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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願
 (池杉的氣根像春筍一樣 ,穿越地面生長出來。)

東山 - 雲茶植林區 2020 年 12 月攝



2020 年回顧：
    2020 年初，遇到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改變了大家平靜的
生活規律，面對這場持續的瘟疫，內地在國家級的嚴防管控下，很快把
疫情平復下來。

    香港義工因為防疫原因，都暫停到內地了。幸運地因為多年義務工作，
慢慢地凝聚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內地義工，得到他們鼎力相助，本會在內
地前線的工作，都得到順利實施。

   關於各個項目的工作情況，在植林區的管理維護方面；因為長期交由
當地村民負責，得益於現代通訊方便，我們與村民之間的合作，沒有受
到影響。

  “扶貧復明”活動方面；多項安排也因為疫情原因都取消了。期間，
大家都關心著各地疫情的增減，同時為貧困白內障患者什麼時候才可以
安全地手術而操心，研究各樣可行的方案。延至 10 月下旬，“扶貧復明”
活動在梅縣區殘疾人聯合會，中山三院粵東醫院，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
大家的支持配合下，順利開展，安全完成復明手術 114 例。

  “扶殘助學”方面；雖然香港義工無法親身家訪，透過梅縣區殘聯的
多年合作，幫基金會收集有需要的學生申請表，並將資料寄來香港供基
金會審核，最後我們決定資助 85 位學生。希望 2021 年疫情好轉後，香
港義工能親身到國內探訪學生做家訪。

   助養助學工作；在內地義工的長期協助、跟進下，正常工作，沒有受
到影響。

   今年是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踏入第十六年，我們仍然是不忘初心，實
踐身體力行，為社會公益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深深感謝一起同行的善長，義工，內地的合作單位、以及工作人員，
因為您們的每一分力量，都能夠改變環境，溫暖人心。

    執筆之際，新冠病毒仍然肆虐。希望大家都能夠恆常防疫，保重身體，
心情舒暢，百毒不侵！期待疫情早日消退，社會和諧更進步！

     祝各位   

           身心安康！ 新年進步！ 萬事如意！
                                             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

                                           執行委員會仝人  鞠躬

                                                2021 年 1 月 29 日



植樹造林
山西省 石樓縣
因疫情關係依然無法北上山西，靠微信和石樓村民聯絡。
下半年曾有暴雨和冰雹破壞，但除了山路有些沖壞外，林塲保存良好。
第二十二，二十三區的成活率稍低。

第3，4區 第 3區，刺槐盛放著白色的花朵

第 12，13 區 第 18，19 區

    鎮政府在去年打井出水處建了平台，小廣塲鋪得挺好的，也

建了個小亭保護水井及供村民用的休憩走廊。
    

    村民正準備組建種植合作社，利用改善了的環境，為藜麥大

面積種植改善經濟。



廣東省 陽山縣 
東山植林區 (雲茶植林區，水庫植林區，石井植林區 )        

自 2000 年通過大面積種植生態林，涵養水源，以增加供水量，並修建水
利設施；2001年開始為該地區民眾提供食用水，至今山場的供水量良好，
樹木生長健康。

2019 年自入秋後到 2020 年 3 月降雨量少，大旱。鄰近地區的民眾相繼到
來取食水，更顯水資源及供水設施的恆常管理維護非常重要，本會義工
亦有長期協助及捐資維修。

今年入秋後，因為管理維修進度緩慢，導致民眾缺水情況再現。

東山 - 雲茶植林區 水位下降約 1.2 米 , 池杉的氣根裸露出來

 東山 - 水庫植林區



扶貧復明
因為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多項“扶貧復明”活動取消。
2020 年共為 126 位患者進行免費白內障復明手術。

梅州市 梅縣區 11 月
合辦單位：
梅縣區殘疾人聯合會，中山三院粵東醫院，
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丙村鎮人民政府

手術經費：
感謝 孔志偉先生，黃潔鋆女仕，陳柏楠先生，
     韋文俊先生 贊助

義診篩查：403 人
免費白內障復明手術：114 人



連州市 6月 - 12 月
合辦單位： 
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連州市衛生健康局，連州市人民醫院

手術經費：
感謝 劉國成先生，劉安妍小姐 贊助

義診篩查及手術都受各項原因影響，暫時只能完成免費白內障復明手術
12 人，更多手術將根據實際情況持續安排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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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及初中生約40人時常回來活動，是孩子們的大家庭。

助養：圖書館繼續每月送給約 19 位特困兒童大米，每隔一星期送豬肉，

幫助兒童解決溫飽；並助養 19 位老人。

夏日興趣班：於8月進行，導師12人，大多數是在圖書館成長的哥哥姐姐，
表現出非常用心和努力的年輕人。期間無論是學生或導師，都感受著快
樂的學習氛圍，教學相長，互有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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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和目的：幫助有殘疾的學生，或殘疾人家庭的子女，

            資助和鼓勵他們求學。

贊助機構：永義 (香港 )有限公司

受助學生：85 人

    9 月中旬，梅縣區殘聯把收集好的學生資料，快遞到來；大部份資料

都是符合提交要求的，可見區殘聯的務實工作，以及申請學生的認真。因

為香港義工未能像往年一樣，到新申請學生家庭探訪，送上關懷鼓勵，因

此今年新增加的助學人數減少。

香港義工團隊根據資料審核，提交獲批助學金名冊給區殘聯。

    2020 年 12 月，扶殘助學金送贈儀式在梅縣區殘疾人聯合會舉行。因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梅縣區殘聯挑選部分本科、大專、高中（中專）
學生（家長）代表到現場接受捐助，同時以社會化形式發放，把助學金
轉入學生銀行帳戶。



助養助學：
對象：貧困家庭的學生

項目由專責義工跟進每一位學生，工作細碎繁瑣；檢查功課，跟進成績，

關心生活情況，給予學生每月生活資助，關愛鼓勵，…… 多謝義工們的

愛心和耐心，為幫助學生而盡力。

陽山縣：共資助 29 人

   ( 小學生 2人，初中生 12人，高中生 3人，中專生 5人，大專生 3人，       

本科生 4人 )

梅縣區：共資助 22 人

   ( 小學生 9人，初中生 7人，高中生 4人，大專生 1人，本科生 1人 )

義工家訪，了解學生實況

梅縣區，“丙村鎮關懷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義工與受資助的小學生，初中生合照



東山 - 石井植林區

東山 - 水庫植林區

喬遷啟事  

本會已經遷往下列新址辦公，電話和傳真號碼不變，敬希垂注。

新址：香港 九龍 油麻地 廣東道 582 – 588 號

     廣發商業大廈十四樓 1303 室 ( 電梯按 13 字 )

       Rm.1303, 13/F, Kwong Fat Commercial Building

       582 – 588 Canton Road, Yau Ma Tei, Kowloon

       Hong Kong

東山 - 雲茶植林區



                              
 

2020年度收支概覽  及 2021年度預算  
 

2020年度收支 (港幣) 

 
 植林 眼科 教育 扶貧 沒指定 特別收入 

/支出 
總數 

收到捐款 

(2020) 
7,500元 221,300元 246,335元 20,100元 316,500元 28,112 元 839,847元 

項目支出 

(2020) 
32,187元 202,069元 457,894元 114,182元   24,438元 830,770元 

 

                 2021年度預算 
 
 
 
 

                    (以兌換率 0.85計算，約為 港幣 2,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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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1303, 13/F, Kwong Fat Commercial Building, 582 – 588 Canton Road, Yau Ma Tei, Kowloon H.K. 
    香港 九龍 油麻地 廣東道 582 - 588號 廣發商業大廈十四樓 1303室 (電梯按 1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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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人民幣  

山西植林，護林    100,000元 

扶貧復明，計劃 880人     1,320,000元 

助學助養     590,000元 

關懷送暖及扶貧     200,000元 

總預算     2,210,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