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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希望每年策劃多個籌款活動，「千個聖誕老人跑」也

是一例。感謝您和我們攜手為社區帶來希望，改變生命。

全因有你，這些改變的奇蹟才能發生！謝謝你！

財務摘要

請上寰宇希望網站查詢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及鳴謝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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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收費
5.2%

物資捐贈
1%

服務經費
78.2%

籌款及推廣
14.2%

行政經費
7.6%

你的付出幫助了孩子克服生命的難關

寰宇希望的成都分部現正營運四所兒童希望中

心，服務農民工子女及低收入家庭兒童。對來

自以上背景的兒童而言，在他們面對生活重重

難關時，兒童希望中心是他們可以得到資源及

幫助的一大依靠。你的支持讓他們重見希望！

其中一個例子是來自西北路社區的Winnie。

Winnie出生時幾乎完全失去聽力。隨著她年齡

漸長，她性格變得越來越害羞、內斂。她在學業、

日常生活面對的挑戰，彷彿克服無望。

有賴你的慷慨捐款，我們為Winnie建立了一

系列支援網絡，向她伸出援手。中心負責人李

曉英老師向Winnie的班主任—何老

師了解Winnie的在校情況及學習困

難，讓Winnie在來到兒童希望中心

時能夠得到最適切的支援。所有參

加兒童希望中心的小朋友均會學習

六大品格支柱，尤其是尊重和關愛。

Winnie與其他孩子一同接受品格教

育，漸漸也能融入他們。同時，李

老師也主動接觸了Winnie的父母，

陪伴他們慢慢接受Winnie的特別之

處。 

數月過去，Winnie在學校的老師也開始注意到

Winnie身上出現明顯改變。班主任何老師指出：

「Winnie再也不怕參加班上的活動了。她在班

上變得非常主動！」   

感謝你，Winnie正在跨越生命中的重重難關。

有了成都兒童希望中心的支援，相信未來將會

有更多兒童能夠同樣受惠，譜寫生命改變的故

事。希望重燃，皆因有你！

Winnie天生幾乎完全失去聽

覺，也因此性格害羞、內向。

全因有你，Winnie在成都的

兒童希望中心重拾自信。在

她身邊的人，包括她的老師，

都見到到她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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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你改變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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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付出為香港的長者送上了關愛與服務 你的付出為有需要的族群帶來了優質的牙科護理
服務

你的付出使孩子一個接一個地改變

生命的改變由自閉症男孩 — Joey開始。

患有自閉症的孩童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彷如與

外界隔絕。Joey亦是其中一員。

然而，有賴你的付出，Joey已今非昔比。有

賴你的大力支持，Joey在每天放學後能夠來到

屬於他的避風港——充滿愛心的寰宇希望兒童

希望中心。在兒童希望中心，寰宇希望的員工

和義工一同協助Joey追上學業進度，Joey亦

在中心慢慢學會了社交技能，與其他小夥伴打

成一片。這一年，他與巴基斯坦裔的小男孩

Rafi更是成為最好朋友。

Rafi與Joey情況不盡相同，並無特殊學習需要。

惟由於他在香港屬於少數族裔，令他感到格格

不入。他瘦小的身影往往沈默寡然，眼中常常

露出恐懼的眼神。

到訪李婆婆家中的義工跟她提起了寰宇希望所

開辦的牙科中心。他們告訴李婆婆，這所社會

企業牙科診所可透過營業盈餘向與她情況相似

的個案提供援助。義工遂建議李婆婆致電聯絡

寰宇希望。

李婆婆對此喜訊興奮不已！在接著的12個月中，

她在我們的牙科中心三度接受服務。中心駐有

經驗豐富的牙科顧問，每次免費為她調整假牙。

李婆婆現在已能正常進食，生命重拾希望。

感激你，以慷慨捐款改變生命，令希望成真！

在2018年間，兩所中心合共為3,669名市民提

供服務。受惠人士中，33%為65歲或以上的長

者。他們所享有的服務經綜援、關愛基金或醫

療券計畫資助。同時，兩所牙科中心的盈餘也

令了許多前來求醫的市民大為受惠。

在香港，每10,000人，便只有3.3名牙醫。香

港的牙科服務多由私營機構提供，價格往往非

常昂貴，而政府診所亦只提供基本的預防性兒

童牙科及緊急服務（僅限止痛及脫牙服務）。

香港普羅大眾的確急需價廉物美的牙科保健服

務。

全賴你的慷慨相助，我們在香港收入水平較低

的兩個地區開設了兩個牙科中心。我們的宗旨

是以合理價錢提供優質牙醫服務予本地居民，

同時也幫助有需要的人士，其中以長者為主。

我們的牙科中心在2018年成為了關愛基金長

者牙科服務資助擴展項目的一部分，讓領取長

者生活津貼的長者可免費獲得診治。社會福利

署亦委任寰宇希望牙科中心為指定牙科診所，

為領取綜援的市民提供服務。 

除了服務社區大眾，牙

科中心更為有需要的族

群提供服務。這些牙科

服務受政府綜援計劃、

關愛基金及醫療券計劃

資助，中心所得的盈利

也獲撥資助我們的服務

對象，減省他們的負擔。

感謝你，令李婆婆

的生命就此改變！

藉著您的慷慨捐助

和義工傳遞的愛與

關懷，亦令她得到

急需的幫助。

但在結識了Joey後，Rafi亦逐漸改變了。每

天下課後，兩人也期待著在兒童中心相見，在

功課輔導班前後的時間玩樂，有時候更與其他

小朋友結伴。在中心的每個角落，都有著他們

玩樂的歡笑聲。Rafi眼中恐懼的神情不再，取

而代之的是與Joey和其他夥伴玩耍時的快樂。

下一個被改變的孩子是誰呢？我們也無從知曉。

但只要兒童希望中心的大門一直開放，總會有

小孩找到生命的改變。這一切皆因有你！

Joey（右）在幼稚

園就讀時被診斷為

自閉症，來到希望

中心後卻經歷了翻

天覆地的改變。他

與Rafi結為好友，

令Rafi也逐漸變得

開朗起來。

有賴你的慷慨捐款與致力付出，為2,169名香

港長者提供了數以千計的義工、豐厚關愛及各

式服務，為他們重拾健康與尊嚴。其中一名受

惠的長者便是71歲的李婆婆。在2018年的長

者希望日，寰宇希望的義工團隊到訪了李婆婆

的家。

在義工的關懷和問候下，李婆婆透露了她在日

常生活中遇上的種種挑戰。

數年前，李婆婆在一家私人牙科診所配置假牙，

惟在數度調整後，假牙尺寸仍不合適。她不惜

動用積蓄，另造義齒，惟第二副假牙依舊有錯

漏。她已經虧空積蓄，亦花光了政府提供的牙

科服務補貼。正常的飲食習慣，彷彿對李婆婆

已經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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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希望（香港）2018年財務概覽

收入
慈善捐款
政府及商業機構資助
物資捐贈
服務收費
牙科中心服務收入
其他

支出
服務經費
籌款及推廣
行政經費

盈餘

港幣HK$
8,419,394
1,440,071
 161,818
814,215 

4,893,539 
174

15,729,211

12,251,706
2,225,116

  1,190,676

15,667,498

61,713

寰宇希望每年策劃多個籌款活動，「千個聖誕老人跑」也

是一例。感謝您和我們攜手為社區帶來希望，改變生命。

全因有你，這些改變的奇蹟才能發生！謝謝你！

財務摘要

請上寰宇希望網站查詢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及鳴謝名單

收入 支出

慈善捐款
53.5%

牙科中心服務收入
31.1%

政府及商業機構資助
9.2%

服務收費
5.2%

物資捐贈
1%

服務經費
78.2%

籌款及推廣
14.2%

行政經費
7.6%

你的付出幫助了孩子克服生命的難關

寰宇希望的成都分部現正營運四所兒童希望中

心，服務農民工子女及低收入家庭兒童。對來

自以上背景的兒童而言，在他們面對生活重重

難關時，兒童希望中心是他們可以得到資源及

幫助的一大依靠。你的支持讓他們重見希望！

其中一個例子是來自西北路社區的Winnie。

Winnie出生時幾乎完全失去聽力。隨著她年齡

漸長，她性格變得越來越害羞、內斂。她在學業、

日常生活面對的挑戰，彷彿克服無望。

有賴你的慷慨捐款，我們為Winnie建立了一

系列支援網絡，向她伸出援手。中心負責人李

曉英老師向Winnie的班主任—何老

師了解Winnie的在校情況及學習困

難，讓Winnie在來到兒童希望中心

時能夠得到最適切的支援。所有參

加兒童希望中心的小朋友均會學習

六大品格支柱，尤其是尊重和關愛。

Winnie與其他孩子一同接受品格教

育，漸漸也能融入他們。同時，李

老師也主動接觸了Winnie的父母，

陪伴他們慢慢接受Winnie的特別之

處。 

數月過去，Winnie在學校的老師也開始注意到

Winnie身上出現明顯改變。班主任何老師指出：

「Winnie再也不怕參加班上的活動了。她在班

上變得非常主動！」   

感謝你，Winnie正在跨越生命中的重重難關。

有了成都兒童希望中心的支援，相信未來將會

有更多兒童能夠同樣受惠，譜寫生命改變的故

事。希望重燃，皆因有你！

Winnie天生幾乎完全失去聽

覺，也因此性格害羞、內向。

全因有你，Winnie在成都的

兒童希望中心重拾自信。在

她身邊的人，包括她的老師，

都見到到她的轉變。

意義深重的

厚禮

2018
年   報

由你帶來的希望。
由你改變的生命。

香港九龍石硤尾大坑東東輝樓地下1-6A室

(852) 2588 1291

http://www.hopeww.org.hk

我
要
捐
款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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