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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關懷送暖”活動工作簡報 

每年探訪農村，農戶的“關懷送暖”活動，已經在陽山縣東山村持續了 18

年，活動範圍近年亦不斷擴大，受惠村落及農戶越來越多。 

 

目的：  

宏揚中華文化傳統美德，關愛長者，關懷殘疾人，貧困村民。 

    讓山區村民感受到來自香港同胞的關懷，在嚴寒的冬季，送上溫暖。 

 

合辦單位：陽山縣殘疾人聯合會，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 

活動地點：廣東省 清遠市 陽山縣 

          杜步鎮東山村，山坪村，杜步街村民小組，江英鎮英陽村， 

          各大小村落共六十多處。 

日期：2017 年 12 月 7 日至 10 日 

對象：長期居住於山區農村的 65 歲或以上長者，殘疾人，低保及五保户等。 

物品：每人大米 20 斤，花生油 1 瓶，棉背心 1 件，糕餅 1 袋，藥油 1 瓶。 

經費贊助：感謝 趙善球，彭煥明伉儷 及 眾善長 贊助 

 

    香港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每年於 12 月舉辦“關懷送暖”活動，今年派出

10 名義工參與工作，義工們分兩批先後到達東山村，首批到達義工負責聯絡安

排、協助物資點算、處理及包裝，待大隊義工到達便可順利開展送贈工作。送暖

活動進行期間，天氣雖然寒冷，但見陽光充沛，天朗氣清，好讓公公婆婆出門方

便，大家感覺不會太寒冷而影响活動，今年共送出物資 70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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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 

12 月 7 日： 

上午 8：30 分，義工浩浩蕩蕩出發前往江英鎮、英陽村。分 3 個送贈地點，我們 

    每到達一處送贈地點，都見到老人家在陽光下或站或坐地等待着，當開始送 

    贈時，他們都聽從村委安排，按照自己村別排隊，秩序井然，欣喜地領取物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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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8 日： 

上午 8:30 分，開車到東山各自然村。 

下午 2：00 分到達山坪村委會，山坪小學師生在村口列隊拍掌歡迎，村民舞獅隊，  

    舞動醒獅迎接我們進村，塲面熱鬧。在村委協助及義工安排下將物品送給長 

    者、殘疾人及貧困户手上。今年已經是第 11 年到山坪村，很多長者都與義 

    工們熟悉，也有“扶貧復明”活動的受惠者，對我們訴說眼睛看得清楚了， 

    流露出感謝和喜悅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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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9 日： 

上午 8:30 分，開車到東山各自然村。 

下午 2:00 到杜步街村委會，村委安排長者坐在大廳等候。我們到達後，村委協 

    助將貨車上物品全部搬進大廳內，並準備好長枱，方便物品放置，今年已經 

    是第 8 年到杜步街村委會。 

  

 

 

12 月 10 日： 

上午 8:30 分，開車到東山各自然村。另一組義工把物資搬運到定點，等待附近 

    村民到來領取。 

 

    東山村分別在 8 日至 10 早上送贈，除送贈點外，我們亦入户探訪，把物品

直接送到長者住處，並進行家訪慰問，了解他們日常生活狀況，若有需要會按個

別情況作出緩助。落鄉期間會與村民閑談，這樣可以更了解村民實況，若有需要

mailto:contact@greenaction.org.hk


 

 
 

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 

Green Action Charity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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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電話 Tel: (852) 2377 2101        傳真 Fax: (852) 2377 2161                               

電郵  E ma i l :  co ntact @g re en act ion .org. hk    網址 Web s ite:  www. gre en act io n.org. hk  

 

亦可盡力協助他們渡過難關。每次家訪，老人家都很熱情地歡迎我們，總是握着

我們的手，每次見面都好像回鄉探親那份熱切的感覺， 一張張熟悉的臉容，一

雙雙奉上熱騰騰蕃薯、芋頭的手，還有那濃濃的人情味 ……. 

 

   

   

 

    活動在充滿着喜悅氣氛中結束，衷心多謝陽山縣殘疾人聯合會在的組織安排，

以及各項協助！衷心多謝各村委事前準備充足及活動進行期間協助！衷心感謝

所有義工盡心盡力付出！彼此合力，使活動更圓滿，施者與受者都滿載而歸，期

待明年再會。 

 

                                                         義工  關綺媚 

                                                     2017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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