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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國內高考成績剛於 6 月 25 日公佈，第三屆工程班同學的考試成績近乎完美。在

59 名考生中，有 58 名成功考獲大學的取錄分數，其中有 32 名同學，更考獲重本大學的

取錄分數，佔工程班學生 54%。而今年重讀的 4名工程班同學，也全數考獲入大學的分

數，其中 3 名考獲重本大學分數。   (重本大學取錄分數：理科 508 分，文科 514 分  

一本大學取錄分數：理科 402 分, 文科 417 分) 

在理科生中，考獲最高分數的是 614 分 (滿分是 750 分)，而文科生中，最高分數是 577

分。在單科成績中，包括重讀生在內 63 名同學，共有 29 位同學在英語科考獲 120 分或

以上，其中 7 位考獲 130 分以上，更有 1 位考獲 140 分以上 (滿分為 150 分)，英語科成

績非常突出。 

希望工程班的學生，得到各界愛心人仕捐助三年高中學費，终於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完

成進入大學的夢想，踏上脱貧的一大步，這種意義非常重大！  

第六屆希望工程班助學計畫已經展開，定於 8 月 27-28 日舉行開班典禮，歡迎各位愛心人

仕解囊捐款，並参加開班典禮，表達對學生的支持及鼓勵。有興趣者資助希望工程班

的朋友，請聯絡香港儲運慈善基金專線電話 9077 7232 或電郵 cf@culhk.org。 

第三屆希望工程班高考成績彪炳，第三屆希望工程班高考成績彪炳，第三屆希望工程班高考成績彪炳，98%98%98%可進入大學可進入大學可進入大學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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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考打氣探訪團為高考打氣探訪團為高考打氣探訪團   

第三屆希望工程班學生於 6 月參加全國高考。慈善基金於 5 月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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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非常踴

躍，共有 52 位人士參加。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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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第六屆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第六屆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   

報名及查詢專線   9077 7232 

     有關詳情，可瀏覽網址  http://www.hkcmcf.org/ 

助學計劃正式展開助學計劃正式展開助學計劃正式展開   

祈望各善心人士繼續支持 

此別具意義的助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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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希望工程班第六屆希望工程班第六屆希望工程班   

開班典禮及探訪學生開班典禮及探訪學生開班典禮及探訪學生   

20162016 年年 88 月月 2727--2828 日日  

  

  

  

  

第第六六屆「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已經正式開展，歡迎各位熱心人士支持此別具意屆「儲蓄互助社希望工程班」已經正式開展，歡迎各位熱心人士支持此別具意

義的助學計劃。新一屆同學將於義的助學計劃。新一屆同學將於 20162016 年年 99 月開展高中課程。慈善基金月開展高中課程。慈善基金將將舉辦第舉辦第六六

屆開班典禮探訪團，讓各位熱心人士直接與受助學生會面，了解近況。屆開班典禮探訪團，讓各位熱心人士直接與受助學生會面，了解近況。  

探訪團現正接受報名，有興趣參與人士可致電探訪團現正接受報名，有興趣參與人士可致電 2388 0177 2388 0177 或 或 whatsappwhatsapp  專線專線  

9077 72329077 7232。有關詳情，。有關詳情，歡迎歡迎瀏覽網址瀏覽網址 http://www.hkcmcf.org/   http://www.hkcmcf.org/   ((慈善基金/活慈善基金/活動)動)  

活動預告 活動預告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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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活動預告 活動預告    

香港儲運慈善籌款之夜香港儲運慈善籌款之夜香港儲運慈善籌款之夜   

提早購票優惠: 

7 月 15 日前，每訂購一張席券，附送現金抽獎券*2 張(等值$40)；每訂購一圍(即 12 張席

券)，附送現金抽獎券*50 張(等值$1,000)。 

7 月 15 日後，每訂購一張席券，附送現金抽獎券*1 張(等值$20)；每訂購一圍(即 12 張席

券)，附送現金抽獎券*20 張(等值$400)。  

(* 現金抽獎券每張價值 20 元，於籌款晚宴上作抽獎用途，總獎金高達 港幣 6,000 元。)  

當晚所有籌得款項，在減除必要開支外，全數撥作希望工程班計劃用途 

是次慈善籌款之夜，是個行善、美膳及娛樂的綜合活動，席劵費用只需每位 $650 、 每席 $7,800 ， 

既可參與慈善籌款，亦可享用晚宴及欣賞表演，更可參加抽獎，歡迎致電 2388 0177 或 whatsapp 

專線 9077 7232 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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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攝影充滿愛讓攝影充滿愛讓攝影充滿愛   

2016 年 4 - 6 月義務工作： 

201620162016年年年 444月月月 303030日日日   

「讓攝影充满愛」攝影義工隊為香港「讓攝影充满愛」攝影義工隊為香港「讓攝影充满愛」攝影義工隊為香港

儲蓄互助社協會的法律顧問司徒維新儲蓄互助社協會的法律顧問司徒維新儲蓄互助社協會的法律顧問司徒維新

律師行律師行律師行(SUN Lawyers) (SUN Lawyers) (SUN Lawyers) 進行拍攝造型進行拍攝造型進行拍攝造型

照服務。並獲該律師行捐助香港儲運照服務。並獲該律師行捐助香港儲運照服務。並獲該律師行捐助香港儲運

慈善基金。慈善基金。慈善基金。   

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粉嶺祥華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粉嶺祥華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粉嶺祥華

幼兒中心邀請，為非一般成長幼幼兒中心邀請，為非一般成長幼幼兒中心邀請，為非一般成長幼

兒提供畢業照拍攝服務。兒提供畢業照拍攝服務。兒提供畢業照拍攝服務。   

202020161616年年年 666月月月 666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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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樹仁大學 2015 - 2016 年度獎助學金頒獎典禮於 4 月 29 日假香港樹仁大學邵美珍堂舉行。 

曾繁杰同學和麥楚基同學參與 2015 - 16 年度「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平民金融獎學金」計劃取得

優異成績，每位同學獲頒發獎學金港幣伍千元及嘉許狀以示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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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仁大學獎學金及實習計劃樹仁大學獎學金及實習計劃樹仁大學獎學金及實習計劃   

2016 年將於 10 月 15 日 - 12 月 15 日繼續舉行實習計劃，感

謝去年協作的儲社包括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聖雲仙儲蓄互

助社、群力儲蓄互助社及儲光儲蓄互助社，祈望今年更多儲

社協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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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截至 6 月 30 日收支表 

   港幣   港幣 

 結餘(截至 31/12/2015)   939,108.42 

      

 收入  347,075.09 

 希望工程班的捐款 287,543.00  

 其他捐款收入 8,600.00  

 外匯兌換差異 (3,295.98)  

 存款利息 1,188.07  

 希望工程班探訪活動收入 53,040.00  

 支出  429,083.60 

 希望工程班學費 310,500.00  

 推廣及宣傳費用 —  

 希望工程班探訪活動開支 62,289.00  

 其他慈善活動開支 22,708.50  

 銀行費用 514.10  

 周年會議費用 2,384.00  

 辦事處費用 30,688.00  

     

 結餘(截至 30/6/2016)   857,099.91 

      

(註：收支表各項金額為截止現時的最新紀錄，若與當月財務報告有所差異，當以審核後的當月財務報告為準。)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香港儲運慈善基金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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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