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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夢想小小夢想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 路 2:14)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

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 羅馬書 15：13)

周姍娜

祝聖誕快
樂，並賀新年蒙福祝聖誕快
樂，並賀新年蒙福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 路 2:14)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

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 羅馬書 15：13)

每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夢想，夢想可成為我們的目標，引領前行
方向，甚至成為我們努力不懈的推動力。感恩我們還有作夢的心
懷，不曾被現實環境所限。你的「夢」是什麼？你是否仍在為你的
「夢」而努力呢？

在國內接受我們資助的一班同學，他們各人都懷有不同的夢
想。有一女孩的爸爸是四肢癱瘓，所以她希望長大
後能當一名醫生，有能力醫治爸爸的同時，亦可幫
助其他人；另一位小女孩很喜歡跳舞，長大後想成

為一名舞蹈家；又有一男孩因喜歡吃東西，所以日後想成為一位美食專家；而當中大
多數同學最大的願望是能夠考進大學，畢業後找一份好工作，藉此改善目前的家庭狀
況。作為他們的同行者，本會也盡力在旁給予鼓勵和祝福，如舉辦「高考加油站」活
動等，讓他們能以輕鬆心情面對將要來臨的高考，好發揮潛力，順利地考進他們心
儀的大學。每年放榜後，當看到同學在信中分享他們考進大學時的喜悅，我們也為他
們感到興奮，很感恩他們都能目標達到、夢想成真！

雖然並不是每人都能如願，在追求夢想的途中或會遇到挫折，
但願每個同學永不言敗，不輕易放棄。就像這期「小小心柬」的同

學，他沒有因考不上高中而灰心喪志，反倒積極檢討去年不足的地方，重新朝著目
標再度出發。人生滿希望，只要有活著的一天，你會發覺人生都是充滿機會的。

另外，我們也感恩看到很多同學說長大後要成為像資助者一樣的好人，盡力幫
助其他貧困及有需要的人。相信這也是大部份資助者的心願，就是他們能承傳使
命，將愛的火炬傳遞出去。

「小小的夢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夢想能改變世界，帶
來明天的盼望。」，祝福各同學和資助者在新的一年都帶著盼望、帶著夢想繼續向前
邁進！

 我想當一名醫生

我想成為舞蹈家

我要成為美食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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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生
感 言

親愛的鄭叔叔、梁阿姨：

你們好！

首先，我要向你們致以衷
心的感謝。

謝謝你們在這幾年來對我
的幫助，你們對

我無微不至的關愛，就像
我的另一父母。

現在我已考上了南陽理工
學院，學的是音

樂學專業。

此刻，我和同學正接受軍
訓，感覺每天都過得很充

實。如果你們有時間，可
以來

南陽這邊遊玩呢！

我加入了咱們的大家庭，
成為了蒲公英愛心行動的

志願者。我決定把這份愛
心傳

遞下去，讓它一直沿繼，
能夠幫助更多的人。

再次向你們表達由衷的感
謝！

祝叔叔阿姨生活美滿、闔
家歡樂。 Happy everyda

y！

沿
繼
愛
的
使
命

尊敬的黎阿姨您好：

近來一切都好嗎？很想和您彙報一下我的情況 。
我考上了上海師範大學，並已到達學校準備，一切都很好。這全是您的功勞，和您的資助分不開的。我很感謝你，我只有加倍努力學習，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以報效你。
今天我把通知書複印一份給你作紀念，作為回報的一種方式。

阿姨，今後你有什麼事用得著我，
有時間的話，我一定效力，請你放心！

最後祝福你全家幸福，吉祥如意！
會面有期，到此停筆。

您的學生，兒子。

此致敬禮
您的兒子 高藝友
2019年8月30日

感恩回報

2019
送暖行動
2019
送暖行動

本會將於12月底為受助

學童送上禦寒衣物，並

為他們舉行慶祝新年聯

歡會，讓他們渡過一個

既溫暖又愉快的冬天。

誠邀您一起支持這窩心行動。
詳情可致電3583-9324

本會岑小姐聯絡。

高藝友就讀的美麗校園

2018年參加高考加油站

此致 敬禮

From：陳冰洋

2019年9月10日

2019年已考進大學

很高興這年又有13位同學考進大學，
再次感激各位資助者，是您們的支持，

讓一個又一個的同學夢想成真！

「
我們
入大
學了！」

「
我們
入大
學了！」

衷心祝福各同學「展翅高飛，鵬程萬里」，

更能成為另一位祝福孤兒貧童的有心人！

嚴玉文 
楊龍雨



「高考加油站」

這次我們給太康縣 11位的高三同學舉行了【高考加

油站】的活動。剛開始時，同學都很拘謹，但隨著輕鬆的

小遊戲和一首歡快的歌曲【好心情】後，他們就慢慢放鬆下

來了。

在分享環節中，同學將自己目前最感壓力的事情寫了

下來；然後我就不記名的讀出，讓同學暢所欲言，嘗試分

析這些壓力的背後，他們所需努力的點是什麼，應以什麼

方式來面對。有的同學偏科、有的同學不清楚自己未來的

方向⋯⋯當同學們聽著這些問題，便站在自身的角度給建

議和鼓勵。給建議的同學很真誠，聽建議的同學很認真。

透過這相互交流，我看到一群有思想，有能力，更對未來

有盼望的青少年。

同工湯文絢「高考加油站」

同工核對同學資料

雖然高三的學習很辛苦，但又是人

生成長過程中一個難忘的旅程。相信就

像他們在彼此的願望卡中所寫的，【成

功的第一步，是相信自己】，【拼一個春

夏秋冬，贏一生無怨無悔】！

齊齊破冰

撕掉壓力 換上祝福

同學彼此祝福鼓勵

「蒲公英愛心行動」派發助學費           
                                               

         

謝謝您們的資助，讓本會得以於十月
在河南省五縣派發上學期的補助費。

冀盼每位同學能懷著感恩的心，好好
努力學習，日後能回饋社會。

「蒲公英愛心行動」派發助學費           
                                               

         

謝謝您們的資助，讓本會得以於十月
在河南省五縣派發上學期的補助費。

冀盼每位同學能懷著感恩的心，好好
努力學習，日後能回饋社會。

排隊領補助費

更能成為另一位祝福孤兒貧童的有心人！



除了經濟支持外，資助者可寫信給受助同學，讓他們

認識您和您家人的生活、興趣和經歷；您們亦可藉著書信去

鼓勵和關愛他們。請把給同學的信件寄到本會，並在信上註

明資助者姓名、受助同學姓名和編號，本會將安排轉發。

關係建立
從寫信開始

竭盡
所能 排除萬難 竭盡
所能 排除萬難 

尊敬的夏叔叔：

您好！我已不知這是第幾次給你寫信了，但與自己的恩人寫信是必

要的。您將我從無盡的黑暗中拉了出來，讓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我

感謝您，雖然我倆素未謀面，但我相信您是愛我的。您以雙手幫助

人，使我很敬佩；長大後，希望我也能成為和您一樣的人。

去年我並沒有考上縣高中，現在需複讀一年。我知道再上一年九

年級的花費會不少，惟您成了我強大的動力。我會竭盡所能補好去年

的漏洞，更加完善自己。現在的我已不像往年的迷網，我的目標

已鎖定，就是考進縣高中。我會朝著這目標，排除萬難、竭盡

所能，以自己最好的成績考上縣高中。

張宇

2019.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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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2019年9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HK$   HK$

                     香港辦事處

奉獻               310,934  薪酬及強積金 41,486

活動收入  14,915  經常費及活動開支 57,606

其他收入  30,396 中國聯絡處

　     助學助養  157,176

　     薪酬及社保金 35,352

　     經常費及活動開支 10,147

   

   盈餘 54,478

  356,245 356,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