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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孝友 李　勐 余　敏 林志堅 施連燈 施能宗 孫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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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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尚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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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自然

副　主　席： 余　毅 施教斌 王庭聰 顏培增 徐志誠 黃丹青 吳雅玲

 葉華雄 徐凱祥 朱威澔 郭國耀 洪游奕 葉華源 劉達泉

 劉德偉 謝燕川 佘德聰 江桂能 賴新達 吳天墅 楊自順

 洪頂擁

執	行	董	事： 王東昇 王　峰 王國平 王瑋麟 王建平 王捷華 王錦順

 司徒立 何滿林 谷大偉 吳健南 吳清煥 吳懿容 李聖潑

 李友超 李孝友 李　勐 李諾雯 余　敏 佘英杰 沈慧林

 林志勝 林英達 林子峰 林佑碧 林黎明 林飛康 林志堅

 林永興 林清木 林志君 邱耀東 施建新 施文旦 施連燈

 施清衍 施能宗 洪明智 洪萃賢 徐偉福 徐曉鶯 孫建華

 高志堅 張上頂 張曉慶 張　曉 郭二澈 郭曉濱 郭康平

 陳勇生 陳志烽 陳榮旋 陳國昌 陳仲安 陳孝欽 陳建鴻

 黃家榮 黃少玉 黃偉鴻 湯長福 楊聰明 楊淑媛 楊素麗

 董吳玲玲 董清世 董貺漄 葉建明 葉培輝 趙景璋 趙興源

 廖競揚 劉勝賀 劉　燕 潘廸生 蔡尚楷 蔡新民 蔡國聯

 蔡其雄 蔡建立 蔡志忠 蔡仲義 鍾明發 魏文生 魏志權

 魏文興 羅珠雄

（註：排名按姓氏筆劃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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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主席：楊自然  謹上
2016年12月31日

3

基 

金 

會

香 港 福 建

致本會仝仁：

　　新的一年總是為我們帶來驚喜，過去的一年，在本會仝仁的共同

努力下，基金會會務蓬勃發展。今年在山東、吉林、廣西、雲南、福

建等地援建「希望小學」23所；在台灣援建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小學教

學樓建設，基金會將慈善事業推進到台灣，為兩岸三地的基礎教育做

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所做的這些慈善助學義舉，得到了香港政府的

認可與支持，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近年來更是不餘遺力的資助本地

教育，7月在港舉辦『蔡尚楷、徐偉福獎學金』頒獎典禮，獎勵港島

區22所中學70名品學兼優中學生；8月組團訪問寧夏、青海；9月訪

問吉林；11月訪問雲南、福建為本會捐建的學校驗收、剪綵；12月

再次在港舉辦『蔡尚楷、佘德聰、楊自順、洪明智、樂其龍、楊自然

獎學金』頒獎典禮，向新界北區、大埔區40所中學210名品學兼優、

自強不息的基層中學生頒獎，頒獎典禮現場各校的校長、老師、學

生、家長400多人積極參與了此次的活動。

　　一項事業能不能做大，最主要看築基打底。為了提供本會仝仁更

理想的籌款工作和會議場所，為了擴大本會與香港各界及國內各地政

府和社會組織的交流，更好地完成本會章程所制定的各項目標及任

務，為本會的發展奠定基礎。還在九龍觀塘創業街15號萬泰利廣埸

26樓A室購置新的寫字樓，購置新的寫字樓得到了很多善長仁翁和本

會同仁的積極響應和鼎力相助，籌款金額節節上升。

　　感謝各位仝仁在過去一年對我的信任和的支持，真誠祝願各位仝

仁 在新的一年里事業鴻圖大展、生活事事如意、閤家歡樂、平安健

康、龍馬精神再創新的成績！新年快樂！

新 年 賀 詞



陳東副市長代表市委、市政府對基金會代表團的來

訪表示歡迎，對基金會為改善吉林市教育事業發展做

出的貢獻表示感謝。陳東表示，希望基金會一如既往

地支持我市教育事業發展，通過開展公益慈善活動，

積極推動我市和香港兩地的交流合作，歡迎基金會的

企業家到我市投資興業。在船營區搜登站鎮太平中學

舉行的捐資建校紀念碑揭牌儀式上，代表團團長余毅

表示，將繼續關注、支持我市教育事業的發展。希望

代表團此次吉林之行，在對以往捐贈學校建設項目進

愛在長白楓似火 善行松江情意深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訪問吉林

行跟蹤瞭解的同時，也為今後在這裡捐資建校專案推

進、做更多慈善項目做好鋪墊。

基金會創會於1994年，22年來共籌得善款3億

港元，在國內23個省、自治區援建了580所『希望

小學』和在台灣捐助兩所小學。基金會目前重點資助

的地區，已轉移到西部的高海拔地區、高寒山區、民

族地區、邊遠地區及邊境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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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團成員和吉林市領導與志媚基金陳秉志先生捐建的磐石市煙筒山鎮東力河村正熹希望小學師生在新建校舍前合影

2016年9月19日至25日，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組團訪問了吉林省。此次訪問

一行13人，以基金會副主席余毅為團長，榮譽主席黃家榮為顧問。期間共訪問了吉林

市的船營區、磐石市、龍潭區市，考察了7所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援建的中學、希

望小學新建宿舍及綜合樓的施工情況，參加了船營區搜登站鎮太平中學捐資建校紀念

碑揭牌儀式。吉林市陳東副市長陪同考察，並與代表團共同為紀念碑揭牌。從2013年

至2015年，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共向吉林市捐款985萬港幣，分別用於磐石市、

船營區等地10所學校校舍建設和設備購置，為改善吉林市農村學校辦學條件做出了積

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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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吉林~



獎』、『希望工程20 年』特別貢獻獎多項殊

榮。本屆董事會自今年四月換屆以來已籌得

善款2700港元，援建『希望小學』25所。

此次考察及剪綵的學校有：吉林市船營

區授登站鎮太平中學，大綏河鎮太平岭村小

學，通氣溝小學，歡喜鄉牛溝村小學，磐石

市煙筒山鎮東梨河村小學，明城鎮七間房村

小學，龍潭區缸窯鎮中心小學。

此次訪桂團成員有：團長余毅、顧問黃

家榮、團員謝松光、謝勇紹、李諾雯、施文

旦、邱耀東、孫建華、張曉慶、劉勝賀、葉

枝耀、鄭展朝、陳玲小姐等。 吉林市陳東副市長(右)會見以余毅團長的基金會訪吉團一行

訪問團成員與吉林市領導合影

訪問團成員與船營區領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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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成員與船營區授登站
鎮太平中學學生合影

訪問團成員與志媚
基金陳秉志伉儷捐
建的吉林市船營區
授登站鎮太平中學
的碑記前合影

訪問團成員與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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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吉林~



船營區領導向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
致送『善行天下』書法作品，余毅
團長(右)代表接受。

船
營
區
四
所
學
校
學
生
向
訪
問
團
成
員
致
送
自
做

的
剪
紙
作
品
，
表
達
對
基
金
會
的
感
謝
之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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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市煙筒山鎮東力河村正熹希望小學落成典禮現場

訪問團成員在磐
石市煙筒山鎮東
力河村正熹希望
小學校牌前合影

余毅團長(右二)代表志媚基
金陳秉志伉儷接受正熹希
望小學學生致送剪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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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吉林~



訪問團成員與磐石市明城鎮七
間房村正熹希望小學學生合影

余毅團長(右二)向磐石市明城鎮七間房村正熹希望小學校長
致送基金會會旗和會刊 余毅團長、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代表謝松光為正熹希

望小學碑記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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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訪問團成員在大綏河鎮太平岭小學工地視察，小圖為余毅
團長(右二)在向吉林市大綏河鎮太平岭小學了解學校施工進度。

訪問團成員和龍潭區領導與缸窯鎮中心小學師生合影，
以及視察龍潭區缸窯鎮中心小學施工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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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吉林~



訪問團成員與蔡經陽伉儷捐建的建水縣臨安鎮西山寺村蔡經陽希望小學師生在新建的教學樓前合影

墨江縣領導向捐方吳健南先生頒發榮譽
牌匾，由楊自然主席(右)代表接受。

 倪志偉：行善助學令人敬佩
“愛人者，人恆愛之。”雲南省青基會副秘書長倪

志偉表示，“這些公益善行和美德，值得我們學習、

尊重、敬佩和傳承。我衷心地希望有更多的愛心人

士，積極投身我省公益事業中來，為貧困山區的教育

事業貢獻一份力量！”

楊自然：『三心』助學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楊自然說：這次回訪

的3所希望小學“值得捐，捐得值”，高度評價雲南青

基會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的支持和對慈善工作

高度負責的精神，他將慈善事業概括為『三心』，首

先是愛心，捐款人為實現貧困地區孩子的夢想將錢捐

2016年11月1日至5日，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

會組團訪問了雲南，這是基金會第10次訪問雲南，此

次訪問以基金會主席楊自然為團長，在雲南青基會副

秘書長倪志偉的陪同下，訪問了雲南的昆明市、墨江

縣、建水縣等，考察了當地的教育發展情況，並為吳

健南先生、蔡經陽伉儷、呂氏基金在墨江、建水兩地

捐建的3所希望小學剪綵。 從1996年至今，香港福建

希望工程基金會共向雲南捐款港幣1,687.82萬元，援

建希望學校50所，1座大橋，添置教學設備及校園改

造，為改善雲南農村學校辦學條件做出了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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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天下 惠澤教育 實踐三心 見證夢想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楊自然主席率團訪問雲南



訪問團成員為吳建南希望小學揭牌

訪問團成員為呂莉萊希望小學揭牌

楊自然主席(左一)、張峰(左三)、鄭全皓(左四) 代表基金會向呂莉
萊希望小學致送基金會會旗予該校校長

楊自然主席(中)代表捐方蔡經陽伉儷接受建水縣領導頒發蔡經陽希
望小學名譽校長聘書和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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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雲南~

給我們，出於愛心；我們長途跋涉歷盡艱辛去探訪

每一所學校，讓捐款人捐的放心；看到興高采烈、

天真浪漫的孩子和樸實無華、充滿感激之情的父老

鄉親，不能不令人油然地開心。今天來到了雲南探

訪你們，與同學們做近距離的接觸，就是來了解學

校和同學們的需要。

本屆籌募善款近2700萬
基金會創會於1994年，22年來共籌得善款3億

港元，在國內23個省、自治區援建了584所『希望

小學』和在台灣捐助2所小學。基金會目前重點資

助的地區，已轉移到西部的高海拔地區、高寒山

區、民族地區、邊遠地區及邊境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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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特別貢獻獎』、『希望工程20年』特別貢獻

獎、「八閩慈善家獎」、中華慈善總會頒發「第二

屆中華慈善突出貢獻獎」、『青海省民族教育事業

特別貢獻獎』等多項殊榮。本屆董事會自今年四

月換屆以來至今已籌得善款近2700萬港元，援建

『希望小學』23所。我們在港舉辦了『蔡尚楷、

徐偉福獎學金』頒獎典禮，獎勵品學兼優、自強不

息的70位香港中學生；我們還將在港把這個活動

延續下去，舉行『楊自然、蔡尚楷、佘德聰、楊自

順、洪明智獎學金』獎勵200名香港中學生；在寧

夏回族自治區獎勵80位優秀鄉村教師；在青海獎

勵100位貧困優秀的牧區教師，組團訪問寧夏、青

海、吉林。

此次考察及剪綵的學校有：墨江縣龍壩鄉石頭

村龍壩中心小學吳健南希望小學、建水縣臨安鎮東

村呂莉萊希望小學、建水縣臨安鎮西山寺村蔡經陽

希望小學。訪問團一行每到一所學校，都認真查看

了教學樓、廚房等實施，並于學生進行學習、生活

情況交流。吳健南希望小學、呂莉萊希望小學、蔡

經陽希望小學分別於1952年、1913年、1933年

建校，自建校以來，3所學校教學突出。2012年至

2013年間，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攜手吳健南

先生、呂氏基金、蔡經陽夫婦分別慷慨捐款28.63

萬元、28.63萬元、44.1375萬元，通過雲南希望

工程援助3所學校。看著師生在新校園裡快樂地學

習，訪問團成員每個人心裡都是暖意融融。

此次訪桂團成員有：團長楊自然主席、團員高

志堅、張峰、鄭全皓、陳美珍、陳麗育、陳玲。 



訪問團成員與吳健南捐建的墨江縣龍壩鄉石頭村龍壩中心小學吳健南希望
小學師生在新建的教學樓前合影

楊自然主席（中）出席吳健南捐建的墨江縣龍壩鄉石頭村龍壩中心小學吳健南希
望小學哈尼族學生合影

訪問團成員在蔡經陽希望小學教學樓前合影

下圖：陳美珍（右一）、
楊自然（右二）、陳麗育
（左一）代表基金會向蔡
經陽希望小學致送基金會
會旗予該校校長。

哈尼族的學生向楊自然主席獻上紅領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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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成員與呂氏基金捐建的建水縣臨安鎮東村
呂莉萊希望小學師生在新建的教學樓前合影

訪問團成員為蔡經陽希望小學揭牌

楊自然主席
和訪問團成
員了解學生
學 習 的 情
況。

楊自然主席在呂
莉萊希望小學落
成典禮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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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自然主席(前右)與泉州市慈善總會薛祖亮會長(前左)簽定認捐慈善事業意願書，
泉州市委常委、統戰部長林萬明與訪問團成員見證簽字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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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絲路愛心導航 更上層樓教育先行
楊自然主席率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訪問泉州漳州

訪問團成員與呂氏基金捐建的安溪縣龍涓鄉長林村溫民征紀念希望小學師生在新建的教學樓前合影

2016年11月15至18日，以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楊自然為團長，副主席施教斌為副

團長一行組團訪問福建，實地考察泉州、安溪、華安、漳州等地基礎教育發展情況，並為本會在

當地捐建的2所希望小學落成剪綵，參加漳州市舉辦的農博會、花博會，走訪了泉州師範學院和

泉州市慈善總會，出席泉州江南老年頤樂園落成慶典活動。期間，楊自然主席與泉州市慈善總會

薛祖亮會長簽定認捐慈善事業意願書，個人捐款人民幣220萬元，用於家鄉教育事業。目前香港

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已在泉州所屬的南安市、晉江市、石獅市、安溪縣、惠安縣、永春縣、德化

縣、洛江區等地捐資近港幣8千萬元，援建希望小學67所。在漳州捐校17所，捐款金額港幣411

萬，捐教育基金港幣231萬，合共642萬。目前基金會在福建援建的希望學校有244所，捐建校

款和教育基金的善款達近2億元。福建是基金會最初開始慈善事業的地方，此次訪問團一行拜會

泉州市委常委、統戰部長

林萬明、漳州市委常委、

統戰部長黃水木。福建省

委統戰部辦公室副主任王

義立、泉州市委統戰部副

部長王慶祥、漳州市委統

戰部張少偉調研員陪同出

席希望小學落成典禮，訪

問團得到了當地各級領導

及群眾的熱情歡迎。



泉州市委常委、統戰部長林萬明(前中)在泉州會見訪問團成員，贊揚基金會多年來對家鄉教育事業做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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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教助學 本屆董事會貢獻卓著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已創會22年了，22年來

共籌得善款3億港元，在國內23個省、自治區援建了

584所『希望小學』。本屆董事會自今年4月成立以來

己籌得善款2700萬港元，援建23所『希望小學』，在

台灣援建1所學校，同時我們在港舉辦了『蔡尚楷、

徐偉福獎學金』頒獎典禮，獎勵品學兼優、自強不息

的70位香港中學生；我們還將在港把這個活動延續下

去，舉行『楊自然、蔡尚楷、佘德聰、楊自順、洪明

智、樂其龍獎學金』獎勵210名香港中學生；在寧夏回

族自治區獎勵80位優秀鄉村教師；在青海獎勵100位

貧困優秀的牧區教師，組團訪問寧夏、青海、吉林、

雲南。由於本基金會的積極推動，由於香港大批的慈

善家的鼎力支持，由於國內各省(自治區)、市、縣、

村、鎮各級領導的親切關懷和積極配合，本基金會在

普及和提高貧困地區基礎教育、加強民族和諧、救災

賑災和災後重建、促進兩岸交流等方面做了一些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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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中國『希望工程20年』

特別貢獻獎、「八閩慈善家獎」、中華慈善總會頒發

「第二屆中華慈善突出貢獻獎」、『青海省民族教育

事業特別貢獻獎』等多項殊榮。多項殊榮。

泉州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唯一認定的海上絲綢之路

起點，是列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21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先行區。泉州是僑鄉和臺灣同胞主要祖籍地，

旅居香港的泉州人有70萬人，每十個香港人就有一

個泉州人。漳州是世界文化遺產地，是中国“田园都

市，生態之城”，生態競争力位居福建第一，是“海

上絲綢之路”申遺城市之一。漳州還是著名的“鱼米

花果之鄉”。漳州是著名的僑鄉和台灣祖居地，旅居

海外的华侨、港澳同胞有70万人。

楊自然：多地助學廣播「善」心
基金會主席楊自然由感而發：因為本會在國內慈

善事業上的貢獻，本會己成為香港政府推廣香港的名

片，本會的標誌“善”字己廣為傳播。我很榮幸能

成為這一屆的主席，雖然沒有什麼值得夸耀的，但

我做得很開心。僅幾個月我就跑了好幾個地方，跑了

甘肅、寧夏、青海，上個月跑了雲南，現在又回到家

鄉，最開心是回到家鄉。

此次考察及剪綵的學校有：安溪縣龍涓鄉長林村長

林小學呂氏基金捐建的溫民征紀念希望小學、華安縣

湖林鎮湖林村葉建明、葉華雄、葉華源捐建的葉華源

希望小學。

此次訪閩團成員有：團長楊自然主席、副團長施

教斌、團員葉華源、李孝友、施連燈、湯長福、溫華

征、溫仕征、溫祺峰、黃毅、姚志遠、洪文淵、陳

玲。 



訪問團成員為
溫民征紀念希
望小學落成剪
綵。
圓圖：溫祺峰
代表呂氏基金
在溫民征紀念
希望小學落成
典禮上致詞。

呂氏基金代表(左起：)溫仕征、溫華征、溫祺峰、黃毅在
碑記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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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楊自然、葉華源、華安縣代縣
長陳東海、施教斌、李孝友、湯長福
在葉華源希望小學校牌前合影 

葉華源在其捐建的葉華源
希望小學碑記前留影

葉華源希望小學落成剪綵

訪問團成員與葉建明、葉華雄、葉華
源捐建的華安縣湖林鎮湖林村葉華源
希望小學師生在新建的教學樓前合影

華安縣代縣長陳東海(左三)代表華安縣人民政府致送捐款牌匾予
基金會，基金會成員(左起)：李孝友、施教斌、楊自然、葉華
源、湯長福、福建省委統戰部辦公室副主任王義立接受紀念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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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成員參觀訪問泉州師範學院與該
院游小波書記(中)等領導合影留念。

楊自然主席出席泉州市慈善總會
老年頤樂園落成慶典

楊自然主席出席泉
州市慈善總會老年
頤樂園落成慶典，
擔任剪綵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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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獎學金頒獎禮的嘉賓、基金會同仁與大埔北區校長、老師合影。

是次基金會獎學金頒獎典禮，邀得教育局局長吳

克儉，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劉國勳擔任主禮及頒獎嘉

賓，在獎學金贊助人、基金會主席楊自然，榮譽主席

蔡尚楷，副主席佘德聰、楊自順，執行董事洪明智、

樂其龍的代表Miss Rainbow Yuen，基金會副主余

毅、徐志誠等同仁，聯同大埔區校長會主席、迦密道

中學校長郭永強，北區校長會主席、東華三院李嘉成

中學校長梁學圃等得獎學校校長、老師、家長、學生

近四百人見證頒獎儀式。楊自然主席、吳克儉局長、

佘德聰副主席、郭永強校長、梁學圃校長分別於儀式

上致辭。兩名獲獎學生代表分別發表感言（詳見配

稿）。

「蔡尚楷 佘德聰 楊自順 洪明智 樂其龍 
楊自然獎學金」頒獎典禮圓滿舉行

楊自然﹕共同攜手培育社會楝樑 
基金會主席楊自然致歡迎辭時首先代表香港福建希

望工程基金會，熱烈歡迎大家出席獎學金頒獎典禮。他

指出，「蔡尚楷、佘德聰、楊自順、洪明智、樂其龍、

楊自然獎學金』是由基金會上屆主席蔡尚楷、現屆主席

楊自然、副主席佘德聰、楊自順、執行董事洪明智各贊

助港幣20萬元，愛心人士樂其龍贊助港幣5萬元，合共

港幣105萬元。它是基金會第三次在港舉辦的資助品學

兼優、自強不息的中學生而設立的獎學金。

「今次的獎學金頒發是專門為香港學生而設立，它

的目標是讓香港真正有需要的、有上進心的、經濟條件

稍差的學生可以獲得扶持。我認為今天的頒獎典禮是非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吳克儉 陳克勤 劉國勳主禮 210名德才兼備基層學生獲獎 成果分享回饋社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下稱基金會）一直關心內地和香港的教育發展，在教育投入方面可說是

毋庸置疑。自1994年創會以來，共籌得善款3億港元，在國內23個省、自治區援建了584所「希望小

學」。為鼓勵及支持本港品學兼優、自強不息、來自基層的學生，基金會日前（2016年12月10日）假

新界大埔太和路迦密聖道中學禮堂舉行「2016蔡尚楷、佘德聰、楊自順、洪明智、樂其龍、楊自然獎

學金」頒獎典禮，首先在新界北區、大埔區共40所中學選出210名德才兼備的學生，進一步協助他們發

掘興趣和潛能，認清人生及事業方向，同時建立正面的價值觀貢獻社會。（大公報記者 溫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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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局吳克儉局長致辭 北區校長會主席梁學圃校長
發表感言

大埔區校長會主席郭永強
校長發表感言

常有意義，因為近來香港有很多的青年睇法與主流社

會有不同的見解。所以我們更加對一些品學兼優、自

強不息的學生給予正能量的鼓勵、正確人生價值觀的

引導。」楊自然表示，國家發展一日千里，世界發展

面臨著互聯互通、競爭激烈的局面，香港位於世界經

濟發展中心，必須轉型創新才能適應作為世界經濟中

心的發展。他強調，學生作為未來社會的支柱，更加

需要社會各界人士的協助和支持，大家應出一份力量

支持學生發展正能量，令香港再次發光發亮。

吳克儉﹕基金會興學助教好榜樣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致辭時高度肯定香港福建希望

工程基金會對國家、香港所作出的貢獻，尤其是基金

會自成立以來，廣集善款，興學助教，在內地興建

學校，近年很關注香港教育事業的發展，特別設立

獎學金獎勵香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希望未來有更多

本地學生受惠。他表示，香港的教育制度一向重視學

生的德智體群美的全能發展，培育同學們傳承智慧，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其中在中小學的

學習領域內，首要培育的七個價值觀，包括堅毅、尊

重他人、責任感、個人身份認同、社會承擔精神、關

愛和誠信，通過學科課程的講授，及多元化的學習經

歷，培育學生有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觀。他強

調，在現今社會，品德比知識更為重要，希望培育出

德才兼備的下一代，服務香港和國家，而教育局很重

視培養學生的正向思維，今日得獎的同學，在學業成

績、課外活動，社會服務等各方面都有傑出的表現，

希望同學們活出熱愛人生的大道，樹立良好的榜樣，

將社會人士對大家的鼓勵，轉化為源源不絕的動力，

繼續奮發向上，回饋社會。

佘德聰﹕懷著感恩的心回饋社會
基金會副主席佘德聰致辭時肯定獲獎同學都是優

秀的學生。他坦言，「優秀」是一種榮耀，是一種驕

傲，也是一種肯定，但事實上得到「優秀」並不容

易，是同學們努力付出的結果，是他人學習的榜樣，

因此，建議獲獎同學要有高度，有理想、有目標，

有責任地去嚴格要求自已，就如《大學》的格物、致

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其次，品格是一個

人的靈魂， 一個「優秀」的品格比甚麼都重要。品格

包括了感恩，人只要存著感恩之心，便知道回饋，更

加仁愛，社會會更加和諧，生活會更加幸福，未來會

更加美好。

佘德聰表示，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一直以

來懷著感恩的心回饋社會。是次頒獎禮，嘉賓、基金

會同仁及義工無私的付出，都是體現出感恩之心，

「雖然我地嘅能力有限，但是我地並『不因善小而不

為』，我地一直以來都是堅持力所能及，去關心支持

下一代的成長，我地願意去播種更多優秀嘅種子，等

更多美麗嘅花朵開遍全香港。」他並以「長風破浪會

有時，直掛雲帆濟倉海」，寄語各位同學，成功無僥

倖，也無捷徑，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崎嶇的，只要

永遠對「優秀」的追求及懷著感恩的心，定必成為一

個優秀又知道感恩的社會精英。

校長代表﹕深切感謝基金會無私奉獻
梁學圃校長與郭永強校長致謝辭時，異口同聲代表

大埔區校長會及北區校長會的成員，對基金會的無私

奉獻，支持香港教育事業的發展，表示深切的謝意。

「我還記得楊自然主席和基金會同仁來到學校介紹獎

學金的情況，在計劃內有八個字『自強不息，努力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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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們每間學校都是來自基層家庭，同學們都很

努力，無論成績等各方面都相當好，今日得到基金會

的幫助，對同學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增添同學們

向上的動力。」兩位校長相信同學們都會好好善用這

筆獎學金，在學習的道路上，參與各種活動，豐富人

生經歷，日後更加努力服務社會、回饋社會。

出席頒獎典禮活動的基金會首長還有﹕榮譽主席

林志勝，會務顧問林勁，義務律師王東昇，副主席：

葉華雄、葉華源，執行董事﹕李孝友、司徒立、何滿

林、林永興、孫建華、黃偉鴻、劉勝賀、蔡國聯、楊

陳智齊、楊展帆等。

22年歷程 基金會倍受社會贊譽　

事實上，「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是由一批

熱心發展教育、公益事業的

香港閩籍青年企業家發起成

立，在各位同仁、善長的熱

心支持下走過21年歷程，

取得可喜成績，倍受社會贊

譽，22年來籌得善款港幣3

億元，在國內23個省份援建

了584所「希望小學」，資

助貧困山區的優秀教師及校

長，獎勵國內大、中、小學

生完成學業等善舉；台灣南

投縣援建了2所學校及資助

台中43名孤兒學習費用；在

出席獎學金頒獎禮的主禮嘉賓、嘉賓及獎學金贊助人 ( 右起：余毅、郭永強、楊自順、佘德聰、劉國勳、吳克儉、楊自然、
陳克勤、蔡尚楷、洪明智、Miss Rainbow Yuen、梁學圃、徐志誠、吳志隆、許倩藍 )

基金會同仁出席獎學金頒獎典禮。

港舉辦了「李聖潑獎學金」和「蔡尚楷、徐偉福獎學

金」頒獎，港島區110名品學兼優、自強不息的中學生

獲獎。

今年4月28日「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第

二十二屆董事會就職，基金會在楊自然主席領導下籌

得善款港幣2700萬元，將在中國內地援建23所「希

望小學」，在台灣援建1所學校，資助邊遠貧困地區

教師、資助貧困大中小學生，資助各類教育基金，在

寧夏回族自治區獎勵80位優秀鄉村教師；在青海獎勵

100位貧困優秀的牧區教師，組團訪問寧夏、青海、吉

林、雲南、福建；在港舉辦了「蔡尚楷、徐偉福獎學

金」頒獎典禮，獎勵品學兼優、自強不息的70位香港

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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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自然主席致詞

獎學金贊助人佘德聰致詞

尊敬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尊敬的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先生、尊敬的立法會議員

劉國勳先生、各位來賓、基金會同仁、校長、老師、家長、同學們：

大家好！本人非常榮幸代表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熱烈歡迎大家出席今天

的獎學金頒獎典禮。在這裡，我們首先要感謝以下這幾位善者仁翁：蔡尚楷、佘德

聰、楊自順、洪明智、樂其龍、楊自然，是你們的善良與愛心，是你們的慷慨資

助，讓這裡210名的學生受惠。同時要感謝在座的各位老師、校長的協助，使得這些

學生可以順利獲得獎學金。特別要感謝在百忙之中抽時間出席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先生、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先生、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先生。

基金會21年內在全國23個省份援建了將近584所希望小學，全有賴於社會各界

的善者仁翁、社會賢達的支持和無私的貢獻。今次的獎學金頒發是專門為香港學生

而設立，它的目標是讓香港真正有需要的、有上進心的、經濟條件稍差的學生可以獲得扶持。我認為今天的頒獎

典禮是非常有意義，因為近來香港有很多的後生仔的睇法與主流社會有不同的見解。所以我們更加要對一些品學兼

優、自強不息的學生給予正能量的鼓勵、正確人生價值觀的引導。世界經濟一體化，社會發展面臨著互聯互通、競

爭激烈的局面，香港位於世界經濟發展中心，必須轉型創新才能適應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發展。我們的學生作為未

來經濟的支柱，更加需要我們的協助和支持。我認為我們應出一份力量支持學生髮展正能量的喜好。

今天有政府的高層、社會各界的善者仁翁、社會賢達的出席，讓我深受感動。我謹代表基金會再次感謝你們的親

力親為，希望未來有更多這樣的善舉，實在為香港的學生做出貢獻。希望政府和基金會共同努力，為香港年輕人的前

途做出應有的關心和支持！我也希望在座拿到獎學金的同學仔也要有回饋的信件給基金會，我深信這些行動會幫助到

你們或者更多需要幫助的同學仔。最後，祝大家工作順利，萬事如意；祝同學仔健康成長，學業有成。多謝大家！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有和這麼多品學兼優的同學在一起交流。因為你們的努力，在學業上

取得了優秀的成績，所以得到老師和社會的肯定與支持。我向你們表示衷心的祝賀。

“優秀”這兩個字表面上是一種榮耀，是一種驕傲，也是一種肯定。同時，它也

是一種責任，因為你們都是別人學習和模仿的對象，也背負著很多人的期盼。你們

要以身作則，做個好榜樣。正如“大學＂所說的一一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從學習開始，從修身開始，將來就一定有美好的前景。

品德是人行𤫊魂，一個“優秀”的品德比什麼都重要。品德中，最重要的是感恩

之心。感恩讓我們知道回饋，知道付出。這樣，社會才會充滿仁愛，生活才會更加

幸福，未來就一定會更加美好。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一直以來懷著感恩的心回饋社會。20多年來共捐出善款三億多元，在全國各地

修建了差不多600間希望小學，幫助數以萬計的學童解決了讀書的問題。今天，我們又懷著感恩的心，來這裡鼓勵大

家，支持大家。雖然一個人能力有限，但是，只要每個人都有“不因善小而不為＂的心，衆志成城地幫助和支持需

要幫助的人。今天播下的種子，終將春暖花開，香溢寰宇。

各位同學，成功沒有僥倖，也沒有捷徑。只有堅持努力，才有光明的前途。我希望“優秀”永遠是你們的追求，

“感恩”永遠是你們的責任。最後，我以李白的兩句詩勉勵大家“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多謝大家！基金會同仁出席獎學金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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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學生馮嘉雯的謝辭文稿

迦密聖道中學學生林秀萍的謝辭文稿

教育局局長、立法會議員、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各位嘉賓、各位校

長、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本人是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學生代表中五級的馮嘉雯，我很榮幸

能在這裡代表我校同學向大家致感謝詞。

首先，我很感謝基金會設立這個獎學金，鼓勵努力學習、逆境自強的同學，

讓家庭經濟有困難，但有良好品德修養及成績優異的同學繼續升學，透過學習知

識向上流動，擺脫貧窮，將來能學有所成，回饋社會。

其次，我要感謝是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梁校長、班主任林老師以及升學及就

業輔導組各位老師的推薦和協助，讓我可以榮獲這個獎學金。

接著，我會分享一下自己得獎的感受。作為一個中五學生，對於自身的前途

充滿期待，但同時又帶一點憂慮，深感壓力。我經常聽到不同人說：「文憑試DSE決定你的未來！」每

當我聽到這句話，都感到有點擔憂，難道這三個英文字真的決定我的一生一世嗎？早前有不少學生因受

不住壓力而踏上不歸路，我對此感到十分痛心。也許他們擔心自己的前途，看不清未來的路是怎樣的。

但是，我認為「路」是自己鋪建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現時的我正在努力豐富自己的閱歷，擴闊眼

界，做好學生應有的本分，努力讀書，以升上心儀的大學，因為我堅信努力能達至夢想。

最後，我深信「知識改變命運」，我會好好善用這筆獎學金作為學習的費用，以助我取得較佳的成

績升上心儀的大學，達成夢想。

謝謝大家！

各位尊敬的來賓、校長、老師、家長、同學：

大家好！

好榮幸我能蒙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頒發獎學金，同時亦感謝老師 的提拔

及學校多年來的培育，學校的教導和幫助成就了今天的我。對 我而言，這獎學金

是一種肯定和激勵，讓我明白學習是要不斷努力， 不驕不躁，認真刻苦，不輕易

放棄，以實現自己的理想為目標。 我會將這個獎學金用得其所，去充實自己，讓

自己去開闊眼界， 豐富人生閱歷。

站在這裡的我深感榮幸和鼓舞，我盼望在未來，我及一眾獲獎同學能 夠發揮

所長，運用自己所學到的知識，應用在社會上，並將自己培養 成有用的人，盡一

分綿力，服務和貢獻社會。

在這裡我要再次感謝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學校、老師、父母、 朋友對我們年輕一輩的

支持和鼓勵。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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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克儉（中）、蔡尚楷（左 6）及林志勝（右 6）頒獎予
獲得「蔡尚楷獎學金」學生

吳克儉（中）、蔡尚楷（左 6）及林志勝（右 6）頒獎予
獲得「蔡尚楷獎學金」學生

陳克勤（中）、佘德聰（右 6）及徐志誠（左 6）頒獎予
獲得「佘德聰獎學金」學生

陳克勤（中）、佘德聰（右 6）及葉華雄（左 6）頒獎予
獲得「佘德聰獎學金」學生

吳克儉（中）、蔡尚楷（左 6）及余毅（右 6）頒獎予獲
得「蔡尚楷獎學金」學生

吳克儉（中）、蔡尚楷（左 6）及余毅（右 6）頒獎予獲
得「蔡尚楷獎學金」學生

陳克勤（中）、佘德聰（右 6）及葉華源（左 6）頒獎予
獲得「佘德聰獎學金」學生

陳克勤（中）、佘德聰（右 6）及孫建華（左 6）頒獎予
獲得「佘德聰獎學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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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勳（中）、楊自順（右 6）及蔡國聯（左 6）頒獎予
獲得「楊自順獎學金」學生

劉國勳（中）、楊自順（右 6）及李孝友（左 6）頒獎予
獲得「楊自順獎學金」學生

劉國勳（中）、楊自順（右 6）及劉勝賀（左 6）頒獎予
獲得「楊自順獎學金」學生

劉國勳（中）、楊自順（右 6）及黃偉鴻（左 6）頒獎予
獲得「楊自順獎學金」學生

劉國勳（中）、洪明智（左 6）及梁學圃（右 6）頒獎予
獲得「洪明智獎學金」學生

劉國勳（左 6）、洪明智（左 5）及林永興（右 6）頒獎
予獲得「洪明智獎學金」學生

陳克勤（中）、洪明智（左 6）及司徒立（右 6）頒獎予
獲得「洪明智獎學金」學生

陳克勤（中）、洪明智（右 6）及何滿林（左 6）頒獎予
獲得「洪明智獎學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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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嘉賓進場

吳克儉（中）、楊自然（左 6）及林勁（右 6）頒獎予獲
得「楊自然獎學金」學生

吳克儉（中）、楊自然（左 6）及王東昇（右 6）頒獎予
獲得「楊自然獎學金」學生

吳克儉（中）、楊自然（左 6）及楊陳智齊（右 6）頒獎
予獲得「楊自然獎學金」學生

吳克儉（中）、楊自然（左 6）及楊陳智齊（右 6）頒獎
予獲得「楊自然獎學金」學生

劉國勳（左6）、 Miss Rainbow Yuen（左5）及郭永強（右
6）頒獎予獲得「樂其龍獎學金」學生

頒獎典禮司儀，許倩藍小姐及吳志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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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成員與主禮嘉賓及大埔區獲獎學生合照

基金會成員與主禮嘉賓及北區獲獎學生合照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蔡尚楷、佘德聰、楊自順、洪明智、樂其龍、楊自然獎學金」頒獎典禮，出席的嘉賓與獲獎學
生及家長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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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楷 佘德聰 楊自順 洪明智 樂其龍 楊自然』
獎學金獲獎名單(2016年)

一、北區中學獲獎學生名單 (100名)

編號 學校 獲獎學生名單 人數

1 粉嶺官立中學

2A 陳彥菲
3A 吳國豐 
4C 蔡靜儀 
5A 胡毅峰
6A 王丹格

5

2 上水官立中學

2A 劉嘉欣
3A 黃心妍 
4A 毛君儀 
5A 高雨晴 
6A 湯卓淋

5

3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2A 梁家家
3A 李婉怡
4B 幸雯清
5A 陳韻伊
6D 陳志強

5

4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2A 鄒嘉雯
3D 王欣盈
4A 鄭家盈
5E 黃敏琦
6A 吳莉莉

5

5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2A 馮卓愉
3A 吳寶瑩
4A 關巧兒
5B 黃詩婷
6B 吳淼茵

5

6 新界喇沙中學

2D 魏斯雅 
3S 李宝珠
4D 周容 
5S 黎柔柔 
6L 文俐婷

5

7
風采中學
( 教育評議會主辦 )

2C 馮玉怡 
3D 李  穆 
4C 王嘉麗 
5C 黃汶薈
6B 譚嘉豪

5

8 粉嶺救恩書院

2LM 杜安茹 
3FP 賴永希 
4CL 余雪穎 
5HL 馬子軒
6TH 李泳欣 

5

編號 學校 獲獎學生名單 人數

9 粉嶺禮賢會中學

2B 周嘉兒 
3C 宋景豪 
4B 黃曉滇
5A 葉雯靜 
6B 謝嘉蘊

5

10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2A 鄔沅芹
3A 黎倩倩 
4A 陳澤宏
5A 黃錦鴻 
6B 蔡倩琳

5

11 鳳溪第一中學

2A 黃嘉慧 
3B 劉家聰 
4C 石靜怡
5A 鄺樂宜 
6B 韓永文

5

12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
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2D 伍嘉琪 
3D 陳秋碩
4A 蔡東品
5A 黃倩盈 
6B 吳映秀

5

13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

2A 張嘉樂 
3B 陳迪恒 
4D 陳思穎 
5B 郭馨蔚
6B 梁高浚

5

14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2A 曾智華 
3A 劉奕敏 
4E 羅敬諮 
5A 何靖怡 
6A 謝樂欣

5

15 聖公會陳融中學

2K 馮邦銘
3K 李子豪
4C 鄭謙信
5S 殷煒
6F 林君夏

5

16 聖芳濟各書院

2A 林卓羚
3B 鄧坤明
4B 陳穎姿
5A 盛紫依 
6B 盧淑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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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埔區中學獲獎學生名單(110名)

編號 學校 獲獎學生名單 人數

17 田家炳中學

2A 李家樂
3A 黃芷筠 
4C 吳仲弘 
5C 吳嘉怡 
6B 何展瑭

5

18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2C 胡康妮 
3C 岑嘉碧 
4C 劉紀婧 
5D 葉穎茵 
6D 李嘉欣

5

編號 學校 獲獎學生名單 人數

19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2C 董佩婷
3C 雷穎詩 
4E 彭德進 
5D 馮嘉雯 
6E 吳家浩

5

20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心誠中學

2A 陳卓詠
3E 李思思 
4C 馬汶羲 
5E 李凱晨 
6D 吳雅祺

5

編號 學校 獲獎學生名單 人數

1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2B 許栩
3B 郭芷宏
4B 吳緲緲
5A 李艷文
6A 馮煒泉 

5

2 神召會康樂中學

2D 樂詩韻 
3D 徐兆亨 
4D 陳佩琳 
5C 李宇禧  
6D 蘇家儀

5

3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3B 黃天心 
4C 游鈺晴 
5A 黃幗明
6C 楊孝賢
6B 張凱宜

5

4 迦密聖道中學

2E 江美怡 
3A 林萍心 
4D 陳俊明
5D 鍾翠玉
6D 林秀萍
6D 林筠涴 
6D 吳佩雯

7

5 迦密柏雨中學

2C 鄧心怡 
3C 潘瑩露 
4C 陳可欣 
5C 王意蕎
6B 袁嘉鎂

5

6
中華基督教會
馮梁結紀念中學

2B 雷嘉玉
3B 吳春燕 
4B 吳國斌
5B 黃康男
6B 蘇雅文

5

編號 學校 獲獎學生名單 人數

7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2B 蘇曉藍
3C 羅梓盈 
4C 周海燕 
5C 香秉言
6C 謝昊龍

5

8 孔教學院何郭佩珍中學

2A 黃樂文 
3A 姚淑怡 
4A 王佳妮 
5A 許世泓
6A 黃世傑

5

9
港九街坊婦女會
孫方中書院

2A 蘇俊軒 
3A 鍾敏桐
4A 馮麗盈 
5A 鍾俊傑
6A 陳婉儀

5

10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2C 李洛賢 
3C 林學坤
4C 楊濟誠 
5C 鍾心 
6C 毛齡玉

5

11
香港紅卍字會
大埔卍慈中學

2A 裘梓聰 
3C 周穎榆
4B 朱淳良
5A 關詠彤
6B 李向陽

5

12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
第二中學

2E 黃鍶涵 
3A 黃樂心 
4S 陳浩謙 
5E 袁詠珊
6S 楊俊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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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校 獲獎學生名單 人數

13 救恩書院

2A 嚴汝樺 
3B 黃潔 
4A 李家豪 
5A 袁宏熙
6A 梁詠琪

5

14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2B 黃雪晴
3C 林曉彤 
4A 林彥均 
5A 黃雅莉 
6B 鄧倩嵐

5

15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2A 黃雪儀
2C 馮沛澄 
3A 蔣紫盈 
3A 張志熙
4B 蘇仟仟
4B 陳順玲 
5C 蘇文華 
5D 李卓寧
6A 蘇珮瑜
6C 鄧詠溵

10

16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2B 林怡蓁
3D 黃懿琳  
4C 翟煥堯 
5A 林波穎 
6A 黃桂卿

5

編號 學校 獲獎學生名單 人數

17 恩主教書院

2D 陳曉鈴
2D 高文謙 
3C 徐倩瑩
4D 區曉晴
4D 許樂賢
5E 蔡麗婉
6D 馬浩然
6E 徐詠詩

8

18 王肇枝中學

2E 李芷喬
3E 蔣穎兒 
4A 張凱晴 
5E 黃珮珊 
6A 劉欣彤

5

19 羅定邦中學

2M 胡倩瑜 
3M 郭民謙
4M 鄺徽音 
5S 莫曉俊 
6S 曾蔓淇

5

20 大埔三育中學

2H 連家軒 
3H 孟芷瀾 
4T 林情怡 
5T 莊雄威 
6T 黃嘉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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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獎 學 生 感 謝 信

致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非常感謝你們頒贈五千元獎學金給我，
你們的慷慨幫助了不少同學。

這筆獎學金為我在學習方面有提升改善
之用，為我作追逐我的夢想有著一定意義，
它使我可以更完善自己知識上的不足，為之
作好準備，成為一個對社

會有用之人，他日我衷心希望能回報社
會，我亦香港福建希望基金會能繼續資助其
他有需要的學生，在此我再次感謝你們對我
的慷慨！

學生 : 吳國豐

16 年 12 月 15 日

尊敬的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您好，我是粉官中二級學生陳彥菲，是
今次獲得由蔡尚楷先生贊助獎學金的受惠同
學其中之一。對於今次獲得這筆獎學金，我
感到十分興奮，因為我的家境並不特別富
裕，媽媽對我當小說家的夢想並不贊成，認
為寫小說沒有前途。我知道要實現夢想並不
容易，首要任務是把中文打好基礎，所以我
會利用這筆金錢購買中文參考書及課外閱
本，增強自己的中國語文能力水平。我亦會
將部分獎學金儲蓄起來，以備將來不時之
需。

在此我衷心獻上我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
基金會的萬二分感謝，感謝你們給了我這筆
獎學金，讓我可以隨夢想飛翔。

學生：陳彥菲

2016 年 12 月 15 日
本人是粉官學生 4C 班蔡靜儀，能夠得到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蔡尚楷先生獎學金受
惠學生之一，能得到這筆金錢，它對我的幫助
非常大，我能做許多我想做但一直因欠缺金錢
而做不成的事。我十分想好外語，所以我會
利用這筆款項購置一些外語書籍，希望透過自
學，能提升我的外語水平。

在此，我十分感激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
會的各位善長人翁，沒有你們的贊助，我亦沒
有機會提升我的外語。多謝你們。

學生 : 蔡靜儀 

16-12-2016

你好，我是粉嶺官立中學學生 5A 班胡毅峰。
本人十分感謝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頒發了蔡
尚楷獎學金給我。收到這份獎學金對本人來說是一
個很大的鼓舞，這筆為數不少的金錢，使我能夠用
來購買學習上的練習和參考書，以提升和改善我的
學習效率和成績，這筆獎學金亦推動我更加努力地
學習，希望在將來的 DSE 有理想的成績。在此，
我再一次感謝捐出善款的蔡尚楷先生及其他善長
仁翁，多謝各位。

學生 : 胡毅峰 

16-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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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青海最美鄉村教師100人名單
序號 姓名 性別 單　位 職務 學歷 教齡

1 才讓南加 男 尖扎灘鄉羊智一寄校 教師 大專 15 年

2 才項仁增 男 尖扎坎布拉學區吉利完小 教師 本科 17 年

3 多傑仁欠 男 尖扎當順鄉中心完小 教師 本科 16 年

4 多傑才讓 男 坎布拉鎮拉夫旦寄宿製完小 教師 大專 19 年

5 俄巴措 女 尖扎直崗拉卡完小 教師 本科 24 年

6 尕洛 男 尖紮馬克唐鎮加讓中心完小 教師 大專 35 年

7 朋毛加 男 尖扎措週鄉中心完小 教師 大專 20 年

8 索南多傑 男 尖扎賈加鄉寄宿製完小 教師 本科 20 年

9 索南扎西 男 尖扎能科鄉子哈貢小學 教師 大專 18 年

10 加羊扎西 男 同仁扎毛學區 教師 本科 20 年

11 仁青措 女 同仁牙浪學區 教師 大專 18 年

12 娘吉加 男 同仁雙朋西學區 教師 本科 21 年

13 下吾扎西當智 男 同仁曲庫乎學區 教師 大專 17 年

14 措吉 女 同仁年都乎學區 教師 大專 16 年

15 卡本 男 同人麻巴學區 教師 本科 17 年

16 東智 男 同仁加吾協知完小 教師 大專 19 年

17 多傑太 男 同仁蘭採學區 教師 大專 20 年

18 仁增才讓 男 同仁黃乃亥學區 教師 本科 16 年

19 週毛他 女 同仁瓜甚則學區 教師 大專 24 年

20 娘毛加 女 同仁更中 教師 大專 17 年

21 昂旦 男 同人多哇學區 教師 本科 19 年

22 吉太加 男 同仁保安學區 教師 大專 22 年

23 才本加 男 澤庫王加完小 教師 大專 18 年

24 達多 男 澤庫恰科日學區 教師 大專 25 年

25 吉太加 男 澤庫巴灘牧場完小 教師 本科 18 年

26 東知加 男 澤庫巴灘牧場完小 教師 大專 20 年

27 鬥本加 男 澤庫寧秀寄小 教師 大專 20 年

28 鬥拉加 男 澤庫禾日中心完小 教師 中專 17 年

29 多代本 男 澤庫西卜沙中心完小 教師 研究生 16 年

30 尕藏才讓 男 澤庫多和茂中心完小 教師 大專 20 年

31 桑傑 男 澤庫寧秀學區 教師 大專 19 年

32 扎吾 男 澤庫寧秀澤雄寄小 教師 大專 22 年

33 周先加 男 澤庫麥秀多龍完小 教師 大專 24 年

34 資旦加 男 澤庫麥秀桑哇寄小 教師 大專 22 年

35 才讓東智 男 河南縣寧木特三寄校 教師 本科 20 年

36 桑傑多傑 男 河南縣賽爾龍完小 教師 大專 17 年

37 夏吾東智 男 河南縣寧木特鎮第二完小 教師 中專 15 年

38 夏吾多傑 男 河南縣柯生鄉中心寄校 教師 專科 17 年

39 楊本加 男 河南縣寧木特一寄校 教師 大專 15 年

40 桑果 男 河南縣多松完小 教師 中專 23 年

41 公保才讓 男 化隆縣德恒隆中心學校民族寄宿制小學 小學高級教師 專科 26 年

42 楊玉福 男 化隆縣阿什努鄉劉什洞教學點 小學高級教師 中專 24 年

43 張生林 男 化隆縣石大倉中心學校小金源教學點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25 年

44 扎西才讓 男 化隆縣雄先中心完小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3 年

45 扎西白旦 男 化隆縣查甫中心學校加斜教學點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27 年

46 石生洪 男 化隆縣二塘中心學校莊子灣教學點 小學高級教師 中專 25 年

47 韓永林 男 化隆縣謝家灘中心學校吊溝教學點 小學高級教師 中專 33 年

48 冶金玉 男 化隆縣牙什尕中心學校黑城完小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0 年

49 馬青蘭 女 化隆縣扎巴中心學校上扎巴完小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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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性別 單　位 職務 學歷 教齡

50 安雙個 男 化隆縣昂思多中心學校關沙教學點 小學高級教師 中專 33 年

51 米德英 男 民和縣峽門鎮中心學校石家莊小學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5 年

52 李衛東  男 民和縣新民鄉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2 年

53 焦世家 男 民和縣馬場垣鄉中心學校上西川教學點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4 年

54 張俊宏 男 民和縣甘溝鄉互助小學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0 年

55 張炳云 男 民和縣巴州鎮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中專 31 年

56 黃文清 男 民和縣大莊鄉塔臥小學 小學高級教師 中專 33 年

57 馬德林 男 民和縣轉導鄉王家莊教學點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4 年

58 全才良 男 民和縣滿坪鎮朵卜小學 小學高級教師 中專 31 年

59 馬英祥 男 民和縣前河鄉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5 年

60 謝有財 男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杏兒鄉勝利教學點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4 年

61 馬國成 男 民和縣官亭鎮中心學校 別洛教學點 校長小學高級 大專 30 年

62 李培英 男 民和縣北山鄉牙合教學點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6 年

63 沈有錄 男 民和縣西溝鄉塔先教學點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5 年

64 李英蓮 女 民和縣隆治鄉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3 年

65 孫元春 男 平安區古城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本科 25 年

66 唐生彪 男 平安區洪水泉鄉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4 年

67 趙國玲 女 平安區平安鎮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26 年

68 宋積貴 男 平安區沙溝鄉中心學校（牙扎小學）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7 年

69 尕東智 男 循化縣鐵尕楞小學 小學高級教師 中專 35 年

70 吾毛交 女 循化縣崗察中心小學 小學高級教師 中專 23 年 

71 公保傑 男 循化縣文都學區抽子小學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24 年 

72  韓祥德  男 循化縣積石鎮學區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26 年 

73  韓福雄  男 循化縣 清水孟達小學 小學高級教師  高中  33 年

74 韓秀梅 女 循化縣查汗都斯學區西灘小學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0 年

75 李公保 男 樂都區下營藏族鄉中心學校 小學一級教師 大專 25 年

76 劉存緒 男 樂都區城臺鄉中心學校 小學一級教師 高中 32 年

77 榮光成 漢 樂都區峰堆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26 年 

78 尹玉蘭 女 樂都區蒲臺鄉趙家莊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28 年

79 尹希科 男 樂都區蒲臺鄉山桃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7 年

80 曾學禮 男 樂都區達拉土族鄉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中師 32 年

81 許存寬 男 樂都區共和鄉中心學校 小學一級教師 大專 31 年

82 餘國平 男 樂都區中嶺鄉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中專 30 年

83 晁元虎 男 樂都區李家鄉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中師 32 年

84 華复林 男 樂都區馬營鄉崑崙教學點 小學高級教師 高中 37 年

85 包有雄 男 互助縣蔡家堡鄉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0 年

86 席進珉 男 互助縣東山鄉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7 年

87 達輝祖 男 互助縣加定鎮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2 年

88 白髮武 男 互助縣五十鎮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2 年

89 曹思明 男 互助縣東和鄉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1 年

90 朱集玉 男 互助縣威遠鎮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27 年

91 汪顯良 男 互助縣西山鄉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4 年

92 王進壽 男 互助縣鬆多中心學校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2 年

93 董有堂 男 互助縣哈拉直溝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29 年

94 李世財 男 互助縣南門峽鎮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中師 31 年

95 陶世鑫 男 互助縣林川鄉中心學 校 小學高級教師 中專 30 年

96 楊占森 男 互助縣紅崖子溝鄉中心學校 小學一級教師 大專 29 年

97 馬占虎 男 互助縣台子鄉中心學校 小學高級教師 中專 35 年

98 任林章 男 互助縣塘川鎮甘雷中心學校蘇泊爾小學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30 年

99 袁佔芳 女 互助縣東溝鄉中心學 校 小學高級教師 大專 28 年

100 朱集錄 男 互助縣塘川鎮雙樹中心校 小學一級教師 大專 3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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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24 日，大田縣林金龍縣長 ( 前排右三 ) 一行 6 人拜會香港福建
希望工程基金會同仁，楊自然主席 ( 前排左三 ) 在銅鑼灣的會所接待到訪的客
人，並合影留念，出席會見的基金會同仁有施教斌 ( 前排左一 )、徐志誠 ( 前排
右一 )、佘德聰 ( 前排右二 )、施連燈 ( 後排左一 )。

楊自然主席 ( 左 ) 致送紀念品予
大田縣林金龍縣長

大田縣林金龍縣長到訪

2016 年 11 月 22 日，漳州市委常委統戰部黃水木部長 ( 前排右四 ) 一行 8 人拜會香港
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同仁，楊自然主席 ( 前排左四 ) 在銅鑼灣的會所接待到訪的客人，
並合影留念。

互贈紀念品，右起：楊自然主席、
黃水木部長、余毅。

漳州市統戰部黃水木部長到訪

南平市統戰部長莊莉到訪

2016 年 12 月 6 日，南平市委常委統戰部莊莉部長 ( 前排左二 )
一行 8 人拜會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同仁，楊自然主席 ( 前
排右二 ) 在銅鑼灣的會所接待到訪的客人，並合影留念。

南平市委常委統戰部莊莉部長 ( 左三 ) 致送紀念品予基金
會，基金會同仁陳榮旋 ( 左一 )、余毅 ( 左二 )、楊自然主
席 ( 右三 )、邱祥坤 ( 右二 )、李孝友 ( 右一 ) 代表接受。



捐 款 芳 名
(2016年4月1日-2017年1月16日)

姓 名   合 計
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  8,300,000.00 

楊自然  2,890,000.00 

葉建明  1,710,000.00 

楊自順  1,650,000.00 

董清世  1,510,000.00 

蔡經陽伉儷  1,300,000.00 

徐凱祥  1,150,000.00 
王庭聰  1,050,000.00 

黃敏利  800,000.00 

洪頂擁  750,000.00 

黃家榮  710,000.00 

王曼源  600,000.00 

徐曉鶯  560,000.00 

吳健南  510,000.00 

洪明智  510,000.00 

董清波/董貺漄  510,000.00 

施純民  500,000.00 

葉培輝  476,000.00 

余　毅  450,000.00 

吳天墅  430,000.00 

林英達  310,000.00 

佘德聰  251,000.00 

徐偉福  210,000.00 

蔡尚楷  210,000.00 

洪游奕  198,000.00 

王瑋麟  178,000.00 

顏培增  150,000.00 

葉華雄  150,000.00 

劉德偉  150,000.00 

徐志誠  150,000.00 

葉華源  150,000.00 

香港泉州同鄉會  150,000.00 

余　敏  130,500.00 

施清衍  112,000.00 

林佑碧  110,000.00 

佘英杰  110,000.00 

陳榮旋  110,000.00 

李　勐  110,000.00 

趙興源  110,000.00 

施文旦  110,000.00 

賴新達  100,000.00 

徐晉祥  100,000.00 

葉華誠  100,000.00 

許奇鋒  100,000.00 

施教斌 100,000.00 

劉輝峰  77,274.48 

林龍安  69,000.00 

姓 名   合 計
陳志烽  65,000.00 

陳勇生  60,100.00 

劉勝賀  60,000.00 

林永興  60,000.00 

何滿林  60,000.00 

司徒立  60,000.00 

潘廸生  60,000.00 

黃偉鴻  60,000.00 

吳懿容  60,000.00 

施能宗  60,000.00 

蘇千墅  53,000.00 

謝燕川  50,000.00 

鍾浩明  50,000.00 

江桂能  50,000.00 

劉達泉  50,000.00 

朱威澔  50,000.00 

吳雅玲  50,000.00 

郭國耀  50,000.00 

黃丹青  50,000.00 

樂其龍  50,000.00 

李諾雯  40,000.00 

邱耀東  40,000.00 

施連燈  40,000.00 

王錦順  40,000.00 

盧世傳  30,000.00 

陸軒輝  30,000.00 

王東昇  30,000.00 

高志堅  30,000.00 
魏文興  30,000.00 

陳建鴻  25,000.00 

梁惠芳  20,000.00 

朱殿安/蔣愷鴻  20,000.00 

王捷華  15,000.00 

藝林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12,700.00 

吳鴻江  12,000.00 

陳　玲  11,000.00 

蔡其雄  10,000.00 

郭二澈  10,000.00 

蔡新民  10,000.00 

李孝友  10,000.00 

施建新  10,000.00 

谷大偉  10,000.00 

鍾明發  10,000.00 

林志勝  10,000.00 

廖競揚  10,000.00 

黃少玉  10,000.00 

蔡國聯  10,000.00 

姓 名   合 計
張上頂  10,000.00 

魏文生  10,000.00 

楊聰明  10,000.00 

蔡建立  10,000.00 

陳國昌  10,000.00 

林黎明  10,000.00 

王國平  10,000.00 

陳仲安  10,000.00 

林飛康  10,000.00 

蔡志忠  10,000.00 

孫建華  10,000.00 

林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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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治  10,000.00 

洪萃賢  10,000.00 

李友超  10,000.00 

董吳玲玲  10,000.00 

李易霖  10,000.00 

沈慧林  10,000.00 

郭曉濱  10,000.00 

魏志權  10,000.00 

劉　燕  10,000.00 

張曉慶  10,000.00 

吳清煥  10,000.00 

蔡仲義  10,000.00 

林志堅  10,000.00 

趙景璋  10,000.00 

李俞潁  10,000.00 

施世築  10,000.00 

楊素麗  10,000.00 

郭康平  10,000.00 

羅珠雄  10,000.00 

湯長福  10,000.00 

林志君  10,000.00 

張　曉  10,000.00 

林清木  10,000.00 

蓮軒中醫藥諮服務公司  10,000.00 

唐德清  5,000.00 

楊永達  5,000.00 

吳天賜  3,000.00 

福長安  3,000.00 

陳金烈  3,000.00 

許章榮  3,000.00 

姓 名   合 計
張勇為/施小萍  3,000.00 

Liz Fashion Industry Ltd  3,000.00 

林銘森  2,000.00 

駱志鴻  2,000.00 

華閩(集團)有限公司  2,000.00 

Thomas Wong  2,000.00 

高克明  1,800.00 

高子偉  1,800.00 

黃宏志  1,800.00 

無名氏  1,300.00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1,200.00 

丁良輝  1,000.00 

香港三玄宮  1,000.00 

香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  1,000.00 

梁愛詩  1,000.00 

楊金品  1,000.00 

李大福  1,000.00 

菲華桃園堂香港分堂  1,000.00 

柯維山  1,000.00 

施世倫  1,000.00 

李介旋  1,000.00 

Jassy Chow  1,000.00 

Lai Yu Chung  1,000.00 
Kai Kwoug Glass Engineering Ltd  1,000.00 

三盛合記木行  1,000.00 

劉兆軒/李倩倩  500.00 

吳榮旭  500.00 

Andy Chung  500.00 

Michael Wong  500.00 

鄧偉添  500.00 

湯晃巨  500.00 

謝　明  500.00 

Winson  500.00 

程清林  500.00 

Ken  500.00 

施性培  500.00 

李國明  500.00 

Bosco  500.00 

阮國剛  500.00 

Ervin Li  500.00 

吳錦旗  500.00 

吳志雄  500.00 

陳少惠  500.00 

高日洋行  500.00 

江孝灯  500.00 

捐款總金額 32,293,4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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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6 年 捐 建 希 望 小 學

序號 檔案編號 捐款者 學校名稱 建校地點

562 #2016-01
洪頂擁

 (港幣50萬)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勤希望小學』
廣西壯族自治區那坡縣百省鄉

那孟村完小

563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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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西百色市田東縣祥周鎮侖圩小學

564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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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南省大理州祥雲縣祥城鎮

紅周小學

565 #2016-04
吳健南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健南希望小學』
雲南省易門縣六街街道舊縣小學

566 #2016-05
施純民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施少鵬希望小學』
福建省德化縣三班鎮蔡經村

紫雲開發區

567 #2016-06
徐凱祥

(港幣50萬)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凱祥希望小學』
廣西壯族自治區右江區龍景街道

百法小學

568 #2016-07
志媚基金

陳秉志伉儷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山東省淄博市沂源縣悅庄鎮
東趙庄小學

569 #2016-08
志媚基金

陳秉志伉儷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山東省淄博市高青縣黑里寨鎮
孟集小學

570 #2016-09
志媚基金

陳秉志伉儷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山東省淄博市高青縣高城鎮
中心小學

571 #2016-10
志媚基金

陳秉志伉儷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山東省淄博市高青縣常家鎮
金穗小學

572 #2016-11
志媚基金

陳秉志伉儷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山東省淄博市高青縣常家鎮
台李小學

573 #2016-12
志媚基金

陳秉志伉儷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山東省滨州市沾化區泊頭鎮
第一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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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檔案編號 捐款者 學校名稱 建校地點

574 #2016-13
志媚基金

陳秉志伉儷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山東省聊城市冠縣辛集鎮楊洼小學

575 #2016-14
志媚基金

陳秉志伉儷
(港幣8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吉林省樺甸市常山鎮五興村小學

576 #2016-15
志媚基金

陳秉志伉儷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吉林省舒蘭市開原鎮青松中心小學

577 #2016-16
志媚基金

陳秉志伉儷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吉林省樺甸市二道甸子鎮中心小學

578 #2016-17
志媚基金

陳秉志伉儷
(港幣9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吉林船管區越北鎮曉光小學

579 #2016-18
志媚基金

陳秉志伉儷
 (港幣11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吉林船管區歡喜鄉下洼子小學

580 #2016-19
志媚基金

陳秉志伉儷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吉林船管大綏河治新小學

581 #2016-20
董清世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董清世希望小學』

582 #2016-21
董清世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董清世希望小學』

583 #2016-22
董清世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董清世希望小學』

584 #2016-23
董清波/董貺漄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希望小學』

備註：山東 7所、吉林 6所、廣西 3所、雲南 2所、福建 1所、待定 4所，共 23所。

2 0 1 6年捐建希望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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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6 年 捐 教 育 基 金
序號 基金編號 捐贈者 / 金額 地點 / 項目

1
基金

2016-01
王曼源 

(港幣60萬元)
安溪五中
教師基金

2
基金

2016-02
徐凱祥

 (港幣40萬元)
泉州五中香港校友會

教育基金

3
基金

2016-03
徐曉鶯

 (港幣50萬)
香港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

教育基金

4
基金

2016-04
黃家榮

(港幣50萬)
寧夏回族自治區

獎勵貧困教師基金

5
基金

2016-05
敏華控股有限公司

 (港幣50萬元)
南安市梅山鎮琉塘小學

運動場塑膠跑道

6
基金

2016-06
楊自順

(港幣120萬元)
台灣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教學樓

7
基金

2016-07
王庭聰

(港幣100萬元)
南安市省新鎮西埔金丹村楊村小學

教育基金

8
基金

2016-08
葉培輝直接匯泉州

(人民40萬元, 折港幣46.6萬元)
南安市詩山社二慈善會

教育基金

9
基金

2016-09
香港泉州同鄉會

(港幣15萬元)
泉州市鯉城區慈善總會

教育基金

10
基金

2016-10
徐凱祥 

(港幣10萬元)
香港福建中學
4校優秀學生

11
基金

2016-11
洪明智

(港幣30萬)
香港福建中學
4校優秀學生

12
基金

2016-12
洪明智

(港幣20萬)
資助香港新界貧困中學生

13
基金

2016-13
楊自然

(港幣20萬元)
資助香港新界貧困中學生

14
基金

2016-14
蔡尚楷

(港幣20萬)
資助香港新界貧困中學生

15
基金

2016-15
楊自順

(港幣20萬元)
資助香港新界貧困中學生

16
基金

2016-16
佘德聰

(港幣20萬)
資助香港新界貧困中學生

17
基金

2016-17
樂其龍

(港幣5萬)
資助香港新界貧困中學生

18
基金

2016-18
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

(港幣20萬元)
吉林省樺甸市常山鎮五興村小學

新建操場

19
基金

2016-19
葉建明 葉華雄 葉華源

(港幣150萬元)
香港兒童交響樂團有限公司
音樂教育和巡迴表演活動

20
基金

2016-20
顏培增

(港幣5萬)
青海最美鄉村教師

21
基金

2016-21
蓮軒慈善基金
(港幣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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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設備

22
基金

2016-22
劉輝峰

(美元1萬折港幣7.7528萬)
資助香港新界貧困中學生

23
基金

2016-23
楊自然

(港幣200萬元)
福建省晉江市新塘湖格小學

教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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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健南希望小學
#2012-02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吳健南希望小學

校　　址：雲南省墨江縣龍壩鄉

	 石頭村龍壩中心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吳健南

捐款金額：港幣35萬元

　　龍壩中心小學始建於1952年，

6個教學班，現有學生1288人，建

築面積1153.6平方米，新建教學樓

建築面積565.8平方米，新教學樓落

成改善辦學環境。

呂莉萊希望小學
#2012-17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呂莉萊希望小學

校　　址：雲南省建水縣臨安鎮

	 東村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呂氏基金呂振萬、呂榮義

捐款金額：港幣35萬

　　東村小學始建於191913年，

學校占地面積17畝，12個教學班，

學生411人教師22人，新建教學樓

建築面積1159平方米，新教學樓落

成改善辦學環境。

正熹希望小學
#2011-31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熹希望小學

校　　址：吉林省磐石市明城鎮

	 七間房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

捐款金額：港幣95萬元

　　明城鎮七間房小學成立於1958

年，學校占地面積5744平方米，共

有南北兩幢房，南幢面積338.1平方

米，北幢面積217.5平方米，現有

學前班及一年級至六年級七個教學

班，學生人數為68人，教師19人。

學校建成後，能大大改善學生學習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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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熹希望小學
#2013-23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熹希望小學

校　　址：吉林省樺甸市常山鎮

	 中心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

捐款金額：港幣65萬元

　　常山鎮中心小學始建於1928

年，座落在樺甸市東北邊陲，美

麗松花湖畔，是一所環境優美，人

文氣息濃厚，特色鮮明的花園式學

校。學校占地面積14590平方米，

建築面積11000平方米，現有學生

1183人，25個教學班，教師119

人，是一所現代化的教學學校。

正熹希望小學
#2013-24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熹希望小學

校　　址：吉林省樺甸市八道河子鎮

	 榆木橋子中心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

捐款金額：港幣90萬元

　　榆木橋子中心小學始建於1971

年，座落在樺甸市八道河子鎮荊家

村，2014年遷入現址，占地面積

27000平方米，建築面積7900平

方米，12個教學班，學生530人，

4個幼兒班，幼兒人數110人，教師

81人，捐方為學校配置各項現代化

教學設備，大大地改善學校整體辦

學環境。

正熹希望小學
#2013-25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熹希望小學

校　　址：吉林省磐石市煙筒山鎮

	 第三小學東力河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

捐款金額：港幣120萬元

　　東力河小學隸屬煙筒山鎮第三

小學管轄下一所村小，占地面積

7200平方米，現有三幢校舍，建築

面積712平方米，2015年新建一幢

276平方米教室，新建一幢156平

方米幼兒園，6個教學班，2個幼兒

班，學生108人，教師11人，大大

地改善學校辦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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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經陽希望小學
#2014-03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蔡經陽希望小學

校　　址：雲南省建水縣臨安鎮

	 西山寺村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蔡經陽伉儷

捐款金額：港幣55萬元

　　西山寺小學始建於1968年，是

一所農村寄宿學校，現有學生141

人，6個教學班，教師9人，其中就

餐學生78人。占地面積2327平方

米，校舍建築面積863平方米，新

建了一幢建築面積529.56平方米，

二層框架教學樓，大大地改善學校

辦學條件。

葉華源希望小學
#2015-01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葉華源希望小學

校　　址：福建省華安縣湖林鄉鎮

	 湖林村湖林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葉建明、葉華雄、葉華源

捐款金額：港幣55萬元

　　湖林小學校園地面積14畝，現

有學生232人，教師19人，由於教

學規模不斷擴大，教室出現嚴重不

足，需要建一幢綜合教學樓，三層

框架結構，建築面積880平方米，

新綜合樓建成，大大地改善學校辦

學條件。

溫民征紀念希望小學
#2015-10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溫民征紀念希望小學

校　　址：福建省安溪縣龍涓長林村

	 長林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呂氏基金呂榮義

捐款金額：港幣55萬元

　　長林小學始建於1964年，是

一所農村寄宿學校，現有學生175

人，6個教學班，其中寄宿生57

人，寄午生40人。學校在實施安校

工程以來，學校拆除原有的舊房，

新建了一幢建築面積1200平方米教

學樓以及相應的食堂、宿舍、厠所

等，大大地改善學校辦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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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2014-20、21、22、23

基金 #2014-25

　　太平中學(原搜登站第二中學)，7個教學班，學

生277人，教師38人，住校生240人，學校占地面積

43175平方米，新建一幢教學樓2118平方米，食宿樓

2199.6平方米。

　　缸窯鎮中心小學，現有22個教學班，學生878

人，教師70人，學校

占地面積21873平方

米，校舍面積2896平

方米，新建4幢教學樓

1344平方米。

校　　址：吉林省船營區太平中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

捐款金額：港幣200萬

校　　址：吉林省吉林市龍潭區缸窯鎮中心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

捐款金額：港幣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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