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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復明 在2015 年 共 為 1019 位

患者進行復明手術。本

會與國內單位合作的 “扶貧復

明” 工作在廣東各地進行，其

中梅縣區已經連續十七年之久，

多年的默契讓本會的義工和合

作單位的工作人員配合無間，每

次的活動都能順利完成，運作越

來越成熟流暢。

清遠市  英德 英雄鎮 3月

合作單位：英德市紅十字會，新希望眼科
醫院，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

  手術在復明車上進行，這次下鄉篩查人
數眾多，名額已超越了基金會所定的數
量。但醫者父母心，基金會和醫療隊都義
不容辭地加開多一天手術期。最終完成名
額是白內障119例，胬肉13例，手術完成共
13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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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 梅縣區 4月 及11月
合辦單位：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梅縣區

殘疾人聯合會，中山三院粵東醫院，丙村

鎮人民政府

  兩次共為207人免費施術，手術在中山三

院粵東醫院進行。

手術經費：4月- 永義(香港)有限公司 贊助

          11月-黃潔鋆女士及眾善長 贊助

清遠市 陽山縣 5月及10月
合辦單位：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陽山縣                

殘疾人聯合會，新希望眼科醫院，新會區

人民醫院，陽山縣人民醫院

  兩次手術共為316位貧困白內障患者進行

復明手術並加放人工晶體，為34位患者行

胬肉切除手術。

手術經費：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贊助

   5月20號大雨  雖然天雨，加上水浸，增
加了很多的不便，但卻沒有影響到大家對
工作的熱誠、對到來患者的關懷。

洪水淹沒了陽山縣人民醫院的出入口

清遠市 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 6月
合辦單位：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殘聯，連          

山壯族瑤族自治縣衛生和計劃生育局，新希

望眼科醫院，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

  手術在復明車上進行，共為156名貧困白

內障患者施行復明手術，並為25名患者進行

胬肉切除手術。

手術經費：永義(香港)有限公司 贊助

另外送兩名4歲及6歲兒童到醫院手術。

清遠市 連南瑤族自治縣 9月
合辦單位：力行植林善基金會，連南瑤族

自治縣殘疾人聯合會，新希望眼科醫院

  手術在復明車上進行，共為132名貧困患

者進行白內障復明手術，另為17名患者進行

胬肉切除手術，過程順利。

手術經費：李巧珍女士及眾善長贊助

另外送一名6歲兒童到醫院手術。

手術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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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村植林區                                                                     2015年5月攝         

植樹造林

上圖可以比較出植樹區與背後黃土區的不同

山西省 石樓縣
   直至2015年，本會在石樓縣，四江村種
植生態林面積達2544畝。
   於本年5月份義工視察2013年11月種植的
22區及23區，樹木總體成活率，大約只有百
分之50到60之間，估計因為氣候乾旱和樹苗
品質導致，因此補種樹苗32000株。
  “三分種樹，七分管”，現時植林區的工
作重點是管理和保護，期望樹木能夠不受破
壞，健康成長。
   中國科學院劉教授，蔡教授帶領了他們
的研究生，一行7人在5月到達四江村進行土
壤樣本採集，樣本將帶回北京化驗。

   
   他們積極地投入對四江村植林成效的研
究工作，給我們帶來很大的鼓舞。並於六月
在《山西水土保持科技》雜誌，刊登了本會
植樹造水工作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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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 - 水庫植林區                                       2015 年 7 月攝

梅縣 - 還趣山莊                                        2015 年 11 月攝

造福後人
東山植林區-2015年10月攝

陽山縣 東山植林區 
   自2001年開始植林，涵養水源，修建水
利設施，並供應該區食用水已經14年，在旱
季仍然能夠正常供水給村民。

梅縣區  文社村  還趣山莊 
  通過植林，涵養水源，成為該區主要無
污染之食水已經21年。因為鄰近地區水源污
染，所以很多村民騎摩托車，自行車，恆常
地到來取食水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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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學助養
力行所進行的慈善活動，不單從物資上幫助別人，
活動本身散發的精神亦影響著幫助雙方。

陽山縣 東山力行圖書館 (社區中心)
  圖書館每日上午8時至下午4時開放，聘有
二位亞姨照顧及教導孩子。
- 現有學前兒童及小學生約50人參加活動。
- 長期照顧特困兒童約30人，長者20人，每月  
  送贈米糧，豬肉。
- 暑期舉辦英語興趣班。
- 資助學費：學前班8人，高中2人，
            大學1人。
- 資助生活費：初中9人，職中4人。

   在暑期英語興趣班中有一位特別的小老
師。他叫徐秀進，在清新一中上高二，他是
東山人，有著童年時在“力行圖書館”生活
的回憶。現在他以小老師的身份回到家鄉，
在同一座圖書館里輔導後輩。我們來看看他
的感受。
 

我們都一樣 
   義工  徐秀進 (清新一中 高二學生)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何柏成和陳恒宇這兩個

小朋友了，因為我們都一樣。這次我的任務不像去

年那樣簡簡單單了，我還有個艱巨任務就是輔導何

柏成的中文和數學。就在二十九號那天，下午四點

後我跟何柏成在一間教室裏，正在輔導他的中文，

我很投入，可他似乎有些三心二意，我正說重點時

他也沒怎麼聽到。

   “原來是這樣”突然而來的聲音，是恒宇說出來

的，差點把我嚇了一跳，他無聲無息地來“聽課”

我也有些驚訝。後來我問恒宇是不是明白了我剛才

所說，他點頭應是，我更是驚訝。到了五點一刻鐘

時，我們結束了。柏成在好友恒宇的陪同下也“安

分”了許多。柏成聽到可以玩時，整個人精神百

倍，我們在玩我還是年幼時的遊戲，想不到那些遊

戲“傳”了這麼久。還有幾個小朋友也來了，這個

情景十分熟悉，笑聲彌漫。

    隱隱約

約感覺，柏

成和恒宇與

我幼時卻是

十分相像，

幼時的我有

柏成的活潑

好動, 但有

時也像恒宇

一樣沉默內

向，有恆宇

的認真學習, 但又有時也像柏成的貪玩倔強。看到他

們玩得笑掉了牙, 我心中有些感動，似乎勞累的身體

已經舒服許多，甚至我把這種勞累當成了一種享受。

我真的希望他們有一天會開竅，喜歡上學習，這種感

覺是打自心底的，從未出現過。這一切可能也是因為

我看到了童年的“自己”吧，因為我們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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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縣區 扶殘助學 
合辦單位： 梅縣區殘疾人聯合會，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
受助條件： 1. 殘疾人的子女或殘疾學生  2. 低保或家境貧困  3. 品學優良
本次受助學生： 102人
助學金：永義(香港) 有限公司 贊助
             
   於2015年8月，本會組織義工18人，分為3人1組，在梅縣區殘聯協助下，於早上8時開
始，分別前往梅縣19個鄉鎮家訪，進行資料確認，家居環境視察及審閱學生成績報告。在
了解學生實況的同時，給他們送上關懷和鼓勵。

力行義工到學生家居探訪                                                   2015年8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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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陽山縣 “關懷送暖” 活動於12月
3日至6日進行、雖然天氣寒冷、細雨綿綿、
為物資送贈帶來輕微不便、但活動進行尚算
順利。

義工人數：14人 
長居於山區內之受惠者、包括：
1. 65嵗以上長者
2. 殘疾人仕
3. 五保戶，低保戶，及特別困難人仕

 每人獲贈物資包括：大米20斤，1.8公升花
生油1瓶，糕餅1包，葯油1瓶，寒衣1件
(更有大量衣物、頸巾、手套、冷帽及潤膚
膏等物資，送贈給有需要人仕)

物資送贈地點：江英鎮、杜步鎮、山坪村及
東山區附近大小村落50多處。

物資送贈總數：681份

後記：
  今年已經是第十六年的“關懷送暖”活

動，雖然受天雨影嚮、但過程尚算暢順；因

為從物資收集、受惠者名單確認，到物資送

贈都經過慎密統籌，憑著義工團隊多年經驗

及滿溢愛心、活動得以順利完成。每當看到

一張張熟識的面孔，回想去年大家相見，就

像重遇久違了的家人、倍感親切；但看見

他(她)們生活無大改善，心裡又多了一份

沮喪，當得知有些老人家行動不便，未能

見面，義工們倍感珍惜當年相聚的喜悅，真

是百感交集！

在此，衷心感謝眾善長捐資、贈物，義工團

隊及當地政府工作人員、村委會、村民鼎力

協助，在寒冬裡，為長者、殘疾人士及困難

農戶送上少少愛護關懷、讓“關懷送暖” 

活動默默地延續下去。
                         明年再見!

關懷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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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分享摘錄
在幾天的活動中，我看到幾位退休了好久但活力和幹勁十足的資深義工，出錢出力、

身體力行而且井井有條的帶領我們幾位「新丁」協助醫療隊執行不同崗位的任務。
我記得鄧大姐曾經說過：「我們香港義工每次義務活動都是一種身體力行的身教⋯」

的確，有能力並且願意出錢固然是好事，可以出力直接體驗更加可以讓我們的人生更加積
極燦爛，更加有意義。當自己尚有餘力施出援手，而見證到這些已經多年看不見或者看不
清這個世界的公公婆婆在重見光明那一刻的喜悅時，我感恩自己的幸福！其實能夠付出本
身也是一種喜悅，也是一種福份！

英德之行對我和兒子來說也具有特別意義 - 一起當義工也是我的親子活動，也讓父
子間多了認識和互動。 

                                                               義工 陳柏楠
                                                                                                                                                    

張旭康 (香港中文大學 四年級醫學生)
    今天聽到見到的太多的人，缺乏了一種推己及人的人文關懷，盼望力行基金會能將不
單是金錢、物質，更是一個榜樣，一種身教，薪火相傳。當我看到基金會的幹事們雖都已
年過半百，但仍身體力行，他們的「身教」不單感染了我，也讓我看到祖國很大的需要。
終有一天，基金會的幹事都會退下來，盼望更多「老友記」和年青人加入這個行列，成為
更多人的希望，而自己也「心中富有」。

鄧碧琪 （香港大學  二年級醫學生）
    在計劃開始那天，我們真正開始投入自己的崗位。在第一天的工作我被安排到在手術
室內協助醫療隊工作，因為我不能親身參與手術過程，所以我主要的工作是為將要接受手
術的病人滴眼睛麻醉藥以及為醫生移動放大鏡的腳踏。在手術室中我深深感受到醫護人員
謹慎辦事的專業態度。在時間的壓力下，他們絕不會馬虎了事，小心處理每一位病人。
    在第二天我的工作是為登記做手術的病人在雙臂、雙腿和胸部貼上電線，當中要用火
酒綿塗抹他們胸口的部分，以便電線接收心電訊號。工作雖然十分簡單，但令我印象深刻
的是大部分的綿花都會變成灰黑色的，我在當刻才知道原來很多貧窮的地區的內地居民可
能連每天洗澡的條件也沒有。

雲茶植林區            2015年攝

秋葵 茶果 板栗 節瓜 會織英文的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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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努力扶貧，又帶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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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婆婆共舞



2015 年度收支概覽 及 2016 年度預算

2015年度收支  港幣 

2016年度預算

項目 人民幣

山西護林 80,000元
扶貧復明 計劃 800人 1,205,200元
助學助養 280,000元
關懷送暖及扶貧 170,000元

總預算 1,735,200元

(以兌換率 0.80計算，約為港幣 2,169,000元)

 本會並無行政開支

 全部行政、交通、食宿的費用皆由志願者自付

 所有捐款和收益都投入植林與慈善事業

 收支由註冊會計師查核並呈報香港政府監督

Flat C, 3/F, Ho Kwan Building, 54 Jordan Road, Yau Ma Tei,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 九龍 油麻地 佐敦道 54號可群大厦 三樓 C室

電話 Tel: (852) 2377 2101 傳真 Fax: (852) 2377 2161
電郵 Email: contact@greenaction.org.hk 網址Website: www.greenaction.org.hk

植林 眼科 教育 扶貧 沒指定 特別收入/

支出

總數

上年結餘

(2014) 585,365元 323,621元 68,987元 977,973元

收到捐款

(2015) 267,975元 2,476,716元 288,485元 266,080元 130,620元 12,000元 3,441,876元

項目支出

(2015) 211,258元 1,695,023元 344,671元 338,465元 8,500元 2,597,917元

(31/12/2015)銀行結餘 1,821,93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