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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基金會管理委員會委員 

主　　　　　　席： 余　毅

副　　主　　席： 謝燕川 施教斌 徐志誠 葉華源 趙興源 涂雅雅

榮譽主席執行董事：	 林志勝 徐偉福 陳勇生 黃家榮 葉建明 蔡尚楷 楊自然

顧　　　　　問： 林　勁

執　行　董　事： 王東昇 王建平 江孝燈 吳懿容 李孝友 余　敏 柯維山

 施連燈 孫建華 翁雅玲 陳榮旋 廖競揚 劉勝賀 蔡國聯

 蔡仲義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創業街15號萬泰利廣場26字樓A室

Rm. A, 26/F., Montery Plaza, 15 Chong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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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尚楷 楊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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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毅

副　主　席： 謝燕川 施教斌 徐志誠 黃丹青 吳雅玲 葉華雄 徐凱祥

 朱威澔 郭國耀 葉華源 劉達泉 劉德偉 佘德聰 賴新達

 吳天墅 楊自順 洪頂擁 趙興源 林清木 林雄申 姚志遠

 涂雅雅 王少成 林　錦 林海旭 葉培輝

執	行	董	事： 王東昇 王　峰 王瑋麟 王建平 王捷華 王錦順 司徒立

 何滿林 江孝燈 谷大偉 吳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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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飛康 林志堅 林永興 林志君

 柯維山 邱耀東 施文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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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雅玲 翁程玉

 翁惠芳 張曉慶 郭二澈 陳勇生 陳志烽 陳榮旋 陳國昌

 陳建鴻 陳希明 黃家榮 黃少玉 黃偉鴻 楊自然 楊聰明

 楊淑媛 楊素麗 董吳玲玲 董清世 董貺漄 葉建明 趙景璋

 廖競揚 劉勝賀 劉　燕 潘廸生 蔡尚楷 蔡國聯 蔡其雄

 蔡建立 蔡志忠 蔡仲義 蔡金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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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十 三 屆 董 事 會 名 單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主席：余  毅  謹上
201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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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本會仝仁：

　　2017年即將過去，新年的鐘聲即將敲響。在這辭舊迎新的美好

時刻，我向基金會全體董事同仁、善長仁翁致以新年的祝福！

　　2017年，對董事會同仁來說，是非凡的一年，也是難忘的一

年，我們相遇、相識、相知、相惜，過去的一年，在本會同仁的共

同努力下，基金會會務蓬勃發展，本屆董事會共籌得善款2200萬港

元，在福建、吉林、山東、河南、雲南、廣東、廣西7省援建「希望

小學」23所；捐助各項教育基金款項達港幣843萬元；第四次在港舉

辦為資助品學兼優、自強不息的中學生而設立的「楊自然、楊自順、

吳天墅、劉輝峰、余毅獎學金」頒獎典禮，向大埔區、北區40所中

學，200名優秀香港中學生頒發獎學金；在寧夏回族自治區獎勵168

名最美的鄉村教師；協辦「2017閩港澳台中小學生八閩文化之旅夏

令營活動」和「2017香港教師訪問福建」，加強閩港兩地的校際交

流，進一步推動和促進香港學生到福建升學深造，探討兩地的學位認

證等相關問題；組團訪問寧夏、青海、山東、河南、福建五省為本會

在該省捐建的學校驗收、剪綵；還將於2018年1月份組團訪問寶島台

灣，為本會在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楊自順教學樓落成剪綵。

　　“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即將到來的2018年，我們不忘初

心，牢記使命。我將繼續帶領本會同仁為慈善事業盡心盡力，感謝各

位同仁在過去一年對我的信任和支持，讓我們滿懷信心和期待，一起

迎接新年的鐘聲！

新 年 賀 詞



古希臘先賢蘇格拉底說過，“美德就是知識”。

也有譯者譯為“知識就是善”。在香港就有這樣一批

人堅持“善行天下，教育為先”，23年不變，出錢出

力，幫助莘莘學子汲取知識、成為社會有用之材。

他們就是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的賢達們，23

年來籌得善款3.48億港幣，在內地捐建了600所“希

望小學”，幫助萬餘名學子完成學業，獎勵了548名

寧夏、青海最美鄉村教師。助學善舉延伸到香港、台

灣，為香港40多所中學提供助學金，並在台灣南投援

建兩所“希望小學”，善行義舉得到海峽兩岸和香港

當地教育界的稱讚。就在12月9日基金會給香港北區、

大埔區40所中學200名品學兼優、自強不息的學生頒

獎的前夕，記者採訪了基金會現屆主席余毅。

余毅主席在介紹基金會助學善舉的理念時說，基金

會各位同仁都認為行善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境界，

是一份對社會的責任。因為幫助貧困孩子接受教育，

讓貧困地區在沒富之前教育先富起來，是解決中國教

育的最後一公里問題，是一項最見到未來希望的事

業。基於這個認識和責任感、榮譽感，許多福建在港

教育是最美最有希望的事業
訪第二十三屆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余毅

文/上福 (知識雜誌)

鄉賢一參加到這個行善隊伍來，就再沒捨得離開。他

也是15年前戴上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金色“善”

字徽章後，就再沒放棄。

他還記得當年參加基金會一場活動，基金會有人

遞給他“善”字徽章問，這個你會戴吧？他一見是善

字，接過便戴上。對方又激勵他，以後賺到錢，記得

給希望工程捐錢啊。十幾年來，余毅在生意上有高

潮，也有低谷過，但他在董事、執行董事、副主席的

崗位上堅守，沒有懈怠，體現出一种信念上的毅力。

作為一個小企業主，他不吝付出，先後為基金會的希

望工程捐款380多萬元港幣。從一介小商家而言這已難

能可貴，但更難得的是肯拿出時間，有呼必應，把身

心投放到助學的慈善事業中。

余毅充滿感情參加到基金會慈善助學行列，最早

是2003年在桑梓之地漳州市為平和縣鄉村捐建一所小

學。其後，跟隨習近平主席當年主政的福建省對口扶貧

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步伐，余毅隨基金會大流，到西部山

區，主動為中寧縣深山走出的孩子捐建余長順希望小學

（原紅梧完小），并捐建了電腦教育室。他從孩子們求

余毅主席親臨青海省循化縣道幃鄉拉科村正心希望小學落成典禮，與該校的藏族學生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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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雀躍的神情中看到了教育的希望，進而從助學轉向助

教，發起創立了寧夏首個獎教基金“余毅最美鄉村教師

獎”。幾年下來先後有300多位教師獲獎。今年的獲獎

教師之一左莉就是一位表示愿把青春奉獻給鄉村，“在

鄉村教育事業中，行著高尚的美麗足跡，追尋著最美的

教育人生”的教師代表。基金會獎教行動也在青海推

行，為西部教育留住了一批值得信賴和托付的教師。

接過基金會主席棒子，余毅忙得不可開交，常常

為了會務顧不得公司的事務，個人的一多半時間交給

了基金會。而在他帶領下，基金會各項事業也風生水

起：基金會籌得本屆善款2200萬港幣，在內地捐建希

望小學23所。為加強與內地助學事業的聯繫，不到一

年已先後五次帶團到內地交流。

基金會在做了多年內地慈善助學之後，近年視線移

向自己賴以立足和發展的香港，在香港開始助學獎學

計劃，2017年度更是發揚光大，在新界東北區和大埔

區中學推行“楊自然、楊自順、吳天墅、劉輝峰、余

毅獎學金計劃”，鼓勵貧苦學生發奮求學。基於血濃

于水的同胞感情，基金會還把海峽對岸福建鄉親對教

育的關愛帶進寶島台灣。當年基金會參加福建省考察

團在台灣八八風災後赴台考察，資助台中43名孤兒學

習費用，並援建南投縣隆華小學和雙龍小學兩所希望

小學。如今這兩個援建項目都已兌現落實，改善了當

地的辦學條件。

對香港和台灣的慈善助學目前正日益成為基金會事

業的新增長點，通過這些助學，余毅主席希望海峽兩

岸及港澳的學子不僅有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更有一顆

中國心，學有所成，日後助力中華民族復興。

謝燕川籌委主席（左一）陪同福建省省委常委、宣傳部部
長高翔（左二）代表基金會接受余毅（右一）、余周巧雲
伉儷遞交的170萬港幣捐款。

余毅主席贊助寧夏回族自治區--最美鄉村教師，並親臨寧
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向獲獎老師頒發證書和人民幣伍千元
獎金。

余毅、周巧云伉儷(左六、右六)捐港幣50 萬元，獎勵寧夏回族自治區『最美鄉村教師』和在中寧縣紅梧完小『余長順希望小學』設立
獎教基金，與領導、教師、嘉賓合影。

基 

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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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山縣縣長李會良在與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訪

問團座談時說：魯山縣是國家特困地區重點縣又是一

個人口大縣，有97萬人，面積2432平方公里，25個鄉

鎮、辦事處，555個行政區，現有中小學266所，在校

生15.7萬人。多年來，以陳秉志先生為代表的港澳僑

胞心繫魯山教育事業，通過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多次慷慨解囊，捐建學校基礎設施，為我縣教育事業

做出了積極貢獻，樹立了捐資助學的良好楷模。你們

的善行義舉，充分展現了港澳僑胞心繫祖國、血脈相

築夢未來大愛無疆 捐資建校福澤魯豫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余毅主席率團訪問山東河南

連的赤子之心，彰顯了企業家熱心公益、回報社會的

高尚情懷。魯山作為國家級的貧困縣，山區多、貧困

面大，貧困兒童還存在上學難的問題，教育扶貧任重

道遠，還需要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努力，鼎力支持，感

謝你們對魯山經濟和教育事業支持。

基金會主席余毅在致詞中指出：為了實現中华民

族偉大復興，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工作報告中指出：

脫貧攻堅戰，教育事業全面發展，中西部和農村教育

明顯加強。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積極響應中央的

訪問團成員與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捐建的河南省魯山縣董周第三小學『正心希望小學』師生在新校落成典禮上合影

10月23至28日，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組團訪問了山東、河南兩省。此次訪問

一行共13人，以基金會主席余毅為團長，副主席謝燕川為副團長。期間，共訪問了

山東省的淄博市、新泰市、曲阜市、濟南市，河南省魯山縣等多個縣鎮鄉村，為淄博

市、新泰市和河南省魯山縣11所『正心希望小學』、『正熹希望小學』、魯山縣第一

高中『正心學術報告廳』落成剪綵和揭碑，以及捐款港幣110萬元捐款支持魯山縣教

育事業。淄博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李明、常務副部長國先彧、團市委書記馬召芹，

新泰市市長趙書剛，魯山縣委書記楊英鋒、縣長李會良分別在淄博市、新泰市、魯山

縣會見訪問團一行，訪問團一行還得到了各地各級領導和當地群眾的熱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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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貧號召，到精准脫貧的地區，支持貧困山區基

礎教育，基金會已創會23年了，籌得善款港幣3.48億

元，在國內23個省份援建了600多所『希望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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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資助了萬餘大中小學生完成學業，獎勵寧夏

南部山區、青海牧區最美鄉村教師548名；獎勵香港品

學兼優的中學生320名，12月份我們還將獎勵香港品

學兼優的中學生200名；協辦「2017年閩港澳中小學

生夏令營活動」，12月份「2017香港教師福建訪問团

活動」。我們已將希望學校建到了台灣，目前已成為

為數不多的跨越兩岸三地的大中華慈善基金。基金會

得到了內地多個省、市、自治區政府的認可和讚譽，

獲獎無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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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政協「特別貢

獻獎」。

早在2005年本會執行董事施教益先生在淄川區張

庄鄉南坪小學援建了一所『施學共希望小學』，也是

本會在淄博捐建的第一所希望小學，接著本會陳秉志

先生在淄博、新泰、德州、聊城捐建了多所『正心希

望小學』，這次來山東、河南訪問，也是受陳先生的

委託到學校走走看看，了解目前學校的需要。我們在

山東省已援建希望學校18所，投入善款近1000萬元港

幣。在河南省已援建希望學校9所，投入善款600萬元

港幣。今年陳秉志先生還將對淄博市、魯山縣教育做

進一步的捐助。

我們基金會之所以能取得這麼大的成績，在於我

們喜歡做實事，做的多說的少。我們喜歡雪里送炭，

那里需要就出現在那里。我們沒有地方主義的狹隘觀

念，雖然我們叫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但我們很

早就將慈善事業做到全國各地。我們基金會的工作重

點主要在中國西部的民族地區、邊境地區、高海拔地

區、高寒山區和邊遠地區。所以只要是我們重點關注

的地區，我們還將繼續對山東省和河南省的支持。

此次剪綵、揭牌的學校有：淄博市張店區傅家鎮傅

家實驗小學、淄博市張店區灃水鎮第一小學、淄博市

張店區灃水鎮第三小學、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捐建的

山東省新泰市果都鎮中心小學、新泰市青雲街道瑞山

聯小學、河南省魯山縣董周第二小學、魯山縣董周第

三小學、魯山縣觀音寺第五小學、魯山縣張店李村小

學、魯山縣張良第三小學、魯山縣熊背第六小學共11

所『正心希望小學』；以及魯山縣第一高中『正心學

術報告廳』揭牌。

此次訪問團成員有：團長余毅、副團長謝燕川，團

員：施能智、謝松光、謝勇紹、施文誕、陳志烽、駱

慶文、馬烈波、田慧慧、鄭振南、陳玉雲、陳玲等。 

山東省淄博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李明(右四)、常務副部長國先彧(右一)、團市委書記馬召芹(左一),在淄博市張
店區齊盛國際賓館會見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訪問團團長余毅(左三)一行，參加會見的有：謝燕川(右
三)、施文誕(右二)、施能智(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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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成員與淄博市張店區傅家鎮傅家實驗小學『正心希望小學』
學生在落成典禮上合影。

捐方代表施能智(左)代表陳
秉志先生接受淄博市張店區
灃水鎮第一小學『正心希望
小學』名譽校長聘書。

訪問團成員與淄博市張店區領導為淄博市張店區灃水鎮第三小學『正心希望小學』新校牌揭牌。

訪問團成員參觀淄博市張店區灃水鎮
第一小學『正心希望小學』教學設備
和學校運作情況。

訪問團成員參觀本會副主席施教斌、施教益(右四)兄弟在淄博市淄川投資的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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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成員為新泰市果都鎮『正熹希望小學』師生在新建的教學樓前合影。

新泰市果都鎮中心小學『正熹希望小學』落成揭牌
儀式上，當地著名指畫家現場作畫(左)送陳秉志伉
儷以表達感激之情，余毅(右)、施能智代表接受。

訪問團成員為新泰市果都鎮『正熹希望小學』揭牌

上圖：新泰市市長趙書剛(中)歡迎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訪問團一
行，感謝基金會和陳秉志伉儷對新
泰市教育事業的支持。

下圖：新泰市青雲街道瑞山聯
小學『正心希望小學』落成揭
牌儀式上，新泰市領導向捐方
陳秉志伉儷致送墨寶。

下圖：捐方代表施能
智與新泰市青雲街道
瑞山聯小學『正心希
望小學』學生合影。

訪問團成員與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捐建的新泰市青雲街道瑞山聯小學『正心希望小學』師生在新教學樓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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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志媚基金陳
秉志伉儷向河南省魯山縣捐款110萬港
幣支持當地的教育事業，出席捐款儀
式有: 余毅(中)、謝松光(右二)、謝紹勇
(右一)、謝燕川(左一)。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訪問
團團長余毅(左)和捐方代表謝松光在
河南省魯山縣張良第三小學『正熹希
望小學』校牌前合影。

訪問團成員為魯山縣第一高中『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正心
學術報告廳』落成揭牌。

訪問團成員與魯山縣第一高中師生合影。

訪問團成員與魯山縣張良第三小學『正熹希望小學』師生合影。

←志媚基金陳秉志伉
儷捐建的河南省魯山
縣董周第二小學、董周
第三小學、觀音寺第五
小學、張店李村小學、
張良第三小學、熊背
第六小學6所『正心希
望小學』聯合落成剪
綵，6所『正心希望小
學』校長接受基金會
致送會旗。 捐方代表謝松光與河南省魯山縣董周第

三小學『正心希望小學』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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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正心希望小學』
捐方代表 謝松光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發展的根本。我始終認為，支持教育，是一個有良心的企

業家應該去做的事情。亞美集團一直十分重視孩子的教育工作，自陳秉志伉儷成立志媚基金以

來，已通過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先後捐資6000餘萬港幣，在全國範圍內捐建了學校130多

間。2010年集團投資收購了魯山興盛礦業有限公司，通過我們的爭取和努力，也把志媚基金教育

捐贈款項引入到魯山。2013年至今，五年來，作為志媚基金的捐方代表，興盛礦業先後向魯山縣

捐款470余萬港幣，用於魯山縣8所貧困學校的校舍建設和設備購置。今後，我們還將設立助學基

金，專門資助魯山品學兼優的貧困學生，幫助他們順利完成學業。

國家的發展離不開人才的儲備，魯山是個底蘊深厚、出名人的地方。古有墨子、魯班、南宋

抗金將領牛皋，近有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軍軍長任應歧。說不定在座的同學中間，就有中國未來的

大文豪、大思想家、大科學家、大軍事家、大教育家！所以我們要從小樹立遠大的志向，要相信

自己的能力，規劃好自己的未來。做對社會、對國家有益的人。

“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努力讓十三億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很

高興興盛礦業今天代表志媚基金所做的正是辦好學校，惠及學生的事情。希望有更多愛心人士加

入到捐資助學的行動中來，讓更多的孩子可以在窗明几淨的教室裡讀書，讓“鑿壁偷光”的故事

只是書中的故事，讓更多品學兼優的學生可以在金秋收穫的季節裡“圓夢”！讓我們共同努力。

河南省魯山縣6所『正心希望小學』聯合剪綵致詞
副縣長史曉天

愛國僑胞陳秉志先生，通過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先後捐資350萬港幣，在我縣董周、

張良、張店、觀音寺、熊背的鄉鎮捐建了6所『正心希望小學』，昨天再次為魯山縣教育捐資110

萬元港幣，捐建魯山一高『正心學術報告廳』和張良鎮芹菜溝小學。這些善行義舉，充分體現了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善行天下，教育為先組織理念和陳秉志先生熱心慈善、回饋社會的愛國

情懷。

河南省魯山縣董周第三小學-『正心希望小學』
校長馮書銳

　　陳秉志先生將自己捐建的學校冠名“正心”二字，出自『禮記˙大學』，“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謂使人心歸向於正。足見陳秉志先生公正無私之心。

他深知：“知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學本者在學校”，

故慷慨解囊，捐資數百萬元在我縣興建希望小學，這是陳秉志先生厚德積善儒

家修養的具體體現。我們學校首選“正心”二字作為校訓，一是充分表達對

陳秉志先生敬重之情，二是銘記他熱心公益、情系教育、捐資助學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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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新泰市果都鎮『正熹希望小學』的落成致詞
果都鎮鎮長徐繼剛

　　果都鎮『正熹希望小學』要秉成“夯實基礎、強化德育、精緻管理、促進和諧”的辦學

理念，狠抓學校管理，大力提升教育教學質量。努力創建綠色校園，展現文化底蘊營造藝術環

境，培育學生創新意識，實踐能力；不斷豐富校園的環境文化，使校園環境達到潛移默化的育人

作用，形成自己的辦學特色。辦好讓領導放心、家長滿意的教育。

山東省『正心希望小學』

捐方代表 施能智

作為陳秉志先生捐助的見證者，盡自己一份綿薄之力，幫助貧困家庭學生完成學業，幫助他

們早日成為國家棟樑，奉獻自己的一片愛心，我從中亦體會到一種光榮而神聖的使命感。亞美集

團作為一家多元化港資企業，在致力於集團發展的同時，始終秉成「忠信厚實、共創輝煌、努力

耕耘、回饋社會」的理念，近十年來在國內捐建130餘所『正心希望小學』，金額達6千萬港幣。

經濟的競爭，歸根到底是科技的競爭，科技的競爭歸根到底是知識和人才的競爭，亞美集團

更加注重人才的培養，也持續積極的關心著我們下一代的教育事業，在創造企業價值的同時積極

開展各項社會公益活動我們責無旁貸。

山東省新泰市青雲街道『正心希望小學』的落成致詞
黨工委書記呂熙偉

『正心希望小學』要加倍珍惜這來之不意的教學環境，深懷一顆

感恩的心，全力以赴抓教學、抓管理，愛崗敬業，教書育人，不斷提

高辦學水平；希望每位同學更加珍惜這寶貴的學習機會，樹立遠大目

標，勤學善思，茁壯成長，爭做社會棟樑之材，早日為祖國和家鄉建

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山東省新泰市果都鎮『正心希望小學』
學生代表陳衍朝

做人要知恩圖報，您的一顆顆愛心，一份份真情與無私捐助，我

們將永遠銘記在心。您的愛心猶如雪中送炭，讓我國感到了溫暖。我

們會努力學習，成為國家棟樑之材。我們將以優異成績回報您，不會

辜負您對我們的幫助與期望。

淄博市張店區傅家鎮傅家實
驗小學『正心希望小學』學
生宣讀少先隊員獻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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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成員與余毅、周巧云伉儷捐建的下河鄉車圩小學『周巧云希望小學』師生在新校落成典禮上合影。

基金會主席余毅在其與太太周巧云共同捐建的雲

霄縣下河鄉車圩小學捐建『周巧云希望小學』致詞中

指出：悠悠天宇曠，濃濃故鄉情。月是故鄉明，人是

故鄉親，水是故鄉甜，花是故鄉美，漳州是我的故

鄉，我生於斯，長於斯，今天能率領香港福建希望工

程基金會同仁來到漳州為我和太太周巧云捐建的雲霄

縣下河鄉車圩村『周巧云希望小學』落成剪綵，我感

到很欣慰。作為捐款人能為故鄉的教育事業盡一份綿

力我感到很榮幸，希望『周巧云希望小學』校長將學

校辦好；每一位老師用心教學將每一位學生教好；每

一位學生將自己的學習學好，將來成為對社會有用之

人，報效國家，回報父母。同時，我要感謝漳州市領

導對本基金會的大力支持，早在1995年本會創會之初

在詔安援建了第一所希望小學後，至今我們在漳州市

已援建希望學校21所，捐校款達港幣630.79萬元，捐

助教育基金、教學設備達港幣231.23萬元，共達港幣

862.02萬元。

基金會已創會23年了，籌得善款港幣3.48億元，

在國內23個省份援建了600多所『希望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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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資助了萬餘大中小學生完成學業，獎勵寧夏南部

山區、青海牧區最美鄉村教師548名；獎勵香港品學

兼優的中學生320名，12月份我們還將獎勵香港品學

兼優的中學生200名；協辦「2017年閩港澳中小學生

11月17至20日，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組團訪問了福建省漳州市。此次訪問一

行共15人，以基金會主席余毅為團長，副主席謝燕川、施教斌、徐志誠為副團長。期

間，共訪問了漳州市、雲霄縣、漳浦縣、捐建2所『希望小學』落成剪綵、揭碑，出席

第九屆海峽兩岸現代農業博覽會、第十九屆海峽兩岸花卉博覽會，以及龍海市人民政

府在廈門市國際會議中心酒店(國宴廳)舉行『遇見龍海˙廈漳同城』招商推介會。漳州

市委統戰部張少偉調研員陪同訪問團一行走訪各地，並得到各地各級領導和當地群眾

的熱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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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余毅主席率團訪問漳州



訪問團成員出席龍海市人民政府在廈門
市國際會議中心酒店(國宴廳)舉行『遇
見龍海˙廈漳同城』招商推介會。

訪問團成員出席第九屆海峽兩岸現代農業
博覽會、第十九屆海峽兩岸花卉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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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營活動」，12月份「2017香港教師福建訪問团活

動」。我們已將希望學校建到了台灣，目前已成為為

數不多的跨越兩岸三地的大中華慈善基金。

捐款人林海旭在其捐建的漳浦湖西鄉頂曇村『林海

旭希望小學』落成剪綵致詞中指出：國家大計，教育

為本。作為該校的捐款人，我們的企業又在漳州市發

展房地產，能為漳州教育事業盡一份綿薄之力，能有

這樣的機會我感到很高興，看到這些天真爛漫的孩子

們，讓我非常感動，更加激勵我今後努力多做慈善公

益事業，我將再捐出人民幣伍萬元給新落成的學校添

置教學設備。

右起：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副主席：林清木(右二)、徐志誠(右四)、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訪問團團長余毅(右
六)、副主席：謝燕川(右八)、香港漳州同鄉總會理事長鄭亞玲(右十)以及當地領導為『周巧云希望小學』落成剪綵。

此次訪問團成員有：團長余毅、副團長謝燕川、施

教斌、徐志誠，團員：林清木、林海旭、劉勝賀、劉

燕、林厚恩、黄琛、徐許秀燕、陳玲，還有香港漳州

同鄉總會理事長鄭亞玲、副會長林津玲、秘書長沈文

川，漳州福清商會一行同仁出席了雲霄縣下河鄉車圩

小學『周巧云希望小學』、漳浦湖西鄉頂曇村『林海

旭希望小學』落成剪綵。



訪問團成員與林海旭捐建的漳浦湖西鄉頂曇村『林海旭希望小學』師生在新校落成典禮上合影。

基金會副主席林海旭(右)接受『林海旭希望小學』名譽校長聘書

訪問團成員(右起)：劉燕、劉勝賀、徐志誠、雲霄縣統戰部長張
炯輝、余毅、謝燕川、鄭亞玲、林清木、漳州市委統戰部調研員
張少偉為『周巧云希望小學』揭牌。

訪問團成員(右起)：劉燕、劉勝賀、施教斌、謝燕川、余
毅、林海旭、徐志誠、徐許秀燕在『林海旭希望小學』孔
子雕像前合影

基金會主席、訪問團團長余毅(右)、副主席林海旭(左)向漳浦
湖西鄉頂曇村『林海旭希望小學』校長致送基金會會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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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3-16日，香港教師福建考察交流團

一行26人日前在福州、廈門進行為期4天的參訪活動。

到訪首日，團員參加了簡短而熱烈的歡迎儀式，福建

省教育廳副廳長李迅代表省教育廳對交流團到訪表示

熱烈歡迎，祝願香港和福建兩地教育之花絢麗開放。

交流團由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余毅、候任

主席謝燕川、籌委主席施教斌為顧問，大埔區中學校

長會顧問、校長郭永強為團長，成員來自香港11間中

學的22名老師。

郭永強表示，福建省教育廳全程安排讓團員們有賓

至如歸的感覺，福建省人傑地靈、人才輩出，是次到

福建尋找升學機會，希望能將福州的福氣多帶一點回

香港。他又說，近年香港與內地的教育發展形成了良

性互動模式，希望以後閩港兩地師生能進一步加強交

流合作的機會。

余毅表示，基金會將一如既往多關注兩地教育交

流，為香港中小學老師提供一定幫助，多鼓勵香港學

生深入了解真實多樣的內地，開拓視野，加強香港學

生對國家歷史文化的關注與認同。

兩地教師交流考試制度
多所福州高校學生工作處的相關工作人員向團員就

高校概況、面向香港招生政策進行介紹。

港師赴閩交流 考察對港招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團員還參觀了福州一中、福州大學、福建師範大

學校園。兩地教師亦對雙方學生在學習方法、學習興

趣、考試制度等方面的異同進行細緻交流和探討。

在福州大學和福建師範大學大學城校區，交流團

成員和在閩港生代表進行座談交流，了解當年選擇內

地高校的原因、具體的升學途徑、所讀專業的學習情

況、如何適應內地教學及生活等，在校港生一一回答

嘉賓的提問，並分享在校學習和生活體驗。

香港王肇枝中學教師代表許美儀是首次到福建，對

福建學校優美的校園環境和先進的教學實驗設備讚不絕

口。她說，希望通過交流考察更了解福建高校的招生政

策，增進認識，以更好向香港學生介紹福建高校。 

香港教師福建考察交流團成員在福州大學合影。

香港教師福建考察交流團成員參觀福州大學機械創新文化
館時，對館內的機器人產生濃厚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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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4日，省教育廳舉辦座談會，歡迎來

自11所香港中學的22名教師訪閩。此次香港教師代表

團由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組織。

省教育廳黨組成員、副廳長李迅表示，福建歷來

重視與香港的教育交流與合作。自去年3月閩港兩地共

同簽署《閩港姐妹校“七校聯盟”框架協議》以來，

閩港兩地尤其是中小學教育交流活動更趨頻繁。近年

來，為進一步推動閩港兩地教育交流合作，我省以締

結“姊妹校”為依托，建立了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平

台，共同推動閩港教育交流合作。

會上，部分在榕高校介紹了招生政策及港籍學生在

校的學習生活情況。根據安排，此次香港教師代表團

將參觀走訪福州一中、集美中學、福州

大學、福建師範大學、廈門大學。

香港教師代表團參訪一中
據了解，閩港教育交流活動已成常

態。我省每年邀請香港學校師生來閩參

加各類夏令營、研習營等大型主題活

動。今年，閩港中小學“姊妹校”又新

增8對，目前共對結34對，有65所閩港

中小學參與。閩港兩地“姊妹校”在基

礎教育辦學理念、育人模式、教學方法

等方面互相學習和借鑒，以師生互訪、

教研合作、文化交流、體育競賽等活動

香港教師代表團訪閩 閩港教育交流成常態
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福建省教育廳新聞中心 作者：歐婕 劉廣鋒

為平台，廣泛開展教育交流與合作。

我省高校還加大對香港學生的招生、培養的力度。

據統計，2017年，福建高校的在校香港學生2172人

（博士16人、碩士48人、本科2106人、專科2人），

較2016年的1984人（博士21人、碩士41人、本科

1922人）增加了188人；近50%的學生共獲得中國政

府獎學金2600餘萬元。為促進香港學生的就業創業，

近年來，廈門大學、華僑大學、福州大學等高校每年都

聯繫香港各大企業、閩駐港國有企業、內地知名企業參

加學校組織的招聘港籍大學生的專場招聘推介會。本月

初舉辦的福建省港澳大學生畢業專場招聘會，邀請了

38家港澳資企業參加，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香港教師訪問團領導與福建省教育廳林海峰處長交換紀念品

福建省教育廳領導向香港教師訪問團成員介紹福建省大學招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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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下午，為進一步加強和推動閩港教育交

流合作，增進香港中學校長、教師對我省高等教育的了

解，在福建省教育廳牽頭下，由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

會主席及香港11所中學校長、教師組成的香港中學校

長、教師訪閩代表團對福州大學進行了友好訪問。

校港澳台辦負責人對來訪代表團一行表示了熱烈

的歡迎，並就學校招收香港學生情況和對港招生政策

進行了簡要介紹，表示學校將進一步加強對港招生工

作。省教育廳相關負責人，香港中學校長代表團團長

郭永強（香港BBS MH JP大埔區中學校長會顧問、校

香港中學校長、教師訪閩代表團一行來訪福州大學
作者：對外合作與交流處 供稿

長）分別發表講話，表達了深化閩港教育交流合作的

期盼。最後，代表團與我校香港學生就學習生活情況

進行了親切的交流。

訪問期間，代表團一行還參觀了學校旗山校區校園

及機械學院設計成果展示廳，對學校的辦學特色有了

進一步的了解。

香港教師訪問團成員與福州大學教師和香港學生座談

香港教師訪問團成員遊覽廈門鼓浪嶼 廈門集美中學初中部教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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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師訪閩團花絮

廈門集美中學初中部教學樓

香港教師訪問團成員訪問福州一中

香港教師訪問團成員與集美大學教師座談

▼福州大學教師
介紹該校人工智
能開發研究成果

▲香港教師訪問團成
員與福建師範大學教
師和香港學生座談

參觀集美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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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美華僑補校大門口留影

香港教師訪問團成員與
集美大學師生合影留念

訪問華僑大學華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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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完成訪閩團活動，在香港機場合影留念。

與集美大學學生表演隊學生合影留念

訪問廈門大學，在陳嘉庚紀念銅像前合影。

在鼓浪嶼內厝
澳碼頭合影

參觀集美大學學生表演隊學生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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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小楊自順教學樓落成剪綵

雙龍國小學生、家長、老師與領導嘉賓合影留念

嘉賓們在校園內種下象徵活力與熱情的香港港花「紫荊花」

新年伊始，萬象更新。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於2018年1月5-7日組團訪問了台灣，此次訪問一行共

9人，以基金會主席余毅為團長，榮譽主席楊自然為顧

問，副主席楊自順為副團長。期間，共訪問了台灣南投

縣，為本會副主席楊自順捐款台幣500萬元，援建的台

灣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小，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楊

自順教學樓落成剪綵，該校以原住民布農族學生為主，

此校是基金會在南投縣援建的第二所學校，南投縣縣長

林明溱、陳正昇副縣長在南投縣會見了訪問團一行。縣

長林明溱表示，非常感謝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訪問

南投縣，感謝副主席楊自順對信義鄉雙龍國小行政大樓

捐建善款台幣500萬元，感謝榮譽主席楊自然多次親臨

學校了解建設情況以及對偏遠教育工作的用心，感謝基

金會對學校支持，對南投縣教育的支持。

因地震受損的信

義鄉雙龍國小行政大

樓，在南投縣府、教

育部及香港福建希望

工程基金會協助下重

建，6日舉行落成典

禮，副縣長陳正昇、

基金會主席余毅、榮

譽主席楊自然、副主

席楊自順、執行董事

邱耀東、信義鄉長史強、縣議員史清水皆出席剪綵，

一同歡慶大樓的落成。雙龍國小行政大樓於2013年6月

地震嚴重受損，縣府向教育部爭取台幣3,336萬元經費

以及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楊自順捐款台幣500萬元

重建，新校舍規劃設計為3層樓，共有8間設施及1間廚

房，包括普通教室、辦公室、專科教室、健康中心等。

活動首先由部落教會牧師祈福祝禱，長老也率領勇

士表演布農族舞蹈與八部合音，接著雙龍國小合唱團也

帶來布農族語古調歌謠，讓貴賓感受原住民的熱情，各

年級小朋友每班都派出代表述說對基金會與縣府的感謝

之意，更親手繪製感恩卡片贈予楊副主席，並用9種語

言大聲說「謝謝」，場面溫馨感人。活動最後大家也種

下象徵活力與熱情的香港港花「紫荊花」，種下樹苗也

等於種下希望，期盼開花後能更展現校園美感。

贊助人楊自順副主席接受雙龍國
小二甲學生親手自做的感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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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昇副縣長表示，每次到原鄉部落，見到原住民

活潑開朗的個性都讓他十分感動，雙龍國小行政大樓

重建工程因地處偏遠，工程所需成本及利潤讓許多廠

商卻步導致多次流標，楊副主席得知，主動捐助500萬

元，讓工程得以在2016年6月順利動工，今年3月以前

將有完整的校舍供學生上課，大家都相當開心，過去

基金會也曾協助信義鄉龍華國小重建，感謝楊副主席

事業有成之餘仍積極用心在社會公益。

楊自然榮譽主席指出，行善是基金會的宗旨，行善

在兩岸三地間是他們的目標，讓孩子有學習的機會是

人間最美的善事，期勉學童與時代發展及潮流同步，

努力學好知識，未來就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部落教會牧師祈福祝禱學校越辦越好

雙龍國小合唱團學生們也帶來布農族語古調歌謠表達對
基金會感謝之情。

為雙龍國小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楊自順教學樓落成剪綵

贊助人楊自順副主席在剪綵儀式上鼓勵學生：希望

你們能在一個好的學習環境裡好好讀書，增長知識，

長大後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回饋社會。感謝伍福

義校長和各位老師對學校做出的努力。

史鄉長說，學生過去只能在簡陋的組合屋學習，感

謝基金會提供協助，建設完善的環境，讓孩子能無憂

無慮的快樂學習。 

學生們表示，新大樓提供寬敞舒適的教室、良好的學

習環境，也給了他們無限的希望，讓他們能安心成長，這

是人生最大的禮物，他們會用這份愛心努力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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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  善跡台灣
榮譽主席 楊自然

把愛獻給教育、獻給下一代的人 
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台灣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小三年甲班

感恩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楊自順副主席，

有了您的慷慨的捐款和無盡的關愛，

使我們有更好的讀書環境，

我們熱愛自己的學校，

熱愛自己的學習和生活，

而實現未來希望。

感謝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楊自順副主席捐贈我們學校建校舍

台灣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小六年甲班

感謝您們為了我們偏遠

的學生，給我們好的讀書

品質，捐贈學校建教室，

讓我們好好的求學，在好

的環境裡，安心的成長。

我們學校經過了地震的

摧毀，教室不堪使用。謝

謝您們願意在那麼遠的地

方，還關心我們原住民的

小朋友，給我們建築設備那麼好的教室，讓我們在寬敞

舒適的環境裡讀書，感謝有您們的無私奉獻。

感謝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如果沒有您們的大

愛，我想未來我們還是在危險的教室內讀書，也因為您

們的捐助讓我們可以安心的讀書，我們會用這份愛來更

加努力讀書，讓這份精神延續下去，謝謝您們讓我們收

到這人生中最大的禮物，再次感謝您們！

尊 敬 的 各 位 長 官 、 老

師，可愛的同學們：

大家好！很高興這次

我們香港福建希望工程

基金會訪問南投，看到

援建的楊自順教學樓的建成，同學們、孩子們有一個

比較不錯的讀書條件，我們心裡很踏實、很安慰。

“善”是我們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的會標，行善

是我們基金會的宗旨。我們基金會同仁一直認為，助

學給孩子們以學習的希望，是人間最美、最大的善

事。作為炎黃子孫，行善在兩岸三地間，讓我們感到

充實。我們感謝各位的支持和配合，讓我們行善的足

跡能夠延伸到南投這個美麗地方。

我們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的同仁們，大部

分是香港的閩籍鄉賢組成，而被稱為閩的福建，就

在台灣海峽的對岸。我們兩岸三地間，有血濃於水

的親情和共同的歷史文化，“語同源、祖同宗、文

同根”，兩岸三地和平穩定發展是我們的心願。我

們主張和平交流與合作，和則兩利。兩岸交流超過

30年，成果來之不易，包括大陸的福建、我們所在

的香港和台灣之間的交流。這次教學樓的建成，正

是這种交流帶來的成果。我們基金會希望可以成為

兩岸三地交流的紐帶、溝通的窗口、合作的橋樑。

兩岸一家親，共圓中華夢。說到這裡，我要

說，兩岸三地互惠共贏，永遠是兩岸關係的主旋

律；振興中華、光宗耀祖，永遠是兩岸關係的主要

願景。兩岸一家親，在座的台灣年輕人應多瞭解大

陸，多瞭解香港，瞭解寶島台灣之外的這兩個地方

的發展現況和發展的趨勢，包括基建、科技的迅速

發展和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人民幣國際化等

發展倡議和戰略。這些既是香港年輕人的機遇，也

是台灣年輕人的機遇。中國大陸剛剛宣佈，給香港

市民到內地發展新增三項待遇，包括在內地工作可

以享受住房公積金，可以享受更優惠的高校獎學

金，可以申請大陸科研基金等。香港青年應該放眼

神州發展，台灣青年也應緊跟時代發展，與潮流同

步。同學們，孩子們，你們年紀還輕，則要好好學

習，學好知識，未來一定是你們的。

再次感謝各位支持！祝各位新年快樂！同學們

學業進步！

三甲同學感恩贊美詩

雙龍國小六甲學生表示新校
落成這是人生最大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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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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毅表示，青年興

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

家強，在座的學生都是

國家未來的棟樑，社會

的有用之才。他指，隨

着世界經濟一體化，社會發展面臨着互聯互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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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寄語學生

們，要繼續努力學習，不斷進取，擔起重任，為社會

發展做出貢獻。

余毅：青年強則國強基金會善款惠兩岸三地
他續指，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已創會23年，

籌得善款3.48億元，在內地23個省份援建600多所

「希望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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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資助了內地萬餘名大中小學

生完成學業，獎勵了寧夏南部山區、青海牧區最美鄉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籌百萬港元獎勵 200 學生

村教師548名，香港品學兼優的中學生320名，協辦了

「2017年閩港澳中小學生夏令營活動」，「2017香港

教師福建訪問團活動」，已成為數不多的跨越兩岸三

地的大中華慈善基金。

蔡若蓮讚基金會廣施善舉 冀學生薪火相傳
蔡若蓮表示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自成立以來，一直

致力於教育事業的建設，為有需要的地方、有需要的

人伸出援手，捐資助教，幫助貧困地區的孩子接受教

育，關注青少年的教育問題。她還指，每屆政府都很

重視教育，希望與社會各界攜手努力，共同培養有質

素的年輕一代，並寄語年輕人能夠薪火相傳，對社會

有承擔，有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國際視野，不斷充

實自己，回饋社會，貢獻國家。

楊自然籲青年愛國愛家愛自己
楊自然首先恭喜獲獎學金的同學們，肯定了他們在

「楊自然 楊自順 吳天墅 劉輝峰 余毅」獎學金惠大埔北區40中學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12月9日，假新界迦密聖道中學禮堂舉行2017年中學生

獎學金頒發典禮。此次獎學金由基金會主席余毅，榮譽主席楊自然，副主席楊自順、

吳天墅，廣州愛心人士劉輝峰捐助，共100萬港幣，向大埔區、北區共40所中學200

名品學兼優、自強不息的中學生頒發。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副部長劉建豐，教育局副局

長蔡若蓮，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劉國勳擔任主禮嘉賓，與兩區中學校長、家長、獲獎

學生近500人出席。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副局
長蔡若蓮致辭

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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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福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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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上的努力，並用「愛國、愛家、愛自己」七個字

啟發學生們要遵循愛國的基本準則，有國才有家，只

有國家強大了，才能構建更加和諧、安定的小家。他

表示，是次獎學金的發放旨在鼓勵同學們積極向上，

不斷進取，為社會傳播更多的正能量。

此次出席頒獎典禮的有：主席余毅，候任主席謝燕

川，籌委主席施教斌，榮譽主席林志勝、楊自然；

副主席徐志誠、吳天墅、楊自順；執行董事／義務

律師王東昇；執行董事李孝友、余敏、柯維山、孫

建華、陳榮旋、黃偉鴻、劉勝賀；善長楊陳智齊，

大會義務司儀：許倩藍、吳志威；義工黃曼霞、楊

展帆、梁豔貞、陳玲。

基金會董事會成員、大埔區獲獎學生與主禮嘉賓合影。

基金會董事會成員、北區獲獎學生與主禮嘉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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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獎學金頒獎典禮致歡迎詞 - 余毅主席
尊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蔡若蓮副局長、

中聯辦教科部劉建豐副部長、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陳克勤議員、劉國勳議員、

各位來賓、基金會同仁、

校長、老師、家長、同學們：

大家下午好！

本人非常榮幸地代表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在這裡熱烈歡迎出席今天的獎學金

頒獎典禮所有人士，首先要感謝以下這幾位善長仁翁：楊自然、楊自順、吳天墅、劉

輝峰、余毅是你們的慷慨捐助，讓這次頒獎活動得以順利舉行，讓在座的大埔區、北區的40所中學，200名家庭

困難、品學兼優、自強不息、努力奮進的中學生得到獎學金；其次是感謝在百忙之中抽時間出席的主禮嘉賓蔡若

蓮副局長、劉建豐副部長、陳克勤議員、劉國勳議員。

梁啟超大師在《少年中國說》中指出：“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

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今天的中

國已實現梁啟超大師在一百年前所說的，所期待的那樣。在座的所有學生，都是國家未來的棟樑，社會的有用之

才。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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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富有朝氣、富有夢想，希望寄託在你們

身上，你們要繼續努力學習，不斷進取，放飛夢想，不辜負我們對你們期望。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已創會23年，籌得善款港幣3.48億元，在國內23個省份援建了600多所『希望小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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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資助了萬餘大中小學生完成學業，獎勵寧夏

南部山區、青海牧區最美鄉村教師548名；獎勵香港品學兼優的中學生320名，協辦「2017年閩港澳中小學生夏

令營活動」，12月份「2017香港教師福建訪問团活動」。我們已將希望學校建到了台灣，已成為數不多的跨越兩

岸三地的大中華慈善基金。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最後，祝大家工作順利，萬事如意；祝同學們健康成長，學業有成。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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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 愛家 才愛自己 - 楊自然
蔡副局長、劉副部長、立法會議員陳先生及劉先生：

各位校長、老師們、各位家長以及可愛的同學們：

大家好！ 

首先，在此恭賀獲得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2017年度獎學金的同學！

亦感謝大會的評審，多謝他們艱辛地篩選出品學兼優的同學。你們得獎是認

同及值得嘉許的，並且，基金會是幫助正能量的同學，大家要努力加油！

基金會獎勵同學們樹立好的志向、好的情懷，有好的作為。成為國家的希

望、香港的棟樑、家庭的驕傲。而我們中國人傳承家國情懷幾千年，家庭是

本，國家是根，沒有家國情懷，再成功也是無根的遊子，難以立足於世。

愛國歷來是國民所推崇的最高精神。但絕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應立足於我們身邊的具體行

動，對我們每位學生來說，就是從點滴事情做起，從日常行為規範做起，把愛國化為具體的行

動。愛國，首先要從愛家、愛自己的父母、愛學校、愛周圍的環境做起，用積極的心態去參加各

種健康有益的社團活動。而不是偏信一些媒體風氣造成激進的衝動思想，不僅會讓自己父母不放

心、不省心，也會害父母、害家庭。因此愛不僅僅是一種高尚的思想情感，愛是需要行動的。把

這種上進心落實到具體的行為之一，因此青年學生一定要有規範意識、集體意識、時代意識，只

有當你把個人的命運與國家、家庭緊密相連，把個人追求與社會正確導向融為一體時，才能實現

自身價值，那才能做一個有愛的人，做一個求上進的青年人。

這裡我多與大家分享兩句：我們對國家要有感情，所謂國家國家，無國何來有家。點解伊拉

克、科威特、敍利亞周時面對戰爭，皆因受到強國的壓迫。因為弱小被欺凌，國家破碎不堪；反

觀11月份的巴厘島火山噴發導致中國遊客滯留當地，政府直接包機接回本國公民。國家有沒有能

力派遣包機，救助自己的國民，是一種國力的體現，也反映出該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因此無論

身在何處，我們都要多了解中國文化，愛國才愛家。

年青人，身為中國人，要懂得尊重國家、國歌、國旗，切勿踐踏輕薄，有辱國家的尊嚴。我

們兩岸三地要團結、互相信任、公平對待，無論任何地方身為中國人也感到驕傲。

同樣，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無論對國家政府有甚麼觀感，也不能改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

這個事實！香港過去數十年一直以中外轉口站優勢成為國際經貿中心，也有賴國內物資的供應才

能維持日常生活運作。因此我們也不應對國家政府採取對立的態度，而是珍惜現有的條件，以和

衷共嬴的意向，作一些有利國家進步轉變的實事，盡作為國家一份子的本份！我們現時繁榮穩定

是得來不易，要好好珍惜。

最後，我祝福在座的同學們在未來的日子裡可以持續的努力，踐行愛國愛家愛自己的傳統美

德，在克服不足、戰勝錯誤的過程中成長起來，成為一名真正對社會有貢獻的年輕人。同時，也

感謝迦密聖道中學的校長連續兩年為基金會提供頒獎場地，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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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女士、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

辦公室教育科技部劉建豐副部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陳克勤議員、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立法會劉國勳議員、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余毅主席、各位基金會成

員、各位嘉賓、各位校長、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首先，我要向各位捐款人，包括楊自然先生、楊自順先生、吳天墅先生、劉輝峰

先生、余毅先生，與及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各位熱心人士，表達衷心的感謝。

今次已是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第二年對大埔及北區40所中學，200名學生頒

發獎學金，以鼓勵家庭經濟較困難、品學兼優、努力求學的學生。各位捐款人的熱心

和慷慨，為獲獎學生和他們的家庭帶來實質的支援，並為獲獎學生帶來鼓勵，肯定他

們在學習路途上努力不懈、自強不息的精神。

按港府公布本港去年(2016)貧窮情况，北區去年取代深水埗，位列貧窮率最高的一區。大埔亦位列「貧窮

加速區」，由前年的第15位躍升至第6位。以北區為例，我們的學生普遍來自基層家庭，經濟條件並不富裕。

但很多學生仍然很努力學習，無論在學業成績，以及課外活動的表現也很出色。

家庭經濟環境欠佳，確實影響學生的學習機會。猶幸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與及其他熱心人士，都樂意

幫助我們的學生，給予他們支持和鼓勵。對於社會上各位熱心人士的心意，我們的學生是感受到的。我相信

獲獎同學今天獲得的鼓勵，會成為他們繼續努力學習的動力。我鼓勵同學們日後學有所成，也要回饋社會，

貢獻自己一份力量，幫助有需要的人。並且以自己自強不息、奮發向上的經歷鼓勵身邊的人。

最後，我再次多謝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各位捐款人。祝大家身心康泰、家庭幸福。

北區中學校長會主席梁學圃校長感言

吳少祺校長講稿
首先，我必須代表大埔區中學校長會和區內20所中學向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致以衷心謝意。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一向熱心公益，推動教育發展。幾位善長慨捐巨款，出

錢出力，設立『楊自然、楊自順、吳天墅、劉輝峰、余毅』獎學金，頒發給北區和大

埔區40所中學，合共200名品學兼優和自強不息的學生，每名獲獎學生可獲港幣5000

元。同學們，請以熱烈的掌聲向他們致謝。

除了設立獎學金鼓勵學生外，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更於今年12月13至16日組

織北區和大埔區的中學校長和教師免費參加福建省教育廳舉辦的『2017香港教師福建

訪問团活動』，加強閩港兩地的校際交流，進一步推動和促進香港學生到福建升學深

造，探討兩地的學位認證等相關問題。我必須再次代表大埔區中學校長會向基金會致以萬二分感謝。

各位獲獎的同學，你們獲校長和老師們的推薦，必定是在不同方面的表現出色。除了獲校長和老師們肯定

外，各位在台上的主禮嘉賓在百忙中也抽空出席，親臨會場，以行動來支持和鼓勵大家，你們千萬不要辜負一

眾善長、嘉賓和師長的期望，存感恩的心善用這筆獎學金，在學習和參與課外活動上，都要全力以赴，不輕易

放棄，將來學有所成，要努力服務社群，回饋社會。

最後，再次多謝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一衆善長、各位嘉賓。祝在座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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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頒獎典禮~



北區學生代表潘嘉儀致詞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女士、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

辦公室教育科技部劉建豐副部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陳克勤議員、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立法會劉國勳議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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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是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學生代表，中五級潘嘉儀，我很榮幸能在這裡代表我

校同學向各位表達感謝和訴說得獎感受。

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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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學有所成，回饋社會。

其次，我要感謝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梁校長，班主任徐老師以及升學就業輔導組各位老師的推薦及協助，

讓我可以榮獲這個獎學金。

以下，我會分享一下自己的得獎感受。在現今的香港社會，貧富懸殊嚴重，很多人已經贏在起跑線上。但

對於出身於基層的我，不曾抱怨過自己的出身，縱使家庭經濟不富裕，生活上的困難並沒有使我的意志消沉，

我反而更加發奮、努力地學習，希望終有一天可以追逐到自己的夢想。我的夢想是從事與經濟相關的工作，希

望可以藉擁有專業的知識，研究社會貧富懸殊的問題，為扭轉社會不公的現況所貢獻。同時我亦感激媽媽在艱

苦環境下仍對我悉心栽培，因此我希望能夠達到她的期望，升讀大學，以報答養育之恩。今日有幸取得獎學

金，這不僅在經濟上給予我極大的幫忙，更是對我一直以來的努力給予肯定，加強我繼續奮鬥的決心。

最後，正所謂：「業精於勤，荒於嬉。」學業的精進出於勤奮，玩樂則令正業荒廢。往後，我會善用這筆

獎學金作為學習費用，比往日更加努力求學，並時刻警惕自己，不可疏懶怠惰，希望兩年後能夠順利入讀心儀

的大學及學科，達成夢想。

謝謝大家！

大埔區學生代表林彥均致詞
蔡副局長、各位嘉賓、各位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大家好！我是靈糧堂劉梅軒中學中五級學生林彥均。今日，我很榮幸能代表大埔

區得獎同學上台致辭。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楊自然、楊自順、吳天墅、劉輝峰、余毅獎學金的成

立，目的是嘉許努力學習、逆境自強的同學；鼓勵他們在品德修養和學業成績方面繼

續努力，更上一層樓。

今日，台上一眾得獎的同學在芸芸參加者中得蒙大會挑選獲頒獎學金，此乃大會

對我們過往努力求學的認同。因此，此獎學金對我們來說有莫大的意義。首先，此獎

學金增添了我們的求學動力和信心，因為我們知道即使我們出身草根家庭，但只要默

默耕耘，努力上進，社會各界一定會肯定和認同我們。其次，獲頒獎學金燃亮了我們對前路的信心和希望，讓

我們繼續追尋夢想，發掘不同的興趣，豐富我們的生活。再者，獲頒獎學金能減輕我們家庭的負擔，正是一人

獲獎，一家得益。

此刻，基金愛心的種子撒在我們的心裡，我們定必將其發芽生長，它日枝葉繁茂，便是我們回饋社會之

時，使其他人受惠，謝謝大家；祝願大家身心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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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頒獎典禮~
通訊
2018 年
1 月 號



蔡若蓮（左六）、楊自然（右六）、楊陳智齊（中）頒發「楊
自然獎學金」予恩主教書院、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蔡若蓮（左六）、楊自然（右六）、楊陳智齊（中）頒發「楊
自然獎學金」予神召會康樂中學、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劉建豐（中）、楊自順（右六）、施教斌（左六）頒發「楊
自順獎學金」予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中學、港九街
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劉建豐（中）、楊自順（右六）、施教斌（左六）頒發「楊
自順獎學金」予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香港紅卍字會大
埔卍慈中學。

蔡若蓮（中）、楊自然（右六）、謝燕川（左六）頒發「楊
自然獎學金」予迦密聖道中學、迦密柏雨中學。

蔡若蓮（中）、楊自然（右六）、謝燕川（左六）頒發「楊
自然獎學金」予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中華聖潔
會靈風中學。

劉建豐（中）、楊自順（右六）、林志勝（左六）頒發「楊
自順獎學金」予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救恩
書院。

劉建豐（中）、楊自順（右六）、徐志誠（左六）頒發「楊
自順獎學金」予靈糧堂劉梅軒中學、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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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頒獎典禮~



劉建豐（中）、楊自順（右六）、陳榮旋（左六）頒發「楊
自順獎學金」予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王肇枝中學。

劉建豐（右六），楊自順（右五）、王東昇（左六）頒發「楊
自順獎學金」予羅定邦中學、大埔三育中學。

陳克勤（左五）、吳天墅（中）、梁學圃（左四）陪同頒發「吳
天墅獎學金」予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新界喇沙中學。

陳克勤（左六）、吳天墅（中）、大埔區校長會顧問郭永
強（右六）陪同頒發「吳天墅獎學金」予風采中學、粉嶺
救恩書院。

陳克勤（中）、吳天墅（右六）、余毅（左六）頒發「吳
天墅獎學金」予粉嶺官立中學、上水官立中學。

陳克勤（中）、吳天墅（右六）、李孝友（左六）頒發「吳
天墅獎學金」予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新
中學。

劉國勳（左六）、楊自然（中）、吳少祺（右六）頒發「劉
輝峰獎學金」予粉嶺禮賢會中學、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劉國勳（左六）、楊自然（中）、柯維山（右六）陪同頒發「劉
輝峰獎學金」予鳳溪第一中學、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
紀念英文中學。

32

~獎學金頒獎典禮~
通訊
2018 年
1 月 號



蔡若蓮（中）、余毅（右六）、謝燕川（左六）頒發「余
毅獎學金」予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保良局馬錦
明中學。

蔡若蓮（中）、余毅（右六）、孫建華（左六）頒發「余
毅獎學金」予聖公會陳融中學、聖芳濟各書院。

司儀：吳志威先生、許倩藍小姐

劉建豐（中）、余毅（右六）、黃偉鴻（左六）頒發「余
毅獎學金」予田家炳中學、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劉建豐（ 左七）、余毅（左六）、余敏（右七）、劉勝賀（右
六）頒發「余毅獎學金」予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基督教
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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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頒獎典禮~



楊自然 楊自順 吳天墅 劉輝峰 余毅獎學金獲獎人名單
大埔區中學獲獎學生名單(100名)

編號 學校 獲獎學生名單 人數

1 恩主教書院

2D 劉善萱
3D 陳曉鈴
4D 徐倩瑩
5D 區曉晴
6E 蔡麗婉

5

2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2C 戴依平 
3C 周心童 
4C 楊紫若 
5A 何芯妍
6A 伍凱圳 

5

3 神召會康樂中學

2C 楊恩俊 
3D 文柏鑫 
4D 李嘉慧 
5D 林思彤 
6C 李展柔 

5

4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2B 王斯卓
3B 黃慧洁 
4C 黃雅琪 
5B 廖敏莉 
6A 陳汪林 

5

5 迦密聖道中學

2C 李柔
3C 蕭翠兒 
4D 陳家琪 
5A 陳兆業 
6D 蘇卓怡 

5

6 迦密柏雨中學

2C 李嘉源 
3D 陳嘉欣 
4A 楊詠欣 
5D 周德浩 
6C 林瀚能 

5

7
中華基督教會
馮梁結紀念中學

2B 鄧雅慧 
3B 邱凱琦 
4B 曾煒烙 
5B 鄭俊翔 
6B 洪楚燁 

5

8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2B 樊豈湲
3A 杜嘉欣 
4A 羅潔儀 
5C 蔡國權 
6C 石樂兒 

5

9 孔教學院何郭佩珍中學

2A 林俊華
3A 文子軒
4A 姚淑怡
5A 梁澤峯
6A 許也泓

5

10
港九街坊婦女會
孫方中書院

2B 陳欣桐
3B 林朗霆
4B 張澤霖 
5B 何凊忻
6D 黎詠晴

5

編號 學校 獲獎學生名單 人數

11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2C 蘇錦文
3C 李洛賢
4C 陳曉彤
5C 戴澤聰
6C 彭國心

5

12
香港紅卍字會
大埔卍慈中學

2A 楊星兒
3B 謝仲華
4C 周穎榆
5B 朱淳良
6A 陳庄濤

5

13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
第二中學

2E 徐明莜
3E 黃鍶涵 
4S 徐善森 
5S 陳浩謙 
6E 袁詠珊 

5

14 救恩書院

2A 劉嬌龍 
3B 何湛晞 
4D 李仕鸞 
5A 林浩謙 
6A 余智滔 

5

15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2 乙 袁建業 
3 丙 張嘉城 
4A 李家鈺 
5B 林彥均  
6B 香焮寶  

5

16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2 丙 王出  
3C 曾楚婷 
4C 彭皓琳 
5B 羅琬茵 
6B 馮泳珊 

5

17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2A 劉芷菁
3D 方桂怡
4C 葉文英
5B 李穎彤
6A 葉迎之

5

18 王肇枝中學

2A 潘詠茹
3A 黃宏立
4E 蔣穎兒
5E 柯欣廷
6A 林泳莉

5

19 羅定邦中學

2M 謝朗
3M 陳葭祺
4M 黃曉珊
5M 林泳彤
6S 莫曉俊

5

20 大埔三育中學

2H 陳詩慧
3H 李少華
4T 梁紫芮
5 信 陳詩敏
6T 魏騰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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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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善鳴
3A 吳秉蔚 
4B 但雪洪 
5A 張強 
6A 梁蔓莉

5

2 上水官立中學

2A 林宝怡 
3A 陳思琦 
4A 張敏琪 
5A 高天悅 
6A 趙泳恩 

5

3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2A 梁家瑜
3C 林寶填
4D 韓開信
5B 朱海燕
6A 梁諾賢

5

4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2B 陳浩榕 
3A 陳杰克 
4E 張善汐 
5A 梁巧嵐 
6E 劉芯蘭 

5

5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1C 王凱琳
2D 溫頌嫻
3A 屈彥宏
4A 吳沛殷
5A 郭慈

5

6 新界喇沙中學

2L 葉軒軒 
3D 魏斯雅 
4L 許健文 
5S 劉淮鈴 
6S 黎柔柔 

5

7
風采中學
( 教育評議會主辦 )

2A 華永鑫
3B 陳友友
4C 陳志秋
5A 黃境檸
6A 陳子丰

5

8 粉嶺救恩書院

2LW 王曼霖
3LL 黃靖妍
4CT 曾翹玲
5CC 陳俊杰
6WW 徐林珍 

5

9 粉嶺禮賢會中學

2C 林可盈
3D 林穎詩
4C 李嘉儀
5C 羅文靜
6A 劉孜晉

5

10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2B 陳景明
3A 鄔沅芹
4A 梁柔燊
5A 劉佳佳
6A 黃錦鴻

5

編號 學校 獲獎學生名單 人數

11 鳳溪第一中學

2A 黃昕彤
3A 廖芷瑩
4A 吳子軒
5A 程宝欣
6A 施文悅

5

12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
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2D 黃晉誠
3D 陳嘉俊
4A 李青兒
5B 廖健凱
6A 謝啟煌

5

13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

2E 朱桂儀
3B 張嘉樂
4A 黃樂雯
5D 林諾暄
6B 郭馨蔚

5

14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2A 張倩盈
3A 劉詠琳
4A 陳卓恒
5E 李雪雯
6E 張楚靜

5

15 聖公會陳融中學

2C 楊碧瑤
3F 陳琬婷
4F 陳嘉慧
5F 周佩儀
6S 朱樂然

5

16 聖芳濟各書院

2B 吳嵐茵
3A 林卓羚
4A 陳心怡
5A 陳穎姿
6A 蕭瑋希

5

17 田家炳中學

2C 劉芷柔 
3C 黃靜桐 
4B 何天恩 
5B 丘嘉怡 
6C 冼匡盈 

5

18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2D 梁美儀  
3B 胡康妮  
4 丙 莊嘉盈 
5D 朱漢鍵  
6D 葉穎茵  

5

19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2D 傅嘉雯 
3C 黃子成 
4D 陸皓程 
5A 潘嘉儀 
6C 林杏燕 

5

20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心誠中學

2C 李思佳
3B 朱潔瑩
4A 劉力文
5A 周千煦
6E 羅錦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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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頒獎典禮~



2016-2017 年度 福建中學校內獎學金名單

徐偉福優秀學生獎學金得獎學生名單

洪明智優秀學生獎學金得獎學生名單

卓越學術獎：	 (初中)	 1E	 潘朗謙	 獎狀乙張及獎金$3000

	 	 2B	 鄭睿陶	 獎狀乙張及獎金$3000

	 (高中	)	 5D	 施曉穎	 獎狀乙張及獎金$5000

	 	 5D	 譚丞亨	 獎狀乙張及獎金$5000

卓越體藝獎：	 (初中	)	 3G	 陳依樺	 獎狀乙張及獎金$1500

卓越學術獎：	 (初中)	 2D	 蔡慧萍	 獎狀乙張及獎金$3000

	 	 2E	 羅苑文	 獎狀乙張及獎金$3000

	 (高中	)	 5D	 利彥妮	 獎狀乙張及獎金$5000

	 	 5D	 鄭俊諺	 獎狀乙張及獎金$5000

卓越體藝獎：	 (初中	)	 3G	 唐詩雨	 獎狀乙張及獎金$1500

卓越服務獎：	 (高中)	 4D	 湯堅信	 獎狀乙張及獎金$3000

	 	 5D	 陳昶羚	 獎狀乙張及獎金$3000

卓越奮進獎：	 (初中)	 3A	 余子筠	 獎狀乙張及獎金$2000

徐偉福（右）向福建中學
得獎學生頒發獎學金， 
吳宏基校長（左）陪同。

洪明智（右）向福建中學得獎學生頒發獎學金，吳宏基校長（左）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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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勝賀先生母親壽誕誌慶
捐款港幣 10 萬元助教育事業

10月30日本基金會執行董事劉勝賀先生母親劉洪麗明八十壽誕誌慶，

捐款港幣10萬元 ，用於資助教育事業。

基金會同仁出席劉洪麗明（前排中）八十壽宴

基金會同仁合資致送壽桃予劉洪麗明女士，祝賀她八十壽誕，由  
劉勝賀代為接受。

劉洪麗明和劉勝賀（右二）分別捐款港幣5萬元給基金會，
由余毅主席（左）代表接受，施清流先生（右）見證。

基 

金 

會

香 港 福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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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賀 本 會 副 主 席 葉 培 輝 先 生
榮 任 香 港 南 安 公 會 會 長

10月5日晚，香港南安公會舉行第十八屆理監事

就職，葉培輝履任新一屆會長，陳懿秋為理事長，林

懷中擔任監事長。新一屆理監事成員與嘉賓、會員鄉

親，超兩千人歡聚一堂，規模之大堪稱歷屆之最。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何靖，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顧問洪

祖杭，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林

樹哲，全國政協科教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福建

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福建省委統戰部副部長陳飛，

華閩(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丁炳華，泉州市政協副主席

洪川夫，南安市委書記王春金受邀擔任主禮嘉賓。

香港南安公會第十七屆會長黃少玉在致辭中表示，

第十七屆會長黃少玉（右一）將印信交給第十八屆會長葉
培輝（左一），中聯辦副主任何靖（左二）與全國政協常
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林樹哲（右二）見證。

香港南安公會第十八屆理監事就職典禮大合照。

會長葉培輝（左）向十七屆會長黃少玉（右）贈送紀念品。

第十七屆理監事會在歷屆會長、鄉賢的支持下成功購

置新會所，擴展了聯誼新平臺，邁上發展新臺階。她

相信在各級領導、各界朋友和廣大鄉親的關心下，在

新一屆理監事會的帶領和努力下，南安公會定能為家

鄉、為香港和祖國做出新貢獻。

葉培輝讚揚第十七屆理監事會在黃少玉會長的帶領

下，積極發動會員鄉親參與愛國愛港社會活動。他表

示，作為新一屆會長定當全力以赴，更加團結南安鄉

親，助推各鄉鎮同鄉會加快成立，團結一心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維護「一國兩制」，為香港繁榮穩定

和家鄉經濟社會發展奉獻力量。

（東南網香港站 徐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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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晉 江 同 鄉 總 會 換 屆
施 文 誕 榮 任 新 一 屆 會 長

北京時間9月24日（溫哥華當地時間9月23日），

來自世界各地的晉江鄉賢雲集加拿大溫哥華，共同見

證了世界晉江同鄉總會（以下簡稱“世晉總”）成立

二十週年暨第十一屆董事會就職典禮，施文誕榮任新

屆加拿大泉州晉江聯誼會會長。

第十屆世晉總會長、澳門晉江同鄉會會長黃共流

表示，世界晉江同鄉總會成立以來，經過二十年的不

斷發展，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已經慢慢成為海內

外有較大影響和較高知名度的社團。加拿大泉州晉江

聯誼會具有悠久的光榮歷史，是“傳承華人傳統、弘

揚中華文化”之翹楚，相信世晉總在新一屆會長施文

誕的帶領下，定能不斷發展壯大，繼續將“誠信、謙

恭、團結、拼搏”的晉江精神發揚光大！

2018年1月7日，

黄逸泉、李欣在Ritz 

Car l ton酒店舉行婚

禮，捐款港幣30萬元

資助教育，本會榮譽

主席楊自然(左)上台

接受捐款。 

基 

金 

會

香 港 福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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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
(2017年4月1日-2018年1月11日)

姓 名   合 計

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  8,000,000.00 

葉建明,葉華雄,葉華源  2,860,000.00 

余毅  2,070,000.00 

葉培輝  1,180,000.00 

徐凱祥  1,050,500.00 

蔡經陽伉儷  1,000,000.00 

楊自然  710,000.00 

林海旭  608,800.00 

林清木  600,000.00 

謝燕川  570,000.00 

趙興源  550,000.00 

黃家榮  530,500.00 

吳健南  510,000.00 

徐曉鶯  510,000.00 

吳良好  510,000.00 

楊自順  450,000.00 

施教斌  280,000.00 

吳天墅  270,000.00 

徐志誠  250,000.00 

劉輝峰  226,000.00 

林雄申  130,000.00 

洪頂擁  118,000.00 

賴新達  70,000.00 

劉勝賀  60,000.00 

潘廸生  60,000.00 

佘德聰  50,000.00 

吳雅玲  50,000.00 

葉華雄  50,000.00 

劉德偉  50,000.00 

葉華源  50,000.00 

黃丹青  50,000.00 

劉達泉  50,000.00 

朱威澔  50,000.00 

姚志遠  50,000.00 

陸軒輝  50,000.00 

王少成  50,000.00 

林錦  50,000.00 

姓 名   合 計

涂雅雅  50,000.00 

洪麗明  50,000.00 

余敏  40,000.00 

徐偉福  30,000.00 

李勐  30,000.00 

盧世傳  30,000.00 

林陳福  30,000.00 

陳志烽  27,000.00 

柯維山  23,000.00 

佘英杰  20,000.00 

施能獅  20,000.00 

李易霖  15,000.00 

李俞潁  15,000.00 

司徒立  13,000.00 

王捷華  10,800.00 

谷大偉  10,500.00 

蔡國聯  10,200.00 

董清世  10,000.00 

李聖潑  10,000.00 

洪明智  10,000.00 

董貺漄  10,000.00 

蔡尚楷  10,000.00 

林英達  10,000.00 

王瑋麟  10,000.00 

施清衍  10,000.00 

蔡其雄  10,000.00 

郭二澈  10,000.00 

施文旦  10,000.00 

林佑碧  10,000.00 

陳榮旋  10,000.00 

楊聰明  10,000.00 

蔡志忠  10,000.00 

林子峰  10,000.00 

董吳玲玲  10,000.00 

陳勇生  10,000.00 

蔡建立  10,000.00 

王峰  10,000.00 

姓 名   合 計

黃偉鴻  10,000.00 

林永興  10,000.00 

何滿林  10,000.00 

施能宗  10,000.00 

李孝友  10,000.00 

李諾雯  10,000.00 

邱耀東  10,000.00 

施連燈  10,000.00 

蔡仲義  10,000.00 

林志堅  10,000.00 

王錦順  10,000.00 

林志勝  10,000.00 

廖競揚  10,000.00 

孫建華  10,000.00 

王東昇  10,000.00 

魏志權  10,000.00 

劉燕  10,000.00 

高志堅  10,000.00 

魏文興  10,000.00 

陳建鴻  10,000.00 

鍾明發  10,000.00 

黃少玉  10,000.00 

魏文生  10,000.00 

陳國昌  10,000.00 

林飛康  10,000.00 

王建平  10,000.00 

楊淑媛  10,000.00 

王大治  10,000.00 

洪萃賢  10,000.00 

李友超  10,000.00 

沈慧林  10,000.00 

張曉慶  10,000.00 

趙景璋  10,000.00 

楊素麗  10,000.00 

江孝燈  10,000.00 

翁雅玲  10,000.00 

翁程玉  10,000.00 

姓 名   合 計

翁惠芳  10,000.00 

陳希明  10,000.00 

蔡金獅  10,000.00 

陳玲  10,000.00 

黃怡婷  10,000.00 

羅珠雄  10,000.00 

林志君  10,000.00 

邱祥坤  7,500.00 

施世築  5,000.00 

唐德清  5,000.00 

無名氏  4,100.00 

蘇千墅  3,000.00 

吳天賜  3,000.00 

陳金烈  3,000.00 

梁艷貞  3,000.00 

楊伯淦  2,000.00 

林銘森  2,000.00 

駱志鴻  2,000.00 

華閩(集團)有限公司  2,000.00 

姚加環  2,000.00 

柯達權  2,000.00 

李建超  2,000.00 

林龍安  1,000.00 

吳清煥  1,000.00 

林清水  1,000.00 

丁良輝  1,000.00 

陳聰聰  1,000.00 

張玲珠  1,000.00 

香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  500.00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500.00 

李智偉  500.00 

許毅珊  500.00 

吳建明  500.00 

陳蓉  500.00 

洪波  500.00 

林子蓉  500.00 

陳彥寬  320.00 

捐款總金額  24,896,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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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7 年 捐 建 希 望 小 學

序號 檔案編號 捐款者 學校名稱 建校地點

585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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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勤希望小學』

廣東省羅定縣泗綸鎮和合小學

586 #2017-02
林海旭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林海旭希望小學』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縣

湖西鄉頂曇小學

587 #2017-03
余毅、周巧云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周巧云希望小學』

福建省漳州市雲霄縣
下河鄉車圩小學

588 #2017-04
余毅、周巧云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余毅希望小學』

福建省漳州市平和縣
大溪鎮下村小學

589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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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西百色市靖西市武平鎮金色小學

590 #2017-06
蔡經陽伉儷
(港幣50萬)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蔡經陽希望小學』

雲南省芒市風平鎮拉院小學

591 #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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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南省保山市龍陵縣象達鎮

帕掌河完全小學

592 #2017-08
楊自然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楊自然希望小學』
雲南省騰沖市芒棒鎮城河完小

593 #2017-09
林清木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清木希望小學』
福建省漳州市龍海市

紫泥鎮新洋小學

594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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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魯山縣第一高級中學

595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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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區左家鎮中學

596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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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魯山縣張良鎮張良九小

597 #2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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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范縣辛莊鎮毛崗小學

598 #20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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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范縣辛莊鎮丹徐小学

599 #2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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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省臨沂市費縣南張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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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7 年 捐 教 育 基 金

序號 基金編號 捐贈者 / 金額 地點 / 項目

1
基金
2017-01

徐凱祥
 (港幣100萬元)

泉州五中
教育基金

2
基金
2017-02

劉輝峰
(港幣22.6萬元)

寧夏回族自治區
獎勵貧困教師基金

3
基金
2017-03

黃家榮
(港幣50萬元)

寧夏回族自治區
獎勵貧困教師基金

4
基金
2017-04

趙興源
(港幣50萬元)

福建省龍岩市上杭縣太拔鄉太拔中心小学
峻益希望天橋

5
基金
2017-05

余毅
(港幣22.6萬元)

寧夏回族自治區
獎勵貧困教師基金

6
基金
2017-06

余毅
(港幣27.4萬元)

寧夏回族自治區中寧縣紅梧山地區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余長順希望小學』

設立余毅獎教基金

7
基金
2017-07

余毅
(港幣20萬元)

資助香港新界北區、大埔區貧困中學生

8
基金
2017-08

葉培輝
(港幣113萬元)

南安市詩山社二慈善會
教育基金

9
基金
2017-09

施教斌
(港幣22.6萬元)

資助福建師範大學貧困大學生

10
基金
2017-10

小金星國際幼兒園教育集團
柯孫培、謝燕川
(港幣23.5萬元)

福建婦女兒童基金會
教育基金

11
基金
2017-11

小金星國際幼兒園教育集團
柯孫培、謝燕川
 (港幣23.5萬元)

福建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資助貧困學生

12
基金
2017-12

葉建明、葉華雄、葉華源
(港幣100萬元)

泉州市鯉城區慈善會
教育基金

13
基金
2017-13

葉建明、葉華雄、葉華源
(港幣15萬元)

泉州市豐澤區、鯉城區、洛江區
教育基金

14
基金
2017-14

徐曉鶯
 (港幣10萬元)

福建省泉州少林寺
教育基金

15
基金
2017-15

徐曉鶯
 (港幣10萬元)

福建中學
獎勵優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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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基金編號 捐贈者 / 金額 地點 / 項目

16
基金
2017-16

徐曉鶯
 (港幣30萬元)

青海
教育基金

17
基金
2017-17

蓮軒慈善基金
李易霖、李俞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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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基金
2017-18

葉建明
(港幣5萬元)

泉州市奕聰中學
羅溪教育發展促進會

教育基金

19
基金
2017-19

葉建明、葉華雄、葉華源
(港幣10萬元)

泉州市鯉城區
教育基金

20
基金
2017-20

葉建明、葉華雄、葉華源
(港幣25萬元)

泉州市鯉城區
教育基金

21
基金
2017-21

葉建明、葉華雄、葉華源
(港幣20萬元)

大公報2017范長江行動
香港大學生交流實習計劃

22
基金
2017-22

楊自順
(港幣30萬元)

資助香港新界北區、大埔區貧困中學生

23
基金

2017-23
吳天墅

(港幣20萬元) 
資助香港新界北區、大埔區貧困中學生

24
基金
2017-24

楊自然
(港幣20萬元) 

資助香港新界北區、大埔區貧困中學生

25
基金

2017-25
葉建明、葉華雄、葉華源

(港幣10萬元)
西安交通大學
研發新產品

26
基金
2017-26

林海旭
(港幣5.88萬元)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縣湖西鄉頂曇小學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林海旭希望小學』

操場、學校大門

27
基金
2017-27

葉建明、葉華雄、葉華源
(港幣100萬元)

福州市慈善總會
教育基金

28
基金
2017-28

徐志誠
(港幣20萬元)

資助香港新界荃灣貧困中學生

29
基金
2017-29

吳良好
(港幣25萬元)

福建省永泰縣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良好希望小學』

教學樓

30
基金

2017-30
吳良好

(港幣25萬元)

福建省仙游縣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良好希望小學』

教學樓

31
基金

2017-31
劉洪麗明、劉勝賀

(港幣10萬元)
教育基金

基 

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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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熹希望小學
#2012-33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校　　址：河南省魯山縣

	 董周第二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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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周第二小學始建於1952年，

占地面積2700平方米，建築面積

522平方米，10個教學班，學生

162人，1個學前班，學生35人，

教師13人，新建教學樓一幢，學校

綠化操場1600平方米，添置多媒體

教室設備，新建厠所，大大地改善

學校辦學條件。

正心希望小學
#2012-34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校　　址：河南省魯山縣

	 董周第三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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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周第三小學始建於1935年，

占地面積1200平方米，9個教學

班，學生225人，教師11人，1個

學前班，學生48人，新建教學樓一

幢，學校綠化操場，添置多媒體教

室設備，新建厠所，大大地改善學

校辦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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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
2018 年
1 月 號

正熹希望小學
#2013-18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熹希望小學

校　　址：河南省魯山縣

	 觀音寺第五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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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萬元

　　觀音寺第五小學，7個教學班，

學生178人，教師9人，建教師辦公

室，面積144平方米，綠化校園操

場1500平方米，添置多媒體教室設

備，新建厠所，大大地改善學校整

體辦學環境。



正熹希望小學
#2013-21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熹希望小學

校　　址：河南省魯山縣張店

	 李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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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萬元

　　 張店李村小學占地面積8000

平方米，13個教學班，學生553

人，教師40人，新建教學樓一幢，

學生宿舍，添置多媒體教室設備，

大大地改善學校整體辦學環境。

正熹希望小學
#2013-19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熹希望小學

校　　址：河南省魯山縣

	 熊背第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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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萬元

　　熊背第六小學，占地面積1600

平方米，6個教學班，學生273人，

教師10人，新建教學樓一幢，學

生宿舍，水井，添置多媒體教室設

備，大大地改善學校辦學條件。

正熹希望小學
#2013-20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熹希望小學

校　　址：河南省魯山縣

	 張良第三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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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萬元

　　張良第三小學始建於1981年，

占地面積3750平方米，18個教學

班，學生40人，教師27人，新建教

學樓一幢，改造草坪3400平方米，

新建厠所，添置多媒體教室設備，

大大地改善學校整體辦學環境。

基 

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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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熹希望小學
#2014-16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熹希望小學

校　　址：山東省新泰市果都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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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萬元

　　果都鎮中心小學始建清朝嘉慶

年，經過二百年演變，學校現有占地

面積5930平方米，建築面積2485

平方米，14個教學班，學生787

人，教師34人，校舍失久未修，已

成危樓，需重建新的教學樓，運動

場，改善學校整體辦學環境。

正熹希望小學
#2014-17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熹希望小學

校　　址：山東省新泰市青雲街道

	 瑞山聯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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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萬元

　　瑞山聯小學占地面積30畝，

8個教學班，學生280人，教師19

人，新建一幢2800平方米教學樓，

新教學樓落成，大大地改善學校辦

學條件。

正心希望小學
#2015-12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校　　址：山東省淄博市張店區

	 灃水鎮第一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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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萬元

　　灃水鎮第一小學始建於1958

年，現有教師45人，學生750人，

17個教學班，占地面積8800平方

米，建築面積2700平方米，此款用

於修建教學樓，改善學生學習環境，

大大地改善學校整體辦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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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心希望小學
#2015-13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校　　址：山東省淄博市張店區

	 灃水鎮第三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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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萬元

　　灃水鎮第三小學始建於1950年

代，現有教師20人，學生210人，

6個教學班，此款用於修建教學樓，

改善學生學習環境。

正心希望小學
#2015-14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校　　址：山東省淄博市張店區

	 傅家鎮傅家實驗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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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萬元

　　傅家實驗小學始建於1912年，

占地面積20710平方米，建築面積

4195平方米，運動場11040平方

米，現有教師45人，學生689人，

15個教學班，此款用於修建教學

樓，改善學生學習環境。

正心希望小學
#2017-01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校　　址：廣東省羅定縣泗綸鎮

	 和合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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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萬元

　　和合小學現有教師5人，學生

70人，6個教學班，學校占地面積

1623平方米，現有一裡二層建築

面積812平方米教學樓需要維修改

造，並為學校添置新的教學設備，

大大地改善學校辦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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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巧云希望小學
#2017-03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周巧云希望小學

校　　址：福建省漳州市雲霄縣

	 下河鄉車圩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余毅、周巧云伉儷

捐款金額：港幣55萬元

　　車圩小學現有教師28人，學生

350人，其中住宿生82人，學校占

地面積16畝，有1幢教學樓、1幢學

生宿舍樓、1幢學生食堂，此捐款用

於學校新建一個運動場。

正心學術報告廳
#2017-10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學術報告廳

校　　址：河南省魯山縣

	 第一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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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萬元

　　魯山縣第一高級中學始建於

1933年，學校占地面積535畝，高

中部94個教學班，學生8000人，

教師480人，該校每年為全國重點

大學輸送最優秀的學生，考入北京

大學、清華大學、北京郵政大學、

武漢大學、武漢理工大學、西南政

法學院、鄭州大學、是一所高質量

學校。正心學術報告廳總面積700

平方米，設600個座位，總投資人

民幣8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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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旭希望小學
#2017-02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林海旭希望小學

校　　址：福建省漳州市漳浦縣

	 湖西鄉頂曇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林海旭

捐款金額：港幣55萬元

　　頂曇小學是一所民族小學，學

校占地面積13畝，教師10人，學生

197人，新建教學樓建築面積1800

平方米，總投資人民幣600萬，新

教學樓落成改善辦學環境。



基金 #2016-06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楊自順教學樓

校　　址：台灣南投縣信義鄉

	 雙龍國民小學

捐 贈 方：楊自順

捐款金額：港幣120萬元

捐助項目：雙龍國小行政大樓於102年

6月地震嚴重受損，縣府向教育部爭取

台幣3,336萬元經費以及香港福建希望

工程基金會楊自順捐款台幣500萬元重

建，新校舍規劃設計為3層樓，共有8

間設施及1間廚房，包括普通教室、辦

公室、專科教室、健康中心等。

基金 #2015-25

校　　名：正心科技館

校　　址：山西省太原市晉源區

	 晉祠小學

捐 贈 方：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

捐款金額：港幣50萬元

捐助項目：為山西省太原市晉源區晉

祠小學正心科技館添置3D打印機全套

設備。

基金 #2017-26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林海旭希望小學

校　　址：福建省漳州市漳浦縣

	 湖西鄉頂曇小學

捐 贈 方：林海旭

捐款金額：港幣5.88萬元

捐助項目：建學校操場和學校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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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董事會成員、大埔區獲獎學生與主禮嘉賓合影。

基金會董事會成員、北區獲獎學生與主禮嘉賓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