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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成員周年會議 (2019) 

董事會報告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瞬間進入第八年，多謝各熱心人士、各義工及協會鼎力支持及提供支援。有

關2019年度服務和相關活動簡報如下︰ 
 
 

香港境內慈善活動 

(1) 讓攝影充滿愛 - 

服務目標是招募攝影愛好人士，除發展其攝影興趣外，更透過其攝影技巧和經驗，為有需要

人士或家庭提供攝影服務，發揚關愛精神，藉以促進和諧家庭關係。另會應個別機構邀請，

提供活動拍攝服務。 

 

2019年度登記義工19人，共提供義務拍攝服務15項，包括︰ 

 1月5日  —司徒維新律師事務所「造型照拍攝」 

 1月6日  —灣仔區議會「2019交通安全嘉年華」 

 3月29日 —柔靜太極拳研藝社「己亥年社員春節聯歡2019」 

 4月17日 —摩利臣山兒童發展中心「復活節開心親子運動日」 

 5月8日  —祥華幼兒中心畢業證書照 

 5月15日 —摩利臣山兒童發展中心畢業證書照 

 5月24日 —大學儲蓄互助社第十屆社員周年會議暨聚餐 

 5月25日 —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第33屆社員周年晚會 

 7月26日 —摩利臣山兒童發展中心「2019–2020畢業暨結業典禮」 

 8月3日  —祥華幼兒中心畢業典禮 

 8月10日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Sing歌善舞今晚夜」籌款晚會 

 8月14-16日 —龍川第一中學「第九屆希望工程班」家訪活動 

 8月31-9月1日 —龍川第一中學「第九屆希望工程班」開班典禮 

 9月15日 —群力儲蓄互助社第52屆社員周年會議暨晚宴 

 11月16日—新邵第一中學「第二屆希望工程班」開班典禮 

(附表-註1) 

 獲頒發義務工作嘉許狀 

2019年度協會再獲義務工作發展局頒發機構義工服務嘉許奬狀。 

 

 2019義拍服務： 

- 曾接受服務團體除社福機構外，其中 3 間為儲蓄互助社； 

- 部份機構透過捐款慈善基金，以答謝讓攝影充滿愛義拍服務，接受捐款共$15,000 

(附表-註 2)。 

(2) 樹仁大學奬學金及實習計劃  

 司庫梁廣發及董事郭家偉代表出席2019年4月24日之樹仁大學2018-2019年度奬助學金

頒奬禮；並代表頒發奬學金予兩名樹仁同學共港幣$10,000。將繼續與樹仁大學舉辦下

年度奬學金及實習計劃。 

 2019-20年度有兩位樹仁學生參與春季實習計劃，並就兩個專題「儲蓄互助社如何就青

年創業提供貸款支援」及「如何培育儲運青年加入及參與慈善工作」作研究及簡報，

探討儲運如何配合及協助年青一代，冀吸引更多年青人加入儲運工作；並協助慈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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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就歷屆「希望工程班」資料作統計及分析。 

(註：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實習計劃延至2020年3月16日進行。) 

 為進一步拓展本地服務範圍，將考慮設立本地專上教育奬學金；初步建議稱為「香港 

儲運慈善基金大學奬學金」，而就具體奬勵對象，選拔準則及奬勵金額等細節，仍需進 

一步討論。 

 

國內慈善活動 

(3) 希望工程班 

3.1 協作學校─ 河源龍川縣第一中學 (龍川一中) 

 希望工程班同學會於 2019年 2月 17日順利舉辦第五屆同學會理事會換屆活動。 

 希望工程班同學會發展漸趨成熟，2019年踏入第五屆。除配合慈善基金探校活動、開展義

教、義診外，並與“龍川大學生成長促進會”合辦多項環保教育活動，藉此爭取社會服務

經驗及提升希望工程班同學會知名度。 

 2019年 5月 18 – 19日為第六屆希望工程班舉辦“高考打氣會”探訪團活動，除勉勵同學

用功外，亦介紹同學會組織及服務，鼓勵應屆畢業同學積極參與，招募骨幹成員。 

 2019年 6月 29–30 日為第二屆希望工程班畢業同學舉辦 “大學畢業了‧重聚川中” 活動，

讓贊助人及大學畢業同學再次聚首母校，並與眾學弟學妹一起分享了大學生活的點滴，與

及應付高考壓力的一些心得，彼此歡聚一堂。 

 去年校方組織應屆(第六屆)高三畢業同學進行家訪申請入讀第九屆希望工程班的學生，了

解家庭背景及申請資料是否正確。聯絡小組於 2019 年 8 月 16 日跟校方一同篩選出 60 位

貧困而品學兼優學生加入希望工程班。 

 第九屆川中希望工程班亦於 2019 年 9 月 1 日順利舉行開班典禮。董事曾慶華先生代表頒

發“招蕙蘭勵志奬學金”予三名本年度得奬學生(高一及高二各￥1,000，高三為￥2,000)，

以及“阮瑞榮梅慕貞伉儷勵志奬學金”予二名高三學生(共￥3,000)。 

 聯絡小組於 11月 21 - 22日向第九屆希望工程班介紹儲蓄互助社及闡釋開辦希望工程班目 

的，並為學生拍攝個人照。 

 龍川一中校園的 "希望之源" 第九屆希工班園區，亦於開班典禮後舉行植樹及揭幕儀式，

藉以紀念香港儲運慈善基金第九屆希望工程班的順利開展。 

 川中現時已籌辦第十屆希望工程班，將會邀請已畢業同學協助向申請學生進行家訪，確保

申請者符合資格。至目前止，已知有 3位贊助人有積極贊助學生的意向。 

 

3.2 協作學校─ 邵陽新邵縣第一中學 (新邵一中)  

 2019 年 4 月 19-20 日聯絡小組再次探訪湖南省邵陽市新邵縣第一中學(新邵一中)，會見當

地教育局及有關部門的代表，落實開辦第二屆希望工程班，維持贊助不少於 30位學生。 

 新邵一中第二屆希望工程班於 2019年 11月 16日舉行開班典禮，同時為學生拍攝個人照，

並向同學們介紹儲蓄互助社與儲運慈善基金工作。本年度邵中希工班共有 34名同學。 

 目前聯絡小組正與校方商討開辦 2020年第三屆新邵一中希望工程班的安排。 

 
  

籌款活動 

(4) 2019年籌款晚會 

 2019年8月10日假座九龍灣宏天廣場百樂金宴舉辦以「Sing歌善舞今晚夜」為主題的籌款晚 

 會，活動包括嘉賓名曲義唱、美酒義賣、慈善奬劵大抽奬等。是次活動共有214人參與，扣 

 除開支，籌得款項約$140,000。 
 

其 他 

(5)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通訊 

分別於2019年1月、4月、7月及10月發放，讓助學人士和儲社更了解慈善基金近況和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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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珠海策劃工作坊 

本年度董事會分別於3月23-24日及12月7-8日在珠海舉行策劃工作坊，藉以檢討慈善基金工

作、規劃未來活動與及檢視整體策略和方向。 

 

(7) 新增董事會成員 

因實際需要及促進發展，依據相關的慈善基金條款，董事會提議增加一名董事；其後獲基金

成員批准及委任陳施慧女士 (Ms. Chan Sze Wai Cicely) 加入成為董事會董事，任期由 2019

年6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董事會總人數增至11人。 

 

(8) 董事會於2019年5月24日以書面向成員會議建議修改「香港儲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章程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Chapter 32, Special Resolution) ，內容如下：  

 

‧ADD:      

[Article 4(c)  The Directors shall be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upon the signing of a consent 

form as prescrib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EXISTING:   

[Article 4(c)  be renumbered as 4(d).]; 

 

‧ADD:      

[Article 5(g) where the membership was acquired by the member by virtue of his capacity as a     

 Director of the Association, upon the cessation of his such directorship.]. 

 

(9) 協會修改章程 - 關於香港儲運慈善基金部份 

協會獲註冊官於2019年9月4日以書面回覆批准協會章程修改如下： 

i) 廢除 

  “第十二章 –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 

  71. 協會得設立一項基金，名為「香港儲運慈善基金」，目的是通過資助及撥款服務， 

以支持及推動內地和本港的教育發展事業、幫助經濟困難的學生完成學業及支付有關 

營運的開支和費用。 

  72. 協會董事會須依據本章程第71條的規定予以運用「香港儲運慈善基金」。 

  73. 協會可將任何本地或海外人士、儲蓄互助社或其他機構團體的捐款注入「香港儲運慈 

善基金」內。任何來自存放或以該基金投資所賺取的收入，均應保留於該基金內。 

    74. 協會須將「香港儲運慈善基金」的一切財務交易與協會經常性收支帳目分開處理。所 

有該基金內的所有款項均須存放於香港持牌銀行戶口內。 

    75.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可隨時遵照董事會的決定用作審慎投資。” 

 

ii) 代以  

  “第十二章 –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71. 協會於二O一O年九月二十二日成立「香港儲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目的透過慈善 

活動的渠道，履行社會責任的工作，並以推廣「自助、互助」及義務工作的精神為本， 

致力扶助弱勢社群，擺脫貧窮，其中「興教辦學」是主要抱負。 

72. 協會董事有資格成為「香港儲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成員；其成員資格應隨協會董事 

    之任期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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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希望工程班創新培育基金」 

2019年度獲贊助人捐款港幣十萬元成立「希望工程班創新培育基金」；初步建議此項目於內

地推行，主旨為鼓勵希望工程班畢業同學作創業嘗試，對評審合格的計劃予以資助，支持同

學把新概念的服務或新設計的產品投向社會，為社會作出貢獻、回饋及發揮自助互助精神。 

 

(11) 「社企」構思 

董事會得悉「易達行旅行社」公司牌照將於2020年4月到期，亦了解現持牌人不會繼續業務；

在符合發展基金會務方針前提下，董事會正考慮承接而延伸為儲社及其他團體機構等提供有

關旅遊業方面的服務；當中仍有頗多經濟及營運安排需要考慮，目前仍在商討過程中。 

 

(12) 發放臨時額外津貼予辦事處員工 

慈善基金即將踏入十週年，活動更趨多樣化，預期辦事處工作量將有所增加，經與協會討 

論後，決定每月發放臨時額外津貼共HK$1,600元予辦事處兩位全職員工，為期兩年(24個 

月)，生效日期為2019年9月1日，期滿再作檢討。 

 
 

未來展望 

(13) 展望未來發展 

 希望工程班經過九屆助學計劃後，已累積更成熟的運作經驗，地域服務更已成功開展至

湖南省。未來希望工程班仍以在國內發展為大方向，繼續於廣東及湖南兩省開展希望工

程班計劃。 

 希望工程班同學會在過去一年發展更趨活躍，同學參與活動更為積極。隨著大學畢業同

學人數日多，而區域小組形式有助同學們緊密連繫及開展不同的社區志願服務；目前已

包括深圳、東莞、廣州、惠州、梅汕、中山、珠海、江門、河龍及省外等。慈善基金將

審慎予以財務支持，引領同學逐步回饋社會。 

 優化樹仁大學奬學金及實習計劃，希望吸引更多香港的年青人，了解儲蓄互助社的運

作，及參與義務工作，實踐社會責任，貫徹和承傳儲運 "自助互助" 精神和信念。 

 改善「讓攝影充滿愛」義工團的組織架構，更有系統地招募義工，推廣義工服務精神； 

繼續為有需要社福機構和儲蓄互助社提供義務拍攝，亦歡迎接受服務人士及團體透過捐

款支持慈善基金。 

 2020年儲運慈善基金踏入成立十週年，正著手籌辦「十週年巡迴演唱會」，地點包括香 

 港、河源龍川及湖南新邵；演出者屬意包括職業及慈善歌、樂手。 

 自2019年下半年起，受持續的香港社會運動及年底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

雖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慈善基金的工作進度與計劃，惟董事會仍將繼續以審慎、樂觀和積

極的態度面對挑戰。 

 

感謝所有董事及委員在過往一年的努力，以及各贊助人士、儲社及友好機構的贊助及支持！ 

 

 

董事會主席 

葉偉光 

202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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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附件) 

 

(附表-註1) 

 日  期 主 辦 機 構 活動名稱  (提供義拍服務) 

1 1月5日 司徒維新律師事務所 「造型照拍攝」 

2 1月6日 灣仔區議會 「2019交通安全嘉年華」 

3 3月29日 柔靜太極拳研藝社 「己亥年社員春節聯歡2019」 

4 4月17日 摩利臣山兒童發展中心 「復活節開心親子運動日」 

5 5月8日 祥華幼兒中心 畢業證書照 

6 5月15日 摩利臣山兒童發展中心 畢業證書照 

7 5月24日 大學儲蓄互助社 第十屆社員周年會議暨聚餐 

8 5月25日 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第33屆社員周年晚會 

9 7月26日 摩利臣山兒童發展中心 「2019–2020畢業暨結業典禮」 

10 8月3日 祥華幼兒中心  畢業典禮 

11 8月10日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 「Sing歌善舞今晚夜」籌款晚會 

12 8月14-16日 龍川第一中學 「第九屆希望工程班」家訪活動 

13 8月31日-9月1日 龍川第一中學 「第九屆希望工程班」開班典禮 

14 9月15日 群力儲蓄互助社  第 52屆社員周年會議暨晚宴 

15 11月16日 新邵第一中學 「第二屆希望工程班」開班典禮 

    

 

 

(附表-註2) 

 日  期 機構 /活動 捐款收入(HK$) 

1 1月5日 司徒維新律師事務所「造型照拍攝」 $10,000 

2 3月29日 柔靜太極拳研藝社「春節聯歡2019」 $1,000 

3 6月28日 
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第33

屆社員周年晚會」 
$4,000 

  總額 $1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