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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手」

本會每年也會舉辦多項活動，讓國內和柬埔寨的貧童，能經歷被愛和

關懷。他日成為愛的源頭，將愛傳承。盼望您成為我們的伙伴，一起

將愛化成行動！

周
姍
娜

一場新冠肺炎，衝擊著整個世界，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為防止病毒感

染，我們很多習以為常的生活模式，不得不被調整。學校停課，學生留在家

中，改以互聯網上課；商業活動亦要靈活處理，採用彈性上班安排。這場疫

症不單帶來許多改變，也帶來了一些反思。

疫症肆虐，至今已奪取超過數十萬人生命；當中有年輕的，亦有年長

的。生命可貴，我們如何能把握活著的每一天，過一個有意義的生活，是非

常重要。因此，本會會盡力透過舉辦不同活動、培訓、或輔導，讓那些活在

貧困中的小孩，能學習持正確態度，來面對自己生命，活出更精彩人生。

「沒有不會停的雨，天必放晴。相爭不足，共享有餘。」 - 在日本一間超

市的貨架上，貼了這幅很有意思的告示。雖在疫情

嚴峻時，掀起一遍又一遍的搶購用品潮；但其間，

我們仍看到人性美好的一面，就是把自己所有的，

與有需要的人分享。「牽手」計劃推出，正值全球

經濟下滑。於這時期，每當看到一個又一個有心

人，其中有些更是資源很有限的，仍願意伸手，扶

助這群孩子，實感欣慰。只要多一人分享，就會有

多一個小孩受惠。

於發達國家，我們大都能以互聯網，來維持各樣生活。但在

柬埔寨偏遠鄉村，因網路配套不足，同學未能參與任何網上課

程。他們只能透過小組形式，互相學習。而老師則偶爾到訪各

組，提供教導和支援。現學校還需停課一段時間，稍後才重新開

學。這場疫症，對一些落後地區小孩的影響，遠超我們能想像

的。他們的學習不僅受阻礙，有些甚至經歷糧食短缺的問題。盼

望更多有心人，一同起來，將祝福帶給有需要的小孩。

讓愛化成行動讓愛化成行動

團隊領袖 Sokkhun小行動，大改變

https://bit.ly/2UgW0P7
「蒲公英愛心行動」

國內助養助學計劃

https://bit.ly/2JfCsUN
「牽手」柬埔寨
助養助學計劃

招募資助者
您願意加入成為樂華的資助者，一同將愛和盼望帶給國內和

柬埔寨的孩子嗎？

如欲了解資助計劃詳情，請登入以下連結或掃瞄 QR code，
您亦可致電 3583-9324 與本會岑小姐聯絡。

招募資助者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Sokkhun，是柬埔寨團隊成員之一，其餘還有

Meta，Vannak，Pisey 和 Sokne。我們大都是社會系畢業，對社區事情很

有負擔。當我們在大學二年級時，因老師的一句說話：「你的微小行動，

能為未來帶來大改變」，促使我們成立了“我的行為，我的國家”小組，致

力協助解決一些社會問題。曾為有需要的同學作出支援，及為中學生提供

就業和升學講座。我們一直希望能幫助更多有需要的

人，亦為此事禱告及進行了幾次會議。感恩神回應禱

告，讓 我們 與香 港 團 隊連繫上。 「牽手」計劃 的出

現，使我們夢想成真了！

「牽手」計劃目的是為了減輕貧困家庭負擔，避

免 學童 提早 輟 學、早 婚、或從事 不 穩 定 工作。另

外，亦會跟教會合作，為學生及其家庭提供輔導與

支援。

「牽手」的存在是因著許多人的愛與關懷。我們

希望這種精神不斷發芽，並成為一棵大樹。我謹代

表隊友向香港團隊和各有心人致謝。盼望這棵大樹

不僅能幫助學生和家庭，甚至能改善整個社區。

柬埔寨同學的破爛房屋

柬埔寨同學簡陋的家居照

您一分一毫的支持，對每個孩子意義重大！

閣下之聯絡資料會保存於本會資料庫，藉此與閣下保持聯繫，作為傳遞本

機構的資訊、推廣活動課程及產品、籌款呼籲、或收集意見之用。資料絕

對保密。如日後不想收到本會通訊，請以電郵或郵寄通知本會，謝謝！

董事團
朱雄先生  黎淑潔小姐  倪贛生先生  陳志輝先生  王鈞先生  楊澤麟牧師

鍾復安牧師

督印人：劉達芳博士

辦事處 香港九龍佐敦廟街239號八福匯15樓

15/F, Hub 8, 239 Temple Street, Jordan, Kowloon,

Hong Kong

電　話 (852) 2708 8666

傳　真 (852) 2708 8771

電　郵 info@jubileecareshk.org

網　址 www.jubileecares.org

奉獻支持
1. 請將劃線支票郵寄本會

  （抬頭：“禧福樂華有限公司”或

  “Jubilee Cares Ltd.”）。

2. 直接將現金存入：香港南洋商業銀行

戶口號碼043-478-1-125729-3，

    並請寄回銀行存根，方便本會寄發收據。

凡捐款港幣$100以上者，可獲發免稅收據。

2020年 1月- 3月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HK$   HK$

                     香港辦事處

奉獻               104,897  薪酬及強積金 41,486

活動收入  5,100  經常費及活動開支 45,664

其他收入   424 中國聯絡處

　     助學助養  12,666

　     薪酬及社保金 35,077

　     經常費及活動開支 11,373

不敷 35,845  

  146,266 146,266



愛在遠方飄揚

大 學 生 近 況 與
心聲

不知不覺，進入大學已大半年了，大學生活的確多姿多
彩。

學校課程很豐富，也算不上輕鬆。在這裡，我能學習一
直喜歡的畫畫。校園環境優美，每天都有值得記錄下來的美
景。課餘時，我還參加了很多未曾經歷過的課外活動，如
參觀歷史紀念館、看話劇、做各樣志願等；偶爾我會跟室
友們去逛逛繁華的城市。

面對身邊那麼優秀的同學，雖感壓力，但我相信只要
能找准位置，便能發揮自己最大價值。

這次疫情讓大家變成了「宅男」、「宅女」，每天在家都有課
程和作業。說實話，比在學校要忙多了。閒時我會跟家裡的小
動物玩兒，或是看電視劇、做手工等，生活也很充實。

高考早已過去，可我經常想起高中的事情，想起了班主
任、老師、同學；還有，帶給我經濟和心靈上幫助的叔叔阿姨
們。我知道前面的風景很好，路還很長，我會帶著這些回憶更
加積極、勇敢地生活。

王競

朱盼盼同學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我們每個人都猝不及防⋯⋯

在疫情期間，我整天待在家裡與網課相伴，生活也起了不少變化；整天都是關門

狀態，走到哪裡都離不開必備的口罩。雖然如此，我也收穫了很多，比如我和大伯娘

學會了幾道菜，又學會了包餃子，我們還一起做手工，這讓生活變得沒那麼無聊。為了

不讓疫情加劇，我也打消了出去玩的念頭。

全國醫護人員放棄得之不易的年假，奔赴武漢，為疫情做出

了令人敬佩的貢獻，這種精神很值得我們學習。隨著時間流逝，

疫情終於得到了有效控制。

2020，是一個不平凡的一年，在向最美逆行者致以崇高的敬

意外，也讓我們和全世界一起加油！

衷心感激資助者Cecilia姐姐，為禧福樂華建立了Facebook專頁，
她還上網自學，幫助我們剪片，請大家多多支持！

時光如梭，首年大學生活快將結束。這是複雜的一年，內心有很多
感受⋯

我所學習的專業，是網路與新媒體。在資訊高速運轉的今天，這專
業讓我對世界有強烈的參與感。儘管學習過程充滿挑戰，但不乏新奇
和趣味。當中，我亦學會了慎言慎行，做一個有智慧、溫柔的人。

其實，在上學期間，我還未能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因此，過得有點苦惱和孤獨。現
在，因疫情留家，算是給我一個緩衝。這段時間，除了忙於上網課外，偶爾我也會練習
寫字、跟姑姑學習做飯等，以平復思緒。另外，我亦閱讀有關非典的文章，明白人類在
災難面前是多麼脆弱。生命難能可貴！能陪伴和保護自己所愛的人，是一種珍貴的幸福。

當生活變好時，總會想起曾幫助過我的資助者，多次參與的活動仍歷歷在目，是您
們給我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我的今天離不開您們的昨天。懷著您們的鼓勵和祝福，我
便充滿勇氣，向未來進軍。

祝福您們每天都快樂！
周寧瑤

同工 湯文絢

年初的一場新冠
肺炎，使國內很

多地區也被封城
。學校不能如常

開學，學生只能

在家進行網路直
播課程。為關心

各同學的生活狀
況，我特意對他

們進行了電話回
訪。

大家雖身處不同地
方，但透過電話

聯繫，關係也被
連上了。

其間，得悉有就
讀中專一的兩位同

學，為舒緩家庭
經濟壓

力，有意停學打
工。於是，我便

跟她們聊了很久
，分析讀書的

重要性；並勸她
們完成中專課程

後，才去打工。
當時，她們只

答應會再考慮看看
。到了四月，她

們終於決定繼續
讀書，內心

真的感到很高興
。畢竟多讀書總

比少讀書好；多
充實自己，在

將來才能有更好的
生活。

轉眼到了五月，
學校陸續復課，

生活也漸漸返回
正軌。

就像在電話中最後
對他們說的，願

每一位同學和他
們的家人，

平安順遂，健康
，如意。

愛在遠方飄揚

疫情．工作疫情．工作 疫情．生活疫情．生活

fb.me/JCjubileec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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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手」

本會每年也會舉辦多項活動，讓國內和柬埔寨的貧童，能經歷被愛和

關懷。他日成為愛的源頭，將愛傳承。盼望您成為我們的伙伴，一起

將愛化成行動！

周
姍
娜

一場新冠肺炎，衝擊著整個世界，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為防止病毒感

染，我們很多習以為常的生活模式，不得不被調整。學校停課，學生留在家

中，改以互聯網上課；商業活動亦要靈活處理，採用彈性上班安排。這場疫

症不單帶來許多改變，也帶來了一些反思。

疫症肆虐，至今已奪取超過數十萬人生命；當中有年輕的，亦有年長

的。生命可貴，我們如何能把握活著的每一天，過一個有意義的生活，是非

常重要。因此，本會會盡力透過舉辦不同活動、培訓、或輔導，讓那些活在

貧困中的小孩，能學習持正確態度，來面對自己生命，活出更精彩人生。

「沒有不會停的雨，天必放晴。相爭不足，共享有餘。」 - 在日本一間超

市的貨架上，貼了這幅很有意思的告示。雖在疫情

嚴峻時，掀起一遍又一遍的搶購用品潮；但其間，

我們仍看到人性美好的一面，就是把自己所有的，

與有需要的人分享。「牽手」計劃推出，正值全球

經濟下滑。於這時期，每當看到一個又一個有心

人，其中有些更是資源很有限的，仍願意伸手，扶

助這群孩子，實感欣慰。只要多一人分享，就會有

多一個小孩受惠。

於發達國家，我們大都能以互聯網，來維持各樣生活。但在

柬埔寨偏遠鄉村，因網路配套不足，同學未能參與任何網上課

程。他們只能透過小組形式，互相學習。而老師則偶爾到訪各

組，提供教導和支援。現學校還需停課一段時間，稍後才重新開

學。這場疫症，對一些落後地區小孩的影響，遠超我們能想像

的。他們的學習不僅受阻礙，有些甚至經歷糧食短缺的問題。盼

望更多有心人，一同起來，將祝福帶給有需要的小孩。

讓愛化成行動讓愛化成行動

團隊領袖 Sokkhun小行動，大改變

https://bit.ly/2UgW0P7
「蒲公英愛心行動」

國內助養助學計劃

https://bit.ly/2JfCsUN
「牽手」柬埔寨
助養助學計劃

招募資助者
您願意加入成為樂華的資助者，一同將愛和盼望帶給國內和

柬埔寨的孩子嗎？

如欲了解資助計劃詳情，請登入以下連結或掃瞄 QR code，
您亦可致電 3583-9324 與本會岑小姐聯絡。

招募資助者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Sokkhun，是柬埔寨團隊成員之一，其餘還有

Meta，Vannak，Pisey 和 Sokne。我們大都是社會系畢業，對社區事情很

有負擔。當我們在大學二年級時，因老師的一句說話：「你的微小行動，

能為未來帶來大改變」，促使我們成立了“我的行為，我的國家”小組，致

力協助解決一些社會問題。曾為有需要的同學作出支援，及為中學生提供

就業和升學講座。我們一直希望能幫助更多有需要的

人，亦為此事禱告及進行了幾次會議。感恩神回應禱

告，讓 我們 與香 港 團 隊連繫上。 「牽手」計劃 的出

現，使我們夢想成真了！

「牽手」計劃目的是為了減輕貧困家庭負擔，避

免 學童 提早 輟 學、早 婚、或從事 不 穩 定 工作。另

外，亦會跟教會合作，為學生及其家庭提供輔導與

支援。

「牽手」的存在是因著許多人的愛與關懷。我們

希望這種精神不斷發芽，並成為一棵大樹。我謹代

表隊友向香港團隊和各有心人致謝。盼望這棵大樹

不僅能幫助學生和家庭，甚至能改善整個社區。

柬埔寨同學的破爛房屋

柬埔寨同學簡陋的家居照

您一分一毫的支持，對每個孩子意義重大！

閣下之聯絡資料會保存於本會資料庫，藉此與閣下保持聯繫，作為傳遞本

機構的資訊、推廣活動課程及產品、籌款呼籲、或收集意見之用。資料絕

對保密。如日後不想收到本會通訊，請以電郵或郵寄通知本會，謝謝！

董事團
朱雄先生  黎淑潔小姐  倪贛生先生  陳志輝先生  王鈞先生  楊澤麟牧師

鍾復安牧師

督印人：劉達芳博士

辦事處 香港九龍佐敦廟街239號八福匯15樓

15/F, Hub 8, 239 Temple Street, Jordan, Kowloon,

Hong Kong

電　話 (852) 2708 8666

傳　真 (852) 2708 8771

電　郵 info@jubileecareshk.org

網　址 www.jubileecares.org

奉獻支持
1. 請將劃線支票郵寄本會

  （抬頭：“禧福樂華有限公司”或

  “Jubilee Cares Ltd.”）。

2. 直接將現金存入：香港南洋商業銀行

戶口號碼043-478-1-125729-3，

    並請寄回銀行存根，方便本會寄發收據。

凡捐款港幣$100以上者，可獲發免稅收據。

2020年 1月- 3月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HK$   HK$

                     香港辦事處

奉獻               104,897  薪酬及強積金 41,486

活動收入  5,100  經常費及活動開支 45,664

其他收入   424 中國聯絡處

　     助學助養  12,666

　     薪酬及社保金 35,077

　     經常費及活動開支 11,373

不敷 35,845  

  146,266 146,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