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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勵·緬在 2015 年初由一班對緬甸兒童、教育及慈善工作有負擔，且曾去過

當地探訪、服務的朋友所組成。在各方努力下，本會在 2015 年 12 月獲得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稅務局批准，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成為獲豁免繳

稅的慈善機構。  

 

故此，本會在 2016 年正式以慈善機構的名義在香港及緬甸推動不同的籌款

及關懷行動，讓香港，以至世界不同地方的社群都能透過不同方式關心緬

甸的兒童、教育及社會福利事宜，秉承本會的創會宗旨：  

 

Love for  Myanmar（送愛到緬甸）  

Learn from  Myanmar（從緬甸學習）  

Link  to   Myanmar（與緬甸連繫）  

 

經過兩年多的運作，機構的「緬甸兒

童助養計劃」和各項工作得到長足發

展，也開始獲得更多人認識。我們亦

專注於發展不同項目，以支援緬甸的

教育和社區需要，包括「光·臨緬甸太

陽能燈計劃」及資助建設社區基本設

施，如水井等。  

 

在此，讓我們向曾給予勵·緬幫助和肯定的捐款人和緬甸伙伴道謝，包括本

會在仰光、曼德勒及臘戌的聯絡人，他們不只提供意見，也為我們的服務

團及工作給予實質的協助，例如匯款、交通安排、服務探訪聯絡等，沒有他

們的協助，勵·緬肯定未能如此暢順籌劃不同的活動，惠及緬甸的兒童及社

區。  

 

 

勵·緬董事會  

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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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活動。 

緬甸兒童助養計劃  

「緬甸兒童助養計劃」最初於 2010 年在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開展，以助養

方式每月支持緬甸恩慈之家孤兒院及學生中心的兒童及青少年。  

 

截至 2019 年 3 月，共有一百多位助養者每月支持 137 位來自恩慈之家轄下

在仰光、臘戌、美航、公卡、苗族中心、象海的學生中心、欽邦 Khuahrang 

Village 及瑙坵一所學生中心的寄宿兒童及青少年，每月支持金額為港幣 265

元或每年港幣 3,000 元。支持的人數比去年增加 30 人。  

 

助養者現時可選擇以信用卡作每月自動轉帳捐款安排或一次過以支票方式

給予全年的助養捐款。  

 

本會在 2018 年 4 月起將「緬甸兒童助養計劃」擴展至撣邦瑙坵恩信學校和

學生中心，學生中心裡有 50 位

來自不同地區、民族、家庭背

景，多數是緬北山區因戰爭的

緣故遠離家園的兒童，故此我

們願意將計劃擴展至當地，以

支援中心的需要。  

 

本會不時將助養兒童的信件發

送給每一位助養者，並邀請他

們為助養孩子在每年聖誕節送上祝福和問候。  

 

「緬甸兒童助養計劃」的合作伙伴「恩慈之家」由查天儒牧師及張茂蘭師母於 1991

年在緬甸北部城市臘戌創立，初期只是一幢房子，經過二十多年來不斷的擴展，現已

照顧逾千名遍佈緬甸各城鄉，不同種族的孤兒，或家庭無能力照顧的孩子，負責他們

的衣食住行、上學、書簿與醫療等費用。本計劃所支持的兒童現居於臘戌、美航、象

海、公卡及仰光的兒童家舍或孤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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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大學生獎學金計劃  

為支持清貧的緬甸學生能在緬甸或海外的大學進修，從而培養具備全人發

展、環球視野，以及願意服務的優秀人才，最終以知識回饋國家及社群，本

會於 2017 年 5 月起設立「緬甸學生大學獎學金計劃」，以鼓勵有卓越表現

的緬甸學生在緬甸或海外升讀大學本科課程。  

 

(Mr Yaw Bay le f t ,  Miss  Lat t  Yin Shea Middle ,  Miss  Kin Yadana Hte t  Right)  

於 2018-2019 年度，機構新增支持 7 位緬甸學生，提供獎學金資助，他們

分別是：  

Miss Ja Seng Bu Maria  University of Yangon 二年級  

Miss Khin Yadana Htet  University of Yangon 四年級  

Mr Yaw Bay     Myanmar Institute of Theology 二年級  

林恩美      Myanmar Institute of Theology 二年級  

Miss Naw In Kyinn   University of Yangon 二年級  

魯繼達      Mandalay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四年級  

Mr Tsung Za Mang   Kalay University 三年級  

 

連同 2017-2018 年度 5 名緬甸學生，獎學金計劃在是年度共支持 12 位學

生，獲揀選的每位學生每年最高可獲得 560 美元獎學金（折合約 85 萬緬

幣），獎學金可續領最多三年，獲獎學生須在就讀期間保持良好成績，即每

年的平均累積績點不低於 2.7 分或每科平均成績為 B-。  

 

 

 

 

 

 

 

獎學金學生分享： 

“First, I am very thankful to God for guiding and providing me throughout this 

academic year (2018-2019). And I am also grateful to the LxM Scholarship for me 

this year. It really helps me with my living expenditure and school fee. May God 

continue to shower His Blessing upon the project    -Latt Yin S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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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緬甸服務團  

 本會首度獲得香港特別政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

劃」撥款超過十萬港元，於 2018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8 日舉辦「玩具傳

愛 0 距離–港緬青年交流服務團」。  

 

 

 本項交流計劃於 2017 年 7 月已開始籌備，鑒於當地的非牟利機構「恩

慈之家」已是我們多年的合作伙伴，而且本會亦已非首次舉辦相類似的

青年交流服務活動，故籌備工作一切順利，並於 7 月底提交計劃書前已

擬訂好交流的各項詳情。  

 

 本會於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16 日宣傳此項交流計劃，除透過本會既有

渠道，即電郵及面書專頁外，亦將宣傳海報寄發至各大專院校的學生事

務處，並利用其他網上青年平台，公開邀請 15-29 歲青年報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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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活動截止報名日為止，本會共收到 52 份申請表格，並以電郵邀請其中

46 位申請者出席 2017 年 12 月 16 日或 12 月 20 日舉行的面試。面試由

活動負責人及帶隊工作人員主持，主要是了解申請者參與原因及對緬甸

的認識。經過面試後，本會最後選出 15 位青年參與此項交流計劃。  

 

 所有青年參加者都需參與四次出發前的訓練，分別為 1 月 19 日晚上、 2

月 2 日晚上、2 月 23 日晚上及 3 月 16 日晚上，訓練內容包括互相認識、

團隊合作、對緬甸的認識、分組匯報籌備進展及學習簡單緬甸語等。參

加者亦同時分為三組，分別為「設計組」，負責籌備玩具圖書館的室內設

計，為牆身設計圖案；「玩具組」負責在香港以各種渠道收集玩具及行李

箱，並進行篩選、清潔、分類，給玩具第二生命，讓一班緬甸的兒童及

青年寓相交於遊戲中；「活動組」負責預備仰光恩慈之家孤兒院、臘戌公

卡學校及海嘎曙光學校的 3 天活動籌備。  

 

 活動報告分享集： https://lxm.page.link/sharing18   

 活動精彩片段： http://bit.ly/2FptRgK-video   

 

 本會於 2019-2020 年度再次獲得香港特別政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及青

年發展委員會「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撥款超過十一萬港元，於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舉辦「緬甸文化·服務深度行」。  

 

支持緬甸服務團／義工隊  

 本會全力協助救世軍田家炳學校於 2018

年 4 月舉辦的「緬甸服務學習之旅」，帶

領該校 14 位校長、老師及學生前往仰光

及臘戌參與服務。他們於臘戌恩慈之家繪

畫壁畫、到象海鄉村派發太陽能燈，以及

在聖光學校參與教學及活動。  

 

 支持兩位本會義工於 2018 年 7 月前往臘

戌恩慈之家作短期服務，並於德昂族鄉村設置小型玩具圖書館及派發太

陽能燈。  

https://lxm.page.link/sharing18
http://bit.ly/2FptRgK-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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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全力協助香港浸會大學學生事務

處與校牧處於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

所舉辦的「緬甸 2019 冬季領袖信仰服務團」，

共 12 位學生前往臘戌、仰光及若開邦參與

服務，並於臘戌一間教會設置玩具圖書館

及在若開邦妙烏兩條偏遠鄉村舉辦活動及

派發太陽能燈。  

 

 支持兩位義工於 2019 年 4 月前往仰光及臘戌作探訪、服務及派發太陽

能燈。  

  

社區發展項目  

 【光·臨緬甸太陽能燈計劃】自 2017 年開展以來，廣泛得到當地民眾歡

迎。本會與緬甸的一間社會企業 Proximity Designs 合作，以優惠價購入

太陽能枱燈，送贈予緬甸缺乏正常電力供應的家庭，以改善他們的生活，

讓兒童能有光在晚上進行學習。本年度我們透過本會義工、服務團及緬

甸聯絡人所組織的義工，向仰光、臘戌、欽邦、若開邦等地的家庭派發，

受惠家庭超過一千個。  

 

 

 

 

 

 

 

 

 

 

 

 

 【臘戌象海救護車購置計劃】本會成功籌集了 600 萬緬幣（約港幣

$31,500 元），購置了一輛二手客貨車作為救護車，並作內部翻新，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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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底投入服務象海一帶的村民，接載有需要的村民前往象海醫院或

臘戌醫院。  

 

 【臘戌海嘎學校鋪路工程】

海嘎學校是當地一間小學，

約有百多位學生，但從大路

進去學校的一段約 350 米

的小路一直都沒有經費去

重鋪，每當好天便沙塵滾

滾，影響兒童的呼吸道健

康；下雨天則變成爛泥路，

師生出入非常不便。我們於

2019 年初成功籌得 500 萬

緬幣（約港幣 25,000 元）

資助該校的鋪路工程。  

 

 【臘戌象海學生中心購置電蒸爐】象海學生中心住有 273 位兒童，中心

一直用柴火煮食，一來柴價昂貴，二來煮食時間慢，故此我們在 2019 年

2 月期間購買三個大型電蒸爐給中心，讓他們解決長久以來的伙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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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開邦妙烏鄉村探井工程】西部若開邦妙烏（Mrauk U）許多偏遠鄉村

都沒有一口井，村民一直需要從市鎮購買食水，故此我們透過當地的非

政 府 組 織 將 籌 得 的 款 項

捐助探井工程，造福所有

村民。  

 

 【 向 若 開 邦 國 內 流 離 失

所者 (IDP)派發糧食】在緬

甸西部若開邦，有許多為

逃 避 內 戰 及 種 族 衝 突 的

IDP，包括羅興亞人、欽族

(Chin)、若開族 (Rakhine)

等，他們現正棲身由國際

非 政 府 組 織 於 所 設 立 的

營地。我們透過這些國際非政府組織，利用籌得的捐款購買食物，分發

給住在營地內的 IDP。  

 

 

籌募及義賣活動  

除了恆常的「緬甸兒童助養計劃」外，本會亦不時進行籌募活動，義賣

緬甸奶茶、咖啡及手工藝品等。籌募活動所得款項主要用於支持一些

個別的社區項目，包括象海學生中心購置大型蒸爐等。  

 

感謝「香港 01 - 01 心意」為本會設立專頁，讓「緬甸兒童助養計劃」

能 讓 更 多 人 認 識 及 得 到 更 多 捐 款 。 專 頁 網 址 ：

https:/ /heart.hk01.com/zh/project/10109。以後我們會考慮將其他社區發

展項目在「香港 01 - 01 心意」設立專頁，籌募款項。  

 

  

https://heart.hk01.com/zh/project/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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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行政。 

周年會員大會  

按照會章要求，本會於 2018 年 5 月 6 日舉行周年會員大會，確認陳文

軒先生、江偉軒先生及江樹棠先生擔任董事，李穎敏小姐為義務司庫，

陳淑彥小姐為義務秘書，直至下次周會會員大會止。  

 

會上通過 2017-2018 年度的周年報告、核數報告及 2018-2019 年度工

作計劃及財政預算。2017-2018 年度的周年報告及核數報告亦在周年大

會通過後，以電郵方式寄發予本會助養者及存放於本會網頁上讓公眾

查閱。  

 

本會亦委任陳何會計師事務所為本會義務核數師；Dr Tomas Zatel 為本

會仰光聯絡人、查天凱先生為曼德勒聯絡人，以及查菊英女士為臘戌

聯絡人。  

 

財務  

本會 2018 年全年的帳目詳見財政報告，全年總收入為港幣 749,666 元；

支出為港幣 790,800 元，全年總虧損為港幣 41,134 元。連同滾存的盈

餘，本會截至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總結餘為港幣 143,371 元，此結餘有

大部份為助養者在期間一次過捐助全年的助養費。  

 

雖然本會在帳面上去年錄得虧損，惟其中政府有港幣 45,417 元的去年

度服務團撥款仍未發回，故此計算此應收未收帳後，基本上收支平衡。  

 

本會的行政費開支一直維持在低水平，是年度佔總支出約 2.28%，其中

大部份為 PayPal 收取的行政手續費。  

 

助養者及捐款者現時可透過支票或信用卡形式將捐款給予本會，信用

卡捐款是透過 PayPal 收取，當中牽涉高昂的行政手續費（約為捐款的

5.5%），現時我們開始以一個 P2P 手機轉帳程式 PayMe 收取捐款，長

遠我們需要尋找一個較低手續費，但同時能便利助養者及最少行政工

作的捐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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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及前瞻。 
 

在 2018 至 2019 年，我們的工作已漸趨平穩，「緬甸兒童助養計劃」的

助養者人數有輕微增長，讓受惠的兒童數目增加、「光·臨緬甸太陽能枱

燈計劃」持續進行，透過不同單位讓更多缺乏電力供應的家庭能獲得

太陽能枱燈。我們也積極與更多緬甸及關心緬甸的慈善團體合作，希

望能為當地學校、社區投入更多資源，讓兒童、青少年及社區民眾能

有更好的學習及居住環境。  

 

本會的網頁 lxm.asia 終在 2018 年 11 月完成，增加一個網上渠道與公

眾及捐款者分享我們的理念與工作。  

 

本會一向認同慈善機構應有高透明度的帳目，讓捐款者及支持者了解

捐款的去向及行政費的使用，故此我們已於 2017 年中向香港社會服務

聯會 (社聯 )申請成為「WiseGiving 惠施‧慈善機構」，希望藉此向公眾

表示本會願意問責。惟本會幾經向社聯了解，他們表示已暫停所有

「WiseGiving 惠施‧慈善機構」的申請，並會與社聯會員制度合併。

因此本會將繼續以公開的渠道協助捐獻者了解機構的工作、管治及善

款之運用，並慎重考慮申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會員。  

 

  



 

勵·緬 2018-2019全年報告 11 

財政報告。 

 

交通銀行儲蓄及往來戶口帳及 PayPal 戶口帳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項目 收入 支出 

緬甸兒童助養計劃 392,308  

服務團政府撥款 53,318  

服務團團費收入 49,300  

特別項目及其他捐款 105,590  

緬甸 BAMS代收捐款 128,500  

光·臨緬甸太陽能枱燈計劃 20,650  

2018年總收入 749,666  

 

緬甸兒童助養計劃   434,950 

特別項目捐款   12,160 

緬甸大學生獎學金  19,546 

緬甸 BAMS代轉捐款  114,000 

服務團支出   192,082 

行政及活動費用   18,062 

2018年總支出  790,800 

   

2018年虧損   (41,134) 

2018年 1月 1日結餘  184,505 

2019年 1月 1日結餘  14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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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表格。 

本人/公司樂意支持勵·緬： 

1.   我願意參與「緬甸兒童助養計劃」，助養_____名緬甸兒童（每名兒童的贊助金

額為全年港幣 3,000 元或每月港幣 265 元） 

 

2.   一次過作個別捐款，捐贈以下款項： 

港幣  $300  $500  $1,000  $3,000  其他金額    

 

捐款方法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勵·緬有限公司」 

 

 直接存入** 

請直接存入「勵·緬」之交通銀行戶口（帳戶：382-53402041813） 

 

 每月透過 PayPal 以信用卡自動轉帳（請與本人聯絡，安排信用卡自動轉帳） 

 

**  請將支票或銀行入數紙，連同本表格一併寄回「勵·緬」，地址：新界火炭郵政信箱 155 號。捐款港

幣 100 元或以上將獲退稅收據，多謝支持 

 

個人資料 

 

姓名/公司名稱：           先生/太太/小姐/博士 

聯絡電話：                 

地址：                  

電郵：                  

 

「勵．緬」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我們尊重個人私隱，承諾將會履行保護個人私隱原則，並會遵從香港特別行政區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內之有關規訂。收集及保存個人資料之目的旨在 1) 處理捐款的行政工作，如發出臨時及正式收據、收

款通知，及作捐款記錄等；2) 用於本會工作有關的通訊，提供籌款及教育資料如小冊子、定期業務通

訊、期刋及發出緊急救援籌款呼籲等；3) 組織籌款或教育活動及 4) 用作統計或資料硏究；5) 用於與

本會的籌款、教育、社會服務及其營運工作直接有關的其他目的及 6) 為遵守適用於本會的任何法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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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地址：新界火炭郵政信箱 155 號 

電  話：(852) 3500 3930 / (95) 9973834534 

電子郵件：lxmlimited@gmail.com 

網  址：http://www/lxm.asia 

     http://www.facebook.com/lxmyanmar 



    

- 6 - 

 LXM LIMITED 
 (勵‧緬有限公司)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8 

 
 
 
 
   2018  2017 
 Notes  HK$  HK$ 
     
Revenue 5  749,666  478,958 
      
Bank interest income   -  - 
      
Donations 6  (580,656)  (425,706) 
      
Auditor’s remuneration   -  - 
      
Myanmar’s Service Tour expenses   (192,082)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8,062)  (7,383) 
      
Net (Deficit)/Surplus for the year   (41,134)  45,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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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M LIMITED 
 (勵‧緬有限公司)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EQUITY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8 
 
 
 
 
  Accumulated 

fund 
  

Total 
  HK$  HK$ 
     

Balance at 31 December 2016 and 1 January 2017  138,636  138,636 

     
Net surplus for the year  45,869  45,869 
     

Balance at 31 December 2017 and 1 January 2018  184,505  184,505 
     

Net deficit for the year  (41,134)  (41,134) 
     

Balance at 31 December 2018  143,371  14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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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M LIMITED 
 (勵‧緬有限公司)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8 
 

 
  2018  2017 
  HK$  HK$ 
     
Cash flows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Net (deficit)/surplus for the year  (41,134)  45,869 
Adjustments for:     
  Bank interest income  -  - 
     
Operating (loss)/profit before working capital changes  (41,134)  45,869 
(Decrease)/Increase in receipts in advance  (8,700)  8,700 
Net cash (used)/generated used in operating activities  (49,834)  54,569 
     
Cash flows from investing activities     
  Interest received  -  - 
Net cash used in investing activities  -  - 

     
Net (decrease)/increase in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49,834)  54,569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beginning of year  193,205  138,636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end of year  143,371  193,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