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正式開展正式開展正式開展   

「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的目標是資助

60 名品學兼優但家境貧困學生，完成高中

課程，提供考讀大學機會。 
 

自 2011年，香港儲運慈善基金已經成功開

辦合共四屆「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

受助學生達到 240名。 
 

鑒於反應良好，得到各善心人士的熱烈響

應，第五屆「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正

式開展，現正接受善心人士捐款助學， 

祈望各善心人士繼續支持此別具意義的助學計劃！ 

第二屆希望工程班學生將於 6 月參加全

國高考。由於學校沒有舉行散學禮或畢業

禮的傳統，因此慈善基金特意在 5月 16-

17日舉辦「為高考打氣探訪團」，為考生

加油，並把握機會與即將離校的學生會

面。 
 

由於報名非常踴躍，名額由 40名加至 70

名，並迅速額滿!再次感謝各位的支持！ 

「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為高考打氣探訪團為高考打氣探訪團為高考打氣探訪團 



 

活動花絮 

▲有意擔任同學會幹事的同學 

2015「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探訪團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於 2 月 7-8 日特意舉辦探訪團，出席首屆希望工程班畢

業同學的聯誼活動，見證「希望工程班同學會」的成立，並了解畢業同學

的升學情況。 

當晚共有 36 位第一屆希望工程班畢業生

出席。在一眾香港熱心人士以及龍川一中

的老師見證下，首屆希望工程班同學會正

式成立，並由同學互選出同學會的幹事，

執行同學會成立的三大目標 : 
 

一、加強希望工程班同學間的聯繫 

二、發揮「自助互助」精神 

三、肩負社會責任和推動義務工作精神 

▲以互選方式選出同學會的幹事 

7/2 第一屆希望工程班聯誼晚會暨同學會成立儀式 

基於第一屆畢業生就讀的大學分佈在廣

東省不同地區，加上學業繁忙，同學難有

機會聚首一堂，舉辦大型聚會，所以他們

都把握這難得的機會，互相分享近況和 

拍照留念，更有畢

業同學錄製短片，

讓大家更瞭解他們

的大學生活。 

▲畢業同學藉此機會，與贊助 

   者、老師及同學們分享近況。 



▲畢業同學藉此機會，與贊助 

   者、老師及同學們分享近況。 

▲手語表演《感恩的心》 

活動花絮 
2015「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探訪團 

8/2 前往龍川一中探訪及交流 

希望工程班一大特點是可以透過慈善基金舉辦的探訪團，直接與受助

學生見面。是次探訪團一如以往，會到達龍川一中與師生會面， 

▲校內運動場 ▲百年紀念校史館 ▲課室 

當日除了有第四屆希望工程班同

學以簡報及短片匯報在上學期的

校園生活外，更為大家準備了手

語表演，配以歌曲《感恩的心》，

表示自己不會輕易向命運低頭和

對各贊助者無私奉獻的謝意。 

為了讓參加者更瞭解同學的校園生活，在簡報環節過後，可在同學的

帶領下參觀校舍，包括校史館、課室、運動場及宿舍等等…… 

感謝各參加者的積極參與，

是次探訪團部份相片已上

載 協 會 網 頁，請 到 http://

photo.culhk.org(20150207-8 

HKCMCF Project Hope Class Visiting 

Tour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

探訪團)分享及下載！ 

http://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photo.culhk.org%2F&h=-AQHNXXI_&enc=AZO_hhGIyvrZK814_gQdVHClNWoJcQ9CYA5plZt_zkyBAKApZj64wY-xP-6YfOB9x9yXPbpnrJDw83UAxG5VGfOaXAZd-2MXEU9-3BWWrlJTALerQuqGtwbcSBTQ6ORLsqN8SyJcJsC75fXHLU0Lgx0xzfO3aU0LpUEXap6HLuDXjw&s=1
http://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photo.culhk.org%2F&h=-AQHNXXI_&enc=AZO_hhGIyvrZK814_gQdVHClNWoJcQ9CYA5plZt_zkyBAKApZj64wY-xP-6YfOB9x9yXPbpnrJDw83UAxG5VGfOaXAZd-2MXEU9-3BWWrlJTALerQuqGtwbcSBTQ6ORLsqN8SyJcJsC75fXHLU0Lgx0xzfO3aU0LpUEXap6HLuDXjw&s=1


 

「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 知多點:  

龍川學生寄宿生活龍川學生寄宿生活  

內地的中學普遍採用寄宿制，龍川一中亦不例外， 

所有學生除了能在假期回家，其餘時間都在學校寄宿。 

現在就帶大家參觀龍川一中的女生宿

舍。我們跟著幾名熱心的高一女學生，走

到位於學校右面的宿舍大樓。要進入大

樓，就要先拍卡核實身份。小編沒有學生

證，幸得同學向護衛「求情」，表明是義

工到訪，最終順利進入。 

 

為我們熱心引路的同學住在地下那層。

當小編慶幸不用爬樓梯之際，同學卻立

即道出住在底層的苦處—每到晚上，宿

舍門前便會出現小水灘。由於學校的熱

水供應時間有限，同學都會把握在下課

至晚修前(約晚上五時至七時)洗澡、洗衣

服及吃晚飯。當宿舍去水設施一下應付

不來，就造成地下底層一灘灘的積水。 

 

打開綠色的宿舍大門，宿舍內部設備簡

單。左面有兩張碌架牀，還有兩個大大的

儲物櫃，而右面則擺有三張碌架牀。大家

不要想像成上牀下書枱的擺法，它們都

只是十分簡單實用的碌架牀。房間沒有

書桌，因為同學晚上都會留在課室學習，

進行晚修、晚讀，直至晚上十時二十分下

課，並在晚上十時四十分前回到宿舍。 



 

「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 知多點:  

龍川學生寄宿生活龍川學生寄宿生活  

 

房間的盡頭連接著露台，

是同學梳洗的地方，推門

一看，露台邊放滿梳洗用

品，高處掛著洗好的衣

服。露台左面裝有洗手盤

和鏡子，右面有道門，門

後是如廁和洗澡的地方。

同學需要自行打掃房間、

洗衣服等，學習好好分配

時間，互相分工合作。 

參觀完宿舍後，我們便

到飯堂吃飯。同學表示

他們的早午晚飯都會在

學校飯堂完成，他們可

按照自己喜好及需要自

行購買。按當日所見，飯

堂於午膳時間提供約十

道菜式供同學選擇，有

菜有內，更有湯提供，味

道還不錯呢！ 



廣東省排名 全國排名 校名 學校類型 學校參考類型 校區位置 

1 9 中山大學 綜合 綜合類 大學城 天河 珠海 

2 21 華南理工大學 理工 工學類 大學城 天河  

3 51 暨南大學 綜合 綜合類 天河 珠海  

4 57 華南師範大學 師範 文理類 大學城 天河 南海 

5 77 華南農業大學 農林 文理類 天河 從化  

6 102 南方醫科大學 醫藥 醫學類 海珠區   

7 125 深圳大學 綜合 綜合類 南山區   

8 131 廣東工業大學 理工 文理類 大學城 天河 增城 

9 148 汕頭大學 綜合 綜合類 汕頭   

10 149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語文 文學類 大學城 白雲區  

11 154 廣州大學 綜合 綜合類 大學城   

12 196 廣州中醫葯大學 醫藥 醫學類 大學城   

13 223 廣州醫科大學 醫藥 理科 越秀   

14 249 廣東財經大學 財經 文科 海珠區 三水  

15 271 廣東葯學院 醫藥 醫學類 大學城 中山  

16 274 廣東醫學院 醫藥 醫學類 大學城   

17 291 廣東海洋大學 農林 綜合類 湛江   

18 358 廣東金融學院 財經 文理類 天河 肇慶  

 

「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 知多點:  

廣東省本科大學 2015 排名 



廣東省排名 全國排名 校名 學校類型 學校參考類型 校區位置 

19 / 嶺南師範學院 師範 綜合類 湛江  

20 / 韶關學院 綜合 綜合類 韶關  

21 / 五邑學院 綜合 文理類 江門  

22 / 仲恺農業工程學院 農業 文理類 海珠區 白云區 

23 / 廣東技術師範學院 師範 文理類 天河  

24 / 嘉應學院 綜合 綜合類 梅州  

25 / 佛山科學技術學院 綜合 綜合類 佛山  

26 / 肇慶學院 綜合 綜合類 肇慶  

27 / 廣州美術學院 藝術 藝術類 大學城  

28 / 東莞理工學院 理工 文理類 松山湖  

29 / 韓山師範學院 師範 綜合類 潮州  

30 / 惠州學院 綜合 綜合類 惠州  

31 / 廣東石油化工學院 綜合 文理類 茂名  

32 / 廣州體育學院 體育 體育類 天河  

33 / 星海音樂學院 藝術 藝術類 大學城  

34 / 廣東白云學院 理工 文理類 白云區  

35 / 廣東培正學院 財經 經管類 花都區  

註 : 全國排名在 500 後的沒有正確排名。 

 

「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 知多點:  

廣東省本科大學 2015 排名 



「讓攝影充滿愛」  義務拍攝服務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轄下的『讓攝影充滿愛』計劃

提供以攝影為主題的慈善服務。此計劃除了提

供平台讓有經驗的攝影義工發揮所長外，同時

亦為有需要人士及家庭提供義務攝影服務，發

揚關愛精神。 

「讓攝影充滿愛」義工團應香

港家庭福利會邀請，參與「白屋

留倩影」活動。在 2015年 3月

15 日為其九龍城長者中心的會

員拍攝家庭照，促進家庭共融。

在攝影及技術支援顧問 KK Sir 

的指導下，活動順利舉行。此活

動除了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服務

外，攝影義工更上了一堂攝影

課，獲益良多。可謂服務他人，

自己也得益! 

在 2015年 3月 17日，攝影

義工團為香港家庭福利會

九龍城長者中心的年度長

者嘉許禮中提供義務拍攝

服務。該日由團友  Andy 

Wong 與 Rosa Mak 伉儷擔

任大會攝影師，為長者留下

美好回憶。Andy 與 Rosa 

為義工樹立「夫婦義工」退

而不休的典範。 



2015 年度截止 3 月 31 日財政收支表 

 港幣 港幣 

上年度結餘(31/12/2014)  867,973.86 

   

收入   

慈善捐款 166,932.00  

其他慈善活動收入 5,100.00  

存款利息 2,000.60 174,032.60 

   

支出   

希望工程班學費 334,800.00  

推廣及宣傳費用 300.00  

希望工程班探訪活動開支 845.80  

其他活動開支 5,250.50  

銀行費用 543.85  

週年會議費用 920.00 （342,660.15） 

結餘（截止 31/3/2015）  699,346.31 

 
 

 

電話： 2388 0177     傳真： 2323 6020    電郵： cf@culhk.org      網址： www.hkcmcf.org                                       Hong Kong CU Movement Charity Fund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慈善基金辦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