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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過去，確是不容易的日子。因著香港與柬埔寨的疫情，及各政府的
防疫措施，以致機構的工作受阻及延誤，需要不斷的「變陣」適應新常
態的社會。但在神的帶領下，讓我們走過充滿恩典的一年。

在 2021 年，我們除了繼續發展柬埔寨事工，亦在香港拓展新的事工 – 
豐榮家庭事工，我們期盼透過各式的工作坊、親子活動等，建立每位家
庭成員的生命，與香港家庭同行。感謝主的帶領，我們在 2021 年的暑假
透過家庭事工，舉辦了一系列的情緒管理工作坊，予基層單親媽媽和她
們的孩子，一起探索情緒的奧妙並締造親子共同時光。

這些家庭各有故事，要探索自己的內在情緒並非容易的事。但我們看見
神一步步地作工，由她們起初腦袋充滿著疑問，到慢慢她們開放自己，
並透過呼吸練習讓自己抑壓已久的情緒慢慢釋放。又看見她們從聽到「運
動」一詞就唉聲嘆氣，到興奮地告訴我們運動後身體感到很舒服。亦看
到家長與小朋友由不懂得表達自己的情感，到很完整地表達、交流。我
們很感恩看見他們愈來愈有進步、愛鍚自己及家人、互相回饋。這並非
單靠同工們的工作，而是神在逐步打開他們的心窗，讓祂一步步走進他
們的心內而作出的改變。

展望將來，我們在禱告中神給了我們新事工方向，香港豐榮計劃推出一
系列和睦文化課程，因著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下，教會面對種種紛爭、
不和，及關係破裂等問題，導致教會聚會人數減少、奉獻收入降低，甚
至令信徒離開教會，故此我們希望透過這些課程，修補教會裡的關係。

感謝神使用豐榮的每一位義工、同工及合作伙伴，讓我們在香港、柬埔
寨拓展神的國，藉著我們的事工，成為福音的管子，讓人看見神的豐盛。

主席的話
康詠琴女士



2021 事工報告

香港豐榮家庭事工
2021 年 7-8 月舉行了 1 次，為期 7
堂的「認識腦朋友 – 親子情緒管理
工作坊」。透過不同主題活動接觸
了 10 個基層家庭的婦女及其小孩，
讓他們既可以享受共同時光，亦可
以從中發掘自己、學習情緒管理和
教養相關的技巧，從而作出適切回
應，在日常生活實踐出來。

親子和諧粉彩
透過藝術結合

情緒管理技巧，
創作獨一無二的

畫作

親子拉筋
拉筋除了可以放鬆
身體之外，更可以
成為親子的互動

情緒 X 教養
情緒與教養息息相關，

彼此學習與諒解，
建立親厚關係 其他香港事工

文化體驗
舉行了 4 場文化體驗
活動，讓弟兄姊妹
認識柬埔寨文化

及當地社會

中學生分享會
到訪學校與 120 名

中學生進行職涯分享，
講解人道救援及機

構的工作

教育工作坊
舉行了 2 場反人口販
賣教育工作坊，透過
體驗活動，讓參加
者認識世界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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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事工報告

柬埔寨豐榮事工
新型冠狀病毒在柬埔寨蔓延，當地
政府宣佈停止宗教聚會、停課等，
亦有同工受到感染。在 2021 年中
旬，更一度「封城」，部份事工受
到影響。但縱然如此，我們仍感受
到上帝恩典的豐盛，與各弟兄姊妹
對我們事工的關顧。

同工團隊
宣教同工﹕   3 人
當地同工﹕ 55 人

中學校舍工程
外部結構工程
大致成，已於
2022 年 1 月

進行「平頂禮」

學生人數
小學﹕ 226 人
中學﹕   45 人

柬埔寨豐榮女子學校

2021 年學校因應當地政府指示停課超過半
年，學校改以實時網課或預錄形式讓學生
在家學習。學校盡可能為學生提供適切的
技術支援，如借用平板電腦 / 智能電話，
及提供上網咭。能在家接受網課的學生佔
整體學生約 65%。

部份學生家庭受到新冠疫症影響，其父母
未能於金邊找到工作，故學生需要退學跟
隨父母返回家鄉。亦有部份學生因家庭環
境未有合適環境上網課等原因，因而缺席
部份課堂，並於新學年重讀該年級。

加建有蓋操場
在現時小學校舍前的
空地加建有蓋操場，

提升學生在校的
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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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豐榮女兒之家
柬埔寨豐榮婦女之家
2021 年當地疫情嚴重，未有接觸太多新
個案入住家舍，反之與當地政府部門合
作，進行社區外展計劃接觸社區個案，
差派同工及社工到鄉村接觸個案並進行
社區教育工作。

接觸個案
208 宗

包括家舍及社區
外展個案

遷往新址
婦女之家於 2021 年

3 月遷往新址，新家舍
可為服侍對象提供

更多戶外空間

2021 年 9 月婦女之家有同工確診新冠肺
炎，家舍被政府封閉 14 天隔離檢疫；但
感恩，疫症未有在家舍蔓延，並順利完
成檢疫。

柬埔寨新年時我們因應疫情未有安排家
舍對象回鄉過節，但感恩讓我們在亡人
節 (11 月 ) 可以分批讓對象回家過節。

疫情嚴重
柬埔寨曾因疫情嚴
重一度「封城」，

限制人流

嘉許同工
嘉許在封城期間仍
緊守崗位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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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豐榮社區中心
疫症期間當地政府禁止宗教聚會，原有
的青少年、兒童聚會均暫停多時；但已
於 2021 年 12 月恢復。在停止聚會期間，
社區中心亦不時透過視像與部份青少年 /
兒童進行小組或查經班。

網上查經
因為未能在疫情下
舉行宗教聚會，
故舉行網上查經
班與少年人聯繫

聖誕聚會
在 2021 年 12 月正式

恢復宗教聚會，
與孩子及家人舉行

聖誕聚會

學前預備班
同樣在 2021 年 12 月

正式恢復課程

自 2020 年開始，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肆
虐，同時令全球陷入經濟危機，柬埔寨
亦無可幸免。基督豐榮團契於 2020 年 5
月開始設立「逆境同行經濟援助計劃」，
以支持受疫情影響家庭經濟的柬埔寨家
庭。計劃至今已維持了兩年，隨著當地
經濟活動復甦，當地家庭逐漸恢復就業，
此計劃亦於 2022 年 3 月正式結束。

所有為此計劃所籌得的款項餘額，將撥
為支持「柬埔寨豐榮事工」的營運，繼
續支持當地有需要的女孩及其家庭。

感謝弟兄姊妹、各界人士對柬埔寨家庭
的關心與金錢奉獻，以致我們可以向一
眾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適切的援助。

逆境同行經濟援助計劃

約 HK$ 412,943
經濟 / 食物援助

1,756 位服侍對象
及其家庭成員

女兒之家
29%

婦女之家
31%

女子學校
18%

社區中心
22%

援助計劃
奉獻收入約

HK$ 743,247

香港
48%

美國
52%

逆境同行經濟援助計劃的財務報告，
由 2020 年 5 月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計算。 11



2021 年度財務報告

全年收入 
HK$6,894,739

奉獻 / 收入來源
35.2% 柬埔寨豐榮事工營運費
             HK$2,429,913
29.5% 香港基督豐榮團契營運費
             HK$2,036,835
17.7% 柬埔寨豐榮女子中學校舍工程
             HK$1,216,720
14.7% 支持柬埔寨「豐榮女兒及
            婦女之家」家舍工程
             HK$1,014,800
 2.5%   支持宣教士
             HK$174,725
 0.4%  其他及活動收入 *
             HK$21,746

支出用途
59%     支持柬埔寨豐榮女子中學
             校舍工程
             HK$4,496,028
23.7% 支持柬埔寨豐榮事工營運費
             HK$1,801,800
14.6% 同工及宣教士薪津
             HK$1,110,697
2.6%   香港營運支出 
             HK$198,847
 0.1%   香港及豐榮家庭事工
              HK$6,373

全年支出 
HK$7,613,745

* 其他及活動收入﹕包括利息收入、家庭事工活動收入、匯率差異

2021 年財政年度﹕由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柬埔寨豐榮事工於柬埔寨獨立註冊為當地認可慈善機構

全年虧損 (HK$719,006)

綜合權益變動表

2021 年審計報告

* 儲備資金﹕為機構的事工發展儲備，2021 年度之結餘有待日後繳付工程費之用。

歡迎掃描二維碼下載
詳細 2021 年度財務審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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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金 儲備資金*

香港營運資金
HK$

支持柬埔寨豐榮
事工營運資金

HK$

柬埔寨豐榮女兒及婦
女之家家舍工程

HK$

柬埔寨豐榮女子中
學校舍工程

HK$

於 2021年1月1日結餘 151,346 620,658 1,103,880 4,454,082

本年度盈餘/(虧損) 917,389 628,113 1,014,800 (3,279,308)

於 2021年12月31日結餘 1,068,735 1,248,771 2,118,680 1,174,774

總計 HK$ 2,317,506 3,293,454



2022 年事工展望

豐榮女子學校
中學校舍工程進入最後階段，
現正鋪設電線等內部工程，期
望 2022 年下旬落成，並於新
學年可正式啟用校舍。此外，
現正與當地教會洽商於中學校
舍成立駐校教會，以服侍當區
居民。

豐榮女兒之家及婦女之家
我們已於 2018 年在金邊近郊購買了一
幅地皮，將來作為合併兩個家舍，以提
供一個更完善的環境給予家舍對象。
我們將於2022年完成探索評估工程，
然後再作下一步建議可行性研究。

豐榮社區中心
我們希望提供多一些就業機會予社區
婦女，預計於 2022 年與當地廠商合
作，為社區中心接觸到的婦女提供車
衣訓練，並希望於日後可安排婦女到
社區中心進行一些家庭式製衣工序。

香港豐榮家庭事工
現正向坊間不同的機構申請基金以在本
港推行計劃，期望可透過不同的情緒舒
緩工作坊或家長講座，為香港家庭提供
適切的援助。

2022 年財務預算

預算奉獻 / 收入來源
48% 「豐榮女兒及
          婦女之家」家舍工程
          HK$2,400,000
34%  柬埔寨豐榮事工
          HK$1,700,000
12%  香港基督豐榮團契營運費
          HK$600,000
4%    支持宣教士
          HK$200,000
2%    其他及活動收入
          HK$100,000

預算收入
HK$5,000,000

預算支出
HK$7,758,690

預算支出
35.1% 支持柬埔寨豐榮事工營運費 
             HK$2,719,746
22.2%  同工及宣教士薪津
             HK$1,726,000
19.4% 支持柬埔寨豐榮女子中學
             校舍工程
             HK$1,508,344
17.5% 支持柬埔寨「豐榮女兒及
            婦女之家」家舍工程
             HK$1,356,250*
3.6%   香港營運支出
             HK$282,100
2.1%   香港及豐榮家庭事工
             HK$166,250

*「豐榮女兒及婦女之家」家舍工程費用只屬預算 2022 年度
的首期支出，並非全期工程費。

預算全年虧損 (HK$2,758,690)

2022 年財政年度﹕由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柬埔寨豐榮事工於柬埔寨獨立註冊為當地認可慈善機構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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