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行地區:   廣東省河源市龍川縣龍川第一中學 

目        的:   資助廣東省河源市龍川縣家境貧困而初中成績優異的學生，完成高一至高三  

                    (相等於香港中四至中六)課程 

高中學期:   2015年9月至2018年7月 

捐款戶口:   交通銀行545-9-308228-2/ 匯豐銀行098-537749-838 

籌募經費:   為每名學生繳交高中3年共6個學期的學費、住宿及雜費，折合港幣12,000元， 

                    共開設一班60名學生 

監        管:   整個計劃由香港儲運慈善基金、香港中聯辦及河源市團委共同監管 

祈望各儲社、社員及善心人士慷慨解囊，關懷幫忙國內貧困學生，支持
此別具意義的助學計劃。 

註: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為香港政府認可的慈善團體， 捐款可申請稅項寬減! 

上述助學計劃詳情可瀏覽香港儲運慈善基金網站 (www.hkcmcf.org) 或致電 2388 0177與我們查詢 

國內助學計劃-籌款活動 

http://www.hkcmcf.org)瀏覽或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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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儲運慈善基金 

第五屆 “ 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 ” 計劃簡介 

背景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下稱香港儲運慈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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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儲蓄互助社貫徹社會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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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內地現時只提供九年免費教育至初中三，若家貧無足夠經濟能力，雖才高八斗也未能進入高中

接受教育，更妄想透過教育而脫貧，以改善家庭環境。有見及此，慈善基金於 2011年在河源市龍 

川縣龍川第一中學開展首屆 “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資助 60名貧困但學業成績優異之莘莘學子

完成高中課程，提供考讀大學機會，亦為國家發掘人才，發揚儲運精神和貫徹社會責任。 

 

高考成績 

2011 年首屆希望工程班 60 位同學，經三年老師督導，日以繼夜上課溫習，於 2014年 6月參加高考，

成績令我們感到鼓舞。其中有 33名學生的分數考獲一本大學(或稱重本大學)的入學資格，佔全班 55 

%，考獲二本大學收錄分數的學生共 22名，佔全班 37%，考獲專科分數的學生有 5名，佔全班 8%。

在整個高中學習期間，同學更積極投入義務工作，參與人數為各班之冠。首屆畢業同學正積極組織

“希望工程班同學會”，秉承和發揚助人自助精神。 

 

目標 

自 2011年開始開辦第一至第四屆希望工程班後，鑒於反應良好，亦得到善心人士的熱烈響應，慈

善基金計劃在 2015年開展第五屆 “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 目標仍繼續資助 60名品學兼優但家

境貧困學生升讀高中。連同第五屆工程班總受助學生將會達到 300名。 

 

協辦學校 

為令到工程班的學生有一個更佳的學習環境，我們得到廣東省河源市龍川縣著名的龍川第一中學的

全力支持協辦。該校於 2013 年已踏入創校百年歷史，校長及老師們都有崇高的辦學理想，而校舍

設施、師資等均能提供最好的資源，令學生更能專心學業。 

 

資助對象 

於 2015年度參與初中聯考，總成績達 600分或以上，居住於廣東省河源市，家境貧困，無經濟能

力升讀高中的學生，總額 60名。 

 

申請條件︰ 

除基本學業成績要求外，申請者須最少符合以下其中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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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士子女或由其他殊特情況造成家庭特別貧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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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金額用途 

為每名學生繳交三年高中的學費、住宿及雜項，共需人民幣 9,000元，折合港幣 12,000元。 

 

捐助方式 

為方便運作，捐款以港幣計算，助學人士可透過以下方式提供資助︰ 

 30期(月)︰港幣$400 × 30 (月)； 

 3期 (年)︰港幣$4,000 × 3 (年) ； 

 整筆資助︰港幣$12,000 (一次過付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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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方式 

為確保捐款不會被濫用，香港儲運慈善基金採用分期支付形式，將捐款於三年內分六個學期直接匯

入協辦學校龍川第一中學銀行專戶，校方收款後會開出正規學費收據，並由學生簽署確認。 

 

監察 

整個計劃由香港儲運慈善基金、香港中聯辦、河源市團委三方共同監管。 

 

計劃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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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確認︰學生提交之申請表均有原就讀的初中學校和所居住地方政府加簽蓋印，證明申請資

料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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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類推，在學習期間與受助學生保持聯繫，例如書信來往及探訪，給予支持鼓勵。助學人士

芳名將會刻於紀念匾上，以茲感謝。  

 贊助保障︰若有受助學生中途退學，餘款會與助學人士協商處理； 

 定期跟進︰香港儲運慈善基金成立聯絡小組與校方舉行定期會議，並會見學生，以了解他們學

習和生活情況以及需要；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通訊︰提供慈善活動消息和希望工程班最新資料； 

 成績發放︰香港儲運慈善基金當收到學生考試成績後，可應助學人士要求，匯報其受助學生考

試成績； 

 探訪團︰助學人士可自由參加香港儲運慈善基金舉辦之探訪團，直接與受助學生會面； 

 開班儀式︰學期開始前舉辦開班儀式，介紹助學人士與受助學生認識； 

 茶聚︰透過茶聚，讓助學人士分享經驗，促進溝通； 

 學校網頁︰助學人士可透過學校網頁，了解學校發展； 

 協辦學校較近香港：助學人士可更方便探訪學生；而亦有利聯絡小組與校方舉行定期會議、監

察和與學生見面，便於跟進； 

 學校歡迎助學人士探訪學生，給予鼓勵和支持； 

 董事及執行人士全為義工，出錢出力，節省行政開支； 

 學習全寄宿型，紀律嚴緊； 

 此計劃除協助學生完成高中課程外，亦計劃籌辦不同活動，提供平台，促進本港與內地學生相

互交流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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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儲運慈善基金 

第五屆「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計劃 

贊助回條 

I. 本人 / 儲蓄互助社 / 機構願意捐助「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並選擇以下捐款方式： 

□ 每月由銀行自動轉帳
(註 5)

捐款港幣 400 元，為期 30 個月。 

□ 分三年捐款，每年港幣 4,000元 

□ 全期捐款港幣 12,000元 

□ 直接捐款港幣________________元。 

 

*可選擇事項 (若不填寫此欄則视為不須配對學生) 

□ 要求配對學生 (捐助總額須達到一名學生全期需要) 
(註 3)

  備註︰                       

□ 不須配對學生 

-------------------------------------------------------------------------------------------------------------------------- 

II. 本人 / 儲蓄互助社 / 機構願意捐助「香港儲運慈善基金」，並選擇以下捐款方式： 

□ 每月由銀行自動轉帳
(註 5)

捐款港幣          元。 

□ 直接捐款港幣________________元。 

--------------------------------------------------------------------------------------------------------------------------- 

 

捐助者姓名：     (先生/女士/小姐)*  捐款收據姓名︰                      

 

儲蓄互助社(如適用)：    □社員 □社員親友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聯絡地址︰                                                      (供聯絡和寄付收據) 

 

簽署：  日期：            

* 請刪去不適用者 

 

註： 

1. 捐款港幣 100元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稅務寬減。 

2. 我們歡迎任何貨幣的捐款。 

3. 要求配對學生人士，有義務與其所屬配對學生保持聯絡，加以鼓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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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若選擇以銀行自動轉帳捐款，請向我們索取  閣下所屬的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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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銀行或需收取

一次性的手續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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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銀行戶口︰027–545–9 – 308228–2 

 匯豐銀行戶口︰004–098–537749–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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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