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 • 生命》微電影 系列
[第二輯]

«Joy of Life 喜樂生命» 出品

我們是被派遣的人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為生
命服務。這是「教會」特有的責任，需要所有
基督徒團體中每一個人慷慨而一致的行動。

~《生命的福音》通諭79節

簡介暨經費籌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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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Joy of Life 喜樂生命

 於2004年成立

 本機構是香港政府認可的慈
善社團，稅局檔案91/7519

 本機構是天主教香港教區登
記公教信徒善會

 本機構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會員(簡稱「社聯」)

 本機構是香港天主教教友總
會會員

抱負及使命

 本會矢志從旁協助個人、夫婦及
家庭團體，明認生命是充溢著愛、
尊重和尊嚴，是可貴的。這是天
主的意旨。

 在婚姻內，夫婦孕育生命，是愛
之所致，是天主極珍貴的恩賜。
為此，藉與天主合作，我們就能
時刻喜樂地生活，不論環境順逆。

 喚醒社會人士對人類生命的關注，
並維護人類生命的價值。

 藉著教育、培訓、宣傳、招募工
作及祈禱，凝聚普羅大眾，同心
建立生命的文化。



微電影系列 第二輯的主旨

推廣生命價值

老弱病患者的價值

生命盡頭的反思

珍惜生命

思考生命的真義

維護家庭價值

對象

青少年

夫婦

長者

照顧者



目標及籌款目標
製作時序

 2022年第一季 開始籌備

 前期籌劃，包括劇本創作，角色遴選，
場地考察、製作網站及臉書專頁等等

 2022年第二季

 開始籌款

 2022年第三季 展開拍攝

 正式拍攝及剪輯

 2022年第四季

 後期製作

 2023年 第一季正式發佈

 首映禮

2022Q1 籌備

2022Q2 籌款

2022Q3 開拍

2022Q4 後製

2023Q1 發佈

籌款目標：

壹百萬港元



微電影系列 第二輯的製作

故事分享

藉著四個由真人真
事改編的故事，帶
領觀眾深入體會故
事內主人翁的各種
感受，繼而去了解
及反思生命的意
義，特別是人生走
到生命的盡頭時，
是否仍有價值呢?

拍攝手法

四個故事，將由四個十分
鐘的單元微電影去表達

每集的故事之後，均會邀
請不同的嘉賓，從天主教
倫理及現實生活中的處
境，探討天主創造人類生
命的真諦，並重點探討當
病者的生命已在最後階段
時，家人應當如何面對及
抉擇。



您的慷慨捐助

是我們可以展開拍攝

《愛.生命》微電影系列第二輯

的重要因素

我來，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
(若10:10)

* 所有製作成本將由慈善募捐籌集 *



【特別善款級別】

鑽石 Diamond $150,000

白金 Platinum $120,000

黃金 Gold $  90,000

水晶 Crystal $  60,000

翡翠 Jade $  30,000

凡捐助上述【特別善款級別】的善長人翁，可以選擇把其名字及/或
摯愛的名字，列於微電影片末的鳴謝名單之內。



 歡迎任何數目的善款捐助；

 凡捐款$10,000以上，將獲「喜
樂生命」送出紀念品一份；

 凡捐款$100以上，可憑收據申請
稅項豁免；

每人照心中所酌量的捐助，不要心痛，也不要勉強，
因為天主愛樂捐的人。

(格後9:7)



「愛 • 生命」 微電影系列 第二輯
支持機構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

 出生權維護會

 明愛家庭服務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香港天主教醫生協會

 香港天主教護士會

 教區生命倫理小組

 教區終身執事委員會

 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

 教區傷殘人士牧民委員會

 教區醫院牧民委員會

 聖吉安娜生命及家庭關顧小組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生命倫理資
源中心

 嘉諾撒醫院

 寶血醫院 (明愛)

 Bioethics Resource Centre, Holy Spirit Seminary 

College of Theology & Philosophy

 Canossa Hospital (Caritas)

 Caritas Family Service

 Catholic Education Office

 Diocesan Commission for Hospital Pastoral Care

 Diocesan Commission for Pastoral Services to the 

Disabled

 Diocesan Commission for the Permanent 

Diaconate

 Diocesan Committee for Bioethics

 Diocesan Pastoral Commission for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Guild of St Luke, SS Cosmas & Damian, HK

 Hong Kong Catholic Nurses’ Guild

 Precious Blood Hospital (Caritas)

 St Gianna Pro-life & Family Mission

 The Birthright Society Ltd

 The Hong Kong Catholic Marriage Advisory Council



回顧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藉著四個由真人真事改編的故事，帶領觀眾深
入體會故事內主人翁的各種感受，繼而去了解
及反思生命的意義，及了解墮胎後對身心靈造
成的各種創傷。

微電影第一輯在2019年11月及12月分別在香
港及澳門舉行首映禮，共有八百多名觀眾參
與，現場掌聲不絕。

首映禮後，由『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
會』誠邀各界合辦



回顧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分享會公開邀請各界參與，包括實體及網上
分享會，參加的觀眾遍及中西海外，觀眾階
層包括學生、青少年、夫婦、長者、街坊等
等，獲得無數的讚賞;

各地 觀眾反應熱烈、好評如潮、參加者讚賞
不已，均認為「非常專業出色」、「感動人
心」、「又不過於說教！」…

微電影尤其深受本地及海外華人天主教團體
喜愛及支持；



回顧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曾獲邀與「生命恩泉」及「鹽與光傳媒」合
辦YouTube全球直播欣賞會，觀眾來自世界
各地；亦先後與美國、加拿大、澳洲、台灣
等當地華人天主教團體合辦網上欣賞會；



回顧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52%

19%

29%

本港合辦分享會的場次:

中學 (32場次)

聖堂 (12場次)

各大團體/組織 (18場次)



回顧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香港首映禮



回顧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每場分享會，除了使參加者觀賞好電影之
外，最重要是每人帶走一顆被觸動了的心
靈，明白每人都有維護生命的責任，繼續把
維護生命的訊息廣傳，以生命影響生命。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分享會

[相片回顧] 學校 (篇幅所限、未能盡錄)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分享會

[相片回顧] 聖堂 (篇幅所限、未能盡錄)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分享會

[相片回顧] 聖堂 (篇幅所限、未能盡錄)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分享會

[相片回顧] 聖堂 (篇幅所限、未能盡錄)

聖堂 (台灣)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分享會

[相片回顧] 團體/組織 (篇幅所限、請恕未能盡錄)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分享會

[相片回顧] 為教育工作者 (篇幅所限、請恕未能盡錄)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分享會

[相片回顧] 網上分享會 (篇幅所限、請恕未能盡錄)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分享會

[相片回顧] 網上分享會 (篇幅所限、請恕未能盡錄)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分享會

[相片回顧] 網上分享會 (澳洲) (篇幅所限、請恕未能盡錄)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分享會

[學生評價] (篇幅所限、請恕未能盡錄)

女生 : 從來沒想過原來bb在墮胎過程中，是會感到痛楚的!

男生 : 現在明白原來要尊重對方，不是為自己的需要!

女生 : 欣賞到生命的得來不易，原來我被創造是非常珍貴的!

男生 : 提醒了我要從對方的角度去思考，不會亂攪!

女生 : 令我體會到原來真心愛我的人，是會尊重我的身體，

保護我的純潔!

男生 : 男人大丈夫是要承擔責任及後果，使我從另一角度看

婚前性行為及墮胎，從前的我認為這是每個人的自由!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分享會

[參加者評價] (篇幅所限、請恕未能盡錄)

女性特別要保護自己的身體! 一針見血說出了正確的性觀念!

改變了我以前對生命價值觀的看法，未出生的嬰兒也是生命!

推廣貞潔教育的最佳方法!

分享為年輕女孩子帶來很好的警醒，提醒她們墮胎帶來的
後果是深遠及沈重的!

體會到夫婦的掙扎，希望遇上相同處境的夫婦，都願意向教區
婚委會求助，不要踏上錯誤的途徑!

提醒了夫婦找回當初結婚及生兒育女的初衷!

堂堂男子，要有責任感!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分享會

[參加者評價] (篇幅所限、請恕未能盡錄)

很有啟發性，尊重天父所賜的每一個生命，包括不健康的孩子!

講者切實地回應了為何唐氏孩子也有出生的權利，這是我從前
沒有想過的!

嘉賓分享部分的內容很珍貴，互動式討論令我們了解良
多!

從前認為人工受孕、凍卵等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參加分享
會後，我不會再支持這些方法!

作為父母，其實我們不懂如何與子女探討貞潔、墮胎等議題，

講者們專業的分享，對我們幫助很大，非常值得與子女一起參加!

分享會資料非常豐富，原來教友夫婦只能採用自然家
庭計劃法，是我們從前沒有認知的事!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分享會

[公教報] 報導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分享會

[公教報] 報導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分享會

[公教報] 報導



微電影系列 第一輯 分享會

[公教報] 報導



捐款方法

1. 請先下載及填寫《愛.生命》微電影捐款表格

2. 選擇捐款方式

• 捐款$100以上可憑收據申請稅項豁免。
(稅局檔案編號：91/7519)

• 請把捐款紀錄 (包括電子付款截圖、入數紙、支票等，
連同捐款表格，透過以下任何一種途徑送交本會: 
 電郵: joyoflifehk@gmail.com

 WhatsApp: 9803-5168

 郵寄: 香港西灣河大石街1號喜樂生命收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
聯絡「關顧生命事工」
電話: 2560-2314

前往捐款網頁

https://jol.org.hk/wp-content/uploads/2022/06/LoveLifeFilm2donationFormlatest.pdf
https://jol.org.hk/%e6%8d%90%e6%ac%be%e8%b4%8a%e5%8a%a9/


籌款宣傳動畫

https://youtu.be/nogujAAHbA4

https://youtu.be/nogujAAHbA4
https://youtu.be/nogujAAHbA4
https://youtu.be/nogujAAHbA4
https://youtu.be/nogujAAHbA4


每人照心中所酌量的捐助，不要心痛，也不要勉強，
因為天主愛樂捐的人。

(格後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