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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 義 工 平 台 ‧ 愛 心 奇 蹟

十五年成長路2

慈恩基金會　十五年成長路
編輯委員會

《山區窮孩子的明天》是本會慶祝成立五週年特刊的名稱，告訴大家本會首五年最在心的事，

就是我們的服務對象：貧困山區的窮孩子。

《關愛山區窮孩子，義工 10年同樂路》是本會慶祝成立十週年特刊的名稱，告訴大家本會

同仁那十年最在心的事，就是為山區的窮孩子服務時，本身也不忘做個「快樂的義工」。

現在本會慶祝成立 15週年，是回顧我們自己的成長路，也是繼往開來作打算的時候了。

【會方的話】純義工平台‧愛心奇蹟

董事會的《十五年來與時並進》和本會秘書的《慈恩的過去與未來》都在闡述本會堅實的成

長基礎和跟從時代變化的成長過程。會長的《善事平台，愛心奇蹟》更指出了我們這個純義

工組織引發出來的人間小小奇蹟。

【伙伴篇】扶貧好伙伴‧同心同德

「德不孤，必有鄰」，孔夫子早就說過了。大家抱有相同的理念，小平基金和川流基金長期

與我們一道，同心同德，扶貧助學及合辦其他公益活動，為窮孩子搭起希望的橋。陳登社會

服務基金十年來對我們各級的助學大力支持，使我們感覺到這著著實實的堅強後盾。

【善長篇】無數的善長‧集腋成裘

 香港不乏善心人，即使已退休的長者或工廠員工，也願意掏腰包去幫助比自己更有需要的人；

而不少有心人，更是「持續捐助」，延續不斷地把寶貴的捐款發來慈恩。大筆的、小筆的，

滾滾而來，這就解釋了為甚麼慈恩可以做那麼多的善事！

慈恩的捐方透過各種渠道與慈恩結緣，本章選錄的故事十分感人。捐贈者包括個人、慈善基

金、公司、機構、部門……；有具名捐獻的，也有隱姓埋名的；有一般市民，也有名流巨擘。

總之就是不論身份你我，能捐多少就捐多少。「滴水成河，聚沙成塔」，讓「慈恩」發揮其

中介功能！

【眾志篇】義工了不起‧眾志成城

慈恩最為人樂道的，是義工的投入。他們分別承擔執行各種項目，無須捐方支付行政費用。

對慈恩提供的服務而言，關鍵不只是人力財力的投入，而且是義工在工作上展示了大愛，時

刻惦記山區的孩子、孤寡和其他需要幫助的人士。本會大不乏年長 /資深義工，他們以身言

教，感染了一位位年青義工，激發起他們的熱情，投身慈恩工作。仁心結聚，眾志成城，

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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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篇】珍惜每份愛‧回饋社會

「滴水之恩，湧泉相報」是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感恩篇」這一章節，

我們輯錄了多位受助老師和大學生的來信，內容不光是感激之言，更令人

欣慰的，是他們回報社會的信念、決心和行動。看到愛的種子發芽、生長，

這正是慈恩的捐方和義工扶貧助學十五載，堅持不懈的動力源泉。

【實踐篇】義行顯仁心‧鍥而不捨

 多年來，助學與建校是慈恩的重點項目，因為我們聚焦關注孩子的學習。然而，我們落實重
點項目時，都把握機會考察、聆聽山區孩子的需要，深化慈恩的服務。圖書捐贈豐富了孩子

的知識世界；在山區學校推廣衛生健康教育、培訓人才支援培訓活動並設立資源室；持續助

學讓用功的孩子不會因貧窮而輟學，可以追尋夢想；援建引水水利工程，給山區帶來基本生

活條件；扶貧組改稱為關愛組，要讓山區孤兒和孤寡老人知道我們並不是光帶來金錢和物質

援助，我們還惦記著他們的生活和心境，期盼探訪傳遞絲絲溫暖和鼓勵；隨著年青義工的加

入，了解本港的弱勢社群的需要，成立了「服務香港組」，提供本地社會服務。慈恩的服務

項目，不只是審批撥款，而是回應需要，務實推行。

【成果篇】解困又改善‧匯聚成果

本會主要工作目標是為改善內地貧困山區教育狀況出一分力，亦為救災扶貧作出貢獻。成立

以來，得到各方善長支持和信任，成果豐碩，歷年累計收到捐款超過 3億元，受助人數眾多。
各項目最近五年的詳細成果請參閱本刊的成果篇。

十五年的成長歷程實在難以一一盡錄 ,但我們希望藉此特刊，向支持我們的朋友們、同行的
伙伴們呈上這份真實而簡潔的匯報，冀盼大家不吝賜教！



純 義 工 平 台 ‧ 愛 心 奇 蹟

十五年成長路4

十五年來與時並進
董事會

十五年辛勤耕耘

慈恩基金會自 2000年成立以來，經歷了十五

個年頭了。其主要工作目標是為改善內地貧困

山區教育狀況出一分力，亦為救災扶貧作出貢

獻。成立以來，得到各方善長支持和信任，歷

年來累計收到捐款超過 3億元。本會義工先後

在貴州、四川、雲南、廣西、陝西、甘肅、寧夏、

青海及其他一些省份和地區援建學校 1,300多

所；累計受助大、中、小學生、代課教師及孤寡老人、孤兒等超過 6萬 5千人；援建了醫療

站和衛生室 300多所；捐贈水窖及水利工程 3,600多項；向 1,700多間學校及 20間社區圖

書室送贈圖書；還有一些其他項目例如推廣衛生健康教育、設立「童夢翱翔」遊戲角、提供「愛

心一蛋」補充學童營養以及天災賑濟扶貧等。總括以上工作成果，實實在在幫助了不少貧困

學生及有需要人士。當中不少受助人經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了命運、踏上光明之路。

與時並進

過去五年，本會助學工作重心逐步轉移到資助高中及專上學生方面，這是由於當地政府相繼

實施「兩免一補」和「免費供應午餐」政策，小學和初中學生上學和營養問題基本解決。其

他方面的援建學校、援建醫療站、援建水窖、送贈圖書、資助弱勢社群等工作仍繼續進行。

近年，隨著一批年青義工的加入，我們成立了「服務香港組」，探索和展開一些本地義務工作，

為一些孤寡老弱及有需要的人士服務。

合作無間

本會是香港註冊的慈善組織，由純義工組成，全無受薪人員。多年來秉承不談政治、不講宗

教的宗旨。成員來自社會各方，縱使各有自己的信仰或理念，也不會影響彼此的融洽相處，

因應自己的興趣及時間，自由地發揮所長，彼此互助合作，共同目標就是幫助有需要的人。

目前經常參與各組工作的活躍義工逾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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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宗旨

本會處理捐款原則，百份之百用在捐方指定的

項目上，不會抽取行政費。由於會址是由善長

劉百行先生借出，日常支出有限，主要由特定

捐款、銀行利息和義工購物不開數等方式解決。

來自各方的物資也源源不斷地支援本會的扶貧

及助學等工作。我們的善款來自各方，包括註

冊基金會、私人基金、社團組織以及個人善長捐款等。無論大小數目的捐款，本會都會透過

銀行帳戶，嚴謹處理。各慈善項目通過義工實地考察，妥善跟進，按照捐方意願，確保捐款

全部用在所確定的項目上，事成後會向捐方匯報結果。義工自行承擔出差旅費，絕不動用捐

款分毫。

愛心傳承

經過多年努力，本會已確立了宗旨、精神和方向，積累了可貴的經驗。時光流逝，早期加入

的義工年歲漸長，可幸近年不斷有新義工加入，包括一批較年青活躍的生力軍，注入可貴的

新動力。如何新舊相容、互動促進、傳承本會的傳統價值及精神，仝人等仍須努力。我們更

期望源源不絕有更多善心人士加入我們的行列，共同為改善落後地區面貌和減輕貧困人士困

苦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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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成長路6

善事平台　愛心奇蹟
會長　簡耀光

天下有善心的人很多，香港也有不少平台供有心人做善事。

做善事可以出錢，也可以出力、出時間，也可以三者並行不

悖。

慈恩基金會就是這樣一個供人合作做善事的平台。

有人說，慈恩是一個愛心的奇蹟。這大概是因為慈恩由成立

至今，從沒有受薪員工，所有內外工作都靠義工執行，而且，

成立初期，大家都是沒有甚麼經驗的，是「摸着石頭過河」

的。

慈恩扶貧助學十五年，工作得到大家的認同，捐款不斷，參

與的義工也逐年增加，團隊不斷壯大。若此為奇蹟，那麼，

創此奇蹟的，正是一眾慈恩的捐方、義工，以及協助我們工

作的內地各有關部門和院校的朋友們。這三股力量，缺一都成就不了這個奇蹟，而當中，義

工們的艱辛努力更是功不可沒。

義工靠得住、了不起

慈恩的組織結構，經過多年的成長，現在董事會下設有十大組別，其中六個是負責內部行政

及公關事務的，四個是負責扶貧助學前線工作的。四個前線大組下，又分設了二十三個分工

不同的小組。各個組別的義工多是按方便自已的時間到會所辦公，平時就利用電子通訊網絡

保持聯繫。

到內地扶貧助學的前線義工去的多是路途崎嶇顛簸的邊遠地方。有些去視察建校、建醫療

站，有些到乾旱地區建水窖，有些贈送圖書給缺書的學校及社區，有些關愛孤寡老人、孤兒、

貧困老師和災民，有些設法補充兒童的營養不良，有些設法彌補學童在衛生習慣方面的缺

失……。

最近有一天，我在會所觀看幾位義工朋友在整理壁報板，他們向我解說那些圖片的故事，如

數家珍 :「這個女生是孤兒，家訪時見到她與姥姥相依為命，印象深刻，所以每次入山區，都

一定會再去家訪……」。事實上，慈恩的捐方和義工，不少都經常或曾經親往山區，對山區

的貧困情況有親身的感受和真切的了解，不會紙上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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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五年，慈恩累積處理過的捐款數以億計。

這些善款的運用都經義工親自視察、親往探訪

後，作建校、助學和扶貧等用途。一直以來，

經辦的義工都自覺遵守滙款流程，捐款收支清

晰，再經財務組嚴謹的監控、專業註冊核數師

的審核，所以十多年來從未出過事故。慈恩長

期的嚴謹和誠實，贏得捐方對我們的極大信任。

愛心傳承 

經過十五年的耕耘，一批又一批的受助學生完成了學業，在不同的崗位上實踐他們回報社會

的理想。有些受助生畢業後，不怕艱苦，選擇回鄉教書，培育山區下一代；有些還與慈恩保

持着聯絡，甚至協助我們在內地的工作。看到愛心種子萌芽成長，我們深感欣慰。

今年慈恩成立十五週年，我們統計了一下，服務了十五年的義工有 11名，十年的有 28名，

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既是義工，又是捐方。長期服務能夠持續，動力來自義工們迸發出來的

凝聚力。大家覺得付出是值得的，有意義的，並且是愉快的，所以就不會停止。

近幾年，我們的團隊增添了不少充滿活力和熱誠的青年義工。我們深信，有資深義工的經驗

傳承，慈恩這個愛心奇蹟定會延續下去！

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我們都期望民族富強昌盛。儘管近十多年，內地經濟躍進，但邊遠

山區仍然有不少貧困戶。幫助青年入學，讓他們將來在社會上發揮正能量，這正是慈恩義工

和捐方的期望。

香港的有心人啊，歡迎你們參加慈恩的有心人隊伍，共襄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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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成長路8

慈恩的過去與未來
董事會秘書　陸武平 

慈恩十五歲了，走過十五年的成長路，好像一個人完成了嬰孩及少年時期，進入青年期。

我有幸在這十五年裡，和慈恩一起走。

慈恩十五年的成長路大體上是平坦的，因為她的先天成分不錯，後天的生存環境也合適。

生長的先天成分：

慈恩生長的先天成分包含什麼？首先是創立她的人，其次是創會章程。慈恩的創始者有五位，

其中三位仍在繼續擔當會務。簡先生繼續擔任會長職，馮偉然先生繼續擔任董事，譚可功先

生繼續擔任顧問。他們既是開路先鋒，也繼續作出貢獻。而圍繞著他們，一支充滿活力的義

工隊伍繼往開來，此是後話。至於創會章程，指明發展方向與組織形式，保障了她不走彎路。

後天生存環境：

至於她的後天生存環境，首先是時代特徵，其次是社會狀況，還有是會員的活動場地。從

2000年至 2015年，內地社會急速變化，但發展很不平衡，在建校、助學、扶貧、贈書、抗旱、

賑災各方面，都出現不少需要我們盡一把力的機會。如果沒有這些需求，我們也就無用武之

地了。另一方面，香港社會基本上堪稱富足，不少善心人士有餘力向求助者伸出援手，令本

本會的資深義工～左起：徐逸新、鄧建基、何慶祥、簡耀光、胡澄東、譚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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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慈善平台可以發揮作用。還有一樣是會員

的活動場地 ─ 飲水不忘掘井人，創會初期的羅

松柏先生與近年的劉百行先生相繼給本會提供

寬敞的活動場地，令義工們可以辦公與開會，

這種活動環境是極之難能可貴的。

健康成長的因素：

雖然她的先天成分不錯，而且後天的生存環境

也合適，但是慈恩的健康成長還要有下列因素

合成：

其一是開明的領導：慈恩的董事會雖然開會不

多，但處事絕不乏溝通。董事間的默契與合作，

堪稱無間。對大的政策方向，財務管理，人力

分工等，對外對內一般來說都算處理得宜。

其二是得力的核心團隊：不要小看了約每兩個

月一次的「董事、顧問、工作組代表會議」，

它讓核心團隊策劃與檢查工作，也促進各工作

組之間的溝通與合作。會後各工作組通過人與人之間的密切接觸，也通過電腦與手機之間的

緊密交流，工作起來既稱心愉快，也往往使任務圓滿完成。

其三是不斷完善的工作流程與規章制度：慈恩各工作組，基本上都有慣用的工作程序，這些

積聚起來的經驗與慣例，實在十分可貴和可靠。看看「建校流程」、「助學流程」、「贈書

流程」、「義工守則」等，便可見一斑。

其四是對慈恩充分信賴與熱心支持的捐方：本會的百分百專款專用、不扣除行政費用的做法

得到捐方的充分信賴與熱心支持。在會方確立援助項目之後，只須一聲呼籲，捐方的善款便

會源源而來，使各位義工得以進行工作，使受助方獲得及時的支援。

展望未來：

慈恩進入青年期了。展望未來，同人等充滿希望和信心。當然，時勢會變，社會會變，人事

更替也在所難免。不過，慈恩還在青壯之年，在可見的將來，她還會繼續茁壯成長！

義工們為長者祝壽～發叔多開心！

辦公人員在會所的兩個招牌下合照。



扶 貧 好 伙 伴 ‧ 同 心 同 德

十五年成長路10

扶貧助學的好伙伴
小平教育基金主席　劉百行

慈恩基金會助學扶貧十五載，工作實實在在。

我有緣和慈恩的義工相交，由一起幫助貧困學

生，到結成好朋友，確是榮幸。小平教育基金

由於與慈恩的理念相同，所以彼此合作緊密，

親密無間。在建校、助學方面，我們都是邊做、

邊學、邊改進。

「給貧困山區小孩一個平等教育機會」是小平

教育基金的目標。為給內地貧困地區學生有個

安全的學習地方，2001 年創立之初，我們便捐

款興建教學樓房，以取替殘危校舍，至今已建

300多所。

過去十多年，國家經濟發展迅速，投放教育方

面的資源也相應增加。從當年的「 苦，不可以

苦孩子 ; 窮，不可以窮教育」的艱苦年代，到今

天的九年、十二年免繳學費，的確是一個令人

欣喜的躍進。此外，各方善長歷年來不斷的資

助，各地新校舍林立。看到孩子們有受保障的

教育機會和舒適的學習環境，能愉快地踏上成

材之路，心中自是十分安慰。

看到內地各處校舍逐漸達至要求，小平教育基

金五年前便開始資助貧困高中生的學費，協助

許多因高中無義務教育而需輟學的學生完成高

中，對社會有更大的貢獻。同期，我們亦開始

資助貧困大學新生，幫助他們解決入讀大學所

需的額外開支。至今，受助高中生超過 13,000 

名，大學生超過 4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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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十多年工作經驗的累積，以及因應內地實

際情況的進化，基金未來的教育扶助工作將會

更深入。我們對貧困大學生的支援將會持續化。

受助學生從入讀大學直到畢業，連續四年均會

獲得資助，讓他們能安心讀書，毋須為錢財困

擾。除經濟上的援助外，我們將會發展內地的

聯絡點，一方面方便學生在受助的四年內，與

基金保持聯繫，另一方面促進基金與學生的溝

通，與他們攜手成長。我們同時希望他們能更

佳地瞭解本基金，日後可協助我們的助學工作，

將愛心延續。

近年我曾多次帶同兩個兒子到內地，探訪本基

金所援建的學校，盼他們能夠體會到自己的幸

福，學懂感恩 ; 也望他們會瞭解情況，日後可為

基金出一點力。現在，他們已接手處理基金的

網站（xpef.org），使我頗感欣慰。

十餘載，感恩能有機會與慈恩一同盡綿力，把

教育送給山區的小孩。慈恩的義工身體力行、

無私奉獻，實令人景仰。未來我們一定會繼續

和慈恩攜手為扶貧助學而努力，並與山區的小

孩並肩奮鬥，共同譜出教育人生的新樂章。

編者按： 本文作者劉百行先生與本會的多重

關係可謂既深遠又親密。自本會於

2000年成立以來，劉先生便是慷慨

的支持者，動輒把百萬元計的捐款

放入本會的銀行戶口內，委託本會

會長簡先生於貧困山區援建學校，

通以「小平」命名，至今已建數百

所。劉先生於 2004年更加入本會

董事會，而本會董事鄧先生亦加入

劉先生的「小平教育基金」為董事。

2005年，原來免費提供會所給本會

使用了五年的原業主決定出售其物

業，劉先生便接手購置了這物業，

大加裝修後，以象徵性租金讓本會

得以繼續使用這會所。劉先生常來

會所與本會義工交流，所以本會許

多工作人員都與他十分熟稔。



扶 貧 好 伙 伴 ‧ 同 心 同 德

十五年成長路12

向慈恩基金會致敬 
—為窮孩兒搭起一座橋

川流文化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陳平玫

在一個暖洋洋的冬日，戶外陽光體貼的灑在每個

人身上，屋子裡和幾位慈恩的義工也聊得起勁。

雖然和大夥常有郵件往來，卻難得共聚一堂。環

顧一張張慈眉善目，我在想為甚麼十多年來這群

朋友，除了男士們多了些白髮，女士們幾乎沒

什麼變化，一樣的開朗、直率？

回顧這段緣分，要從《窮孩兒—貴州行雜記》

這本書說起。我所任職的台灣谷威貿易有限公

司從成立那一天起就不曾間斷的參與公益活

動，1995年公司業務擴展，我從台灣來到香

港，那是大陸改革開放的初期，貧窮落後普遍

存在的年代。因緣際會，公司逐步將捐資助學的腳步踏進河北、安徽等地，但遲至 2000年

才正式在香港註冊成立川流文化教育基金會。

偶然機會，董事長陳維滄先生看到彭志銘先生出版不久的《窮孩兒—貴州行雜記》，書中一

張張貧窮、落後而純真的圖片和文字，令人震撼又感動！董事長吩咐我和作者聯繫，看看我

們能做些甚麼？於是我們聯繫了次文化出版社，找到了彭志銘先生說明來意。彭先生說真正

在貴州「幹活」的人是簡耀光先生。就這樣，我們和慈恩基金會有了第一次的接觸。

為了近距離觀摩學習香港公益團體的工作，我曾隨簡先生往訪貴州，探視學校的現況和需求、

參加奠基及落成典禮。他的行事風格簡捷明快，沒有太多應酬語言，唯獨對學生他不厭其煩，

用他那不太普通的普通話，鼓勵再鼓勵 ! 攝像機總不離手，也是他值得學習的一招；隨時拍

攝同步旁白簡先生儼然是個「隨團記者」，這的確是很棒的工作方式，省時又省事！後來我

在海南島探訪學校時也依樣畫葫蘆，當時海南還非常落後，小朋友從沒見過這「傢伙」！一

個勁嘻嘻嚷嚷的往攝像機竄前竄後，怎麼就想不明白自己怎麼鑽進我的錄像裏，現在想來仍

不覺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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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幾年內，慈恩向貴州省捐助了數百所學

校，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他們制訂有條不紊、

井然有序的工作流程也是值得稱道的；在企業

裏專人專職都有可能出錯，更何況所有工作由

進進出出、時間各異的義工負責，但在這裡工

作卻能完整銜接。義工們笑稱他們這是「沒有

組織的組織」，但如果不是義工自發的愛心、

使命感、責任感，又如何能做到 ? 而且義工人數之多，不分宗教、不分省籍，同心協力，也

讓我對印象中香港這片以功利著稱的彈丸之地另眼相看！

隨著公司的發展，我又調入深圳常駐工作。讓我有機會協助慈恩將一筆筆善款匯向有需要的

地方，從中我也了解了慈恩的工作不只是捐資助學，還拓展到了建立衛生室、圖書室、打井、

修繕道路橋樑、醫療資助……等，其中也不乏頗富創意的活動如「愛心一蛋」。每一次指尖

將匯款送出，都給我一次美好的滿足感，它代表愛心傳遞的又一次循環，也為窮孩兒帶來了

希望。也許就是這樣的美好，讓義工們更能領略生活中的樂趣，讓他們永保開朗和青春！

十五年來慈恩基金會的義工用他們的熱情、愛心和智慧獲得了社會的認同與信任，甚至國際

性的榮譽，造福數以萬計的人群。它的資助者不但來自愛心人士，也來自其它的公益機構，

這樣的成就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祝願這個公益平台以愛相傳，代代點燃溫馨的火花！

川流陳小姐（右四）與本會正副會長及秘書等合照。



扶 貧 好 伙 伴 ‧ 同 心 同 德

十五年成長路14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的宗旨

師範、大專及高中助學組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會由陳登先生（1926-2005）

於 1997年成立，致力捐助內地和香港教育、醫

療、家庭及長者等多方面的慈善服務。陳登社

會服務基金會自成立以來，以「取諸社會，用

諸社會」為宗旨，在過去十多年間，先後資助

多個獨立項目。同時，基金會每年捐款給不同

的社會服務機構，定期資助多項慈善事業。

陳登基金會自 2005年起透過本會資助貧困師範生，此十年間，陳登基金會對師範生的資助

不論在人數上或金額上都大幅提升，由 2005-2006學年資助百多人，到 2014-2015學年資

助人數提升至近 500人，資助金額由每人每年人民幣 600元提升至 1,000元，累積受助人

數共約 5,000人，資助金額共人民幣 400萬元，受惠的師範學生主要分佈在較貧困的貴州

省及甘肅省。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亦非常關注內地大學生就讀大學的機會，支援慈恩基金會大學生助學計

劃，歷年來捐款達港幣數百萬元，資助來自貴州、四川、陝西、江西及青海等地千多名大

學生。

自 2007年起 ,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贊助本會的高中生助學計劃，名額由每年 400名逐年增加

至雙倍，而受惠地區由貴州省黔南州，伸延至黔西南州及廣西省岑溪市。現在每年的高中

生資助金額達港幣百萬元。

陳登助學金不單減輕學生經濟上的壓力，同時學生亦感受到關懷與鼓勵，幫助他們克服困

難，踏上上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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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登社會服務基金熱心扶貧，救助弱小，無私奉獻的精神，不只令人敬佩，亦感染部份受

助學生，效法其精神，幫助有需要的人士。從本刊《感恩篇》內的幾篇受助者的反饋，便

可見一斑。薪火相傳，實屬難能可貴！



無 數 的 善 長 ‧ 集 腋 成 裘

十五年成長路16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從自助到助人
捐方　洪綿綿

讀中學時，我常跑往香港

公共圖書館閱報和借書，

令我得到很大的快樂和學

業進步。本來上課時常魂

遊，改變成很集中精神聽

老師講課，作文又突飛猛

進，擴闊我的視野和提升

我的思維。

公共圖書館有不同種類的

好書，教我推理，為人處

事正確的態度，努力持之

以恆 ; 認識世界不同的地域和各類的知識。上述一切對我一生影響很大，令我做事勤力，盡

力，守信，與人合作和溝通等等。

2000年開始，我多方尋訪有關捐贈圖書給中國山區小朋友的渠道。經過多次接觸其他團體，

都只限於捐贈金錢代購書本和發收據，未能提供已獲捐贈學校名稱，書本目錄，購買地點，

價格和贈後視察等。

後來經一位好朋友介紹「慈恩」，是一間很到位的慈善機構。從 2008年至今，我探訪曾獲

捐書的學校和社區圖書室，十分感恩有這樣一個完善而透明度高的架構，又有一隊出錢又出

力的義工，讓我的捐款百分百用在圖書上。

我到訪貴州，小朋友開心閱讀圖書的景象令我很高興，希望他們讀書改變命運，多看良好的

課外書籍提昇個人水準，將來幫助家人和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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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助學送愛心　貧困學子夢成真
—慈恩基金會成立十五週年寄語

三毛錢愛心團隊

慈行天下，恩澤社會。捐資助學，奉獻愛心。

目前，國內外形形色色的慈善機構無數，香港

慈恩基金會，可以算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她以

獨特的運作模式，已經走過十五年的風雨歷程。

榮華集團總裁鍾華生早年已加入慈恩，帶領家

人、朋友、客商捐資助學。先後在貴州、甘肅、

四川等地捐建了 29所希望小學，並在甘肅等地

捐建了多個愛心水窖。受其影響，他的三個小

孩也不約而同地捐出零用錢，資助多名貧困山區的大學生。

三毛錢—能建校

2006年，集團總裁鍾華生呼籲員工每天捐贈三毛錢，建立了「三毛錢愛心工程」，打破了有

錢或者生活穩定的人才能做善事的傳統觀念。每人每天三毛錢，每個月有九塊錢，延伸整家

企業，集腋成裘，至今「三毛錢愛心團隊」已為中國偏遠山區捐建了十所小學。

三毛錢—能助學

2013年初，鍾總裁與「三毛錢愛心工程」的骨幹成員到訪慈恩基金會，得知有「致知助學」

資助優秀貧困學生升讀大學的項目，骨幹成員非常高興能「助學送愛心，學子夢成真」。

「三毛錢」的愛心捐款，除了繼續援建山區小學外，也成立「三毛錢致知助學基金」，資助

一些貧困、特困大學生，幫他們完成學業。

愛心之旅—愛心傳承

2013年及 2014年 7月，鍾總裁帶領榮華集團的骨幹和親朋好友前往貴州安順、六盤水進行

「愛心之旅」，分組考察了多名大學生家庭。這種愛心活動，讓更多的捐方參與，將愛心傳

承加以推廣。這樣，一方面讓家庭貧困的大學生得到幫助，另一方面也讓捐方的家庭成員懂

得什麼是艱苦，親身體驗獻愛心帶來的快樂，更瞭解貧困山區的實況和愛心活動的意義。有

了慈恩基金會的服務平台，有了「三毛錢愛心團隊」的無私奉獻，助學愛心將會得到更廣泛

的傳承，偏遠山區將會有更多的貧困學子夢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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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香傳遞愛心　教育傳承品德
顧問義工　史敏

慈恩圖書組的捐款相當大部分來自「雙平基金」和 「正見基

金」。今天就來說說他們的故事：

在慈恩基金會有一對被稱為「八十後」的長者夫婦，大家不但

尊敬他們，而且十分佩服他們：因為兩位老人家既是慈恩的義

工亦是慈恩多項活動的捐助人。

老先生年過八十，依然擔任基金會的秘書，每天要處理涉及各

類會務的中英文電郵，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事務，工作量比我

們這些後輩還多。而說起慈恩圖書組的建立，就不得不提到他

的太太。早在十一、二年前，聽到前線義工帶回來的信息，知

道學校缺少課外閱讀的圖書，老太太心念一動，給在校學生贈

送課外閱讀書籍的「圖書組」就成立了。眾所周知萬事開頭難，那時老太太已經年過七十，

為了購買合適的圖書，他們夫婦兩人勞心勞力去大陸找書，更捐出金錢購買圖書，安排貨

運……。他們的心血沒有白費，幾年間，圖書組已經向千多所學校贈書，總金額多達幾百萬，

受惠的學生成千上萬。

說起兩位老人家對教育事業的那份熱忱，應源自他們本身是教育工作者。兩位大半生的經歷

讓他們深深體會到 :教育改變人生、改變社會的巨大力量。從教育崗位上退下時，適逢祖國

改革開放，兩位老人家立刻投入到義務性質的改善內地教育水準的工作中。他們把對內地貧

困地區孩子的關愛，化作一本本內容精美、知識豐富、色彩鮮豔的圖書，陪伴孩子們 , 豐富

他們的童年生活。而對孩子教育水準提高、良好品德建立的期望，就如老太太為贈送圖書設

計的印章上所寫的：「看書長知識，有趣又有益，齊來借書看，多借好成績，借書依時還，

對書要愛惜。」

他們是：嚴己寬人的教育者；身體力行的教育者；循循善誘的教育者；潤物細無聲的教育者。

說完這兩位老人家的故事，就要介紹另一位曾經在商場努力拼搏，事業頗有成就的女強人。

她一退休就到處找尋合適的慈善機構，打算捐出她的積蓄用於資助內地教育事業。她是慈恩

圖書組最熱心、捐贈金額最大的支持者。如果要問她為何選擇捐贈圖書給內地山區、貧困地

區的孩子，她的回答觸動人心：「年青時接受學校教育不多，主要靠在圖書館自修。課外讀

物對我的一生影響很大，書帶給我無比的快樂，豐富我的知識。書教會我做人要勤力、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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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要盡力、盡責；教會我與他人合作溝通的

技巧等，使我在事業上有小小的成就。 我的成

功來自社會給了我機會，現在我應回饋社會，

幫助有需要的人，特別是幫助正在受教育的孩

子們，孩子是社會的基石，我要把自己的積蓄

拿出來給他們創造機會……」。

她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圖書組長期以

來得到她源源不斷的大筆捐款，而她對自己的

日常開支、衣食住行倒是很節省。作為一名商人，成功真的在於機會嗎？未必！從她的身上

我感覺到應是「認真」二字。在最近的探訪活動中，我與她走訪了三個地區，她認真的態度

令我折服。認真做事，認真待人。因為通過認真我們才能圓滿自身的行為。教育他人先要完

善自己。

由於她愛看書，書本帶給她改變一生的影響，所以她不吝嗇購書的金錢，要送最好的書給孩

子。她也愛惜圖書，她教育孩子們愛護圖書，不亂撕，不亂畫，在看書的過程中培養良好的

習慣。

有幸成為慈恩的一名義工，我個人得到大家無數的愛和包容，得到人生的修煉，完善自身。

承接著愛，傳遞著愛。祝福慈恩，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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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水長流　集腋成裘
董事義工　黃美儀

對於捐款，慈恩一向是多少不拘，無任歡迎，因為集腋成裘，同時，我們收到的一分一毫，

都包含著捐款者行善助人的誠心，值得我們敬佩和珍惜。

在慈恩的捐款紀錄裡，就記載了不少長期支持我們的有心人的捐款。

余岑彪先生於 2009年初前來本會辦事處，瞭解本會的扶貧助學工作。其後與本會義工一起

到貴州省納雍縣實地考察，對本會加深了認識和建立了信心。回來後，由 09年底開始，持

續每月捐款 3,000元。2013年開始，他更把捐款增加至每月 5,000元。

馮小姐自 2012年 7月開始，每月以繳費靈方式捐款 300元，資助關愛組、高中助學組和貧

困教師。兩年多以來，馮小姐的捐款每月持續，沒有間斷，也沒有要求收據。我們與馮小姐

雖然素未謀面，但扶貧助學，卻心意相通。

捐款紀錄裡還有：黃紫薇女士，自2007年1月開始，多次捐款支持慈恩，累積金額10餘萬元；

關女士，2008年 9月開始捐款，至 2014年中，捐款近 40次；吳女士，2009年 10月至今，

捐款 19次，款額 4萬餘元。 

類似的個案雖未及一一盡述，但慈恩仝人點滴在心頭，感激萬分，並將其化為工作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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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is to give, not to get」—我與慈恩
捐方　區麗卿

回想與慈恩結緣，大約在 2000年。當年，我

每天午晚餐都在一家素食店用膳，與店主鄭太

很談得來。她向我介紹簡師兄的事蹟，並鼓勵

我去慈恩幫忙。

得知簡師兄把自己的全部退休金捐出，並且親

力親為，到貴州最貧困的山區扶貧助學，太令

人感動了，因此，我聯同一位朋友李太，一起

到慈恩做義工。

當時慈恩沒有多少文書工作，而自己體質虛弱，

未能登山涉水到山區扶貧，所以，義工工作只

做了一年，便請辭了。

雖然離開了義工行列，但仍然惦記著慈恩精神。

慈恩的工作太有意義了。基金會所籌得的金錢

和物資，都由義工親力親為，直接交到受助人

手中，不像香港其他慈善團體，行政費、宣傳

單張印刷費等等的高昂開支，使人吃驚，也令

人氣餒。

雖然不做義工，但我依舊支持。每月出糧的時

候，便寄張支票給慈恩。開始只不過數百元罷

了。直到現在，儲蓄多了些，便捐得多些。我

的捐款自 2001年以來，便習以為常，成為生

活的一部份，但間中也有失誤。例如 2006年，

自己大病住院，在深切治療部六天，其後又住

院，家人不知首尾，停了一段時間，到回家後才又繼續。

我記得讀小學時，有一次校長在禮堂訓話時，說的一句英文：「Life is to give, not to get」。

我至今不忘 ! 現在人老了，更加明白這句話的意思。非常多謝校長！

做了就算了，就完了，請勿給我獎賞、獎狀。這是我的生活態度。其實，真正要感激的，是

那些既出錢又出力，親自跑到山區去探訪、搬運物資的、有承擔的實幹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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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緣相聚—與王太交談
義工　陸鳳娥    

溫柔婉約的王太不徐不疾一字一句細訴如何認識慈恩，如何成為捐方。

二十多年前，在她參加的一個慈善機構，簡先生曾多次到來幫助。簡先生的談吐，處事態度，

工作落力勤快，給王太留下深刻的印象。

後來多年不見，卻在《讀者文摘》的報導中知

悉簡先生成立了慈恩基金會，終年在貴州奔走，

為山區孩子籌建學校，給孩子一個安穩的地方

讀書，令王太十分欽佩。

王太在慈恩義工李太的介紹下，來到慈恩的會

所，看了慈恩的建校記錄，深受感動。她希望

在建校上也盡一分力，紀念離世的丈夫。聽取

簡先生的推薦，在黔南建校。竣工時赫然發現

建校所在地竟是丈夫王先生，著名文學家舒巷

城先生曾到過這裡。他在年青時「走難」至此，

得到一位善心裁縫留宿，讓他不致露宿街頭。

王太細味箇中因緣，可能是王先生在冥冥中的

選擇，自覺歡喜。更想不到慈恩負責是項建校

的義工劉女士，在少女時代已是舒巷城先生的

忠實讀者。兩人一路上談詩談心，大樂。

一個建校項目，把幾個在人生路上擦肩而過的

人，相聚一起。是人生的偶然，還是善根栽種

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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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般的「旅遊」體驗
捐方　余太  

2012年 4月 7日復活節假期，我帶著正在唸中學的兒子及唸小學的女兒踏上貴州的旅程；

與別不同的是我們此行並非是由旅行社給我們安排，而是由慈恩基金會的義工為我們引線；

接待我們的也不是當地導遊，而是親力親為的地方領導；急於要去的也並非五星級酒店，而

是一間簡陋的泥屋；沿途看見的也並非繁華街景，而是荒蕪多拐彎的大山；目標也不是著名

景點，而是探訪受助孩子的一家：這就成為了我們這次非一般的難忘體驗……

羅甸縣城位置偏遠，從貴陽機場出發便需要花上五個小時的車程。然後再從賓館乘坐一個

半小時的汽車才到達大山。當我們的汽車停下來時，山路給我們暈眩的感覺久久未散；而眼

前出現的一間簡陋的水泥屋和一個五人的羅氏農民家庭，更令我懷疑此行是否一個錯誤的決

定……花了這麼大的勁，此行值得嗎？這裡別說豪華裝修，連最基本的設施也沒有……。羅

家煮食和取暖用的柴草，都堆放在屋外牆邊；家中電線都是用電話線胡亂接駁；秋收的穀糧

就一包一包的堆疊在大廳中；養著兩頭小豬的骯髒豬屋叫人十分不習慣，而羅家的另一資產

就是兩頭母雞。

交談之下，被羅家長女家威感動了！這個瘦小單薄卻堅定的小女生，並未因自己家貧或父母是

文盲而自暴自棄，反而藉著我們小小的資助而埋

頭苦幹，自強不息，期望自己能改變家庭的命

運，改寫農村貧困的面貌，一步一步艱辛地走。

家威並沒有令大家失望，在高中時成績優異，

曾經考上第二名的她，最近得知已被一本大學

大連醫科大學的生物製藥專業取錄了！這真是

何等令人振奮的消息啊！

此次家訪令我深受感動：當大部份「港孩」都

「把讀書都當成是母親的事」時，這個窮得家

徒四壁的弱小女孩竟可考得如此好成績：究竟

她的拼勁從哪裡來？……還好，在這次家訪行

程中，我的兩個孩子感受也很深，雖然初時反

應有點不太正面，但相信一定會在他們的成長

路上，激發出一道指引性的光芒。

前往羅甸的一段山路是有名的「七大拐」

探訪者與被訪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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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助學的小故事
捐方　胡貫球 

慈恩義工區老師於 2002年初春時份與一位朋

友到雲南香格里拉旅遊，沒有目的地，也沒有

時間表。

那天，天氣很冷，她們走進梅裡雪山山腳下的

一間小酒吧喝口薑茶，與老闆閑聊，無意中得

知附近有一與世隔絕的藏區─雨崩。

雨崩分上、下兩個村子，相距約 3公里，中間

隔著雨崩河，合共只有 30多戶人家，那裏沒有

電，沒有公路，只有原始生態，超級多負離子

的空氣及純淨的水源。

兩位女士就決定第二天早晨，包車到雨崩村

去！車行了個多小時來到山腳下海拔 2,700米

的西當溫泉，公路就中斷了。從西當溫泉到雨

崩上村，有 12公里上坡路和 5公里下坡路。她

們僱了兩匹騾子載她們上山，騎行三個小時始

抵海拔 3,800米的那宗埡口。路程崎嶇，但從埡口舉頭，眼前突然出現神女峰，再望向山下

的雨崩村，只見阡陌縱橫，田間桃花盛放，這不就是陶淵明描述的世外桃源麼？下了騾子，

再走一個多小時山路終於到達海拔 3,100米的雨崩上村。她們在上村找到一間民宿，放下行

李，便徒步到下村去。

她們在下村的田間穿插，走過民房。這裏世世代代只有 37戶人居住，又因山路崎嶇，不通

公路，旅遊業還未發展，所以她們玩了半個下午，也沒有見過一個人影。

太陽開始下山了，走了一整天的路，已經無力徒步走回上村。正在焦急不知所措時，突然聽

到鈴聲，她們知道有騾子行近。原來村民已經拉了一整天的騾子，因為沒有供電，準備在入

黑前回家休息。此村民是一個中年瘦弱男子，聽到她們要僱用騾子上山，就派了兩個女孩，

各拉一匹騾子，載她們回上村去。回到山上的民宿，主人讓兩個小女孩留下喝口熱湯，閑聊

間才知道這位主人原來是她們村小的老師─阿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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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說，兩個小姑娘和她們的弟弟都是他的學生。弟弟成績優良，是一個可成材的孩子，現

正在德欽縣讀初一。區老師問是什麼原因？阿茸老師說，小孩的母親因病去世，家中欠下巨

債，再沒能力供他讀書，而且男孩可以回家幫忙種田及放牧。

區老師們覺得很可惜，眼看一個大好前程，就因為暫時環境不好而要斷送。毅然承諾這個男

孩的學費及住宿費，並且沒有設下期限。當時她們沒有見過這孩子一面，連他的名字也不知

道。第二天早上，放下第一期費用給阿茸老師，就回香格里拉了。

後來知道孩子的名字叫「念佰」，藏語意為「文殊菩薩」，有無量智慧的意思。區老師本人

是虔誠的基督徒，她沒有因為念佰是生於佛教家庭，而起分別心，設置障礙，更沒有想過將

念佰轉成基督徒，她只是經常給念佰寫信，鼓勵他，支持他，為他說人生道理，並要求念佰

回信，希望保持聯絡。

區老師與念佰第一次見面，是五年後的 2007年，那時念佰已轉到香格里拉讀高中了。區老

師和朋友取道雲南到西藏去。那一次的會面，念佰認了區老師做他的媽媽！念佰的姐姐也老

遠從雨崩到香格里拉一塊見面。從此，區老師多了一個藏族的乾兒子和乾女兒！

一年後，念佰考上昆明大學法學專業，成了雨崩第一位高中畢業生和大學生！ 2012年念佰

大學畢業，回到自己鄉中的縣城服務，現任職雲南迪慶州德欽縣司法院的公証人。

2014年六月上旬我們和區老師一行四人到德欽去，念佰就開了車，到縣城來接我們，區老師

見到念佰終成人材，感到特別安慰！

念佰請了幾天假，帶領我們回雨崩去。他安排我們住在他姨母的家，這次的探訪，讓我們深

深的體會到藏民在山水之間純樸的生活！

我很感謝區老師給我機會接觸這個善緣，使我深刻感受到，善念起善緣，善緣生善果。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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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卻不能退「憂」 
—四位年長義工年年月月心繫山區窮學子

義工　謝綺文

前言

他們退休了，他們卻沒有退「憂」！

慈恩基金會有不少年長義工，成長在生活匱乏的年代，自言學識不多，

惟他們牽掛山區窮孩子無書讀。即使梁美蓮（蓮媽）、葉發（發叔）、 

馮偉然（老馮）及黃伯堅（黃伯）已沒有工作收入，還是心掛小朋友無書 

讀；他們節衣縮食，省錢資助讓更多窮孩子上學去。

蓮媽：寄衫送暖到山區

五年前籌組十周年特刊時與蓮媽談話，那時最深刻

的是「以前自己無得讀書，現在幫人去讀書」。五

年過來，她仍然助人有書讀。今次令筆者最深刻的

說話是「衫有衫冷，人有人冷」。

人稱蓮媽的梁美蓮，78歲了，一如以往，經常到

慈恩儲物房，整理衣物、文具及日用品等，大袋大

袋搬回家，再抽時間帶到深圳郵寄去山區。由於國

家衛生標準提升了，當地機構不再接受舊衣服，蓮

媽需要微調方向，精心挑選物品再寄往山區個別有需要人士，主要為低收入的代課教師，其次是

個別貧困學生，尤其是蓮媽資助的「仔女」。

問及蓮媽資助了多少個學子，她說自己也弄不清楚了；惟能有幸成為她的「仔女」的，應該算是

遇到人間天使了，因為蓮媽十分關心他們，不時寄上物資。

畢竟年齡漸長，體力大不如前，蓮媽坦言已多年沒到山區探訪，而且往深圳寄物資的次數也減少。

即使不能前往山區，蓮媽仍時刻記掛著，寄到遠方的物資是否落到有需要的人手上？蓮媽請不用

擔心！從山區寄來的感謝信可以告訴妳：妳寄去的毛衣溫暖了無數人心，令眾多低收入的代課老

師堅持下去，引領山區的窮孩子踏上「知識改變命運」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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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叔：綜援剩錢去助學

即使香港政府津貼長者車船費， 兩元一程乘搭大部份交通工具，但
發叔還是不會多搭車船，因為他的心願是「慳得就慳，慳多點可以

幫助更多學生」。

我們稱 80歲的葉發為「發叔」，是一位綜援申領者。綜援金每月
不多，為此發叔既減少出外花費，一日三餐也自己煮，亦 20年沒
有添加新衣。訪問當天所穿的恤衫，是他在 1990年買的，看來保
存得不錯。此外，發叔會到圖書館，或屋邨辦事處看報紙，實行節

衣省吃儉用，將綜援用剩的餘錢去扶貧助學，感動無數人心。他的

故事近期更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與「香港活力都會協會」舉辦

的活動中獲頒發 5萬元獎金。

當無數綜援人士嫌金額不足之際，發叔卻由以往每年捐款近萬元到近年的過萬元。十年前，他已在「慈

恩」名下開了戶口，說是準備自己過世後，仍可持續扶助受助學生完成學業，情繫山區窮孩子之心可

見！發叔亦參加遺體捐贈計劃，淡然生死，遺愛人間。

發叔多年來都遺憾自小家貧書少讀，只肄業到小三，所以他非常關心貧困學生的苦況。即使發叔近年

身體大不如前，惟他仍堅持每周到慈恩，瞭解受助的情況及協助會務。去年他得悉一名大學生面臨輟

學，他特別捐出 3,000元人民幣，助他完成最後一年學業。

發叔深知不論如何的節約慳用，剩餘金錢也追不上內地工程興建費用的飆升，故他現在只能扶助學生

及貧困戶而沒有援建危校；而 15年不變的是發叔衣袋裡的記事簿，整齊列出支持他的街坊、鄰居及好
友的名字及款項，一眾均是省吃儉用的助學者。發叔亦感慨此等善長增加不多了，有些因年老離世，

有些經濟實在困難，不能……

老馮：懶惰義工助創會

筆者對老馮說，要訪問他幾句，他即時的反應是「有

甚麼值得問」；並笑稱自己是「最懶惰的義工」。這

話當真？！

表面看來，75歲的馮偉然，大家叫他「老馮」真是一
個最懶惰義工，因他不常現身會所。其實他經常組織

單車隊前往內地，一邊暢遊湖光山色，一邊為慈恩籌

款。現今由於年事已高，相關的單車活動逐漸減少了。

老馮是慈恩創會元老之一。他 48歲時，因健康問題被迫退下火線，開始四出找尋在內地興校辦學的途
徑。發覺以個人身份在貴州推行此心願實有難度；經幹部 /機構輾轉介紹，「搭」上了簡耀光會長。當
年慈恩還未正式成立，會址就在簡會長滿佈雜物的住家天台。轉眼已 20年。20年是一個不短的歲月，
是甚麼令他堅持到現在，從資助建校到扶助學子？原因十分簡單─「開心，繼續開心」！

這位「快樂」義工，能踏單車已夠開心，何況更能寫意地旅遊。此外，老馮閒來亦喜歡補讀未完的書，

日子過得蠻充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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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伯：共鳴慈恩好開心

相對於蓮媽、發叔及老馮，黃伯在慈恩的日子較「年輕」。

2013年初，時年 75歲的黃伯堅喜歡聽收音機。一次在電台節

目《有誰共鳴》 中，聽到了訪問簡耀光會長的談話，頓時令

他有「相逢恨晚」的強烈感覺─尋覓多年終於找到與自己有

共鳴的人和地！經過囡囡的努力，黃伯成為慈恩一份子：「好

開心！好開心！」 

黃伯任勞任怨，有用得著的地方出聲相求，只要時間許可，從

不「托手肘」。  

他每月主要收入是港府資助長者的生活津貼（俗稱「生果

金」），他把自己的「生果金」捐出一半給慈恩。但是他除了

在慈恩做義工，這位顧家的伯伯，每日都會為太太及兒孫買菜

做飯。「你捐了一半生果金，夠用嗎？」他輕鬆回答：「老婆有錢。況且幾十歲，不是用很多錢，

慳儉一點就可以了。能幫得多少個孩子就幫多少吧，盡去！」多麼爽快！

黃伯留守慈恩，他喜歡這個地方：「無大無細」，「無宗教、不談政治」……「總之，好開心！」

                                                                                                    

後記                    

蓮媽、發叔、老馮及黃伯四人加起來超過 308歲，平均年齡 77歲。他們

的主要經濟來源是香港政府每月微薄的「生果金」或綜援金；亦可能要

在有限的儲蓄中點點滴滴地「透支」；即使要節衣縮食，卻未減他們對

遠方貧窮孩子的牽掛。

相對以前資助建校、衛生室等金額較大的工程項目，他們退為選擇扶貧

助學，好讓更多的窮孩子可以上學。當問及他們資助有多少個學生時，

他們不約而同支吾以對：「問負責的義工吧！總之有需要就資助吧！」

一派「了了有可不了」的淡然。

筆者要稱讚四位長者對前線義工的高度信任及無限支持。他們相信「專

款專用」外，善款亦會善用。默默繼續資助義舉，靜靜陪伴孩子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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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力軍延展關懷希望

如果你到過慈恩基金會，會看見義工中頗多年長人士，而近年多了一批年青人。

慈恩基金會既不是一個好有知名度的機構，亦非座落於一處尊貴地段；辦事處也頗簡樸，

那為什麼他們會加入慈恩呢？讓大家聽一聽他們怎樣講。下面引用了幾篇他們的故事。

簡耀光會長不停的笑說，隨著社會的富裕與平等，慈恩基金會的前路是「執笠」！有年

青人的加入、留守及堅持，我們相信簡會長的心願難償。

這批生力軍加入 ，為慈恩基金會下一個五年，打開新的面貌，延展關

懷與希望。

義工　謝綺文

慈恩給予我們機會種下善良的種子

顧問義工　龍凱祺

我知道我在做的已不是我一個人的事，

而是在影響身邊其他人，包括我的兒

女。由女兒 3歲帶她往山區探訪開始，

她已沒再要求買玩具了。有時候我問

她原因？她會答我留下多些金錢去幫

山區小朋友！我被感動了！也就是助

人自助，我的兒女也因參與其中，而

擁有一顆善良的心！感恩！

今年我送兒子到英國升學，我告訴他，爸爸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可以給他選擇，讓他

走自己想走的路，希望日後他也可以給更多人有選擇！那一刻我又想起山區的孩子

了，他們有得選擇嗎？他們父母不想給他們選擇嗎？但是成長於山區的孩子就是沒有

得選擇，要改變就要衝出山區，要以知識改變命運。

因先天條件不足，未必每個小孩也能在高考考很好成績，進入一本大學。往往他們就是

被忽略的一群！所以我希望給自己孩子選擇的同時，也給山區孩子一個機會。所以今年

「財務自由同學會」挑選一些只能考上二本或三本，甚至是專科學院的同學資助，雖然

他們未必是最優秀的，但是我們希望他們能感受到被關愛，將這點愛一直傳承下去！

註：一本大學是重点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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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快樂的義工

顧問義工　鄭俊邦

活了 40年，原來我一直只是活在自己

的世界裡，真的很慚愧 ! 

加入慈恩後，才發覺自己一點點的力

量，可以為社會和為別人，做一點點有

意義的事 ! 能夠為互不相識的人而活著，

那份心靈的滿足不能用任何物質來換取 ! 

參與過不同的項目都很難忘，例如尖東

義賣、增城單車籌款、慈恩樂助耀山區

籌款晚會等。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

2012年 6月，跟隨幾位慈恩資深義工

到廣西，為廣西鳳山中學和巴馬中學的

助學計劃與學生見面。

學生都是山區長大的小朋友，要離開家園到縣城讀中學，即使國家已經翻新了校園，

免學費和住宿費，奈何學生們還要應付負擔不來的生活開支，面臨輟學的危機。 透過

慈恩，我們給予學生們一點點經濟資助。

不經不覺又過了兩年，這批學生已經高中畢業，有些還能繼續升上大學。看到孩子們

成長，為別人種下善良的種子，感到無比欣慰。

在慈恩工作是快樂的。能夠讓身邊的好人好事包圍著自己，自己也感到歡樂。往後的

日子，希望能夠多盡一點點力，做好每一件小事，做個快樂的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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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得

義工　徐燕清

機緣巧合，我們遇上「慈恩」。選擇「慈恩」最大的理

由是機構沒有行政費用的支出， 所捐的每分每毫都能到

達受助人的手裡。

2013年 3月以捐方身份第一次外訪同行，感受很深。受

助小朋友的無助與欣喜，都很感動我。回來之後，便正

式成為「慈恩」的新丁義工。

作為義工出力，同時也是捐方，其實也是受惠者。你會

知道自己何等幸福。真正是個快樂的義工，沒有壓力，沒有爭名奪利。義工作為橋樑，

將捐方的愛心傳送到受助人的手裡心裡。

我比較喜歡義工的身份，多於捐方呢！

用愛所散播的種子

義工　鄧子健

作為新加入慈恩的一員，這一年來實感慚

愧、也感恩。慚愧在於，慈恩義工比很多時

下的年輕人 (包括我在內 )，更有活力，同

時更好學、有能耐堅忍、也更包容。感恩

在於，各位給了很多空間和胸襟予年輕人去

闖、去嘗試、去見識、甚至從錯誤中學習。

我未敢言報，但當銘記於心！另外，慈恩剛

成立「服務香港組」，逐步致力香港社區服

務。身體力行，期望能為今日的社會，也為自己貫注多一分正能量。

不能言傳，慈恩對我來說，簡單而充滿愛。但願慈恩用愛所散播的種子，無遠弗屆，

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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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學生的話

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當然期盼民族富強昌盛。國富民強時，慈恩的功用就沒有需要

了。若此，「執笠」便是慈恩義工們最大的期望。但實際情況是邊遠山區仍有很多困難

戶需要援助。特別是正在求學的貧困青少年，幫扶他們就學，讓他們將來在社會上發揮

正能量，讓他們也成為有能力以及樂意幫助別人的人，這就是我們的願望。

會長　簡耀光

「將善念傳遞下去」

回望高考後的我，既充滿欣喜，又滿懷憂慮。欣喜自

己終於通過寒窗苦讀十載 , 贏得一朝登榜，考上了心

儀的大學；可又憂慮萬分，不知即將面臨的一大筆大

學費用從何而來。是你們，在我不知所措的時候，伸

出了援助之手；是你們，不遠萬里從香港而來，不畏

一路艱苦奔波，不畏徹夜勞累，只為了將那一筆筆善

款送到我們手中，幫助我們完成學業。

謝謝你們給了我這樣一個機會，讓我可以自豪地成為村

子裡少有的幾個大學生之一。你們的幫助，讓我有了

未來，有了大學生活，有了走出大山到外學習的機會。

謝謝你們對我的鼓勵和關心，讓我更有信心勇往直前。

你們的幫助將成為我奮勇向前的不竭動力。我一定會努力學習，不辜負你們的期望，不讓你們的愛心白費，

爭取早日回報社會，回報你們的愛心，將善念傳遞下去。

─ 南京林業大學羅領領感謝函摘錄

南京林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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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愛心傳遞下去」

我懷著一顆感恩的心，為幫助過我的人，更為了我自己，把自己目前的工作學習

做好。我更懷著這顆心參加公益活動，把愛心傳遞下去。在大學裡，我參加了一

個環保社團。身為實踐部部長，我和大家一起舉辦「地球一小時」、「食堂垃圾

分類」等活動，並且提出了「舊書傳承」這一旨在節約紙張的項目，又參與了志

願者廣交會和校園十大提案決賽。在每個公益活動中，我享受著公益理念傳播的

美好和快樂。

回望過去 19年，我是真的遇到了許多貴人。「未來」來了，我懷著感恩的心，讓

自己不斷成長，不斷進步，把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繪製一幅絢麗的圖畫！

─ 廣州中山大學的貴州省段士美子
致雙平基金的感謝函摘錄

「感激的話總是說也說不完」

由衷地感謝您把一隻小鳥放到廣闊的藍天，

讓它更自由更大膽地往前飛。母親說，讀書

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她再辛苦也要讓我有

個良好的環境上學。也許只有像母親這輩沒

有接受過教育，深受其苦的人，才真正懂得

教育的重要性。而您，用真正的行動，實踐

了重視教育、關注貧困。我想在我有了能力

之後，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加入您的行列，

盡我微薄之力，也對社會做點貢獻。

─ 天津外國語大學陳麗給捐方的感謝信摘錄

天津外國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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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段恩情兩頁書
顧問義工　郭勛亮

人性—多麼可貴。一筆小小的資助，雖時光流逝，學生卻始終感銘五內，一段恩情終生揮

之不去。套用一句「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絕不為過！愛的種子，撒播大地，開花結果了。

2013年 11月 18日，義工郭勛亮陪同捐方到貴州省長順縣一所中學發放初中生生活補助金。

校門外的電子板顯示的歡迎文字，竟吸引了任教於附近一間小學的兩位老師前來探問。短短

的交談之下，才知兩位老師曾經接受「陳登基金」的援助，得以完成學業。雖然他們獲得陳

登基金的資助只是千多元，但卻至今仍念念不忘陳登先生的恩情，再三道謝。

(一 )李立— 五年前雖收到貴州大學的錄取，但因家貧面臨放棄。然而因著
慈恩基金會而得到陳登基金資助，使李立得以完成四年的大學

課程。

「2013年，那一年大四，心中在徘徊，快要

畢業了，我該去哪裡？當時想到了你們，想

到感恩，決定去比較偏僻的山區去，只有這

樣才能鍛煉自己的意志。 最後，我選擇了長

順縣交麻中心校——長順縣最偏僻的地方。

當時我無怨無悔，因為心中有兩個字「感

恩」。 …… 我會教育我的學生，讓他們知道

甚麼是「感恩」。 陳登叔叔，一路上我們不

會孤單。你的精神會鼓舞我及我的學生，讓我們快樂的成長。我們會永遠記住您！今年

是香港慈恩基金會十五周年紀念，在這裡，我無以為報，只能寫下這短短的幾句話來表

達我對你們的感謝：叔叔阿姨，深深地感謝你們！ 有你們的幫助，才有我的今天。我會

一如既往的學習，一如既往的堅持。」

（摘錄自李立 2014年 8月的感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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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張洪英— 貴州省長順縣擺所鎮農村的一個貧困家庭的長女，連自己共有
姐弟四人在學。2008年考上貴州黔南民族師範學院英語專業。
雖然千辛萬苦湊夠第一年的學費，但之後的各種費用父母實在

無力承擔，無奈地要面臨退學。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慈恩基金會（陳登基

金）對我伸出了援助之手，給予我們大力的幫

助。這不僅僅是金錢上的幫助，更是精神上

的源泉。這讓我感受到了社會大家庭的溫暖。

我加倍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並勤工儉

學，就這樣我完成了學業。現在，我走上了工

作崗位，來到交麻這個貴州的大山深處教書育

人。 我懷著一顆感恩的心，踏踏實實，盡心

盡力，教好書，育好人，將貴會給我的這份愛傳遞下去，為社會盡一份綿薄之力。…… 我

再一次深深的感謝慈恩基金會愛心人士及各位領導對我及我的學生們伸出的援助之手！謝

謝你們！我一定會將這份愛心傳承！」

（摘錄自張洪英 2014年 8月的感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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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中華文化　傳承慈恩愛心
顧問義工　何偉華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禮記學記》。時代

在變，人在變遷，這個觀念在華人社會卻歷久

不衰。它超越空間、超越時間，看來任何時代

都適用。 這也可說是慈恩基金會成立的精神。

我作為慈恩義工，十多年來一直跟進培育貧困

學生事宜，時至今天已培植了一班對社會有責

任感的清貧學生，當中有成為教師、醫生、律

師、藝術人才等等。在眾多的學生中，我不會

因他們讀書有多高，做人多成功而自滿，我卻

因他們有一顆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心而驕傲。

樂觀正能量的楊芳

楊芳是一個在許多慈恩義工中成為了耳熟能詳

的大學生。汶川地震摧毀了她的家鄉， 破壞了

她的家園，卻打不掉她求學的心。三年的大學

生生活，令她由一個腼腆的農村女孩，成長為

一個臉上常帶笑容、樂觀、樂於助人的女孩。

慈恩甘肅定西地震災區探訪之旅，由她陪同一

班慈恩義工及甘肅政法大學生深入重災區，以

過來人的經驗，鼓勵災區學生，分享她做人的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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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縣城醫院工作，堅持回到邊遠山區的張富群

張富群，一個在高二期間父母相繼離去的女孩子的回憶：

自我踏入小學校園那一刻起，我清楚地記得，我的父母是如何絞盡腦汁的為我籌集那

一年一年的書學費。每當在開學之際，我的心就無比的恐慌，因為沒錢交書學費，老

師就不發書給我，而我就會面臨輟學。在父母的堅持不懈下，我完成了小學六年的學

業。

然而，苦惱並沒有終止，初中的學費是小學的幾倍，再加上妹妹和弟弟也要上學，我

只能輟學在家幫父母幹農活。父母都沒文化，深知不識字的苦，第二年，母親狠心賣

掉家裡的一頭牛，只為能讓我重返校園。我不負所望，孤燈苦讀，勤奮努力，成績在

同班和同級裡都名列前茅完成初中。

2003年 9月，母親陪我到縣城的江口中學報名。事過十年有餘，但我記憶猶新。母

親用一黑色塑膠袋把那東拼西湊得來的千餘元錢裹了又裹，包了又包，到繳費時，母

親手裡的錢仍然不夠，差一百多元，母親當時急得直跺腳。「您差的錢我給您補上

吧！」我的班主任鄭年忠老師說。

2004年父親病重，於冬月病逝，對於原本貧窮的家庭，無疑是雪上加霜。母親又體

弱多病，弟弟妹妹都還小，我下定決心放棄讀書，準備外出打工。老師和同學們知道

後，連夜趕往我家給我做思想工作。「縱使太多困難，也不能放棄學業，否則就辜負

了那麼多關心你的人！」

再三考慮後，我又返回校園，但也是「人在曹營心在漢」。那時，母親的病日漸加重。

正在讀初一的妹妹就在此時偷偷與親戚外出打工，更讓我心急如焚。2005年 3月，

母親也離開了我們。那年我 18歲，妹妹 15歲，弟弟 12歲。那種痛，那種無助，那

種失落，無人能體會。

2006年，我以高分成績考入西安醫學院。畢業後一年，考取化驗技術員資歷。想到

慈恩義工對我的關顧，我決定放棄了縣城醫院工作，堅持回到邊遠山區鎮上醫院，服

務那些老人及獨守兒童，堅持噓寒問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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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未來的司玉蘭

2009年收到一封有 60多名同學簽名的

信件，希望我能協助及鼓勵一個堅強的

大一學生，當時的她已經接受了人生第

三次腳部大手術，手術後半年多，只能

躺在寢室，要暫時休學，一切的生活問

題都由寢室的同學來照料，每天給她打

飯、買必要的生活用品等。當時她是無

法接受再次手術的結果，想放棄自己。

她就是司玉蘭。

司玉蘭，1988年出生於貴州省黔西縣的一個六口之家的農村家庭。生來就患有先天性髖

關節脫位。從小學到高中，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在學校、社會各團體及好心人的幫助下，

才能順利完成初、高中學業。貧窮不是她的過錯。在貧窮的家境中，她要努力讓自己的

未來不再「貧窮」。所以，知識是她渴求的東西。在追求知識及理想推動下，她考進了

貴州民族大學。然而，不幸的是她母親自 2007年患癌，2009年 6月離開了她。而就在

她母親接受治療的期間，她因髖臼再次腐舊而不得不再次接受手術。2008年 10月她又

一次進行了「髖關節切開復位，髖臼造蓋」手術。

手術後行動不是很方便，還得依靠拐杖，讓她時常感到很疲憊，但這些都沒有成為她前

進的絆腳石。受了慈恩精神的感動，她知道至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的人在關

心著她，支持著她。所以她更不能放棄！她堅強地走下去！正因為這樣，她才要堅強地

面對這些不幸，走出那些陰霾。因為她相信，只要有愛，就能結出愛的果實。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她曾對我說：「雖然我不及許多有大志的人，但我會做一隻平凡

的螞蟻。我的願望是等我學業有成之後，當一名教師。我要讓『閉塞』、『悲劇』、『貧

困』在知識和愛心的潤澤下長成希望的種子，灑向那些需要我幫助的孩子們……。」

苦讀五年多後大學畢業，她成為一位受學生愛戴的高中老師，向學生傳承愛心，教化他

們。她亦多次得到貴州省及全國散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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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你，夢想翱翔
受助大學生　史啟權

慈恩一筆筆的助學、一份份的關愛，使山區的貧困學生得以走出大

山，去追尋和實現自己的夢想。作為慈恩「致知助學金」的受助學生，

我以自己的成長歷程告訴慈恩：因為有你，夢想翱翔。

我至今難忘，最初接觸到慈恩時，聽到的一句話：「謝謝你給我們

機會幫助你」。對於慈恩不是高高在上的「施捨」，而是完成了善舉，

更讓受助者感到有尊嚴的行善態度，我至為感動。

我來自貴州大山，在入讀大學前，是個木訥的懵懂少年，猶如一隻不起眼的「醜小鴨」。

2009年我獲得慈恩「致知助學金」，從大山到了武漢大學就讀。我得到的不僅僅是經濟上

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得到極大的精神鼓舞：從申請初期，慈恩義工翻山越嶺，不辭勞苦親

自到每個學生家探望，再至不定期自費到全國各地看望學生，還有生活上、學習上耐心的指

點……，點點滴滴都帶給學生們父母般的幫助。

我對慈恩貼心的關愛和幫助，還有更多的親身體會。2011年暑假，我跟隨「致知助學組」到

六盤水、黔西南開展助學工作，從另外一個角度體會慈恩義工無微不至的關愛——學生們散

住各地，且多居於深山老林，有時越野車無法到達，步行、坐摩托車……，只要可行，義工

們都要親自前往，為山裡人家送上真摯的祝福，為老人帶上精心準備的禮物。2014年夏天，

我再次參與致知助學工作，看到義工多了，捐方更多了，更有效地幫助更多優困生上大學，

感到很開心！

慈恩改變了我的人生。我明白「滴水之恩，湧泉相報」，一直希望能回報慈恩，回報社會。

我緊記自己心中的諾言，並加倍努力向慈恩交出愜意的成績表 : 在校獲得國家獎學金、國

家勵志獎學金、武漢大學自強之星等 20多項榮譽。2012年獲公司派到加拿大蒙特利爾實

習……，最後以「武漢大學優秀畢業生」完成學業。

去年，我在香港特區政府博士獎學金計劃（HKPFS）的資助下到了香港，於浸會大學攻讀博

士學位。回顧自己從小山村到珞珈山，再跨越太平洋至另一國度，最後選擇了香港，部分原

因就是我對慈恩的牽掛。每一次蛻變，都源于我對慈恩、對這個世界的感激。得到這麼多關

愛，我沒有理由不努力去讓自己變得更加強大。

有時候，我會問自己：慈恩帶給我多少力量？我的答案是：一輩子。我有這樣的信念：若不

能兼濟天下，願求窮盡此生，庇佑所能及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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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大山的生命軌跡
顧問義工　劉材君

緣份是很奇妙的東西；若非有緣，怎可能有相距千里以外的陌生人對待自己如親生父母，甚

至改寫自己的一生？

杜自宏與杜自琳就有這樣的經歷

在雲南山區務農的杜家年均收入不足 5,000，卻有

一對適齡入讀中 /大學的兒女。為免父母籌集學費

四處借貸周張，杜哥哥幾乎要放棄學業；但是一家

人都深信「知識能改變命運」，否則只有惡性循環：

兄妹倆肯定會跟父母一樣，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

的苦累」的生涯。

緣起於「知行社」在 1998年於雲南省楚雄州永仁縣援建了「知行希望小學」，也就是杜家

兄妹讀書的學校。當義工李賢生等前往探訪學校及參加竣工禮時，認識了朗讀「感謝信」的

學生代表—時年 12歲的杜自宏。靠著書信往來，得知翌年自宏考上了縣中最好的中學，卻

苦於家中經濟無力負擔。孩子口中的「李叔叔」義無反顧地供應他們學費和生活費，包括兩

年後也升讀中學的妹妹自琳。雖然李叔叔只是本著「能夠幫助有需要的人，是上天賜與的福

份」，從未想過能有甚麼回報或恩重如山的想法，但是受恩者卻銘感於心。杜家父母得知兒

女可以安然升讀中學，甚至大學，不禁一次又一次哽咽著說：「你們以後要是有能力了，要

像父母一樣敬孝你們的叔叔阿姨……」。

轉眼間十四年過去。期間自宏從雲南省楚雄州永仁縣第一中學（永仁縣重點中學）升讀貴州

貴陽醫學院醫學影像學五年制本科，畢業後現就業於上海浦東一所衛生院任職醫生。令自宏

興奮莫名的是李叔叔分別在他大學二年級及在上海工作期間都去探望他，暢談生活和噓寒問

暖。自宏說，「他們真的和我爸爸媽媽一樣！」

妹妹自琳也很努力讀書。在永仁縣萬馬鄉中學畢業後升讀福建農林大學林學院，專業是資源

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在這幾年期間，父母多次為女兒掉淚—怕籌集經費不足掉淚，也因

為收到李叔叔寄上的學費而感激落淚……。

大一的杜自宏 (2009) 大一的杜自琳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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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人伸出援助之手，更重要的是當事人有否

盡力做好。兩個孩子在求學過程中難免遇上種

種困難，特別是從雲南升讀不同省份的大學—

貴州和福建，沒有父母在身邊，方言不同、氣

候差異、環境有別、經濟有限；要勤工儉學、

開源節流。自琳利用暑假做家教、做促銷、做

銷售、做服務員和收銀員。她說，「我覺得再

難的事情，只要你去做，努力去克服，就會成

功。雖然我做的沒有多好，但是至少我努力想

要去把它做好。」

小妮子就是靠這把勁，把所有難以想像的困難都一一克服過來。不但如此，小妮子深受李叔

叔的愛心感染，也開始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從哥哥自宏給她的零用錢中給失去母親的姪女生

活費，還給她買了兩雙鞋子和一些文具和書本，寒假在家也給她補習功課。秉承了李叔叔的

愛心傳承。

自琳對年輕人的寄語是「也希

望我們年輕的一代，也能像

蠟燭為人照明的那樣，有一

分熱，發一分光，忠誠而為人

類偉大的事業貢獻自己的力

量」。而對曾經幫助過她的人

的祝福則是「誰言寸草心，報

得三春暉」。小妮子充份表現

了她的成熟思想與感恩情懷，

且願意「把這份愛傳遞」。

爸媽 +自宏 +自琳，一家人笑得真幸福

自琳畢業了 (6-2014)

畢業了 (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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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給孩子們看另一個世界
受助學校老師　摯第

貴州省六盤水市水城縣楊梅鄉台沙希望小學教師

一花一世界，一樹一菩提。

每一本書裡面都有一個故事，每一個故事來自於一個不同的世界。300多本書，300多個故

事，300多個世界，那都是孩子們沒有遇到過的世界，都是孩子們沒有觸及過的。

山的那邊是什麼，是山還是海，他們從沒有思考過這問題，因為他們沒有機會走出這個一山接

連著一山的地方。他們看見的是翻不盡的山，知道的只是口耳相傳的外邊的世界。所以當我們

引導他們思考的時候，他們能想到的只是那些已固定的世界，不敢相信山的那邊其實是海。

300多本書的到來，迎接它們的是孩子們欣喜若狂的目光。那是他們對書本、對知識、對外

面世界的渴望。孩子們每天中午在圖書館門口排著長長的隊伍。有的孩子沒有吃午飯就來排

隊，只是為了來爭取每天僅有的 30個在午間可以看書的名額。當被允許進入圖書館挑書時，

可愛的孩子們開始猶豫不決，他們迫不及待去汲取那樣新穎的知識。每一本書，拿起、放下，

拿起、放下，那糾結的小表情，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小表情之一。於是在教室裡，在花壇邊，

在圖書館的窗邊，三五結伴，或坐著，或蹲著，或站著，或是一人一本，或是兩三人一本，

午間閒暇的時光，總能看到他們看書的身影，聽到他們低聲討論書中的世界，感受他們閱讀

時偶爾發出的不可思議的驚奇聲。

「老師，你知道和中國相鄰的國家有哪些嗎？」

「朝鮮、俄羅斯、蒙古、巴基斯坦、印度、老撾、越南……嗯，還有些，不知道了……」

「嘿嘿，還有你不知道的啊，你過來看看，還有哈沙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尼泊爾、不丹，嗯，

這個字唸什麼（緬）？哦，緬甸，老師你說怎麼會有那麼多國家挨著我們呢？」

介紹一位我敬佩的山區老師                 

我，一個曾在香港中小學任教 36年的教師，憑什麼竟會對一位素未謀面的山區老師

既佩服又尊敬呢？――憑的就只是一封信！從這位山區老師感謝慈恩贈送圖書的來信

中可見孩子們收到圖書的歡樂以及閱讀後的茁壯成長。信寫得活潑而有深度，體現了

老師對孩子的理解與關懷，令人感受到老師傾注在孩子身上的愛！

（圖書組義工　黃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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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說說為什麼？」

「因為中國太大了！」

還沒來得及和這個學生交流完，另一個學生又來了。

「老師，你知道恐龍為什麼會滅絕嗎？」

「嗯，不知道。」

「這你都不知道？科學家說有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小行星撞擊地球後，把恐龍弄死了；還

有可能是因為太陽的原因，地球氣候變化太大，它活不下去了。」一邊說還一臉心疼樣。

「你怎麼知道的？」

「書上看見的啊！在《恐龍為什麼會滅絕》這本書，我還認識了好多恐龍，原來恐龍還有不

吃肉的，它吃草呀！好可愛喲！」

孩子們對書的喜歡大大超過了我們的預期，每天總是會有孩子拿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來問我們。

我們解答的答案偶爾還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因為知道了很多，所以想要知道更多。他

們不再滿足於現狀，他們開始相信，在翻越無數座山後，他們終將會看到那片真正的海，他

們也想去看那個對他們充滿著誘惑力的世界。

一本書改變一個人的命運，這話並不完全正確。但是，讀書多了，肯定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潛移默化的東西，力量是最無法估量的。

謝謝！ 300多本繪本圖書的到來，台沙孩子的世界因它而更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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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公益實踐　形成公益信仰
一鄉人公益服務中心總幹事　張云

參與暑期支教，出於功利，終於公益

我參與暑期支教，目的是希望自己可以為家鄉的弟妹樹立

一個榜樣 ,鼓勵他們選擇自己未來的發展道路。而我自己的

個人目標則是，鍛煉自己的溝通、管理能力和尋找成就感。

「一鄉人」為我提供了支教的平台。

2012年暑假，我參與了第一次暑期支教活動。我服務的群

體是初高中生。在班級裡，我講述自己的奮鬥歷程 : 從條件

很差的民辦中學考入重點高中，從高中考取名牌大學；還

有，我雖然來自農村，卻有出色的英文成績，在全國比賽

中獲獎，能自信的與外國人溝通交流。我用自己的故事激

勵學弟學妹，與他們分享自己的學習方法。

我就這樣完成了三周的項目。我滿足了自己的「功利目標」，得到了鍛煉，然而，我卻變得

情緒低落，因為我發覺自己個人的力量太有限了，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我也無法評估這樣

的影響力能持續多久。所以，專案結束後，我決定留下來，我要在像我一樣的青年大學生中

擴大「一鄉人」的影響，號召更多人參與其中。我要瞭解大學生公益，進一步學習公益知識，

提升自我，以便更好地服務需要幫助的群體。由接觸、參與實踐、學習有關知識，逐漸形成

信仰，公益的種子深入內心，慢慢成長並開花結果，我逐漸建立了自己的公益理想。

打造互聯網時代的「一鄉人」

成為領導者，不僅需要熱衷的態度，更需要卓越的能力。這些東西不是一時半刻能獲得的，

需要不斷實踐，不斷學習和提升自我。我相信，「每個人的自我完善，才是改善世界的必由

之路」。

擔任了「一鄉人」新的帶頭人，對組織的發展定位是最大的挑戰，不僅要踏實做專案，更要

規劃好組織的未來。三年來，不斷樹立信念，不斷被現實衝擊，雖然心力交瘁，卻又奮力前行。

2014年初，我在前幾年的實踐積累上，決定打造互聯網時代的網路公益組織，借助互

聯，形成慈善的力量，號召更多人關注和參與。我堅信，這個定位是符合時代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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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鄉人」與慈恩

「一鄉人」是 2011年由貴州省籍的大學生發起成立的學生支教隊，其宗旨是完善自我，勇於承擔社

會責任，服務重點是西部邊遠農村。 

「一鄉人」成立初期缺乏經費，其中幾位曾獲慈恩資助的同學來信請求贊助，由此契機，慈恩亦乘贊

助之便，委託他們代辦部份愛心事項，如探訪敬老院、兒童院，宣導環保及衛健意識，圖書捐贈及閱

讀推廣等等。多年的交往合作所見，他們組織力強、管理有效、作風嚴謹，善款處理明確，賬目清晰。

每期從籌備到服務完結，均有詳細報告。2014年暑假，有善長親自到廣西支教營地作實地考察，對

他們的活動非常讚賞，並表示繼續資助。

「一鄉人」始創會員很多來自貧困山區，他們經歷過不少艱辛，拼搏努力，才闖進大學。他們眼見家

鄉不少孩子仍是貧困無知，故希望盡一己之力，作出回饋。特別是接受過他人幫助者，也想將關懷及

愛心傳承。這班年輕人滿腔熱情，本著無私奉獻的精神，回饋家鄉及社會，利用每年的暑假及寒假，

以支教作為平台，發展公益事業。 

內地也有其他支教團隊，但當中不少在辦了一、二屆後，因畢業就業等緣故，後繼無人以致消失。相

反，「一鄉人」的團隊由 2011年成立初期的十餘名成員，至 2014年猛增至 152名，他們分別來自

20 個省市 60多所高校，服務範圍亦由貴州省擴展至其他省區（如廣西）。這個倍數的壯大，確是難

能可貴。慈恩樂見這個鍛煉大學生參與社會公益的平台繼續健康發展。

顧問義工　徐逸新

對於孤寡老人來說，最溫暖的莫過於陪伴。
慰問金的發放，小溫暖，也是大幸福。

此外，重新定位「一鄉人」的暑期支教專案，提

出 BPBC理念，堅持每個參與公益實踐的人先要

做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服務於需要幫助的人，堅

持支教是一種雙贏的公益實踐！

為了使「一鄉人」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支持，我不

斷和慈恩基金會以及其他 NGO交流，並且尋求合

作，不斷學習他們的優點，運用到團隊管理中。

大學期間做公益有什麼價值？

大學期間做公益的價值，我認為是幫助獨立的個體接觸公益，參與公益實踐，學習公益知識，

形成公益信仰。所以請珍惜這個過程，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接受公益的「洗禮」。

公益的種子深入內心，總有一天會成長並開花結果，這一切是自然而然的。因為有公益信仰

的人堅信：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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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奮鬥
受助大學生　孫建琴

奮鬥的人生最美麗，奮鬥的人生最精彩，奮鬥的人生我無怨無悔。 
我們的夢想需要奮鬥，才能實現。 

父母心，父母恩，永誌不忘

小時候的一些事情，讓我記憶猶新，也成為我努力奮鬥的動力：

爸爸媽媽各挑著兩袋稻穀，去學校為我換取書學費……

媽媽拿著雞蛋去賣，為了給我買一件兒童節要穿去表演的衣服……

爸爸汗流浹背的去給別人搬水泥，為我買算盤學習數學……

父母總是為了子女付出他們的一切。在他們眼裡，我們就是一朵開得最燦爛的玫瑰。我們永

遠是他們的驕傲，是他們的一切。都在那些回憶的時刻，我哭了，眼淚一直不停的往下流。

我決定要好好學習，努力奮鬥，改變命運。就這樣，我在小學時，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一直

得到老師的好評。小升初考試，憑著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長順縣第二中學，繼續我的讀書生

涯，繼續追逐我的夢想。其後，又通過努力，順利考上了都勻市第二中學。在那裡，我看到

了希望，看到了夢想起航的地方。

厄運成就了改變命運的決心

高三那年，一場厄運降臨了。爸爸患了一場病，住進了醫院。媽媽四處低聲下氣向親朋好友

借錢，但爸爸最終還是悄然的離開了。

什麼親情，到了關鍵時刻，都變得脆弱，不堪一擊。當你落到人生最低谷，一無所有時，你

什麼都不是。

爸爸離世後的白事，他們說可以讓弟弟帶著孝向左鄰右舍磕頭，用別人施捨的錢來埋葬爸爸，

這樣，就不用還了。但人窮也得有骨氣，媽媽拒絕了。因為沒錢，我們也沒有能力按照鄉裏

的習俗去好好辦理爸爸的喪事。我永遠記得爸爸入葬的那天晚上，雖然弟弟提前去請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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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來的就僅僅只有幾個朋友。因為人手不夠，那天晚上我一個人拿著兩支手電筒，照了整

個晚上，才給爸爸入了葬。第二天早上，一些人為了自己的面子，來放了一串鞭炮就完事。

不能委曲求全

爸爸去世後，弟弟向親友鄰舍借書學費讀高中，有的沒給，有的給了一點，還顯露很不願意

的表情。當弟弟伸手去拿錢的時候，他們還把錢撒在地上，讓弟弟「恭恭敬敬地」一張一張

的撿起來，雙手奉還給他們。我們是迫不得已才去借書學費的，不是乞討，我們不能受辱而

委曲求全。最終，弟弟失去了讀書的機會，輟學出去打工。

我帶著自己目睹的一切，懷著複雜的心情，參加了高考。在慈恩的好心人的幫助下和自己不

斷的努力，終於考上了大學，選上了自己喜歡的專業。這是我一直嚮往的，也是父母對我的

期望。

只要奮鬥，未來就不是夢

不管路有多艱險，只要選擇了，就要努力奮鬥，爬都要爬到頂點，讓生命不留遺憾，讓人生

因為奮鬥而精彩。大學，我曾經無數次在心中默默嚮往的地方，我曾經無數次地想像大學裡

的美好時光。我可以在大學裡規劃我的人生，設計我的未來；我可以在大學裡學習更多的知

識，用知識裝備自己的人生；我還可以利用業餘時間來做兼職，用實踐來證明自己的所學。

大學的生活是充實的，是精彩的，它承載著我年少的夢，青春的夢，以及未來的夢。我的青

春在這裡綻放，我的人生在這裡騰飛。這一站，我將會繼續不斷地奮鬥。只要奮鬥了，我的

未來就不是夢！



義 行 顯 仁 心 ‧ 鍥 而 不 捨

十五年成長路48

愛心的延續　建校之傳承
建校組　譚可功

徐校長、顧校長、何校長及本人組成的四人建

校組，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由貴州省擴展到全

國十省的貧困地區。根據徐校長的紀錄，援建

危校項目有 700多個，未包括其他轉介的非援

建危校項目—培訓教師、貧困助學、添置設施

（圖書、床鋪、浴室及體育器材等）、水窖及

引水入戶等，上千個項目不足為奇。但比對起

所需要的，不及九牛之一毛。工作不能說不繁

重，但義工亦要兼顧自己的家庭與健康，尤其

是出差頻頻，所以顧校長、何校長只好慢慢淡

出。

眾校長退休後的善行，感染了徐校長的學生

Roger及 Roger同事 KK，他們也提早退休加

入建校行列，及時填補了顧校長、何校長的位

置，使四人建校組得以傳承。另建校組的工

作，亦非四人獨攬，是長期得到其他愛心人士

的支持、參與和陪同（如球兄、占士、葉兄、

林兄及黃兄等），使建校組的愛心得以延續，

功德無量。

還有要感恩的當然是捐方，沒有你們的善心，

哪有「愛心的延續，建校之傳承」呢？

建校組同人與到訪內地官員合攝

新校奠基典禮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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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奠基小故事
建校組　徐憲清

援建學校是慈恩的主要服務項目之一。慈恩的先行者在本會還未正式成立之前，便是以援

建山區危校為服務貧困地區的創始工程，跟著是按實際需要而進行的助學、扶貧、救災、贈

書、建水窖等。在本會的帳目中，建校是金額最大的收支項目。本會的建校紀錄是頗驕人的，

十五年來已援建了逾千所校舍。然而每建一校，義工們基本上都要先進行危校視察，立項後

又要參與其奠基禮和竣工禮。其中的酸甜苦辣，確有百般滋味。下面的圖片故事，是建校組

義工的經驗實錄。

故事主題：貴州省黔東南州劍河縣柳川鎮巫庫小學寶亭教學樓奠基儀式

日　　期：2014年 11月 11日

參與人員：顧問義工徐憲清、黎月英及當地副教育局長彭先生

貴州大山多且山勢陡峭，道路崎嶇。年中陰雨天多晴天少，出差時往往會遇上惡劣天氣。這

天便剛遇上塌方（山泥傾瀉），泥濘滿途，車輪深陷泥沼而不能前進。此時，義工們便要冒

著惡劣天氣徒步前往學校所在地。

往學校途中遇上塌方，
眾人下車穿越泥淖徒步前行。

本會義工代表捐方致詞，
告訴孩子們很快就有安全、
明亮、潔淨的教室上課了！

基於現場地勢狹逼及資源
有限，奠基儀式簡單但對參加

者卻是意義重大。

尚未到達學校，泥路兩旁
已見小學生們在列隊歡迎；
剛才的窘態已換成歡笑。

好不容易總算走過來了……回頭
一望，汽車遠遠停在橋上。

鏟泥車已在施工；但義工們
仍需手足並用才能越過塌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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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恩助學概况
助學組

「知識改變命運」。慈恩基金會成立以來，一

直致力推動教育，除援建學校，改善山區的教

學環境外，還資助生活困難的學生和教師，總

數約達 6萬 5千餘人。

初期，我們的助學資源短缺，學生只能逐年申

請，而我們也只能盡力而為。幾年來，本會義

工與內地幹部多番努力，認真篩選學生，確實

做到捐款送到有需要的學生手中，並跟進學生

的學業情況等。這些舉措得到捐方認同，並慷慨捐贈款項。目前持續助學項目每年都穩步擴

展，因此需要更多有心人士同來參與對貧困學生持續助學的工作。

普通助學的簡介

（普通助學的資助金額是按學年逐年申請）

1. 小學及初中貧困學生助學項目由 2007年起已停止。原因是內地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孤

兒或特困學生可申請慈恩的生活津貼。）

2. 高中助學項目由 2006年起發展至今共成立 10個義工工作組別，為不同地區學校的在校

貧困生及特困學生提供資助。由於各地學校收費不同，援助金額也各有不同。

3. 大學及各類專科院校助學項目已經發展有 3個義工工作組別，為不同地區大學及專科院校

的在校貧困生及特困學生提供資助。

4. 師範院校的助學項目另設專門工作小組負責。

持續助學的簡介

（持續助學是資助學生完成高中三年或者大學四年）

（各普通助學工作組別均兼任持續助學項目）

高中 E組從 2006年開始持續助學

高中 A組從 2008年開始部份持續助學

其他高中助學組別則按各學年實際需要及配合捐方意願向特困生提供不同金額的持續援助。

大學、專科學院及師範院校的助學組則於 2013年開始為在校的特困學生提供不同金額

的持續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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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助學的回顧和展望
助學 C組　陸瑩珮

考察

自從 2006年我接受了陳登社會服務基金委託，執行在貴州省黔南州高中助學項目，我用了

兩年時間去考察 10個縣，並親自發放助學金，更與統戰部官員及學校老師會談。此外又去

參觀學校的飯堂及學生宿舍，瞭解他們住校的生活費用和生活作息的安排。

我們前後在冬初及夏初去探望他們。對那些來自貧困家庭的刻苦勤學的學生很表同情。觀察

所得，他們都很自律，能主動學習，及樂意參與校內服務，例如主動照顧在學生宿舍附近的

花草樹木。2008-09年，我與其他出訪義工為特困生多爭取了一份額外援助金；事緣與他們

深入交談後，瞭解到學校的減免學費數額非常有限，很多同學在升讀高二那年便要考慮輟學

了。於是便把這組學生的名字交予老師，並承諾來年會繼續補貼他們升學。因此，我很努力

地去找資助人幫助這組學業優異的貧困生。在這 10個縣中，我選了 4間高中，挑選在中考

積分高的高一學生接受三年持續性資助。而這 4間高中所有收錄的貧困生百分率都很高。

高中助學

在 2009年 7月，我找到了樂意參與持續資助高中生計劃的善長。他們一共提供了 12個持

續資助生學額，於是我分別邀請瓮安中學、都勻第三中學、獨山民族中學及荔波高級中學

參與這個計劃。在 2009年的 8月，4位義工與學生的班主任一同到受助學生的家鄉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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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09-10年度起，每學年資助學生人民幣 4,500元，其中 2,000元補貼兩個學期的學費及

宿費，100元書本文具費，2,400元是全年的生活補貼。在 2009-2012學年，都是在 8月底

先為學生繳交全年的學費及宿費，剩餘的費用保留 1,200元於翌年 4月到校時再發放。所有

受助學生的期考成績，每學期老師都要電郵給慈恩基金會義工。

大專助學

在 2009-2010學年，我更開始游說一些善長幫助優秀而貧困的高三生，讓他們能升讀大學；

同步，我要求上述 4間學校老師推薦符合申請條件的學生名單，而這份名單經過統戰部初步

核實他們的家庭經濟條件，是極需支援方能讓子女升讀大學的。

資助方式：資助人會全額資助大學收取的學費及宿費，及每年 3,000元人民幣的生活補貼。

學費、宿費及 1,500元生活補貼於每年 8月親自交予學生，而下半年的生活補貼

1,500元則於翌年 3月初存入到學生的銀行賬戶。

2010年 6月終於落實配了 12個學額，而到了 8月初再增加 3個學額和兩間高中。慈恩基

金會助學 C組更為學生開了一個專用郵箱。義工們定期與學生用電郵交流，同時也把郵件

轉寄予資助人。我們要求學生提交季報，及每次下載期考成績並轉寄給資助人。經檢討後， 

2014-15學年起，持續資助大學生的金額上限為人民幣 8,000元，而選讀於學生原居地大學

的學生，資助額是人民幣 4,000元。

資源

每學年持續資助高中生及持續資助大學生名額的增長是視乎當年的持續資助助學金有多少；

有興趣參與這個助學計劃的善長和機構又有多少。直至 2014年 6月 30日為止的年度，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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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資助的大學生包括來自貴州省及廣西省的高中畢業生共有 179人，當年資助金額達到人

民幣 1,467,790元。而正接受助學資助安排的三年持續資助的高中生則有 106人，當年資助

額達人民幣 467,100元。 

成果

在接受我們資助的同學當中，約有百分之十的同學在大學二年級便取得就讀院校不同專業用

作獎勵成績優異的二級或三級獎學金。於 2014年 6月畢業的大學生有 4名同學取得獎學金

入讀研究院修讀碩士課程。其餘的畢業同學，找到工作後都繼續與我們聯絡。他們更義不容

辭地應允在工作的地區支援當地讀大學的同學，在學習和生活上為他們提供可參考的意見。

展望與感想

開展了 5年的持續資助項目，目睹同學們的成長，由爛漫天真充滿活力的青少年到成熟有幹

勁的年輕人。他們自信地步入富挑戰性的工作崗位，努力地為改善艱苦的家庭環境而工作。

令我感覺非常欣慰的，是每當節日便收到同學們溫韾的問好，天氣轉涼便提醒我加衣。尤其

是最近一次暑假時，他們見到我腳痛，那些讀醫科的同學便轉了很多良方給我。同學們問候

的短訊從不間斷。這足以表示他們不會忘記慈恩基金會用愛心培育他們成長的大恩，總會把

握機會去關心別人、回饋家人和社會，真真正正地體驗了大愛的精神。而參與義工的我，由

當初一周工作一天，到現在差不多每天都與學生聯絡，可以說為我的退休生活添加無限的精

彩、活力和愛意，一切的勞累都忘記得一乾二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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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不斷　關愛展延
關愛組　黃美儀

從扶貧到關愛

慈恩成立至今，我們的義工每學年都會親赴貴

州、廣西、雲南、甘肅、青海等省份的邊遠地

區，向百多所小學和中學的孤兒、特困生派發

生活補助金，向低收入的代課老師發放補貼金。

這些工作一直由扶貧組進行，直至 2012年，

扶貧組易名為關愛組，扶貧工作不但延續不斷，

而且還新增了對「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

的關顧和扶助。

物質與精神上的需要

近年來，內地政府加大了扶貧工作的力度。我

們每年到內地探訪，都感受到山區及農村人民

的貧困情況有所改善。雖然不能說已經富起來，

但生活質素真的在逐步提升。單看受援助的學

生們，衣着頂多是單薄一點，已很少見到過去那些補釘衣服和露洞的鞋履了。以前家訪時見

到家徒四壁的貧困戶，如今也增添了舊款的電視機或電冰箱。我們造訪老人院時，感覺那裡

的生活環境有些比香港的老人院狀況還要好。那裡的老大爺老大媽們，住的是單人或雙人房

間，活動自如的可以自行煮食，還可以選擇參與後園耕種或各樣的興趣班。屋簷下物質上雖

已有充足的保障，但他們每天最盼望的是親朋的探望，以及有人能耐心地聆聽他們的傾訴！

「空巢老人」的需求

相對起老人院的老大爺老大媽們，那些住在家鄉的「空巢老人」真叫人心酸。他們老伴已離

世，子女都已遷往外地，但還是獨個兒孤寂地守著那既透風又漏雨的殘破祖屋，盼着有朝一

日可與親人再聚天倫。我們前往探訪時，通常會給他們帶些大米、麵條等食糧，以及一些圍

巾和保暖衣物。老人們見到我們都非常高興，緊緊地握着我們的手，殷勤招待，侃侃而談。

但當提到日常生活點滴時，他們便不勝唏噓，往往黯然落淚。我們知道，能安慰他們的，

便是多坐一會兒，多陪伴他們一陣子，讓他們感受我們親切的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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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兒童」的苦況和無奈

「留守兒童」是近幾年愈來愈嚴重的問題。父

母因外出打工，或離婚，或去世，孩童便留下

由爺爺姥姥們照顧。有些離家打工的父母每年

或會回家走一趟，但有些卻多年都沒回家。我

們與這些孩子交談問候時，都會用心聆聽，鼓

勵受助孩子們要有陽光般燦爛的夢想，希望他們知道有我們遠方的關愛，有我們了解他們沒

有爸媽在身旁的苦況和無奈。

有一位男孩是我們資助了多年的留守學童。每年探訪時見到他，他都向我們訴說父母不在的

無奈心情，話語中雖有對父母的感恩，但也流露了一點晦氣。去年，他成功考上了大學。最

近我們再探訪他，見他的笑容和自信多了，我們相信這些轉變應該是發放給他的關愛種子已

經發芽了。

互助互愛成為他們的人生座右銘

我們不時會收到一些曾經接受援助的學生來函，感激我們當年的扶助和鼓勵。他們當中，一

些已上大學，一些已在社會工作。我們為他們成材感到欣慰。更可喜的是，互助互愛都已成

為他們的人生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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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撒閱讀種子　收穫知識碩果
圖書組　史敏

在慈恩這個大家庭中，有個不起眼的成員─慈

恩圖書組，它一直穩健地發展著。

從小校到大校　從學校到社區

回顧過去五年，圖書組的發展是令人欣喜的：每

一年都贈書給內地百多所學校；而從 2004年圖

書組創立至今，我們已經向 2,000多所學校送贈

圖書；最近五年，圖書組更建立了 20個社區圖

書室；這五年來，我們獲贈購書的捐款達 600多

萬元；五年來，圖書贈送的地區有貴州、青海、

甘肅、寧夏、雲南、廣西、四川等地 ; 五年來，

圖書組的捐方也不斷增加：個人、團體、本地社

會服務機構、國外教育慈善機構等 ; 五年來，圖書的贈送層面也擴大了，從公立學校到民辦

學校，從幾十人的教學點到 2,000多人的九年制學校，從啟蒙教育的幼兒園圖書室發展到為

社會服務的社區圖書館……。細細數來，圖書組在這五年中一步一步穩健地發展著。非常感

謝一直默默支持我們的各位捐方，慈恩董事會的董事們，慈恩所有的義工們。

五年來，圖書組得以穩健的發展，也因內地當局近年高度重視當地的教育事業，國家每年投

放巨額資金在教育事業上，各項硬件如教學樓、宿舍樓、飯堂等的配備已經得到相當的改善，

但有些學校軟件的配套還欠缺，慈恩圖書組贈送圖書就恰到好處的彌補這一缺陷。

選書講究質量

早在 2004年慈恩就建立了圖書組。那時購書、貨運等渠道都不暢順，要把圖書運送到學校，

為孩子們造福，非常不容易。慈恩基金會決定贈送圖書是相當有遠見的舉措，這一點是值得

自豪的。現在圖書市場上有各類印製精美的圖書，內容豐富，題材廣泛，版面新穎，選擇之

多，加上貨運渠道的順暢，要送圖書給孩子們不再是一件難事。我們也欣喜地發現了很多「志

同道合」的內地機構關注到學校圖書的層面。即便如此，慈恩的圖書在各地的學校得到的評 

　　語是：「你們的書是最好的，孩子們太喜歡了，我們老師也沒見過這樣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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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書後要跟進

圖書送出去了，我們的工作卻還沒完成，現今

社會整體閱讀氣氛普遍低落，為了不讓我們的

圖書成為裝飾品，我們用「漂流本」、「漂流

畫冊」來鼓勵老師、學生把閱讀的感受寫下來、

畫下來，我們帶著各地寄回來的漂流本去學校

展示，讓老師、學生感受到他們的文字、圖畫

也是一種力量。同時，我們還多次到訪學校，為學生、老師推薦這些圖書，介紹閱讀帶來的

樂趣。現在，我們還利用微信這個平台推廣圖書、教育、閱讀等信息給校長和老師。

迎難而上　從小開始

展望將來的發展，我們面對的困難還有不少：1.要讓校長重視圖書的質量而不只是數量；（慈

恩贈送學校圖書人均不到兩本，遠低於國家規定的人均 20本書）2.要達到人均有兩本贈書

的目標，我們的資金不足夠；3.中高年級的學生課業壓力繁重，無暇看課外書；4.家長重

視分數，對課外閱讀輕視；5.內地的教育發展速度很快，但底子薄弱，基礎不牢。因此我們

的工作模式也要因時因地改變。現在圖書組選購贈書偏重以小學低年級為主要對象，因為：

「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遷。」在孩子陶醉於電視卡通之前，在孩子沉迷於遊戲

機之前，在孩子馳騁於運動場之前，盡量讓孩子有更多機會接觸圖書，知道書裏有廣闊的天

地，樂意去探索這多姿多采的天地，讓課外閱讀成為生活的常態。這樣，他們善良的本性，

豐富的創造力將在課外閱讀這塊豐腴的土地上成長並開花結果了。

歡迎大家同來開拓課外閱讀這塊豐腴的土地，散播知識的種子，滋養下一代的善良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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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成長路58

從援建水窖到援建飲水工程
水窖組　鄧建基

在香港，扭開水喉，水便會源源不絕地流出來。

但在西北地區甘肅、寧夏等省份，黃土高原上

乾旱山區的農民，只能「睇天食飯」，缺水已

是困擾他們幾千年、世世代代的大問題。在這

些乾旱地區，每年降雨量只得 300至 400毫米，

只及香港的七分一，但年蒸發量卻達 2,000毫

米至 3,000毫米，導致當地嚴重乾旱缺水。從

2010年到現在，慈恩在這乾旱地區已經援建了

2,900多個水窖。

飲水工程與援建水窖的比較

2014年我們的工作重點是飲水工程，因為到定西實地考察驗收後，發覺飲水工程比水窖更可

提升農村的生活水平。與援建水窖相比，得到以下結論 :

1. 水窖的建造，雖然可幫助農民的供水問題，但水窖仍是要靠天，天不下雨，便要靠村裏組

織水車，到有水源的地方取水回來分發給村民，成本不菲。

2. 飲水工程的管道是穿越在地下兩米左右的不凍土層，故冬季不會結冰，農民仍可繼續取水。

3. 有了水源保證，讓農民無後顧之憂，便可積極發展農業及副業，間接增加農民收入，改善

生活水平。

4. 飲水工程的水是從河裏建壩再提灌或高山水庫築壩蓄水，故水壓穩定並可持續供水。我在

鄉裏亦看見農民，把水引入屋頂的儲水箱，再用太陽能把水加熱，駁引到浴室以進行熱水

浴。由於水壓穩定，農戶亦可將水喉接駁至洗衣機來清洗衣物，從而節省農民取水及洗衣

的時間，而可放多點時間在幹活方面，改善生活。

對城市人來說，一趟自來水熱水浴及用洗衣機洗濯衣物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對當地農民來說，

可說是重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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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感受

我們想用水，只要扭開水喉，水便會源源不絕

地流出來。但在黃土高原乾旱偏遠山區的農民，

水卻是困擾他們世世代代的問題。隨著時代的

進步及生活水平提高，農民們亦應享有類似城

市居民的基本用水方便。飲水工程的資助金額

與每個水窖相同，但不同的是，飲水工程施工

技術比較高，要用上挖掘機挖掘土坑以拉放管道，農戶們要請專門的施工隊去集體承建，以

減少成本及發揮經濟效益。每戶建築費用比水窖略高約 500元人民幣，但農戶們都非常樂意

付出這額外的工程費，目的是希望一勞永逸地解決這缺乏食用水的問題。跟當地官員幹部討

論，如果能有 50所飲水工程項目一起援建，更能符合成本效益，這也是當地政府今後對農

民水利項目發展的大方向；但在非常偏遠的山區，或引水水源沒法保證的村落，個別水窖仍

然發揮作用。

2010年至 2014年，本會善長們已幫助解決黃土高原乾旱偏遠山區 3,200個農戶家庭的用水

問題。以每個水窖 /飲水工程有一農戶受益及每戶有四口計，估計有約 1萬 3千人受惠，而

善長以每戶援助港幣 2,200元（約人民幣 1,700元）便可解決一戶四口的長遠用水問題，捐

款效益可說是相當大，值得繼續推展下去。

註：捐款援建飲水工程跟援建水窖一樣，有飲水工程或地窖的命名權，並可獲贈有關照片以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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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成長路60

克服大旱　援建水利
水利組　蘇婉儀

慈恩基金會於 2010年因貴州省大旱影响民生，而回應當地政府申請撥款人民幣 75,000元援

建引水工程。工程是由清潔水源直接引水通過集水池、高位水池、泵房、變壓水池、電力抽

水站和大小不一的水管引水到居民家中，讓村民得以全年享用清潔食用水。此項目不但保障

了村民的人畜用水供應，還幫助他們提升生活質素。其後本會在黔南州繼續開展人飲水項目，

至今合共援建了 8個項目，總計有 514戶 2,625人受惠。

援建貴州省黔南州小水利工程紀錄

年份 地區 項目

2010  黔南州長順縣 1.  長順縣營盤鄉納寨沖組農村人飲工程

2012 黔南州貴定縣 1.  貴定縣岩下鄉栗山村干溝組人飲工程

 黔南州獨山縣 2.  獨山縣堯梭鄉塘茂岩腳兩組人飲工程

 黔南州貴定縣 3.  貴定縣岩下鄉栗山村擺洗組人飲工程

2013 黔南州貴定縣 1.  貴定縣報管鄉報管村大坪司組人飲工程

2014 黔南州長順縣 1. 長順縣馬路鄉馬路村壩上組人飲工程

 黔南州貴定縣 2.  貴定縣云霧鎮小普村大普組人飲工程

 黔南州平塘縣 3. 平塘縣掌布鎮新坪村人飲工程

檢查驗收水利項目引水入屋工程

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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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衛生健康知識
衛健組

衛建組在 2005年由數位義工發起成立，目標在山區學校推廣衛生健康教育，得到董事會撥

款港幣 10萬元支持用作啟動資金，其後獲眾多捐方捐款支持，先後在貴州遵義、六盤水及

貴陽等地學校成功舉辦多次推廣衛健教育活動及資助改善學校環境衛生。2009年末，本會與

香港教育學院畢業同學會、「水滴智源基金」及韶關學院內教育學院合作，在學院舉辦衛生

健康大使計劃及成立「水滴智源室」，並且得到「水滴智源基金」捐款約人民幣 5萬元作為

活動資金，本會主要負責財務安排，而香港教育學院畢業同學會主要負責培訓工作、活動之

籌畫及日後之活動經營。該計劃在 2010年 7月開展，經過近三年努力，先後舉辦了兩屆培

訓班，培訓了近百名該院學生成為衛生健康大使，對學生的成長及日後在附近農村地區推廣

衛生健康教育發揮作用，而「水滴智源室」亦在 2013年 4月正式在該院校掛牌成立，作為

支援日後培訓活動的資源室。

到校宣傳牙齒保健

安裝水管洗手設施

學生獲贈牙刷時的喜悅

同學們一起清潔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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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成長路62

為本港的弱勢社群提供服務
服務香港組

服務香港組的緣起

本會過去十五年的主要工作是在內地以援建危

校及助學為主，還有援建衛生室和水窖，捐贈

圖書和扶貧賑災等。近年，隨著社會不斷變化

及本會會務的不斷發展，我們的聯繫網絡也進

一步擴濶，義工人數同時續有增加，當中不乏

熱心香港慈善公益的青年。他們為本會開拓新

的籌款方式，同時熱誠投入香港的公益活動。

本會也順應發展趨勢，於2014年初，增設了「服

務香港組」，擴展為本港的弱勢社群提供服務

方面的工作 , 使本會會務更加多元化。本組義工

探索及展開一些本地義務工作，為一些孤寡老

弱及有需要的人士服務。在支援弱勢社群的同

時，他們也以人為本，傳揚愛心，鼓勵受助者

自力更生，相互關懷，擴闊社交圈子，增強面

向未來的自信心。

工作內容

本組過去曾經組織過的主要服務如下：

1. 轉贈家電、用品予單親家庭、新移民、低收入住戶及貧困者；

2. 回收完好可用的物品，贈給慈善機構或有需要的人士；

3. 向弱勢社群提供各項社區活動訊息，鼓勵他們參與活動，藉以開拓視野，增強自信；

4. 愛心探訪護老中心長者，透過耐心交談和聆聽，傳遞關愛；

5. 贊助獎品支持地區節慶活動；

6. 為安老院長者及一些有需要人士提供義務剪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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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潑水節為長者義剪頭髮

服務香港工作的前瞻

本組在組織和工作上仍在探索階段，有待逐步完善。未來計劃在本港個別地區做試點，與該

區的政府部門、福利團體或社康機構聯繫，探討合作的可行性及服務模式。「服務香港組」

資金除捐方指定專款專用外，亦有舉辦一些籌款活動，例如「尖東籌款」、「聯和義賣」等，

所得善款會按比例分配用於內地項目及本地社會服務。本組義工充滿愛心與活力，相信在各

方善長的支持與鼓勵下，工作的前景將會是廣闊的。

與長者共慶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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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成長路64

慈恩點滴
秘書組　陳秉耀

物轉星移，轉瞬間慈恩基金會已成立了十五年。慈恩理念非常清晰，是透過改善教育，提升

內地貧困地區兒童的學識，改善生活。隨著內地的不斷發展，我們的工作並沒有停下來，配

合內地的轉變，有了適量的微調。讓我們簡要地回顧一下慈恩近五年來一些難忘的經歷。

會長簡耀光先生在 2011年 12月獲得「港澳台灣

慈善基金會」頒發「愛心獎」。簡會長及提名人湯

太，捐出全部獎金港幣 21萬元，在貴州永溫鄉作

擴建鄉鎮醫院用，新建醫院命名為「永溫鄉港澳台

灣愛心衛生院」，為當地群眾提供更完善的醫療服

務。

簡會長亦在 2013年獲得南華早報主辦和信和集團

贊助的「香港精神獎」(The Spirit of Hong Kong 

Awards)。得獎者都是平凡市民，但他們卻過著不平

凡的生活。他們成功面對逆境，並為社會作出無私

的奉獻，成為香港社會的好榜樣。簡會長捐出全部

獎金港幣 1萬元，作慈善用途。

簡會長亦先後接受香港商業電台「有誰共鳴」；香港電台著名節目主持車淑梅女

士在「舊日的足跡」和香港新城電台的訪問介紹慈恩的工作。錄音紀錄可在本會

網站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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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 2013年參加了社會福利署的「義工運動」，並獲

頒發「義務工作嘉許狀（金狀）」，以表揚本會義工積極

參與各項社會服務工作。本會能獲此獎狀，實有賴全體

義工不計回報地以愛心扶弱助貧。我們將繼續慈恩的一

貫精神，「做個快樂的義工」！

從 2010年 12月中開始連續五年，義工陳建

隆先生、「財務自由同學會」及一群年青義

工，在尖東百年紀念公園舉行為期約兩周的

「尖東籌款」。一方面推廣慈恩的工作，另

一方面可以籌款，並同時為一群年青的義工

提供為社會服務的機會。由於反應良好，五年來合共籌得超過港幣 20多萬元。籌得的款項

用在貴州省黔西南山區興建一間衛生室和在雲南省文山州興建一間皮膚病防治醫院，為痳瘋

病者提供服務，還將其他款項用於助學項目。

在 2011年，慈恩加入全港最具影響力的非政府社福界組織—香港

社會服務聯會，成為聯會的沒有接受社會福利署資助的機構會員。

本會同時得到「明施慎選」接納，它是一個在網上監督本港非政府組織的籌募及

運用善款的機構，連續數年，它高度評價和稱許本會善用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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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成長路66

近年有多個內地地方政府訪問團蒞臨香港探訪本

會，加強相互了解與合作。以 2011年 8月來訪

的陝西省安康市僑辦為例，來訪的是幾位與本會

建校組及圖書組義工有密切接觸的官員，獲本會

盛情接待，出席者包括會長、秘書、顧問、主要

捐方和有關的工作組代表等。

2012年 7月，由本會顧問資深義工黃鳳

蘭女士與粵曲好友策劃的「慈心感恩粵

曲慈善晚會」，為慈恩基金會籌款得善

款超過港幣 30萬元，用於雲南省紅河州

瀘西縣舞街鋪鎮，興建一間全科醫院—

「濟世衛生院」。慈恩亦藉此獲得策劃

和組織大型籌款活動的經驗。

近年，不少年青的義工加入慈恩基金會，

這些年青人積極參與會務，出錢出力，令

會務更加多元化。2013年 2月，由這群

年青的義工自發籌辦的「樂助慈恩耀山區

2013」慈善籌款晚宴，在倫敦大酒樓順利

舉行。是晚筵開 40餘席，共籌得善款超

過港幣 30萬元，全數撥至慈恩

基金會的「持續助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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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3月，重慶大學書記歐可平教授一行五人到訪，瞭解

慈恩基金會的運作，並嘗試與本會尋求合作的機會，例如在

收生的過程中，推薦一些來自雲、貴地區的貧困生，給慈恩

基金會考慮作出資助。

2013年 4月四川雅安發生 7級大地

震，10月「摩根大通」透過慈恩基金

會捐出 30萬元人民幣，向當地的中

學 305名受災中學生提供援助。另一

方面「金風善緣」亦捐出港幣 8萬元

為受災學校更換檯椅。

2013年 7月甘肅岷縣和漳縣發生 6.6級地震，義工

何偉華先生與捐方和義工到災區慰問災民。是次探訪

得到曾在汶川地震中受助的楊芳同學和接受本會資

助的大專生參加。他們探訪了幾間因地震受損的學

校，向帳篷內上課的同學們派發禦寒衣物，提供輔

導和分享經驗。同時獲得有關捐方承諾協助重建 4

間受損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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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成長路68

一群熱衷於單車活動的義工在 2013年 11月，舉辦了一次「嶺南綠道」增城單車／步行籌

款同樂日。同樂日以試辦形式進行，累積經驗。是項活動籌得港幣 20萬元，協助在貴州開

陽縣興建馮三鎮衛生院。

2013年 11月，甘肅省定西市人民政府

外事僑務辦事處幾位官員到本會探訪。特

別提及在五月的泥石流和 7月地震後，地

區有很多學校需要重建，希望得到各方支

援。他們感謝本會的義工到災區探訪和派

送物資給災民，並落實重建 4間學校。會

上大家交換了修建水窖、學校和衛生院的

意見，以加強日後的合作。

2013年 11月，黔南州政協副主席王雯潔女士和幾位官員到

本會探訪。本會過去一直在黔南州從事建校和助學等工作，

有關工作能順利開展和完成，實有賴黔南州政協各單位的通

力合作。本會在該區建了 120間學校和 48間衛生院 /室。王

雯潔副主席感謝本會過去的工作外，希望大家多些交流，令

工作更暢順。本會的贈書計劃十分受學校和學生歡迎，他們

希望圖書組能多撥資源到黔南州。



www.gracecharity.org 69

2014年 6月，與聯和素食聯合舉辦

「慈善素食自助餐 +慈善單車行」，

所有食物由聯和素食贊助。是次活動

共籌得善款港幣 22萬元，在貴州興

建洒坪小學宿舍樓。此外，本會長期

在聯和素食擺放籌款箱和義賣物品，

開拓善款來源。

2014年，顧問義工謝家怡女士牽頭籌備「慈恩雙徑盃」

慈善競跑活動。在過程中獲得廸士尼公司借出 3D卡通

影片「救火大行動」，用作籌款；同時獲得洲立集團

借出康怡影院放映。因得到善心人的捐款包銷所有戲

票，籌款目的達到之外，其後活動改為「電影慈善活

動」，放映 3場，招待弱勢社群的兒童。活動非常成

功，共招待了 600多名兒童。很多受惠機構都感謝會

方的安排，期望有再次合作的機會。

「慈恩雙徑盃」慈善競跑活動在 2014年 8

月，於城門水塘舉行。此項活動幸得有關的

專業團體鼎力支持，克服時間倉促、人手不

足和在極炎熱的天氣下進行等難題，最後順

利完成。事後檢討各方均認為活動值得再次

舉辦。「慈恩雙徑盃」及「電影慈善活動」共籌得善款近港幣 30萬元，會用於在內地興建

校舍。

【後記】「慈恩雙徑盃 2015」計劃在 2015年 12月 5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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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學校、助學及紓困成果總覽（以下統計數字由 2000年至 2015年 6月止）

援建

山區危校或擴建校舍 1,320所

興建醫療站 /衛生院 306所

興建「愛心水窖」 3,633眼

援建小水利工程 8項

助學

貧困高中生助學 24,166名

貧困師範生助學 7,109名

貧困大專生助學 5,602名

援助貧困老師 1,715名

援助孤兒 /特困生 10,609名

貧困初中及小學生助學（2007年以前） 16,729名

關愛 /紓困

資助孤寡老人 467人

探訪敬老院 18所

向山區學校捐贈圖書 1,735所

建立社區圖書室 20所

「衛生健康推廣計劃」參與學校 10所

賑災

2008年雪災支援捐款 738,040港元

2008年 512四川地震支援捐款及物資 797,829港元

2010年 3月青海玉樹縣地震支援捐款及物資 183,769港元

2010年旱災支援捐款及物資 241,768港元

特項

「童夢翱翔」遊戲角參與學校 12所

「愛心一蛋行動」受惠學生（2009 – 2012年） 51,883名

累計支出捐款（2000年至 2015年 3月止） 約 3億零 1百萬港元

備註： 1. 2007年內地實施「兩免一補」後，便停止中小學生助學。
 2. 2012年內地實行「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餐改善計劃」，所有初中及小學學生獲提供免費午

飯，「愛心一蛋行動」便完成了歷史任務而終結。

成 果 總 覽 
援建　助學　紓困  

慈恩基金會過去十五年的服務範圍廣泛，包括早期的援建學校、資助中小學生、大學生、師

範生、代課老師以及孤兒等。後來擴展至捐贈圖書，援建醫療站，援建水窖和小水利工程，

提供「愛心一蛋」，推廣衛生健康工作等，同時亦參與了一些支援受災居民的工作。總之，

根據前線義工和當地機構提供的資料，本會盡力作出適當的回應，務求幫助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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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項目支出分佈（2000~03.2015）

項目 金額 ( 港元 )

重建危校 185,547,494 61.6%

助學（含孤兒及特困生） 69,233,787 23%

鄉村醫療站衛生室 16,790,216 5.6%

改善水利及天災救援 13,418,582 4.5%

圖書捐贈（學校及社區） 10,999,009 3.7%

扶貧紓困（孤寡老人、貧困老師、學童營養等） 3,500,757 1.1%

行政費 1,524,156 0.5%

總計 301,014,001 100%

0.5%行政費

重建危校 61.6%

23%助學 (含孤兒及特困生 )

5.6%鄉村醫療站衛生室

4.5%改善水利及天災救援

3.7%圖書捐贈 (學校及社區 )

1.1%扶貧紓困 (孤寡老人、貧困老師、學童營養等 )



解 困 又 改 善 ‧ 匯 聚 成 果

十五年成長路72

「愛心一蛋」行動　為學童添營養

「愛心一蛋行動」，於 2009年 4月在貴州省啓動。行動透

過捐贈雞蛋，不但讓內地貧困學童改善營養，增強體魄，

同時，因為在當地採購一百多萬隻土雞蛋，也拉動了農村

經濟，備受稱許。

這個項目至 2012年上學期止，受惠學校共 61 所，受惠學生約 51,883人，捐方捐款數目由

1千多元至近 2萬 5千元人民幣不等，累積派發雞蛋數目 1,141,024隻，動用善款總額共人

民幣 764,165元正。這項行動經過三年運作，於 2011-12年度下學期，隨著內地實行「農村

義務教育學生營養餐改善計劃」，所有初中及小學學生獲提供免費午飯之後，完成了歷史任

務而終結，未用完的善款改用於持續助學。

備註：如欲瞭解有關項目詳細資料，請向本會查詢，如有錯漏，謹表歉意，歡迎指正。2010

年前的捐贈名錄請參閱本會的「十周年特刊」：《關愛山區窮孩子，義工 10年同樂路》

以下為 2010-2012學年受惠校名稱、註冊學生人數、善長芳名及善款金額：

序號 年份 學校名稱
學生
人數

捐方名稱
捐款

(人民幣 )

1 2010-2011 貴州省水城縣董地初級中學 629 一羣善心人 10,568

2 2010-2011 貴州省水城順場鄉法德小學 463 百年樹人會 7,780

3 2010-2011 貴州省六盤水市隴腳布依族鄉中心小學 1,335 角川洲立 SK 22,428

4 2010-2011 貴州省六盤水市金鐘村月照鄉中心校 896 樂基幼兒學校 (駿景園 ) 15,055

5 2010-2011 貴州省六盤水市水城縣鹽井小學 1,402 角川洲立集團 23,555

6 2010-2011 貴州省六盤水市水城縣米籮初級中學 1,206 角川洲立集團 20,263

7 2010-2011 貴州省六盤水市鐘山區德塢小學 1,362 角川洲立集團 22,883

8 2010-2011 貴州省遵義市正安縣新州鎮中心小學 1,485 百年樹人會 24,948

9 2010-2011 貴州省正安縣和溪鎮大坎小學 396 百年樹人會 6,655

10 2010-2011 貴州省遵義市正安縣和溪鎮中心小學 832 蕭小玲 13,978

11 2010-2011 貴州省正安縣和溪鎮桑 小學 1,328 百年樹人會 22,312

12 2010-2011 貴州省道真縣隆興鎮隆興小學 980 百年樹人會 16,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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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年份 學校名稱
學生
人數

捐方名稱
捐款

(人民幣 )

13 2010-2011 貴州省道真縣舊城鎮舊城小學 890 樂基幼兒學校 (駿景園 ) 一
羣家長

14,952

14 2010-2011 貴州省道真縣平模鎮平模小學 675 樂基幼兒學校 (駿景園 ) 一
羣家長

11,340

15 2010-2011 貴州省道真縣平模鎮興寶小學 480 百年樹人會 8,064

16 2010-2011 貴州省遵義市遵義縣三岔鎮三岔小學 968 角川洲立集團 16,264

17 2010-2011 貴州省開陽縣龍崗鎮中心小學 1,059 角川洲立集團 17,792

18 2010-2011 貴州省開陽縣雙流鎮茶場學校 1,001 角川洲立集團 16,811

19 2010-2011 貴州省思南縣太陽鄉角川洲立中學 1,011 角川洲立集團 16,777

20 2010-2011 貴州省貴定縣城關鎮周持正中學 500 角川洲立集團 8,400

21 2010-2011 貴州省思南縣康寶駒初級中學 460 角川洲立集團 7,728

22 2010-2011 貴州省遵義市遵義縣楓香鎮花茂學校 1,262 加太華人文化協會 10,601

23 2011-2012 貴州省六盤水市水城縣發耳鄉發耳小學 1,292 一羣善心人 12,403

24 2011-2012 貴州省六盤水市水城縣順場鄉法德小學 390 百年樹人會 3,744  

25 2011-2012 貴州省六盤水市水城縣米籮初級中學 1,190 百年樹人會 11,424

26 2011-2012 貴州省六盤水市水城縣鹽井小學 1,392 百年樹人會 13,363

27 2011-2012 貴州省六盤水市水城縣董地初級中學 680 百年樹人會 6,528

28 2011-2012 貴州省六盤水市盤縣義忠鄉中學 1,515 角川洲立集團 14,544

29 2011-2012 貴州省六盤水市盤縣劉官鎮小學 1,201 百年樹人會 11,530

30 2011-2012 貴州省盤縣英武中心小學 512 德意志銀行 4,915

31 2011-2012 貴州省水城縣雞場小學 1,152 德意志銀行 11,059

32 2011-2012 貴州省水城縣雙嗄鄉落飛戛小學 410 德意志銀行 3,936

33 2011-2012 貴州省貴陽市開陽縣馮三鄉第二中學 730 角川洲立集團 7,008

34 2011-2012 貴州省貴陽市開陽縣楠林渡中學 2,450 角川洲立集團 23,520

35 2011-2012 貴州省開陽縣楠林渡中心小學 640 一羣善心人 6,144

36 2011-2012 貴州省黔西南州冊亨縣者樓中學 1,512 百年樹人會 14,515

37 2011-2012 貴州省黔西南州冊亨縣者樓中心小學 738 全人基金 7,085

38 2011-2012 貴州省思南縣太陽鄉角川洲立中學 1,030 角川洲立集團 9,888

39 2011-2012 貴州省貴定縣城關鎮周持正中學 500 角川洲立集團 4,800

40 2011-2012 貴州省思南縣康寶駒初級中學 580 角川洲立集團 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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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醫療站　改善農村居民看病難

本會援建衛生室（診所）的目的是用最有效方法解決農民就醫困難的問題。

2007年本會在貴州省綏陽縣金字村援建了第一間衛生室，拉開了改善農民求醫難的帷幕。

跟著，本會援建項目先後在貴州省六枝地區、貴陽地區、銅仁地區、黔西南進行，並拓展到

雲南、甘肅和寧夏等地。改建新建衛生室 (院 )，援建費用一般是當地與援建者各一半，允

許援建者命名並立碑為記。

這些農村醫療服務設施，不單受到當地農民歡迎，本港亦有越來越多捐方願意參與這個極有

意義的項目，為改善貧困山區就醫困難出力。

備註：在貴州捐建衛生室 /院項目在 2007年開展以來，至 2015年 6月止，共援建 306所，

捐方捐款數目由 2萬元至 38萬港元不等，有關項目詳細資料請參閱本會網頁，如有

錯漏，謹表歉意，歡迎指正。

年份 衛生室 /院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2010 龍井村心健衛生室 譚寶玲 35,000
2010 和平村慈航淨院第 7衛生室 慈航淨院 250,000
2010 吳永裕衛生室 吳永裕 40,000
2010 兩路村古天樂第 15衛生室 古天樂慈善基金 35,000
2010 萬龍村陳廷驊基金會衛生室 陳廷驊基金會 35,000

2010 潘洞村古天樂第 17衛生室 古天樂慈善基金 35,000
2010 梨子埧村陳廷驊基金會衛生室 陳廷驊基金會 35,000
2010 觀埧村慈航淨院第 22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大坪村陳廷驊基金會衛生室 陳廷驊基金會 35,000
2010 蔔台村慈航淨院第 29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勝利村古天樂第 16衛生室 古天樂慈善基金 35,000
2010 高臺村慈航淨院第 28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官莊村古天樂第 18衛生室 古天樂慈善基金 35,000
2010 群興村慈航淨院第 27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馬頭村慈航淨院第 16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大溝村慈航淨院第 25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四平村慈航淨院第 17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板橋村慈航淨院第 26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墮秧村慈航淨院第 18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禹門村沛志衛生室 沛志基金 35,000
2010 輝黔村慈航淨院第 19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金鐘村沛志衛生室 沛志基金 35,000
2010 鷄街鎮慈航淨院第 8衛生院 慈航淨院 250,000
2010 愛鄉衛生室 Mr.Wolfram Schuh 35,000
2010 蓮花塘慈航淨院第 1衛生院 慈航淨院 250,000
2010 上埧村慈航淨院第 23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革忿村慈航淨院第 5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阿碑村慈航淨院第 12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坪埧村慈航淨院第 4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年份 衛生室 /院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2010 人字橋村慈航淨院第 13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石娥村慈航淨院第 3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毛家村慈航淨院第 14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牛廠埧村慈航淨院第 6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營盤村慈航淨院第 15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中寨村慈航淨院第 2衛生室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世偉仁愛斷杉鎮衛生院 李世偉的子女們 100,000
2010 白沙村慈航淨院第 9衛生院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吳熊月英第三衛生室 吳熊月英 35,000
2010 水田村慈航淨院第 10衛生院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吳熊月英第四衛生室 吳熊月英 35,000
2010 王家村慈航淨院第 11衛生院 慈航淨院 35,000
2010 愛心衛生室 Bidyu Dumra 35,000
2011 沙壩村葉樹霖衛生室 葉偉祺 35,000
2011 者孟村吳成煒雅生室 吳淑霞 35,000
2011 趙坪村葉樹霖衛生室 葉偉祺 35,000
2011 弼佑村余巧英衛生室 吳淑霞 35,000
2011 微軟香港衛生室 微軟香港 35,000
2011 觀音村吳成煒衛生室 吳淑霞 35,000
2011 偉然衛生室 馮偉然 35,000
2011 三合村徐仲伉儷衛生室 徐兆峰 35,000
2011 慈恩衛生室 吳少芳 35,000
2011 錫群鼠場村衛生室 錫群教育基金 35,000
2011 青山獅子會衛生院 青山獅子會 200,000
2011 鄧景雯馬場村衛生院 鄧景文，李思闕 35,000
2011 桃園村沛志衛生室 沛志基金 35,000
2011 黃家樂愛心衛生院 黃家樂愛心基金會 100,000
2011 雙泉村沛志衛生室 沛志基金 35,000
2011 馬場鄉青山單車之友衛生院 青山單車之友 200,000
2011 天安村沛志衛生室 沛志基金 35,000

2011 黃家樂愛心衛生院 黃著先生代表煜寶
投資有限公司 150,000

2011 周蘇燕衛生室 集腋成裘周蘇燕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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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衛生室 /院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2011 鄭文旺衛生室 鄭偉贊 30,000

2011 釋妙蓮衛生室 妙蓮老和尚香港紀
念堂 35,000

2011 陳廷驊基金會衛生室 陳廷驊基金會 50,000
2011 周蘇燕衛生室 集腋成裘周蘇燕 35,000
2011 陳廷驊基金會衛生室 陳廷驊基金會 35,000
2011 果水村沛志衛生室 沛志基金 35,000
2011 陳廷驊基金會衛生室 陳廷驊基金會 35,000
2011 茂嶧紀念 (了知 )東普陀衛生室 佛音懷愛慈善會 35,000
2011 忠恕衛生室 李意 100,000
2011 秧壩村雅威衛生室 馮靜儀 35,000
2011 聯陞衛生室 聯陞中國有限公司 35,000
2011 茶園村雅威衛生室 馮靜儀 35,000
2011 楊拱懷陳素香伉儷衛生室 楊拱懷，陳素香 35,000
2011 羊場村雅威衛生室 馮靜儀 35,000
2011 英明衛生院 余權英 350,000
2011 冗渡村雅威衛生室 馮靜儀 35,000
2011 茅坪村衛生室 鄧國榮 35,000
2011 板年村胡公木衛生室 胡慧娟 35,000
2011 無為衛生院 潘淑貞 150,000
2011 東風村胡公木衛生室 胡慧娟 35,000
2011 慈悲衛生院 潘淑貞 150,000
2011 落江村胡公木衛生室 胡慧娟 35,000
2011 博愛衛生院 潘淑貞 150,000
2012 黃麗荷衛生室 黃麗荷 35,000
2011 清真衛生院 潘淑貞 150,000
2012 鄭永佳衛生室 鄭永隹 35,000

2012 巧路村永發隆衛生室 蘇澤棠，蘇啟暉，
蘇啟鎏 35,000

2012 金風善緣衛生室 金風善緣眾善長 35,000
2012 舞街鋪鎮濟世中心衛生院 粵曲好友 300,000
2012 慈恩衛生室 吳少芳 35,000
2012 至善衛生室 黃柏堯 35,000

2012 隆業成衛生室 隆業成投資有限公
司 35,000

2012 新民衛生室 黃柏堯 35,000
2012 紅岩村瑜嘉衛生室 張斯承 35,000
2012 自在衛生院 黃德泰 150,000
2012 新場村安心衛生室 鄺鎮榮伉儷 35,000
2012 八德衛生院 黃德泰 150,000
2012 中雲頭村聯陛衛生室 聯陞中國有限公司 35,000
2012 本煥衛生院 劉天龍，梁鳳雯 300,000
2012 野寨村聯陛衛生室 聯陞中國有限公司 35,000
2012 黃家樂愛心衛生院 黃家樂愛心基金會 300,000
2012 姚嘉富衛生室 良泉有限公司 35,000
2012 黔川村慈恩衛生室 鄭松川 35,000

2012 白雲添麗衞生院 威士拿遠東有限公
司

350,000
(￥)

2012 阿興村聯陞衛生室 Uplink China Ltd. 35,000
2012 黃家樂愛心衛生室 黃家樂愛心基金會 35,000
2012 郭操鄉陳廷驊基金會衛生院 陳廷驊基金會 110,000
2012 黃家樂愛心衛生室 黃家樂愛心基金會 35,000
2012 十裏舖村錫群衛生室 錫群教育基金 35,000
2012 黃家樂愛心衛生室 黃家樂愛心基金會 35,000
2012 涇河村錫群衛生室 錫群教育基金 35,000
2012 黃家樂愛心衛生室 黃家樂愛心基金會 35,000
2012 青山單車煌清衛生室 青山單車之友 35,000
2012 五常衛生院 謝麗珍 150,000
2012 裕港中衛生室 鄭雄 35,000

年份 衛生室 /院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2012 康健衛生室 謝麗珍 35,000
2012 財叔第 1衛生室 龍凱祺 35,000
2012 雍卓衛生室 周佩珍 35,000
2012 財叔第 2衛生室 龍凱祺 35,000
2012 雍卓衛生室 周佩珍 35,000
2012 財叔第 3衛生室 龍凱祺 35,000

2012 永溫鄉港澳臺灣愛心衛生院 港澳臺灣愛心基金
會 210,000

2012 張曉君衛生室 鄭俊邦，張蔚然 35,000
2012 慈恩衛生室 吳少芳 35,000
2012 張蔚然衛生室 鄭俊邦，張蔚然 35,000

2012 善安衛生室 LUI Pui Kwai, 
Joesphine 35,000

2012 願力行衛生室 鷹揚印刷器材有限
公司 35,000

2012 林光亮，王木專伉儷衛生室 林光亮，王木專 35,000

2012 三和衛生室 三和正印刷器材有
限公司 35,000

2012 華奇衛生室 劉材君 35,000
2012 黃柏堯衛生室 黃德泰，黃德恒 35,000
2012 裕港中雄民衛生室 鄭雄 35,000
2012 聯陞衛生室 聯陞中國有限公司 35,000

2012 魯邑村永發隆衛生室 蘇澤棠，蘇啟暉，
蘇啟鎏 35,000

2012 向樹輝，陳少端伉儷衛生室 向樹輝，陳少端 35,000
2013 慈航淨院第 30中心衛生院 慈航淨院 300,000
2013 誠利衛生院 羅啟源 150,000
2013 慈航淨院第 31中心衛生院 慈航淨院 300,000

2013 法音寬愛衛生室 佛音懷愛慈善會 30,000
(￥)

2013 慈航淨院第 32中心衛生院 慈航淨院 300,000
2013 明望衛生院 多利寶有限公司 300,000

2013 慈恩青山單車皮膚病防治業務樓 青山單車之友 300,000
(￥)

2013 吳兆炯衛生室 圓行法師專戶 30,000
(￥)

2013 裕齡衛生院 陳玉冰，魏曼齡 270,000

2013 志正良來遠衛生室 佛音懷愛慈善會 10,000
(￥)

2014 仁濟衛生院 陳可成 200,000
2014 鍚群衛生院 鍚群基金 200,000
2014 菲租克村慈恩衛生室 趙先生 40,000
2014 博愛衛生院 力權有限公司 250,000
2014 濟世衛生室 粵曲好友 40,000
2014 於祥村鍚群衛生室 鍚群基金 35,000
2014 濟世衛生室 粵曲好友 40,000
2014 五渠村麗恩衛生室 鍚群基金 35,000
2014 馮三鎮慈恩衛生院 慈恩義賣籌款 300,000
2014 桂文村麗恩衛生室 鍚群基金 35,000
2014 灣塘鄉慈恩衛生院 攝影集義賣籌款 250,000
2014 隆業成衛生室 隆業成有限公司 40,000
2014 焯鳳卿衛生院 富源印刷器材公司 200,000
2014 青山單車衛生室 青山單車之友 40,000
2015 青山獅子會衛生室 青山獅子會 35,000
2014 青山單車衛生室 青山單車之友 40,000
2015 加太華人文化協會田壩村衛生室 加太華人文化協會 61,675
2015 林拾樓棬衛生室 Sun HO 40,000
2015 愛倩後壩衛生室 余漢英 40,000

2015 英明琊川鎮衛生院 余權英 3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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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馮肇基愛心水窖 馮肇基

陳冠誼 彭杏芳愛心水窖 陳冠誼 彭杏芳
古天樂慈善基金愛心水窖
（150眼） 古天樂慈善基金

陳永森 麥杏冰愛心水窖 陳永森，麥杏冰

區周燕冰愛心水窖 區周燕冰

觀塘獅子會愛心水窖
（10眼） 觀塘獅子會

李世榮愛心水窖 李世榮

援建水窖及小水利
緩解缺水改善生活必需

建造水窖

如果沒有水窖，缺水的農民們便要找水源，並從水源處背水回來使用。而水源一般在溝底（即

我們所說的山腳），往返動輒要走一、兩小時的山路。因村子都建在高原上，土層深厚，若

打井取水往往需深挖三、四百米才到貯水層，並且需要安裝抽水機才能使用，需款30多萬元，

因此為每個家庭建造集雨水窖較快捷方便，更合乎成本效益。

援建水窖在 2010年開展，至 2015年 6月止，在甘肅及寧夏省共捐建水窖 3,633眼，捐方捐

款每個水窖 2,000-2,200元港幣。

小水利工程

慈恩基金會於 2010年因貴州省大旱影響民生，開始在貴州一些地區援建小水利工程，工程

是由清潔水源直接引水通過集水池、高位水池、泵房、變壓水池、電力抽水站和大小不一蓄

水管道到居民家中。引水到戶讓村民得以安坐家中享用食用水，項目不但保障了村民的人畜

用水，還幫助他們提升生活素質，至今合共援建了 8個項目，每項工程捐款金額由 5萬至 9

萬多港元，總計有 514戶共 2,625人受惠。

備註：有關項目詳細資料請參閱本會網頁，如有錯漏，謹表歉意，歡迎指正。2010年 6月前

的捐贈名錄請參閱本會出版的「十周年特刊」：《關愛山區窮孩子，義工 10年同樂路》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鄭衍瑋愛心水窖 鄭衍瑋

曹敬聰愛心水窖（10眼）曹敬聰
陳書麟愛心水窖； 陳書麟

釋夲煥老和尚愛心水窖 釋夲煥老和尚

愛心水窖（8眼） Leung Wai Ming
陳書麟愛心水窖 陳書麟

李天水愛心水窖 李天水

莊小銘愛心水窖（5眼） 莊小銘

何偉燊闔家愛心水窖 何偉燊

黃健財愛心水窖 黃健財

賓迪發展有限公司愛心水
窖（15眼） 賓迪發展有限公司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陳港生闔家愛心水窖 陳港生

劉群好愛心水窖 劉群好

莊逸梅愛心水窖（5眼） 莊逸梅

余意愛心水窖 薛慧沁

郭子雄愛心水窖 郭子雄

吳熊月英愛心水窖
（5眼） 世界花店

夢參老和尚愛心水窖 夢參老和尚

馬百利愛心水窖 馬百利

王雨愛心水窖（5眼） G r a n d  O c e a n 
Product Ltd

張美雲愛心水窖 張美雲

2010（6月後）—2011年
援建水窖：甘肅—定西市、會寧縣、臨洮縣、安定區、渭源縣（513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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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余意愛心水窖 薛慧沁

大一印刷公司愛心水窖
（5眼）

香港大一印刷有限
公司

陳博文愛心水窖 陳博文

彭天成愛心水窖 彭景良

陳麗娟愛心水窖（10眼）鄧建基（鄧宇程）
陳佩珊愛心水窖 陳佩珊

林倩如愛心水窖 林倩如

高鴻潤愛心水窖（10眼）鄧建基（鄧宇程）
曾慶楠愛心水窖 曾慶楠

陳慧君愛心水窖 陳慧君

高人和，邢鳳英愛心水窖
（20眼） 鄧建基（鄧宇程）

李靜愛心水窖 李靜

洪玉雲愛心水窖 蕭洪波

溫慶蓮愛心水窖（10眼）鄧建基（鄧宇程）
譚小姐愛心水窖 譚小姐

洪玉雲愛心水窖 蕭洪波

周氏伉儷愛心水窖
（40眼） 周氏伉儷（霍淑英）

文俊陵愛心水窖 文俊陵

周康愛心水窖 毛偉誠

方國亮愛心水窖（2眼） 方雅麗

梁梓瑩愛心水窖 梁梓瑩

李宛蓮愛心水窖 毛偉誠

圓行法師愛心水窖
（7眼） 圓行基金

王振雄，王陳慰馨
愛心水窖

王振雄

周潔心愛心水窖 毛偉誠

英國保誠 AGENCY ONE
愛心水窖（29眼）

A G E N C Y  O N E
（William Tsao）

王廷瀚愛心水窖 王振雄

周潔恩愛心水窖 毛偉誠

互助分享之泉愛心水窖
（7眼） Wong Wing Pui

王廷峰，王溫晞文
愛心水窖

王振雄

周耀聰愛心水窖 毛偉誠

陳文國愛心水窖（9眼） 陳文國

王汎文，王子中愛心水窖 王振雄

毛偉誠愛心水窖 毛偉誠

區麗卿愛心水窖（5眼） 區麗卿

李碧玉，王雪瑛愛心水窖 王振雄

毛憲穎愛心水窖 毛偉誠

康齒堂愛心水窖
梁偉明
（康齒堂有限公司）

梁女愛心水窖 霍寶蓮

廖偉康愛心水窖 廖偉康

康齒堂愛心水窖
梁偉明
（康齒堂有限公司）

施維雄愛心水窖 施維雄

譚亞特愛心水窖 譚亞特

康齒堂愛心水窖
梁偉明
（康齒堂有限公司）

余湛英，李懿德愛心水窖 余湛英

潘浚弘愛心水窖 L a m  S h u i  K u e n 
Angela

康齒堂愛心水窖
梁偉明
（康齒堂有限公司）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余國輝，吳靜怡，余以程
愛心水窖

余湛英

潘浚培愛心水窖 L a m  S h u i  K u e n 
Angela

梁筱朗愛心水窖 梁愇明

黃啟天，黃啟風愛心水窖 余湛英

游秀卿愛心水窖 L a m  S h u i  K u e n 
Angela

梁洛溱愛心水窖 梁愇明

黃志雄，余慧芬愛心水窖 余湛英

林紹雄愛心水窖 L a m  S h u i  K u e n 
Angela

Smile Creation愛心水窖
梁 偉 明（Smile 
Creation Cosmetic 
Dental Clinic Ltd）

余薰賢，李素芳愛心水窖 余湛英

李敬謙愛心水窖 L a m  S h u i  K u e n 
Angela

Smile Creation愛心水窖
梁 偉 明（Smile 
Creation Cosmetic 
Dental Clinic Ltd）

譚和愛心水窖 譚秀勤

蘇梓欣愛心水窖 L a m  S h u i  K u e n 
Angela

Smile Creation愛心水窖
梁 偉 明（Smile 
Creation Cosmetic 
Dental Clinic Ltd）

朱惠英愛心水窖 譚秀勤

趙樹人，陳秀雲愛心水窖 趙樹人，陳秀雲

Smile Creation愛心水窖
梁 偉 明（Smile 
Creation Cosmetic 
Dental Clinic Ltd）

譚秀勤朱傑鏗朱佩儀
愛心水窖

譚秀勤

區愛靈愛心水窖 區愛靈

陳紹偉愛心水窖 梁偉明（陳紹偉）

余國棟愛心水窖 余國棟

黃顯華愛心水窖
蔣 肖 雲，Patrick，
Wong Hin Wan

戚浩明，韓美香愛心水窖 戚浩明

余國棟愛心水窖 棟記建築有限公司

黃國基愛心水窖 黃學慈

戚若然，陳家懿愛心水窖 戚浩明

周昭賢愛心水窖 周昭賢

菁英教室愛心水窖 菁英創意教室

戚若文，馮佳文愛心水窖 戚浩明

麥振好愛心水窖 麥華池

靈光行者愛心水窖 林倩如 
戚若源愛心水窖 戚浩明

梁好愛心水窖 麥華池

靈光行者愛心水窖 張耀德

戚哲銘愛心水窖 戚浩明

廖興邦愛心水窖 廖興邦

靈光行者愛心水窖 張耀德

戚哲熙愛心水窖 戚浩明

廖國章愛心水窖 廖興邦

陳惠蘭愛心水窖 陳惠蘭

陳慧君愛心水窖 陳慧君

曾雲英愛心水窖 廖興邦

以琳之泉愛心水窖 陳麗華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許心怡小姐愛心水窖 AGENCY ONE
劉照容愛心水窖 廖興邦

喜樂泉源愛心水窖 陳麗華

戴慧心愛心水窖 AGENCY ONE
梁友愛心水窖 廖興邦

陳駿，陳穎愛心水窖 陳駿，陳穎

陳捷裕愛心水窖 陳捷裕

廖峻樂愛心水窖 廖峻樂

周炳，黃妹愛心水窖 周炳，黃妹

鄧裕華愛心水窖 鄧裕華

廖偉康愛心水窖 廖偉康

蘇哲愛心水窖 蘇哲

施宣永先生愛心水窖 Sze Nga Wai
尹繼枝愛心水窖 尹繼枝

郭縉澔愛心水窖 郭縉澔

呈同愛心水窖 Yau Kei Wang
吳玉英愛心水窖 吳玉英 
陳文虹，洪文豪，
洪天殷，洪亮人愛心水窖

陳文虹

陳樂恩，陳珮瑜愛心水窖 陳樂恩，陳珮瑜

吳志雄愛心水窖 吳志雄

劉卓兒愛心水窖 鄭美芳

陳樂恩，陳珮瑜愛心水窖 陳樂恩，陳珮瑜

洪庭浠愛心水窖 Hung Kam Tim
翁正行，翁思行，翁天若
愛心水窖

翁振東

陳謝家庭醫生愛心水窖 謝婉儀

洪樂瑤愛心水窖 Hung Kam Tim
余清華，黃皓心，黃啟君
愛心水窖

余清華

司徒敏小姐愛心水窖 Szeto Man
洪庭詣愛心水窖 Wong Wing Pui
Cheung May Kwan
愛心水窖 Cheung May Kwan

許令韜先生愛心水窖 許令韜

鄧紹文愛心水窖 鄧紹文

李恩婷，李恩翹愛心水窖 李恩婷，李恩翹

陸氏家庭愛心水窖 吳建勲
愛心水窖 鄧紹偉

楊恩至，楊樂至愛心水窖 楊恩至，楊樂至

羅文山伉儷愛心水窖 Lo Man Shan
鄧紹偉愛心水窖 鄧紹偉

蔡妙瑛愛心水窖 蔡妙瑛

莊志坤伉儷愛心水窖 Chong Chi Kwan
趙麗玲愛心水窖 李淑媛

劉建成生愛心水窖 劉建成

駿鋒科技有限公司
愛心水窖

駿鋒科技有限公司

戴英傑愛心水窖 Tai Wai Man
梁綺華愛心水窖 Leung Yee Wah
陳艷梅愛心水窖 Tai Wai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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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張翊，何燕珍愛心水窖 張翊，何燕珍

溫桂英愛心水窖 溫桂英

李永鏡愛心水窖（4眼） Brian Li Wing Kang
梁耀榮愛心水窖 梁歡蕙

以馬內利愛心水窖 Leung Mo Yee
陳瑤璿愛心水窖（3眼） Brian Li Wing Kang
郭梅花愛心水窖 梁歡蕙

以撒愛心水窖 Leung Mo Yee
李澄琳愛心水窖（3眼） Brian Li Wing Kang
梁歡蕙愛心水窖 梁歡蕙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鴻燕愛心水窖（50眼） 陳燕

華麗愛心水窖（50眼） 陳華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雅威愛心水窖（50眼） 馮靜儀
釋仁智法師愛心水窖 釋仁智法師
張學文 崔佩芬愛心水窖 張學文
葉何鳳愛心水窖（2眼） 雷遠寧
余意愛心水窖（2眼） 薛慧沁

張曉嵐 張曉童愛心水窖 張學文

雷陳仲愛愛心水窖 雷遠寧
萬健安張秀群愛心水窖 萬先生夫人
李碧琪愛心水窖 黃俊傑
邵基愛心水窖 雷遠寧
郭氏愛心水窖 羅慶幸
林忠廉愛心水窖 林忠廉

梁棟成感恩愛心水窖
陳建國，梁棟成
（梁桂蓮）

陳建國感恩愛心水窖
陳建國，梁棟成
（梁桂蓮）

同心愛心水窖

李惠玲，陳炳偉，
林碧嬋，羅美鳳，
黃紹洪，林少霞，
李國強

雷遠寧愛心水窖 雷遠寧
洪偉利愛心水窖 洪偉利
鄭滿興感恩愛心水窖 鄭秀芳
蔡合健感恩愛心水窖 鄭秀芳
愛心人愛心水窖 Law Ka Yi
謝燕琴感恩愛心水窖 鄭秀芳
邵鄭蟬珍愛心水窖 雷遠寧
彭欣怡愛心水窖 彭欣怡
姜錦蘭感恩愛心水窖 鄭潔茵
陸恬闔家愛心水窖 陸恬
梁麗萍愛心水窖 梁麗雲

2010-2011年援建水窖：寧夏—鹽池縣（50眼）

2011-2012年援建水窖：
甘肅—定西市、通渭縣、臨洮縣、安定區、隴西縣（400眼）

2011-2012年援建水窖：
寧夏—鹽池縣、西吉縣、海原縣（680眼）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以實馬愛心水窖 Leung Mo Yee
王奕坑百週年紀念愛心水窖 戴玉美

梁歡喜愛心水窖 梁歡喜

陳筱雯，陳彥嘉愛心水窖 陳筱雯，陳彥嘉

譚言西，張敏儀愛心水窖 譚言西

高居士愛心水窖 高居士

周淑賢愛心水窖 周淑賢

譚健培，譚賀瑩愛心水窖 譚言西

陳娟霞愛心水窖（10眼） 陳娟霞

戴玉美愛心水窖 戴玉美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張俊佳愛心水窖 張俊佳

陳甜根愛心水窖（5眼） 陳甜根

張玉鳳愛心水窖 張玉鳳

梁惠儀愛心水窖 張俊佳

劉樹蔚愛心水窖 劉樹蔚

李小鳳愛心水窖 李小鳳

張琬彤，張琬蕎愛心水窖 張俊佳

蘇婉儀愛心水窖 劉樹蔚

呂佩貴麥振城愛心水窖 呂佩貴

嚴有明愛心水窖 嚴有明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葉成傑張潔兒愛心水窖（50眼） 葉成傑
葉思葦葉倩懿愛心水窖（50眼） 葉成傑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古天樂慈善基 金愛心水窖
（200眼）

古天樂
慈善基金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鄭偉鈞感恩愛心水窖 鄭潔茵
何松燊闔家愛心水窖 陸恬
梁麗興愛心水窖 梁麗雲
李煥庭感恩愛心水窖 李國常
鍾應榮愛心水窖 鍾德錦
陸氏家庭愛心水窖 梁麗雲
星蟬爸爸感恩愛心水窖 何敬翔
星—駱翠蓮愛心水窖 鍾德雁
魏氏家庭愛心水窖 梁麗雲
星蟬媽媽感恩愛心水窖 何敬翔
夢參老和尚愛心水窖
（10眼） 夢參老和尚

慈恩愛心水窖 01 蘇美娟

慈恩愛心水窖 03
J o s e p h  Y Y 
Wong，林秀紅，
何佩霞

慈恩愛心水窖 02 George HC Wong
關永強愛心水窖 關永強
吳慧菁愛心水窖 吳慧菁

陳登愛心水窖（50眼）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會

關阮鍚寶愛心水窖 關永強
石敬文愛心水窖 李懿嫻
吳熊月英愛心水窖（10眼） 世界花店
關志恒愛心水窖 關永強

Kingsley Wong 愛心水窖 林潔雯
（Wong Sun Kit）

平安愛心水窖（10眼） 黃國華
關志豪愛心水窖 關永強

王宅愛心水窖
林潔雯
（Wong Sun Kit）

蘊儀愛心水窖 黃堯基，梁佩瑜
關淑賢愛心水窖 關永強

D.L愛心水窖 Jeannie Chin
（Ng Geok Wah）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惠卿愛心水窖 黃堯基，梁佩瑜
關慧賢愛心水窖 關永強
羅沛倫愛心水窖 羅沛倫
洪福興愛心水窖 蕭洪波
關美賢愛心水窖 關永強
姚宅愛心水窖 溫彩惠
洪樹娘愛心水窖 蕭洪波
呂瑋愛心水窖 關永強
周宅愛心水窖 庾翠珍
慈恩愛心水窖 04 陳錦容
周倩怡愛心水窖 關永強
陳慶愛心水窖 梁梅鳳
洪慧嫺愛心水窖 洪慧嫺
陳兆鉻愛心水窖 關永強
張琬彤愛心水窖 張琬彤（張俊佳）
陳麗馨愛心水窖 陳麗馨
C&M愛心水窖（2眼） C&M Ltd
張俊佳愛心水窖 張俊佳
慈恩愛心水窖 06 區麗卿
周德先生愛心水窖 周德
潘建達愛心水窖 潘建達
慈恩愛心水窖 07 區麗卿
胡雪芳女士愛心水窖 胡雪芳
潘玲莉愛心水窖 潘玲莉
慈恩愛心水窖 08 區麗卿
林兆平愛心水窖 力泰公司
梁樂兒愛心水窖 潘建達
慈恩愛心水窖 09 區麗卿
梁美蓮愛心水窖 林兆贊
安妮愛心水窖 Annie Ng
慈恩愛心水窖 10 區麗卿
梁洪愛心水窖 林兆贊
陸素梅愛心 水窖 陸素梅
慈恩愛心水窖 11 潘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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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周惠芳闔家愛心水窖 周惠芳

楊南黎耀雲愛心水窖
楊南黎耀雲
（楊文盛）

慈恩愛心水窖 12 謝麗珍（余淑雯）
黃億年愛心水窖（5眼） 黃億年
陳賽君愛心水窖（5眼） 陳賽君
陳玉冰愛心水窖（5眼） 陳玉冰

大一印刷愛心水窖（5眼） 香港大一印刷有
限公司

慈恩愛心水窖 05 Irene Wing Ngah 
TSE

Patty Yu 愛心水窖 Patty Yu
李城璧中學愛心水窖 李賢生

劉材本、陳惠珍愛心水窖
劉材本、
陳 惠 珍（VICS 
Investment Ltd）

陳愛嫦愛心水窖 陳愛嫦
陳筠灝 陳灝楊愛心水窖 陳筠灝，陳灝楊
劉材本、劉柏延愛心水窖 劉材本，劉柏延
余蒨芬愛心水窖 陳愛嫦
陳凱恩 陳思維愛心水窖 陳思凱，陳思維
陳惠珍愛心水窖 陳惠珍
余蔓芬愛心水窖 陳愛嫦
陳浩榮 謝麗卿愛心水窖 陳浩榮，謝麗卿
劉心妍愛心水窖 劉心妍
譚鏡潮愛心水窖 譚鏡潮
梁旭 陳麗珍愛心水窖 梁旭，陳麗珍
劉柏延愛心水窖 劉柏延
盧兆基愛心水窖 盧兆基
菁英創意教室愛心水窖 菁英創意教室
馬淑霞陳倩茹愛心水窖 馬淑霞，陳倩茹
羅麗文愛心水窖 羅麗文
賢生燕珊欣榮欣庭愛心水窖 楊燕珊
譚健培愛心水窖 譚健培

卓美英愛心水窖（2眼） Cheuk Mei Ying 
Ada

李欣榮李欣庭愛心水窖 楊燕珊
譚言西愛心水窖 譚言西
譚國禎愛心水窖 譚國禎
梁嘉榮林麗玲梁灝煒梁煒鑫
愛心水窖

梁嘉榮，林麗玲，
梁灝煒，梁煒鑫

開心愛心水窖 龍綺霞
賴細生愛心水窖 賴細生
馮肇基陳詠薇馮伊敏馮展瑭
愛心水窖

馮肇基，陳詠薇，
馮伊敏，馮展瑭

om ah hom 愛心水窖（3眼） Ben Lee（Lee 
Hon San Louisa）

鄺妙玲愛心水窖 鄺妙玲
張國華梁潔儀張肇庭愛心水
窖

張國華，梁潔儀，
張肇庭

盧偉新愛心水窖
盧 偉 新（Annie 
Luong）

盧兆民愛心水窖 盧兆民
黃美華愛心水窖 黃美華
黃振文 郭群妹 黃樂然愛心水
窖

黃振文，郭群妹，
黃樂然

盧兆維愛心水窖 盧兆維
馮志強愛心水窖 馮洛樺

慈恩愛心水窖 13 Ip  Chun Chun 
Margaret

盧遠儀愛心水窖 盧遠儀
盧偉妍愛心水窖 盧偉妍
吳巧怡愛心水窖 吳巧怡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盧瑞榆愛心水窖 盧瑞榆
趙金英愛心水窖 趙金英（吳巧怡）
吳家駒愛心水窖 吳家駒
盧錫祥先生趙靄儀女士愛心
水窖

盧錫祥，趙靄儀

余漢英愛心水窖 Ashton Willows 
Insurances Ltd

吳婉玲愛心水窖（2眼） Ng Yuen  L i ng 
Pamela

鍾華生愛心水窖 鍾華生
張談友曾素群夫婦愛心水窖 張玉鳳
余建國愛心水窖 Yu Kin Kwok
王衛玲愛心水窖 王衛玲
陳蔡王覃卿愛心水窖（4眼） 陳蔡卿
劉葉蘇玲，劉嘉鈺愛心水窖 Lau Sai Kit
鍾芷瑩愛心水窖 鍾芷瑩
朱金盛愛心水窖 （2眼） 朱金盛
友正團隊（十二）愛心水窖 友正團隊（十二）
鍾芷欣愛心水窖 鍾芷欣
友正團隊（三）愛心水窖 友正團隊（三）
友正團隊（十三）愛心水窖 友正團隊（十三）
鍾沛峰愛心水窖 鍾沛峰
友正團隊（五）愛心水窖 友正團隊（五）

友正團隊（一）愛心水窖
友正團隊（一）
聯能科技行行政
處愛心團隊

友正團隊（六）愛心水窖 友正團隊（六）

友正團隊（二）愛心水窖

友正團隊（二） 
聯能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愛心團
隊

友正團隊（十五）愛心水窖 友正團隊（十五）
黃錦娟愛心水窖 黃錦娟
友正團隊（八）愛心水窖 友正團隊（八）
友正團隊（十六）愛心水窖 友正團隊（十六）
謝肇元愛心水窖 謝肇元
友正團隊（九）愛心水窖 友正團隊（九）
友正團隊（十七）愛心水窖 友正團隊（十七）
張寧愛心水窖 Chang Ning
友正團隊（十）愛心水窖 友正團隊（十）
友正團隊（十八）愛心水窖 友正團隊（十八）
談儲愛心水窖 談儲
友正團隊（十一）愛心水窖 友正團隊（十一）

區德孫愛心水窖 Yip Wing Kwan，
區德孫

林玉群愛心水窖 James Kong

梁從源愛心水窖 L e u n g  C h u n g 
Yuen

萬福添愛心水窖 Yip Wing Kwan
（Ban Hock Thiam)

王劉慧儀愛心水窖 Wong Ming Wai
王明威愛心水窖 Wong Ming Wai
王本立紀念愛心水窖 Wong Ming Wai
王婉頎愛心水窖 Wong Ming Wai
王玲娣紀念愛心水窖 Wong Ming Wai

慈恩愛心水窖 14-18（5眼） M u l t i m e t a l s 
Resources Limited

賓廸發展有限公司愛心水窖
（10眼）

賓廸發展有限公
司

蘇世登尹曼華愛心水窖 杜世傑

杜盼盼杜世傑愛心水窖
陳淑貞，陳偉民，
杜盼盼

梁惠儀愛心水窖 梁惠儀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崇蘭校友愛心水窖 01 何炳榮，劉麗冰
崇蘭校友愛心水窖 03 羅萬志
張俊佳愛心水窖 張俊佳
崇蘭校友愛心水窖 02 何炳榮，劉麗冰
崇蘭校友愛心水窖 04 羅萬志
張琬彤愛心水窖 張琬彤
崇蘭校友愛心水窖 06 黃永豪

崇蘭校友愛心水窖 05 何鳳英，譚碧裳，
王紅玉

張琬蕎愛心水窖 張琬蕎
陳寶霞愛心水窖（2眼） 陳寶霞
圓行法師愛心水窖 圓行法師專戶
王偉忠愛心水窖 王偉忠
陳房安萬金嬌愛心水窖 1 陳房安
鄭綺艷愛心水窖 鄭綺艷
廖春娟愛心水窖 廖春娟
惠健敏如樂恆愛心水窖 余漢琪
古天樂愛心水窖（300眼） 古天樂慈善基金

微軟香港愛心水窖 01

C h u n  W a h 
CHAN，Yuk Ming 
CHAN，Zoe Po 
Po KWONG

微軟香港愛心水窖 02

W i n n i e 
Y E U N G， K i t 
ChingKWONG，
A l v i n  C h i  Y i n 
LEUNG

微軟香港愛心水窖 03

Kin Lin POON，
Mandy Man Ming 
Y E U N G， Y e e 
Man TO， I van 
Ting Fung HO，
Kit Yan LEUNG，
Wai Kei LAU

微軟香港愛心水窖 04 Shu Wing CHAN

微軟香港愛心水窖 05

Pe te r  S I  Nga i 
YEUNG，Wing 
Chung TONG，
E r i c  K a  L u n 
CHIN，Edmond 
Ka Kit SOO

微軟香港愛心水窖 06

Pe te r  S I  Nga i 
YEUNG，Wing 
Chung TONG，
E r i c  K a  L u n 
CHIN，Edmond 
Ka Kit SOO

微軟香港愛心水窖 07 David Pong Kuen 
WONG

微軟香港愛心水窖 08 David Pong Kuen 
WONG

微軟香港愛心水窖 09

Chi Hang CHAN，
Terry Chuk Nga 
FUNG，Winnie 
Wai Yee LAM

微軟香港愛心水窖 10

Venus Tuen Man 
CHAN，Henry Hei 
Hung CHAN，
Mark Murray，
F a r r a h  M a n 
S h a n，W O N G  
Anthony CHIU，
Frankie Tak Keung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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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援建水窖：
甘肅—定西市、臨洮縣、安定區、渭源縣、隴西縣（547眼）

2013-2014年援建水窖：
甘肅—定西市、安定區、渭源縣、隴西縣（343眼）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梁永明愛心水窖 梁永明
蓮步愛心水窖（25眼） 楊步堯
葉建芳愛心水窖 葉建芳
溫雲愛心水窖 張永華
蓮步愛心水窖（25眼） 劉麗蓮

溫嘉澄愛心水窖 溫嘉澄

徐燕清愛心水窖（5眼） 徐燕清

陳頌雅愛心水窖（50眼） Chan  Yuk  T i n 
Pauline

羅顯揚愛心水窖 羅顯揚
薛慧沁愛心水窖 薛慧沁

陳潘月見愛心水窖（50眼） Chan Bei Chan 
Ruby Claire

麥凱媛愛心水窖 麥凱媛
梁容珍，黃根愛心水窖 梁容珍，黃根
周明愛心水窖 周明
羅潤東愛心水窖 羅潤東
鍾淑儀 , 鍾淑姿愛心水窖 鍾淑儀，鍾淑姿
吳婉齡愛心水窖 吳婉齡
陳香宏愛心水窖 陳香宏
鍾黎月英闔家愛心水窖 鍾黎月英
周嘉樂愛心水窖 周嘉樂
李曉俊愛心水窖 梁先生（陳樂徽）
鍾淑嫻 , 鄭毓和愛心窖（2
眼）

鍾淑嫻

周嘉宏愛心水窖 周嘉宏
譚麗晶愛心水窖 梁先生 (陳樂徽 )
唐漢達愛心水窖 唐漢達
謝愷頤愛心水窖 謝愷頤

何先生愛心水窖（2眼） H o  L a i  W a i 
Thomas

曾振基愛心水窖 曾振基
劉振成愛心水窖 劉振成
愛心水窖 (9眼 ) 周康
黃栢堯愛心水窖 黃栢堯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余意愛心水窖 薛慧沁
譚麗貞愛心水窖 張繼恒
郭羅慶華愛心水窖 郭羅慶華
黃思華愛心水窖 黃思華
張繼恒愛心水窖 張繼恒

張秀萍愛心水窖 張秀萍

J.HAHN愛心水窖 何敬翔
張祐蓉愛心水窖 梁嘉穎
羅霈良愛心水窖（5眼） 羅霈良
梁兆倫愛心水窖 張繼恒
張祐媛愛心水窖 梁嘉穎
游婉兒愛心水窖 遊婉兒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區琇鳳愛心水窖 區琇鳳
周康、蘇榮深愛心水窖 蘇榮深
周康、梁家駒愛心水窖 梁家駒
崇蘭中學 1969年校友愛心水
窖（20眼） Lai Sai Sang

東聯企業愛心水窖
東聯企業（香港）
有限公司

劉群好愛心水窖 崔佩芬
何賽眉愛心水窖 何賽眉
周康、黎旭光愛心水窖 黎旭光
梁蘇愛心水窖 蘇偉權，梁志權
陳敏智愛心水窖 陳敏智
鄭是鳳愛心水窖 鄭是鳳
陳惠敏愛心水窖 陳惠敏
陳權武愛心水窖（5眼） 陳權武
鍾賢書愛心水窖 鍾賢書
恩賜愛心水窖 盧兆熊
鍾華生愛心水窖 鍾華生
鍾慧書愛心水窖 鍾慧書
恩泉愛心水窖 盧兆熊
王衛玲愛心水窖 王衛玲
馮錫禧、何銘超愛心水窖 馮錫禧
力權有限公司愛心水窖（50
眼）

力權有限公司

鍾芷欣愛心水窖 鍾芷欣
馮錫禧、何銘超愛心水窖 何銘超
李純演愛心水窖 蔡敏尼
鍾沛峰愛心水窖 鍾沛峰
黃億年、 陳賽君愛心水窖 黃億年，陳賽君
蔡天垣愛心水窖 蔡敏尼
溫兆雄愛心水窖 溫兆雄
余意愛心水窖 薛慧沁
梁麗兒愛心水窖（5眼） 梁麗兒
文月眉愛心水窖 文月眉
張景容愛心水窖（4眼） 張景容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樂滿庭愛心水窖 梁寶賢
溫永文愛心水窖 溫永文

陳木蘭愛心水窖（15眼） Chan Muk Lan, 
Jessica

新命堂愛心水窖 梁寶賢
何蓮妹愛心水窖 何蓮妹
鄭先生愛心水窖 Lennon Cheng
彭欣怡愛心水窖（2眼） 彭欣怡
溫嘉龍愛心水窖 溫嘉龍
趙炎文愛心水窖（5眼） 胡貫球，趙金葵
陳劍青愛心水窖 陳麗兒
鍾芷瑩愛心水窖 鍾芷瑩
盧先生愛心水窖（5眼） Charles Lo
梁淦文愛心水窖 梁先生（陳樂徽）
溫嘉豪愛心水窖 溫嘉豪

林先生愛心水窖
Deutschland Auto 
Spare Parts Gmbh 
Ltd

陳月明愛心水窖（2眼） 陳月明
葉國華、余艷紅、吳鎮海、
葉穎愛心水窖

葉國華，余艷紅

楊女士愛心水窖（100眼） 楊女士
施月綿愛心水窖 施月綿
鄧灶李慕玲愛心水窖（3眼） 鄧宇程
滙通永利公司愛心水窖
（100眼） Abby陳麗君

李國民愛心水窖 李福然（李國民）
高美珩愛心水窖 張健美
鍾嬌愛心水窖 李國常
林泳兒愛心水窖 李福然 (林忠廉 )
敦臨愛心水窖 彭敦臨
海港（國際）集團愛心水窖
（2眼） 海港

楊燕珊愛心水窖（2眼） 李賢生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陳樂徽愛心水窖 張繼恒
梁鎧琦愛心水窖 梁嘉穎
鄭榮愛心水窖（2眼） 鄭榮
梁茵嵐愛心水窖 張繼恒
梁塏瑩愛心水窖 梁嘉穎
黃偉賢陳合妹愛心水窖 黃偉賢，陳合妹
梁嘉穎愛心水窖 張繼恒
梁鎧琳愛心水窖 梁嘉穎
陳國斌闔家愛心水窖 陳國斌闔家
梁嘉敏愛心水窖 張繼恒
梁珀僑愛心水窖 張繼恒
張寶蓮愛心水窖 張寶蓮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梁兆褀愛心水窖 張繼恒
梁淦文愛心水窖 張繼恒
陳思思何滌宇何迦提何迦灝
愛心水窖

陳思思，何滌宇，
何迦提，何迦灝

江西淩健甫老師水窖 廖廣華
明德愛心飲水工程（100眼） 陳康怡
楊女士名下企業各員工命名
的愛心飲水工程（100眼） 楊女士

李聞恩伉儷健康飲水工程
（60眼） 李聞恩伉儷

陳麗君健康飲水工程
（50眼）

JV SAKK Asset 
Management Ltd.



www.gracecharity.org 81

2014-2015年援建水窖：
甘肅—定西市、渭源縣、臨洮縣、安定區、隴西縣（550眼）

小水利工程捐贈名錄（2010-2014年）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古天樂愛心飲水工程（100眼）古天樂慈善基金
陳麗君健康飲水工程（50眼）張淑珍
梁嘉泉伉儷金婚紀念飲水
工程（50眼） 張淑珍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李聞恩伉儷健康飲水工程
（100眼） 李聞恩伉儷

楊女士名下企業各員工命名
的愛心飲水工程（150眼） 楊女士

愛心水窖命名 捐方名稱

王炳生愛心飲水工程（50眼）王炳生
吳嬿英愛心飲水工程（50眼）吳嬿英

年份 小水利工程名稱 捐方名稱

2010 黔南州長順縣營盤鄉納寨沖組農村人飲工程
一群善長

2010 貴州遵義市鳳岡縣天橋鄉龍鳳村人飲安全工程
一群善長

2012 貴定縣岩下鄉栗山村幹溝組人飲工程 方逸禾，潘露雲

2012 貴州貴定縣岩下鄉栗山村擺洗組人飲工程 吳少芳

2012 貴州獨山縣堯梭鄉塘茂岩腳兩組人飲工程 鄭秀芳，何敬翔

2013 貴州貴定報管鄉報管村大坪司組人飲工程 多寶利有限公司

年份 小水利工程名稱 捐方名稱

2014 貴州長順縣馬路鄉馬路村壩上組人飲工程 吳少芳

2014 貴州貴定縣雲霧鎮小普村大普組人飲工程 古天樂慈善基金

2014 貴州塘縣掌布鎮新坪村人飲工程

羅錦區，創高工程，
周志強，澤田冷氣
工程有限公司，吳賜
秋，張金蓮，駿裝飾
工程

正在施工的愛心水窖

愛心水窖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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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青海青石嘴中心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甘肅位奇鎮柳蔭小學 黃穎恒

四川省丹巴縣巴底小學 劉群好

貴州德旺鄉德旺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甘肅清泉鎮北灘小學 袁蘭馨，蘇嘉倫

四川省丹巴縣布科小學 鄭衍瑋

貴州德旺鄉交界村德旺三完
小

水滴智源基金

甘肅馬場二場學校 李明

四川省丹巴縣二中 黃巧雲

貴州德旺鄉清溪村趙興村小 水滴智源基金

甘肅洪水鎮山城小學 劉書玲

四川省丹巴縣城區小學 黃巧雲

貴州太平鄉岑忙村岑忙村小 水滴智源基金

甘肅飛越教育小學（民辦） 劉天龍

貴州安谷鄉勝利小學 Cheung  Shuk 
Chun

貴州桃映鄉桃映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甘肅高臺縣育才小學
（民辦）

Lam Chan Lan 
Tak  Gladys

貴州紫馬鄉栗樹小學 Cheung  Shuk 
Chun

貴州溪口村溪口小學 水滴智源基金

甘肅黑泉鄉新開小學 黃鳳蘭

山區送書推廣閱讀
擴闊領悟創新天地

本會為推廣山區學童閱讀風氣，自 2004年開始向學校推展贈書計劃，廣受校方和師生的歡

迎，由初期向學校送贈圖書，到近五年發展至建立了 20個社區圖書室，成績令人欣喜。

送贈圖書在眾多善長的支持下，穩步發展。至 2015年 6 月止，受惠學校共 1,735所，大部

份位於貴州省，也有位於廣西、四川、雲南、甘肅、 陝西、寧夏及青海等省，每間學校贈書

由百多本至千多本不等。

備註：部份學校名字出現不只一次，是因為經義工探訪後再予贈書。有關項目詳細資料請參

閱本會網頁，如有錯漏，謹表歉意，歡迎指正。2010年 9月前的捐贈名錄請參閱本會

出版的「十周年特刊」：《關愛山區窮孩子，義工 10年同樂路》

2010年 9月至 2011年 7月（213所）
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貴州紫馬鄉龍頭小學 Cheung  Shuk 
Chun

貴州桃映鄉新寨村新寨小學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龍裡縣比孟小學 洪綿綿

貴州光照鎮甘溝小學 Cheung  Shuk 
Chun

貴州桃映鄉萬民村萬溝小學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水場鄉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馬場鄉順場小學 Cheung  Shuk 
Chun

貴州桃映鄉茶溪村壩竹坪小學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羊場鎮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晴隆縣左格小學 Kubgskey Koo
貴州桃映鄉勻都村勻都村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三元鎮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晴隆縣金葉小學 周慶浦先生夫人

貴州桃映鄉溪口村甕會小學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哪旁鄉中心學校 洪綿綿

貴州冊亨縣冗渡小學 洪綿綿

貴州怒溪鄉怒溪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仙橋鄉幹壩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冊亨縣冗貝小學 洪綿綿

貴州怒溪鄉龍眉村龍眉小學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高石鄉高石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冊亨縣茶園小學 Kubgskey Koo
貴州怒溪鄉絡象村絡象小學 水滴智源基金

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貴州谷汪鄉谷汪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冊亨縣者王小學 Kubgskey Koo
貴州怒溪鄉河口村河口小學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道坪鎮苧麻林小學 洪綿綿

貴州冊亨縣秧佑小學 Kubgskey Koo
貴州壩盤鄉壩盤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興隆鄉哲港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冊亨縣弼佑小學 洪綿綿

貴州壩盤鄉張屯村張屯小學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藜山鄉藜山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冊亨縣丫他民族小學 洪綿綿

貴州太平鄉太平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城廂鎮大平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冊亨縣板其小學 洪綿綿

貴州官和鄉興田村革新村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福泉市大院小學 洪綿綿

貴州冊亨縣鐵廠小學 Cheung  Shuk 
Chun

貴州官和鄉泗渡村泗渡村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黃絲鎮安谷民族小學 洪綿綿

貴州猴場堡鄉紅光小學 Kubgskey Koo
貴州民和鄉民和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鳳山鎮牛角田小學 洪綿綿

貴州新鋪鄉高梘壩小學 Kubgskey Koo
貴州民和鄉艾坪村艾坪村小 水滴智源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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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貴州水族鄉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黔南貴定縣抱管小學 Kubgskey Koo
貴州民和鄉龍宿村龍宿村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墨沖鎮鳳席完小 洪綿綿

貴州猴場堡鄉擺龍小學 Kubgskey Koo
貴州民和鄉龍興村韭菜村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平浪鎮中心完小 洪綿綿

貴州貴定縣雲霧小學 Kubgskey Koo
貴州閔孝鎮閔孝鎮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河源王深泉小學 洪綿綿

貴州貴定縣鐵廠小學 Kubgskey Koo
貴州老街村老街村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楊柳街鎮谷江小學 洪綿綿

貴州荔波縣芳村小學 劉材君

貴州峰壩村官壩村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擺忙鄉中心完小 洪綿綿

貴州岩下鄉栗木山小學 吳熊月英

貴州提紅司村三合村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壩固鎮壩固中心完小 洪綿綿

貴州蟠龍鄉沙坡村小學 吳熊月英

貴州閔孝鎮雙屯村大屯村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石龍鄉谷林完小 洪綿綿

貴州盤縣英武中心小學 德意志銀行

貴州沙壩河村羅江小學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平塘縣吉古小學 洪綿綿

貴州水城縣雞場小學 德意志銀行

貴州蓼皋鎮一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雲南省大關縣出水村完小 雙平基金

貴州水城縣雙嘎鄉落飛嘎小
學

德意志銀行

貴州江橋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甘肅高臺縣西街小學 洪綿綿

貴州發菁鄉中心小學 吳熊月英

貴州世昌鄉彭心潮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甘肅黨寨鎮中心學校 洪綿綿

貴州六枝新華冷壩小學 吳熊月英

貴州磐石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甘肅堿灘鎮中心學校 洪綿綿

貴州盤縣四格彝族鄉中心小
學

吳熊月英

貴州長坪鄉七星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甘肅民樂縣實驗中學 洪綿綿

貴州猴場鄉肖坪小學 吳熊月英

貴州盤信鎮馬台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青海省循化縣積石小學 洪綿綿

貴州坪關鎮大菁黃坡口小學 吳熊月英

貴州正大鄉盤塘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青海縣白莊鎮科哇小學 劉亮江

貴州馬場鄉中心小學 夢參和尚基金

貴州省松桃太平鄉古莊村完
小

水滴智源基金

青海托壩村回族小學 余文達

貴州鐘山區益民學校
圓行法師紀念信
託基金

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貴州大坪鎮幹串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青海積石鎮聯合小學 余文達

貴州水城縣鐘山小學
圓行法師紀念信
託基金

貴州平頭鄉聯辦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青海街子鎮查加小學 余文達

貴州六枝岩腳一中 洪綿綿

貴州省松桃普覺鎮大同村完
小

水滴智源基金

青海清水鄉大寺古小學 余文達

貴州汪家寨鎮新華小學
圓行法師紀念信
託基金

貴州寨英鎮王家坪村小 水滴智源基金

青海道幃鄉旦麻小學 黃巧雲

貴州六枝梭嘎布衣苗族鄉小
學

圓行法師紀念信
託基金

貴州孟溪鎮紅岩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青海街子鎮果什灘小學 黃玉珍

貴州大河鎮大地學校 圓行法師紀念信
託基金

貴州省松桃大路鄉耿溪村完
小

水滴智源基金

青海查汗都斯鄉紅旗小學 劉亮江

貴州化樂鄉貓場學校
圓行法師紀念信
託基金

貴州妙隘鄉寨石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青海文都鄉牙日小學 皇仁書院戲劇組

貴州鳳凰街道辦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冷水鄉石門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東屯鄉新寨小學 陳尚禮

貴州鐘山區第十一小學 洪綿綿

貴州省松桃烏羅鎮豐勇村完
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東屯半山小學 李萼華母女

貴州六枝墮腳鄉中學 洪綿綿

貴州石樑鄉紅石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東屯鄉梅旗小學 袁德浩

貴州青林鄉大土小學
圓行法師紀念信
託基金

貴州永安鄉五官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東屯鄉毛口村級完小 周慶浦伉儷

貴州省六盤水米籮中學 洪綿綿

貴州甘龍鎮麻兔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東屯鄉東屯小學 龔仁心

貴州省遵義市忠莊小學 洪綿綿

貴州瓦溪鄉麻兔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東屯鄉山旗小學 鄭衍瑋

貴州隆興鎮隆興小學 洪綿綿

貴州黃板鄉卡落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官鄉鮓隴小學 林衛淇，林衛琛

貴州道真縣道真民族小學 洪綿綿

貴州長興鎮長興鎮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劉官鄉劉官小學 道教純陽草堂

貴州洪關苗族鄉河堰小學 洪綿綿

貴州九龍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貴州劉官鄉大寨小學 袁德浩

貴州旺草鎮人民小學 洪綿綿

貴州迓駕鎮達車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劉官鄉小黑小學 袁德浩

貴州鄭場鎮清涼小學 洪綿綿

貴州木樹鄉滿地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貴州劉官鄉水橋小學 龔仁心

貴州綏陽縣城北小學 洪綿綿

貴州大興鎮星光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四川龍台鎮雲龍小學校 劉書玲

貴州匯川區淑仙紀念小學 洪綿綿

貴州牛郎鎮木寨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四川井河九年一貫制學校 黃巧雲

貴州匯川區高橋小學
圓行法師紀念信
託基金

貴州沙壩鄉安化村完小 水滴智源基金

四川外經貿希望小學校 吳熊月英

貴州板橋鎮板橋小學 洪綿綿

貴州省遵義師範學院小學組 水滴智源基金

四川省岳池縣天寶小學校 鄺先生 /夫人
貴州新舟鎮群力小學 洪綿綿

貴州楓香鎮花茂學校
加太華人文化協
會

四川省武勝縣舊縣初級中學 蔣肖雲

貴州新舟鎮錄塘小學 勞軍儀，張妙姿

甘肅宣化鎮檯子寺小學 吳炯華

四川肖溪鎮竹山小學校 Tee Shiu Lung
貴州新舟鎮樂耕小學 洪綿綿

甘肅新壩鄉霞光中心小學 Lam Chan Lan 
Tak  Gladys

四川廣安區希望小學校 吳熊月英

貴州赤水市長期小學 洪綿綿

甘肅宣化鎮利豐小學 朱秀群

四川省岳池縣坪灘香港小學 萬先生 /夫人
貴州赤水市旺隆小學 洪綿綿

甘肅大滿鎮蘭家寨小學 Lam Chan Lan 
Tak  Gladys

四川沿口鎮獅子岩小學 曾振華

貴州省遵義赤水市大同小學 洪綿綿

甘肅三閘鎮符家堡小學 龔仁心，劉元春

四川省華鎣市銅堡初級中學 吳熊月英

貴州旺隆鎮五聯小學 洪綿綿

甘肅上秦鎮徐趙寨小學 Mr. Walter Au
四川省武勝縣鳴鐘小學 陳尚禮

貴州省赤水市復興小學 洪綿綿

甘肅梁家墩清涼寺小學 Dr. Susan Yu
四川省丹巴縣格宗小學 吳潔雯

貴州新蒲鎮紅旗小學 洪綿綿

甘肅梁家墩鎮三工小學 張秀萍

四川省丹巴縣水子中學 黃巧雲

貴州新蒲鎮愛國小學 洪綿綿

甘肅甘浚鎮速展小學 鄭崔穎中

四川省丹巴縣水子小學 鄭衍君

貴州新蒲鎮新中小學 夢參老和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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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貴州朱明信望愛希望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興義市泥氹中心校 華娛衛視

貴州忠義鄉中心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松林坡鄉花苗寨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晴隆縣寧交中學 華娛衛視

貴州鹽井鄉樹林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古基鄉者多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惠水翁呂小學 華娛衛視

貴州龍場鄉戈波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結構彝族苗族鄉大山小
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楓塘古天樂笫 36教學
樓

華娛衛視

貴州龍場鄉娛樂小學 陳書麟

貴州古達鄉中興希望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省望謨縣油邊瑤族古天
樂笫 35教學樓 華娛衛視

貴州龍場鄉瓦房小學 劉亮江

貴州鐵匠鄉處卓紅盾希望小
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香港木門廠商會周汝強
教學樓

香港木門廠商會

貴州龍場鄉發堤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輔處彝苗族鄉茶花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溫泉鄉溫泉中學李厚福
樓

百事可樂專戶

貴州龍場鄉麻窩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六曲河鎮碾房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雞場坡鄉播簡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南開鄉塢鋁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達依鄉坪子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城關鎮青山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米籮鄉民裕小學 大興電路板廠

貴州德卓鄉甘河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普定縣十二營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四格鄉大坪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平山鄉玉基小學 何靄瓊

貴州普定縣猛架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六枝特區灑志鄉中心小
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古達鄉顯華希望小學 邱耀祖

貴州猴場鄉水落洞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順場鄉順場小學
安利國際貨運有
限公司

四川康定縣穎子希望小學 何穎子

貴州猴場鄉西北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龍場鄉隴木小學
安利國際貨運有
限公司

陝西旬陽縣白柳鎮十裡小學 吳麗虹

貴州貓洞鄉可處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水盤縣舊營中心小學
梁英愷，邱亦翩，
鐘靔怡

陝西旬陽縣白柳鎮柳村小學 大興電路版廠

2011年 9月至 2012年 7月（206所）
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貴州威遠鎮新壩村新壩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貴州龍場鄉龍場小學
梁英愷，邱亦翩，
鐘靔怡

陝西旬陽縣白柳鎮老龍溝小
學

吳潔雯

貴州威遠鎮威遠中心校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貴州化樂鄉雁鵝小學
梁英愷，邱亦翩，
鐘靔怡

陝西甯陝縣高橋小學 大興電路版廠

貴州敦操鄉民族學校 香港青山獅子會

貴州六枝特區安桂村倉邊小
學

梁英愷，邱亦翩，
鐘靔怡

陝西省安康漢濱區雙龍鎮中
心小學

周明夫婦

貴州長順縣鼓揚民族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貴州水城縣坪寨小學
梁英愷，邱亦翩，
鐘靔怡

陝西漢濱區雙龍鎮五四小學 World Enterprise 
Ltd

貴州長順縣交麻中心校 香港青山獅子會

貴州盤縣滑石鄉保田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陝西漢濱區雙龍鎮新華小學 勞軍儀，張妙姿

貴州長順縣擺塘中心校 香港青山獅子會

貴州水城縣董地鄉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陝西省安康石泉縣城關鎮楊
柳小學

香港思源基金

貴州長順縣新寨中心校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貴州六枝特區岩腳鎮高橋小
學

洪綿綿

陝西市旬陽縣白柳鎮中心小
學

洪綿綿

貴州長順縣營盤中心校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貴州水城縣玉舍小學 洪綿綿

陝西市漢濱區五裡鎮四合初
中

大興電路版廠

貴州鞏固鄉楊柳小學 吳熊月英

貴州六盤水中山區第二小學 洪綿綿

陝西漢陰縣澗池鎮東嶽小學 龔銳欣

貴州新浦鄉光明小學 吳熊月英

貴州劉官鎮中心小學 洪綿綿

陝西漢陰縣城關鎮楊家壩小
學

大興電路版廠

貴州雲霧鎮江比小學 吳熊月英

貴州比德鄉比德小學 洪綿綿

陝西省安康寧陝縣豐富小學 朱秀群

貴州雲霧鎮仰望民族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貴州六枝特區羊場中學 洪綿綿

陝西白河縣大雙鄉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貴州抱管鄉小普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六枝特區新華小學 洪綿綿

陝西白河縣茂坪鎮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貴州貴定縣鐵廠九年制學校 香港青山獅子會

貴州陡箐鄉中心小學 洪綿綿

陝西白河縣宋家鎮歌風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貴州鐵廠鄉擺城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都勻市第五完全小學 洪綿綿

陝西紫陽縣洄水鎮廟溝小學 勞軍儀，張妙姿

貴州貴定縣岩下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貴州都勻市第八完小 洪綿綿

陝西紫陽縣麻柳鎮趙溪村小
學

香港思源基金

貴州貴定縣窯上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西坪鎮西坪小學 Danny Ng
陝西石泉縣城關鎮堡子小學 大興電路版廠

貴州舊治鎮黃土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遵義市天義學校 談國鏡，黃家玲

陝西紫陽縣麻柳鎮書堰村小
學

大興電路版廠

貴州貴定縣舊治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貴州遵義縣楓香潘銳庵中學
加太華人文化協
會

陝西漢陰縣沙壩小學 大興電路版廠

貴州定南鄉巫仰小學 洪綿綿

貴州函谷村同心小學 杜綺莊

陝西漢陰縣紅星小學 大興電路版廠

貴州雲霧鎮把關小學 洪綿綿

貴州萬屯鎮興化中心學校 談國鏡，黃家玲

陝西鎮坪縣上竹小學 大興電路版廠

貴州雲霧鎮高坪小學 洪綿綿

甘肅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明花
學校

洪綿綿

陝西鎮坪縣曙坪小學 大興電路版廠

貴州落北河鄉中心小學 洪綿綿

甘肅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紅灣
小學

洪綿綿

陝西鎮坪縣牛頭點小學 陳甜根

貴州落北河鄉寶山小學 洪綿綿

甘肅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康樂
明德小學

洪綿綿

陝西洄水鎮燕山小學 陳甜根

貴州貴定縣鞏固小學 洪綿綿

甘肅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第二
中學

洪綿綿

陝西呂河鎮中心學校 陳甜根

貴州定南鄉虎場小學 洪綿綿

甘肅肅南裕固族自治縣馬蹄
小學

洪綿綿

甘肅安陽鄉五一中心小學 香港思源基金

貴州舊治鎮文江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陝西毛壩鎮桐梁小學 Jessie Chan

甘肅新壩鄉新生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貴州德新鎮沙壩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陝西繞溪鎮官廟小學 洪綿綿

甘肅省合黎鄉中心小學 施碧璿

貴州盤江鎮中心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陝西繞溪鎮中心小學 洪綿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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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雲南白苗族鄉藍天希望小
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遵義市老城小學 洪綿綿

雲南西布河鄉老江河完小 CHENG YING 
MING

雲南建水縣紹伍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遵義真自治縣曙光小
學

洪綿綿

雲南西布河鄉太平山完小 吳潔雯

雲南建水縣馬廠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遵義市豐樂小學 洪綿綿

雲南西布河鄉石格拉完小 施碧璿

雲南建水縣高營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2012年 9月至 2013年 7月（167所）

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甘肅巷道學區正遠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貴州貴定縣沿山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陝西繞溪鎮花漁小學 洪綿綿

甘肅宣化鎮樂二小學 洪綿綿

貴州貴定縣昌明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陝西雙河鎮金盆村小學 周耀聰

甘肅省高臺縣宣化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貴州貴定縣猴場堡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陝西鎮坪鎮鐘寶初級中學 洪綿綿

甘肅駱駝城鄉健康小學 香港思源基金

貴州太陽鄉播哨慕貞學校 梁炳林

陝西鎮坪鎮曾家初級中學 洪綿綿

甘肅倪家營鄉寄宿制中心小
學

香港思源基金

貴州省惠水大壩鄉慧儀中心
學校

梁炳林

陝西鎮坪鎮鐘寶鎮同維小學 洪綿綿

甘肅展莊榮華第 25愛心小
學

劉書玲

雲南忙丙鄉麥地村完全小學
梁英愷，邱亦翩，
鐘靔怡

陝西鎮坪縣牛頭店鎮水晶坪
小學 So Tze Ki

甘肅六壩鎮銓將民愛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雲南德黨鎮岸山完小
梁英愷，邱亦翩，
鐘靔怡

陝西省安康鎮坪縣城關鎮白
家小學

呂佩貴

甘肅順化鄉青松小學 香港思源基金

雲南大山鄉秧田溝完小
梁英愷，邱亦翩，
鐘靔怡

陝西鎮坪縣城關鎮聯盟小學 楊雪秋

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甘肅省山丹縣西關小學
圓行法師紀念信
託基金

雲南德黨鎮忙海完小
梁英愷，邱亦翩，
鐘靔怡

陝西鎮坪縣城關鎮文彩小學 吳順兒

甘肅清泉鎮北灣小學
圓行法師紀念信
託基金

雲南大山鄉大忙簡完小
梁英愷，邱亦翩，
鐘靔怡

陝西鎮坪鎮上竹鎮松坪小學 張麗釧

甘肅周大福慈善基金會第 64
小學

圓行法師紀念信
託基金

雲南德党鎮大出水完小
梁英愷，邱亦翩，
鐘靔怡

陝西平利縣長安鎮張店小學 洪綿綿

甘肅永靖縣峴源文寶小學
王泉山，王泉禾，
王泉明

雲南耿馬鎮芒蚌村培承小學
梁英愷，邱亦翩，
鐘靔怡

陝西平利縣興隆鎮中心小學 洪綿綿

甘肅西江鎮吉裳希望小學 梁英塏

雲南耿馬鎮新城完小
梁英愷，邱亦翩，
鐘靔怡

陝西平利縣洛河鎮迎太小學 洪綿綿

貴州慶平鄉慶平小學 香港思源基金會

雲南耿馬縣華僑管理區九年
制學校

梁英愷，邱亦翩，
鐘靔怡

陝西平利縣八仙鎮龍門小學 洪綿綿

貴州慶平鄉坡頭小學
圓行法師紀念信
託基金

雲南賀派鄉中心完小
梁英愷，邱亦翩，
鐘靔怡

陝西平利縣城關鎮沖河小學 洪綿綿

貴州坡妹鎮岜凡小學 香港思源基金會

雲南博南鎮曲硐完小 沛志基金

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陝西平利縣老縣鎮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坡妹鎮馬力小學 香港思源基金會

雲南水泄鄉樂把村完小 沛志基金

陝西甯陝縣蒲河九年制學校 洪綿綿

貴州坡妹鎮大路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雲南泄鄉世興村完小 沛志基金

陝西甯陝縣龍王小學 洪綿綿

貴州冗渡鎮冗洪小學 香港思源基金會

雲南水泄鄉文庫村完小 沛志基金

陝西寧陝縣鐵爐壩小學 羅沛倫

貴州丫他鎮板街小學 香港思源基金會

雲南百年樹人會咱咧希望小
學

沛志基金

陝西甯陝縣湯坪小學 盧重興

貴州省黔西南冊亨縣巧馬鎮
者告小學

圓行法師紀念信
託基金

雲南博南鎮沙魯完小 沛志基金

陝西甯陝縣新礦小學 滕仁忠

貴州者樓鎮者樓小學 香港思源基金會

雲南博南鎮卓潘完小 沛志基金

陝西石泉縣城關沙河小學 洪綿綿

貴州威旁鄉威旁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雲南廠街彝族鄉岔路村完小 沛志基金

陝西石泉縣曾溪鎮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縣永安鎮徐靄雲中心小
學

加太華人文化協
會

雲南廠街彝族鄉介面村完小 沛志基金

陝西石泉縣紅岩小學 洪綿綿

貴州興義市馬嶺鎮中心校 華娛衛視

雲南廠街彝族鄉瓦金村完小 沛志基金

陝西恒口鎮楊營小學 胡蘭華

貴州興義市下五屯高卡小學 華娛衛視

貴州爐山鎮正元林村元林小
學

陸武平，黃念平

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貴州桐梓縣木瓜鎮中心小
學

洪綿綿

雲南寧利鄉玉鹿完小 陸武平，黃念平

雲南建水縣團山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匯川區北關小學 洪綿綿

雲南永寧鄉拖支完小 陸武平，黃念平

雲南西三鎮麟馬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匯川區大坪小學 洪綿綿

雲南西川鄉踏地坪完小 陸武平，黃念平

雲南白苗族鄉中心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匯川區育才學校 洪綿綿

雲南紅橋鄉大水溝完小 陸武平，黃念平

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雲南樂白道中心校楷甸小
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務川自治縣紅絲中心
小學

慈恩基金會備用金

雲南拉伯鄉中學（大型） 吳熊月英

雲南大屯鎮團結小學 梁英塏

貴州紅花崗區長征鎮中心
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寧夏金鳳區第十小學（大
型）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雲南新現學區洗馬小學 邱亦翩

貴州新舟鎮禹門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寧夏金鳳區第十一小學 洪綿綿

雲南寶華鄉朝陽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溫泉鎮募壩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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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寧夏石嘴山市府佑小學 洪綿綿

甘肅安陽鄉明家城小學 劉書玲

貴州永安鎮永安中心小學 顧建新

寧夏石嘴山市麗日中學（大
型）

有機園有限公司

甘肅安陽鄉王阜莊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南白鎮三層小學 Lam Ping Ping 
Jenny

寧夏興慶區八裡橋小學 洪綿綿

甘肅甘州區花寨中心學校 Lam Chi Lap
貴州新州鎮老城完小 劉書玲

寧夏永康鎮景台小學 洪綿綿

甘肅南豐鄉明德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硯山鎮中心完小 程文亮

寧夏南川鄉楊柳小學 洪綿綿

甘肅民樂縣南關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習永安鎮陽光古天樂
小學

Leong Fong 
Man，So Tze Ki

寧夏鹽池縣高砂窩中小學
校

洪綿綿

甘肅民聯鄉張明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洋川鎮團山小學 慈恩基金會備用金

寧夏石嘴山市實驗中學 區麗卿

甘肅上海裕展希望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巷口鎮靜華森林小學 林昭球

寧夏金鳳區良田回民中學
（大型）

洪綿綿

甘肅六壩鄉六壩中心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陝西蒲溪鎮三堰小學 Julius Baer Cares
寧夏石嘴山市實驗小學 洪綿綿

甘肅順化鄉順化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陝西酒店鎮酒店九年制學
校 Julius Baer Cares

寧夏紅寺堡區南川奕龍小
學（大型）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甘肅豐樂鄉張滿明德中心
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陝西漢陰縣雙坪九年制學
校

慈恩基金會備用金

貴州福泉市地松中心學校 香港青山獅子會

甘肅新天鎮韓營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陝西漢陰縣雙乳小學 慈恩基金會備用金

貴州長順縣睦化鄉中心校 香港青山獅子會

甘肅李寨寄宿制實驗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陝西漢陰縣雙河口中心小
學

洪綿綿

貴州長順縣馬路鄉中心校 香港青山獅子會

甘肅南古鄉城南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陝西漢陰縣鐵佛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福泉市龍昌中心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甘肅南古鎮楊坊寄宿制小
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陝西雙河鎮金盆村小學 安利國際貨運

貴州福泉市陸坪中心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甘肅三堡鄉三堡中心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陝西中原鎮梘溝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羅甸縣雲幹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甘肅新壩鄉照中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陝西早陽鎮東方嶺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昌明鎮新安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甘肅羅城鄉長豐小學 周慶浦伉儷

陝西早陽鎮石灣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羅甸縣羅甸二小 香港青山獅子會

甘肅南華鎮中心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陝西漢濱區恆口楊營小學 胡蘭華

貴州福泉市教場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甘肅南華鎮義和小學 Chan Bin Bin
陝西中原鎮回龍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福泉市馬場坪中心小
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甘肅高臺縣國慶小學 洪綿綿

陝西漢濱區中原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長順縣代化鎮中心校 香港青山獅子會

甘肅駱駝城鄉駱駝城小學 香港地球之友

陝西中原鎮馬坪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羅甸縣板庚小學 吳慧屏

甘肅駱駝城鄉中心小學 Jack Ng
陝西官廟鎮楊寨小學 洪綿綿

貴州羅甸縣羅甸四小 洪綿綿

甘肅霍城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陝西中原鎮衛星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州平塘縣白沙小學 洪綿綿

甘肅陳戶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陝西縣河鎮九年制小學 洪綿綿

貴州平塘縣擺茹鎮四方井
小學

洪綿綿

甘肅陳戶新河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陝西迎風鄉燈塔小學 慈恩基金會備用金

貴州平塘縣大塘鎮賴惹小
學

洪綿綿

甘肅民樂縣金山小學 洪綿綿

陝西荊河鄉一軍小學 慈恩基金會備用金

貴州長順縣凱佐鄉朝擺小
學

陸武平，黃念平

甘肅民樂縣洪水小學 洪綿綿

貴州冊亨縣秧壩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平塘縣新塘鄉水溝小
學

洪綿綿

貴州白果鎮關地小學
深圳奇奇禮品有限
公司

貴州冊亨縣坡妹小學 九龍扶輪會

貴州長順縣中壩鄉中心校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白果鎮新田小學
深圳奇奇禮品中心
書城店

貴州冊亨縣納力小學 慈恩基金會備用金

貴州穀硐鄉命芹小學 洪綿綿

貴州結構彝族苗族鄉大山
小學

深圳奇奇禮品機場
店

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貴州冊亨縣前進小學 黃巧雲

青海道幃鄉鐵尕愣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結構彝族苗族鄉青江
小學

深圳奇奇禮品
Bears & Friends店

貴州冊亨縣壇坪小學 M/M Eddy Kwong
青海省循化縣張尕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安樂溪鄉高橋小學 黃巧雲

貴州冊亨縣頂校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青海道幃鄉立倫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河鎮彝族苗族鄉海雀
小學

黃巧雲

貴州冊亨縣田坪小學 慈恩基金會備用金

青海積石鎮草灘壩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河鎮彝族苗族鄉團結
小學

黃巧雲

貴州冊亨縣高洛小學 慈恩基金會備用金

青海省循化縣積石鎮西溝
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媽姑鎮定然希望小學 黃巧雲

貴州冊亨縣東風小學 慈恩基金會備用金

青海街子學區希望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鐵匠鄉河山小學 黃巧雲

貴州冊亨縣板用小學 鍾靝怡

青海街子鎮孟達山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城關鎮大橋小學 黃巧雲

貴州太白鎮太白小學 陳尚禮

青海循化縣新村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城關鎮青山頂小學 黃巧雲

貴州遵義騎龍小學 伍鳳鳴

青海循化縣阿河灘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羅州鄉紅岩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石阡縣張伯雄地袍小
學

伍鳳鳴

青海循化縣白覃毛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達依鄉和睦小學 Lam Ping Ping 
Jenny

雲南新營盤鄉藥草坪完小 吳熊月英

青海循化縣建設堂完小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香港青山獅子會板房
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雲南新營盤鄉麥杆河完小 吳熊月英

青海原愣鄉比塘學校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良畝鄉河源王深泉小
學

陳月明

雲南新營盤鄉毛菇坪完小 陸武平，黃念平

青海崗寨鄉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馬場河鄉陳登紅岩小
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雲南新營盤鄉毛家鄉完小 吳熊月英

青海積石鎮橋頭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陳登大坪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雲南新營盤鄉東風完小 陸武平，黃念平

青海循化縣中庫學校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牙舟鎮陳登白雲村小
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雲南西布河鄉大溝完小 陸武平，黃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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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雲南屏邊縣馬馬小學 洪綿綿

貴州紅花崗區海風井小學 洪綿綿

貴州省仁懷市沙灘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雲南屏邊縣白泥小學 洪綿綿

貴州紅花崗區東風小學 洪綿綿

廣西川山鎮何頓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雲南屏邊縣平田小學 洪綿綿

貴州遵義市朝陽小學 洪綿綿

貴州巷口鎮中心小學 顧建新

雲南省屏邊縣底土小學 洪綿綿

貴州遵義市中華小學 洪綿綿

貴州深溪鎮中心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雲南建水縣下坡處小學 洪綿綿

貴州南關鎮中小學校 洪綿綿

貴州忠莊鎮中心小學 Kwan Karen，
Kar yuen

雲南建水縣羅弄小學 洪綿綿

貴州正安縣儉坪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海龍鎮中心小學 Kwan Gabella Ga 
wing

雲南建水縣阿西衝小學 洪綿綿

貴州團澤鎮九龍小學 洪綿綿

貴州征鎮中心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雲南黑拉衝補期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貴州忠莊鎮紅光希望小學 洪綿綿

貴州忠莊鎮勤樂小學 Kwan Karen，
Kar yuen

貴州都勻市第九完全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遵義市南宮山小學 洪綿綿

貴州忠莊鎮長江希望小學 Kwan Gabella Ga 
wing

貴州都勻市第十三小學福星校
區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遵義市匯川區曙光小學 曾振華

貴州忠莊鎮明德小學 Li Tai Foon
貴州沙包堡辦事處中心完全小
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省遵義市匯川區工農小學 洪綿綿

貴州遵義縣鴨溪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都勻市慶豐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習水縣良村鎮羊化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遵義縣第四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都勻市紅旗完全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進化鎮進化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遵義縣第五小學 Li Tai Foon
貴州都勻市大河中小學校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匯川區河溪小學 區麗卿

貴州道真縣忠信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沙包堡辦事處黃英完全小
學

張秀萍

2013年 9月至 2014年 7月（134所）
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貴州舊城鎮場壩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習水縣仙源鎮中學下屬小
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都勻市橋樑廠子校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道真縣舊興寶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習水縣大坡中心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水族自治縣交梨民族學校 鄧葵喜

貴州婁山關鎮逸夫小學 洪綿綿

貴州習水縣桃林鄉中心小學 Kwan Yan Chi
貴州水族自治縣交梨鄉高硐小
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羊蹬鎮東風小學 老綺嫦

廣西蒼梧縣古元學校 劉天龍，伍鳳鳴

貴州水族自治縣打魚民族學校 洪綿綿

貴州羊蹬鎮三會小學 劉書玲

雲南南澗鎮安定小學 洪綿綿

貴州自治縣普安鎮中小學校 洪綿綿

貴州石鎮小平小學 洪綿綿

雲南南澗鎮得勝小學 Chau Ming 
Kenny 

貴州族自治縣塘州鄉下嶽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金鼎山鎮中心學校 譚鏡潮

雲南南澗鎮團山小學 洪綿綿

貴州貴定縣新場中學 鄧葵喜

廣西省藤縣永良財叔小學 財務自由同學會

雲南南澗鎮柔佛巴魯小學 鄺先生 /夫人
貴州化處鎮白果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甘肅宕昌市朱瓦坪小學 胡蘭華

雲南南澗鎮西山小學 洪綿綿

貴州化處鎮偏坡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雙坪鄉豐溝小學 洪綿綿

雲南永平縣廠街鄉義路完小 吳潔雯

貴州化處鎮水母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雙坪鄉五哩坪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雲南永平縣廠街鄉老鷹坡村完
小 Chung Sai Yiu

貴州補郎鄉中小學校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雙坪鄉法都小學 洪綿綿

雲南永平縣廠街鄉瓦畔完小 吳潔雯

貴州郎苗族鄉等堆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雙坪鄉石莊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雲南永平縣廠街鄉三村完小 吳潔雯

貴州補郎苗族鄉翁卡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輔處彝族苗族鄉興旺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雲南永平縣北斗鄉黃連完小 陳尚禮

貴州補郎苗族鄉上寨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彝族苗族鄉楊溝玉瑋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雲南永平縣北斗鄉六米完小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補郎苗族鄉大隴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彝族苗族鄉林銘慧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雲南永平縣水泄鄉獅子窩完小 吳潔雯

貴州補郎苗族鄉格江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貴州鐵匠苗族鄉響水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雲南永平縣北斗鄉新村完小 鄧葵喜

貴州補郎苗族鄉龍昌小學 洪綿綿

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貴州鐵匠苗族鄉處桌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雲南永平縣杉陽鎮九年制學校 Chau Ming 
Kenny 

貴州補郎苗族鄉趕壩小學 洪綿綿

貴州鐵匠苗族高原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雲南永平縣北斗鄉九年制學校 吳熊月英

貴州猴場鄉苗族仡佬族西北小
學

洪綿綿

雲南香港木門廠商會立謙教學
樓

香港木門廠商會

貴州鐘山區大灣鎮大箐小學 洪綿綿

貴州苗族仡佬族仙馬民族小學 洪綿綿

貴州土家自治州沿河小學 Cosmos Wine & 
Connections Ltd

貴州都格鄉發海小學 洪綿綿

貴州猴場苗族仡佬族鄉中小學
校

洪綿綿

貴州喜頭鎮雲樂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貴州野鐘鄉發射小學 洪綿綿

貴州猴場苗族仡佬族水落洞小
學

洪綿綿

貴州仁懷市米江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都格鄉馬龍小學 洪綿綿

貴州苗族仡佬族鄉小谷毛小學 洪綿綿

貴州仁懷市學孔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貴州平壩鄉慶馬小學 洪綿綿

貴州普定縣化處鎮戛臥小學 洪綿綿

貴州喜頭鎮喜頭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貴州保華鄉奢旮小學 洪綿綿

貴州普定縣化處鎮播改小學 洪綿綿

貴州仁懷市林閣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楊梅鄉台沙希望小學 洪綿綿

貴州候場苗族仡佬族大谷毛小
學

洪綿綿

貴州學孔鄉林坪希望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虹橋新區永明中學 洪綿綿

甘肅梅村鎮牙利村牙利小學
吳順兒，陸武
平，劉書玲

貴州仁懷市壇廠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貴州灑志鄉簸箕田村簸箕小學 洪綿綿

甘肅梅村鎮禾馱鄉石門小學
吳順兒，陸武
平，劉書玲

貴州仁懷市後山民族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貴州化鎮紅安小學 洪綿綿

甘肅蔔子溝村二社蔔子溝小學
吳順兒，陸武
平，劉書玲

貴州仁懷市蒼龍寄宿學校
劉朗明，劉朗
頓，劉書玲

貴州抱田鎮鵝毛村心願小學 洪綿綿

甘肅梅川鎮寺溝鄉白土坡小學
吳順兒，陸武
平，劉書玲

貴州仁懷市五馬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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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貴州停洞鎮擺橫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穀堡鄉中心小學 洪綿綿

陝西麻坪鎮楓樹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停洞鎮歸奶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小箐鄉中心小學 洪綿綿

陝西大同鎮新河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停洞鎮加當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灑坪鎮中心小學 洪綿綿

陝西同鎮海星希望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停洞鎮九日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六廠鎮中心小學 洪綿綿

陝西大同鎮永紅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停洞鎮苗朋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大石布衣九年義務教
育學校

洪綿綿

陝西廟鎮楊寨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東朗鄉九德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六桶鎮中心小學 洪綿綿

陝西漢濱區新壩九年制學
校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東朗鄉苗穀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六屯鎮中心小學 洪綿綿

陝西雙龍鎮三星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加鳩鄉加努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進化鎮進化幼兒園 陸武平，黃念平

陝西沈壩鎮九年制學校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都勻市第一幼兒園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石徑鄉中心幼兒園 陸武平，黃念平

陝西老縣留守兒童服務站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都勻市第五幼兒園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鳳崗縣蜂岩幼兒園 陸武平，黃念平

陝西倉上鎮裴家完小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都勻市東機幼兒園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永和鎮幼兒園 陸武平，黃念平

陝西東木鎮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都勻市童馨幼兒園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綏陽鎮幼兒園 陸武平，黃念平

陝西門鎮紅光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都勻市陽光幼兒園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永安鎮中心小學 洪綿綿

陝西瀛湖鎮郭家河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荔波縣水利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永安鎮龍山完小 洪綿綿

陝西段家何鎮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貴州荔波縣六林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鳳崗縣綏陽二小 洪綿綿

陝西向陽鎮中心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荔波縣陽鳳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團澤鎮洪江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2014年 9月至 2015年 7月（130所）
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陝西恆口鎮河東九年制學
校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荔波縣瑤慶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湄潭縣浙大小學 洪綿綿

貴州山盆鎮雨台小學 洪綿綿

貴州平塘縣大塘鎮中心小
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永樂鎮中心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楊興鄉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平塘縣穀硐九年制學
校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鴨溪鎮群力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永興鎮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貴定縣抱管小學 吳熊月英

貴州碧峰鄉中心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興隆鎮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貴定縣擺城小學 吳熊月英

貴州陽川鎮城南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黃家壩鎮完小 洪綿綿

貴州貴定縣新巴鎮中心校 洪綿綿

貴州醒民鎮中心小學 陸武平，黃念平

貴州湄潭縣抄樂完小 洪綿綿

貴州貴定縣馬場河中心校 洪綿綿

貴州東皇鎮第二小學 洪綿綿

貴州遵義仁懷市大壩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貴州貴定縣第四小學 洪綿綿

貴州東皇鎮第一小學 吳潔雯

貴州遵義仁懷市茂壩鎮第
二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貴州長順縣第三小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赤水市葫市小學 洪綿綿

貴州遵義仁懷市龍井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貴州荔波縣玉屏二小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赤水市寶源學校 洪綿綿

貴省赤水市長沙鎮中心小
學

洪綿綿

貴州荔波縣播堯小學 洪綿綿

貴州赤水市兩河口學校 洪綿綿

貴州赤水市白雲學校 洪綿綿

貴州荔波縣佳榮小學 洪綿綿

貴州赤水市第一小學 洪綿綿

貴州赤水市石堡小學 洪綿綿

貴州平塘縣通州鎮中心小
學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松桃苗族自治縣黑沖
村完小

香港域多利獅子會

貴州赤水市第三小學 香港青山獅子會

學校名稱 捐方名稱

貴州平塘縣掌布鎮中心小
學

洪綿綿

貴州世昌鄉沙柳村完小 香港域多利獅子會

貴州遵義市職業教育園區 香港青山獅子會

貴州平塘縣西涼九年制學
校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貴州長興堡鎮桃坪村小 香港域多利獅子會

貴州赫章縣十七所學校 洪綿綿

寧夏觀莊鄉中心小學 洪綿綿

貴州信鎮滿家初小 香港域多利獅子會

雲南彌陽鎮阿烏小學 吳熊月英

寧夏神林鄉辛平小學 洪綿綿

貴州平頭鄉岑字小學 香港域多利獅子會

雲南新哨鎮路體小學 陳勞筱翠

寧夏楊河鄉中岔小學 洪綿綿

貴州木樹鄉天堂小學 香港域多利獅子會

雲南虹溪中心校月亭小學 吳熊月英

寧夏張程鄉崔家灣小學 洪綿綿

貴州壩河鄉桐木教學點 香港域多利獅子會

雲南竹園鎮龍潭小學 顧建新

寧夏中河鄉紅崖小學 洪綿綿

貴州石樑鄉紅石完小 香港域多利獅子會

雲南西一鎮中和小學 陳勞筱翠

寧夏固原市實驗小學 洪綿綿

陝西仙河鎮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雲南西三鎮馬龍小學 蘇嘉儀，蘇嘉倫

寧夏黃鐸堡鎮山岔小學 洪綿綿

陝西仙和鎮尖山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雲南東山鎮新寨小學 劉書玲

寧夏三菅鎮三菅小學 洪綿綿

陝西銅錢關鎮喜運來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雲南江邊鄉西寨小學 張秀萍

寧夏固原市原州區東郊小
學

洪綿綿

陝西桐木鎮三岔河完小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雲南江邊鄉寧就小學 朱秀群

貴州貴陽白雲區愛心小學 洪綿綿

陝西顯赫鎮吉家莊完全小
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雲南蔓耗鎮阿龍古小學 鄺先生夫人

貴州貴陽市德華小學 洪綿綿

陝西雙河鎮中心學校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雲南蔓耗鎮黃木樹小學 梁鳳雯，劉天龍

貴州貴陽市南明區致遠學
校

洪綿綿

陝西溪鎮長沙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雲南坡頭鄉回元村小學 張秀萍

貴州貴陽市南明區宏志小
學

洪綿綿

陝西金寨鎮中心小學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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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殘破危校　改善教學環境

慈恩建校組由幾隊外勤義工組成。十多年來他們不辭勞苦、自行負擔外訪費用，到祖國貧困

偏遠地區進行考察，尋找待援對象，並跟進援建程序。援建危校的先决條件是：1. 位於國家

級扶貧縣；2. 一般是 D級危房；3. 教學樓優先，宿舍和食堂則有待捐方考慮；4. 地區當局

必須有配套資金，捐方資助額由數萬元至數十萬元不等；5. 有關當局承諾學校 10年內不撤

併；6. 允許捐方可給教學樓或學校命名。本會援建學校早在 1999年開展，至 2015年 6月止，

共捐建中小學校共 1,320所，建校地點大部份位處貴州，小部份分佈在四川、甘肅、廣西、

雲南、廣東、青海、山東及江西等省。

援建學校紀錄表：

新校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永良財叔小學 龍凱祺 15萬
河邊世偉仁愛小學 李世偉夫婦的子女 5萬
毛石中學寶翡宿舍樓 蔡政德 28萬
人民小學 Tom.Group 25萬
榮華第 29教學樓 鍾華生 王衞玲 20萬

金黨惠澤第二希望小學 林澤良 石惠芳 13萬
文秀小學 楊女士 15萬
高硐村晶明小學 雷鳳娟 20萬
草塘中學趙孔煥教學樓 趙孔煥 25萬
榮華小學 楊女士 10萬
天義文荃教學樓 余經桓 40萬
貴州鴨絨鄉廖麗賢小學 廖麗賢 20萬
鄺妙玲小學 鄺妙玲 10萬
土溪中學教學樓 Tom Group 50萬
育才仲文小學教學樓 蔡大智 28萬
覺莫村小學 何穎楷 10萬
文瀾古天樂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40萬
七九古天樂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25萬
伍元亮學校 韓杏薇 15萬
木者古天樂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25萬

2010（7月後）（37所）
新校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羊街古天樂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25萬
六各香港太陽獅子會白曉青第二小
學

白曉青 7萬

景成愛心小學
陳慶根，陳福林，陳潤泉，
麥永儔，麥啟賢，曾偉坤 18萬

仁義愛心小學
王健霖，陳志華，陳寶勤，
陳建忠，楊亮潭，曾偉雄，
曾錦華

17萬

天成陳登教學樓 陳登基金 30萬
木論社區古天樂小學 古天樂慈善基金 55萬
阿博洛村仁厚愛心小學 陳子寧，陳少除，陳振良 10萬
大龍學富國際研習中心小學 梁雅詩 20萬
仁德希望小學 劉開春，曾水達，曾桂開 10萬
高匯第二希望小學 高匯 (香港 )有限公司 18萬
培英侯溪小學 蔡宏志，伍悅儀 13萬
王莊汪鍾僑心小學 汪大忠 15萬
榮華第 27希望小學 鍾華生 王衞玲 12萬
白沙鄉小平中學 小平基金 -劉百行 30萬
巡檢小學香港木門商會教學樓 香港木門商會 25萬

永太和愛心小學
永太和印刷（集團）實業
有限公司 18萬

榮華第 28教學樓 鍾華生，王衞玲 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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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紅泥小學嘉華區惠珍教學樓 林寶玲 14萬

納百利愛心小學
納百利裝飾材料（深圳）
有限公司 18萬

梁天鍚小學
陳國柱 陳永祖，毛志賢，
譚英梅，張玉娣 20萬

紅星小學星木助學教學樓 星木助學 25萬
林寶先生（Lamport）冗普紀念小
學

林寶（Lamport）家人及
香港東區扶輪社 20萬

納百利愛心小學
納百利裝飾材料（深圳）
有限公司 15萬

友誼小學沛志教學樓 沛志基金 25萬

麥倩玉小學
蔡爾明 健華，季華，爾
雅，爾德 20萬

西三中學添麗教學樓 威士拿遠東有限公司 30萬
仲平宿舍樓 廖垣添、廖垣晞 10萬
興旺小學紹雄教學樓 郭紹雄 14萬

大興電路版廠小學
大興電路版廠企業有限公
司 15萬

廟門昌明小學 雷鳳娟，雷勝明 20萬

方召中學黃家樂愛心學生宿舍樓
黃著先生代表煜寶投資有
限公司 30萬

江運黃仲偉博士小學 調景嶺學生輔導社舊生會 22萬
慧明同心教學樓 慧明精舍眾善信 36.6萬
馮光釗蕭蘭香伉儷小學 潘廣煜 18萬
白岩繼華小學 周繼發香淑華慈善基金 12萬
底寨中學李何惠娟教學樓 李自強 30萬
彩塘小學世偉仁愛教學樓 李世偉夫婦的子女們 20萬
沙坪村台和商事小學 台和商事控股有限公司 15萬
古天樂第 34中心校 古天樂慈善基金 50萬
清水河中心校古天樂第 38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25萬
楓塘中心校古天樂第 36宿舍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25萬
寧明一中古天樂第 28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25萬
三板橋小學古天樂第 31宿舍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水維小學祥源教學樓 祥源基金（黃振邦） 30萬
新發古天樂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50萬
新寨小學古天樂第 32宿舍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25萬
盤信鎮完小古天樂第 30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5萬
龍窩小學古天樂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25萬

2011（66所）
新校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五一小學古天樂第 33宿舍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25萬
梨埠鎮初級中學古天樂第 29教學
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5萬

扶南小學古天樂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25萬
豐都中學古天樂第 37宿舍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油邊瑤族鄉中心校古天樂第 35教
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50萬

新龍小學聯陞教學樓 聯陞中國有限公司 30萬
香港理工學院校友會四旺高田小學 香港理工學院校友會 12萬

踏地坪完小勵志教學樓
侯家和 馮裕偉，劉宇池，
蔣學源，高樂毅 25萬

普光教學樓 潘淑貞 25.5萬
上壩小平小學 小平基金 -劉百行 25萬
下五屯高卡小學 愛心關懷之旅 30萬
李塔源紅旗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李塔源 12萬

槐豐小學明達教學樓
魏林瑞鶯，魏志豪，魏巫
曼茵，魏子晉，梁魏志芳 15萬

泥氹鎮氹穀村同心小學
瑞士寶盛（香港）慈善基
金會有限公司，何祖光，
溫碧霞

15萬

家秀小學 吳經權 12萬
鄧熾廉陳寶貞學校 鄧繼光 鄧家璋 22萬
西坪小學丹尼教學樓 Danny NG 30萬
楊梅小平小學 小平基金 -劉百行 25萬
松桂鎮中心小學勵志教學樓 勵志基金會 36萬
清水鄉中心小學邵亦方教學樓 陳德祥 20萬
余巧英小學 吳淑霞 12萬
下坪知行社小學 知行社 20萬
興化中學文蓮樓宿舍 余經桓，朱麗蓮 30萬
雅威小學 馮靜儀 12萬
李冠亮培苗小學 李冠堯 10萬
進化完小李卓喬教學樓 李自忠 30萬
李塔源小學 李塔源 20萬
馬嶺鎮中心校 愛心關懷之旅 30萬
七舍鎮中學李卓妍教學樓 李自忠 30萬
黃定小學 黃汝森 20萬
樹仁愛心小學 深圳愛心團隊 18萬
寶德第一愛心小學 葉永鵬 20萬

新校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白雲中學慈恩教學樓 馮偉然 35萬

水庫村小學智仁勇教學樓
劉開春，曾水達，曾桂開，
陳子寧，陳少除，陳振良 18萬

馬馬小學陳詠志教學樓
CHAN Wing-man. CHAN 
Wing-fai, CHAN Wing-
chuen

30萬

伍元亮教學樓 韓杏薇 20萬
青和李文翱學校 何衛強 20萬

騎龍小學教學樓 魏曼齡 15萬
革善村小學 香港域多利獅子會 12萬
沙坪子馮光釗，蕭蘭香伉儷預學 潘廣煜 18萬

2012（40所）
新校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仁安小學仁心教學樓
劉開春，曾水達，曾桂開，
陳子寧，陳少除，陳振良 20萬

草壩中學教學樓 香港木門商會 30萬
南沙鎮中心校陳可成第 1教學樓 陳可成 30萬
花梨鄉中心學校古天樂第 46宿舍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40萬

大火地華娛教學樓  華娛衛視 40萬
（￥）

太白小學香港旅協謝廷駿紀念綜合
樓

香港旅遊服務專業工作人
員協會 15萬

毛雲鄉中心學校古天樂第 45宿舍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40萬
平正民族中學林天生宿舍大樓 陳彬彬 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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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玉屏鎮民族小學仁義教學樓 陳可成 35萬

茶園蘇志明紀念小學 文肇輝 楊慧慈 15萬
（￥）

高興寨小學全人逸楠教學樓 全人基金 20萬
泥氹中心校禮智教學樓 陳可成 35萬
寧南中學古天樂第 56宿舍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40萬

木龍小學古天樂第 49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5萬
向陽小學陳詠志教學樓 陳永全 36萬
寧南中學古天樂第 57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40萬
域多利獅子會革善小學 域多利獅子會 12萬
阿盈裡小學世偉仁愛教學樓 李克敬 25萬
香港木門廠商會騎騾溝學校 香港木門廠商會 30萬
老街小學古天樂第 50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5萬
木楠完小勵志教學樓 勵志基金會 26萬
威林小學古天樂第 51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20萬
黑神廟中學黃家樂愛心宿舍樓 黃家樂愛心基金會 10萬
衙邊添愛小學 深圳衙邊社區團隊 20萬
愛心第九小學 三毛錢愛心團隊 18萬
敦操小學古天樂第 53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5萬

新校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王穗生小學 捐方自行匯款 20萬

者甸小學 RegentCurios Investments 
Ltd 30萬

青馬獅子會白土坡小學 香港青馬獅子會 20萬
金河完小彭永高教學樓 彭杏娥 20萬

中巧小學勵志教學樓
侯家和，馮裕偉，劉宇池，
蔣學源，和資本國際香港
分公司

28萬

登雲小學勵志教學樓
侯家和 馮裕偉劉宇池 蔣
學源和資本國際香港分公
司

28萬

2013（36所）

2014（55所）

新校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漢業小學 陳漢業 15萬
勵志教學樓 勵志基金會 22萬
永靖中學李自強教學樓 李自強 40萬
馮錦川小學 潘廣煜 20萬
溫兆雄愛心小學 溫兆雄　 18萬
荒地小學黃家樂教學樓 黃家樂愛心基金會 30萬
洒坪小學明德教學樓 黃凱揚 30萬
洛恩鄉中心小學古天樂第 58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沖子小學陽光教學樓 范強 20萬
（￥）

盤報胡穎雯小學 胡穎雯 10萬
（￥）

石門小學古天樂第 59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南江鄉中心學校古天樂第 54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40萬
七一村小學雅威綜合教學樓 馮靜儀 15萬
永康小學古天樂第 60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南江鄉中心學校古天樂第 55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5萬
曹眼小學教學樓 楊磊，李麗嬋 20萬
古天樂第 61宿舍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25萬
紙廠小學古天樂第 52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20萬

新校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黃茅嶺鄉勵志小學
侯家和，馮裕偉，劉宇池，
蔣學源，和資本國際香港
分公司

30萬

勝村中心校勵志教學樓
侯家和，馮裕偉，劉宇池，
蔣學源，和資本國際香港
分公司

30萬

小平猛蚌完小綜合樓 小平基金會 35萬
戴大衛夫人紀念小學 調景嶺學生輔導社舊生會 9萬
白碗窰鎮中學古天樂第 39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5萬
茂蘭小學文維達教學樓 文呂瑞鈿 25萬
新橋中學古天樂第 40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40萬
鄧思銘希望小學古天樂第 47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5萬
茅粟鎮中心校陶景文教學樓 陶立姿 18萬
新華中心校古天樂第 43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靈泉中心校古天樂第 42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45墓

新校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河心小學陶景文教學樓 陶立姿 17萬
建坪鄉愛心第七小學 三毛錢愛心團隊 18萬
沙馬小學嘉華林區惠珍教學樓 林寶玲 馮士元 30萬
高寨鄉中心學校張鄧秀蘭女生宿舍
大樓

張奕全，徐燕清 30萬

渭溪小學愛心教學樓 三毛錢愛心團隊 18萬
高坡鄉民族中學古天樂第 48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40萬
加興小學盧偉新教學樓 蒙偉新 10萬

奕華正治伉儷第九小學
吳良川 良龍，純純，康年
昆仲 20萬

篤山鄉中心小學古天樂第 41宿舍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包穀村小學雅威教學樓 馮靜儀 15萬
樂業小學黃家樂教學樓 黃家樂愛心基金會 20萬
松新鎮中心小學古天樂第 44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篤山中學沛志樓宿舍 沛志基金 20萬

新校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王家崖譚希小學 麥林榮，譚美珠 20萬
中坪小學古天樂第 64 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20萬
梅桃村小學古天樂第 66 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王俊軒小學 捐方自行匯款 20萬
黃茅嶺鄉中心小學古天樂第 69 宿舍
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上新城中心小學古天樂第 67 宿舍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王俊軒夫婦小學 捐方自行匯款 20萬
久長小學張國祥教學樓 張奕全，徐燕清 30萬
李智良宿舍樓 李智良基金 20萬



解 困 又 改 善 ‧ 匯 聚 成 果

十五年成長路92

新校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拉博小學李智良教學樓 李智良基金 20萬
豆寺完小添麗綜合樓 添麗發展有限公司 28萬
大魚塘小學台和商事綜合教學樓 台和商事控股有限公司 20萬
地莪小學古天樂第 73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播堯小學古天樂第 74 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三田完小古天樂第 75 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2015（至 5月止）（11所）

新校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沙壩小學綜合教學樓 卓泰昌，周妙麗 25萬
塘子完小李智良教學樓 李智良 25萬

營壩小學宏毅教學樓 宏毅慈善教育基金會 11萬
（￥）

矣果小學 陳兆漢伉儷等 30萬
古樂學校李智良綜合樓 李智良 20萬
金子河小學陳銅民教學樓 陳可辛，吳君如 30萬
莫底小學 力權有限公司 30萬
沙拉托中心小學 香港木門廠商會 30萬

馬蓮灘森駿小學
森駿實業（集團）有限公
司 30萬

群星小學 祥源基金 20萬
（￥）

清潔村小學 香港木門廠商會 20萬
果統小學麗蓮教學樓 余經桓 30萬
下村廣炎小學 潘廣煜 20萬
古天樂第 62 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城子山小學古天樂第 63 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巫庫小學寶亭教學樓 深圳市寶亭育才團隊 25萬
烏栗小學古天樂第 68 宿舍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團結小學古天樂第 65 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20萬
東風農場第二小學教學樓 謝國輝及友人 40萬
扎佐二小梁強（佛山石 ）綜合 
教學樓

梁兆基 30萬

木蘭計劃大谷小學
美國華特迪士尼公司眾員
工 40萬

新校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石岩進好小學 賴進好 20萬
幹田小學古天樂第 76 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老口村崔漢庠小學 鄺綺微 鄺綺嫻 20萬

洛平知行社小學 知行社 20萬
（￥）

白草仁智愛心學校
黃金勝，賴志華，曾偉雄，
陳鐵君 20萬

備註：1. 2010年 7月前的建校名錄請參閱本會的「十周年特刊」：《關愛山區窮孩子，義

工 10年同樂路》。

 2. 由於特刊篇幅所限，表列新校名稱及部份捐方名稱略為簡化，如欲瞭解有關項目詳

細資料，請參閱本會網頁，如有錯漏，謹表歉意，歡迎指正。

新校名稱 捐方名稱 捐款

愛心第十小學 三毛錢愛心團隊 15萬
逄春嶺中心小學古天樂第 70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南大坪中心完小景成教學樓
曾偉坤，麥永儔，麥啟賢，
陳慶根，陳潤泉，陳福林，
文泰森

25萬

牙利小學 小平基金會 20萬
（￥）

酒坪小學華英宿舍樓 聯和素食 20萬

聯能第一小學
欣興電子 /聯能科技士深
圳） 15萬

寶德第二教學樓 鄭鎂穎女兒 20萬
嘎娘綁中心小學民英教學樓 陳可辛，吳君如 40萬
景成愛心小學 曾偉坤 麥永儔梁彬成 18萬

姚貽凱教學樓 姚嘉棟 20萬
（￥）

良心寨小學黎嘉寶教學樓 阿昇有限公司 30萬
青馬獅子會卓坪小學 香港青馬獅子會 25萬
王德生小學 王穗生 40萬
相家村朗山小學 周德豐 30萬
聯合村朗山小學 周德豐 30萬
金溝村朗山小學 周德豐 30萬
依河洛拉達鄉中心小學古天樂第 72
教學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40萬

敬南鎮中學古天樂第 71 宿舍樓 古天樂慈善基金 30萬
李智良教學樓 李智良基金 2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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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顯仁心　傳承義行
董事會

過去十五年，本會義工秉持「莫以善小而不為」的仁愛精神，腳踏實地、快快樂樂地為落後

地區貧困孩子創造較好的學習及生活環境，讓他們改變命運，讓他們成長為善良有用的人。

更有受助生說：「要努力傳承『慈恩精神』！」這話令我們深深感動！

本會捐方及義工多年來的仁心義行能否延續，有賴源源不絕的新血。可喜的是近年有了一批

批新義工，特別是較年青的義工加入，另一方面不少受助學生也受到「慈恩精神」的感召而

選擇參與善行，回饋社會。

本會十五年來取得可貴的成果，有賴各方善長仁翁出錢出力，還有不辭勞苦的義工們及社會

各界人士的支持。董事會謹代表所有受助人士感謝各位的無私奉獻及愛心付出，讓慈恩兢兢

業業地走過這十五年的成長路！

鳴謝

董事會感謝下列各方人士：

1. 捐款善長： 包括海內外的基金會、團體、個人等。沒有你們的捐助，本會不可能有如此豐

厚成果；

2. 支援人士： 借出會址及捐贈物資的各方人士，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可推展工作；

3. 前線義工： 不辭勞苦，出錢出力，實地考察，主持援建項目，將善款落實到受助人身上，

及舉辦各項籌款活動； 

4. 後勤義工： 整理物資、處理文件、維修設施、郵寄包裹、網上義賣等；

5. 出版義工： 所有曾參與編輯及出版的成員、為本特刊各章節題字的書法家、投稿作者、本

會網頁設計和運作、出版宣傳單張的人士；

6. 贊助印製本特刊的善長：讓本會得以將助學扶貧信息向社會人士推介；

7. 本刊讀者及支持本會的社會人士：感謝您們對山區教育的關注及傳播有關信息。

編委會

簡耀光，余湛英，黃美儀，李賢生，陸武平，朱杏蓮，劉材君，謝綺文，陸鳳娥，徐燕清，張月明

出版者：慈恩基金會有限公司

排版：當代發展公司　　　　　　　　　電郵：cdc@contemp.com.hk
義務印刷：中編印務有限公司　　　　　網址：www.ctps.com.hk
國際書號：ISBN 978-962-84685-0-8
出版日期：2015年 8月

版權所有　翻印須得出版者書面同意

免費贈閱　愛心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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