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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對任何人來說都是特別的一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陰霾下，路是艱難，我們卻在疫情間看見恩典處
處。由2月開始的口罩、防疫物資不足，以致開心樹的現金流短缺，到奶粉、糧食及經費上的支援，開心樹
實在感激一直陪伴我們的開心之友，在疫情中都不忘印度、柬埔寨和國內的一群孤寡貧困。有您與開心樹
在疫境中同行，是我們莫大的祝福。

疫情雖然讓我們減少了與服侍對象的親身接觸，但溝通卻從無間斷。我們善用通訊科技，除了透過網上視
像會議與柬埔寨同工商討及跟進工作外，也第一次讓孩子們以短片向認養者送上聖誕祝福。縱使學校因疫
情而停課，柬埔寨院舍導師仍努力不懈，為幼兒到中學的孩子安排一連串活動，成功地推行了「停課不停
學」。看到同事們的投入、積極、盡心，以及漸趨成熟的團隊和組織技巧，我們對將來的事工發展更有信
心，知道他們必能承擔。

這一代的孩子對科技的領悟和運用能力極高，很快便習慣了使用短訊、網上視訊、錄像等與我們溝通。這
逼使同工也要急起直追，我們正積極研究如何利用影音科技讓孩子與認養者可面對面溝通，拉近彼此的距
離，期望可以很快有新消息告訴大家！
                                   
我們另一個主要工場印度的情況依然極度艱難，政府禁足令讓「打散工」的貧民大受影響，收入頓失。我
們在2020年聯同姊妹機構生命樹作出了特別的慈惠計劃，讓當地夥伴機構能為貧民提供短期食物援助，解
決了燃眉之急。可是，我們服務的對象多數是賤民貧困家庭，而現在大部分都因為失業多月而生活陷入絕
望，杯水車薪，情況仍然堪憂。

至於香港，雖然在疫情下義工探訪獨居、隱蔽長者的安排暫時停止，但我們援助孤老的服務仍繼續，與各
長者中心保持緊密聯繫，定期為長者送上口罩、搓手液，並在有特別需要時送上床褥被鋪、煮食用具和電
器等，以解決老友記的生活所需。

我們今年的主題為「珍惜．感恩」，感恩在這「疫」境下依然有您陪著每一位孤、老、病、貧。我們的
資源或許沒有比別人多，但開心樹同工們會繼續努力，照顧悲苦的小朋友和貧困者，做一個有「心」的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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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開心樹的服務範疇及地區積極發展，我們渴望將努力的成果盡快跟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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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橋愛滋孤兒善終院舍
開心家園孤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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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孤兒院的孩子來說，2020年實在是很特別的一年。柬埔寨政府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行了一系列的防疫
措施，包括封城令、暫停簽證、取消柬埔寨傳統新年假期及全國停課等等⋯⋯我們的同工亦趁這個機會教導孩
子同心為院舍付出的重要，一起建設自己的家園。除此之外，導師們亦為長時間留在院舍的孩子安排了不同的
活動，一同渡過了平淡又充實的一年。

烹飪班
開心樹教育孩子的方針為寵愛但不溺愛。雖然在院舍有姨姨的照顧，但我們要孩子學會日常的自理工作，學會
照顧自己，拒絕孩子做小王子、小公主。烹飪班教曉女孩子基本的烹飪技巧，更特別加入中菜和西式甜點的教
授，令內容更加豐富。可惜現時只有女孩子可以參加，我們希望快些為男孩和年紀較少的孩子開設烹飪班。

為減低感染機會，除了去看病或到醫院檢查外，孩子們於停課期
間幾乎足不出戶，導師們能藉著這機會提高孩子的衛生防疫意識
和正確的感染控制措施，亦不失為一件好事。這段期間，孩子們
在同工教導下多次一起為院舍大清洗，大家一同徹底清潔消毒院
舍，共渡時艱，相信對孩子來說也是一個深刻的經歷。

年中時彩虹橋男生宿舍的鐵閘在半夜被盜，讓我們大吃一驚！幸
而賊人只是覬覦屋外的鐵閘，沒有進入院內偷竊，也沒有傷害孩
子。新鐵閘安裝後，我們邀請了彩虹橋和開心家園的孤兒大學生
幫忙和院舍的大孩子一起在鐵閘外畫上壁畫，為自己的家園添上
色彩。現在每逢回到院舍，孩子們便會見到大大的耶穌張開雙手
迎接他們回家，真的十分溫暖！

共建家園 人人有責

停課不停學
自去年3月開始，孩子們有超過6個月的時間處於停課當中，只能每天上網收看學校老師預錄的教學短片。雖然
未能上學及外出，但院舍導師為不同年齡層的孩子設計了不同的活動，讓孩子們進行另類學習，實行停課不停
學。



外語班
柬埔寨的官方和民間語言是高棉文，但隨著國家發展，越來越多外國人和華人與柬埔寨有商務往來，英文及普
通話變得普及，懂得柬、中、英三文三語的年青人便有絕對的優勢，更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為趕上社會的
需要，我們也盡力為孩子提供外語班，讓孩子為將來做好準備。

英文班

普通話班 幼兒英語Play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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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ou Thet Chanthy

開心家園

Samrech Chantha Sina Johnny

彩虹橋

柬埔寨團隊
孩子的成長不會因為環境而停下來，所以開心樹柬埔寨孤兒院工作在疫情下仍繼續推進。開心家園及彩虹橋
的團隊由Vitou及Samrech帶領，每間院舍都有清晰的分工，同工緊守崗位，照顧院舍內合共超過130名孤兒
的起居飲食、成長及心靈需要。特別在疫情期間，除了日常的照顧、輔導工作及安排活動外，成長導師們更
兼任家庭教師的角色，自發性地輪流為不同年級的孩子在院舍補課，保持他們的學習進度，預備隨時復課。
由於地方及資源有限，成長導師與孤兒的比例為1:15，著實比一般的家長和老師更加忙碌。有這一群願意為
孩子成長盡心盡力的同工，開心樹深感驕傲，讓我們為柬埔寨孤兒院團隊鼓掌！

立即掃描QR Code觀看孩子上課片段

除了靜態活動外，當然不少得動態的
活動，讓精力無限的孩子和年青人舒
展筋骨，保持身體健康。



彩虹橋15週年暨
開心家園8週年慶祝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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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彩虹橋成立15週年，也是開心家園建家8週年紀念。開心樹邀請了柬埔寨Top Saron三星將軍、貴賓和
好友一同到金邊Himawari Hotel，與孩子們慶祝這個特別日子。席間播出了彩虹橋和開心家園多年來的照片，十
五年間變遷著實不少，也有孤兒從小孩長大成人的照片，全都是開心樹服務的印記。開心樹創辦人及義務總幹
事黃克勤牧師博士感謝柬埔寨友好多年來對孤兒的關注和愛護，十五年來陪著孩子成長，支持開心樹在柬埔寨
的工作。我們很珍惜這份情誼，萬分感激，希望各善心人繼續陪我們走另一個十五年。

Top Saron三星將軍、政府官員和多位嘉賓一同出席慶賀，不勝感激。

嘉賓和孩子一同享用精美自助餐，之後還一同玩遊戲，嘉賓們都非常投入，全場打成一片。

彩虹橋與開心家園的青年人和小孩子上台與嘉賓打招呼，分享他們在開心樹的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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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Stronger! 
開心運動會

  

柬埔寨

開心運動會是一年一度孩子們期待的日子，他們可以全體外出，盡情活動一番。第二屆開心運動會的口號為
「Together!Stronger!」，希望彩虹橋及開心家園的孩子在比賽中除了爭勝之外，還學懂以團體合作來完成項
目。因為是次運動會是在疫情前舉行，香港的義工仍能參加，在語言障礙的情況下更能展現合作的力量。運動會
當日有接近二百人一起參與，氣氛高漲。其中的比賽項目「乒乓跳」需要孩子的身體的柔軟度和技巧把乒乓球送
到終點；「人力車」則需要選手們的合作性和手臂的力量。看著孩子的跑、跳、碰和笑聲，真的令人充滿正能量。

一輪激烈比賽後，開心樹為孩子預備了豐富的晚餐盒來慶祝新一年的來臨。期望大家都多做運動，有強壯的身
體來迎接未來的挑戰。

做熱身運動，為運動會做好準備。 孩子們的跳躍和柔軟度很不錯！

賽前大合照

香港義工和孩子也有合作，港柬一心。 運動會完畢，每人都可得到一個重重的晚餐盒，
裡面有汽水、雞腿飯、小蛋糕和小孩子最喜歡的零食。



青少年成長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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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孤兒們日漸長大，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也越來越多，我們作為父母也理解青春期的孩子在生理、心理以及生
活的各個層面，都會有不同的煩惱。

2020年10月，開心樹柬埔寨的同事聯同生命樹同工為彩虹橋和開心家園的少年人舉辦了第三屆成長營。是次成
長營的題目為「Learn Right, Plan Right, Do Right」， 期望在這4日的成長營裡教育80位青少年良好的
家庭觀、愛情觀及正確的性教育，同時學會保護自己及管理情緒。

在這一連串的活動及工作坊，除了教育孩子正確的觀念外，我們更想與孩子真誠對話，加深對彼此的認識及了
解他們的想法及困難。青春期是成長必經之路，我們作為這群孩子的父母，更想陪伴孩子一同走過這段路。

看到孩子的面孔，感覺到他們真的長大了。在討論、天才表演和分享環節，他們很有想法，勇於表達。再看我
們的孤兒大學生，在小組中擔當了大哥哥和大姐姐的角色，協助導師之餘，亦與少年人分享大學生活。經歷了
公開試的競爭、大學生宿舍的自理訓練和多姿多彩的大學生活，他們變得積極、獨立、滿有神采，給弟弟妹妹
們作了很好的模楷。

孤兒在沒有父母陪伴的環境下成長，自尊感很多時候比其他孩子低。開心樹既然充當著父母的角色，每一個孩
子就是我們的子女，我們不能為孩子預備他們的未來，但能教導孩子為他們的將來作好準備，灌輸他們正確的
人生道理，直到這群孩子能夠獨立生活，朝著自己的夢想進發。

親手制作營tee，少年人換上自己親手製造的營tee顯得份外精神呢！

少年人分成小組進行 photo hunting，拍攝符合是次成長營主題的照片。
拍攝照片後他們要挑選最喜歡的照片向大家進行介紹。



Top Saron三星將軍、政府官員和多位嘉賓一同出席慶賀，不勝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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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成長營的主題為良好的家庭觀、愛情觀及正確的性教育，少年人要自創故事出來表演話劇。

我們的成長導師安排了一連串的活動和遊戲，少年人都樂在其中。

小組分享及分組活動是一個對大家了解更深的好機會。

「Learn Right, Plan Right, Do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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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橋及開心家園的孤兒大學生自搬到金邊的宿舍後學會獨立，讓我們倍感安慰。大學生適應新宿舍生活後，
各自展開忙碌的大學生涯，修讀建築系的Srey Rath日以繼夜在趕功課、我們的畫家Pirak時不時有新創作、有
的會找兼職賺零用錢、有的則會多留在宿舍協助家務。不約而同，在他們享受精彩生活之餘，都會抽時間一起
服務社群。就在年初疫情爆發前，孤兒大學生仍主動與開心樹同工到垃圾山探訪及派發物資。我們很感恩，當
年這些孩子在別人的支持及祝福下成長，今天他們願意分享，將這份恩典傳承。開心樹冀盼大學生能藉著這數
年的大學生活，除了知識上的增長外，還可培養出更強的思考力、組織力、領袖才能、同理心和憐憫之心，為
未來的人生積累資本。

孤兒大學生長大了
  
  

殘障孤兒的活動範圍多數在孤兒院內，疫情對他們的影響不是很大，23位殘障孤兒都可以健康地生活。雖然有
多位殘障孤兒已經成年，但由於他們未有足夠的自理能力，開心樹會繼續盡力照顧這群孩子。開心樹想幫這群
小天使多一點，當地同工會密切地關注殘障孤兒的需要。

堅強之家殘障孤兒院
  
  



懷著盼望 天家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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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我們與Nara暫別了。由出生有愛滋病、父母雙亡、親戚因經濟問題而不能照
顧Nara，這位14歲孩子經歷的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很多。我們在2020年2月從政府醫
院接收這名孩子進彩虹橋，正當我們以為Nara終於可以在彩虹橋安頓下來的時候，病
情卻一直惡化，最後在親姨母和彩虹橋同工陪伴下走過彩虹橋。

來不及了解您更多，卻要先和您暫別。雖然您在彩虹橋的時間不到一個月，但您永遠
都是我們開心樹的孩子。

走過彩虹橋 OUCH Nara

開心家園孩子Veasna父親早歿，媽媽在他6歲時將他交托給親戚後便再沒有出現。
2019年Veasna因病入院，親戚便將他遺棄在醫院。之後，無依無靠的Veasna只好孤
單地在佛廟中掛單，靠僧人施捨膳食。一對在金邊開小店的夫婦在廟宇施贈時遇上
Veasna，見他可憐便帶他回金邊。可惜這對夫婦跟Veasna的親戚一樣，在他再次入
院後便再沒有接走他。

開心樹同工去醫院探望彩虹橋愛滋病入院的孩子時，Veasna也在醫院，醫生問開心樹
能否收留他，我們二話不說，決定接收他，Veasna 出院後便有了新的家 - 開心家園。

無奈開心的日子太短暫。三個月後，Veasna下顎、後腦和後頸出現大如乒乓球的囊
腫，醫生抽組織化驗後證實是淋巴癌，並且已是末期。Veasna常常腹痛如絞，但會強
忍著眼淚，不敢發聲，怕影響別人，只會扭曲著臉說很痛。同工告訴他流眼淚不代表
軟弱，痛楚可以叫喊，他便馬上大聲叫痛。Veasna的體重急劇下降，我們鼓勵他在不
疼痛的時候盡量吃東西，自己要盡力戰勝病魔。他有一個願望，雖然他不知道自己的
出生日期，但十分希望慶祝生日；於是同工買了蛋糕，由開心宿舍的大學生唱著生日
歌，為他一併慶祝生日和2019聖誕，他快樂地把蛋糕吃下，展現難得的笑容。

隨後Veasna病情嚴重需要入院，同工和一班開心家園的大學生在4月26日下午去探望
他和送別，儘管他已經奄奄一息，但仍說了一段叫人心碎的柬語，譯出來的英文和中文
是：「I miss you, good bye. Thank you for taking care of me. 我會想念大家，再見了，多謝你們照顧我。」一
位愛滋孤兒大學生畫了一幅圖畫帶給他盼望，讓他記得有耶穌永遠同在，他不再被拋棄。Veasna在2020年4月
27日天亮之前在睡夢中被上主接走，走完十五年悲苦孤單的道路之後，終於到達了樂園。

不再被遺棄 OL Veasna

開心樹近年有意無意之間開始了一個服務，就是個別照顧在柬埔寨偶然遇到的悲苦和孤獨的人，好像是OUCH 
Nara，OL Veasna，還有之前的MENG Hing。開心樹會一直做這個工作，救助與陪伴每一個在人生路途上遇
上的淒涼。

『這些事你們做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 25:40

柬埔寨 - 08 



助學扶貧
  

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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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們在金邊垃圾山舉行了第一次的「堆填新年的祝福」午宴，與垃圾山的居民在新一年開始一起享
用豐盛的一餐。之後我們繼續聯同姊妹機構生命樹為垃圾山的居民舉辦第二屆的祝福午宴，與垃圾山居民齊賀
新的一年。

香港的生活環境或許比他們好，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比他們優越，只是我們比他們幸運，生於比較富裕的地方而
已。開心樹本著對社會的責任及鄰近國家的關愛，成為一個幫助他們「療傷」的機構，在我們有限的資源下，
分享我們所擁有的，將祝福傳給他人，讓這群拾荒居民感受到他們是被重視的。

一箱即食麵不是貴重，但這份大抽獎的獎品卻能減輕垃圾山居民的負擔。

開心樹邀請了生命樹的樂隊Raise Up Band表演，村民亦載歌載舞為當日午宴助慶。

歡樂的氣氛，豐盛的午餐，大家也吃得很開懷。 除了成人有慶祝活動外，我們也準備了兒童節目
給垃圾山的孩童，一同玩遊戲慶祝新年。

堆填祝福 迎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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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下，開心樹依然聯同姊妹機構生命樹為垃圾山村民提供有限度的服務，為貧苦人送上物資，
解決他們燃眉之急。垃圾山的村民一直都是開心樹和生命樹的服侍對象，我們衷心感謝每一位捐助者，向貧
苦人伸出援手、雪中送炭。

垃圾山社區服務

疫情下我們很感恩，暹粒25名貧童的學習費用仍有足夠的資助，實在感謝有心人的捐獻。雖然有些學童因家
庭原因（例如：搬家）而離開學校，但當區仍有很多貧童等待學習的機會，上學名額很快被補充了。老師除
了安排教學課堂，亦安排其他活動來幫助學童的身心發展。

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很多家長也因此而失去工作。開心樹把在香港及金邊收到的防疫物資以及
糧食送到暹粒的貧民村派發，實行全民抗疫，互助互愛。

暹粒 Leirvik Prey Salaov Friendship School



感謝您！
  

柬埔寨

說起2020年，相信大家最深刻的莫過於要搶購防疫物資。在一向物資充足的香港尚且如此，在柬埔寨，我們要
照顧百多個孩子、數十位同工的需要便難上加難。除了需要購買物資的金錢，我們更需要確保品質、轉運時間、
當地派發安排等，這一年對開心樹來說，無論在籌款、籌募物資、行政處理上都是充滿挑戰。

「食靚米，幫孤兒」是我們首個香米慈善配對活動，感謝善長魏先生及「買嘢 MyYay」網上
購物網站主動提出與開心樹合作，每位善長從「買嘢 MyYay」網上購物網站購買10公斤香米，
魏先生便會送出3公斤給開心樹屬下彩虹橋及開心家園孤兒食用，善長亦可直接經網站購買香
米送給我們的孤兒。是次活動共送出了4噸的茉莉香米，實在十分感恩！眾人的參與，見證了
疫情處處，處處有情！

「食靚米，幫孤兒」你我一同10加3 - 慈善配對活動

奶粉是我們不可缺少的物資，一直供應著我們孤兒院、多條
貧民村及露宿者的嬰兒幼童的需要，每年受助嬰孩兒童接近
100人。我們衷心感謝每一位捐助者，向貧苦人伸出援手，
提供物質上的支援；特別是對於住在貧民村及露宿者的嬰
孩，父母實在沒有能力提供足夠的營養給這群孩子，您的
支持實在是雪中送炭。

奶粉捐贈

很感恩開心之友在疫情中仍不忘柬埔寨孩子的需要。沒有您
們，我們實在沒有能力在這困難的時刻採購到口罩給孩子。
感謝各位在疫情期間一直為柬埔寨的孤兒送上口罩，讓孩子
可以戴上越洋送來的優質口罩到醫院覆診及復課。

口罩捐贈

11 - 柬埔寨 

特別鳴謝： HKTVMall

買

Allied Sky International Ltd.

MINT Organics

Mainetti (HK) Limited

「食靚米，幫孤兒」慈善活動繼續進行中，歡迎您一同品嚐柬埔寨香米。

購買連結

這次疫情雖然把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拉遠了，但疫情阻隔得了距離，距離卻阻隔不了愛。有媽的孩子像個寶，
雖然孤兒沒有父母的痛錫，或貧民村的父母沒有能力提供足夠的營養給孩子，但孩子們卻有您們在遙遠的香港默
默的守護，我們實在不勝感激！

MyYay



New Life Victory School
  

印度

印度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最大的國家之一，我們資助的貧困學生當然
亦十分受影響。自從2020年3月開始，印度政府發出停課令，直至年終
都一直未解除。停課對我們的貧困學生來說不止是停學，而是因家裡沒
有食物每天捱餓。

在以往正常上課的日子，學校會為家貧的孩子預備營養豐富又飽肚的午
餐，讓他們在學校吃飽才回家。在停課後，學生未能回校，開心樹和學
校得知很多貧困學生的家庭因疫情關係而收入頓失，連購買基本糧食的
金錢也不夠。於是我們決定動用本來在校午餐的食材費用，由學校老師
和職員來做飯盒，直接送到貧民區給這些家庭，總算解決了燃眉之急。

這段時間，學校都在拍攝教學短片讓學生學習，更為家貧學生提供手機，
讓他們可持續學習。開心樹感謝每一位資助這些學生的開心人，我們明白
在這環境大家也過得不容易，但你們沒有間斷的支持讓學校能為孩子提供
持續學習的機會，甚至為這些特困學生的家庭供應生活所需。

每年的聖誕，開心樹都會聯同香港義工到印度探訪學生和組織聖誕嘉年華，奈何今年因疫情而暫停。學校方面
特別在聖誕前為這些貧窮學生的家庭送上聖誕禮包，希望為他們艱難的生活添上一點甜。

印度 - 12



西孟加拉邦兒童發展中心
  

印度

在西孟加拉邦的工場也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受到影響。在限聚令下，孩子不能到中心上興趣班，但開心樹的印度
同工在小區舉辦小型的補習班，好讓孩子在停課期間能夠繼續學習。

西孟加拉邦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失業率高企，我們也為當地的貧民村居民派發糧食，包括5公斤的香米及1公斤的
豆，共同渡過難關。這個情況何時結束我們不知道，但開心樹仍會作出額外支持，盡力幫助這些比我們更有需
要的人。如你亦想加入支援，歡迎捐款支持緊急貧病援助金。

13 - 印度 



內地同工於3月及4月份因疫情關係沒有辦法去探訪孩子，只能通過電話與他們保持聯繫。通過瞭解得知，在停
課期間孩子們多數待在家裡，加上鄉下外來人也比較少，疫情並未對孩子的生活造成太大影響，在2020年底他
們也都正常回校上課了。

永春特困兒童補助
及成長項目

  

中國 • 福建

中國‧福建 - 14

蘇坑鎮的詩婷
詩婷是2020年開始補助的孩子，雖然資助的時間並不長，但很明顯地看到她的變化和成
長。剛接觸的時候，詩婷不愛說話，脾氣也不好。我們和她溝通多了，令她放鬆下來，
她似乎也能感受到我們的善意。在後面每一次的探訪，她不僅會出來迎接，還會拿食物
出來分享。現在的詩婷已經是一個很愛笑和開朗的孩子了。

玉斗鎮的承志*

承志是小學五年級學生，他一直都沉默寡言，每次的探訪都很少和我們溝通。開心樹同
工會通過他的同學去瞭解承志的情況及造成他不說話的原因，希望可以透過探訪和聊天
來開啟他的心屝，給予他心靈上的幫助，陪伴承志健康快樂地成長。

玉斗鎮的紹祺*

紹祺是受補助孩子裡面唯一一個有智力障礙的孩子，目前就讀小學四年級，可是他連自
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問他問題也經常答非所問。紹祺的媽媽有癲癎病，父親的智力也
不好，家庭比較貧困。我們會多加留意他，期望有多一點資源給他改善情況。

*孩子的生活費暫時仍未有人補助。如您有感動，歡迎與我們聯絡。



Asian Charity Services 快活谷扶輪社特別鳴謝：

探訪隱蔽及獨居長者一直是開心樹的服務，義工與老友記不經不覺建立了友誼，「開心飲茶樂」更是一年一
度的盛事。幸好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義工們在2020年1月份帶同一班老友記到酒樓飲茶，一同歡渡週末。
另外我們預備了新年禮物包給老友記，看到他們收到禮物時的笑臉是我們美好的新年禮物。期望疫情快點結
束，早日再跟老友記一同飲茶聊天！

援助孤老中國 •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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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飲茶樂

深信各位在2020年都有搶購防疫物資的豐富經驗。當後生的一輩還懂得網購，在網路可得到購買防疫物資的資
訊，很多長者卻求助無門。儘管已減少外出，但獨居長者亦少不免要外出購買糧食、日用品等，亦要到醫院覆
診，購買口罩和消毒搓手液等實在為不少長者增添了經濟壓力。

感謝不同的機構和開心之友在收到我們的呼籲後，都捐出口罩及消毒搓手液給予貧困長者，和這群長者疫境同
行，一同齊心抗疫。每次收到物資，我們都會聯絡各區的長者中心，在徵得中心同意後，由開心樹的同工及義
工將口罩及防疫物資送上門；遇有不方便到訪的，我們便會把物資放進信箱。對於眾多的有心人，出心出錢出
力，雖然我們難以一一點名致謝，但
我們和老友記們都一定銘記於心。

送贈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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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 香港

年內的海外義工服務團未能成行，柬埔寨和印度的孩子都很掛念各位義工。期望疫情盡快過去，義工和孩子們
能親身見面，分享快樂的時光。

海外義工服務

  

  

  

  

疫情未爆發之前，開心樹在1月12日聯同香港基督徒牙醫團契、香港鑪峯獅子會及鄰舍輔導會舉辦了第15屆

「開心由齒喜」，為鄰舍輔導會怡逸居的院友處理牙患。

牙科外展聽起來容易，實行起來卻困難重重。單單設置牙科醫療設備儀器已經用上一整天的時間，實在感謝強
大的義工團隊無私的付出！

「開心由齒喜」外展牙科服務
  
  
  
  

學校講座

生命教育
  
  
  
  

開心樹一直有為中、小學舉辦的「知足感恩」講座，2020年度改以ZOOM形式授課。今年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中二年級）參與了我們的講座，令學生學懂感恩和分享， 滿足於自己所擁有的東西。

香港基督徒牙醫團契  香港鑪峯獅子會特別鳴謝：



開心樹社會服務
2020年1月至12月份收支報告 (港幣)

支出(HK$)支出(HK$)

1,522,897
284,624 
1,238,273 

收入(HK$)收入(HK$)

1,187,505
4,041 

1,183,464 

服務項目服務項目

1.關懷愛滋項目總計
a. 關懷愛滋
b. 柬埔寨金邊彩虹橋愛滋孤兒善終院舍（1）

盈餘/(不敷)盈餘/(不敷)

280,583 
54,809

335,392

1,701,565
983,267 
501,498 
216,800  

780,284
9,007 

622,852 
148,425  

2.扶助孤兒項目總計
a. 扶助孤兒
b. 柬埔寨金邊開心家園孤兒院
c. 柬埔寨金邊堅強之家殘障孤兒院

974,260 
(121,354)
68,375 

921,281

142,949
142,949 

0 

3,720
524 
3,196  

4.成長培育項目總計
a. 成長培育
b. 香港兒童心理成長評估

142,425 
(3,196)

139,229

325,965
0 

325,965  

135,610
242 

135,368 

5.長者服務項目總計
a. 香港開心由齒喜特別牙科義診服務（2） 
b. 香港隱蔽長者關懷計劃及陪診服務

(242)
190,597 

190,355

2,805,549
2,805,549  

3,136,242
 

240,608 
2,627,614 
105,485 
122,320 
40,215

6.香港辦公室項目總計
a. 經常費
b. 辦公室租金、差餉、管理費及勞工保險（3）
c. 同工薪津、強積金及醫療福利
d. 活動及宣傳
e. 雜項（4）
f. 交通

2,805,549 
(240,608)
(2,627,614)
(105,485)
(122,320)
(40,215)

(330,693)

6,000

6,000  

479,137

479,137 

7.柬埔寨辦公室項目總計
柬埔寨辦公室收支（5） (473,137)

(473,137)

180,937

180,937 

53,681

53,681 

8.其他項目總計
緊急貧病援助金 127,256 

127,256

彩虹橋興建新院舍基金 1,753,489 

1,127,9362020年1月至12月盈餘

1,110,990
607,950 
37,500 
2,000 
700 

38,800 
334,440 
57,600 
32,000  

892,737
83,154 
28,859 
15,912 
37,440 
133,078 
374,879 
141,414 
78,001   

3.助學扶貧項目總計
a. 助學扶貧
b. 柬埔寨暹粒貧民村Prey Salaov School
c. 柬埔寨金邊溪源社區發展中心(舊垃圾山)
d. 柬埔寨金邊外省貧困大學生宿舍
e. 柬埔寨金邊大學生助學及生活費
f. 印度德里New Life Victory School貧童助學計劃
g. 印度西孟加拉邦兒童發展中心
h. 中國福建泉州貧困及留守兒童項目

524,796 
8,641 

(13,912)
(36,740)
(94,278)
(40,439)
(83,814)
(46,001)

218,253

1. 包括2間愛滋孤兒院舍。
2. 為智障人士提供免費牙科服務。
3. 租金包括: 開心樹辦公室及培訓中心。

4. 雜項包括：電費、水費、寬頻、固網電話、維修、電腦、印刷、辦
公室恆常開支、銀行費用等。

5. 柬埔寨辦公室項目包括：租金（辦公室、貨倉及義工隊宿舍）、當
地同工薪金、交通費用、雜費等。

備註：

*報告有待核數師核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