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2-12號
威力工業中心九樓V室

Room V, 9/F, Valiant Industrial Centre, 
2-12 Au Pui Wan Street, Fotan, N.T., Hong Kong

(Freepost No. 85 SCL)

32

2016年 10月號

GratiaNEWS

奏響生命樂章



總幹事的話

施比受更為有福

不少人以為，施出就是損失。施出金錢，自己的口袋裡或是
戶口裡就少了一些錢財、施出時間去服務，自己就少了一些私人自由

時間，身體也損失了一些精力；施出愛心，自己就少了一些心靈力量。不錯，從
某個角度來看，施出實在是付出，是失出了一些看來是屬於自己的東西。然而，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施出是獲取更貴重事物的一個過程。

自1999年為香港非牟利

慈善機構 (91/5422)，
是一個跨宗派、匯聚基

督徒力量的愛心平台，旨在關懷祖國，透過兒童村、助學工程幫

助內地孤兒和特困兒童，為他們生命帶來轉機，以愛創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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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關愛、獲得激勵
綜合今期《華恩之聲》的團隊分享，相信每
一位讀者都會深深感受到，參加兒童村及助
學探訪的「華恩」支持者一點也沒有損失。
雖然他們用了每年自己工作所給予不多的年
假用來參與義工探訪，並且要支付團費，從
某一個角度看是有所犧牲，但是換來的是激
勵和鼓舞。暑假參與兒童村探訪更是一件
苦差，因為我們的兒童村座落在比較偏僻的
地方，大部份地方都沒有空調設備。當氣溫
高達近四十度，再遇上停電停水之時，團員
差不多都有中暑的危機。但是，團員從那群
在困苦中長大的孩子身上，看見一個一個勇
於面對障礙的活生生、積極和堅強的生命。
我們兒童村的孩子，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辛
酸的故事，但他們都能因為院內員工與探訪
團所付出的關愛，讓他們能夠在愛與關懷中
漸漸學會以喜樂、積極的態度去面對。探訪
團所付出的，從來不會是枉然的。

付出金錢、獲得滿足
有一位老人家對我說：「我年紀大了，擁有的
和能作的事情不多。我可以作的是關心你，

我所有的是一點金錢。但我很感恩，因為我
捐出的金錢，原來幫助了這麼多的莘莘學子
完成學業。看著他們一個一個的學業有成，
由普通成績不斷進步，以高分數考入理想大
學，以優異成績大學畢業，並且進入研究院
繼續進修……我感到很滿足……我足不出
戶，就能透過你們的事工參與了扶貧助學的
工作。太棒了……」不錯，每年閱讀著大學生
寫給「華恩」的畢業感言，我們都會十分感
動。他們因著「華恩」的助學金，圓了讀書
夢，並且學業有成，可以繼續向上發展，這
是何等寶貴的事啊！

其實，一個能夠樂意施與的人，必定是一個
內心滿足、喜樂和對別人有愛的人。愛人者，
必蒙別人愛護，是許多人的經歷，也是我們
每一個曾為兒童村孩子付出的院內員工和
義工的經歷。從我們所親愛的河池兒童村
退休院長龔阿姨身上可見一斑。

親愛的「華恩」之友，你若渴望經歷內心的
滿足和喜樂、渴求生命得著激勵和鼓舞請你
也來參與我們助養、助學和探訪事工。你所
付出的，必叫你能得到意想之外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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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札記

繼去年廣西之行後，Doctor of Excellence 今年招募

了兩所大學的醫科生，一行共三十四人於六月二十四

至三十日前往四川綿陽角聲華恩兒童村，為孩子進

行體格檢查、體能測試及衛生講座，不但孩子獲益良

多，眾參加者也滿有得着！

文／雷嫣媚（港大醫科一年級）
「我的成長需要你的呵護。」一個小男孩邊說邊指着敬老院
草地上的一塊告示牌，重覆了三次。一開始，我沒聽懂他的
意思，以為那只是他提醒我們不要踐踏草地，後來他說：「我
們也需要你們的呵護。」

沒有孩子是不需要別人關愛的，我在短短一星期能滿足孩
子對愛的渴求嗎？在兒童村，每一個孩子都有他們自己的故
事。我希望在探訪中我們對孩子的關心能填補少許他們心靈
上的破洞，亦能為他們製造美好的回憶，為他們帶來面對未
來及人生的力量。

文／倪曉安（中大醫科二年級）
這裡的孩子都很活潑可愛，雖然他們每一個背後都有辛酸的
故事，但愛還是把他們的憂傷帶走。這次服務讓我感受到愛
的力量，一句簡單的關心已可讓孩子展顏歡笑，而孩子各種
用愛還愛的表現，令哥哥姐姐都非常感動。很希望下次有機
會再到這充滿愛的兒童村服務。

笑意
築起愛心橋
四川醫療服務體驗團心聲分享

文／馬國鳴（港大醫科二年級）
四川地震是中國近年最嚴重的天災，今次旅程考察了遺址
更令我深受震撼，然而比起坍塌，天災對災民的心靈所造
成的創傷更為可怕，因他們痛失家園和親人。本來出發前心
中一直在盤算，如何才能關心這些小朋友，說些甚麼話才
好。過了七天，我深深體會到其實只要把心拿出來，陪他們
玩、聊聊天、打打球，走進小朋友的內心世界，成為他們的
朋友，便是最好的關心。雖說今次是一個服務團，按理是我
們教導他們衛生知識，但我從他們身上也學到很多，那股朝
氣叫我天天都不自覺提起精神。我不能說那場天災沒有在
他們心中留下陰影，但是看着他們臉上洋溢着光彩，令我不
禁對他們那種抗逆能力心生敬佩。

文／陳祉萱（港大醫科二年級）
只要看這個孩子一眼，他就會幸福地笑起來。對於這群孩
子，幸福其實很簡單。雖然他們的玩具不多，也不能看很多
的動畫，但只要我們的一句話和一個微笑都能使他們開心
起來。一個「土豆希，土豆背」的遊戲更能讓孩子玩個不亦
樂乎。儘管他們年紀很小便要離家生活，這些天真爛漫的孩
子卻仍然懂得愛護身邊的人，這讓人既開心又痛心。

第一次到四川，不是去
探訪熊貓基地，更未有機會品嚐「吃了會拉肚子」的麻辣
火鍋，而是到綿陽市兒童村探訪。

兒童村的小朋友天真爛漫，給他們一塊小熊餅乾、
表演一個簡單的魔術、吹一隻小熊貓氣球、陪他們
一起跑圈六分鐘，或者只是一個擁抱，他們
已經心滿意足了，因為知足常樂。

兒童村時刻充滿着愛與歡笑聲，他們每次用
餐前都會同聲感謝愛他們的人，兒童村是他
們的天堂，因為「有愛的地方就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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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札記

記 得三年前去過兒童村後，我真的很

有感動，很想為這班孩子多做一點

事，所以我報讀幼兒教育，希望將來可以將

學到的東西用在孩子身上。不知不覺我已經

當了兩年老師，更看到教育的重要，教育並

不只專注在學術的層面，特別在貧窮的社

一、 愛的力量真的很偉大！藉着同工們對孩子的照
顧，孩子愈大愈懂事，又多才多藝，笑容也愈來愈多了！

二、 愛是無窮無盡的！我從孩子身上學到，無論遇到什麼
      困難，都不需抱怨和絕望，總有出路在前方！

三、 龔院長雖然年過七十，但仍有心有力照顧孩子，真好！今年新
     增了「醫生叔叔」信箱解答健康問題，孩子又長知識了！

四、 星期日參與了兒童村的早會，Connie老師跟孩子分享一杯涼水的比喻，連我的心靈也被
震撼！

五、 送孩子回家是重頭戲，雖然路途遙遠，但愈接近他們的老家，愈感受到他們雀躍的心
情。他們還是會想家呢！

今年再一次經歷了充滿愛的五天行程，謝謝孩子成為了我的祝福！

今 個暑假帶着六歲的兒子和幾個中三學

生到訪廣西兒童村，首次寓親子於工

作，首次放手讓兒子與不同的人相處，首次深

入山區親眼目睹孩子的生活狀況。縱使在接近

四十度高溫下首次體會頭暈口乾的中暑感覺，

但這個旅程給我的得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第一天晚飯後，孩子小花抱着我說：「阿姨，

你明天還會來嗎？」我答道：「會啊！阿姨走

的時候，別忘記給阿姨一個大大的擁抱啊！」

  Jazz

已是第四次到訪兒童村了！孩

子的臉孔差不多全都印在腦

海了，雖然每次到訪的時間不

多，但累積的感受卻

是非常深。

  aliza
每次到訪兒童村，回家後都會有一種
空虛感，總覺得與孩子相聚的時間
太短，如果可以再待久一點，那有多好呢！

Ms. 
leung

西門英才中學的一位老師帶著兒子與數名

學生，利用暑假加入「泉福堂」的團隊，一

起到廣西兒童村服侍孩子，

以下是她的心聲。

小孩子臉上常

掛着燦爛的笑容，

自然容易成為大眾的

甜心，但兩行鼻涕、衣服殘

舊得有點髒的孩子，試問誰又願意擁抱？

脾氣不好的小堅原來帶著悲慘的童年記憶，

他告訴我，有一個早上，爸爸沒醒過來，還

以為他在睡懶覺，於是想推醒他，怎料血就

從嘴角流了出來，原來爸爸已經死了，年紀

輕輕的他，就要承受這樣沉重的痛……

還記得在晚會上，孩子努力的表演，大家都

玩得很盡興。然而我們只可以帶給孩子們短

短數天的快樂，往後的日子，還是要他們自

己勇敢地去面對。

播 道 會 泉 福 堂 探 訪 廣 西 華 恩 角 聲 兒 童

會，孩子生活困苦，教育可以為他們帶來

希望，為他們的品德打下基礎。在這個紛

亂的世代裏給他們正確的價值觀。

每次探訪 這 班孩子時，實在為他們感

恩，因為有很多人愛他們。我願意與孩子

同行，希望自己能更明白他們的需要，以

愛服侍他們。

與孩子來個大合照，留下美好的回憶

看那自製的橋，能否盛載最重的東西，
結果是……成功了！

Joe哥哥教導孩子們創作歌曲 孩子於晚會上表演真功夫！ 兒童村出色的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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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施茵

初次探訪三明市角聲華恩兒童村，當初懷著

探訪一班小朋友的心情來到此地方，到達第

二天，我們舉行烹飪比賽，我看見小朋友對

烹飪很純熟。記得當日我們一起在超級市場

買餸，每人都有不同意見，但最後都能夠滿足

每個小朋友，在過程中表現出他們的分工合

作。及後我們有一些增進認識的活動，而在最

後一晚的綜合晚會，每一組都有表演。看見

小朋友的投入，幾天下來都學習了不少新事

物，相信日後他們在兒童村可以活學活用。

經過今次探訪後，我感受到這班小朋友需要

更大的愛，相信他們日後會知道兒童村給他

們的是非一般的愛。

文／樊銘恩

是次兒童村探訪是個好大的學習，這裡一

來不是能自出自入的地方；二來，若不是院

方和單位的配合，自己的參與只會很有限，

因此我感恩有這個體驗和感受的機會。

這裡的孩子背景絕不美滿，但他們仍然可

以上學，有人照顧，不愁吃和住。反觀自己

和大部分香港的朋友，原來豐衣足食，還

有家人，相對於村裡的孩子來說原來很可

貴，不是必然的，這提醒了自己是有福的

人，該時常知足感恩。

其實，與孩子的深入對話不多，但不論在

遊戲、活動和分享期間，他們總流露著對

知識和對學習的渴求，比自己更為積極，他

們倒成為我學習的榜樣，叫我慚愧起來。

文／伍敏婉

這次探訪的對 象 是 一班由初小到初中的兒

童，我們為他們預備了三整天有意義的活動，

主題 是圍繞「大自然」而設計的，包括有繪

畫、歌曲和遊戲。但我認為最特別的要算是第

二晚的夜行活動。我們為孩子悉心準備了三

個模擬不同自然景觀的地方：熱帶雨林、果園

和沙漠。他們要戴上眼罩，列隊按指示在漆黑

中參與不同的環節，運用他們不同的感官去

感受各種環境。他們要在地上和長椅子上爬

行、赤腳踩在沙上、被箝子箝、被熱風吹和被

灑水等，全是他們意想不到的經歷。雖然如

此，他們也十分順服，很有秩序地投入參與。

我想他們最高興的，就是聽到模擬動物的叫

聲和吃美味的水果！縱然他們最後為這些地

方冠以「虐待雨林」和「殘忍果園」的稱號，他

們還是感到這些活動很特別，很好玩呢！

一行十九人的團隊，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帶著愛與關心進入村內，為村內四十位孩
童籌辦夏令營。跟孩童一樣的起居作息，於香港人是一份
挑戰。這幾天除了主題活動，團隊還有機會探訪個別家
庭，陪伴孩子到泳池戲水，一同買菜弄飯等等。後來才知
道若沒有團隊探訪，孩子鮮能到泳池，可見這安排實屬
難得。深願孩童在村內的愛中成長。

團隊集體出發啦！

泳池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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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遙山區路，
我們愛，讓世界不一樣⋯⋯
—四牧心聲分享

一碗白米飯

文／家碧姐姐

在衣食豐足的香港裡，最慣常看到的是小孩

子整天嚷著我不愛吃這個那個，富足得連吃

飯也生起悶氣來。相信很難想像到在同一天

空下，遠在廣西的一個角落裡，一個剛來自

山區的7歲小男孩，個子卻有如4歲，他會跟

您說，剛來到兒童村的他從來沒有吃過「白

色的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究竟是甚麼？一雙堅定而無奈的小

眼睛正看著你，黝黑的小手指向鍋盆中的白

米飯，隨即小男孩便以熟練的小手拿起碗來

打飯，一碗接一碗，吃得不亦樂乎。身旁小

小的他，從來沒有在家見過或好好嚐過一

口白米飯，所以連白米飯的名字也說不出來

呢，背後的辛酸可想而知。你願意成為他們

的守護天使嗎？給孩子多一份希望，可見的

明天，讓他們感受到更多的愛。

一星期的百般滋味

文／慧君姐姐

到兒童村的使命，是給孩子帶來歡樂和愛！短

短幾天和孩子相處，由最初的陌生人，變成他

們喜歡的人，心裡百感交集。他們每一天都會

很期待我們到來，又會主動過來打招呼。我們

一起溫習，一起遊戲，一起步操，雖然天氣有

點悶熱，但仍不阻大家融合在一起。他們每

個天真的笑容，都讓我這個怕熱怕蚊咬的人

放下一切，珍惜著和他們相處的每分每秒。

一星期的快樂時光轉眼就過去。和孩子告別

時確是不捨，百般滋味在心頭。當收到孩子

們的心意卡，心裡很是感動。謝謝他們讓我

學 懂 簡單的幸 福！

孩子，你們 也要 加

油！知 識 就 是 力

量，努力去活出你

們精彩的人生！

你們不是孤單的
文／梅艷姐姐

再次來廣西，首先從山村把孩子接回
兒童村，我們負責接一對姊妹，她們
是今年新入兒童村的，年約10和13
歲。她們在家時，姊姊愁眉深鎖，而
妹妹天真爛漫，也不管將要去哪裡，
只跟著姊姊。

我拉著姊姊的手，看到她的不安，便
連聲安慰她、鼓勵她說：「兒童村裡
很好的，你很快就會習慣。」

第二天的活動，是大掃除
和點算孩子的衣服鞋襪，
我看到 她們 也有和其他
孩子 一起 打掃。到 吃 飯
時姊姊開始有笑容了。

第四天，參加龔院長的榮休宴時，我
和一對姊妹也是同席。龔院長致辭，
說到興建兒童村的點滴和對孩子的
鼓勵時，坐在我旁邊的姊姊悄悄落
淚。我分不清她是感懷身世，還是因
龔院長對孩子的愛而感到人間有情。

金宏和金秋，你們不是孤單的，在遠
方有很多愛你們的哥哥姐姐，常常想
念你們，為你們打氣和祝福。

在他們身上，
看見脆弱的自己
文／小黃哥哥

這是我第三年到訪，再來，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很
掛念孩子。

是次的探訪重點是把他們從老家接回兒童村，迎接
新學年。

回到兒童村的第二天， 太陽依舊猛烈，午飯後大多
小朋友都喜歡在樹蔭下玩耍，或是三五成群聚在一
起。在操場的另一方，我看見一個他，安靜的靠在牆
邊，沒有跟其他小孩一起，從此我便開始留意他。我
試著走到他身邊與他聊天，他說話不多，只說出自
己來了兒童村兩天而已。

在第三天，他仍是獨個兒站在一旁，我把雙手輕輕
放在他的肩膊上，他雖沒有說話，卻伸手把我的手
捉住。我心裏一酸，眼淚連隨流了出來。瘦弱的他，
失去父母照顧，來到陌生的環境，面對離別、想家，
路真的不易走，真苦！

第六天的午後，我在樹下和他聊天，他話說多了，原
來他有一位姊姊，也剛剛進了兒童村，他說很喜歡
兒童村。吃過晚飯，看見他開始與人交談，更認識了
新朋友，我才恍然發現這群小孩比我們想像的更堅
強，適應能力也很高。我很愛他們，也佩服他們擁有
那顆勇於面對艱難的心。

真的感謝華恩兒童基金，找回這一群小孩，守護他
們。在這次探訪中的經歷，促
使我立志要守護
他們的成長，給
他們聆聽和愛，
使他們能夠成為
愛別人的人。



011010華恩之聲

團隊札記

在這幾天的義教中，

我有了不一樣的體驗

和見識。在正式義教

的第一天，我們是先

參觀了兒童村，那裡的環境其實比我

想像中要好得多，就像香港一樣，只

是沒冷氣而已。午餐也挺豐富，我覺

得很好吃。兒童村的小朋友堅持幫

我們洗碗，令我們感到有點不好意

思。通過不同的機會和他們溝通，發

現他們都是天真無邪的小孩子。

經過這幾天的義教活動，我和他們

成為了朋友，希望日後會再有機會去

探訪他們。這次行程令我體會到擔

任老師這個角色的辛苦，同時亦令我

更珍惜和家人相處的時間。

此次旅程得來不易，

事前的功夫不容少，

儘管經過漫長又辛

苦的開會和練習。

生在香港的我們終究還是身在福中

不知福。當地的環境雖然沒有我想

像中差，畢竟也是相對落後的地方，

設施和教育等固然不足，但最訝異

的是，孩子仍能抱持樂觀的心態去

度過每一天。他們背後都有一段故

事，有不同的心理陰影，但在我們面

前，孩子予人的印象是活潑、堅強與

獨立，即使生命充滿障礙，我卻能在

他們身上感受到積極面對人生的力

量。此行目的就是要令自己擁有同

理心，並學會感恩，珍惜自己所有。

身為學生的我們，沒有能力為他們

出錢出力，只能為他們送上祝福。

在這五日四夜裏所經歷的事令人沒

齒難忘，有體驗，也有實踐。初時我

以為兒童村的小朋友會打架，還會

不願意和我們聊天，但其實他們很

團結，村裏簡單的打掃工作全落在他們身上，但他

們不會埋怨，因為他們認為身為家中的一份子，

就有義務維持家中的潔淨。感覺他們比香港同齡

的兒童或青少年都表現得更為成熟，我很欣賞他

們。我不知道在他們小小的身體裏背負着的是什

麼，但我認為他們的表現令我們深感慚愧。

他們所經歷的事我們都不知道，對於他們而言，

我們是陌生人，他們卻會主動和我們說話。大家只

相處了數日，但孩子待我們如朋友一樣，心裏的善

良和純潔都全部表露無遺。大家明明不過認識了

數日，離別時心還是有陣陣的刺痛，依依不捨。雖

說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但我還想跟他們一直相處

下去。此外，我們在第三天烈日當空下行走了六公

里路，跨越山嶺去另外一間小學，沿途有很多上山

和下山的斜坡，但大家都忍受着酷熱的天氣和迎

臉而來的熱流，默默地繼續行走，這個體驗可看

出大家的耐性和堅持。走完了六公里後，我們更有

種彷彿征服山嶺的成功感。

義教步貼步
共處心應心

4D
黃靖渝

在出發到山區義教前，我本以為

這趟旅程是輕鬆的交流，但當真

正要自己步行兩小時到山區小學

時，我才意識到這次的工作極為

艱辛，在烈日底下要不斷步行兩小時真的比我想

像中辛苦多了，即使我已經撐着雨傘，搧着紙扇，

仍感受到無比的炎熱和流個不停的汗水。但當到

達了我們要義教的小學，看到那些小孩天真燦爛

的笑容，令我覺得這都是值得的。

我更認識了兩個可愛的孩子，最初與他們溝通我

還有點害羞，但後來他們都大膽的與我談話，令

我不禁也主動起來，更和他們成為了好友。

經過這次義教，我對這裏的小孩認識加深了許

多，他們的資源比我們少，卻活得比我們快樂，

令我明白到生活可以很簡單。

4D
楊佩金

5D
陳嘉倩

5B
高寶珊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師生義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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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助學主任梁翠芳和郭麗芬於七月中參加由亞基斯國際基金會在廣西舉辦的「回饋家鄉」

訓練營，約一百三十名大學生參與，華恩推薦了兩位受助大學生(小翠和小德)參加。為期一周

的訓練營內容包括就業培訓、時間、金錢和人際關係管理，還有活動組織及執行能力的培訓。

完成了培訓營，大學生成為志願者，組成小隊回到廣西家鄉，開展為期一個月的活動，包括在

當地農村學校舉辦生活營和特色課堂，培養農村孩子的自信心和品格，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及發掘個人的潛能。這些大學生也會探訪孩子的家庭和孤寡老人，並為村民舉行健康衛生講

座及電影晚會等活動。

廣西回饋家鄉團隊像個大家庭，整個計劃希望不斷傳承，大學畢業生會回來協助，成為參加

者的良好榜樣。統籌及隊長經過精心挑選，大家都清楚明白計劃的使命和個人的責任，令整

體有很強的團隊精神和紀律。非常感恩，整個活動於八月底完滿結束，參與的大學生和受服

侍的羣體生命都得到造就。

延展承傳力
情深意還遠
廣西回饋家鄉活動

一個月的生活營讓我體會良多……

孩子都很可愛，他們很活躍，讓

我帶着笑容伴隨他們成長。這是一種福

份，我很享受！每天送學生回家，在路

上我們都有說有笑。山路都是崎嶇不好

走的，讓我體會到學生上學真不容易。

大山的孩子家境都不好，我們探訪他們

的家後都挺為他們感到難過，同時也

鼓勵他們用功讀書，期盼美好的未來。

我們作為小老師也是收穫豐富的，因為

備課也是學習的過程，所以我很慶幸能

夠有機會參加是次活動，也非常感謝身

邊的學生和隊友，他們的笑臉充實了我

的生活，令我過了一個有意義的暑假。

我從 孩子身上看到 小 時 候 的自

己……臨近放學，我叮囑同學

們放學後不要亂去玩，不要下河游

泳，不要爬樹，要注意安全和盡快回

家。一個小女孩認真的問我：「老師，

放學後我可以去背柴嗎？」我看着她

小小的身材，驚訝於她的乖巧懂事，

我跟她說：「可以呀，但是你去背柴

的時候也要注意安全哦！」在這次活

動中，我學習多給別人關愛，特別是

那些不愛說話的孩子，他們可能是出

於內向害羞的性格，所以不願意與人

交流，我希望能多關心及鼓勵他們。

小
翠

︵
陝
西
師
範
大
學
三
年
級
︶

小
德

︵
重
慶
科
創
職
業
學
院
二
年
級
︶

兩位助學主任與受助大學生小翠和小德

廣西回饋家鄉團隊



龔秀麗院長

榮休感恩會
「雖然龔阿姨退休了，但仍可跟她見面和聯絡的！」這時，
離院孩子們才稍為放下些離別不安的愁緒，露出一絲的微笑。

畢竟也是認識了八年，難免有不捨之情吧！
然而，當這幾天跟離院孩子們的相處後，才明白不只是不捨！

從側面去認識的龔院長……
我看見一位如同母親般照顧孩子的院長！在這幾天，有幾位孩子不
約而同地分享龔阿姨在他們生病時如何貼身和貼心地照顧他們：帶
他們到醫院、在醫院等候至深夜、接他們出院……離院孩子在外讀書
工作，龔阿姨也不時致電提醒他們多穿衣服，小心著涼……

我又聽見她是一位良師益友般，
讓身邊的孩子們和同工心靈受安慰得益處……

我也親身經歷一位如同僕人般服侍眾人的院長！那天清晨，
微微彎腰的她送著我和離院孩子出縣城轉車……

然後，我在想……
什麼使她不求被服侍，而去服侍人？什麼使她如此顧念他人？
什麼使七十一歲的她還在「做工」？

以愛還愛！

中國兒童村委員
致送紀念品予龔院長

（右圖）四牧致送自製的
兒童村模型紀念品予龔院長

各位領導、局長、院長、來賓、義工、兒童村的
忠心員工和兒童村的孩子們，你們好！

今天是一個特別高興的日子，滿堂嘉賓，同來為我們的寶貝龔阿
姨表示致意、謝意和支持。古語有話：「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我們的兒童村有一個寶，就是從六十來歲到今年七十一歲還在
關愛兒童村孩子的龔阿姨。從剛才的短片，我們可以清楚看見
她是多麼關愛我們的孩子，多麼投入這個兒童村大家庭。她的
腳踪踏遍廣西許許多多的地方，安慰幫助過許許多多老人家和
孩子的心靈。現在，她年紀大了，許多人都勸她退休，然後享受人
生。我們也同意她可以退休，請我們的劉錦群副院長擔任院長。

可是，對一個寓工作於娛樂、敬業樂業和看孩子如同兒女的龔阿
姨來說，離開孩子和沒有事情作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她關愛孩子
的心不會因退休而停止，更不想離開廣西。我也知道，我們的孩
子也盼望能夠時常見到這位陪伴他們長大，愛護他們的老奶奶。

董事們最後跟龔阿姨達成了一個方案，雖然龔阿姨從院長的
職任退下來了，卻開始承擔另一個更重要的責任，就是關
愛離院的孩子和擔任顧問院長。她會聯繫、關心、探訪
和幫助離院的孩子，是兒童村外派的愛心大使。若院長
有需要，她也會拔刀相助。這是最完美的安排，對嗎！

龔阿姨實在永遠是我們尊敬的長輩，
我們的家長。日後也請大家支持我們新院長

劉錦群（Connie），關心龔阿姨的新
 職任。祝願龔阿姨身體

 健康，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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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華恩基金會，讓我有機會參與今年初

的綿陽市角聲華恩兒童村的五周年慶典、六月底的

廣州大學生探訪和七月下旬的廣西大學生探訪。這讓

我對華恩的工作和需要有了初步瞭解。在綿陽兒童村

體驗，我看見家境有需要的孩子除了有寬敞的地方活

動，得到起居的照顧外，更可以接受教育和輔導，這正

體現不止息的愛。

令我感動的是在某個清晨，天還未亮的時候，我們一班

來自不同地方、為他們打氣的探訪者，拖著小孩子的手，帶他們上學。他們最需要的，正是生

命的導師和路上的同行者。我後來跟隨華恩的同工，探訪位於廣州和廣西的大學生。他們在

中學階段因為家境欠佳，接受華恩的資助才可繼續學業，考進了大學，有些更剛畢業準備工

作。華恩不單只在金錢上支持他們，更有兩位專職的助學主任，不時聯絡和探望同學，給予

鼓勵和引導。我趁著探訪，給大學生提供有關人生方向和價值觀的培訓，希望藉此讓他們思

考人生的意義和如何面對挫折。華恩要做的是「全人」的工作，希望孩子能夠在社會上成為

有價值及有正確人生觀的人。

文／韋小順

早陣子我參加了華恩的講座，和幾位剛上大

學的師弟妹與經驗豐富的老師們交流。前者

就好像是我的過去，後者就是我的未來。看

著師弟師妹青春洋溢的臉上寫著對明天的嚮

往，老師們的言辭中，流露著積累的智慧。

想到自己正在一個人生選擇階段，前路不

明，困難重重，但是他們的青春給我力量，

他們的智慧讓我堅信困難只是暫時的，只要

努力就沒有過不去的坎兒。

華恩的溫暖讓我在他們的關愛中釋放了自己的

壓力，大家可以無話不說，就像老師們說的，

我們華恩學子一見面就會有一見如故的感覺。

不管是江老師的「你今天看到的，未必就是

明天的樣子，更不是結果」、「人生總會有轉

機」，還是陳老師的「ABCDE」都讓我受益匪

淺，帶給我很多正能量和鼓勵。那「ABCDE」

就是：

感謝華恩帶給我的鼓

勵，無論是精神還是

物 質 上，都 是 一 筆

很大的財富，很高

興人生路上有你們

的陪伴！

看到祝福！
—探訪大學生後感

文／小琦

聽了我的同學和一些師兄師姐的「小分享」，瞬間覺得自己有點虛度光陰，竟然到現在還沒有

好好去規劃自己的未來，他們都有那麼遠大的志向，而自己卻是這般迷惘，停滯不前。

聽完老師的小介紹，我更加的喜歡上華恩，更加喜歡去幫助他人，感覺很實用。我是一個比

較固執的的人，認定了某些事，就比較難去改變，所以時常讓自己過得很累，明明心裡不開

心，卻要在別人面前強裝「無所謂」。現在想想自己這樣做，其實真的沒甚麼必要。或許適時

的改變，那些不愉快的事就不會給自己造成那麼大的消極影響了。

叔叔說：「自行車不踩，是會倒的。

人生停滯不前，就會毀滅。掌握效率

把握方向，多吃點苦沒關係，哪有

不苦的事情呢？」

這輛「變速的自行車」。

今年六月份華恩總幹事

和兩位助學主任，聯同

兩 位 義 工 探 訪 華 南 理

工大學、華南師範大學

和廣東工業大學的大學

生，目的是讓廣州大學

城的華恩學子彼此認識

和支持。

江老師（右一）、陳總幹事（右二）和錦雄叔叔（左）

祝賀廣西大學生們能順利升讀大學

錦雄叔叔於廣州
華南理工大學與學生們留影

（上圖）與錦雄叔叔短暫的接觸，廣西大學生獲益良多

（下圖）錦雄叔叔向廣西學生分享個人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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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會員大會
今 年華恩基金會會員大會在華恩辦公室舉行，八十多位參加者濟濟一堂，座無虛席。一

方面是聆聽剛退休的龔院長分享心聲、為她前面的事工打氣，同時也關心貴州建新兒

童村的籌建計劃。有些參加者是應內心的感動而來，單刀赴會；也有好幾群會眾是約同友好，

十多人一起出席。雖然不少參加者是第一次參與華恩的會員大會，與其他參加者素未謀面，卻

因為有共同的目標而能在散會後款款而談、拍照留念，氣氛熱烈。

龔阿姨的分享讓大家深受感動（詳情參第十四頁），接著總幹事分享籌建貴州兒童村的經

歷，讓大家深深感受到這事工是在多方面人士的同心和努力下開展的，往後也需要大眾同

心，為廣大有需要的孩子付出點點愛與光！由去年開始，已是第二次財政沒有赤字，實在感謝

各界人士的熱心捐獻和參與。

14.9%

17.8%

8.8%
2015資產減值損失

行政費用

華恩助學 45%
中國兒童村
         營運費用2.6%慈惠

10.5%
活動支出

0.1%籌款支出
0.3%宣傳及推廣

20.9%

23.5%

19.8%

12.7%

12.3%

8.7%

1.1%

0.5%

助學

兒童村

守護天使

常費

活動收入

籌款

0.5%
其他收入

愛心援助

   大學生貸款
還款

2015華恩基金會總收入

HK$ 9,151,588
2015華恩基金會總支出

HK$ 8,600,961

目標一：
資金上的自足自給
(現已有大學生開始還款，
盼能還款能等於新申請貸款。)

目標二：
承傳使命

貴州兒童村建築費 HK$ 6,000,000

中國兒童村事工營運費 HK$ 4,300,000

華恩助學工程 HK$ 1,900,000

愛心援助事工 HK$ 100,000

宣傳及推廣 HK$ 50,000

辦公室行政費 HK$ 1,400,000

購置物業還款 HK$ 1,096,000

2017支出總預算

HK$14,846,000

原主席分享了華恩的「事工展望」
 是以「承傳關愛、延續希望」為
    目標，但願在經濟和使命
      兩方面也能不斷承傳：

大學生
貸款畢業

後還款
   存入
華恩助學

基金

貸款給
新申請貸款之

大學生

我 們 的 使 命 宣 言：

恩  慈  相  待

福  澤  社  群

Compassion unto one another

Grace unto all people

承傳使命一步曲：大學生關懷計劃
動員學兄學姊關愛學弟學妹。

承傳使命三步曲：
兒童村離院孩子關顧計劃
退休院長轉任「關愛離院孩子」之責任。

（詳細請參本刊第二十頁「守護孩童．永不言休」。）

承傳使命二步曲：回饋家鄉計劃
動員大學生利用假期返回家鄉關愛有
需要的群體，2017年於三明舉辦！

就業機會：設立社企，製造就業機會

培育孩子一技之長或是成
立社企，讓孩子能有穩定
之工作，可以自力更生！

預
計
支
出

華
恩
基
金
會

2017



頒發獎學金
祝願高考生「鵬程萬里」
今年我們關愛的都勻一、二中學同學之中，共有

九位在高考獲得六百分以上的優異成績，為要

嘉獎他們努力的成果、同時勉勵所有高考生繼

續發奮向上、華恩主席和總幹事，趁是次到貴

州簽訂籌建兒童協議之便，聯同兩位助學主任，親到學校派發獎學金。蒙貴州省僑辦孔金星主

任、譚樺主任、州委統戰部楊波副部長、關工委孔繁英主任及州僑聯嚴福先主席等應邀出席頒

獎典禮，同學們均得到激勵！

貴州省「黔南州角聲華恩兒童村」 快訊
今 年八月廿二至廿四日，我們一行六人，

包括華恩的主席原樹華伉儷、華恩總
幹事、兩位助學主任和角聲基金會的代表，
到貴州省黔南州簽署正式的興建兒童村協議
書，同時到都勻市第一中學和都勻市第二中學
頒發獎學金。得到貴州省僑辦官員和當地的
多個政府部門的官員熱情的接待，簽署儀式
在歡樂的氣氛中完成。在省僑辦協助下，我們
蒙當地官員批出了一塊十分理想的土地興建
兒童村，無償使用五十年。當地的官員也感到
欣慰，因為近二百名孤兒即將可以獲得照顧。我們也十分感恩，折騰尋覓了幾近十年，終於有
機會服侍這中國最多少數民族群體的貴州。

我們現正積極進行各項籌建工程細節及籌募建築費，盼能在2017年尾竣工。請切切記念我們
的需要。

選址貴州的誘因
•  貴州省有一名句：「地無三里平、天無三日

晴、人無三兩銀」意思是貴州是一個山地為
主的省份，其中92.5%面積為山地和丘陵。
因此交通極不方便，導致經濟發展緩慢，即
使天然資源豐富，也有許多極度貧困戶口。

•  貴州省共有54個少數民族群體，人口為1255
萬人，佔大約36%。而黔州則以苗族、布依族
及水族為主。

•  貴定縣現有13 ,895貧困戶，人數為39,300
人，孤兒179名。

• 鄰近設施包括有：幼兒院、中學、醫院、警察局及少年宮。

• 交通設施：貴廣高鐵、貴南快鐵、貴新高速公路及黔桂鐵路。

選址所在地六十公里內
有三個高鐵站，交通便利

箭咀所示：是即將
動工興建的貴州兒童村

教育資源豐富，選址所在地
七公里內有六所學校

衛生院（醫院）
在大約五分鐘車程之內

兒童村入口大約為
十五米闊，在主要幹線旁

兒童村座落在一片高地上，
鄰近幼兒院和中小學。

原樹華主席與當地官員簽署協議書，工程即將開展！ 簽訂協議書後與當地官員合照留念

選址
落實

簽約
儀式

貴定縣  人口／社會結構

人口：30萬人

少數民族：16萬人

佔比：53.6%
民族主要構成：  
苗族、布依族、漢族、  
水族、侗族……

昌明鎮  人口／社會結構

戶數：4,775戶

人口：20,205人

農業人口：19,150人

佔比：94.8%
民族主要構成：  
苗族、布依族、漢族……

兒童村對面是長途客運站

現址有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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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孩童  永不言休
—向龔秀麗院長致敬

開荒拓土尋覓小羊

筆者在二零一五年的「足動童心」廣西兒童村山區步行籌款之旅中，初次與龔院長見面，覺

得她熱情、大方，外型纖巧卻耐力十足。據聞她初到廣西河池，因山多人少、地偏物缺，身為

院長既要管理院務，還要包辦採購等雜務。

她規定孩子作息定時，而自己卻不計較工時

長短，老遠地跑到南寧採購院舍必需品。每

逢招生期間，她由民政官員帶領，不惜攀山

越嶺做家訪。「摸底」的工作並不容易，徒步

三數小時入深山，尋覓小羊，帶回兒童村悉

心照顧關愛，給他們一個不一樣的「家」。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教育工作既艱辛又困身，然而，龔院長卻認為是極有價

值的工作，所以樂此不疲。兒童村的孩童各有獨特性，越

聰明者越頑皮搗蛋。她總是以溫言細語向犯錯的孩子循

循善誘；天氣轉涼，她就會囑咐孩子添衣保暖；孩子生病

時，活像親娘般關懷照料；病情嚴重時，她親自送孩子進

醫院；如要留院，她必探望，直至出院，親自接回「家」；

她平日在院舍時常提點大家要多讀書、重品德、愛別

人；學員升讀高中或在外讀書工作，她都親自送行，鼓

勵各人珍惜讀書機書。她以身教、言教，關懷愛護孩子，

陪伴他們奔走生活上一無所缺的成長之路。孩子們也

學懂如何面對逆境，亦明白要將兒童村的關愛傳承，關

懷社會，服務人群。

知識改變命運

過去的九年，龔院長的辛勞並

沒有白費，學員分別考進廣西民

族大學、桂林電子科技大學(海

洋信息工程學院)、廣西現代職

業技術學院、柳州城市職業學

院及重慶科創職業學院等高等

教育機構，學習外文(緬甸語)、

會計、工業設計、學前教育、數

控技術、軟件外包測試及機電

一體化等專業知識或技能。在

未來的日子，孩子們學業有成，

知識改變命運，龔院長認為他

們定能為自己創造人生美好的

新 一頁。如今，龔 院 長 正 式 退

休，但仍擔任兒童村的顧問院

長。梁一鳴博士以十六珍字贈言

「愛心天使，關顧孩童，拾載

守護，陶鑄生命」道出龔院長

對兒童村的貢獻。

憑知識與愛心的
跨國服侍

龔秀麗院長是越南華僑，生於富裕之家，自

小有傭人陪伴照顧起居飲食，是當時少數能

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她曾於孤兒院工作，

一九七八年移居美國，仍不忘服侍有需要的

孩童。直至中國廣西河池的兒童村成立，二

零零七年她竟願意離開安舒的家，到中國廣

西省出任院長一職；後又應三明兒童村的請

求，兼任福建三明市兒童村的代院長，可謂

能者多勞。以她的學歷和經驗，隨時可享高

薪厚職，為何偏要跑到中國的窮鄉僻壤，像

僕人般服侍孩童？為何她到「七一之齡」，

背已微彎，軀體瘦削，仍堅持工作？她的力

量從何而來？筆者相信她忠於自己的信仰，

把自己的精力貢獻出來，與孩子分享從上天

而來的愛與恩福。

撰文／黎燕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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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 村

—兒童村孩子給守護天使的話

小靈（初中三）

在兒童村
，讓我的

理想開始
茁壯成長

，首先，我
現在是中

三學生，
而我的理

想

是能上一
所高中，

然後努力
上一所大

學。不過
我現在非

常喜歡音
樂，而且

也特別的
想唱歌，

我現在在
兒童村裡

學習彈吉
他，學吹

笛子和學
會彈一

點點的鋼
琴。雖然

學會這些
是不多的

，不過我
還是繼續

努力學習
音樂，

而且我也
想做一名

作曲家，因
為我喜歡

給人作曲
，自己也嘗

試過，作
詞

也有嘗試
過了，可能

不是很好
，但我也

會向着自
己的理想

去努力，
而且

我還要努
力學習去

香港上音
樂大學，

在未來有
能力了再

來資助一
些生

活困難的
人。

最後，我
要謝謝您

在多年以
來對我的

關心和幫
助，讓我

在這裡

感受到家
的溫暖，

也感謝您
曾花時間

來看我們
。無論如

何，有

你們的愛
，讓我感

受到了生
活充滿了

愛。我會
努力盡力

去實現

我今天所
說的話，

請您相信
我。

小柳（初中三）二零一六年六月我就畢業了，畢業了就上高中了，我的夢想是當上一名護士，因為我希望自己當上一名護士後，我可以照顧在醫院裡的病人，這是我的夢想，也可以對衛生有更深的理解，所以現在為了我的夢想，努力學習。

很感謝你對我的助養，有了你的助養，我才能在這裡認識到許多東西，謝謝你，我會努力學習，以報你對我的助養。

小超（初中三）
我的夢想就是希望考一所好的高中，但在那之前要努力，記得剛來時我很內向。有問題不敢問老師，所以成績很差，後來我家舍的阿姨跟我說：「要不恥下問，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績。」我聽從了阿姨的話，開始喜歡上了學習，我非常感謝阿姨，我還不知道能不能考上高中，但我還是會盡力而為的。

謝謝您三年來的助養，讓我在兒童村快樂成長。

小昌（初中三）

我在外
面的寄
宿學校
讀書，
同學們
對我都
很好，
彼此間

互相幫
忙，也
使我學
懂自立
和照顧
自己。

我現在
的成績
大不如
前了，
因為課
題越來
越難，
我一

分神就
聽不懂
了，所
以成績
變得差
了，不
過，我
不會

放棄，
我會更
加努力
地去學
習，直
到學好
，支持
和

助養我
的你，
也要更
加努力
地生活
，這樣
我

才會放
心，開
心。

小良（初中三）

我在兒童村裡
生活了七年，

從三年級慢慢
升到初中三，

也從

過去的無知成
長到現在的成

熟。到初中三
以後我也有了

自己

的理想，我的
理想就是考上

縣城裡面的高
中，使自己的

未來

更有前進的方
向。如果我考

不上高中的話
，那我會去技

術學

校學習一門技
術，那樣也可

以使自己的未
來生活過得更

好。

我已經十五歲
了，再過幾年

，我也要離開
這個地方，我

非常

地捨不得，因
為這個地方陪

伴着我成長，
也使我學會很

多

做人的道理，
這是一個充滿

着愛的地方，

我一定會好好
珍惜現在的生

活。

小源（初中三）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我已經是個初三生了，並且今年六月份就要參

加中考了，現在也是確立自己理想的好時期，我的理想是：考上一個好高中，

用優異的成績來報答幫助過我的人。我現正為我的理想而努力奮鬥，我計劃

用我的這次寒假為中考複習，為自己的理想打下基礎，只要能實現我的理想，

	
	

放棄再多的休閒時間也無妨；制定目標，實現理想，

	

奮鬥到底。

感謝您對我的助養，我一定不會讓您失望的，我

將用優異的成績報答您，將來如有機會，我會像

您幫助我一樣，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像您一樣

去關心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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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之 章

文／小焰

今 年暑假我有機會陪伴小愉來香港看

病，原來辦理通行證和買車票也需要

很詳細的計劃。時間過得很快，去香港的日期

已經到了，對於從來沒有出過本省的我來說，

去香港是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我感到很激動，

同時也很緊張，怕出行遺漏了甚麼重要的東

西。在興奮與不安中輾轉反側好久後才入睡。

雖然車程很長，但是感覺時間過得很快。下

午六時左右，見到梁老師帶來了輪椅接我們，

於是小愉就不用那麼辛苦走路了。到了香港，

見到了陳幹事，去到宿舍已經是晚上十時。

第二天李護士帶小愉去醫院做檢查。醫生的

最後診斷結果是血管增生。由於截肢和手術

切瘤風險都非常大，因此醫生建議小愉穿壓

力衣，使用拐杖，並造一隻義肢承托左腳，減

輕右腳的壓力，使兩條腿的受力平衡，防止

其他併發症發生。在香港的這幾天，我充分感

受到香港人的熱情和善良。尤其是華恩基金

會的老師們和醫院的醫務人員，他們都竭盡

全力幫助小愉。她們的善舉深深影響著我，

我想如果將來我也成為一名醫務工作者時，

也一定要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第三天，由於時間較充裕，梁老師

帶我們去尖沙咀。小愉玩得非常開

心，如此美景她也按捺不住了，一定

要站起來到處走走，於是

我便陪著她，互相拍照。

看著她笑得如此開心，我

也感到很欣慰。那麼可愛

的女孩，多麼希望她的腿能夠恢復健康，這

樣我們便可以一起在這美麗的港灣奔跑著，

嬉戲著。興奮之餘，心中不禁有一絲感傷！

下午六點多，我們約了物理治療師，教了她

多種有效的辦法活動軀體關節，鍛煉手臂

和腿部的肌肉。能夠認識這些有愛心的人我

感到十分幸運，也為自己能夠陪伴在小愉身

邊，幫上一點點的小忙而開心！

以下是小愉的感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因為延期使我們不得不搬到梁教授家裡。得

到他的接待，還為我祝福，送我題字，很感

謝！今天義肢矯形師替我做好了坐墊模型，

還允許我帶回家包裝，謝謝他的善心！因為

有你們使我不再孤單，你們的愛心讓我感到

非常溫暖。你們都是我最親的人，謝謝你們

給我天使般的笑容。」

我深深的感受到雖然她身體帶有疾病，但

是她的心卻是健全的，甚至要比別人更好。

她就像個折翼的小天使，我相信她一定能夠

為自己打造出新的翅膀，最終回到藍天裡自

由飛翔。

福建省大田縣受助高中生小愉，自幼左

腳因病引致血管畸形，一直用右腳跳著

行走，極為辛苦。她和家人申請華恩的愛

心援助基金，於八月初來港接受診治。

經華恩的聯繫，小愉接受中文大學醫學

院醫生的詳細診斷，並且得到物理治療

師和職業治療師的幫助，為小愉度身造

了左腳壓力衣，減慢血管增生的速度；

又教她用手杖和為她造了義肢幫助她

走路，並且教她做合適的運動以鍛鍊

手腳的肌肉和加強關節功能。

小愉的心聲：「我覺自己是這個世界上

最幸運最幸福的人。讓我感受到美好，

有很多人在愛我、呵護我、保護我。謝

謝你們！」

在此衷心感激中大醫生和醫療團隊的

專業治療，讓小愉可以穩定站立，對未

來重拾希望。也感謝各位愛心人士和義

工，為小愉與同來港父親提供住宿和各

方面支持協助。深願小愉的腳患得到

舒緩，靠各種輔助工具能夠正常行走，

愉快地生活。

愛心天使
—醫護生陪伴者的感想

小愉對未來人生充滿盼望！可以穩定的行路啦！梁老師帶小愉遊覽
香港名勝

小焰（後）與小愉（前）情如親姊妹

義肢矯形師為小愉細心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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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料：

姓名：（中文）    先生／女士  （英文）Mr／Ms

地址：

電話：（住宅） （手提）  電郵：

所屬公司／機構／教會：

回  應  表
我願意支持以下事工

□  貴州兒童村 每月捐款HK$ 一次過捐款HK$

□  兒童村營運經費及設施 每月捐款HK$ 一次過捐款HK$

□「守護天使」 助養 名孩子（每名每月HK$300／每年HK$3,600）

 孩子助養計劃 □ 每月捐款HK$ □ 每年捐款HK$

  □ 一次過捐款HK$

□「助學工程」 特困高中生（每名每月HK$100／每年HK$1,200）

  □ 每月捐款HK$ ，支持 名高中生

  □ 每年捐款HK$ ，支持 名高中生

  特困大學生免息貸款（每名每月HK$300／每年HK$3,600）

  □ 每月捐款HK$ ，支持 名大學生

  □ 每年捐款HK$ ，支持 名大學生

  □ 一次過捐款HK$

□「華恩愛心援助基金」 每月捐款HK$ 一次過捐款HK$

□  華恩常費開支 每月捐款HK$ 一次過捐款HK$

□  成為本會義工     □ 邀請同工到教會／團契／公司／機構分享華恩事工

持卡人簽名：

持卡人姓名：

有效日期至：（最少兩個月內有效）

(MM / YY)

信用卡號碼：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支票抬頭請寫「華恩基金會有限公司」或「Gratia Foundation Limited」

□  自動櫃員機轉賬／銀行直接存款：「華恩基金會有限公司」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戶口：
 127-164697-001，請交回存款收據正本並於背頁寫上姓名及聯絡電話，另請自行影印留底。

□ 自動轉賬：請到本會網站下載或傳真索取「直接付款授權書表格」，填妥後將正本寄回本會。

 ○ 若以郵寄方式索取「直接付款授權書表格」，請填上「   」號。

□ 信用卡支付：若以信用卡作每月捐款，有關捐款將會每月過數，直至閣下另行通知為止。

（剪寄之頁）

音樂會將於十二月十日（星期六）晚上在培正小學舉行，特別節目是兒童村孩子小

組來港獻唱四首兒童村的新歌，支持者萬勿錯過！是次音樂會籌款目標為港幣一百

萬，票價分別是港幣$200及$300，音樂廳約有一千座位，門票只作內部發售，鼓勵

弟兄姊妹集體購票支持，並請大家邀約親友踴躍參加。另一方面，歡迎團體、機構

或公司以捐款或在場刊刊登廣告贊助是次音樂會，用愛心一起參與

建立生命的事工。購票或查詢，歡迎致電3579 2864或

瀏覽本會網頁：www.gratia.org.hk

「閃耀愛光芒」慈善音樂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