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中 國 愛 心 工 程 基 金 會 回 顧 

一. 助學計劃   總累計： 58,178 人   (由 1985 年開始累計 )  

    2020 年資助 313 名高中生，48 名大學生學費．    

 

二. 各地區扶貧項目 

 

資助地區 資助項目 

廣東省興寧市 
資助 10 名長者生活費用及維修費用。 

合共資助人民幣：279,210 

廣東省興寧市 (5 間食物銀行) 
合共分派 487 戶家庭，人民幣 100/戶/月食用品  

合共資助人民幣 584,400 

廣西大化縣 

資助 50 名孤兒日常用品  

資助 10 名高中生特困家庭奬學金  

資助 20 戶孤寡老人生活費  

合共資助人民幣 74,600 

興寧/福建/雲南昆明/湖南岳陽 資助高中生學費 - 合共資助人民幣 281,000 

雲南昆明/興寧/河源 資助大學生學費 - 合共資助人民幣 146,00 

雲南昆明祿勸縣  

1.養羊計劃資助 24 戶   

2.貸款養牛資助 20 戶   

3.送贈微耕機 10 戶  

4.抗疫持別資助金，人民幣 50,000   

合共資助人民幣 245,000 

興寧市/雲南 
資助興寧 22 名，雲南 15 名病患者醫療費用及慰問金。  

合共資助人民幣 153,525.51 

湖南省炎陵縣株洲市  

龍景山痲瘋病院    

資助 22 名痲瘋病人生活費用  

合共資助人民幣 44,000 

澳門特別家庭 

(11 月起稱為“為愛基金”) 

資助 3 戶家庭，(2,000/戶/月)     (其中一名只資助 5 個月)   

合共資助澳門幣 58,000 

香港 (睦愛基金) 

1. 資助 800 戶貧困家庭生活費用  

2. 資助 150 名學生補習費  

3. 資助 SEN 兒童讀書計劃   

合共資助港幣 120,000 (一萬/月) 

香港 (睦愛基金) 資助香港食物銀行約 400 個家庭  合共資助港幣 50,000 

 

 

香港 (睦愛基金) 

 

 

1. 抗疫持別資助金   

2. 購買澳門口罩及物資運送香港  

3. 資助“一杯涼水計劃”中居民飯劵   

4. 購買失業婦女做的口罩   

5. 購買“無牆教會”書     

合共資助港幣 286,701.3  

香港上水  慈惠工作港幣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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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受疫情影響下多個愛心體驗團無法進行，  

只有 10 月 12-15 日“長者愛心之旅”，能順利到  

廣東興寧長者之家作體驗，並籌得款項人民幣十二萬元 

支持食物銀行，團員也協助派發食物銀行物品給貧困居民。 

 

  另一邊廂，雲南當地工作小組依然堅守崗位，把我們的支持款項和愛心送到有需

要的農戶手上。工作小組已於 2020 年 10 月 20 日到九龍鎮阿車果處理 2018 年的貸豬

養豬事項，同日下午將已收回的 10 頭良種母豬帶到湯郎鄉新建下組給農戶完成貸豬

專案。工作小組又於 2020 年 10 月 27 日到轉龍鎮木期念村向 10 戶村民發放養羊資助

金。  

 

2020 年  籌  款  活  動  

 

一.「愛心工程籌款日」日期： 2020 年 5 月 31 日    

籌款目的： 1.長者之家老人生活費  2.雲南扶貧項目  3.廣西扶貧項目  4.香港睦愛基金   

由宣道堂 12 間分堂同日在不同地方舉行，活動包括 ;  體操、行山、跑步比賽、義賣等… 

共籌得澳門幣 634,683.01 

 

 

            

 

  

 

 

 

二 . 才藝籌款活動 日期： 2020年 9月 25日  

  一班長者用歌聲、舞蹈、表演及自製義賣  

物品為興寧食物銀行籌款。  

 

 

三 . .義賣籌款  

1. 地點：宣道堂總堂～ 4月 26日、5月 24日、10月3日、11月1日 

2. 在漁人碼頭內： 8月 6、8、9日      

3. 在培正學校大門口： 11月28日 

 目的：為廣西 50 位孤兒籌款  

實籌款項：澳門幣 61,659 

 

 



四. 網上籌款  

    1. 宣道堂 facebook「愛心工程義賣群組」創建於 2020 年 2 月，盼望為義賣物品的展示和選購提

供更靈活的平台。義賣款項全數支持愛心工程雲南扶貧項目。 

2.「愛跑者線上跑」活動：舉辦日期 8 月 1 日~ 9 月 30 日內成籌款 

目的：廣西大化縣-高中生特困家庭奬學金                          

  實籌款項：澳門幣 8,062 

  

⚫ 香港睦愛中心 

在疫情緊張下，有很多基層街坊在水深火熱中，此時此刻，作為教會和牧者更不

應停下來，要與街坊同行。但又要顧及公眾衛生及考慮

同工們的衛生安全！雖然，面對兩難，但決心做的事總

有辦法。教會以無接觸配送（在不同地點或入信箱）把

小店的飯劵及一些物資給街坊們，一方面，希望在限聚

令及禁止堂食的安排下，給區內小店一些支持，另在惡

劣的環境下，給街坊們一餐的溫飽。  

各位如有感動，歡迎隨時聯絡我們捐獻物資或奉獻金

錢，讓基層家庭得著幫助、溫暖。  

 

 2021 年愛心工程展望  

 

  2020 年是非常艱辛的一年，全世界都受到新冠疫情嚴峻的打擊。不少人落入憂慮

恐慌之中，不少人失去工作生活面對困境，更令人心碎的是很多人喪失生命或至親！

雖然整體經濟環境十分惡劣，但感謝神！我們卻從來沒有缺乏，甚至有能力開拓新的

資助項目，以及去幫助別人。雖然所有愛心之旅（包括愛心醫療隊）因疫情全都停

止，但卻無損兄姊對這些地方的群眾的關愛，以不同方式籌募經費，盡力參與在國家

全面脫貧的行列之中，並且更加大力度對香港貧困失業家庭的支援。  

宣道堂 70 周年之際，愛心工程正式成立「為愛基金」，盼望藉此去關心本澳有特

殊需要的家庭，給他們及時的援助，以及成為教會的膀臂，當教會按未來 10 年計劃

進入一些弱勢社群中時，我們就會發現有更多需要經濟支援，友伴同行的人。  

「為愛基金」的成立正是協助教會去關心這些人。另外在中國扶貧關懷事工，雖

然經中國政府傾力推動，中國的脫貧工作可以說是舉世矚目的，已取得巨大而豐碩的

成果。愛心工程依然會繼續在中國國內支援在貧困地區的相對困難及容易返貧的群

眾，我們會推動更多更針對性的項目，如孩子的上學、農民自供自給的資助項目、醫

療支援、食物銀行 . . .等工作之中。  

盼望眾兄姊能同心努力，參與在這非常有價值有意義，同樣也是主所喜悅的事工

之中。    

                          中國愛心工程基金會總幹事  藍中港牧師  

 



   「為愛基金」簡介  

2020 年 11 月成立，是愛心工程一專項基金，目的是為本澳貧困或因意外急需援助之

居民提供短期經濟支援。「為愛」的意思是因為基督的愛，所以我們去愛。  

 

   「為愛基金」運作簡報  

（截至 2020/12/31，澳門元）  

      年度善款目標： 30 萬  

     累積善款收入： 9.8 萬  

    尚欠： 20.2 萬                     

 

（截止 2021/02/10，澳門元）  

✅已審批個案： 4 宗  

✅已審批資助總額： $27,000 

✅平均資助金額： $2,250/月  

✅平均資助期間： 3 個月  

 

有關本會工作詳情查詢，歡迎致電或親臨本會  

 地址：澳門高士德大馬路 100 號  ~中國愛心工程基金會 ~ 

 電話： (853) 28212518 / 28215425  趙小姐／何小姐  

 辦公時間：逢禮拜一至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中午不設休息）  

  捐助可用現金或支票方式，親臨或郵寄本會均可  

支票抬頭：“澳門宣道堂慈善會”或透過中國銀行「 e」 網慈善捐款  

 欲知道更多最新消息，請關注宣道堂微信號  

 

 

中國銀行「 e」  網慈善捐款  手機圖示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