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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第二十五屆董事會就職典禮

徐志誠榮任主席 籌款逾4200萬元

陳冬 邢善萍 多傑熱旦 楊孫西 黃玉山 吳換炎 陳揚標 顏寶鈴主禮 劉志仁任籌委主席
▲

徐志誠（右二）陪同陳冬（右一）和邢善萍
（中）代表該會接受 2019
年度鑽石贊助人志媚基
金陳秉志伉儷的代表謝勇紹（左二）、劉家麒遞
交港幣 800
萬元捐款

▲徐志誠（右四）陪同陳冬（右三）、邢善萍（左四）、楊孫西（左三）代表該會接受
2019年度鑽石贊助人劉志仁家族基金的代表劉志仁伉儷（左二一）、劉蔚然（右二）、劉
君偉遞交人民幣1000萬元捐款

劉志仁（左一）陪同邢善萍（右一）代表該會
接受 2019
年度鑽石贊助人徐志誠家族基金的代表
萬元捐款
徐志誠遞交港幣 180

福建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邢善萍在致辭中對基金會24年的成就
予以高度的肯定。她表示， 「教育興則國家興，教育強則國家強」，
基金會自創會以來，本着 「行善天下、造福後代、教育為先」的理
念，廣泛凝聚各界人士，大力支持我國貧困地區教育事業，在改變貧
苦地區教育落後狀態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希望基金會始終秉承創
會宗旨，更廣泛地團結閩籍鄉親，關心支持祖國和家鄉的教育事業，
促進貧困地區基礎教育發展，同時積極助力國家脫貧攻堅戰略，推進
教育精準脫貧，幫助更多貧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阻斷貧困代際傳
遞。今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之年，也是福建發展大有作
為、大有可為的一年，希望廣大居港閩籍鄉親繼續發揚 「愛國愛鄉
海納百川 樂善好施 愛拼會贏」的福建精神，一如既往地參與和支
持家鄉建設，成為閩港兩地教育聯繫和人才培養的橋樑，為香港和福
建建設作出新貢獻。

慈善造福社會

希望改寫人生

新一屆主席徐志誠說： 「慈善造福社會、希望改寫人生。香港福
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第25屆董事會組織領導班子已經完成，感謝基金會
同仁共同努力和有愛心的使者的積極參與，本屆副主席達33人，執行
董事有69人，有的執行董事一直留任好幾年十幾年，他們是基金會的
中堅力量，特別要表揚的是，他們不僅自已堅持留任慈善工程，還帶
進新人入基金會，我相信，有了這一百多位優秀的同仁，老帶新，新
促舊，大家團結，群策群力，必定會把基金會的慈善事業薪火傳承發
揚光大。」

是屆董事會在募集教育善款過程中，得到了許多善長仁翁，基金
會歷屆主席，基金會同仁，以及他的許多出色而且非常成功的學生的
積極響應，徐志誠對此表示衷心感謝。同時，他強調，新一屆的基金
會將堅持善行天下，造福後代，教育為先的理念，除了繼續幫助貧困
地區和貧困學生，繼續做好優質教學資源共享，積極參與精準扶貧脫
貧之外，還要廣泛聯繫和發動熱心公益事業的人士，加強閩港青年交
流，加強香港學生與內地學生的交流，也根據需要配合省委的台灣工
作，把促進祖國統一大業寓於慈善事業之中。要進一步推進行之有效
的對香港中學生獎勵活動，增進香港青年學生對祖國的感情和了解，
增強文化認同和民族凝聚力，用慈善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

是次慈善晚會共籌善款超過4200萬元，顏顏寶鈴即場捐款HK
$100萬元，基金會共收到支票捐款3817萬元；通過現場慈善拍賣籌得
善款86.2萬元；花籃代金捐款7.3萬元，董事會成員年費定額捐款242
萬元。志媚基金公司陳秉志伉儷繼去年捐款800萬元港幣，摘得2018
年度捐款冠軍。
▲

捐資助教 碩果纍纍
籌委主席劉志仁致歡迎辭表示，在過去的二十四年，香港福建希
望工程基金會在各級領導的親切關懷和幫助下，在各位善長仁翁的鼎
力支持下，通過各種方式共籌得善款3.83億港幣，在內地23個省份援
建了634所 「希望小學」；在台灣援建了2所學校及資助台中43名孤兒
學習費用；在港獎勵846名優秀、自強不息的中學生；幫助貧困大學
生972人完成學業；獎勵萬多名優秀、貧困中、小學生完成學業；資
助和獎勵842名寧夏、青海最美鄉村教師；捐出電腦、電子化等教學
設備；舉辦希望小學教師培訓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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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統一
戰線脫貧攻堅先進單位。

▲

徐志誠（左二）陪同黃玉山（右二）代表該會
接受
年度鑽石贊助人劉輝峰（右一）、捷順
2019
萬元和 60
電子塑膠有限公司洪明智遞交港幣 58.6
萬元捐款

邢善萍高度肯定基金會24年的成就

學邀請賽；贊助香港大公、文匯報舉辦 『范長江行動』及 『建國70周
年徵文比賽』；本屆董事會組團訪問了寧夏、廣西、雲南、福建，為
基金會在該省捐建的學校驗收揭牌；本屆搭建了互聯網資訊平臺香港
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微信公眾帳號，讓更多的人了解基金會，傳播基
金會 『善』的種子，吸引更多的熱心公益人士參與到資助教育的愛心
行列；本屆成立了香港福建希望工程青年委員會，讓更多的青年人，
投身到希望工程慈善公益事業中，服務社會，捐資助學，使基金會更
富有生命力，讓 『
善』的事業薪火相傳。」

謝燕川（右）移交印鑒給徐志誠（左）

4月26日，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第二十五屆董事會就職典禮暨二十四週年慈善晚會」 假九龍尖沙咀香港洲
際酒店大禮堂舉行。徐志誠榮任基金會第二十五屆主席，劉志仁榮任慈善晚會籌委主席。中聯辦副主任陳冬，福建
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邢善萍，青海省政協主席多傑熱旦，原全國政協常委、大紫荊勳賢楊孫西，香港公開大學校
長、銀紫荊勳賢黃玉山，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華閩(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揚標，全國港區人大代表、銅
紫荊勳賢顏寶鈴蒞臨主禮。出席慈善晚會的還包括：全國政協委員朱銘泉、葉建明、施清流、楊莉珊，以及福建
省、青海省政協、廣西平果縣、泉州市、漳州市、雲南青基會代表團，友好社團代表與社會各界人士、善長仁翁逾
600人。全國港區人大代表、銅紫荊勳賢顏寶鈴即場捐款HK$100萬元，用於教育之用，慈善晚會共籌善款超過港幣
4200萬元，所籌善款將用於內地貧困地區捐建希望小學、資助教育基金和幫助香港本地品學兼優的家庭困難中學
生。

▲徐志誠（右四）陪同陳揚標（右三）代表該會接受2019年度鑽石贊助人柯孫培、柯謝燕
川伉儷（右一二）、洪頂擁伉儷（中、左四）、陳新萍的代表鄭芳（左三）、健大企業有限
公司蔡其雄的代表蔡俊傑（左二）、蔡俊皓分別遞交港幣50萬元捐款

讓「善」的事業薪火相傳
卸任主席謝燕川對過去一年做了回顧，她說： 「共籌得款項近3
千萬港元。我們在福建、雲南、重慶、江西、吉林、河南等省市援建
了27所 『希望小學』；捐助各項教育基金和 『智慧希望網校』；該會
第五次在香港舉辦資助品學兼優、自強不息的中學生而設立的 『楊自
順、謝燕川、徐志誠、黃逸泉、李欣、余毅、楊自然獎學金』頒獎典
禮，向北區、大埔區40所中學的200名優秀香港中學生頒發獎學金；
首次在觀塘區設立 『圓夢計劃』獎學金，為觀塘區52所中小學的126
名有理想、有創意的青少年圓夢，得到了余敏、謝燕川、余毅、楊自
然、徐志誠贊助人的鼎力相助；我們在寧夏回族自治區獎勵192名最
美鄉村教師；在青海玉樹和果洛兩牧區獎勵102名最美鄉村教師；我
們與福建省教育廳協辦了 『
2018閩港澳中小學生夏令營活動』；贊助
香港教育行政學會表彰優秀教育工作者；贊助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舉
行國慶70周年及改革開放40周年研討會；贊助香港華羅庚金盃少年數

▲徐志誠（右三）陪同吳換炎（右二）代表該會接受2019年度鑽石贊助人林潞（中）、楊
自然伉儷（左一二）、徐凱祥（右一）、徐曉鶯的代表徐晉祥分別遞交港幣50萬元捐款

▲徐志誠（右二）陪同楊孫西（右三）代表該會接受2019年度鑽石贊助人香港福建體育會的
代表施純民（右一）、黃家榮（左二）、楊自順（左三）、王東昇分別遞交港幣50萬元捐款

顏
▲寶鈴（右）即場表示捐款
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萬予香港
100

▲徐志誠（中）陪同陳冬（右三）代表該會接受2019年度鑽石贊助人施純錫（右二）、施教永
（左一）、吳健南（左三）、施純民（右一）、香港南僑中學校友會的代表施明哲（左二）分別遞交
人民幣200萬元、人民幣100萬元、港幣100萬元、港幣50萬元、港幣25萬元的捐款

▲徐志誠的學生們與嘉賓合照留影

▲徐志誠（右四）陪同顏寶鈴（右五）代表該會接受2019年度鑽石贊助人吳宛津（右一）、陸軒輝的代表陸建中（左五）、劉蔚然（左
二）、黃偉鴻（左一）、黃逸泉、李欣伉儷（右二三）、葉建明（左四）榮譽主席、葉華雄（左三）副主席分別遞交港幣10萬元、20萬元和
30萬元捐款

第二十五屆就職典禮晚會慈善拍賣善長名單 （2019年4月26日）
序號

▲徐志誠（左二）頒發聘書給義務會務顧問林勁（左一）、林建華
（中）、義務會計師陳奕驄（右二）、義務律師王東昇（右一）

▲謝燕川（右一）陪同陳冬（右二）致送紀念品給2018
年度捐款季軍葉建明榮譽主席（左二）、葉華雄副主席
（左一）

▲謝燕川（右二）陪同陳冬（左二）致送紀念品給2018
年度鑽石贊助人陳昆（右一）和王曼源（左一）

▲拍賣環節，劉志仁家族基金以港幣18.8萬投得徐凱
祥（左一）捐出的 「中華瓷王絕世國寶大花瓶」 和邵
文化捐出自己的書法《清晓湖上》，由劉蔚然（左
二）、劉君偉（右一）代表領取福品，沈耀欽見證

福品

善長

成交價（港幣）

徐志誠

德化窯變多彩結晶釉陶瓷-福在眼前

徐中膺

中國著名作家心月沐手敬書的書法作品— 「佛」

施純民

68,000.00

2

沈慧林

永恆系列陀飛輪腕表（市值2.8萬）

徐志誠

38,000.00

3

蔡宗富伉儷

瑞士雷米格Rm 097碳霸系列 「耀動」 （市值2.38萬）

徐中膺

38,000.00

4

蔡素玉

紅木雕─立刀關公 70CMX25CM

謝燕川

58,000.00

5

施世築

特製品—野生喬木班章王普洱茶

徐偉福

50,000.00

6

林志勝

珍藏版-2002年渣打銀行發行港幣50元，1張同號#999213
珍藏版-2013年匯豐銀行發行港幣20元，8張同號#999213
珍藏版-2014年中國銀行發行港幣20元，3張同號#369933

施教永

58,000.00

何喜保

120,000.00

7

合 計

8

HK$30,000.00 飛龍環球企業有限公司（盧世傳）

HK$30,000.00

9

HK$10,000.00 吳換炎、王大治

HK$20,000.00

捐款芳名

捐款金額

▲徐志誠（左一）陪同陳冬（右二）致送紀念品給2018
年度捐款亞軍小金星國際教育集團柯孫培、柯謝燕川伉
儷（右一二）

捐獻者

1

第二十五屆董事會就職典禮花籃代金捐款
（2019年4月26日）

▲謝燕川（右一）陪同陳冬（右二）致送紀念品給2018
年度捐款冠軍志媚基金公司陳秉志伉儷的代表黃冗文（左
二）、徐松樹（左一）

▲

▲

徐志誠（左二）陪同多傑熱旦（右二）代表該會
接受 2019
年度鑽石贊助人蔡經陽伉儷的代表林志堅
（右一）、柏斯音樂集團的代表吳雅玲分別遞交港
幣 100
萬元和人民幣 200
萬元捐款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第二十五屆董事會就職典禮，賓主合影

柯維山

古畫 「墨牡丹」

徐晉祥

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張松茂創作 「三顧茅廬」 雙龍抱月瓶

葉水湖

葉水湖書法作品

李聖潑

50,000.00

邵文化

邵文化書法《清曉湖上》尺寸：138X68，材質：高級宣紙

徐凱祥

中華瓷王 絕世國寶

劉志仁
家族基金

188,000.00

福建省青年聯合會

福建省青年美術家協會主席呂承堅書法作品─ 「善」

徐志誠

德化名瓷中國白—碟，國家一級美術師、陶瓷書法藝術家，
鄭克通作品

施純錫

58,000.00

HK$3,000.00

陳金烈、蘇千墅、施清衍

HK$9,000.00

HK$2,000.00

盧溫勝、林銘森、丁良輝、柯達權

HK$8,000.00

HK$1,000.00

梁愛詩、邱祥坤、顏培增、陳玲

HK$4,000.00

11

徐志誠

中國白花瓶─厚德載物

吳雅玲

88,000.00

HK$500.00

董榮顯、陳真真、王玉笛、劉壹德

HK$2,000.00

12

徐曉鶯

精仿清乾隆粉彩─花卉天球瓶

施純民

48,000.00

合

計

HK$73,000.00

10

總金額

862,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