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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屆基金會管理委員名單 

主　　　　　　席： 蔡尚楷

副　　主　　席： 楊自然 顏培增 施教斌 徐志誠 葉華雄 劉勝賀 郭國耀

 余　毅 葉華源 劉達泉

榮譽主席執行董事：	 林志勝 吳健南 陳勇生 徐偉福 葉建明 李聖潑

執　行　董　事： 王建平 李孝友 李勐勐 吳懿容 林黎明 姚明摺 施卓成

 施連燈 孫建華 張曉慶 陳志烽 陳榮旋 陳孝欽 黃偉鴻

 楊淑媛 趙興源 廖競揚 蔡國聯 謝燕川

律師、執行董事： 王東昇

會　務　顧　問： 林　勁 孫立川

地址：香港銅鑼灣記利佐治街11號華登大廈8字樓D1室

Flat D1, 8th Floor, Great George Building,

No.11 Great George Street, Hong Kong

Tel: (852) 2690 1368    Fax: (852) 2690 1363

http://www.hkfjcef.org

榮譽贊助人：	 梁愛詩 王䓪鳴

榮	譽	主	席： 施展望 許奇鋒 邱祥坤 陳進強 施建新 朱銘泉 顏純烱 

 林志勝 吳健南 王明洋 董吳玲玲 徐偉福 陳勇生 周年茂

 黃家榮 林英達 葉建明 李聖潑

會 務 顧 問：		林　勁 孫立川 黃均瑜

義 務 律 師：		王東昇

義務核數師：  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

主　　　席： 蔡尚楷

副　主　席： 楊自然 顏培增 施教斌 徐志誠 黃丹青 吳雅玲 葉華雄

 劉勝賀 徐凱祥 林子峰 朱威澔 郭國耀 余　毅 洪游奕

 楊聰明 李友超 葉華源 劉達泉 劉德偉 陳偉材

執	行	董	事： 王明洋 王東昇 王育民 王啟水 王　峰 王國平 王瑋麟

 王建平 王捷華 江桂能 谷大偉 吳健南 吳清煥 吳天墅

 吳懿容 吳秀治 李聖潑 李孝友 李　勐 李諾雯 佘英杰

 佘德聰 沈慧林 林志勝 林英達 林佑碧 林經緯 林黎明

 林飛康 林志堅 邱耀東 姚明摺 施建新 施文旦 施卓成

 施連燈 洪明智 洪萃賢 徐偉福 徐曉鶯 孫建華 高克明

 高子偉 張上頂 張東林 張曉慶 莊哲猛 郭二澈 許榮華

 陳勇生 陳志烽 陳榮旋 陳國昌 陳國源 陳仲安 陳孝欽

 陳建鴻 陳志強 陳孟端 黃家榮 黃少玉 黃正體 黃偉鴻

 楊淑媛 董吳玲玲 董清世 董貺漄 葉建明 趙景璋 趙興源

 廖競揚 劉　燕 潘廸生 蔡新民 蔡國聯 蔡其雄 蔡建立

 蔡志忠 蔡仲義 鍾明發 賴新達 謝燕川 顏偉達 魏文生

 魏志權
（註：排名按姓氏筆劃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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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楷主席指各界的支持是基
金會向前發展的動力。

堅持不懈工作獲嘉獎肯定
事實上，為支援內地貧困學童以知識脫貧、推動祖國

提升教育水平，基金會一直堅持「人人有書讀」的理念，努

力不懈團結各界熱心人士，年復一年透過各種形式的活動

籌款建校助學，自1994年成立至今已籌得善款總額達2.57

億，在國內23個省、自治區援建的希望小學數目可觀，截

至目前加上台灣的1所，總數已達538所，慈善足跡遍及全

國各地，其所到之處獲得各區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持，並先

後獲國家、福建省、雲南省、寧夏自治區等政府授予「希望

工程20年特別貢獻獎」、「福建省捐贈公益教育事業突出

貢獻獎」、「雲南省希望工程貢獻獎」、「寧夏回族自治區

民族教育事業特別貢獻獎」、「八閩慈善家」等多項殊榮，

工作備受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及認同。

豐收之年年度善款創新高
蔡主席在回顧去屆會務發展時欣喜地表示， 「過去

一年又是一個豐收之年，董事會共籌得善款3916萬港元，

再創年度善款的歷史新高，期間捐建了25所『希望小學』，

分佈在全國10個省市自治區，包括福建、山東、雲南、青

海、安徽、寧夏、廣西、四川、湖南、貴州等地區，捐助教育

基金共2261萬港元；此外，首次以獎勵的方式資助60名扎

根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山區的優秀中小學貧困教師，並開

創獎勵香港品學兼優的中學生40名。我們也組團訪問了寧

夏回族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和雲南省福建，為本會捐

建的多所希望小學落成剪綵，同時實地考察內地西北、西

南高山、高寒、邊疆及民族地區的基礎教育。」

行善助學實踐民族振興夢
蔡主席指出，很多人認為國家今天富強了，不再需要

無私獻教育 薪火傳愛心
—訪第二十一屆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蔡尚楷

支援，但事實上一些山區、邊遠地區及少數民族地區的教

育設施仍相當有限及匱乏，基金會在這些地區正好發揮

了自己的功能。作為各界有心人行善的一個平台，基金會

這個平台只要搭建得好，就能使行善者得以施惠他人，困

者得以受惠。蔡主席語重心長地表示， 「總之哪裡有需

要我們往哪裡去！基金會同仁將再接再厲，實踐行善助人

助學的理想，為國家和民族振興、人材的培育作的無私奉

獻。」

蔡主席更指，為擴大資助範圍，今年除了資助建校，

並繼續加大力度資助貧困地區學生學習費用、優秀教師

獎勵培訓、添置教學設備之外，基金會亦將加強對香港

教育工作的關注，為本地基層家庭學子提供相應的援助。

「當中，去年計劃設立的『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香港

中學獎學金計劃』將於今年正式試行，冀透過撥款獎勵

本地基層家庭的優秀中學生，讓本地有需要的學子亦能

受惠。」

發放大愛會歌傳精神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為凝聚愛心，發放大愛力量，基金會去

年特別邀請內地著名作曲及作詞家為大會創作了名為《世

界有你大愛無疆》的會歌，蔡尚楷笑稱，早前他在雲南探

訪期間，當地人聽過此曲後均大表讚賞，並指一句句「從

中原，到邊疆，跨海峽，越山崗，播撒仁愛的種子，滋潤貧

瘠的土壤，書聲朗朗，讚歌悠揚，世界有你，大愛無疆」

的歌詞不單打動人心，也讓聽者加深了對基金會工作的了

解。「可以說，會歌表達的就是基金會的精神力量，精神文

化，共同價值。期望我們能將之發揚光大，並一直薪火相傳

下去！」蔡尚楷充滿期盼表示。

教育，是實踐人生理想、前途和希望一項重要的建設工程。本着支持祖國

教育事業發展、培養社會人才以振興民族而創立的「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

會」，二十年來不斷團結各界愛心人士，藉捐資助學矢志推動這項人生「希望

工程」，為無數貧困學子實現「以知識改變命運」的夢想。

「這二十年的成果依仗的是基金會每一位善長眾志成城的一份難得的堅

持！是一顆無私的善心讓我們聚集到這裡，大家志同道合，為各地的希望工程

工作出錢出力，盡心服務。」第二十一屆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蔡尚楷

回想自己於2004年加入基金會之初，也是機緣巧合下才認識並接觸到這個慈

善團體， 「善事有一股無形的凝聚力和感染力，眾善長因此加入了這個大家

庭，身體力行，在所不辭。」由於創會理念清晰，同仁上下一心，基金會會員

數目不斷遞增，年度善款額亦屢創新高。

~新聞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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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蔡尚楷主席、尊敬的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香江燈火燦，閩

港一家親。今晚，我

們歡聚一堂，共同見

證香港福建希望工

程基金會第二十一屆

董事會就職典禮。籍

此盛典，我代表福建

省政協向香港福建希

望工程基金會新一屆

董事會表示熱烈的祝

賀！向旅港鄉親們表

示誠摯的問候！

香港福建希望工

程基金會成立於1994年12月。二十年來，基金會始終

秉承以善為本、育才興邦的宗旨，廣泛團結聯繫香港

各界人士,傾心支持家鄉和內陸其他省份教育事業的發

展。迄今為止,基金會已籌得善款港幣2億多元,在國內

23個省、市、自治區援建希望學校500多所（其中福建

200多所），並為援建學校購買教學設備、添置圖書教

材，資助貧困兒童就學，資助教師培訓深造，獎勵優

秀教師學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贏得了家鄉

人民和社會各界的廣泛讚譽。基金會以及廣大理事多

年來弘揚善念，多行善舉，功德昭彰，善莫大焉！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和艱

鉅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總

書記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堅持從“四個全

面”戰略佈局出發，牢牢把握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主

動適應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

式，國民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出

堅實步伐；堅定不移、蹄疾步穩地推進各項改革，改

革在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重大進展，為發展

注入了強大動力；制定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藍圖，緊

鑼密鼓落實推出各項改革舉措，社會主義法治進程加

快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大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

腐敗鬥爭；積極開展全方位外交，推進實施“一帶一

路”戰略，大力拓展國際發展空間。黨和國家各項事

業取得新的重大進展，正所謂“九萬里風鵬正舉”。

在中央關心持下，家鄉福建的發展被提升到國家

戰略高度，中央先後批复福建建設生態文明先行示範

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核心區、中國（福建）

自由貿易試驗區。當前，福建省委省政府緊緊抓住

這千載難逢的重大歷史機遇，深入貫徹中共十八屆三

中、四中全會精神，圍繞新“三區”建設目標，全力

推進各項措施的製定和落實，一個機制活、產業優、

生態美、百姓富的新福建顯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

中央對香港始終高度重視、關心和支持。當前，

香港總體形勢是好的，但在新形勢下也面臨著一些新

問題、新困難和新挑戰。特別是非法“佔中”活動，

對香港經濟、社會和民生產生一定負面影響。但我們

相信，這些負面影響以及不和諧的消極因素終究成不

了什麼氣候，有中央的堅強領導，有香港特區政府依

法高效行政，有全港廣大愛國愛港同胞的共同努力，

我們一定能夠從容應對各種新問題新挑戰，堅定不移

地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權威，維護國家根本利益，堅持

“一國兩制”方針，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大局，

香港的未來無限美好。

乘風破浪踏歌行，砥礪奮進繪新篇。在新的形勢

下，相信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新一屆領導集體，

一定能夠團結廣大理事，高舉愛國愛港大旗，認真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努力維護香

港經濟社會的長期繁榮穩定；一定能夠繼承和發揚基

金會的優良傳統，進一步加強會務建設，始終秉持

“以善為本，育才興邦”的宗旨，持續幫助支持內地

教育事業發展；一定能夠在更加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

務的同時，積極參與家鄉建設，為推進閩港交流合作

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衷心祝愿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會務興隆，事業

發達！衷心祝愿各位理事、各位朋友、各位鄉親，身

體健康、闔家幸福，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福建省政協副主席張燮飛先生
在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第21屆董事會就職典禮上的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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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冠蓋雲集，出席慈善晚會的嘉賓有來自福建、

青海省政協、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廣西壯族自治區

統戰部、雲南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各省市代表團、

特區政府官員及各友好社團，包括：全國政協常委林

樹哲，全國政協委員朱銘泉，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施

俊輝，以及相關社團領袖、各界知名人士林廣兆、施

子清、翁卡、景湛國、杜金忠等。基金會亦首次邀請

台灣南投縣副縣長陳正昇一行來港出席盛會。

楊自然：感謝各界善長仁翁慷慨解囊

晚會籌委主席楊自然致歡迎辭，感謝各界嘉賓蒞

臨，他指出，基金會創會於1994年，多年來在各界善

長仁翁的支持下，通過各種方式籌募善款，用於援建

希望學校、資助貧困學生讀書、捐資教學設備等，成

績卓著，先後榮獲福建、雲南、寧夏回族自治區等地

的貢獻獎，獲得社會各界好評。現如今基金會已邁入

第二十一個年頭，他熱切期盼基金會能夠繼續凝聚會

林武 張燮飛 謝凌潔貞 吳良好 黃玉山 陳揚標主禮
蔡尚楷榮膺主席 籌募善款港幣2787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第廿一屆董事會
就職典禮暨成立廿周年慈善晚會圓滿成功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第二十一屆董事會就職典禮暨二十周年慈善
晚會」，賓主合照。

上屆主席李聖潑（右）將基金會印鑒交予
本屆主席蔡尚楷（左）。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第二十一屆董事會就職典

禮暨成立二十週年慈善晚會”，4月27日假尖沙咀

洲際酒店大禮堂隆重舉行，蔡尚楷榮膺新一屆主席。中

聯辦副主任林武，福建省政協副主席張燮飛，食物及衞

生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

好，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華閩集團總經理陳揚標

等應邀主禮，海內外友好、各省市代表、政商翹楚及會

員鄉親近600人歡聚一堂，同申慶賀。當晚共籌得善款

超過港幣2787萬元，所籌善款將用於內地貧困地區捐建

希望小學和教育基金，以及香港資助優秀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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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楷(左二)為該
會 義 務 律 師 、 顧
問、會計師等頒發
基 金 會 聘 書 ， 林
勁(右二)、黃均瑜
(右一)、王東昇(左
一)、梁學濂(中)代
表接受。

員同仁，團結社會愛心人士，力促會務發展，盡己之

力，關愛社會，回饋祖國，為國家和民族振興，為教

育事業繼續貢獻力量。

李聖潑：籌款港幣3916萬餘元創新高

卸任主席李聖潑彙報上屆會務工作時指出，過去

一年，在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基金會會務蓬勃發

展，任內共籌款港幣3916萬餘元，再創新高，在內地

捐建了25所“希望小學”；捐助教育基金港幣2261

萬元；積極響應國家扶貧、治貧思想，首次以獎勵方

式資助60名紮根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優秀中小學貧困教

師；獎勵香港品學兼優中學生40名；組團訪問寧夏、

廣西、雲南和福建，實地考察內地西北、西南高山、

高寒、邊疆及民族地區的基礎教育，並加大對西北、

西南地區的援助。

蔡尚楷：籲各界攜手同心共襄善舉

新膺主席蔡尚楷發表就職演辭時表示，有賴歷屆主

席的不懈努力和各界善心人士對基金會的關心支持，

二十年來，該會先後在23個省區捐建537所希望學校，

至今籌得善款港幣2.575億元；去年在香港設立貧困

學生獎學金，讓更多香港貧困的優秀學生獲得在校資

助；同時在內地貧困地區開展助教活動，以獎勵當地

教師堅守崗位、獻身教育的無私精神。他指樂見許多

青年企業家正踴躍加入基金會這個慈善大家庭，展望

未來，呼籲會員同仁承前啟後、攜手同心，不斷擴大

“希望工程”影響力，把基金會的善業發揚光大。

張燮飛：讚揚基金會貢獻良多

主禮嘉賓張燮飛致辭，代表家鄉領導向該會新屆就

職表示熱烈祝賀，並感謝該會多年來對家鄉建設的關

注和支持。他讚揚基金會對慈善、教育事業及閩港文

化交流、經濟合作貢獻卓著，有口皆碑。他勉勵該會

繼續高舉愛國愛港愛鄉的旗幟，秉承“以善為本、育

才興邦”的宗旨，團結閩籍賢達、各界善長，薪火相

傳，一如既往地支持家鄉各項事業發展，廣泛凝聚海

外鄉親力量，多為閩港兩地發展牽線搭橋，多為海西

建設獻計出力，落力維護香港繁榮安定。

該會第二十一屆董事會成員主要包括：主席蔡尚

楷，副主席楊自然、顏培增、施教斌、徐志誠、黃丹

青、吳雅玲、葉華雄、劉勝賀、徐凱祥、林子峯、朱

威澔、郭國耀、餘毅、洪遊奕、楊聰明、李友超、葉

華源、劉達泉、劉德偉、陳偉材等。

陳秉志伉儷捐款稱冠

當日並舉行基金會成立二十週年慈善晚會，該會

主要首長陪同一眾主禮嘉賓，頒發紀念品予2014年度

捐款冠軍志媚基金公司陳秉志伉儷，亞軍健力電業製

造廠有限公司、健大企業有限公司蔡其雄，季軍李賢

義、李聖潑；以及鑽石贊助人和機構施教斌、蓮軒慈

善基金、飛龍環球企業有限公司盧世傳先生並向二十

週年特別貢獻獎獲獎者：陳秉志、葉建明、徐偉福、

蔡其雄、吳健南、蔡經陽、李賢義、週年茂、黃家榮

頒發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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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票遞交儀式上，2015年度鑽石贊助人志媚基

金公司陳秉志伉儷遞交港幣800萬元捐款，葉建明、葉

華雄、葉華源父子遞交港幣750萬元，李聖潑遞交港幣

200萬元，徐凱祥遞交港幣150萬元，蔡尚楷遞交港幣

120萬元，徐曉鶯遞交港幣70萬元，顏培增遞交人民幣

50萬元，吳健南、黃家榮、林子峯、洪明智、蔡志忠、

蔡其雄分別遞交港幣50萬元，林佑碧遞交港幣25萬元，

鍾浩明捐款港幣8萬元，劉勝賀捐款港幣5萬元。

在會場熱烈的氣氛下，蔡經陽伉儷即場捐款港幣

100萬元，用於貧困地區捐建希望小學；柏斯音樂集團

捐出100套數碼鋼琴，黃一鳴小姐代致送給該會有需要

的希望小學。

與會者即場為基金會募款

慈善晚會邀請到香港著名魔術師周家宏、2012年

中國小姐冠軍曾曉夢和姐姐曾曉夏獻上精彩節目募捐

善款，獲該會善長蔡尚楷、李聖潑、楊自然、陳勇

生、徐偉福伉儷、V8/怡豐蔡先生、廖競揚、陳榮旋、

林志勝等慷慨贊助，合共港幣37.4萬元。晚會並舉行

慈善拍賣，競拍的首件珍品乃戴繼志水彩畫“黃山

美景”，以3萬起拍，10萬定槌，為拍賣晚會打響頭

炮。基金會為紀念成立二十週年，特別出版包括香港

郵票和中國郵票在內的紀念郵票3000套，並在大會上

義賣為基金會募款。賓主歡宴，把盞敍情誼，皆盡興

而歸。

據統計，大會共接受港幣捐款2515萬元、人民幣

50萬元折港幣62.5萬元；慈善拍賣籌善款142.8萬元；

義演籌善款37.4萬元；花籃代金捐款16.9萬元，慈善晚

會共籌善款港幣2787.6萬元。

林武（右）、李聖潑（左）頒發紀念品予2014年度捐款冠軍志媚基金公司
陳秉志伉儷，林子峰（中）代表接受。

謝凌潔貞（左）、蔡尚楷（右）頒發紀念品予2014年度捐款季軍李賢義、
李聖潑，李聖潑（中）代表接受。

林武（右）、李聖潑（左）頒發紀念品予2014年度捐款亞軍健力電業製造
廠有限公司、健大企業有限公司蔡其雄（中）。

謝凌潔貞（右）、李聖潑（右）頒發紀念品予二零一四年度鑽石贊助
人施教斌（中）。

2014年度捐款冠、亞、季、鑽石贊助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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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支票2015

蔡尚楷（左）陪同張燮飛
（右）代表基金會接受志媚
基金公司陳秉志伉儷遞交支
票800萬元，林子峰（中）
代為致送。

蔡尚楷（左一）陪同張燮飛（右一）代表
基金會接受葉建明（右二）、葉華雄（左
二）、葉華源（中）父子遞交支票750萬元。

蔡尚楷（左一）陪同吳良
好（右一）代表基金會接
受李聖潑（右二）伉儷遞
交支票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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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支票2015

蔡尚楷（左一）陪同吳良好（右一）代表基金會接受徐凱祥（左
二）伉儷遞交支票150萬元。

蔡尚楷（左）陪同張燮飛（右）代表基金會接受蔡經陽伉儷即場
捐出100萬元，林子峰（中）代為致送。

楊自然（右）陪同吳良好（左）代表基金會接受蔡尚楷（中）遞
交支票120萬元。

蔡尚楷（左）陪同黃玉山（右）代表基金會接受徐曉鶯遞交支票
70萬元，徐晉祥（中）代為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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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支票2015

蔡尚楷（左一）陪同黃
玉山（中）代表基金會
接受顏培增（左二）、
吳健南（右二）、黃家
榮（右一）遞交支票各
50萬元。

蔡尚楷（左一）陪同陳揚
標（右一）代表基金會接
受林子峰（左二）、洪明
智（右二）、蔡其雄（右
三）、蔡志忠（左三）遞
交支票各50萬元。

蔡尚楷（左）陪同陳揚標（右）代表基金會接受林佑碧（中）
遞交支票25萬元。

蔡尚楷（左）陪同林廣兆（右）代表基金會接受柏斯音樂集團
捐出100套數碼鋼琴到賀，黃一鳴（中）代為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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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善 拍 賣

楊自然（右一）以二十萬港幣拍得蔡尚楷（左一）捐出的蔡衛星油畫『藏族姑娘牧羊圖』。

蔡炯明夫人（左四）以二十萬港幣拍得徐曉鶯捐出的『精仿清乾隆粉彩壽桃天球瓶』。

黃家榮伉儷（右二、三）以二十萬港幣拍得徐凱祥（左三）捐出的『精仿清乾隆飛龍描金天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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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善 拍 賣

蔡尚楷（左四）以14.8萬元港幣拍
得徐晉祥（右一）捐出的『精仿清
乾隆豆青釉(官窯)大花瓶』。

李聖潑（右二）以十八萬港幣拍
得陳方遠捐出的自己作品中國畫
『吟誦圖』。

林子峰（右二）以十萬元港幣
拍得戴繼志（右一）捐出的自
己作品水彩畫『黃山美景』。

徐偉福（右四）以十萬
港幣拍得李尉文、曾少
清（左四）捐出的『80
年代雲南普洱茶(紅印)』
及『生鐵茶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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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善 拍 賣

李聖潑（右六）以伍萬元港幣拍得林志勝（右一）捐出的『珍
藏版-1978年匯豐銀行發行港幣10元 , 10張連號』。

吳健南（左四）以4.8萬元港幣拍得沈慧林（左三）捐出的『萬
希泉陀飛輪手錶』。

蔡尚楷（左三）以1.8萬元港幣拍得洪詩林捐出的『中國希望工
程十周年紀念郵票』。

蔡志忠（右三）以8.8萬港幣拍得吳江陵（右二）捐出的自己作
品中國畫『山水』。

蔡其雄（右二）以4.8萬元港幣拍得蔡尚楷（左二）捐出的
『1992年版第四套人民幣尾數4個相同號紀念鈔票』。

曾少娥（前排左三）以4.8萬元港幣拍得葉建明（後排左二）捐
出的緬甸國寶--木化玉2座。

拍賣司義張曉慶（左）、林志勝
（右）陪同義務會計師梁學濂宣佈
慈善拍賣共籌得港幣142.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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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著名魔術師周家宏表演魔術籌款，贏得掌聲陣陣。

序號 捐 獻 者 福        品 善  長 金額 (HK$)

1 蔡尚楷 油畫「藏族姑娘牧羊圖」作者：蔡衛星 楊自然 200,000.00

2 徐曉鶯 精仿清乾隆粉彩壽桃天球瓶 蔡炯明太太 200,000.00

3 徐凱祥 精仿清乾隆飛龍描金天球瓶 黃家榮 200,000.00

4 陳方遠 中國畫「吟誦圖」作者：陳方遠 李聖潑 180,000.00

5 徐晉祥 精仿清乾隆豆青釉（官窰）大花瓶 蔡尚楷 148,000.00

6 戴繼志 水彩畫「黃山美景」作者：戴繼志 林子峰 100,000.00

7 李尉文/曾少清 80年代「雲南普洱茶」（紅印）及生鐵茶壺 徐偉福 100,000.00

8 吳江陵 中國畫「山水」作者：吳江陵 蔡志忠 88,000.00

9 林志勝 珍藏版-1978年滙豐銀行發行港幣10元，10張連號 李聖潑 50,000.00

10 蔡尚楷 1992年版第四套人民幣尾數4個相同號紀念鈔票 蔡其雄 48,000.00

11 沈慧林 萬希泉陀飛輪手表 吳健南 48,000.00

12 葉建明 緬甸國寶──木化玉2座 曾少娥 48,000.00

13 洪詩林 中國希望工程十周年紀念郵票 蔡尚楷 18,000.00

總金額　 1,428,000.00

第二十一屆就職典禮晚會慈善拍賣善長名單

義 演 姓 名
贊助金額 

(HK$)
備 註

周家宏魔術師表演

蔡尚楷 50,000.00

籌款港幣

207,000.00

李聖潑 50,000.00
陳勇生 50,000.00
楊自然 50,000.00
陳榮旋 5,000.00
林志勝 2,000.00

中國小姐冠軍
曾曉夢和姐姐曾曉夏

表演

徐偉福、徐吳韻卿伉儷 100,000.00

籌款港幣
167,000.00

V8 / 怡豐 蔡先生 50,000.00
廖競揚 10,000.00
陳榮旋 5,000.00
林志勝 2,000.00

總金額 HK$　 374,000.00

周家宏 曾曉夏 曾曉夢就職典禮義演

2012年中國
小姐冠軍曾
曉夢演奏小
提琴和姐姐
曾曉夏表演
唱歌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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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周年特別貢獻獎

福建省政協張燮飛副主席代表基金會向廿周年特別貢獻獎獲得者
陳秉志頒贈紀念品，由林子峰代表接受（右）。

福建省政協張燮飛副主席代表基金會向廿周年特別貢獻獎獲
得者徐偉福（右）頒贈紀念品。

福建省政協張燮飛副主席(左)代表基金會向廿周年特別貢獻獎獲得者
葉建明(中)頒贈紀念品。

福建省統戰部常務副部長翁卡（左二）代表基金會向廿周年特別貢獻獎獲得者
蔡其雄（右二）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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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周年特別貢獻獎

福建省統戰部常務副部長翁卡（中）代表基金會向廿周年特別貢獻
獎獲得者吳健南（左）頒贈紀念品。

福建省統戰部常務副部長翁卡（右）代表基金會向廿周年特別貢獻
獎獲得者蔡經陽頒贈紀念品，由林子峰代表接受（中）。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吳良好主席（右）代表基金會向廿周年特別貢獻
獎獲得者李賢義頒贈紀念品，由李聖潑代表接受（中）。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吳良好主席（右）代表基金會向廿周年特別貢獻
獎獲得者周年茂頒贈紀念品，由林志勝代表接受（中）。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吳
良好主席（右）代表
基金會向廿周年特別
貢獻獎獲得者黃家榮
（中）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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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致送紀念品

福建省政協張燮飛副主席（右）向本會致送剪紙紀念品「希
望之夢」，蔡尚楷代表接受。

青海省政協杜金忠副主任（中）向本會致送藏族掛毯紀念品
「青海湖之念」，蔡尚楷代表接受。

廣西壯族自治區統戰部鄧紅玉副處長（右）向本會致送紀念
品，蔡尚楷代表接受。

漳州市統戰部洪仕建部長（右）向本會漳州致送木偶紀念
品，蔡尚楷代表接受。

台灣南投縣政府代表團陳正昇（右）向本會致送木雕紀念品
「布農獵人」，蔡尚楷代表接受。

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景湛國副秘書長（右）向本會致送國畫
紀念品，蔡尚楷代表接受。

雲南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倪志偉秘書長（右）向本會致送紀
念品，蔡尚楷代表接受。

施子清（右）向該會致送墨寶「希望滿人間」，蔡尚楷代表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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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台灣的祝賀

本會捐建的台灣南投縣信義鄉隆華國民小學
全體師生祝賀本基金會成立廿周年。

基金會首次邀請台灣南投縣副縣長陳正昇
（左三）一行來港出席盛會。

本會捐建的台灣南投縣信
義鄉隆華國民小學校長伍
曉玲（左二）帶來全體師
生祝賀出席基金會成立廿
周年慶典，李聖潑榮譽主
席(左一)、蔡尚楷主席(中)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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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南投縣政府林明溱縣長賀信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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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職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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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職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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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職 花 絮

第二十一屆董事會就職典禮花籃代金捐款
編號 致賀人/公司 受賀人 金額 (HK$)

1
飛龍環球企業有限公司

(盧世傳)
基金會 30,000.00 

2
九龍機械有限公司

(陸軒輝)
基金會 20,000.00 

3 顏庭階先生 蔡尚楷 20,000.00 

4 吳良好先生 蔡尚楷 10,000.00 

5 梁惠芳女士 基金會 10,000.00 

6 陳兆良先生 蔡尚楷 10,000.00 

7 吳天賜先生 蔡尚楷 5,000.00 

8 王大治先生
顏培增
吳雅玲

5,000.00 

9 唐德清先生 蔡尚楷 5,000.00 

10 施世築先生 楊自然 5,000.00 

11 顏乾成先生 蔡尚楷 5,000.00 

12 福長安 基金會 3,000.00 

13 姚加環先生 基金會 3,000.00 

14 香港三玄宮
陳勇生
陳志強

3,000.00 

15 蘇千墅先生 基金會 3,000.00 

16 周雅智女士 蔡尚楷 3,000.00 

17 華閩(集團)有限公司 基金會 2,000.00 

編號 致賀人/公司 受賀人 金額 (HK$)

18 香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 基金會 2,000.00 

19 駱志鴻先生 蔡尚楷 2,000.00 

20 陳金烈先生 陳志烽 2,000.00 

21 林銘森先生 基金會 2,000.00 

22 李建超先生 基金會 2,000.00 

23 蘇永安先生 蔡尚楷 2,000.00 

24 柯達權女士 蔡尚楷 2,000.00 

25 高前凱先生 蔡尚楷 2,000.00 

26 施展望先生 蔡尚楷 1,000.00 

27 黃長猷先生 蔡尚楷 1,000.00 

28 佘德聰先生 基金會 1,000.00 

29 丁良輝先生 基金會 1,000.00 

30 吳天墅先生 楊自然 1,000.00 

31 盧溫勝先生 蔡尚楷 1,000.00 

32 蔡世傳先生 基金會 1,000.00 

33 陳孟端女士 蔡尚楷 1,000.00 

34 林飛康先生 蔡尚楷 1,000.00 

35 莊哲猛先生 蔡尚楷 1,000.00 

36 王曼源先生 蔡尚楷 500.00 

37 劉與量先生 蔡尚楷 500.00 

合計：HK$16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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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廿周年紀念郵票義賣
(2015年4月27日)

編號 姓名 數量(套) 單價(HK$) 金額(HK$)

1 徐偉福 84 250 21,000.00

2 邱祥坤 84 250 21,000.00

3 許奇鋒 80 250 20,000.00

4 就職會埸義賣 48 250 12,000.00

5 蔡尚楷 40 250 10,000.00

6 洪萃賢 40 250 10,000.00

7 陳勇生 20 250 5,000.00

8 黃家榮 16 250 4,000.00

9 楊自然 12 250 3,000.00

10 林志勝 12 250 3,000.00

11 劉勝賀 12 250 3,000.00

12 余　毅 12 250 3,000.00

13 王建平 12 250 3,000.00

14 陳榮旋 12 250 3,000.00

15 施黃慧玲 10 250 2,500.00

16 李　勐 8 250 2,000.00

17 顏培增 4 250 1,000.00

18 李孝友 4 250 1,000.00

19 魏志權 4 250 1,000.00

20 陳　玲 4 250 1,000.00

21 劉　燕 2 250 500.00

22 傅曉琳 2 250 500.00

23 黃星耀 1 300 300.00

合計 523 　 130,800.00

成立二十周年紀念郵票

一套 HK$300
兩套 HK$500
  四套 HK$1000

義 賣

20
199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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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祝賀本會俊彥
榮獲2015年香港特區政府頒授勳章

榮譽勳章
本會會務顧問

林勁先生
林先生致力促進香港與

內地的經濟交流和合作，貢獻
良多，現頒授榮譽勳章。

銅紫荊星章
本會鑽石贊助人

黃敏利博士
黃博士熱心參與社會及

慈善服務，並對本港工業界貢
獻良多，現頒授銅紫荊星章。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
本會十一屆至十三屆執行董事

盧錦欽先生

太平紳士
本會鑽石贊助人

王庭聰先生

銅紫荊星章
本會鑽石贊助人

王少華女士
王女士熱心參與社區服

務，尤其在婦女、兒童和青年
服務方面，貢獻良多，現頒授
銅紫荊星章。

銅紫荊星章
本會榮譽主席

許奇鋒先生
許先生熱心參與公共及社

會服務，表現傑出，尤其致力為
弱勢社群謀取福祉，並積極推
動社會和諧，盡心竭力，貢獻良
多，現頒授銅紫荊星章。

銅紫荊星章
本會鑽石贊助人

李賢義先生
李先生熱心參與社會活

動，尤其是致力為福建社群謀
取福祉，貢獻良多，現頒授銅
紫荊星章。

銅紫荊星章
本會第五至八屆副主席

施榮懷先生
施先生熱心參與公共服

務，表現傑出，對香港商界發
展亦貢獻良多，現頒授銅紫荊
星章。

金紫荊星章
本會鑽石贊助人

林樹哲先生

林先生長期熱心參與社會及慈善服

務，表現卓越，尤其帶領多個社團及商

會、致力為弱勢社群提供服務及謀取福

祉，並協助新來港人士融入社會，促進

社區和諧，卓有建樹。林先生亦積極推

動香港與內地在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

的交流活動，不遺餘力，貢獻良多，現

頒授金紫荊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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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主席蔡尚楷一家人出席李聖潑獎學金頒獎典禮。

蔡尚楷主席致歡迎詞

尊敬的陳克勤議員、 

施俊輝教育局長政治助理、 

“李聖潑獎學金”的捐贈人李聖潑主席、

各位校長、老師得獎同學、

各位基金會同仁們：

　　下午好 !

　　今天是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李聖潑獎學金”的頒獎禮，是基金會

在香港首次進行的與本港中學學生們相

關教育的活動，意義深遠。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成立於1994年，是

以關注，幫助教育為主要的香港慈善團體，至今

在大中華地區，尤其是在西南、西北、高原、偏

遠貧困地區捐助希望小學538所，加上今年度的20

多所，達到560所以上，成績可算驕人。在中國還

資助貧困中學生，幫助經濟困難的大學生，獲得

良好的效果，深得社會的贊譽。這是20多年來在

各屆主席的領導下，各位同仁們的共同努力，得

到祖國各地政府和人民的關心支持，才能成就慈

善家們奉獻愛心為教育獻綿力的美好心願。

　　香港是我們的家，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根在香港，基金會的善長們為慈善事業默默耕

耘，社會的影嚮越來越大，深得民心，喜見許多

青年企業家在希望工程基金會內表現卓越。祖國

的教育工作需要幫忙，香港有很多相關教育的事

情都與大家息息相關，雖然香港是經濟發達城

市，但仍然有一部份貧困家庭的孩子需要幫忙，

特別是一群自強不息，積極向上品學優秀的學

生。如果社會上能有多的資源關心和支持，就可

讓更多的孩子改變命運，培養多些社會人材，讓

香港未來的新一代更加美好，多些正能量貢獻香

港社會。

　　今天在座的得獎優秀學生是經過學校，校長

們的推選；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的審查評選

得出來的，我們鼓勵所有的參選者除了自身努

力，更要不斷求進步，放遠目光，掌握知識，努

力讀書，珍惜今天的學生時代，做到品學兼備。

　　我們除了感謝社會的關心，更要感謝學校， 

教師的悉心栽培；感恩父母，將來學有所成，回

報社會。謝謝大家。

—於香港栢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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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聖潑榮譽主席致詞

尊敬的陳克勤議員、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施俊輝

先生、各位基金會同仁、各位校長、老師、家

長、同學們：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李聖潑獎學

金的頒獎典禮，本次活動有幸得到大家的支援，

以及各校的積極響應，讓這一獎勵計劃得到順利

完成，在此我謹向大家致以最衷心的感謝！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李聖潑獎學金是基

金會首次在香港以香港區自強不息的優秀學生為

對象的獎勵計劃。在此特別感謝黃均瑜校長，在

他的指導下，使得本次計劃更加的完善。亦要感

謝蔡尚楷主席及基金會評審委員會的成員，以認

真、負責的態度完成香港區優秀學生的評審工

作。今年有14所中學的40位同學獲得這個獎勵，

我們對他們表示祝賀，希望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

步。

　　在人生的每個階段我們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

困難及挑戰，要開創一片天地，我們必須找到突

破自我的方法。人生的真諦在於下定決心坐言起

行，只要你用正能量為你的理想行動起來，你身

邊的人就會站出來幫你，社會的資源就會向你滙

集，一些過去看來可望不可及的機會就會向你招

手。只要你有清晰正確的目標同方向，就會有人

幫助你，讓你少走彎路，走出屬於自己的精彩。

　　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學都是品學兼優的學生，

理應成為社會未來的棟樑之才，我希望李聖潑獎

學金不但是對各位同學的肯定同鼓勵，同時亦能

成為一顆傳遞愛心、慈善及希望的種子，啟迪各

位同學繼續好好學習，不斷進步，將來實現夢

想，成就個人及家庭之餘，不忘好好幫助他人、

服務社會，為國家的發展和香港的繁榮作出貢

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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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聖潑獎學金獲獎人名單

編號 學 校 獲 獎 學 生 人數

1 張祝珊英文中學 中五：洪曉怡 1

2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中二：吳彥霖

3中三：鍾煒然

中四：甘綺雯

3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中二：陳翠怡

3中四：徐曉惜

中五：梁鍵琳

4 培英中學

中二：陳巧欣

3中三：徐子瑩

中五：彭芳雯

5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中二：黃凰楣

3中三：楊明靜

中五：邱曉欣

6 寶血女子中學

中二：鄭安淇

4
中三：胡秋煖

中四：袁海儀

中五：羅明慧 

7 聖保祿學校 ( 中學部 ) 中三：盧雅莉 1

8 佛教黃鳳翎中學
中四：唐理

2
中五：溫竣裕

9 北角協同中學

中三：甄曉澄

3中四：黃国誠

中五：邱美玲

10 嶺南中學

中二：蘇銘鴻

3中四：李嘉慧

中五：吳小紅

11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中二：李振榮

4
中三：霍俊燁

中四：譚家豪

中五：李騰生

12 何東中學

中二：林翠怡

4
中三：張穎瑩

中四：徐惠霖

中五：陳詩樂

13 衛理中學

中二：劉晧光

3中三：吳楚心

中四：劉一帆

14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中二：Iffat Khan

3中三：Rustam Ashyia

中四：Ghaffar Javaria

    合共： 40 人

大會司儀：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黃怡婷、鳳凰衛視主持吳志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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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李聖潑獎學金頒獎典禮基金會同仁與主禮嘉賓合影。

李聖潑榮譽主席代表基金會向主禮嘉賓香港立法會議
員陳克勤（右）致送紀念郵票。

蔡尚楷主席代表基金會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局長政治助理施俊輝先生（左）致送紀念郵票。

榮譽主席：施展望（左一）、林志勝（左三）、葉建
明（左五）、李聖潑（右一）、蔡尚楷主席（中）與
主禮嘉賓陳克勤（右二）、施俊輝（左二）合影。

左起：劉勝賀、蔡斯洋、李聖潑、李孝友、孫立川、
蔡尚楷、葉建明、施俊輝、王建平、廖競揚、李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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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聖潑榮譽主席陪同主禮嘉賓香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先
生(右)向張祝珊英文中學頒發獎學金。

李聖潑榮譽主席陪同主禮嘉賓香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先
生(右)向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頒發獎學金。

李聖潑榮譽主席陪同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局長
政治助理施俊輝先生(右)向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發獎學金。

李聖潑榮譽主席陪同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局長政治助理施俊輝先生(右)向寶血女子中學發獎學金。

李聖潑榮譽主席陪同主禮嘉賓香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先
生(右)向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發獎學金。

李聖潑榮譽主席陪同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
局局長政治助理施俊輝先生(右)向培英中學發獎學金。

李聖潑榮譽主席陪同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局長政治助理施俊輝先生(右)向佛教黃鳳翎中學發獎學金。

李聖潑榮譽主席和施展望榮譽主席(右)向北角協同中學發
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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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聖潑榮譽主席和許奇鋒榮譽主席(右)向嶺南中學發獎
學金。

李聖潑榮譽主席和林志勝榮譽主席(右)向余振強紀念第
二中學發獎學金。

李聖潑榮譽主席和蔡尚楷主席(右)向伊斯蘭脫維善紀念
中學發獎學金。

李聖潑榮譽主席和吳健南榮譽主席(右)向何東中學發獎
學金。

李聖潑榮譽主席和葉建明榮譽主席(右)向衛理中學發獎
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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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分享

何東中學學生代表分享得獎心得。

香港2002年度10A狀元蔡斯洋先生與學生互動分享
讀書心得。

香港2003年度
10A狀元施俊
輝先生與學生
互動分享讀書
心得。

義務律師王東昇
現場指導工作。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學生代表分享得獎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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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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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之源愛心滿溢 雪域高原共築夢想
蔡尚楷主席率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訪問青海

7月18日至24日，青海省港澳區政協委員和香港香港福建希

望工程基金會組團訪問了青海省。此次訪問一行19人，以基金會

主席蔡尚楷為團長。期間共訪問了青海省的西寧市、貴德縣、門

源縣、祁連縣、湟源縣、樂都縣、循化縣等多個縣鎮鄉村，為香

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捐助的4所希望小學落成揭碑儀式。走訪

2014年得到青海省匯愛公益基金會資助的貴德縣、門源縣、祁連

縣9戶鰥寡孤獨老弱病殘群眾，進一步了解受助人的生產、生活

情況。出席青海省政協舉辦的青海省匯愛公益基金會2015年扶貧

助困慈善捐贈大會，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捐款港幣30萬元、蔡尚楷和志媚基金陳

秉志伉儷分別捐款港幣100萬元、林子峰、蔡其雄分別捐款港幣50萬元、徐曉鶯捐款

港幣37.5萬元、青海省政協委員吳漢忠捐款人民幣20萬元、尚海龍捐款港幣10萬元，

合共向青海省捐款港幣377.5萬元、人民幣20萬元。青海省政協台港澳僑和外事委員會

專職副主任杜金忠陪同訪問團一行出席希望小學落成揭碑儀式。此次訪問還得到了青

海省、市、縣、鄉、鎮、村各級領導和當地各族群眾的熱烈歡迎。

訪青團成員與吳健南捐建的樂都縣壽樂區土官溝村『健南希望小學』師生在新建教學樓前合影。

蔡尚楷主席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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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總額逾千萬

支持青海不遺力
青海省政協馬志偉副主

席,王進秘書長在西寧市會見

訪青團一行。馬志偉副主席

在捐資儀式上致辭，他說：

『歡迎大家從香港這個大都

會 來 到 青 海 ， 近 年 來 ， 香

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和青

海的互動提速了，加大力度

了。2009年起，基金會在青

海的總捐款至今己過千萬，

捐建了23所希望小學、1所

農民技術培訓學校，捐助各

類教學設備、提高教學品質，為推進我省教育事業起

到了積極地作用。今年又要繼續捐建6所希望小學，

我感到非常的高興。青海在今年全國經濟有下行壓力

下，達到了7.8%的經濟增長，高於全國，相信明天會

更好。為什麼，因為有全國人民的支持，有你們的支

持。你們是最可愛的人，最可尊的人，最可敬的人。

希望基金會的各位朋友今後繼續關注和支持青海的發

展，我們省政協也將為你們搭建好這個平臺，為進一

步合作做好工作。』

蔡尚楷團長在會見時說，青海是一個很需要幫助的

地方，香港的很多慈善家都願意幫助青海，青海政府

和領導把希望工程項目做得很到位，我們看了之後都

很滿意，我們回到青海就像回到娘家，既然是娘家，

就會常回家看看。

在港首設獎學金資助品學兼優生
基金會創會於1994年，21年來共籌得善款2.575

億港元，在國內23個省、自治區援建了537所『希望

小學』和在台灣捐助一所小學。先後榮獲『福建省

捐贈公益事業突出貢獻獎』、『雲南省希望工程貢

獻獎』、『寧夏回族自治區民族教育事業特別貢獻

青海省政協馬志偉副主席(右)在西寧會見以蔡尚楷主席為團長的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訪青團一行。

青海省政協馬志偉副主席(右)在西寧會見以蔡尚楷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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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青海省匯愛公益基金會2015年扶貧助困慈善捐贈大會，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捐款港幣30萬元、蔡尚楷和志媚基金陳
秉志伉儷分別捐款港幣100萬元、林子峰、蔡其雄分別捐款港幣50萬元、徐曉鶯捐款港幣37.5萬元、吳漢忠捐款人民幣20萬
元、尚海龍捐款港幣10萬元，合共向青海省捐款港幣377.5萬元、人民幣20萬元。

獎』、『希望工程20 年特別貢獻獎多項殊榮』、『第

二屆中華慈善突出貢獻獎-項目獎』、『青海省民族教

育事業特別貢獻獎』多項殊榮。本屆董事會自今年四

月換屆以來至今已籌得善款近3000萬港元，援建『希

望小學』25所。7 月11日在港舉辦了『李聖潑獎學

金』，這是基金會首次在港資助香港品學兼優、自強

不息的清貧中學生；還將在港把這個活動延續下去，

舉行『蔡尚楷獎學金』獎勵香港中學生；同時我們在

寧夏回族自治區獎勵120位優秀貧困教師；在青海去年

和今年兩年徐曉鶯將獎勵116位貧困優秀的牧區教師；

今年我們還將在青海援建6所希望小學，對青海捐款金

額達港幣367.5萬元。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由2009

年起已在青海捐建23所希望小學、1所農民技術學校，

捐助各項教學設備、幫助希望小學提高教學質量，基

金會對青海捐助港幣1017萬元。

這次訪問團剪綵的學校有洪明智捐建的貴德縣拉

瓦鎮『捷順希望小學』、樂都縣壽樂區土官溝村吳健

南捐建的『健南希望小學』、循化縣街子鎮林子峰捐

建的『林子峰希望小學』、循化縣文都

鄉牙日村徐曉鶯捐建的『曉鶯希望小

學』。

此次訪青團成員有：團長蔡尚楷主

席、團員：吳漢忠、周仲揚、洪子晴、

潘明、李孝友、沈慧林、施文旦、章紹

同、尚海龍、范雲陽、蔡李少萍、沈陳

曦婷、潘鄞英、章劉麗菲、曾少清、侯

小莉、李心雅、陳玲等。

『健南希望小學』學生在新建校園操場合影。

訪問團成員在祁連大草原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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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智捐建的貴德縣拉瓦鎮
『捷順希望小學』學生代表

現在我們學校己發生翻天覆地的大變化，漂亮的

教室，平整的地面，幹淨衛生的食堂，溫暖舒適的宿

舍，使我們不僅真正感受到了你們幫助的幸福，也充

分感受到了享受陽光和雨露的快樂，你們也許不知道

以前我們學校的校舍非常破舊、陰暗，而且校園內塵

土飛揚，衛生總是打掃不幹淨，如今我們學校就像一

個美麗的大花園，在這里健康成長、快樂生活、幸福

生活。

林子峰捐建的循化縣街子鎮
『林子峰希望小學』學生代表

感謝你們心系希望小學，慷慨捐助教育，這功德無

量的舉措充分體現了你們對農村教育事業無盡的關懷

和熱心的支持。你們的愛心行動意義遠不止在物質援

助上，更重要的是在於對我們全校師生精神上的鼓勵

和關愛，這樣的鼓勵和關心，必將激勵一批又一批的

山裡娃娃發向上，學有所成，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去建

設國家，回報社會，造福家鄉。

感  言

吳健南捐建的樂都縣壽樂區土官溝村
『健南希望小學』學生代表

今天這一時刻將永遠裁入我校光輝的史冊。我們是

二十一世紀的小學生，擔負著建設祖國的重任，在新

學校裡，我們更需要追求，需要激情，需要積極認真

的態度，需要負責的精神。感恩的愛心之旗，將在我

們手中傳遞。

徐曉鶯捐建的循化縣文都鄉牙日村
『曉鶯希望小學』學生代表

是你們用一雙雙寬厚而無私的大托起我們暢游書海

的希望，我們將播下美好的希望，從這里放飛我們的

夢想。

徐曉鶯捐建的循化縣文都鄉牙日村
『曉鶯希望小學』領導

循化是全國唯一的撒拉族自治縣，也是國定貧困

縣。徐曉鶯女士捐資興建文都鄉牙日村『曉鶯希望小

學』，充分體現了徐曉鶯女士兼濟天下的高尚情懷。教

學樓的竣工，將為師生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將極大地

鼓舞教職員從事教育工作的積極性。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相信徐曉鶯女士的善舉將會造福一方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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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2014年得到青海省匯愛公益基金會資助的貴德縣、門源縣、祁連縣鰥寡孤獨老弱病殘群眾。

訪青團成員與『曉鶯希望小學』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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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青團成員在洪明智捐建的貴德縣拉瓦鎮『捷順希望小學』落成典禮儀式上

訪青團成員與
林子峰捐建的
循化縣街子鎮
『林子峰希望
小學』師生在
新建的教學樓
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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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青團成員與
『捷順希望小
學』師生在新
建的教學樓前
合影。

『林子峰希望小
學』的學生在新
校落成典禮上。

循 化 縣 文 都 鄉
牙 日 村 『 曉 鶯
希 望 小 學 』 學
生 列 隊 歡 迎 訪
青團一行。

吳健南捐建的樂都縣
壽樂區土官溝村『健
南希望小學』學生家
長在校園裡歡迎基金
會訪青團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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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健南捐建的樂都縣壽樂區土官溝村『健南希望小
學』學生在校園裡跳舞，歡迎基金會訪青團一行。

基金會訪青團一行參觀門源縣十萬畝油菜花田。基金會訪青團一行參觀貴德國家地質公園。

訪青團成員
與『健南希
望小學』藏
族學生合影

『 捷 順 希 望 小
學 』 學 生 在 落
成典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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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枉此行

青海之旅，讓我看到不一樣的世界；感受體驗不一樣 的

生活。 

我和我太太這次跟隨福建希望工程和青海省政府到訪 

青海，先乘坐飛機到達西寧以後再轉乘汽車至祈連縣參觀 

美麗的油菜花田園；同時間，我們拜訪了三家不同的貧窮 家

庭，分別為漢族、回族和藏族，送上關懷，予以支持。 

青海位於青藏高原東北部，全省均屬高原範圍之內。 

地形複雜，地貌多樣。全省平均海拔3000多米；我們乘坐 汽

車從西寧到祈連縣時，路途經過重重山丘，最高海拔更 高

達4000多米。更甚者，由於我們到達的是頗偏遠的小鎮，手

機很多時候都沒有信號；更不能上網，對於我們視工作如生

命的人，不能上網起初實在非常不自在。 

到達祈連縣的車途長達九個多小時，在乘車的途中，由

於手機沒有上網訊號，我反而可以更專心的欣賞周邊的大

自然景色，原來這就是大美青海的魅力。雖然我們都有點

高原反應，但正正因為沒有了手機訊號，讓我們更可以靜下

心來，讓自己的心靈與大自然作最緊貼的接觸；這樣 的欣

賞，對於我們這些香港都市人來說，都是非常難能可 貴的機

會。 

當中，最難忘的和感受最深的，是我探訪的其中一戶 貧

窮家庭。他們是一對年老的夫妻。如青海的大多數百姓 一

樣，他們都是農民。由於他們年輕時長期在烈日當空下 耕

作，年老時很容易得了白內障；眼力不好，也沒辦法工 作

了，生活也變得越來越艱苦。無論行動多麼不便，生活 物資

多麼的短缺，當他們得知我們特意從香港探望他們 時，他們

都會把他們認為最珍貴的食物拿出來宴請我們。 這些食物

有水果，也有一些餅乾，都是他們辛苦存下來 的，但他們都

毫不吝嗇，實在讓我感動萬分。最後，我們一團人都準備了

一些善款和食物送給他們，對我們來說，真的只是一點小小

的心意和善心，但是，每當我們親自把 這種善心送到他們手

上的時候，他們的反應讓我實在是受到感動。看到他們的身

軀抖震着，淚水如決堤般從眼眶湧出，他們緊握着我們的雙

手，此刻，我的心靈融化了。原來我們的一點舉動，能夠帶給

他們那麼大的物質上和心靈 上的支持！與此同時，更讓我

們 學到了感恩；我們認為的現在我 們生活上的很多必然，

原來對很多人來說已經是最大最震撼的恩賜。

   在創業的路途上，我們必

須 懂得適當時候停一停，想一

想；透過參加義工和不同地

方的考察，一來可為自己創

業路途上帶來更新更多角

度的靈感，同時間在幫助

別人的時候，也學會感恩

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

萬希泉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本會執行董事 沈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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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南希望小學
#2013-15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健南希望小學

校　　址：青海省樂都縣壽樂區

 土官溝村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吳健南

捐款金額：港幣55萬

　　土官溝學校建於1950年，學校

輻射土官溝、牧場兩個自然村，有

藏、漢、蒙三個民族，學校現有教

師3人，設有學前班、一年級兩個教

學班，學生人數為56人。新建教室

及辦公室10間，200平方米，圍牆

95米，大門一合，廁所20平方米。

林子峰希望小學
#2014-07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林子峰希望小學

校　　址：青海省循化縣街子鎮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林子峰

捐款金額：港幣55萬

　　街子鎮林子峰希望小學循化縣

創建的第一所希望小學，學校占地

面積為2548平方米，建築面積為

330平方米。現有教學班4個(複式班

2個),學生73名,教職工6名。原有校

舍已成危房，新建磚混結構甲型教

室2間，乙型教室2間，圖書室1間，

科學實驗室1間，圖書室1間，電腦

室1間，教室宿舍及辦公室2間，總

建築面積320平方米。

曉鶯希望小學
#2013-14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曉鶯希望小學

校　　址：青海省循化縣文都鄉

 牙日村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徐曉鶯

捐款金額：港幣55萬

　　牙日學校位於十世班禪大師的

故鄉，與大師故居相距不到1公里。

學校始建于60年代初，是一所 “雙

語”寄宿制小學，服務于文都鄉牙

日、麻日等6個行政村，服務半徑為

8公里。5個教學班，學生182名，

教職工11名。學校占地面積5000平

方米，校舍建築面積520平方米。現

有校舍均修建於80年代，由於年久

失修，屋頂滲漏嚴重、牆皮風化脫

落，顯得陳舊不堪。新建一棟教學

樓，建築面積375平方米；建築層數

為二層，磚混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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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順希望小學
#2014-08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捷順希望小學

校　　址：青海省貴德縣拉西瓦鎮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洪明智

捐款金額：港幣55萬

　　該校建於1942年。由於磚木

結構，房屋木質腐朽，屋頂許多

地方下塌已成為危房。現佔地面積

16946平方米，有教學班級6个，學

生340人，教職工23人。需在原有

學校宿舍位置修建1588平方米的教

學樓一幢及學生宿舍。

泉州五中徐偉福藝術樓
基金#2012-20

 校　名：泉州五中徐偉福藝術樓　　　　　　
 校　址：福建省泉州市第五中學　　　　　　
捐款人：徐偉福　　　捐款金額：港幣300萬

蓮軒基金希望小學
校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蓮軒基金希望小學

校址：青海省湟中縣上五莊鎮峽口學校

基金#2011-12
捐 款 人：蓮軒慈善基金會
捐款金額：港幣5萬

基金#2012-24
捐 款 人：李易霖
捐款金額：港幣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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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5年捐教育基金
序號 基金編號 捐贈者 地點 / 項目

1 基金
2015-01

葉建明、葉華雄、葉華源 
(港幣700萬元)

泉州市鯉城區
教育基金

2 基金
2015-02

李賢義、李聖潑
(港幣145萬)

廣西壯族自治區田林縣潞瑤族鄉營盤村十二橋小學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李賢義希望小學』

建校款

3 基金
2015-03

徐凱祥 
(港幣37.5萬元)

寧夏回族自治區
獎勵貧困教師基金

4 基金
2015-04

徐凱祥、徐曉鶯
(港幣125萬元)

泉州五中
教育基金

5 基金
2015-05

徐曉鶯
(港幣20萬元)

福建中學
教育基金

6 基金
2015-06

徐曉鶯
(港幣37.5萬元)

青海省牧區
教師基金

7 基金
2015-07

邱祥坤
(港幣100萬元)

福建省平和廣兆中學
教育基金

8 基金
2015-08

黃家榮
(港幣50萬)

寧夏回族自治區
獎勵貧困教師基金

9 基金
2015-09

吳健南
(港幣50萬)

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實驗小學
健南科技樓

10 基金
2015-10

顏培增
(港幣62.5萬元) 

福建省安海鎮
養正中學建教學樓

11 基金
2015-11

李易霖、李俞潁
(港幣2萬元)

青海省湟中縣上五莊鎮峽口學校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蓮軒基金希望小學』

助學金

12 基金
2015-12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港幣5萬元)

福建省華安縣湖林鄉鎮湖林村湖林小學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希望小學』

教學設備

13 基金
2015-13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港幣5萬元)

雲南省洱源三營鎮白草村白草完小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蔡經陽希望小學』

教學設備

14 基金
2015-14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港幣5萬元)

雲南省劍川縣羊岑鄉金坪完小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蔡經陽希望小學』

教學設備

15 基金
2015-15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港幣5萬元)

福建省霞浦縣鹽田鄉南塘村南塘民族小學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捷順希望小學』

教學設備

16 基金
2015-16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港幣5萬元)

青海省樂都區馬廠中心學校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春卿希望小學』

教學設備

17 基金
2015-17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港幣5萬元)

青海省循化縣洋庫浪小學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尚楷希望小學』

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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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捐建希望小學
序號 檔案編號 捐 款 者 學 校 名 稱 建 校 地 點

538 #2015-01
葉建明

葉華雄、葉華源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希望小學』

福建省華安縣湖林鄉鎮
湖林村湖林小學

539 #2015-02
蔡經陽伉儷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蔡經陽希望小學』
雲南省洱源三營鎮白草村

白草完小

540 #2015-03
蔡經陽伉儷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蔡經陽希望小學』
雲南省劍川縣羊岑鄉金坪完小

541 #2015-04
洪明智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捷順希望小學』
福建省霞浦縣鹽田鄉南塘村

南塘民族小學

542 #2015-05
蔡尚楷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春卿希望小學』
青海省樂都區馬廠中心學校

543 #2015-06
蔡尚楷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尚楷希望小學』
青海省循化縣洋庫浪小學

544 #2015-07
林子峰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林子峰希望小學』
青海省樂都區峰堆鄉聯村小學

545 #2015-08
蔡其雄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健大希望小學』
青海省民和縣西溝鄉山莊小學

546 #2015-09
蔡志忠

(港幣50萬)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希望小學』
山西省

序號 基金編號 捐贈者 地點 / 項目

18 基金
2015-18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港幣5萬元)

青海省樂都區峰堆鄉聯村小學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林子峰希望小學』

教學設備

19 基金
2015-19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港幣5萬元)

青海省民和縣西溝鄉山莊小學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健大希望小學』

教學設備

20 基金
2015-20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港幣5萬元)

山西省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希望小學』

教學設備

21 基金
2015-21

林佑碧
(港幣25萬元) 

福建省石獅市
教育基金

22 基金
2015-22

蔡尚楷
(港幣20萬元)

香港優秀中學生40名
(九龍區)

23 基金
2015-23

李聖潑
(港幣55萬元)

福建省石獅市
教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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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款 芳 名
(2015年4月至8月)

姓　名 合　計

葉建明 / 葉華雄 / 葉華源  7,510,000.00 

李聖潑  2,290,000.00 

徐凱祥  1,550,000.00 

蔡尚楷  1,496,000.00 

蔡經陽伉儷  1,000,000.00 

邱祥坤  1,000,000.00 

黃家榮  710,000.00 

徐曉鶯  710,000.00 

顏培增  675,000.00 

林子峰  650,000.00 

蔡志忠  598,000.00 

吳健南  558,000.00 

蔡宗博 / 蔡其雄  558,000.00 

洪明智  510,000.00 

楊自然  300,000.00 

林佑碧  260,000.00 

徐偉福  210,000.00 

蔡炯明伉儷  200,000.00 

劉勝賀  100,000.00 

鍾浩明  80,000.00 

陳勇生  60,000.00 

賴新達  60,000.00 

施教斌  50,000.00 

葉華雄  50,000.00 

劉德偉  50,000.00 

徐志誠  50,000.00 

余　毅  50,000.00 

楊聰明  50,000.00 

劉達泉  50,000.00 

朱威澔  50,000.00 

葉華源  50,000.00 

李友超  50,000.00 

吳雅玲  50,000.00 

洪游奕  50,000.00 

V8 怡昇蔡生  50,000.00 

黃丹青  50,000.00 

曾少娥  48,000.00 

盧世傳  30,000.00 

陸軒輝  20,000.00 

陳榮旋  20,000.00 

廖競揚  20,000.00 

顏庭階  20,000.00 

林志勝  14,000.00 

佘德聰  11,000.00 

林飛康  11,000.00 

莊哲猛  11,000.00 

吳天墅  11,000.00 

姓　名 合　計

陳孟端  11,000.00 

董清世  10,000.00 

林英達  10,000.00 

郭二澈  10,000.00 

謝燕川  10,000.00 

蔡新民  10,000.00 

施文旦  10,000.00 

李孝友  10,000.00 

王瑋麟  10,000.00 

江桂能  10,000.00 

施建新  10,000.00 

佘英杰  10,000.00 

谷大偉  10,000.00 

鍾明發  10,000.00 

陳志烽  10,000.00 

李　勐  10,000.00 

黃正體  10,000.00 

黃少玉  10,000.00 

蔡國聯  10,000.00 

張上頂  10,000.00 

魏文生  10,000.00 

王育民  10,000.00 

姚明摺  10,000.00 

施卓成  10,000.00 

蔡建立  10,000.00 

陳國昌  10,000.00 

陳國源  10,000.00 

林黎明  10,000.00 

王國平  10,000.00 

梁惠芳  10,000.00 

林經緯  10,000.00 

陳仲安  10,000.00 

孫建華  10,000.00 

張東林  10,000.00 

王東昇  10,000.00 

王建平  10,000.00 

陳孝欽  10,000.00 

楊淑媛  10,000.00 

王　峰  10,000.00 

吳良好  10,000.00 

洪萃賢  10,000.00 

李諾雯  10,000.00 

陳建鴻  10,000.00 

王明洋  10,000.00 

董清波 / 董貺漄  10,000.00 

董吳玲玲  10,000.00 

李易霖  10,000.00 

姓　名 合　計

邱耀東  10,000.00 

黃偉鴻  10,000.00 

趙興源  10,000.00 

潘廸生  10,000.00 

沈慧林  10,000.00 

高克明  10,000.00 

高子偉  10,000.00 

王捷華  10,000.00 

吳秀治  10,000.00 

許榮華  10,000.00 

郭曉濱  10,000.00 

魏志權  10,000.00 

顏偉達  10,000.00 

劉　燕  10,000.00 

施連燈  10,000.00 

張曉慶  10,000.00 

吳清煥  10,000.00 

陳志強  10,000.00 

李俞潁  10,000.00 

陳兆良  10,000.00 

吳天賜  5,000.00 

唐德清  5,000.00 

王大治  5,000.00 

顏乾成  5,000.00 

施世築  5,000.00 

福長安  3,000.00 

蘇千墅  3,000.00 

香港三玄宮  3,000.00 

姚加環  3,000.00 

周雅智  3,000.00 

李建超  2,000.00 

陳金烈  2,000.00 

林銘森  2,000.00 

駱志鴻  2,000.00 

香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  2,000.00 

柯達權  2,000.00 

蘇永安  2,000.00 

華閩 ( 集團 ) 有限公司  2,000.00 

高前凱  2,000.00 

丁良輝  1,000.00 

盧溫勝  1,000.00 

蔡世傳  1,000.00 

施展望  1,000.00 

黃長猷  1,000.00 

王曼源  500.00 

周家宏  500.00 

劉與量  500.00 

捐款總金額 22,73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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