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    
在細讀同學寄來的感謝信時，常看到他們表示，長大後要仿

效資助者，去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我們樂見更多年輕同學起

來，承傳這愛心火炬，在各處點燃希望。

受疫情影響，最近在國內舉辦的活動，並沒有足夠的義工參

與；因此，我們在派發補助費時，嘗試邀請高年級的同學來幫

忙。感恩最終有4位報名參加，其中一位只就讀初三。當我們告知資助者有

關此事時，他們亦感到非常雀躍！回想初次跟那同學見面時，他只是個害羞而內歛的小伙子；現在已

變得成熟，還懂得跟哥哥姊姊們合作，一起服務其他人。這同學曾告訴資助者，將來長大後，要成

為一個幫助別人的人；今天他已經兌現承諾了。我們特意編排他跟國內同

工一組，好讓他有多點學習機會。事後同工表示，他是個非常好的助手，

在整個探訪過程中，他擔當起翻譯員的角色。由於被探訪的多是長者和小

孩，他們主要以鄉談說話，我們外來的人在溝通上，難免會遇到很大困

難。但有著這位小小翻譯員幫助，令整個探訪變得暢順多了。

另一邊廂，我們在柬埔寨的事工仍是起步階段；因此，並未在受助同

學中建立任何義工隊伍。但在當地團隊落力聯絡下，很高興能邀得村內幾

位高年級同學，在我們的功輔班中，擔任義務小老師。雖然他們並不是我

們的受助同學，但他們也樂意出一分力，為社區作出貢獻。小老師們分享

說，要同時應付自己學業，又負責功輔班的教學，確實很疲倦。但他們

都認為教學相長，這是一個很好機會，去琢磨和發展他們的教學技巧，

以實現日後當老師的夢想。他們為有份參與這計劃而感到驕傲。

在我們身邊，的確有著很多愛心天使，不計代價，而默默付出。

盼望更多受助同學能將愛傳承，在我們周圍，燃亮更多希望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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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佐敦道23-27號
新寶廣場1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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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傳愛愛 周姍娜

年輕的愛心傳承者

小老師晝夜認真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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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 湯文絢

同學領取補助費

謝謝您的資助

同學開心分享

於探訪中，
義工盡力地服侍

「蒲公英愛心行動」
派發下學期補助費和「向理想出發」活動派發下學期補助費和「向理想出發」活動

「蒲公英愛心行動」

「愛心大使」感想「愛心大使」感想

原定三月舉行的活動，因疫

情而一拖再拖；直至七月底，終

可展開了。看到同學們久違的笑

臉，內心很高興。

這次，有三位高三畢業同

學，和一位初三同學報名來當義

工。若照常於三月進行的話，他們

會因備考，而沒機會來參與。感恩得

他們幫助，使整個探訪非常順利。其中一

位義工，更隨隊前往別的縣一起服侍。

在探訪中，看到很多同學都擁有一顆渴慕學習，

並願意用努力去改變人生困境的心。願【蒲公英愛

心行動】的幫助，可成為他們心靈的安慰，指引

他們人生的方向。

「贈人玫瑰，手留餘香。」我本不在是次

義工名單中。在領補助費時，得悉大會需

要義工，以協助家訪活動，便毅然報名

參加。在家訪中，看到有些貧困家庭，

連個像樣的家也沒有，就只有原來的

土 坯 房，我 的 心 很 痛。我 下 定 決

心，將來要竭盡全力，來幫助他

們。這次家訪，不單提高了我

的語言表達能力，同時也

讓我收穫了許多樂

趣。

張釗祥同學 首次參與探訪活動，內心十分激動和緊
張。當看到一些家庭，連基本生活都快
維持不了時，真的不忍再看下去。但同
時我又慶倖能看到了，因為在看到以
後，他們的生活將得到改善。這次家
訪，讓我成長了很多，也讓我更加堅
定內心想要幫助別人的決心。以後，我會更加努力學習，努力發現和幫助身邊需要幫助的人們。我會加油的！

趙慶祥同學

蒲公英雖小，但種子撒向大地。我感覺
她代表著希望。有時我們生活所 缺 欠
的，就是一點希望；而蒲公英能帶來的，
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不積小流，無以成
江河。我相 信只 要每人能 獻出一點
愛，世界會變得更美好。希望樂華能越發擴展，讓更多孩子得著幫助。將來我還要來當義工，不單為幫助孩子，還要跟他們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耿成龍同學



「牽手」 「牽手」 

團隊領袖 Sokkhun

首次派發物資首次派發物資 衷心感謝您的支持

同學小心整理所收物資

義工分享

同學和家長專心聆
聽

自去年12月底開始，「牽手」計劃正全速進行中。由當初

聯絡村代表、各校長、接見各同學及其家人；直到 5月底，

我們終於展開首次活動。這次共有 6位義一起參與服侍。在

活動中，我們除向同學派發物資外，還分享了一些讀書心得

和工作體驗，希望他們從中能獲得一點啟發。另外，我們亦

有跟家長會面，鼓勵他們不要過早讓孩子停

學。盼望「牽手」計劃能繼續為貧困孩子和

家庭帶來歡笑，

溫暖他們的心；

並能為柬埔寨其

他社區帶來正面

影響。

各方感想

中學校長 Sethol 先生

作為本地教
育者，

我很感激「
牽手」計劃

的開

展，讓貧困
孩子能獲得

就學及

升學機會。
這計劃成了

老師一

個推動力，
讓我們更要

努力地

去教導每個
學生。

義工Channan
這計劃對柬埔寨社區來說，是一件很好的事。適逢疫情，這就像一份大禮物，送給居住在鄉村的貧困家庭。我很高興能看到受助同學因獲得幫助，所展現的笑容。若計劃日後能擴大，甚至協助社區發展，

便更好了。

義工 Bunny

這社區是我
出生和成長

的地方。由
於

家庭經濟緣
故，我被迫

提早輟學。
可惜，

提早出來打
工，並不能

幫助家庭脫
貧。

若那時能獲
得資助，我

必定會努力
讀書；

待學成後，
尋找自己理

想職業。

我鼓勵每個
受助同學，

要好好珍惜

這學習和有
人與你同行

、成長的機
會。

受助同學
Long 

我很開心，因能獲得簇新的校服，以及其他物資。

小學校長

Veat 先生

這計劃能
溫暖家長

的心，

感動他們
讓孩子

繼續升學
，好使提

早

輟學的比
率下降。

受助同學家長
Sak 太太

自丈夫突然去世，我感到
很無助，亦為孩子的前途
而非常憂慮。但這計劃讓
我感到不再孤單，我很感

激能獲得幫助。



尼泊爾 - 緊急食物援助

愛在遠方飄揚

尼泊爾 - 緊急食物援助

本會每年也會舉辦多項活動，讓國內和其他地區的貧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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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一分一毫
的支持，對每個孩子意義重大

！

因疫情緣故，尼泊爾的邊緣族群需面對糧食

短缺問題。感謝有心人捐助，讓我們得以支援當

地食物援助，一解他們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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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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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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6月收支報告

因疫情緣故，尼泊爾的邊緣族群需面對糧食

短缺問題。感謝有心人捐助，讓我們得以支援當

地食物援助，一解他們燃眉之急。

收入   支出
   HK$   HK$

                     香港辦事處

奉獻               190,435  薪酬及強積金 41,486

其他收入  6,634  經常費及活動開支 65,754

    中國聯絡處

　     薪酬及社保金 32,370

　     經常費及活動開支 6,446

　    柬埔寨聯絡處

　     助學助養 45,540

　     經常費及活動開支 872

    

    盈餘 4,601

  197,069 197,069

JCjubileecares 6465 7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