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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CU Movement Charity Fund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 

河源龍川一中第十一屆「希望工程班」助學計劃 

 

前言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下稱慈善基金) 於 2010 年成立，隸屬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轄下一個慈善組
織。目標透過不同渠道積極推動和貫徹社會責任，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服務，藉此宣揚儲蓄互助運動之 

“自助互助” 精神和信念。 

 

鑒於內地現時雖然倡議十二年免費教育至高中，然仍有許多地區未有能力切實推行。有見及此，慈善

基金於 2011年在廣東省河源市開展「希望工程班助學計劃」，每學年資助 60 名貧困而學業成績優異之

莘莘學子完成高中課程，透過教育，改變命運。亦為國家發掘人才，發揚儲運精神和貫徹社會責任。

2018 年在熱心人士支持下亦把此計劃拓展至湖南省新邵縣第一中學。 

 

希望工程班助學計劃目的︰– 

1. 資助優秀貧困學子完成三年高中課程，參加高考，圓升大學夢；透過大學教育，改變命運脫貧； 

2. 學生除接受正規高中教育外，藉組織和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建立自信，培育領導才能； 

3. 鼓勵學生參與學校及社區志願服務，培養高尚情操和服務社會精神； 

4. 透過希工班同學會，秉承“自助互助”精神，日後協助慈善基金推動國內服務。 

 

協辦學校 

自 2011 年開始，慈善基金與廣東省河源市龍川縣著名百年名校–龍川縣第一中學 (龍川一中) 合作，開

辦第一屆「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2018 年正名為「香港儲運慈善基金希望工程班」(簡稱希工班) 。

該校領導及老師們都有崇高的辦學理想，校方並得到當地政府著力支持，提供了優質校舍和配套資源，

配合優良師資，讓學生接受高質素的教育。 

 

資助對象 

得到善心人士的熱烈響應和信任，慈善基金於 2021年繼續在河源龍川一中開展第 11屆「希工班」，資

助品學兼優但家境貧困學生升讀高中。目標對象是參與初中聯考的學生，總成績達全縣兩萬考生前 800

位，居住於廣東省河源市，無經濟能力升讀高中學生，名額不少於 60名。 

 

申請條件︰ 

除上述基本學業成績要求外，申請者須符合國內貧困戶標準
註
。 

 

助學金用途 

除為每名學生繳付三年高中學費、住宿、雜項等支出外，資助金更分擔正規學習以外的培訓、社會服

務、「希望工程班同學會」發展等助學計劃的相關支出，共需人民幣￥10,500 元，折合港幣$13,000 元。 

 

捐助方式 

捐款人可選擇以港幣或人民幣，透過以下方式資助︰ 

 整筆資助︰港幣$13,000元或人民幣￥10,500 (全期捐款) 。 

 分 3期捐款︰每名學生每年資助港幣$4,334元或人民幣￥3,500元。 

 分 30期捐款︰每月付港幣$434元或人民幣￥350 元 〈可經銀行安排 30 期(月)自動轉賬〉 

 (所有捐款港幣 100元或以上可憑香港儲運慈善基金收據申請稅務寬減。) 

 

助學金發放 

為確保捐款到位，不被濫用，香港儲運慈善基金採用分期方式，將捐款於三年內，分六個學期直接匯

入協辦學校–龍川一中指定銀行專戶，校方收款後開出正規收據，並由受助學生簽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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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CU Movement Charity Fund 

監察 

整個計劃由香港儲運慈善基金、廣東省川中教育基金會、龍川縣第一中學三方共同監管。 

 

計劃特點 
 
 家訪核證︰校方收到入讀申請後安排走訪申請學生，核實填報資料無訛； 

 學生篩選：香港儲運慈善基金派員參與篩選合資格學生，以符合要求； 

 學生配對︰捐款總額每達至一名學生的三年費用，助學人士可選擇以抽籤形式配對學生乙名； 

 親善探訪：助學人士可透過參加不同開班禮相關探訪團活動，與學生相互認識和深入溝通； 

 書信往來︰透過書信來往或手機通訊等，與受助學生保持聯繫，給予適時支持和鼓勵； 

 志願服務︰慈善基金董事及執行人士全為義工，出錢出力，節省不必要行政開支。 

 

優化運作 
 

 資料確認︰學生提交之申請表均由原就讀初中和居住地區的政府加簽蓋印，證明申請資料屬實； 

 定期跟進︰慈善基金聯絡小組與校方舉行定期會議及會見學生，了解學生學習生活和需要； 

 成績發放︰校方定期提供學生考試成績，慈善基金可應個別助學人士要求報告； 

 課外培訓︰同學須要參與希工班活動和社區服務，提升自信，培養領導才能和 團隊合作精神； 

 交流平台︰提供三方活動平台，促進龍川一中、新邵中和香港學生相互交流與溝通； 

 資助保障︰若有受助學生中途退學，餘款會與助學人士協商處理； 

 基金通訊︰慈善基金定期出版通訊，發佈慈善活動和希工班發展； 

 

其他資料 

 寄宿模式︰學習全寄宿型，紀律嚴謹； 

 交通便捷︰國內交通日益便捷，方便助學人士探訪，亦有利聯絡小組藉定期會議，進行監察跟進。 

 

高考成績 
受助同學不負眾望，至今七屆希工班共有 414 名#同學參加廣東省高考。 
 
【有 407名學生的分數考獲本科大學的入學資格，佔全部 98%。其中 168名學生的
分數考獲一本大學(或稱重本大學) 的入學資格，佔考獲本科大學入學資格的學生
41%。入讀大學包括北京師範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汕頭大學、深圳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廣州醫科大學、南方醫科大學、廣東醫科大學、華南農業大學、
廣州中醫藥大學和解放軍信息大學等著名學府。】 
 
# 川中希望工程班原定每班 60 名學生，期間共 6名學生因健康問題退學或未有參
加高考。 
 
希望工程班同學會 
第一屆希工班高中畢業後，在 2015 年成立「希望工程班同學會 (龍川一中)」。除
聯繫希工班同學外，利用寒暑假期籌辦義教，並積極與“龍川大學生成長促進會”
合作，舉行社區服務，日後協助慈善基金擴展國內服務。2020年會員人數已達到
420 人，往後並會按年增長。為易於聯繫和管理，會按同學就業和升學所在地而
分區，例如廣州、深圳、惠州‥‥等。同學會更於 2021年初應邀成功加入 “龍川
縣志願者聯合會”，認受性及關注度均備受提昇。 
 
希望之源 
為紀念希工班助學計劃成功發展，川中校方特別於 2018 年建造紀念園區，以 
“希望之源” 命名，寓意為貧困學生締造“希望”之源。除為每屆希工班植樹外， 
園區亦樹立了捐助人士芳名紀念匾，表揚助學人士之貢獻。 
 
 
(註) 
以下的學生家庭狀況在國內被考慮為一般貧困戶 (參考)： 

 父母雙亡的孤兒或棄嬰；父母一方逝世或殘疾不能工作者； 
 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子女；依法由社會福利機構監護者； 
 列入農村五保供養範圍者；  
 烈士子女或由其他特殊情況造成家庭特別貧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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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CU Movement Charity Fund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 

龍川縣第一中學 第十一屆「希望工程班」助學計劃 

贊 助 回 條 
 

1) 本人 / 機構 願意捐助學生 _______ 名，捐款方式如下 (可選擇港幣或人民幣)： 

a) 全期整筆捐款： □ 港幣$13,000元 或  □ 人民幣￥10,500元 

b) 分三年捐款，每名學生每年捐款：□ 港幣$4,334元 或 □ 人民幣￥3,500元 

c) 每月由銀行自動轉帳
(註 3) 

捐款：   □ 港幣$434元 或 □ 人民幣￥350元   x 30期(月)。 

學生配對 (捐助總額須達到每名學生全期高中三個學年需要) ︰ 

 □ 須要配對學生︰ 男生    名； 女生    名；  男/女均可 

 □ 不須配對學生 

2) 直接捐款港幣$_____________。捐款用途︰ □ 助學 □ 營運  

或 □ 其他 (請列明指定用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3) 紀念牌匾芳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凡捐款 HK$5,000元以上，將登錄紀念牌匾，以誌紀念。) 

 

 

 

個人捐助：   □先生 □女士 □小姐 電話 : __________ 捐款收據名稱︰              

機構捐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   電話 : 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                                                           (供聯絡及寄付收據) 

電郵地址：                                                     

介紹人(如有) ：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日期：                     

 

備註： 

1. 歡迎任何貨幣的捐款。捐款港幣 100 元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稅務寬減。(香港稅務局檔案編號：91/10146 ) 

2. 若以支票捐款，受款人為「香港儲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Hong Kong CU Movement Charity Fund Ltd)。 

3. 捐款人請向所屬銀行辦理「常行指示申請書」，自動轉賬申請約需 3~4星期處理，生效後即時開始每月
自動轉帳捐款，為期 30個月。銀行在辦理時或需收取一次性的手續費用。 

4. 請於「常行指示申請書」的「付款備考/Payment Reference」欄內填上捐款人的英文姓名以及本屆助學
計劃編號“HCP11”，以茲識別，並把申請書副本以電郵或傳真傳至基金辦事處作為記錄存照。 

 

 

  戶口名稱︰「香港儲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Hong Kong CU Movement Charity Fund Ltd) 

  交通銀行(香港)(382)戶口︰545–9–308228–2    匯豐銀行(004)戶口︰098–537749–838 

  建設銀行(亞洲)(009)戶口︰8462-1007–4655    

  凡以每月自動轉賬方式的繳款，將於每年 4月發放上一年度 (即每年4月1日至下一年3月31日) 捐款收據。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在有關收集、使用、保障及查閱個人資料的政策皆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章而訂立。本基金在處

理過程中會將閣下之個人資料保密。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 閣下姓名、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址及通訊地址），只

會用於本基金相關服務及宣傳活動(透過信函、電郵、電話、短訊等不同通訊途徑知會閣下)，並於使用後予以銷毀。 

*  請刪去不適用者        (2021 年 4 月修訂)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 

電話︰2388 0177  傳真︰2323 6020 WhatsApp︰9077 7232 

網址︰www.hkcmcf.org  電郵︰cf@culhk.org Facebook ︰Hong Kong CU Movement Charity Fund   

 Ref：HCP11 /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