家，不用再擔驚受怕，而且他的兒子在今年

春節過後亦回家了，令他心中充滿了感激和喜樂。

建水窖

雲南省紅河州開遠市屬於南亞熱帶半乾旱氣候， 日夜溫差大，雨季與旱季分

明， 乾旱時泉水乾涸， 雨季時因地質關係無法存水， 反而造成水土流失，因此

常發生缺水狀況。當地的偏遠村落被群山環繞，交通不便， 房屋簡陋， 有些村

民與牲畜共處一室， 衛生環境惡劣；村民的祖輩因原居地太窮而遷徙到當地

居住，沒有戶籍也不被當地政府承認，故此無福消受扶貧政策上的補助， 連供

水也沒有保障。

慈福行動在探訪當地的偏遠農村塘子腳村、 平頭山村和石灰窯村時，發現村民

只能在雨季時用簡陋的水缸或水池收集雨水， 儲水量非常有限， 既不能滿足

農戶的需要，也浪費了珍貴的雨水資源， 令村民經常要到很遠的地方挑水， 甚

至從受污染的水源汲水， 辛苦之餘也不合衛生。 故此慈福行動在 2017 年度為

這三個偏遠農村興建了 54 個水窖， 並配備陶罐淨水器， 讓 312 名村民可以飲

用到清潔的食水， 解決生活用水的基本問題。     
建成水窖之一

沒有水窖時，村民只能用大桶儲水

陶罐淨水器，每小時可過濾 3 升水，

並去除 99.9% 的細菌和微生物

因您的支持，我們於 2017 年完成了下列工作：

慈福行動 2018-19 年計劃

《活得好計劃》
甚樣才算 「活得好」 ？就是渴了有水喝、 病了有醫藥、 孩子有書讀、 

未來有希望。 但在中國的偏遠貧困地區， 由於土地貧瘠、 地少山多、 

交通落後和缺乏知識等原因， 使這一切成為奢談。 《活得好計劃》 是

一個綜合社區轉化計劃， 透過醫療、 教育、 供水及經濟， 幫助偏遠貧

困地區村民走出困局， 活出基本的美好。 在 2018/19 年度， 《活得好

計劃》 的籌款目標為港幣 40 萬元。

醫療救助： 在內地設有唇齶裂義診， 將繼續籌款為貧困兒童提供唇

齶裂修補手術， 此外亦會重點協助患有先天性心臟病、 食道及氣管問

題的貧困兒童

教育支持： 重點關注農村教育幫扶、 幫助特困兒童求學、 舉辦營會

作品格教育等工作

供水設施： 為偏遠地區的農村及學校興建儲水池、 塘壩、 引水道、 

水窖等供水及儲水設施

經濟改善：

・為邢台山區村落改善交通運輸配套， 以利收割板栗等農作物

・在貴州小規模推行養蜂先導計劃， 若成功將在其他社區推廣

・為偏遠地區村民及學童提供理財訓練， 為未來作好規劃

大學及高中生活費資助：
在 2018-19 年度， 慈福行動將繼續為貧困家庭的大學及高中生籌集生

活費資助， 讓他們可以安心完成學業， 以知識改變命運。 在 2018-19

年度， 我們希望為大學及高中生活費資助籌得港幣 95 萬元。

北京《回聲項目》：
由於內地貧困聽障兒童的需求眾多， 慈福行動將擴大為《回聲項目》籌

款， 目標為港幣 50 萬元， 讓更多的聽障兒童及家庭受益

香港《愛‧同行 -- 星兒早療計劃》：
在未來一年我們將繼續推行 《愛‧同行 - 星兒早療計劃》以服務更多

受自閉症影響的有需要的家庭， 2018-19 年度的籌款目標為港幣 100

萬元， 希望能惠及 30 個家庭。

菲律賓《希望社區》項目
《希望社區》的目標是建造 350 所可以抵受 8級地震， 以及風速達每小

時 250 公里颱風的房屋， 為 350 個受超級颱風「海燕」影響的家庭提供

棲身之所， 提供各種生計技術及家庭關係培訓， 讓受惠者感受被愛與

尊重， 活出人生新一頁。  目前《希望社區》已完成超過 100 幢房屋的

建設， 在未來一年將繼續籌款以達成目標。

 政府註冊認可慈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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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資助高中生活費

資助大學生活費

貧困農村教育幫扶

特困兒童

經濟改善

危房修繕

供水設備 (如水窖、淨水器等)

醫療

回聲項目

《愛‧同行 - 星兒早療計劃》

受惠人數

11人

217人

150人

3人

6個家庭

2人(1戶)

312人(54戶)

10人

24人

63人 (19個家庭)

( 區內已落成超過 100 幢房屋 )

托兒中心 健康院 室內市場 水井

受惠家庭分享：

Morillo 一家是個很平凡的菲律賓家庭， 丈夫 Edwin 是一名三輪車司機及油漆散工， 太太 Regina 是一名家

庭主婦， 結婚十年育有三名子女。 超強颱風海燕吹散了 Morillo 一家僅有的一切， 使他們頃刻變得一無所

有。

《希望社區》除了為Morillo一家提供棲身之所外， 亦著重對居民的品格教育， Edwin 因此漸漸戒掉昔日惡

習， 學習克制自己的壞脾氣， 也更懂得珍惜照顧家人， 一家人的關係甚至變得比風災之前更融洽了。

菲律賓 《希望社區》 項目
慈福行動於菲律賓的 《希望社區》 項目旨在幫助受超級颱風 「海燕」 影響的倖

存者重建家園， 開展有盼望的生活。 慈福行動支持者的捐款令 《希望社區》 得

以迅速發展， 截至 2018年 1月， 《希望社區》內落成的房屋數量已達100間， 亦

興建了包括託兒中心、 室內市場、 健康院、 民生培訓區、 菜園及水井等設施， 

讓受惠者的生活得到切實的改善。

除了提供棲身之所外， 《希望社區》 更著重生命、 價值觀及品格教育， 鼓勵入住

者儲蓄及自力更新。 慈福行動在區內推廣社區儲蓄計劃小組， 協助組員積儲現

在、 計劃未來， 三個儲蓄計劃小組有 45 人參加。  此外， 《希望社區》 與當地政

府部門及機構合作推行生計援助項目， 目前有六個家庭從事食物加工、五個家庭

經營小型雜貨店、 九個家庭從事大米零售， 另有 31位居民受聘建設房屋。



因您的支持，我們於 2017 年完成了下列工作：

慈福行動 2018-19 年計劃

《活得好計劃》
甚樣才算 「活得好」 ？就是渴了有水喝、 病了有醫藥、 孩子有書讀、 

未來有希望。 但在中國的偏遠貧困地區， 由於土地貧瘠、 地少山多、 

交通落後和缺乏知識等原因， 使這一切成為奢談。 《活得好計劃》 是

一個綜合社區轉化計劃， 透過醫療、 教育、 供水及經濟， 幫助偏遠貧

困地區村民走出困局， 活出基本的美好。 在 2018/19 年度， 《活得好

計劃》 的籌款目標為港幣 40 萬元。

醫療救助： 在內地設有唇齶裂義診， 將繼續籌款為貧困兒童提供唇

齶裂修補手術， 此外亦會重點協助患有先天性心臟病、 食道及氣管問

題的貧困兒童

教育支持： 重點關注農村教育幫扶、 幫助特困兒童求學、 舉辦營會

作品格教育等工作

供水設施： 為偏遠地區的農村及學校興建儲水池、 塘壩、 引水道、 

水窖等供水及儲水設施

經濟改善：

・為邢台山區村落改善交通運輸配套， 以利收割板栗等農作物

・在貴州小規模推行養蜂先導計劃， 若成功將在其他社區推廣

・為偏遠地區村民及學童提供理財訓練， 為未來作好規劃

大學及高中生活費資助：
在 2018-19 年度， 慈福行動將繼續為貧困家庭的大學及高中生籌集生

活費資助， 讓他們可以安心完成學業， 以知識改變命運。 在 2018-19

年度， 我們希望為大學及高中生活費資助籌得港幣 95 萬元。

北京《回聲項目》：
由於內地貧困聽障兒童的需求眾多， 慈福行動將擴大為《回聲項目》籌

款， 目標為港幣 50 萬元， 讓更多的聽障兒童及家庭受益

香港《愛‧同行 -- 星兒早療計劃》：
在未來一年我們將繼續推行 《愛‧同行 - 星兒早療計劃》以服務更多

受自閉症影響的有需要的家庭， 2018-19 年度的籌款目標為港幣 100

萬元， 希望能惠及 30 個家庭。

菲律賓《希望社區》項目
《希望社區》的目標是建造 350 所可以抵受 8級地震， 以及風速達每小

時 250 公里颱風的房屋， 為 350 個受超級颱風「海燕」影響的家庭提供

棲身之所， 提供各種生計技術及家庭關係培訓， 讓受惠者感受被愛與

尊重， 活出人生新一頁。  目前《希望社區》已完成超過 100 幢房屋的

建設， 在未來一年將繼續籌款以達成目標。

 政府註冊認可慈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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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希望社區》除了為Morillo一家提供棲身之所外， 亦著重對居民的品格教育， Edwin 因此漸漸戒掉昔日惡

習， 學習克制自己的壞脾氣， 也更懂得珍惜照顧家人， 一家人的關係甚至變得比風災之前更融洽了。

菲律賓 《希望社區》 項目
慈福行動於菲律賓的 《希望社區》 項目旨在幫助受超級颱風 「海燕」 影響的倖

存者重建家園， 開展有盼望的生活。 慈福行動支持者的捐款令 《希望社區》 得

以迅速發展， 截至 2018年 1月， 《希望社區》內落成的房屋數量已達100間， 亦

興建了包括託兒中心、 室內市場、 健康院、 民生培訓區、 菜園及水井等設施， 

讓受惠者的生活得到切實的改善。

除了提供棲身之所外， 《希望社區》 更著重生命、 價值觀及品格教育， 鼓勵入住

者儲蓄及自力更新。 慈福行動在區內推廣社區儲蓄計劃小組， 協助組員積儲現

在、 計劃未來， 三個儲蓄計劃小組有 45 人參加。  此外， 《希望社區》 與當地政

府部門及機構合作推行生計援助項目， 目前有六個家庭從事食物加工、五個家庭

經營小型雜貨店、 九個家庭從事大米零售， 另有 31位居民受聘建設房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