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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造林
山西省 石樓縣
於 2007 年開始種植生態林，多年來已種植樹苗約 600,000 萬株，存活率達 80%，2019 年管理、維護已
經種植的林區 2,638 畝，林木生長尚好。

封面：滄海一粟 - 廣東省陽山縣東山植林區   2019 年 12 月攝

10 月 27 日早上，莊醫生等聯同石樓政協領導、石樓高中學生一起到四江村植林基地參觀和出席一個植
樹示範活動。

10 月 28 日，石樓教育局協助辦了三場演講給石樓職專學生。第一場由徐皓天先生介紹新的農產品銷售
模式。第二場由凌友詩博士介紹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的歷史和理念。第三場由劉高煥教授介紹國家如何
治理黄河。三場演講各有特色，聽眾都十分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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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山縣
東山植林區

於 1999 年開始，為涵養水源而大面積種樹，成爲品種多樣化的生態林，並為該地區民眾提供食水。
2019 年，東山植林區管理維護正常，樹木生長良好，無污染食水源源不斷。

梅縣 文社村 還趣山莊
於 1994 年開始，為涵養水源而大面積種樹，成爲樹木種類多樣化的生態林，并爲該地區提供食水。
2019 年，梅縣植林區林木管理維護正常，樹木生長良好，無污染食水源源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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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復明
梅州市 梅縣區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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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縣區下鄉篩查共爲 1,737 人義診。
兩次活動合共為 262 人施行免費白内障復明手術。

手術經費：3 月份：感謝 永義 ( 香港 ) 有限公司 贊助
               11 月份：感謝 黃潔鋆女仕 馮蕙芬女仕 
                                      韋文俊先生 贊助

梅縣區人民政府副區長謝芳早上來到粵東醫院，關心、慰
問患者術後情況，致謝捐資善長及義工團隊，為醫護人員
打氣，並致送錦旗給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
「助殘義舉，譽滿九州」
「撥雲見日，再造光明 」

     
    手術台上，當時我們遇到了一個眼窩又深、年齡又老、白內障又熟、眼裂
又小的貧困白內障老人，由於眼袋太深，連開瞼器都打不開。台上教授都
快要哭的說：“從來沒有遇到這麼複雜，手術難度那麼大的白內障，真的怕
下不了台。想跟老人家說做不了，回去吧。但是又不得不做，誰叫我是醫生，
現在不給她做，那就永遠都沒有機會看見了。。。”此刻，我開始明白為什麼
要做醫生，不僅僅是一份職業，也是一種責任！！
    接下來，教授結合病人實際情況，用精湛高超的技術，把手術圓滿順利
的做完了！如釋重負，出院患者查房，術眼視力 0.4，患者重見光明的喜悅，
讓我們感動。患者期盼的重見，不就是我們每個人都在努力的最好回報嗎？
                                                                                  彭炬榮  醫生

    這些老人家年紀老邁，眼睛因年老退化而出現了問題。因為一個機會，
成為了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扶貧復明”之受益人，從此人生變得不一樣，
手術過後，視力健康了，猶如重生。試想想，如果這個老人家就是自己，
此活動必定帶來無限希望和歡樂，實在是心同感受。
    每個來登記的老人家，術前都要成功通過數關身體檢測，才能做手術。
看見他們連第一關血壓測試亦顯示出非常緊張心情，可想而知病人是很
重視這一個機會，而我正是為他們量血壓的其中一位義工，每一次看見
他們通過了檢測，除了對方會鬆一口氣外，自己心裡亦會同樣感到開心，
更希望每位來到的老人家都可以成功完成手術。                                                      
                                                                                   義工：陳清潔

清遠市 陽山縣 5 月，10 月
合辦單位：
陽山縣殘疾人聯合會，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江門新會愛爾新希望眼
科醫院，江門市新會區人民醫院，陽山縣人民醫院，各鄉鎮民政及衛
生院。

陽山縣下鄉篩查共爲 2,394 人義診。
兩次活動合共為 388 人施行免費白内障復明手術，胬肉切除手術 56 人。

手術經費：5 月份：感謝 楊榮輝先生 楊朱麗燕女仕 伉儷 贊助
               11 月份：感謝 永義 ( 香港 ) 有限公司 贊助

活動舉辦期間，陽山縣縣委常委，副縣長楊堅強到來陽山縣人民醫院，
關心慰問患者；對參與的醫護人員，義工給予支持鼓勵並感謝。並致送
錦旗給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力行奉愛心，義工獻真情」
                                          「愛心助陽情意濃，同享光明義舉美」

2019 年共為 1,251 位患者進行復明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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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最是熱天時，扶貧復明正忙矣！姊妹、夫妻獻愛心。
殘聯衛健來攜手，力行人醫同協力，醫障無情人有義，齊奏大愛光明曲！

                                           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殘疾人聯合會   孔懷英

或許，以專業眼科醫生的角度來說，白內障、胬肉不過是小手術，但於每位病人而言，清晰的視野，
卻是 生活中極 其 重要的一環，尤 其 老人依 賴視覺，才能避免跘倒。還記得，篩查 期間，我們發現不
少老人的視力被眼疾蠶食得連 0.1 也沒有。我們都驚訝，他們日常是如何走路的。一問之下，才發現
不少老人為免跌到，長期只待在家裏，若非有人扶著，連走到鎮上的衛生所都是 連滾帶跌的。這都
提醒著我，往後對待每 位病人都應以最誠懇的態度，盡最 大努力為他們解決 他們健康上的疑難。
                                                                                                                          二年級醫科生  莫曉彤

合辦單位：
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殘疾人聯合會，連山壯族瑶族
自治縣衛生健康局及紅十字會，連山壯族瑤族自治
縣人民醫院，清遠市人民醫院，力行植林慈善基金
會

下鄉篩查共爲 989 人義診，活動合共為 110 人施
行免費白内障復明手術，胬肉切除手術 10 人。

手術經費：感謝  黃佐榮先生，黃周美玲女仕，
丁健榮先生，羅普慶先生，羅鄭琗瑾女仕   贊助

合辦單位：
連南瑤族自治縣衛健局，縣殘疾人聯合會，香港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連南縣人民醫院

下鄉篩查走訪了 6 個鄉鎮，共為 368 人進行義診。活動合共為 160 人施行免費白内障復明手術，胬肉
切除手術 10 人。
手術經費： 感謝 何國斌先生 贊助

合辦單位：
香港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連州市衛生健康局，連州市人民醫院
活動共爲 135 人施行免費白内障復明手術。

手術經費：感謝 林達權先生，孔志偉先生，陳漢光先生 贊助

今期較多 60 嵗以下患者：年齡在 46 嵗 - 59 嵗有 15 人。

受惠患者術前視力：雙眼視力為光感，手動，眼前指數有 34 人。
                           一隻眼視力為光感，手動，眼前指數有 50 人。
                     視力為 0.15 或以下有 50 人。視力為 0.2 有 1 人。

患者術後第一天視力情況：
0.8 或以上有 11 人。 0.5 或以上有 39 人。 0.3 或以上有 38 人。
0.25 或以下有 47 人，有待時間，繼續恢復。

清遠市 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 6 月

清遠市 連南瑤族自治縣 9 月

連州市 3 月 - 12 月

江門市  鶴山市 7 月 - 8 月
活動共爲 120 人施行免費白内障復明手術。
手術經費：感謝 林寶娟女仕 方鳳儀女仕 及眾善長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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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養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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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位阿姨
照顧及教導孩子。現有學前兒童，小學生及初中學生約
40 人參加活動。

助養：圖書館每月派送給約 24 位特困兒童大米，每星
期派送豬肉 ; 並助養 20 多位老人。

每年夏天圖書館都會舉辦英語夏令營，今年夏令營的老
師都是東山的年輕人。

義工分享
每一次回到東山，都是第一次，不僅僅是第一次主持大局，遇到的小朋友大朋友也不一樣。相比以往，
這次的經歷可謂寶貴特殊，寶貴在於這次作為老師回到東山我收穫了許多，這次是真正的訓練，每
一個活動我們導師團隊都討論許久，甚至是哪個學生調皮不聽話我們也會討論如何解決問題。在那
短短的一個星期裏，我們教給了小朋友們英文知識和基本的做人道理，而同樣小朋友們也在教著我
們如何成為一名老師，如何為人師表，作為老師要怎麼樣走入學生的心裏……我們會給個別小朋友談
心，會給他們輔導薄弱科目，當然也會和他們一起玩遊戲…… 我們既是他們的老師、也是他們的學生，
我們既是他們的榜樣、也是他們的玩伴。               
                                                                                                                        義工老師 徐秀進 

看到圖書館裏的大小孩子、小凳子、書桌椅，不由得想到我就
是從那小凳子坐到高一點的書桌椅，再到現在站到這黑板前，
這一路的成長好奇妙！我們長高了，能懂得《賣炭翁》、《太行路》
的字意了，小凳子看起來更小了，圖書室的桌椅似乎縮小了，
遊戲操場原來也不是很大…… 這一切感覺似乎變了，但其實不
然，一切親切依舊。                              
                                                               義工老師 徐桂梅

梅縣區 扶殘助學 8 月

活動日期： 2019 年 8 月 18 日至 21 日 

合辦單位： 梅縣區殘疾人聯合會，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 

贊助機構： 永義 ( 香港 ) 有限公司

受助學生 :  133 人

8 月 21 日 受助學生獲邀出席於梅縣區委黨校禮堂舉行的 “助
學金送贈儀式”，由梅縣區殘聯正副理事長和香港義工代表
攜手送贈助學金，與會學生及家長一百多人。嘉賓及學生代
表先後致辭，各位香港義工都很珍惜在儀式完成後 , 有機會
跟各位新舊同學傾談和鼓勵同學努力為自己的將來而奮鬥 ,
創造美好的將來。

助養助學
梅縣區   共資助 21 人 ( 小學生 11 人，初中生 5 人，高中生 4 人，大專生 1 人。)
陽山縣   共資助 23 人 ( 小學生 3 人，初中生 9 人，高中生 3 人，大專生 1 人，
                                    職中生 3 人，大學生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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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送暖
香港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為常住在廣東省，清遠

市，陽山縣部分鎮村 65 歲或以上長者、殘疾、特困、

低保及五保戶等村民舉辦〝關懷送暖〞活動，不知

不覺間已經踏入 20 個年頭。 一貫本著宏揚中華文

化傳統美德，關愛長者，關懷殘疾人士和貧困村民，

讓山區村民感受到來自香港同胞的關懷，在嚴寒的

冬季即將到來之前，送上一份真摯的關愛和溫暖。

送贈物品：大米 20 斤、花生油 1 瓶、夾棉外套 1 件、                                              

                藥油 1 瓶、餅乾 1 袋。

本次合共送出 637 份禮物。 

合辦單位：香港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

                 陽山縣殘疾人聯合會

活動日期：2019 年 12 月 3 日至 8 日

分享點滴：當我走進一個獨居老鄉家裏，看到他家徒四壁，烏燈黑火，連張像樣的枱凳都沒有，真的感
到很心酸，真想像不出，今天還有這麼淒涼地生活著的村民。以為當年我們小時候家已夠窮了，但好歹
有幾件傢俱，還有個家的樣子，比起眼前這個屋子，已優越不少。
回想自己過去幾十年的生活，雖然歷盡艱辛，也很不容易，但比起這些山區的貧困村民，真是幸運很多。
感恩今天我雖年屆86歲，仍行動自如，能吃能睡，有兒女陪伴身邊，實倍感幸福，更要發揮餘熱，多行善事，
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義工  陳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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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鄉篩查點滴 共襄善舉



2019 年年度度收收支支概概覽覽 及及 2020 年年度度預預算算

2019年年度度收收支支 ((港港幣幣))

植植林林 眼眼科科 教教育育 扶扶貧貧 沒沒指指定定 特特別別收收入入

/支支出出

總總數數

收收到到捐捐款款

(2019)
163,200元 1,279,333元 483,584元 201,000元 644,473元 84,456元 2,856,046元

項項目目支支出出

(2019)
12,089元 1,993,546元 527,316元 335,189元 75,586元 2,943,726元

2020年年度度預預算算

(以兌換率 0.89計算，約為 港幣 2,685,393元)

 本本會會並並無無行行政政開開支支

 全全部部行行政政、、交交通通、、食食宿宿的的費費用用皆皆由由志志願願者者自自付付

 所所有有捐捐款款和和收收益益都都投投入入植植林林與與慈慈善善事事業業

 收收支支由由註註冊冊會會計計師師查查核核並並呈呈報報香香港港政政府府監監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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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項目目 人人民民幣幣

山西植林，護林 100,000元

扶貧復明，計劃 1,000人 1,500,000元

助學助養 590,000元

關懷送暖及扶貧 200,000元

總總預預算算 2,390,000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