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想
子女在放學回家時，你最希望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呢？

最理想當然是自己或一位你能夠信任的人會接他們放

學，給他們吃些茶點，陪他們做家課，接著讓他們玩

一會兒（當然不是以電腦或電子遊戲機等機器作伴，而

是和另一個人一起玩），繼而和家人一同晚飯，或許在

飯前或飯後花些時間檢查家課，還有時間則可看看圖

書，然後上床睡覺。

在香港，許多貧困家庭的實際情況與這理想的景象相

距非常之遠。

實情
9歲的明明（化名）是其中一個實例。她每天早上7時離

家，步行20分鐘到學校上課。

明明的母親是新來港人士，在旺角一個海鮮攤檔工

作，每天幹活12小時，從沒時間接送明明上學或放學。

那麼明明是怎樣過日子的呢？每天放學後，這小

三的學生便獨自回到空空如也的住所，一人獨

處直到媽媽下班回家，那已是

晚上8時或9時了。有時她會

因看電視太久而遲遲未開

始做家課，有些日子則

可能會自律一點。

明明的母親沒錢聘請工人幫手，也負擔不起半日托兒

服務的費用，因而常常感到很無助。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資料，在2010年7月，香港生

活在貧窮線下的人數已增加至一百二十六萬人（約佔全

港人口的百分之十八）。

若你和明明的家庭一樣的窮乏，生活定與理想遙遙相

距，沒有選擇的餘地。

困難中見到曙光
好消息！因得到你的支持，位於石硤尾的兒童希望中

心能幫助數以百計像明明一樣的孩子，讓他們的實際

生活與理想的距離沒那麼遙遠。兒童希望中心是他們

在放學後及長假期時的安全好去處。在中心，小朋友、

家長、義工及我們的職工共同建立互愛互助的社區。

請詳閱這通訊的內容。

或許，你也未必知道自己貢獻了

這麼多！

因為你的付出，少了一
位感到無助的母親，多
了一個在安全的地方學
習及成長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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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 通 訊

帶 來 希 望 · 改 變 生 命

由你而來的曙光



安全的好去處
在星期一至五的下午3時至4時到兒童希望中心來，

你會察覺到氣氛有明顯的轉變。

在3時前，中心很安靜。中心有四分之一的地方是我

們的職員辦公室，17名職員均安靜地處理各自的工

作，間或會有職員開會的談話聲音。到了3時半，當

中心大門的門鈴不斷響起時，辦公室的門便會關上，

整個中心便充塞著孩童的話語聲和笑聲。

歡迎來到位於石硤尾的兒童希望中心！

中心位於低收入家庭聚居的地區。在星期一至五的下

午都有二、三十個小學生到中心來，我們的職員和義

工會指導他們完成家課。這些家庭的家長都不能協助

子女做家課，要不是為口奔馳，就是自己的育程度

不足以應付課程的要求，而收入又不足以聘請私人補

習老師，所以要解決他們這極大的困擾，就要靠兒童

希望中心這類的服務機構了。在中心，孩子們不僅能

得到職員及義工幫助解答功課疑難，還能夠彼此幫

助，互相替對方溫習，甚至齊齊在測驗或考試中取得

滿分呢！

往石硤尾區外去闖闖！

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很少能到所住社區以外的地

方，交通費是主要原因之一，因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的經濟負擔也是頗大的。因此，有些孩子是從未試過

踏足港島區的！

在週末及長假時，中心會為他們安排多元化的戶外活

動，帶他們到香港各處，擴他們的視野，而且是費

用全免的！這是因為得到你們的支持！謝謝！活動通

常都富有育意義，讓孩子一面玩耍、一面學習。就

如其中一次，我們帶他們到赤柱市場，讓他們找外國

人進行簡單的訪問，使他們能夠練習英語會話。完成

活動後，小朋友不但英語說得更流利，他們的自信心

也提升了不少。

「智識加上品格是真正教育的目標。」
馬丁路德金

家樂（化名）在參加中心舉辦的「六大品格支柱」

育計劃後，行為有顯著的改善。在音樂課下課後，不

用他人提醒，他自己便已把樂器收拾好。他的媽媽說

這是從未發生過的事。把自己的東西收拾好有甚麼大

不了？這就是盡責（六大品格支柱之一）啊！我們在

2008年開辦「六大品格支柱」育計劃（取材自在美

國 最 被 廣 泛 採 用 的 品 格  育 課 程 「 C h a r a c t e r 

Counts !」），讓兒童在活動及遊戲中學懂品格的六

大支柱：可靠、尊重、盡責、公平、關愛及公民責

任。當大眾十分關注港童的王子及公主病時，能夠親

眼目睹兒童有這樣的改變實在是非常鼓舞。

請看你所行的善事

誠意地感謝大家給予寰宇希望和兒童希望中心的支

持。無論是捐款或義務工作，你所作的都幫助了許多

家庭及兒童獲得改變。因為你的付出，少了一位感到

無助的母親，多了一個在安全的地方學習及成長的小

孩。

（由左至右）丘展環、張崢和梁善朝
是中心的職員，他們不但表現出色更
很有耐性，帶給小朋友快樂，身為他
們的同事也受惠不少！



每天約有20至30名兒童到
中心做功課，遇到問題時
能獲得幫助。

「中心的職員很友善和樂於助人。當我的女兒登記參加活動後，中心的職員會

打電話來提醒我們出席。這是我在其他服務中心從未試過的經歷。」─ 家長

「我的兒子很喜歡來到中心！」─ 家長

「中心是個小社區。在此，家長擴闊了他們的社交圈子，大家互助幫助。就如

有一次，一個母親未能來接她的孩子， 另一位會員的媽媽便幫她接孩子回去。

當家長在中心碰面時，他們會聊天又會彼此交流有用的資訊。」─ 梁善朝，中

心職員

「我在學校的默書取得一百分！」─ 中心會員

「因為在這裡有人能給我們援手，給我們帶來希望，相信能讓我們的子女有更

好的將來。」─ 家長

「沒有中心，我們就沒有地方玩，也沒人教我們做功課。」─ 中心會員

·

·

·

·

·

·

值得再三回味

一面玩耍，一面培養
良好品格。

商業機構及個別人士一同為兒童
付出。圖中的小朋友在裝嵌伽利
略望遠鏡組合，並學習天文和光
學知識。

良好品格建造者：「六大品
格支柱」育計劃的鍾有榮
先生及伍少平女士。除了幫
助兒童外，他們亦為父母舉
辦工作坊，全面地為孩子建
立美好的將來。

你的支持讓我們能為兒童
舉辦戶外活動，包括帶他
們參觀相片中的香港歷史
博物館，不但能擴兒童
的視野，更能為他們帶來
無限的樂趣。

是你幫助中心成為一個
小社區，也是安全的好
去處。每天，在這裡，
都有孩子得到生命改變
的機會！



「六大品格支柱」
育計劃包含許多不同
的活動（包括攀石），
為的是讓中心會員養
成六大品格支柱。

港幣$12,000或以下 ─ 四口之家的每月收入。香港的非正式貧窮線。

126萬 ─ 在貧窮線下生活的人數(2010年7月的資料)。*

64,000 ─ 自2009年至今增加的貧困人士數目。*

24.5% ─ 生活在低收入家庭兒童的百分比(2009年)。#

1,312 ─ 在2009年獲兒童希望中心服務的兒童人數。

70 ─ 兒童希望中心在2009年舉辦的活動項目總數。

2,890 ─ 在2009年，義工為兒童希望中心服務的小時總數。

*2010年上半年最新貧窮數據分析，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基層家庭兒童生活需要調查，2009，香港小童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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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分感謝﹗

一面玩耍，一面培養
良好品格。

現時位於石硤尾的兒童希望中心已在深水區服務超過十年。我們非

常感謝許多商業機構及個別人士樂意付出他們的時間、才能及金錢支

持中心的工作。全賴你們的幫助，中心今天是許多低收入家庭的小社

區，也是他們子女的安全好去處。每天往中心去的小朋友均有改變生

命的機會！雖然我們不能在此盡錄所有義工的名字，但希望誠心向大

家致以衷心的謝意，並謹在下方列出曾以金錢、物資或人力支持兒童

希望中心的機構，以表揚他們的貢獻。多謝大家！

• 太吉採購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 花旗集團 

• Disney Media Distribution 

• VF Asia Limited

你的支持讓我們能為兒童
舉辦戶外活動，包括帶他
們參觀相片中的香港歷史
博物館，不但能擴兒童
的視野，更能為他們帶來
無限的樂趣。



為善最樂！

如果你是一個有正面影響力、有活力又喜歡小孩的人，相信你會有興趣參加以

下的義工活動。

香港的義工活動

如果你不介意旅程稍為艱辛一點兒並簡樸的住宿，請來體驗中國的鄉郊生活，

同作義工。有興趣的朋友，請與陳小姐聯絡 ── 電話：2915-3992；

電郵：knchan@hopeww.org.hk。

內地的義工探訪團

12月25至31日 雲南省昆明及元陽縣

查詢電話：2776-6829

電郵：enquiry@hopeww.org.hk

如果你擅於表達愛心和關懷，許多香港的獨居長者需要你的幫助。我們

將提供義工培訓。

我們將在稍後公佈2011年第一季長者服務招募義工的詳情，請瀏覽我們

網頁及Facebook的最新消息。

星期一至五，

下午4時至5時

半或下午5時

半至7時

由現在至

2011年6月

幫助小朋友解決功課上的疑

難及為考試作好準備，你會

是他們的英雄！

*自選服務次數 

功課輔導班

日期 時間 你能付出活動

上午8時至下

午5時

2011年1月

29日

一面帶兒童參與歷奇活動，

一面導他們尊重和公民責

任，並作他們的模範。

六大品格支柱

育計劃 – 生還

者！

上 午 1 0 時 至

下午1時

2011年2月

19日

陪同中心的會員到益力多工

廠參觀。或許，你也會眼界

大開！

參觀益力多工廠

下午4時後2011年2月

及3月的星

期五

以英語和小朋友分享閱讀的

樂趣。有些圖書的內容與建

立品格有關，讓孩子在改進

英語閱讀技巧的同時能培養

良好品格。

英語伴讀計劃



香港辦事處：
香港九龍石硤尾大坑東東輝樓地下1-6A室
1-6A, G/F, Tung Fai House, Tai Hang Tung Estate,
Shek Kip Mei,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852) 2588 1291
傳真 Fax：(852) 2588 1306
網址 Website：http://www.hopeww.org.hk

澳門辦事處：
澳門郵政信箱6201號
Macau PO Box 6201
電話 Tel：(853) 6668 3038
網址 Website：http://www.hopeww.org.mo

米奇也會允許…

香港迪士尼樂園網頁「一日門票」上寫著：「香港迪士

尼樂園門票是您進入神奇王國的通行證，讓您體驗一連

串精彩奇妙的歷程。」

小童的一日門票售價為港幣250元。

若你有比較年幼的子女，相信你也曾帶他們到這世界著

名的主題公園。當見到子女享受那奇妙的歷程，面上展

現燦爛的笑容，你定會被他們興奮的情緒感染，雖然也

會記起要掏腰包付費，但仍是覺得物有所值。

港幣250元，以此金額，你能將相同的喜樂帶給一名住在

深水區的貧困兒童，分別只在於快樂不是來自米奇老

鼠或唐老鴨，而是因為你，他能在兒童希望中心接受一

星期的功課輔導。因為得到關心及學業能夠進步，他會

很興奮，臉上會展現燦爛的笑容。

相信米奇老鼠也會允許你這樣子花錢。

附註：多謝許多商業機構的贊助，很多兒童希望中心的

會員也曾有機會到香港迪士尼樂園與米奇老鼠碰碰面

呢！

以港幣250元，你能將喜樂
帶給一名住在深水區的
貧困兒童。因為得到關心
及學業能夠進步，他們會
很興奮，臉上會展現燦爛
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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