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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這一群年輕人的一個決定拯救

了一位少女，也改寫了她的人生。

在2002年，鞏曉芳(右)應邀來港分享她的經歷，並多謝大家改變她的生命。

在考取碩士後，曉芳現時在
江蘇省鹽城市鹽城工學院任
教。

我們非常感謝大家在2009年並過去許多年一直支持寰宇希望。這年報的內容是
你付出的成果。無論是捐款或是抽空作義工，你的一個決定讓這世界充滿希望，
同時改變了許多生命。謹此向大家致敬。

此刻，我們誠邀你多走一步，查閱以下的事項，看看有沒有未曾參與的項目，並
作出行動：

·成為我們的義工。直接為有需要的人士服務，使你的支持更具意義。

·支持我們的每月捐款計劃，幫助我們長遠地減低籌款和行政成本。

·與其他人分享有關寰宇希望的工作。向他們分享為何你選擇支持我們，讓他們
　詳 閱 這 份 年 報 ， 並 建 議 他 們 瀏 覽 我 們 的 網 站 和 F a c e b o o k 的 專 頁
　(www.hopeww.org.hk, www.facebook.com/hopewwhk)，又或以電郵告訴我們
　該和誰人聯絡(elexaliu@hopeww.org.hk)。

讓我們並肩合作，在2010年及以後的日子帶來更多的希望和改變更多的生命。

鳴 謝合作夥伴 —— 特別介紹

黎家信和他的博客朋友不僅喜歡寫網絡日誌，還熱
心參加義務工作，努力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在2007年，家信在港鐵站看到寰宇希望長者防跌
安全日的海報。海報上寫著的四個字「提供培訓」
引起了他的注意。從那時起，「家友站義工團」一
直積極地參與我們的長者服務計劃。

家友站義工團
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例如知會
房委會，讓他們可以盡快將她
住的單位安排給另一位有需要
的長者。我從未見過有人以這
樣正面的態度面對死亡。」

寰宇希望以聖經中關愛及助人的信念為
本，於17年前得到香港基督�會的成員協
助，開始在香港服務。香港基督�會是我
們長期的合作夥伴，不僅在財政方面給予
我們強力的支持，更鼓勵他們的成員成為
我們的義工。在2009年，他們因參與義工

服務超過一萬小時而獲嘉許。

香港基督�會的職工馬曉嫦女士和我們分享他們身
為合作夥伴的觀點。

寰宇希望：

香港基督�會：

家信說：「我欣賞寰宇希望給
予義工強力的支持。」

香港基督�會是我們的長期合作夥伴，
他們在2009年因參與義工服務超過一萬
小時而獲嘉許。

寰宇希望：

香港基督�會：

寰宇希望：

香港基督�會：

家友站義工團
參與我們的長
者服務，為長
者 帶 來 正 能
量。

主要合作夥伴

Zhilan Foundation

社區團體合作夥伴
·上智英文書院
·大坑東宣道小學
·中華基督�會銘賢書院
·中華傳道會基石堂
·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
·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
·東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社會福利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西九龍)
·紀恩
·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葵青獅子會
·香港佛�聯合會佛�正行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維港灣長者會所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香港基督女青年會婦女事工隊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家友站義工團
·耆康會荃葵青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荔景�居聯會
·彩虹�服務聯會
·國際管理協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深水�街坊福利會小學
·許海周倩蘭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逸葵綜合發展中心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嗇色園主辦可泰耆英鄰舍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健耆英地區中心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聖雅各福群會
·瑪利諾中學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鄰舍輔導會深水�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樹仁大學社會服務團
·澳門國際基督�會
·耀中國際學校
·Hopkins Management Group Limited

商業機構合作夥伴
·日本航空公司
·太吉採購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立信門富士紡織機械有限公司
·西聯匯款
·亞洲聯合財務
·花旗集團
·虎標
·信和集團
·美國通用電氣國際公司
·美國道富銀行
·香港豬嘜
·敏興有限公司
·福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Disney ABC Television Ltd.
·Laurence Lai Gallery

其他合作夥伴
·陝西省�育廳 
·陝西省旬邑縣育局
·甘肅省�育廳 
·甘肅省會寧縣�育局
·湖南省�育廳
·湖南省張家界市民族中學
·雲南省�育廳 
·雲南省元陽縣育局

獨立人士合作夥伴
·梁智鴻醫生，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許俊炎先生，中華基督會香港區會學務部總監
·馮民樂先生，社會福利署
·蔡元雲醫生，策略發展委員會行政委員會委員
·羅慧娟小姐

香港辦事處：香港九龍石硤尾大坑東�東輝樓地下1-6A室
　　　　　　電話：(852) 2588 1291　　傳真：(852) 2588 1306　　網址：http://www.hopeww.org.hk

澳門辦事處：澳門郵政信箱6201號
　　　　　　電話：(853) 6668 3038　　網址：http://www.hopeww.org.mo

的
改變生命
決定

這故事是在2000年開始的。 

那年夏天，一隊由美國的大學生組成的義工團

隨我們到了湖南省，去到位於該省西部、偏遠

卻風景優美的張家界。 

義工為張家界市民族中學的學生舉行了為期兩

週的英語夏令營。以下的一段文字節錄自其中

一位參加者當時的旅行日誌：

多走一步（不太難的！）

註：排名先按中文筆劃序，再按英文字母排序

香港基督教會

對家信來說，那一次服務長者的經驗是最難
忘的呢？

「寰宇希望給予義工強力的支持是我欣賞你們機構
的地方。在服務前，你們能為我們提供培訓和仔細
的服務資料。事實上，我們將你們教授的知識整理
及儲存在我們的資料庫，當我們為其他沒有很多義
工培訓的機構服務時，便能加以利用。是你們幫助
我們得到這些技能，讓更多的人認識如何成為義工。

對我們的回應和建議，你們抱著開放的態度。我　
很高興我們的關係是雙向的，這樣很健康。」

寰宇希望為我們提供了接觸有需要
人士的渠道，並為基督徒帶來服務機會，讓他們以
自己的才能回饋社會。

你們開創了許多獨特的服務項目，譬如在90年代中
期，你們是首個為長者安排
家居清潔及髹漆大型服務的
機構，也是首批專為內地來
港的新移民兒童提供服務的
機構之一。現時，許多機構
都有類似的活動和服務了。
你們開發了社區服務的「潮
流」，使更多的人受惠。

那是在1995年夏天，我們剛開始
參與義工服務，為住在將軍澳臨時房屋區的新來港
兒童服務。今天的將軍澳已發展得非常完善，很難
想像90年代中存在著臨時房屋區了！我負責策劃一
項大哥哥大姐姐的活動。每逢週末，都有不同的義
工來到，輔導孩子的功課、陪他們閱讀及一同玩遊
戲。在暑假結束時，我們舉辦了一個嘉年華會，但
那日卻下著傾盆大雨，最令我們驚訝的是所有的小
朋友都冒雨來參加。我們整天在雨中玩耍。在嘉年
華會結束時，我們一同唱歌，大家都流下淚來，沒
有人捨得離去，真的令人感動。

我認為服務新來港兒童能實際地協助他們融入社
會，也讓我們能共同建立香港。

我 以 � 會 為 榮 。
我相信，藉著義務工作，我們不
單能夠幫助他人，更同時帶給人
們希望。

「在其中一次的長者希望日，我到一個90
歲婆婆的家去探訪。我留意到在她家的牆
上貼了一張紙。我仔細地看了看，原來這
是一封授權信，讓一個機構代為辦理她的
身後事，包括捐出她的財產、處理她的遺
物等。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很少人這樣
公開地談及死亡。她告訴我們，因為她從
來沒有結婚，所以沒有家庭，因此她授權
給那機構辦理此事。她認為，料理去世後

家信認為，義工能為長者帶來
正能量，當他們講述以往的經
歷時，能幫助他們認同自己的
價值。我們非常感謝這群充滿
活力和熱情的義工，他們鼓勵
了我們社區內無數的長者，並
為他們帶來希望。

這夥伴關係如何能為�會帶來裨益，又
如何對社會作出貢獻呢？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次難忘的義工體驗
嗎？

獲得一萬小時服務獎後有何感受？

「今天，我們救了一個女孩。校內報告板上張

貼了一則很大的白色告示。原來有名學生患了

腦膜炎，情況危殆，急需人民幣$3,000元才可

入院醫治。她名叫曉芳，13歲。但她的父母沒

錢支付她的醫療費用。我向大家宣佈了此事件，

隨即每人都捐上金錢⋯⋯結果，我們籌得人民

幣3,350元。曉芳的家人感動得流下淚來。」

「我現在已經研究生畢業了，現在在江蘇省鹽

城市鹽城工學院工作，作為一名大學老師，這

工作很好，我很喜歡。⋯⋯我 ── 一個農村窮

山溝裡的女孩走到今天，我一直都沒忘記你們

對我的無私幫助，我時時牢記著，我希望有一

天我也能像你們一樣對這個社會有所幫助、有

所作為。」

結果，曉芳痊癒了。後來，寰宇希望繼續支持

她的�育費，助她完成高中�育。

轉瞬間，九年過去。在2009年，我們收到鞏曉

芳傳來的電子郵件。她說：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家中的成年在職人士若

有高中�育程度，便幾乎能保證這家庭能夠脫

貧。鞏曉芳擁有遠遠超過高中的學歷。她的生

命和將來真實地得到改變。 

誠意地將這2009年的年報獻給2000年的那群大

學生、寰宇希望的各位義工及捐款人。無論是

2009年抑或是2000年，是捐款或是當義工，又

或只是向身邊的人介紹我們的工作，這一切都

是伸出仁慈和慷慨之手的決定，並且這決定都

能夠帶來即時的幫助及改變一生的影響。

今天的曉芳就是活生生的明證。



親愛的朋友，

在2009年，我們見証到於2008年憑著信心而行的決

定已開始獲得成果。

「六大品格支柱�育計劃」在完成�學計劃後，已

獲得進一步發展。現在，不僅我們的職員能夠使用

這課程�導兒童，我們的義工在參與培訓後也能應

用這�學計劃。這發展大大加強了我們的影響力，

讓我們能培養更多兒童，幫助他們學習六大品格支

柱。 

在昆明，我們於兩所農民工子弟學校分別開設了兩

間兒童希望中心，為1,400名兒童提供服務，讓他們

能夠接受基本健康檢查，使用中心的小型圖書館及

學習電腦技能。逢星期六，當地的大學生義工會使

用我們編制的「六大品格支柱�育計劃」課程，帶

領兒童上品格�育課堂。

劉德華先生在完成於柬埔寨斯漢諾親王醫院總監的三年任期後，重
回寰宇希望（香港），出任中國區總監。

「我們一同上學去！」多謝你的付出，讓這群受四川512地震影響
的兒童重獲希望。

在昆明的兩間兒童希望中心為1,400名兒童提供服務。

「六大品格支柱�育計劃」在完成�學計劃後，大大提高了我們
培養兒童品格的力量。

2009年，在香港和中國內地，我們的19名職員幫

助了的兒童、青少年和長者合共超過一萬九千名。

若不是有你的支持，成為我們的義工和捐助人，我

們決不可能有此成就。因你決定付出，數以千計有

需要的人士得到幫助。感謝你付出時間、才能、金

錢和愛心。請在此回顧一下，由你栽種的建樹。 

兒童希望中心的會員喜愛各
項活動，更從中擴闊視野，
增加生活體驗。

10,740名青少年因參與花旗集團成功在望獎勵計劃，得以尋獲自
信和盡展才能。

長者 ── 2009年，我們的長者服務項目幫助了接

近二千名居住在公共屋�的長者，當中主要是獨居

人士。得到你的探望和電話慰問，他們獲得關心和

照顧。你教導他們防跌知識，幫助他們測試跌倒

風險，能減低他們跌倒的機會及因跌倒而需要治療

的可能性。你所作的付出和服務令香港變得更和諧

及充滿愛心。 

兒童和青少年 ── 你對內地影響最大的是讓居於

四個省份的1,726名農村貧困學童和住在兩個城市

的450名農民工子女能在去年繼續升學。因你慷慨

解囊，我們能在昆明增設兩所兒童希望中心，為

1,400名學生服務。此外，在四川512地震發生的

17個月後，在安縣朝陽村的160名兒童能夠在全新

的幼稚園內學習和玩耍。

兒童 ── 在石硤尾的兒童希望中心為香港一群弱

勢兒童提供更佳的學習途徑、校內成績得到改善、

視野能夠擴闊，並可培養對生命影響深遠的良

好品格。感謝你讓1,312名兒童在過去一年參

與各式各樣的活動。 

對香港的影響 

青少年 ── 花旗集團成功在望獎勵計劃在2009年

以小額撥款資助了73項計劃。75位中學�師和社工

策劃及實行這些計劃，他們都非常關心年青一代能

否 擁 有 健 康 快 樂 的 生 活 。 在 他 們 努 力 下 ， 共 有

10,740名青少年能夠參與此計劃，並尋獲自信和學

習動機。當中更有人學到理財的知識，也有曾誤入

歧途的年輕人能重返正軌。他們全都邁向更光明的

未來。 

對中國內地的影響 

全賴許多慷慨贊助人的支持，我們能在四川安縣朝

陽村重建一所遭2008年512大地震摧毀的幼兒園。

在2009年10月，我和160名兒童一同慶賀新校園開

幕。見到老師和孩童充滿著愛心和抱著樂觀的態

度，我感到我的工作更具意義。

「希望之友」每月捐款計劃的進展大大鼓勵了我

們。謝謝你信任我們，為那些迫切需要希望的人捐

出你辛苦賺來的金錢。不論金額是多是少，你這付

出的決定，肯定能為許多香港和中國內地的人，帶

來生命改變的影響。 

我很感謝寰宇希望（香港）的各位董事，在我完成柬

埔寨斯漢諾親王醫院總監的任期後，讓我重回這裡

出任中國區總監。感謝執行總監廖立�先生在過去3

年用心帶領本機構，表現出色，並將繼續在這崗位

上協助機構的發展。

誠心希望這份年報，能讓你看見你所作的貢獻並得

到鼓舞。

寰宇希望中國區總監 在2009年，你
為 中 國 內 地 帶
來 的 影 響 ： 超
過2,100名農村
學 童 和 農 民 工
子 女 能 繼 續 學
業。

我們的商業機構合作夥伴不但出錢，還會出力，讓他們的職員參
與義務工作。

在2009年，我們的長者服務計劃接觸了約二千名長者，而防跌工
作是計劃的重點之一。

中國區總監的信 服務成果 財 政

董事
寰宇希望（香港）

管理團隊

董事及管理團隊

黃健雄醫生（主席）

冼檀嘉醫生

林志信先生

Mrs. Lynne Hembree Green

Mrs. Joan Deseree Smith

劉德華先生（中國區總監）

廖立�先生（執行總監）

鍾有榮先生（項目總監）

黃慧碧女士（財務經理）

很高興能向大家匯報我們的財政狀況。在2009年，

我們的總收入超過港幣九百萬元，當中的個人捐款

較2008年增加了港幣一百萬元。

在支出方面，我們投入資源推動「希望之友」每月

捐款計劃，建立長期並可持續的收入來源。此舉為

我們累積每月捐助人，好比一項投資，而這投資

能：（1）長遠地增加寰宇希望的收入；（2）使我

們擁有長期、具系統及持續性的財政來源；（3）

提高公眾關注窮人的需要，認識寰宇希望的服務計

劃；與及（4）增加我們的義工來源。

寰宇希望深信每分每毫的收入和支出的都是「投

資」。當你的捐款被投放在中港兩地兒童和長者的

服務時，你的投資就是建立未來——一個充滿關懷

的社會。當善款用在本機構的日常運作中，你的投

資就是協助本機構加強穩定性，管理則更趨完備，

並能在接下來的許多年，繼續為社會帶來希望和改

變生命。

感謝你作的投資，為大眾建立美好的將來！

收入
慈善捐款 

政府及商業機構資助

服務收費

利息/其他收入

支出
服務經費

行政經費

籌款及公眾�育

盈餘

寰宇希望（香港）2009財務概覽

港幣HK$
5,948,677
2,350,056

735,093
11,774

9,045,600

6,184,259
667,568

1,759,963
8,611,790

433,810

以上的概覽摘自經由王陳會計師事務所審核的2009

年財政報告。

任何人士若擬查閱我們2009年的核數報告，歡迎與

我們聯絡。

收 入

支 出

服務工作經費按受惠對象的分配

服務工作經費按性質的分配

醫療健康
12%

�育
88%

中國內地的兒童及
青少年

48%

香港的兒童及
青少年

40%

香港的長者
12%

服務經費
72%

行政經費
8%

籌款及公眾�育
20%

服務收費
8.1%

利息/其他收入
0.1%

政府及商業機構
資助

26.0%

慈善捐款
65.8%

自2009年9月1日開始



親愛的朋友，

在2009年，我們見証到於2008年憑著信心而行的決

定已開始獲得成果。

「六大品格支柱�育計劃」在完成�學計劃後，已

獲得進一步發展。現在，不僅我們的職員能夠使用

這課程�導兒童，我們的義工在參與培訓後也能應

用這�學計劃。這發展大大加強了我們的影響力，

讓我們能培養更多兒童，幫助他們學習六大品格支

柱。 

在昆明，我們於兩所農民工子弟學校分別開設了兩

間兒童希望中心，為1,400名兒童提供服務，讓他們

能夠接受基本健康檢查，使用中心的小型圖書館及

學習電腦技能。逢星期六，當地的大學生義工會使

用我們編制的「六大品格支柱�育計劃」課程，帶

領兒童上品格�育課堂。

劉德華先生在完成於柬埔寨斯漢諾親王醫院總監的三年任期後，重
回寰宇希望（香港），出任中國區總監。

「我們一同上學去！」多謝你的付出，讓這群受四川512地震影響
的兒童重獲希望。

在昆明的兩間兒童希望中心為1,400名兒童提供服務。

「六大品格支柱�育計劃」在完成�學計劃後，大大提高了我們
培養兒童品格的力量。

2009年，在香港和中國內地，我們的19名職員幫

助了的兒童、青少年和長者合共超過一萬九千名。

若不是有你的支持，成為我們的義工和捐助人，我

們決不可能有此成就。因你決定付出，數以千計有

需要的人士得到幫助。感謝你付出時間、才能、金

錢和愛心。請在此回顧一下，由你栽種的建樹。 

兒童希望中心的會員喜愛各
項活動，更從中擴闊視野，
增加生活體驗。

10,740名青少年因參與花旗集團成功在望獎勵計劃，得以尋獲自
信和盡展才能。

長者 ── 2009年，我們的長者服務項目幫助了接

近二千名居住在公共屋�的長者，當中主要是獨居

人士。得到你的探望和電話慰問，他們獲得關心和

照顧。你教導他們防跌知識，幫助他們測試跌倒

風險，能減低他們跌倒的機會及因跌倒而需要治療

的可能性。你所作的付出和服務令香港變得更和諧

及充滿愛心。 

兒童和青少年 ── 你對內地影響最大的是讓居於

四個省份的1,726名農村貧困學童和住在兩個城市

的450名農民工子女能在去年繼續升學。因你慷慨

解囊，我們能在昆明增設兩所兒童希望中心，為

1,400名學生服務。此外，在四川512地震發生的

17個月後，在安縣朝陽村的160名兒童能夠在全新

的幼稚園內學習和玩耍。

兒童 ── 在石硤尾的兒童希望中心為香港一群弱

勢兒童提供更佳的學習途徑、校內成績得到改善、

視野能夠擴闊，並可培養對生命影響深遠的良

好品格。感謝你讓1,312名兒童在過去一年參

與各式各樣的活動。 

對香港的影響 

青少年 ── 花旗集團成功在望獎勵計劃在2009年

以小額撥款資助了73項計劃。75位中學�師和社工

策劃及實行這些計劃，他們都非常關心年青一代能

否 擁 有 健 康 快 樂 的 生 活 。 在 他 們 努 力 下 ， 共 有

10,740名青少年能夠參與此計劃，並尋獲自信和學

習動機。當中更有人學到理財的知識，也有曾誤入

歧途的年輕人能重返正軌。他們全都邁向更光明的

未來。 

對中國內地的影響 

全賴許多慷慨贊助人的支持，我們能在四川安縣朝

陽村重建一所遭2008年512大地震摧毀的幼兒園。

在2009年10月，我和160名兒童一同慶賀新校園開

幕。見到老師和孩童充滿著愛心和抱著樂觀的態

度，我感到我的工作更具意義。

「希望之友」每月捐款計劃的進展大大鼓勵了我

們。謝謝你信任我們，為那些迫切需要希望的人捐

出你辛苦賺來的金錢。不論金額是多是少，你這付

出的決定，肯定能為許多香港和中國內地的人，帶

來生命改變的影響。 

我很感謝寰宇希望（香港）的各位董事，在我完成柬

埔寨斯漢諾親王醫院總監的任期後，讓我重回這裡

出任中國區總監。感謝執行總監廖立�先生在過去3

年用心帶領本機構，表現出色，並將繼續在這崗位

上協助機構的發展。

誠心希望這份年報，能讓你看見你所作的貢獻並得

到鼓舞。

寰宇希望中國區總監 在2009年，你
為 中 國 內 地 帶
來 的 影 響 ： 超
過2,100名農村
學 童 和 農 民 工
子 女 能 繼 續 學
業。

我們的商業機構合作夥伴不但出錢，還會出力，讓他們的職員參
與義務工作。

在2009年，我們的長者服務計劃接觸了約二千名長者，而防跌工
作是計劃的重點之一。

中國區總監的信 服務成果 財 政

董事
寰宇希望（香港）

管理團隊

董事及管理團隊

黃健雄醫生（主席）

冼檀嘉醫生

林志信先生

Mrs. Lynne Hembree Green

Mrs. Joan Deseree Smith

劉德華先生（中國區總監）

廖立�先生（執行總監）

鍾有榮先生（項目總監）

黃慧碧女士（財務經理）

很高興能向大家匯報我們的財政狀況。在2009年，

我們的總收入超過港幣九百萬元，當中的個人捐款

較2008年增加了港幣一百萬元。

在支出方面，我們投入資源推動「希望之友」每月

捐款計劃，建立長期並可持續的收入來源。此舉為

我們累積每月捐助人，好比一項投資，而這投資

能：（1）長遠地增加寰宇希望的收入；（2）使我

們擁有長期、具系統及持續性的財政來源；（3）

提高公眾關注窮人的需要，認識寰宇希望的服務計

劃；與及（4）增加我們的義工來源。

寰宇希望深信每分每毫的收入和支出的都是「投

資」。當你的捐款被投放在中港兩地兒童和長者的

服務時，你的投資就是建立未來——一個充滿關懷

的社會。當善款用在本機構的日常運作中，你的投

資就是協助本機構加強穩定性，管理則更趨完備，

並能在接下來的許多年，繼續為社會帶來希望和改

變生命。

感謝你作的投資，為大眾建立美好的將來！

收入
慈善捐款 

政府及商業機構資助

服務收費

利息/其他收入

支出
服務經費

行政經費

籌款及公眾�育

盈餘

寰宇希望（香港）2009財務概覽

港幣HK$
5,948,677
2,350,056

735,093
11,774

9,045,600

6,184,259
667,568

1,759,963
8,611,790

433,810

以上的概覽摘自經由王陳會計師事務所審核的2009

年財政報告。

任何人士若擬查閱我們2009年的核數報告，歡迎與

我們聯絡。

收 入

支 出

服務工作經費按受惠對象的分配

服務工作經費按性質的分配

醫療健康
12%

�育
88%

中國內地的兒童及
青少年

48%

香港的兒童及
青少年

40%

香港的長者
12%

服務經費
72%

行政經費
8%

籌款及公眾�育
20%

服務收費
8.1%

利息/其他收入
0.1%

政府及商業機構
資助

26.0%

慈善捐款
65.8%

自2009年9月1日開始



親愛的朋友，

在2009年，我們見証到於2008年憑著信心而行的決

定已開始獲得成果。

「六大品格支柱�育計劃」在完成�學計劃後，已

獲得進一步發展。現在，不僅我們的職員能夠使用

這課程�導兒童，我們的義工在參與培訓後也能應

用這�學計劃。這發展大大加強了我們的影響力，

讓我們能培養更多兒童，幫助他們學習六大品格支

柱。 

在昆明，我們於兩所農民工子弟學校分別開設了兩

間兒童希望中心，為1,400名兒童提供服務，讓他們

能夠接受基本健康檢查，使用中心的小型圖書館及

學習電腦技能。逢星期六，當地的大學生義工會使

用我們編制的「六大品格支柱�育計劃」課程，帶

領兒童上品格�育課堂。

劉德華先生在完成於柬埔寨斯漢諾親王醫院總監的三年任期後，重
回寰宇希望（香港），出任中國區總監。

「我們一同上學去！」多謝你的付出，讓這群受四川512地震影響
的兒童重獲希望。

在昆明的兩間兒童希望中心為1,400名兒童提供服務。

「六大品格支柱�育計劃」在完成�學計劃後，大大提高了我們
培養兒童品格的力量。

2009年，在香港和中國內地，我們的19名職員幫

助了的兒童、青少年和長者合共超過一萬九千名。

若不是有你的支持，成為我們的義工和捐助人，我

們決不可能有此成就。因你決定付出，數以千計有

需要的人士得到幫助。感謝你付出時間、才能、金

錢和愛心。請在此回顧一下，由你栽種的建樹。 

兒童希望中心的會員喜愛各
項活動，更從中擴闊視野，
增加生活體驗。

10,740名青少年因參與花旗集團成功在望獎勵計劃，得以尋獲自
信和盡展才能。

長者 ── 2009年，我們的長者服務項目幫助了接

近二千名居住在公共屋�的長者，當中主要是獨居

人士。得到你的探望和電話慰問，他們獲得關心和

照顧。你教導他們防跌知識，幫助他們測試跌倒

風險，能減低他們跌倒的機會及因跌倒而需要治療

的可能性。你所作的付出和服務令香港變得更和諧

及充滿愛心。 

兒童和青少年 ── 你對內地影響最大的是讓居於

四個省份的1,726名農村貧困學童和住在兩個城市

的450名農民工子女能在去年繼續升學。因你慷慨

解囊，我們能在昆明增設兩所兒童希望中心，為

1,400名學生服務。此外，在四川512地震發生的

17個月後，在安縣朝陽村的160名兒童能夠在全新

的幼稚園內學習和玩耍。

兒童 ── 在石硤尾的兒童希望中心為香港一群弱

勢兒童提供更佳的學習途徑、校內成績得到改善、

視野能夠擴闊，並可培養對生命影響深遠的良

好品格。感謝你讓1,312名兒童在過去一年參

與各式各樣的活動。 

對香港的影響 

青少年 ── 花旗集團成功在望獎勵計劃在2009年

以小額撥款資助了73項計劃。75位中學�師和社工

策劃及實行這些計劃，他們都非常關心年青一代能

否 擁 有 健 康 快 樂 的 生 活 。 在 他 們 努 力 下 ， 共 有

10,740名青少年能夠參與此計劃，並尋獲自信和學

習動機。當中更有人學到理財的知識，也有曾誤入

歧途的年輕人能重返正軌。他們全都邁向更光明的

未來。 

對中國內地的影響 

全賴許多慷慨贊助人的支持，我們能在四川安縣朝

陽村重建一所遭2008年512大地震摧毀的幼兒園。

在2009年10月，我和160名兒童一同慶賀新校園開

幕。見到老師和孩童充滿著愛心和抱著樂觀的態

度，我感到我的工作更具意義。

「希望之友」每月捐款計劃的進展大大鼓勵了我

們。謝謝你信任我們，為那些迫切需要希望的人捐

出你辛苦賺來的金錢。不論金額是多是少，你這付

出的決定，肯定能為許多香港和中國內地的人，帶

來生命改變的影響。 

我很感謝寰宇希望（香港）的各位董事，在我完成柬

埔寨斯漢諾親王醫院總監的任期後，讓我重回這裡

出任中國區總監。感謝執行總監廖立�先生在過去3

年用心帶領本機構，表現出色，並將繼續在這崗位

上協助機構的發展。

誠心希望這份年報，能讓你看見你所作的貢獻並得

到鼓舞。

寰宇希望中國區總監 在2009年，你
為 中 國 內 地 帶
來 的 影 響 ： 超
過2,100名農村
學 童 和 農 民 工
子 女 能 繼 續 學
業。

我們的商業機構合作夥伴不但出錢，還會出力，讓他們的職員參
與義務工作。

在2009年，我們的長者服務計劃接觸了約二千名長者，而防跌工
作是計劃的重點之一。

中國區總監的信 服務成果 財 政

董事
寰宇希望（香港）

管理團隊

董事及管理團隊

黃健雄醫生（主席）

冼檀嘉醫生

林志信先生

Mrs. Lynne Hembree Green

Mrs. Joan Deseree Smith

劉德華先生（中國區總監）

廖立�先生（執行總監）

鍾有榮先生（項目總監）

黃慧碧女士（財務經理）

很高興能向大家匯報我們的財政狀況。在2009年，

我們的總收入超過港幣九百萬元，當中的個人捐款

較2008年增加了港幣一百萬元。

在支出方面，我們投入資源推動「希望之友」每月

捐款計劃，建立長期並可持續的收入來源。此舉為

我們累積每月捐助人，好比一項投資，而這投資

能：（1）長遠地增加寰宇希望的收入；（2）使我

們擁有長期、具系統及持續性的財政來源；（3）

提高公眾關注窮人的需要，認識寰宇希望的服務計

劃；與及（4）增加我們的義工來源。

寰宇希望深信每分每毫的收入和支出的都是「投

資」。當你的捐款被投放在中港兩地兒童和長者的

服務時，你的投資就是建立未來——一個充滿關懷

的社會。當善款用在本機構的日常運作中，你的投

資就是協助本機構加強穩定性，管理則更趨完備，

並能在接下來的許多年，繼續為社會帶來希望和改

變生命。

感謝你作的投資，為大眾建立美好的將來！

收入
慈善捐款 

政府及商業機構資助

服務收費

利息/其他收入

支出
服務經費

行政經費

籌款及公眾�育

盈餘

寰宇希望（香港）2009財務概覽

港幣HK$
5,948,677
2,350,056

735,093
11,774

9,045,600

6,184,259
667,568

1,759,963
8,611,790

433,810

以上的概覽摘自經由王陳會計師事務所審核的2009

年財政報告。

任何人士若擬查閱我們2009年的核數報告，歡迎與

我們聯絡。

收 入

支 出

服務工作經費按受惠對象的分配

服務工作經費按性質的分配

醫療健康
12%

�育
88%

中國內地的兒童及
青少年

48%

香港的兒童及
青少年

40%

香港的長者
12%

服務經費
72%

行政經費
8%

籌款及公眾�育
20%

服務收費
8.1%

利息/其他收入
0.1%

政府及商業機構
資助

26.0%

慈善捐款
65.8%

自2009年9月1日開始



帶 來 希 望 · 改 變 生 命

年  報 2 0 0 9

當年，這一群年輕人的一個決定拯救

了一位少女，也改寫了她的人生。

在2002年，鞏曉芳(右)應邀來港分享她的經歷，並多謝大家改變她的生命。

在考取碩士後，曉芳現時在
江蘇省鹽城市鹽城工學院任
教。

我們非常感謝大家在2009年並過去許多年一直支持寰宇希望。這年報的內容是
你付出的成果。無論是捐款或是抽空作義工，你的一個決定讓這世界充滿希望，
同時改變了許多生命。謹此向大家致敬。

此刻，我們誠邀你多走一步，查閱以下的事項，看看有沒有未曾參與的項目，並
作出行動：

·成為我們的義工。直接為有需要的人士服務，使你的支持更具意義。

·支持我們的每月捐款計劃，幫助我們長遠地減低籌款和行政成本。

·與其他人分享有關寰宇希望的工作。向他們分享為何你選擇支持我們，讓他們
　詳 閱 這 份 年 報 ， 並 建 議 他 們 瀏 覽 我 們 的 網 站 和 F a c e b o o k 的 專 頁
　(www.hopeww.org.hk, www.facebook.com/hopewwhk)，又或以電郵告訴我們
　該和誰人聯絡(elexaliu@hopeww.org.hk)。

讓我們並肩合作，在2010年及以後的日子帶來更多的希望和改變更多的生命。

鳴 謝合作夥伴 —— 特別介紹

黎家信和他的博客朋友不僅喜歡寫網絡日誌，還熱
心參加義務工作，努力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在2007年，家信在港鐵站看到寰宇希望長者防跌
安全日的海報。海報上寫著的四個字「提供培訓」
引起了他的注意。從那時起，「家友站義工團」一
直積極地參與我們的長者服務計劃。

家友站義工團
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例如知會
房委會，讓他們可以盡快將她
住的單位安排給另一位有需要
的長者。我從未見過有人以這
樣正面的態度面對死亡。」

寰宇希望以聖經中關愛及助人的信念為
本，於17年前得到香港基督�會的成員協
助，開始在香港服務。香港基督�會是我
們長期的合作夥伴，不僅在財政方面給予
我們強力的支持，更鼓勵他們的成員成為
我們的義工。在2009年，他們因參與義工

服務超過一萬小時而獲嘉許。

香港基督�會的職工馬曉嫦女士和我們分享他們身
為合作夥伴的觀點。

寰宇希望：

香港基督�會：

家信說：「我欣賞寰宇希望給
予義工強力的支持。」

香港基督�會是我們的長期合作夥伴，
他們在2009年因參與義工服務超過一萬
小時而獲嘉許。

寰宇希望：

香港基督�會：

寰宇希望：

香港基督�會：

家友站義工團
參與我們的長
者服務，為長
者 帶 來 正 能
量。

主要合作夥伴

Zhilan Foundation

社區團體合作夥伴
·上智英文書院
·大坑東宣道小學
·中華基督�會銘賢書院
·中華傳道會基石堂
·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
·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
·東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社會福利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西九龍)
·紀恩
·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葵青獅子會
·香港佛�聯合會佛�正行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維港灣長者會所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香港基督女青年會婦女事工隊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家友站義工團
·耆康會荃葵青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荔景�居聯會
·彩虹�服務聯會
·國際管理協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深水�街坊福利會小學
·許海周倩蘭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逸葵綜合發展中心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嗇色園主辦可泰耆英鄰舍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健耆英地區中心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聖雅各福群會
·瑪利諾中學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鄰舍輔導會深水�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樹仁大學社會服務團
·澳門國際基督�會
·耀中國際學校
·Hopkins Management Group Limited

商業機構合作夥伴
·日本航空公司
·太吉採購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立信門富士紡織機械有限公司
·西聯匯款
·亞洲聯合財務
·花旗集團
·虎標
·信和集團
·美國通用電氣國際公司
·美國道富銀行
·香港豬嘜
·敏興有限公司
·福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Disney ABC Television Ltd.
·Laurence Lai Gallery

其他合作夥伴
·陝西省�育廳 
·陝西省旬邑縣育局
·甘肅省�育廳 
·甘肅省會寧縣�育局
·湖南省�育廳
·湖南省張家界市民族中學
·雲南省�育廳 
·雲南省元陽縣育局

獨立人士合作夥伴
·梁智鴻醫生，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許俊炎先生，中華基督會香港區會學務部總監
·馮民樂先生，社會福利署
·蔡元雲醫生，策略發展委員會行政委員會委員
·羅慧娟小姐

香港辦事處：香港九龍石硤尾大坑東�東輝樓地下1-6A室
　　　　　　電話：(852) 2588 1291　　傳真：(852) 2588 1306　　網址：http://www.hopeww.org.hk

澳門辦事處：澳門郵政信箱6201號
　　　　　　電話：(853) 6668 3038　　網址：http://www.hopeww.org.mo

的
改變生命
決定

這故事是在2000年開始的。 

那年夏天，一隊由美國的大學生組成的義工團

隨我們到了湖南省，去到位於該省西部、偏遠

卻風景優美的張家界。 

義工為張家界市民族中學的學生舉行了為期兩

週的英語夏令營。以下的一段文字節錄自其中

一位參加者當時的旅行日誌：

多走一步（不太難的！）

註：排名先按中文筆劃序，再按英文字母排序

香港基督教會

對家信來說，那一次服務長者的經驗是最難
忘的呢？

「寰宇希望給予義工強力的支持是我欣賞你們機構
的地方。在服務前，你們能為我們提供培訓和仔細
的服務資料。事實上，我們將你們教授的知識整理
及儲存在我們的資料庫，當我們為其他沒有很多義
工培訓的機構服務時，便能加以利用。是你們幫助
我們得到這些技能，讓更多的人認識如何成為義工。

對我們的回應和建議，你們抱著開放的態度。我　
很高興我們的關係是雙向的，這樣很健康。」

寰宇希望為我們提供了接觸有需要
人士的渠道，並為基督徒帶來服務機會，讓他們以
自己的才能回饋社會。

你們開創了許多獨特的服務項目，譬如在90年代中
期，你們是首個為長者安排
家居清潔及髹漆大型服務的
機構，也是首批專為內地來
港的新移民兒童提供服務的
機構之一。現時，許多機構
都有類似的活動和服務了。
你們開發了社區服務的「潮
流」，使更多的人受惠。

那是在1995年夏天，我們剛開始
參與義工服務，為住在將軍澳臨時房屋區的新來港
兒童服務。今天的將軍澳已發展得非常完善，很難
想像90年代中存在著臨時房屋區了！我負責策劃一
項大哥哥大姐姐的活動。每逢週末，都有不同的義
工來到，輔導孩子的功課、陪他們閱讀及一同玩遊
戲。在暑假結束時，我們舉辦了一個嘉年華會，但
那日卻下著傾盆大雨，最令我們驚訝的是所有的小
朋友都冒雨來參加。我們整天在雨中玩耍。在嘉年
華會結束時，我們一同唱歌，大家都流下淚來，沒
有人捨得離去，真的令人感動。

我認為服務新來港兒童能實際地協助他們融入社
會，也讓我們能共同建立香港。

我 以 � 會 為 榮 。
我相信，藉著義務工作，我們不
單能夠幫助他人，更同時帶給人
們希望。

「在其中一次的長者希望日，我到一個90
歲婆婆的家去探訪。我留意到在她家的牆
上貼了一張紙。我仔細地看了看，原來這
是一封授權信，讓一個機構代為辦理她的
身後事，包括捐出她的財產、處理她的遺
物等。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很少人這樣
公開地談及死亡。她告訴我們，因為她從
來沒有結婚，所以沒有家庭，因此她授權
給那機構辦理此事。她認為，料理去世後

家信認為，義工能為長者帶來
正能量，當他們講述以往的經
歷時，能幫助他們認同自己的
價值。我們非常感謝這群充滿
活力和熱情的義工，他們鼓勵
了我們社區內無數的長者，並
為他們帶來希望。

這夥伴關係如何能為�會帶來裨益，又
如何對社會作出貢獻呢？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次難忘的義工體驗
嗎？

獲得一萬小時服務獎後有何感受？

「今天，我們救了一個女孩。校內報告板上張

貼了一則很大的白色告示。原來有名學生患了

腦膜炎，情況危殆，急需人民幣$3,000元才可

入院醫治。她名叫曉芳，13歲。但她的父母沒

錢支付她的醫療費用。我向大家宣佈了此事件，

隨即每人都捐上金錢⋯⋯結果，我們籌得人民

幣3,350元。曉芳的家人感動得流下淚來。」

「我現在已經研究生畢業了，現在在江蘇省鹽

城市鹽城工學院工作，作為一名大學老師，這

工作很好，我很喜歡。⋯⋯我 ── 一個農村窮

山溝裡的女孩走到今天，我一直都沒忘記你們

對我的無私幫助，我時時牢記著，我希望有一

天我也能像你們一樣對這個社會有所幫助、有

所作為。」

結果，曉芳痊癒了。後來，寰宇希望繼續支持

她的�育費，助她完成高中�育。

轉瞬間，九年過去。在2009年，我們收到鞏曉

芳傳來的電子郵件。她說：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家中的成年在職人士若

有高中�育程度，便幾乎能保證這家庭能夠脫

貧。鞏曉芳擁有遠遠超過高中的學歷。她的生

命和將來真實地得到改變。 

誠意地將這2009年的年報獻給2000年的那群大

學生、寰宇希望的各位義工及捐款人。無論是

2009年抑或是2000年，是捐款或是當義工，又

或只是向身邊的人介紹我們的工作，這一切都

是伸出仁慈和慷慨之手的決定，並且這決定都

能夠帶來即時的幫助及改變一生的影響。

今天的曉芳就是活生生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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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這一群年輕人的一個決定拯救

了一位少女，也改寫了她的人生。

在2002年，鞏曉芳(右)應邀來港分享她的經歷，並多謝大家改變她的生命。

在考取碩士後，曉芳現時在
江蘇省鹽城市鹽城工學院任
教。

我們非常感謝大家在2009年並過去許多年一直支持寰宇希望。這年報的內容是
你付出的成果。無論是捐款或是抽空作義工，你的一個決定讓這世界充滿希望，
同時改變了許多生命。謹此向大家致敬。

此刻，我們誠邀你多走一步，查閱以下的事項，看看有沒有未曾參與的項目，並
作出行動：

·成為我們的義工。直接為有需要的人士服務，使你的支持更具意義。

·支持我們的每月捐款計劃，幫助我們長遠地減低籌款和行政成本。

·與其他人分享有關寰宇希望的工作。向他們分享為何你選擇支持我們，讓他們
　詳 閱 這 份 年 報 ， 並 建 議 他 們 瀏 覽 我 們 的 網 站 和 F a c e b o o k 的 專 頁
　(www.hopeww.org.hk, www.facebook.com/hopewwhk)，又或以電郵告訴我們
　該和誰人聯絡(elexaliu@hopeww.org.hk)。

讓我們並肩合作，在2010年及以後的日子帶來更多的希望和改變更多的生命。

鳴 謝合作夥伴 —— 特別介紹

黎家信和他的博客朋友不僅喜歡寫網絡日誌，還熱
心參加義務工作，努力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在2007年，家信在港鐵站看到寰宇希望長者防跌
安全日的海報。海報上寫著的四個字「提供培訓」
引起了他的注意。從那時起，「家友站義工團」一
直積極地參與我們的長者服務計劃。

家友站義工團
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例如知會
房委會，讓他們可以盡快將她
住的單位安排給另一位有需要
的長者。我從未見過有人以這
樣正面的態度面對死亡。」

寰宇希望以聖經中關愛及助人的信念為
本，於17年前得到香港基督�會的成員協
助，開始在香港服務。香港基督�會是我
們長期的合作夥伴，不僅在財政方面給予
我們強力的支持，更鼓勵他們的成員成為
我們的義工。在2009年，他們因參與義工

服務超過一萬小時而獲嘉許。

香港基督�會的職工馬曉嫦女士和我們分享他們身
為合作夥伴的觀點。

寰宇希望：

香港基督�會：

家信說：「我欣賞寰宇希望給
予義工強力的支持。」

香港基督�會是我們的長期合作夥伴，
他們在2009年因參與義工服務超過一萬
小時而獲嘉許。

寰宇希望：

香港基督�會：

寰宇希望：

香港基督�會：

家友站義工團
參與我們的長
者服務，為長
者 帶 來 正 能
量。

主要合作夥伴

Zhilan Foundation

社區團體合作夥伴
·上智英文書院
·大坑東宣道小學
·中華基督�會銘賢書院
·中華傳道會基石堂
·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
·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
·東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社會福利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西九龍)
·紀恩
·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葵青獅子會
·香港佛�聯合會佛�正行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維港灣長者會所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香港基督女青年會婦女事工隊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家友站義工團
·耆康會荃葵青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荔景�居聯會
·彩虹�服務聯會
·國際管理協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深水�街坊福利會小學
·許海周倩蘭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逸葵綜合發展中心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嗇色園主辦可泰耆英鄰舍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健耆英地區中心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聖雅各福群會
·瑪利諾中學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鄰舍輔導會深水�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樹仁大學社會服務團
·澳門國際基督�會
·耀中國際學校
·Hopkins Management Group Limited

商業機構合作夥伴
·日本航空公司
·太吉採購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立信門富士紡織機械有限公司
·西聯匯款
·亞洲聯合財務
·花旗集團
·虎標
·信和集團
·美國通用電氣國際公司
·美國道富銀行
·香港豬嘜
·敏興有限公司
·福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Disney ABC Television Ltd.
·Laurence Lai Gallery

其他合作夥伴
·陝西省�育廳 
·陝西省旬邑縣育局
·甘肅省�育廳 
·甘肅省會寧縣�育局
·湖南省�育廳
·湖南省張家界市民族中學
·雲南省�育廳 
·雲南省元陽縣育局

獨立人士合作夥伴
·梁智鴻醫生，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許俊炎先生，中華基督會香港區會學務部總監
·馮民樂先生，社會福利署
·蔡元雲醫生，策略發展委員會行政委員會委員
·羅慧娟小姐

香港辦事處：香港九龍石硤尾大坑東�東輝樓地下1-6A室
　　　　　　電話：(852) 2588 1291　　傳真：(852) 2588 1306　　網址：http://www.hopeww.org.hk

澳門辦事處：澳門郵政信箱6201號
　　　　　　電話：(853) 6668 3038　　網址：http://www.hopeww.org.mo

的
改變生命
決定

這故事是在2000年開始的。 

那年夏天，一隊由美國的大學生組成的義工團

隨我們到了湖南省，去到位於該省西部、偏遠

卻風景優美的張家界。 

義工為張家界市民族中學的學生舉行了為期兩

週的英語夏令營。以下的一段文字節錄自其中

一位參加者當時的旅行日誌：

多走一步（不太難的！）

註：排名先按中文筆劃序，再按英文字母排序

香港基督教會

對家信來說，那一次服務長者的經驗是最難
忘的呢？

「寰宇希望給予義工強力的支持是我欣賞你們機構
的地方。在服務前，你們能為我們提供培訓和仔細
的服務資料。事實上，我們將你們教授的知識整理
及儲存在我們的資料庫，當我們為其他沒有很多義
工培訓的機構服務時，便能加以利用。是你們幫助
我們得到這些技能，讓更多的人認識如何成為義工。

對我們的回應和建議，你們抱著開放的態度。我　
很高興我們的關係是雙向的，這樣很健康。」

寰宇希望為我們提供了接觸有需要
人士的渠道，並為基督徒帶來服務機會，讓他們以
自己的才能回饋社會。

你們開創了許多獨特的服務項目，譬如在90年代中
期，你們是首個為長者安排
家居清潔及髹漆大型服務的
機構，也是首批專為內地來
港的新移民兒童提供服務的
機構之一。現時，許多機構
都有類似的活動和服務了。
你們開發了社區服務的「潮
流」，使更多的人受惠。

那是在1995年夏天，我們剛開始
參與義工服務，為住在將軍澳臨時房屋區的新來港
兒童服務。今天的將軍澳已發展得非常完善，很難
想像90年代中存在著臨時房屋區了！我負責策劃一
項大哥哥大姐姐的活動。每逢週末，都有不同的義
工來到，輔導孩子的功課、陪他們閱讀及一同玩遊
戲。在暑假結束時，我們舉辦了一個嘉年華會，但
那日卻下著傾盆大雨，最令我們驚訝的是所有的小
朋友都冒雨來參加。我們整天在雨中玩耍。在嘉年
華會結束時，我們一同唱歌，大家都流下淚來，沒
有人捨得離去，真的令人感動。

我認為服務新來港兒童能實際地協助他們融入社
會，也讓我們能共同建立香港。

我 以 � 會 為 榮 。
我相信，藉著義務工作，我們不
單能夠幫助他人，更同時帶給人
們希望。

「在其中一次的長者希望日，我到一個90
歲婆婆的家去探訪。我留意到在她家的牆
上貼了一張紙。我仔細地看了看，原來這
是一封授權信，讓一個機構代為辦理她的
身後事，包括捐出她的財產、處理她的遺
物等。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很少人這樣
公開地談及死亡。她告訴我們，因為她從
來沒有結婚，所以沒有家庭，因此她授權
給那機構辦理此事。她認為，料理去世後

家信認為，義工能為長者帶來
正能量，當他們講述以往的經
歷時，能幫助他們認同自己的
價值。我們非常感謝這群充滿
活力和熱情的義工，他們鼓勵
了我們社區內無數的長者，並
為他們帶來希望。

這夥伴關係如何能為�會帶來裨益，又
如何對社會作出貢獻呢？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次難忘的義工體驗
嗎？

獲得一萬小時服務獎後有何感受？

「今天，我們救了一個女孩。校內報告板上張

貼了一則很大的白色告示。原來有名學生患了

腦膜炎，情況危殆，急需人民幣$3,000元才可

入院醫治。她名叫曉芳，13歲。但她的父母沒

錢支付她的醫療費用。我向大家宣佈了此事件，

隨即每人都捐上金錢⋯⋯結果，我們籌得人民

幣3,350元。曉芳的家人感動得流下淚來。」

「我現在已經研究生畢業了，現在在江蘇省鹽

城市鹽城工學院工作，作為一名大學老師，這

工作很好，我很喜歡。⋯⋯我 ── 一個農村窮

山溝裡的女孩走到今天，我一直都沒忘記你們

對我的無私幫助，我時時牢記著，我希望有一

天我也能像你們一樣對這個社會有所幫助、有

所作為。」

結果，曉芳痊癒了。後來，寰宇希望繼續支持

她的�育費，助她完成高中�育。

轉瞬間，九年過去。在2009年，我們收到鞏曉

芳傳來的電子郵件。她說：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家中的成年在職人士若

有高中�育程度，便幾乎能保證這家庭能夠脫

貧。鞏曉芳擁有遠遠超過高中的學歷。她的生

命和將來真實地得到改變。 

誠意地將這2009年的年報獻給2000年的那群大

學生、寰宇希望的各位義工及捐款人。無論是

2009年抑或是2000年，是捐款或是當義工，又

或只是向身邊的人介紹我們的工作，這一切都

是伸出仁慈和慷慨之手的決定，並且這決定都

能夠帶來即時的幫助及改變一生的影響。

今天的曉芳就是活生生的明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