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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造林
四江村
於2007年開始種植生態林,多年來已經種植樹苗約60萬株,林區有2,522
畝 , 由當地村民管理維護。

因疫情関係，本會義工今年依然未能上山西視察，只能依靠微信聯絡。
今年九、十月山西多雨致莊稼受損，但林木大致不受影響。另通往林地
的土路有塌方地段，範圍比以往大。

村民在生態林區以下的土地，種植了較具價值的藜麥，亦有自行在發售，
在香港也有朋友訂購支持。

第 3 區 , 樹木已經種植 14 年              2021 年 6 月攝

第 4 區 , 樹木已經種植 14 年               2021 年 6 月攝

封面：東山 雲茶植林區 2021 年 12 月攝



 
文社村  還趣山莊        

山莊自 1994 年大面積植林之後，
山泉水重現；解決了村民食水困難。

去年秋天至今年4月，持續乾旱，“還
趣山莊”周邊地區均出現缺水情況，
群眾相繼到來取水回家食用。

山莊自從植林、護林二十多年來，
讓村民放水灌溉的水塘第一次見底
( 見下圖 )，可想而知，乾旱程度
的嚴重。

山莊因為有生態林區覆蓋，山泉水
持續流出，雖然大旱導致水量減少，
但無礙村民繼續到來取得食水。

山莊自建成 20 多年來，讓村民放水灌溉的水塘第一次見底      2021 年 4 月攝

2021 週年報告
ANNUAL REPORT 2021



 
東山植林區 (雲茶植林區，水庫植林區，石井植林區 )        

   因為建設風力發電，在石井林區的山脊，建起了大風車，下半年多了

駕車人士進入石井林區，護林員都擔心現時林區管理薄弱，無能力應對
外來遊人，容易造成砍樹、山火、建墳墓等等的破壞。更有已經出現的
環境衛生、到處垃圾以及砍樹建墓地的問題。正敦促有關單位信守承諾，
盡快建設閘門，減少因外來車輛進入而帶給東山水源林區更大的污染和
破壞。
   另外：因風力發電工程、開路等等，致使多處山體崩塌，滑坡，泥石
湧入輸水道，期望有關單位能夠盡快做好善後工作。

石井林區，風車裝置基本完成 多處山體崩塌 ,滑坡

  水庫林區，水位下降約 2米      2021 年 12 月攝

食水黃濁 ,不能飲用

   這兩年的秋冬季，天氣持續乾旱，降雨量少，陽山縣城亦出現不能正
常供水情況。東山未因大旱缺水，因為有生態林區，山泉水持續流出，雖
然大旱導致水量減少，多得食用水管理員的努力，以及大家的合作，東山
村民食水供應仍然能夠維持正常，並增加了供水到山腳下的杜步鎮。
   期望地方政府和當地民眾，能夠自覺、加強保護水源林區不受污染和
破壞，才是可持續發展之道。

  乾旱的輸水道



   雲茶植林區早在多年前，已經成為悠閒、寧靜的風景區。因為未有足
夠的管理能力，故一直未能對外開放。
   植林區以基金會名義管理，現在嘗試交由當地年輕人承擔管理工作，
以生態旅遊方式；由導賞員帶領介紹景區環境，故事，植林，樹木，水
源與人的關係，推廣愛護大自然，保護環境等主題。
   年輕人自組公司，自給自足，財政獨立，做好林區管理保護，以期將
來能夠達到以山養山的初衷。

   

  為發展雲茶林區，
我們到各自然村收
集，拉回荒廢的舊
石頭，合力砌成了
一段滿載古老痕跡
的石板路。
                         

2021 年 5 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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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茶植林區
             
2021 年 12 月攝



扶貧復明
今年仍然受到控制新冠疫情多項措施影響，復明活動未宜開展。
2021 年共為 130 位患者進行免費白內障復明手術。

合辦單位：梅縣區殘疾人聯合會，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
          中山三院粵東醫院，丙村鎮人民政府
手術經費：感謝 劉國成先生，劉安妍小姐 贊助

下鄉義診篩查：1,299 人
免費白內障復明手術：110 人

接受手術的患者，術前均為視力低下；
1. 術眼視力為光感，有 22 人。(其中 3人是雙眼光感。)
2. 術眼視力低於 0.1，或眼前指數，有 71 人。( 其中 10 人另一眼是指
數或光感。)
3. 術眼視力 0.1，有 14 人。
4. 術眼視力 0.12，有 2人，0.15，有 1人。
    手術後覆檢所見，患者術後視力明顯提升，視力達0.3 - 1.2有73人，
達 0.25 有 8 人，其餘在 0.2 或以下，有待時間，慢慢恢復。
   雖然義工們未能親身在每天出院現場分享復明者的喜悅，但我們為患
者得到早日復明，術後效果良好而鼓舞。
   感謝內地各單位支持，前線工作人員的辛勤付出，以及內地義工熱情
協助，使 110 位患者得到早日復明，活動順利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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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鄉義診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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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愁顏
唐伯雙眼視力下降已有五年
多，病情逐年加重，導致行
動不便，嚴重影響正常生活。

   今日的歡笑          2021 年 11 月攝

義工到連州市鄉村，
家訪白内障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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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善長 贊助
本年度完成免費白內障復明手術 20 人

醫護分享：
    101嵗瑤族老人唐伯由家屬用輪椅送來，經醫生檢查為雙眼全白內障，
角膜點狀班翳，雙眼視力光感，醫生即盡快為唐伯安排手術。
    術後第一日視力 0.25，看得出老人家很開心； “我終於可以再看清
東西了！”檢查後唐伯笑呵呵大踏步走回病房。
    當你沒有失去過視力的時候，你不會體會到失明的痛苦，當你視力失
而復得的時候，你才會感受花花世界的美好！這也是作為一個眼科醫務工
作者的動力和快樂所在！應該也是力行復明工程努力的目的！



圖書館正常開放，繼續執行防疫措施，進入前檢測體溫，提醒同學勤洗手。

聘有 2 位阿姨照顧及教導孩子，現有學前兒童，小學生和初中生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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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位特困兒童大米，每隔一星期送豬

      肉，並助養 16 位老人。

 夏日興趣班：於 8月初進行，參加同學共有 36 人，義工老師 6人。

在這短短地 5 天時間裡，和小朋友
們的相處是那麼地快樂；在課堂上
學習“弟子規”時，看到他們認真
地傾聽、積極發言那模樣而感到很
欣慰，但我希望他們都能力行，懂
得如何孝順父母、懂得如何與他人
相處、為人處事……，從一點一滴
做起，我相信他們都能做到的。                    
( 義工 陳為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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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4 點放學的時候，我在走去大廳的路

上，路過洗手的那個地方，我看到了一個應

該是還沒有上學的小朋友，手裡拿著一把比

她還高大半截的掃把在掃地上掉落的樹葉。

只見她嫺熟地就把一堆掃好的樹葉掃進垃圾

鏟裡，然後倒到垃圾桶裡。我不禁地去想像

一下，其他的城市裡的孩子像她這麼大的時

候會掃地了嗎？對於現在嬌生慣養的城市孩

子而言，應該還沒會吧！          ( 義工 毛麗媛 )  

       我提議在下午全體集中的安全教育課上插上社交禮儀課，重點是對高年級的同

學普及社交禮儀常識。年輕導師說不知道怎麼講，我就匆匆上陣了，針對他們的表現，

整理了穿著、見面、課堂 / 會議、吃飯、公共場合等幾個最基本的禮儀常識跟大家

一一提示了，能感覺到大多數同學集中精神認真在聽，希望能在同學們心中種下一

顆禮儀的種子，幫助他們成為一位有教養的人。                                       ( 義工 黃海燕 )   

      

      
我從這次夏令營活動中，學到了很多，無論是如何給學生講解安全教育，還是

遇到危險時的各種自救急救知識，亦或是和一起參加活動的老師們探討學生問題等，

每一樣都會成為我成長的養分，讓我向著更好的一面發展。             ( 義工 徐海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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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人。(小學生2人，初中生10人，高中生5人，職中生4人， 

                 大專生 2人，本科生 3人 )

梅縣區：共資助27人(小學生13人，初中生7人，高中生3人，大專生2人， 

                    本科生 2人 )

期望同學們珍惜機會，努力學習，品德良好，不辜負善長、義工們的付出。



合辦單位：梅縣區殘疾人聯合會，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

受助對象 : 學生或核心家庭親屬殘疾，家境貧困，就讀   

          高中，職中，大專及大學本科學生，在校成 

          績優良者均可申請。

贊助機構：永義 (香港 )有限公司

受助學生：69 人

    鑑於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去年至今，香港義工未能出席在內地舉辦之

各項活動。因此，學生助學申請批核工作只能在香港進行，助學金送贈則

由梅縣區殘疾人聯合會負責安排，助學金款項直接轉到學生賬戶。

    8 月下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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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香港義工這兩年都未能到新申請學生家庭探訪，因此受助人數下降。

義工按需要探望，關心特殊困難的農戶，作出合適的幫助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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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分享
去種樹 -植樹復綠活動

    恰逢農曆四月廿五 - 芒種，忙種，我們今天忙著種的不是莊稼，而
是……小樹苗。
    這裡，是我們東山的水源林區，經過人工種植，辛勞保護了 20 年，
供應給我們食水之用。因為建設風力發電，部分樹林被砍伐開路，部分
又因工程導致各項問題。作為小村民、作為熱愛大自然的一員，我們捲
起袖子，去種樹復綠，去撿垃圾，去保護……
    早上八點，植樹小隊員們已早早來到力行圖書館集合，等待出發。
今天我們的行程是到石井植林區植樹復綠，擔當地球小衛士。早在前些
天的植樹志願者招募發出時，力行圖書館的孩子們就踴躍報名了，最終
只有十位同學得到了名額！原本幾位廣州的朋友也想來參加，可惜由於
廣州的新冠疫情突發，只能都一一婉謝了。真的很開心看到大家那份踴
躍之心，保護生態環境，需要更多的人一起行動起來。
    時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日常生活中人們帶上了口罩、因隔離
而困在房子裡、無處不在的消毒液味道 ......
     反思一下，健康的生活方式本應是什麼樣的？

   在前往植林區的路上，藍天白雲，灰白的水泥路，兩旁白色的野花一
叢叢，遠處的青山 ,……水泥路的盡頭離植樹點還有一段土石路需徒步，
行走在山林中，沐浴清新空氣，感受山泉潺潺的喜悅。這才是健康的生
活環境，人類生命的搖籃。
   植林區裡的樹木是 2000 年謝醫生夫婦為解決東山食水困難而植樹造
水，帶領東山村民所種下的。如今鬱鬱蔥蔥的山林，山泉從石縫裡滲出，
清澈甘甜。栽種不易，二十多年來的管護更是不易。現在與老護林員、
年少的志願者們同行於這片樹林中，似乎是一種引領與傳承的契合......



    到達植樹點後，護林員叔叔、力行圖書館的阿姨首先給隊員們進行
了種樹和活動安全守則講解，大小隊員們紛紛圍著認真聆聽、仔細觀看
學習。而後各自領上樹苗和工具，開始種樹 ......

金發叔正手把手教學生們種樹：從挖坑、回填部份鬆土、放入樹苗、覆土，…… 種一棵樹可不得馬虎。

    看著小隊員們揮舞著高過自己身高的
鋤頭鐵鍬，認真而努力的樣子實在令人動
容！他們也是在努力奉獻一份力，保護家
園。
午餐後，還有另一項任務在等待大家……

撿垃圾

    白色污染 - 廢塑膠污染，塑膠類垃圾
難以降解，既會污染泥土、水源，亦對野生
動物構成潛在危險，它在自然界停留的時
間很長，一般可達 200 - 400 年，有的可達
500 年。有人說 , 我力量微薄 , 不知道能為
世界做什麼 ,那就從不亂扔垃圾做起吧。

猜猜這是什麼？
   一段段竹子剖開 4瓣，用火烤軟中
部，對折，兩端系上一條繩子。
沒錯，這就是一個簡易環保的垃圾夾。
出自我們圖書館阿姨的巧手，勞動人
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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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車工程已經在年初完成，可惜仍然有大量垃圾遺留在山上。另外；
也有一些不自覺的遊人。我們撿了一袋又一袋，山上的垃圾仍舊很多。
心中不免有些鬱悶，生態保護、環保意識，任重而道遠。

孩子們的背影，遠處的青山。願所有孩子都健康成長在乾淨、安全的環境中。

“植樹復綠”活動圓滿結束，
希望更多人能夠在日常生活中 ,
為保護環境多出一分力！

                   作者：義工 徐桂梅
                   編輯：義工 林文泰
                     2021 年 6 月 5 日



力行圖書館大家庭
   2021 年 2 月 6 日，力行圖書館迎來了一次大團聚。在大哥哥姐姐們精
心策劃組織下，創辦圖書館以來在這裡長大的十多位孩子：帶著他們的
回憶，帶著他們感恩的心，帶著他們的另一半，手抱著幼兒，回“娘家”
了。

   大哥哥姐姐們和圖書
館小朋友們一起遊戲、一
起唱歌、一起重讀當年的
詩詞，一派溫馨大家庭的
景象，讓人感動至深。
   謝醫生夫婦的身影又
浮現眼前，您們當年的付
出是值得的，圖書館改變
了孩子們的命運，讓他們
活出了更好的自己。

   中午點心餐後，大哥
哥姐姐們來到雲茶，重溫
當年在心湖邊嬉戲時的歡
樂。雖然對當年朗朗上口
的古文、唐詩宋詞一知半
解，但已在小小的心靈埋
下種子，今天已經發芽出
土了。現今他們當中有在
讀的大學生；幼稚教育工
作者；自由工作創業者；
企業員工。他們成家立業，
回饋社會。

   大哥哥姐姐們撿起在草地上，茶樹落
下的花朵，砌成了一顆心：一顆大愛的心；
一顆忘我的心；一顆感恩的心！

              
                  作者：義工 簡愛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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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收支概覽  及 2022年度預算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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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0元 

 
22,160元 

 
270,042元 

 
 

 
63,236元 

  
25,000元 

 
380,638元 

項目支出 

(2021) 

 
25,306元 

 
256,624元 

 
589,814元 

 
39,175元 

   
11,125元 

 
922,044元 

 

 

                  2022年度預算 
 
 
 
 

                    (以兌換率 0.83計算，約為 港幣 2,590,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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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困復明，計劃 810人     1,215,000元 

助學助養     655,000元 

關懷送暖及扶助特殊困難     180,000元 

總預算     2,150,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