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姊弟妹來自河邊小城Kampong Thom一個家庭，父親不幸

去世後，母親實在沒有能力撫養五個孩子，當年最大的

Vita也只得12歲，預期一起捱餓，便唯有留下年紀較大的

二姐幫忙幹活，而將身體較差的大家姐Vita和三個年幼的

弟妹Vitou、Vitok和Melissa送到UNACAS寄養。

四姊弟妹都很感恩能進到UNACAS和得到善心人士的認養，

除了食住外，還有讀書的機會，可以學習英文。回想起在

孤兒院的日子，年紀最少的Vitok和Melissa最開心的是見

到開心樹的創辦人黃克勤牧師和義工隊到訪，帶來紅寶石餐廳的扎肉法包、燒雞、汽水、糖果小食，還有

很多玩具和遊戲，但這也不及上義工們的陪伴和關心，那種被愛護和掛念的感覺讓小小的心靈得到很大的

安慰和滿足。

對於Vitou來說，升讀大學是他人生的轉捩點。Vitou最記得當他12班時十分希望升讀大學，因學費及城市

的生活費難以負擔，經過多番考慮仍苦無出路。有一天黃牧師和義工探訪UNACAS，Vitou與他們分享了

自己的願望和難處。過了幾個月，Vitou收到了一個大喜的消息，開心樹與幾位義工為他找到了大學學費

的支持，他有機會讀大學了！同時他可在彩虹橋擔任導師，好讓他能夠賺取生活費，在首都金邊生活。

至於大家姐Vita，她十分感謝在她患重病時各位香港朋友支持她的醫療費用，否則她一定不能活過來，是

這麼多人給予了她第二條的生命。

十八年過去，Vita和Vitou都已經有自己的家庭，各有兩個女兒和兩個兒子，Vitok也已完成大學後工作了數

年。狀況雖改變，但他們對孤兒和孩子的心不變，Vita現在是生命樹的傳道人，希望接觸更多小孩子，讓

他們找到生命的盼望；Vitou是開心家園孤兒院的院長，希望繼續照顧無依無靠的孤兒，給予孩子們一個安

穩快樂的家；Vitok是開心樹孤兒大學生的導師，希望陪伴孤兒成長，讓他們找到人生的方向，而他更希望

繼續進修碩士，獲取更多知識。年紀最少的Melissa則希望能有自己的美容院。

Vita、Vitou、Vitok和Melissa
在不同認養者的支持下見到人生的曙
光，成為他們為夢想奮鬥的動力。
感謝各位開心之友，你的善心不但
祝福了他們這一家，更祝福了他們
四人各自的家庭和下一代，甚或更
多的孤兒和貧童。

Vita、丈夫與兩個
女兒。

Vitou、太太與兩個
兒子。

左起：Melissa、
Vitok、Vitou、
媽媽、Vita、二家姐。

祝福了5個家庭
相信很多老朋友都記得UNACAS，開心樹在柬埔寨第

一所開始支持的孤兒院。也許你會記得有幾個孩子

的樣子是十分相似的，他們就是大家熟識的Vita、

Vitou、Vitok和最小的妹妹Melissa！



實踐工程師之夢
我們認識及開始支持Run Kim Sross是2009年，當時他已是中學生了，在金邊

的一所小小的孤兒院CPCDO中生活。CPCDO的生活環境十分擠逼，十多個男

孩子只能睡在一張大的木板牀上，而每逢雨季院舍都持續水浸，孩子極容易

生病。後來得到教會和不少善心人的資助，開心樹在2011年成立了開心家園

孤兒院，原本住在CPCDO的孩子遷往開心家園，Kim Sross便是其中之一。

那時已是Kim Sross在高中的最後一年，正在預備大學入學公開試。雖然他深信自己能考上大學，但亦知

道自己沒有支持的話，成績再好也負擔不了學費。這時遇到了義工隊探訪，他和我們的義工分享了他的憂

慮和夢想。義工十分欣賞Kim Sross，知道他刻苦耐勞、自學英語，而且學習優異成績，便承諾只要Kim 

Sross能考進大學，義工便會支持他的學費。

不負眾望，Kim Sross成功考進大學的工程系，經過數年苦

讀畢業和實習後，現時已是一位土木工程師。他更建立了自

己的家庭，有一名女兒。他感謝上帝、感謝開心樹、也感謝

他的支持者，因為沒有多方的愛和鼓勵，他也不可能擁有現

在的人生，所以他也會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弱小的孩子。

孤兒在沒有人引導下成長，彷彿在黑暗中摸索，開心樹希望有更多人與孩子同行，照亮他們的人生，陪伴孩子
跨過人生中的障礙，向自己的夢想進發。

愛滋母親的託孤
2004年12月的一天，一位瘦弱的母親帶著她剛滿3歲的女兒Srey Na來到彩虹

橋，那時彩虹橋還是剛開始運作，但因著那時是全國第一間，亦是唯一一間專

門收容愛滋孤兒的孤兒院，短短兩星期便有數十名孩子從政府醫院、不同機構

和人士轉介過來。

Srey Na的母親告訴我們，丈夫因愛滋病死了，母女沒有生產力，根本不能生活，而且她自己也有愛滋病，

身體很虛弱，估計也不久於人世，聽聞彩虹橋可收留愛滋孤兒，便帶著Srey Na到來，希望我們以後可照

顧她。我們立即替Srey Na做了快速測試，果然小小的Srey Na身體也帶有愛滋病毒(即HIV+)。於是我們和

母親辦了手續，將Srey Na全權交給彩虹橋監護和照顧。從此，Srey Na成了彩虹橋的孩子。

Srey Na母親臨別前和女兒喁喁細語，告訴Srey Na先在彩虹橋住下，有很多

好味的食物，也有很多小朋友陪她玩，母親很快便會回來接她⋯⋯其實，同

工們都知道，Srey Na母親應該沒有機會再到彩虹橋了。第二天早上，Srey Na

醒來吃過早點，便開始站在彩虹橋的大門鐵閘下等待，從早上到中午，再從

中午再到日落，無論同工和其他小朋友怎樣叫她，她也不肯離開，始終記著

媽媽的約定，這樣的日子持續了數個月。幼小的孩子比較善忘，加上漸漸適

應了彩虹橋的生活，Srey Na後來也像其他孩子一樣，在院舍學習、玩耍、過

群體的生活，便沒有再站到大門鐵閘下等待。

今年，Srey Na20歲了，已經正式進入大學修讀會計與金融，是一個文靜、細
心和謹慎的女孩子。看著Srey Na長大成人，我們也算是幸不辱命地完成了她
母親臨終的託付。



孩子染上新冠肺炎的日子
2021年對彩虹橋來說是很煎熬的一年，愛滋孤兒免疫力本就比較弱，我們在防疫上十分慎重，可以

使用的防守措施也用盡了，無奈因居住環境狹窄，終於也守不住。

2021年6月，我們收到33個彩虹橋孩子（25個於兒童院舍、7個女生宿舍和1個彩虹橋孤兒大學生）

感染了新冠肺炎的消息，猶如晴天霹靂。全部確診的孩子都被送到鑽石島隔離中心，不得有成人陪

伴，我們實在很擔心。

慶幸彩虹橋大孩子在隔離中心的時候自覺照顧較少的孩

子，而孩子們亦在電話說隔離中心環境不錯，飯餸亦尚

算可口，才讓我們放下心頭大石。孩子們除了帶了衣物

到隔離中心外，還有孩子帶了聖經。他們的舉動實在令

我們感動，因為孩子知道在任何逆境，主耶穌都與他們

同在。我們每天都記掛着這群孩子，希望他們能夠平安

健康。

留守在彩虹橋的孩子在導師指導下每天做體操，保持身體健康。此外，孩子們一同祈禱，希望主耶穌保守
在隔離中心的朋友們。

幸好有彩虹橋的大哥哥
在旁，較少的孩子在隔
離中心也不害怕了。

孩子在隔離中心裡不忘一同閱讀聖經，因他們
知道無論身在何地，主耶穌都與他們同在。

年紀小的孩子要離開熟悉的家，感到十分惶恐。

受感染的孩子被送往隔離營後，衛生局派人到院舍消
毒，防止留守的孩子受到感染。



在這漫長的隔離期，大家更學懂了在陌生的地方互助互愛、一同打點及處理家務，對孩子來說也是一個

寶貴的歷程。經過兩個月的寧靜，彩虹橋宿舍再次變得熱鬧起來，我們為孩子準備好燒雞大餐來慶祝，

孩子們辛苦了，歡迎回到彩虹橋大家庭！

有著您們在背後的支持及祈禱，以及一群關心和願意為
孩子付出的同工，實是我們強大的後盾！

大小孩子合作處理一切起居飲食是一個新挑戰呢！ 每天大家一同做體操。

在離開隔離中心後，我們借用開心樹姊妹機構生命樹宣教網絡的宿舍作為隔離宿舍，供出院的男孩子入

住，防止有復陽個案感染留在彩虹橋的孩子。

在生命樹宿舍的隔離期對孩子是全新的挑戰，在完全沒有院長、看護姨姨和導師指導下，大小孩子要合

作處理一切起居飲食，包括煮飯、日常清潔、家務、探熱和記錄體溫等等。除了住得稍為擠迫之外，倒

也樂也融融。由於孩子們的測試結果很反覆，彩虹橋由原來封鎖的14天，到不斷再有孩子復陽而延遲解

封。經過六星期的隔離後，孩子終於能夠回到熟悉的家了！



院舍維修及設備籌募
開心家園於2010年建成，至今已為120多名孤兒提

供了照顧和教育，大家像兄弟姊妹一樣互助互愛地

生活。部份孤兒已自立離院，現在仍有50多名孤兒

居住在開心家園。

經過十年的風吹雨打，開心家園一些設備已開始老

化而需要添置或更換。感謝各位開心之友在籌募上

慷慨的捐獻，讓孤兒們有一個更安全的家。

睡房地磚有爆裂的情況。柬埔寨人在

室內不會穿鞋子，破爛的地磚容易割

破孩子的腳。

房間地磚維修 

睡房的地磚修補後，孩子再不用擔心踏到破爛的地磚而受傷了!

開心家園男孩子和女孩子睡房樓層是分開

的，孩子們漸漸長大，我們在通往女生樓

層的樓梯口加建一個閘門，在晚上睡覺時

關上，讓女孩子有更多私隱，保障她們的

安全。

加設分層閘門 

有了分層閘門，女孩子們可以更安心睡覺了！

院舍二樓走廊某部份鐵圍欄受風雨侵

蝕，都已經生鏽和斷開，這層樓為女

孩子的房間，為著孩子的安全，圍欄

需要維修。

樓層圍欄維修 

樓層圍欄維修後十分堅固，孩子們可以更安心在走廊玩耍了！

謝謝您給我們安全的家。



感謝開心之友的捐獻，孩子們再不用擔心車子在回學校
的途中拋錨，可以安心準時回校上課了！

柬埔寨常見的tuk-tuk是孩子每日上學的交通工具。孩子日漸長大，開心家園大部分孤兒已屆上學年齡，原來

使用的tuk-tuk已經不夠位置接載孤兒上學，加上tuk-tuk機件已經老化，經常需要維修，耗費時間和金錢，所

以我們需要更換一輛tuk-tuk來應付日常所需。

謝謝您讓我們可以安全的往返學校 - 更換tuk-tuk

為了省錢，也為了讓孩子們為自己的家出一分力，當工人把樓層圍欄維修及加設分層閘門後，便輪到孩子
開始「工作」了！孩子們拿起油漆、油漆掃，把圍欄及分層閘門塗上顏色，實行「自己家園自己油」！

柬埔寨的食用水不時會有沉積物，位於金邊外圍的開心家園更特別嚴重。開心樹多年來有為院舍添置了食用水濾

水器，但因原有的濾水器已陳舊，為確保孤兒能有乾淨的食用水，開心家園需要一個較大及較新型的濾水器。

謝謝您給我們乾淨的水 - 更換食用水濾水器系統

感謝開心之友的捐獻，讓我們能夠更換食用水濾水器
系統，孩子有乾淨的水飲用了！



新冠肺炎在2021年嚴重影響了柬埔寨孩子的生活。柬埔寨政府在不同的省份實施了封城措施，位於

金邊的彩虹橋及金邊外圍的開心家園都受到嚴重的影響。

其中對孩子最大的影響可說是長達七個月的學校停止面授課堂，學校被逼實施網上學習，不過柬埔

寨的網上學習卻不如香港般完善。柬埔寨的網課不是Zoom實時上課，而且每個老師採用不同的方式

教學，有些是錄影，有些就只有錄音教授課程，實在讓孩子和作為家長的我們無所適從。

另外，我們在硬件上也遇到不少困難。由於院舍沒有太多資源，不同年級的孩子只能分開時段上網

課，輪流借用我們導師的手機，幾個孩子靠著一個細小的螢幕來學習。

由於網上學習過程中缺少與老師互動發問的機會，孩子們能從中吸收的實在十分有限，故此，我們

孤兒院的導師除了在網課期間從旁協助外，也為孩子提供了額外的

柬語班、數學班等，務求讓孩子追得上學習進度。

為了減少孩子受感染的機會，音樂班以及戶外活動都只能暫停。在

漫長封城的日子一直要待在孤兒院不能外出玩耍，實在十分納悶。

為了不浪費光陰，院舍的導師為孩子準備了不同的課外活動，例如

歌唱時間、團體遊戲以及聖經班等等，讓孩子在封城期間的身心靈

能夠繼續健康發展。

此外，導師們每天為孩子準備小小智力競賽，收集不同的有趣語文題目、數學題目，讓孤兒院的孩子一同

動動腦筋想出答案 。



孤兒院的孩子或許出生沒有像其他人般幸運，孩子因著不同的原因進入開心樹的院舍，我們除了盡力為他

們提供常規教育外，亦提供不同的興趣班，包括英文班、中文班、繪畫班和足球訓練班等等，讓孩子能有

多方面全人的發展，開拓他們的眼界。

在情況許可的時候，我們都盡量為孩子提供戶外活動的機會，讓孩子呼吸新鮮的空氣，亦可以透過跑動來

促進孩子的大肌肉發展。我們為孩子安排了足球訓練班，孩子穿上球衣特別精神奕奕呢！

足球訓練班

感謝我們的義工Fiona每星

期為彩虹橋的孩子舉辦線上

繪畫班，除了讓孩子體驗藝

術的樂趣，更培養孩子的想

像力、專注力和毅力，大家

都畫得很好呢！

繪畫班

我們特別感謝鄭志剛鄭余雅穎基金資助彩虹穚的兒童成長項目及葵青扶輪社資助開心家園的外語班，讓孩

子可以及早裝備自己，提高競爭優勢。

雖然外語班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暫停了長達超過半年，但沒有減低孩子對學習外語的熱誠，因為他們知道

這個學習機會不是必然的。從院長傳來的學習片段看得出孩子很努力為自己的將來打拼，希望我們下次去

柬埔寨探望孩子時，我們可以用中文和英文與孩子溝通！

外語班

立即掃描二維碼QR Code
觀看孩子學習中文的成果!



開心家園英語講故事比賽
感謝葵青扶輪社贊助開心家園舉辦英語講故事比賽，讓孩子有機會在課堂外運用英文，亦透過這活

動去增加孩子對英文的興趣和運用英語的信心！

是次比賽合共有31位孩子參與，或許孩子的英語未必很流利，但他們努力地綵排、準備、學習如何

講故事，這些經驗比起輸贏更是寶貴。孩子挑選了自己喜愛的英文故事書，在眾多的觀眾前用第二

語言分享故事真的不容易呢，不得不給你們一個「讚」！

除了英語講故事比賽外，每個級別的孩子還準備了英語戲劇表演，

他們的造型和表現實在讓我們捧腹大笑和喜出望外！孩子們的創意

和組織力是不容忽視的，只要給予機會和鼓勵，他們便能從生活中

發揮，從經驗中成長！

孩子們一起演出「瞎子摸象」的故事。

英語講故事比賽的大獎是Kirirom國家公園的一日遊，比賽勝出的
孩子一大清早收拾好背包，穿上自己最喜歡的衣服出發！



我們的孩子因著不同原因而需要同住在院舍，他們的背景也很不同，所以我們更注重孩子的團體合作精神，

希望藉著運動會的遊戲讓他們體會互助互愛的重要，在成長路上互相作伴。

自2019年起，我們每年為彩虹橋及開心家園的孤兒舉辦「開心運動會」。一整天的比賽不僅鍛煉了孩子身

心，而且增強了孩子的群體觀念，培養孩子團結合作的精神，增強自我心理調節能力以及果斷的品質和頑強

的意志。

孩子們都清晨就起床準備，登上旅遊車，吵吵鬧鬧的到達運動會會場。消毒好地方，量度好體溫，是時候開

始這場激烈的爭鬥了！不知道今年的冠軍花落誰家呢？小小障礙賽、氣球大戰、多人「草地滾球」⋯⋯經過

一輪激烈的比賽 ，我們恭喜橙組贏得今年開心運動會的冠軍！

開心運動會

開心樹成長營

開心樹作為彩虹橋和開心家園孤兒們的父母，自然需要擔當起

教養的責任。我們注重孩子德智體群美的全人發展，盡可能利

用有限的資源為孩子提供最多的機會。

趁著柬埔寨疫情暫緩，國家全面解禁，我們趁著送水節幾天的

假期（11月18日至11月20日）為彩虹橋及開心家園的青少年舉

行第四屆的成長營。孩子知道可以在成長營後都非常雀躍，經

過大半年的封城後終於可以再見到不同院舍的朋友了！

每年的成長營我們都會因孩子的需要而制定主題，是次成長營

的題目為Youth 4G (God, Growth, Greatness, Generosity)。在3天

的成長營裡這58位少年人能透過不同的活動鍛煉軟技術（soft 

skills），例如抗壓能力、適應力、公開演講技巧等等，為長大

成人好好裝備，迎接成長中會面對的種種挑戰。此外，我們的

孤兒大學生也擔當了助教的角色，與少年人分享在孤兒院外的

生活及如何應對生活上不同的困難。

自2019年舉行了第一次成長營後，我們見證了成長營對孩子帶

來了正面的影響。孩子變得更積極及獨立，更有自己的想法及

勇於表達。希望我們可以繼續陪伴這群孩子同行同成長。



西孟加拉邦兒童發展中心在2021年除了原本的兒童工作外，更設立了「COVID-19救濟計劃」及「超

強颱風Yaas救援計劃」，支援在疫情及災情下受影響的家庭。

除了受新冠肺炎影響外，位於沿海地區的西孟加拉邦在5月更被超強颱風Yaas吹襲。超過24小時的大

雨及14小時的狂風吹襲造成超過300,000所房屋受損，超過4,500個村莊遭到破壞，1,000萬人受到影

響。農村家庭及農田受到重創，飲用水、食物、衛生設施等基本需求也難以滿足。

我們服侍的對象都是極貧困的家庭，在新冠肺炎及天災的影響下，原本已經貧乏的家庭很多更失去了

工作或農田，陷入了糧食短缺危機。至少64位學生的家庭因著這次的超強颱風而失去家園、農田、漁

業或牲畜。在這危急的情況下，部份家庭暫住在我們的兒童發展中心，我們暫時為災民提供食物及救

濟，直至颱風過後安全為止。

超強颱風吹襲，樹木東歪
西倒，市內一片混亂。

我們為受超強颱風影響的貧民派發救濟物資。

中心為流離失所的貧民提供臨時的庇護及糧食。

G



我們歡迎你一同支持西孟加拉邦兒童發展中心，支持貧童
上學及糧食，讓這群缺乏的孩子有機會成就夢想。

在疫情及災情下，我們除了為孩子提供學習機會外，也為這群貧窮的家庭提供食物上的援助，解決他們

燃眉之急。以下是幾位受助孩子的故事：

我的名字是SK Sarju，來自一個穆斯林家庭。我媽媽是家庭主婦，爸爸是人力車
車夫，靠著微薄的薪金養活媽媽、我和弟弟。由於貧困關係，我一直沒有機會上
學。甚至很多時，我們要餓著肚子睡覺，因為家裡沒有糧食。有一次我問媽媽要
食物，她說你爸今天一分錢都沒有賺到，我們只能餓著。

我以前有很多夢想，但是看到家裡的條件，我知道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想上
學，讓我長大後可以有一份好的工作，這樣我就可以在經濟上幫助我的家人。可
是，我的家太貧窮了，沒有條件送我去學校或支付我的學費。

新衣服對我來說是奢侈的，我只能穿著破爛的鞋子和衣服。我問爸爸可不可以買了一雙新鞋子給我。每一次
他都說：「總有一天我會買給你。」

由於沒有足夠的營養，我經常生病。生病的時候，我父親帶我去了政府醫院，醫生告訴爸爸長年的營養不良
令我經常生病，我需要有營養豐富的食物。我見爸爸面有難色，我知道他無法提供這些東西給我，因為他已
經很努力賺錢養活我們一家，再沒有額外金錢可購買營養豐富的食物給我。

到了有一天，我得到了進入兒童發展中心的機會。當我被錄取時，我很高興，我終於有機會學習了！我可以
結交新朋友，可以有健康的營養食品！同時中心資助了我的醫療費用，讓我得到了合適的治療。在兒童發展
中心，我得到了新衣服、鞋子、書包、書籍、課本、鉛筆、擦膠、鉛筆刨、蠟筆、圖畫書、藥品、食物⋯⋯
這一切都是祝福！

第一次學習感覺很困難，但慢慢地我的學習速度加快了，現在我在中心的考試中取得了好成績。我夢想是成
為一名教師，像兒童發展中心的老師一樣，幫助像我一樣有需要的孩子，成為別人的祝福。

在新冠肺炎期間，我的家人也面臨更大的糧食短缺問題，兒童發展中心安排了「COVID-19 救濟計劃」，並
為我們提供了足夠的乾糧，讓我們不用再捱餓，我和我的家人非常感謝，我們再不用餓著肚子睡覺了！

我的名字是Sonali Dey，我生於一個印度教家庭，有媽媽、爸爸和一個弟弟。爸爸是一名臨時工人，是我們
的經濟支柱。

在我生病的時候，父母從來不會帶我去看醫生或去醫院，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不能負擔我進醫院和藥物的開
支。我也沒有機會上學，因為家裏沒有多餘的金錢。自從認識了西孟加拉邦兒童發展中心後，他們資助了我
讀書和在我生病時資助了的藥費。我很努力讀書，也考取了好成績。我將來想成為一名護士，照顧有需要的
人。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們比以往面臨著更多的挑戰和困難。爸爸不幸感染了肺
炎，沒有收入頓時令我們的生活百上加斤。我們都很徬徨，不知如何賺取到金
錢來買食糧。在這個時候，兒童發展中心為我們提供營養豐富的乾糧，讓我們
不用捱餓。兒童發展中心的老師和所有員工對我們都非常親切，他們隨時準備
解決我們的問題和疑慮。我和我的全家人都非常感謝上帝、兒童發展中心以及
支持我們的善心人，願上帝保佑你。



2021年是困難的一年，印度新冠疫情超級爆發，開心樹在

德里市旁邊貧民區Ghaziabad的合作學校New Life Victory 

School，在疫症中堅守一年多後，4月時有多名老師、老師

家屬和學生確診，校方即時宣佈學校全面暫停，全體老師要

留在家中隔離。

在最嚴峻的四、五月份，面對著每天40萬多宗的新個案，

當地的醫療制度崩潰，醫院沒有空位或氧氣供應。原本住在

德里但染病的老師和學生在親戚的安排下送到其他城區或鄉

下的醫院，懷著一線生機希望能夠接受治療。有些貧困的學

生家庭缺乏回鄉車費，學校亦為他們提供援助，好讓他們能夠回鄉治療。已知要回鄉治療的學生及老

師，校長亦一一致電了解情況。

除了回鄉治療的學生及老師，我們也盡力幫助在德里受感染的老師、學生以及學校附近的貧民。由於

醫院沒有床位及不夠氧氣供應，校長和職員嘗試四處搜購氧氣樽，提供給呼吸困難的老師或學生，結

果是缺貨氣餒。

幸好印度的疫情消息發出後，我們收到很熱烈的回應，實在感謝有心人對這缺乏的一群的關心，也感

謝有心人提出捐助醫療物資。您們的建議我們都有一一考慮，務求用最適切的辦法為印度當地提供援

助。

雖然我們搜購氧氣樽失敗，卻感恩當地相熟的醫生幫忙搜購到2部製氧機，解決了當務之急。除了學

校緊急騰出兩個班房成為醫療室外，製氧機廠方亦為學校員工提供製氧機的操作訓練，並每天兩次到

學校作出消毒。同工和義工更自願24小時輪班，無休地為區內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務。

除了氧氣外，糧食短缺是另一個印度貧民在疫情期間面對的問題。封城持續多月，失業率持續上升，貧

民的生計依然受到嚴重的影響。感謝各位開心之友為在救災計劃的援手，讓我們有足夠的資金為超過

500個家庭提供糧食，讓貧民及孩子在這難艱時刻不至於捱餓。

在疫情之下，我們得到滿滿的恩典，在危難中見到有天使保護著這群需要的人，感謝你們的關愛。



凌艷是去年剛剛加入的孩子，她的腿部有先天性的疾病，動過幾次手術，目

前還是沒有辦法自己行走，需要藉助工具才能勉強走幾步，因此也沒有辦法

去學校上學。 同時，凌豔的媽媽也患有腫瘤，正在治療當中。 雖然我們的

補助款並不是很多，但是對於這樣的家庭來講無疑是雪中送炭，給他們帶去

了極大的溫暖，他們對此表示非常的感謝。平常沒有下鄉探訪的時間，我們

也會通過手機與他們聯繫，了解他們的近況和需要。

林凌豔

2021年，開心樹在永春資助的孩子大概在37名左右（有時會有進出），包含5個區域（蓬壺、蘇坑、

桂洋、玉鬥、吾頂）。 今年疫情整體趨於平穩，沒有影響到孩子的學習和生活。 我們每個月的探訪

工作也都能正常進行，孩子們都身體健康，未有感染疫情的情況發生。

我們的探訪工作主要分為兩部分：

一、將機構的補助款當面發放給孩子，並由他們簽名確認。

二、對孩子的家庭情況和學習情況進行瞭解，若遇到問題及時疏導他們的思想，並與其家長溝通問題

解決方案。

以下是3名孩子的故事。我們希望可以通過這份工作，給予孩子們經濟和心靈上的更多支持，陪伴他

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雅楠是我們從2019年開始資助的孩子，他們家裡有3個孩子，且伯父和叔叔

均失明，由父親打工維持生計，母親在家照顧孩子，很不容易。在過去的

一年裡，雅楠的媽媽又相繼做了幾次手術，雅楠由於擔心媽媽的病情，學

習成績直線下降，性格也變得沉默寡言，和原來完全不一樣。經過我們多

次的開導，以及學校老師的幫助，現在雅楠的成績已經跟上了，心情也好

了很多。目前媽媽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我們也將繼續關注雅楠的情

況。

王雅楠 

炳城是2021年剛加入的孩子，他的媽媽是越南人，已經回越南了，從小失

去母愛的他性格上有一些乖戾。記得第一次去家裡看他的時候，他對我們

非常抗拒，甚至在家裡亂摔東西，後面得知原因是自己沒有媽媽了，他怕

家裡人會把他賣掉。從小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也使得他與旁人的溝通上

不是很好，幾次的探訪都還未能使他放下芥蒂，與我們多些交流。希望新

的一年，可以通過我們的一些關心和鼓勵，使他慢慢走近我們，且更多的

聽到他的心聲。

何炳城



生命教育
除了在柬埔寨、印度及中國貧困地區的服務外，開心樹致力透過不同的活動，讓香港的中、小學生在成長

時期學習到生命的意義，體驗及了解貧乏人生活上的不足與苦況。

援助孤老
疫情下的長者服務可算是困難處處，長者和義工的安危是我們的最首要，所以疫情爆發期間義工探訪也

無奈暫停。雖然不能上門探訪老友記，我們仍把物資放到老友記的信箱，或透過負責社工轉交。

在疫情稍為緩和期間，開心樹聯同一眾義工，向藍田、石峽尾、青衣的獨居/隱蔽長者派上物資包。

此外，開心樹每年都會邀請義工為長者編織頸巾，而2021年我們特別得到雅禾集團免費捐贈優質羊

毛頸巾500條，更讓我們可以趕得及在聖誕寒流來到前，為長者送上溫暖。

縱使義工探訪因疫情要暫停，但義工在疫情下不忘這群老友記，在徵得長者中心的同意後，義工定

期和老友記透過電話聯絡更新近況，更在疫情緩和時和老友記飲茶。

這群老友記對於開心樹和義工來說不止是服務對象，更是我們家庭的一份子。除了物質上的援助外，

我們更著重長者的心靈健康，希望在這漫長的抗疫路途中仍能陪伴這群老友記。

我們設有不同議題的講座，帶領學生深入認識及體驗

世界上貧窮兒童或長者的需要，同時鼓勵學生以行動

祝福他人，將部份文具或儲蓄捐出，為貧困的一群送

上溫暖。

2021年參與生命教育講座及體驗活動的學校包括：

（排名不分先後）

1.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2. 屯門匡智晨輝學校

3.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學校講座及體驗活動



雖然因疫情關係我們不能親身探訪柬埔寨的孤兒和貧童，但我們仍可透過活動送上關懷。今年暑假我

們聯同果子．夢（結伴同遊），邀請有愛心又勤力的小朋友成為開心樹小檔主，義賣各樣愛心手作，

支持貧童上學！

生命教育應該從小開始接觸，透過

不同的活動培養孩子的同理心，以

及建立基礎的金錢和工作概念。

夏日小檔主慈善義賣

在疫情稍為緩和之際，開心樹為大家準備了擴

香石及天然防蚊用品工作坊，讓大家在炎炎夏

日做好防蚊措施之餘過一個香噴噴的夏天！

當日義工親手製作屬於自己的擴香石和防蚊用

品，並製作成品作義賣用途，為柬埔寨和印度

的貧困學生出一分力。

擴香石及天然防蚊用品工作坊

慈善義賣
開心樹今年於旺角T.O.P.商場和黃埔九號水產舉行了慈善義賣及網上義賣，義賣各式各樣的手作，包

括聖誕擴香石擺設、聖誕曲奇和糖果、手工製滋潤浴油等等。所有收入已全數用作柬埔寨和印度貧童

助學。

義工活動

感謝Specsavers和
葵青扶輪社於當
日擔任義工，以
及感謝大家對活
動的支持！

此外，感謝Specsavers及橄欖樹教會為我們製作出獨一無二的擴香石供我們義賣，大家喜歡他們的作品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