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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The 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in Mainland Scheme Committee 

 

           

今年是荃灣官立工業中學建校第五十周年 (註：學校已於 1994 年停辦)，荃工校友會於 12 月 4 日舉行了慶祝活動，在學校

原址（城門道 7 號）筵開「盆菜」五十四席，參加者逾五百人，包括校長、老師、舊生和他們的親友，場面熱鬧壯觀，氣

氛融洽，誠一盛事。為了紀念這個具意義的日子，校友會出版了厚 1.7 公分 (256 頁) 的特刊，名為『五十載荃工情』，內容

豐富，圖文並茂；期望校友們能細心欣賞和把它存作紀念。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我們在特刊的書背內頁登了如下的一封信： 

 

 

尊敬的讀者們： 

2004 年，荃工校友會在成立典禮的晚會上籌得 37.76 萬港元，令「內地助學計劃」 HELP THE UNDERPRIVELEGED 

CHILDREN IN MAINLAND SCHEME (HUCMS) 這概念得以付諸實行。 

HUCMS 沒有可以生息的基金，也沒有固定收入，經費全靠募捐得來；因此，我們的籌款工程是持久性的。該周年

大會之後，籌款工作並沒停下來。一方面繼續向人勸捐以增强我們的財力，另一方面努力做好我們的工作。因為我

們堅信，只有務實和出色的工作表現，才能說服善長仁翁繼續支持 HUCMS，助學計劃才可以推行下去。 

適逢荃工校友會為慶祝創校五十周年而出版《五十載荃工情》特刊，與每一位荃工校友打招呼。我們把握機會，借

該書的一角，簡介一下 HUCMS 在過去七年的主要工作，在越來越多善長的支持下，所作的努力和收成的果實。 

修建學校 

先後斥資港幣 394,400 元，資助了三所山區小學的修建計劃，包括廣東懷集縣的新寧小學和聯豐小學、廣西藤縣的

大湴小學，使更多山區兒童可以在安全和較理想的環境下上課。(註：另兩個學校修建項目正在進行中) 

資助貧苦學童 

自 04 年至今，一共撥款港幣 1,617,900 元，為一千多名家境困難的中、小學童提供學費支援。為確保資源不被

濫用，我們嚴格審核每一個申請個案，兼把學費直接交到有關學校簽收，絕不假手於人，避免有人混水摸魚。 

物質支援  

先後撥款港幣 23,153 元，向多間山區中、小學校提供與教學有關的物質支援，包括為課室更新殘破的黑板、加

裝風扇、加裝光管、改善操場設施、提供教學用品、為圖書館添書、捐贈電子琴和鋼琴等。 

施比受更有褔。香港人是幸福的一群，讓我們從我們的幸福裡撥出一點點，與有需要的人分享。這一點點，加上一

份愛心，已足夠令很多在‧饑寒中的同胞得到溫飽，苦難中的得到慰藉，無助的得到希望。假若你有心，但忙於工作，

未暇親身參與 HUCMS 的義工行動，我們樂意為你代勞。捐款多多益善，少少無拘；你們多捐，我們多做，我們不

會怕辛苦。以下是我們的承諾 ： 

 

荃工校友會「內地助學計劃」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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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願 荃工老人 

退休之後無所事事，迷上了打高爾夫；在球場上結識了一班“球痴”，我們每周「球敍」，打遍了廣東省內的球場，因此時

會組隊到別的地方見識不同的球場。國內的北京、天津、上海、武漢、海南、桂林、瀋陽、大連、烟台、威海，海外的美國、

加拿大、德國、泰國都到過，可以說無遠弗屆。月前去了成都，順道到曾經飽受地震蹂躪的映秀憑吊一下，看看災後的情況。

印象中，於該次地震至震撼是當地一所中學的教學樓和學生宿舍因地震而倒塌，奪去了上百人的寶貴生命。 

唯一通往映秀的公路曾經被泥石流堵塞和摧毁，現已恢復通車，只是不少路面復修工程尚在進行中；路上所見，倒塌了的房

舍依然隨處可見；田野間還是東一堆、西一堆的亂石，但為了生計，大部分農耕已經恢復，大地已再現生機。 

進了映秀鎮，舉目盡皆新建的樓房；換言之，原有的大都已經被毀。滿載遊客的車輛：大巴、小巴、私家車魚貫進入收費的

停車空地；路上遊人如潮，忙於兜客的導遊員和賣紀念品的小販在人叢中穿插；愛照相的遊人不停叫人讓開。到處熙熙攘攘，

人聲鼎沸，好不熱鬧，儼然置身繁華鬧市中，教人忘了不久之前此地發生過悽慘的天災。 

望過去塌校的遺址，除了幾座東歪西倒卻未完全塌下的多層建築，還有那新豎立的巨石紀念碑 (高度和闊度總有十米八米)，

上面刻着的文字，除了記載地震發生的日期、時間和死傷人數，主要是給國家領導及有關單位的救災和災後重建工作歌功頌

德；隻字未提導致悲劇發生的主要因由 (明顯是"豆腐渣工程"所致)，這叫"隱惡揚善"。當局在災場前面蓋了一座地震紀念館，

裡面除了象徵式展出一些紀錄圖片和統計數字，可謂乏善足陳；至熱鬧莫如賣紀念品的櫃位和洗手間了。為了方便管理，當

局用鐵枝圍欄把塌校的遺址包圍起來；但莫明其妙，他們並沒禁止進場的人接近那些危險建築，防止意外發生。 

一堵堵斷裂了的磚牆仍然倚傍着嚴重傾側的樁柱，搖搖欲墜；彎曲或折斷了的廢柱殘陣縱橫穿插，險象橫生；堆積如山的頹

垣斷壁、被墜下來的樓板壓住的床鋪被蓆和傢俬雜物、散滿一地的行李和書籍，告訴我們什麼叫滿目蒼夷；我腦海頓時浮現

出地震發生時，樓房裡的人如何倉惶逃生的情景，多少人走避不及而慘遭活埋，還隱約聽見呼兒喚娘的淒厲叫聲。 

看到那豆腐渣工程的證據，我不禁問：今趟地震，假若建屋的質量高一點，傷亡總可以減低，甚至完全避過。雖然天災難敵，

人禍是否可免？當局在重建災區之餘，刻意將這觸目驚心的災場保留原封不動，用意會否是提醒世人以此為鑒？只是眼前的

人羣當中，不少似乎只抱着觀光的心態而來，有幾個會認真的思考這問題？我參觀過分別位於德國慕尼克和波蘭華沙的納粹

集中營 (二次大戰時希魔用來禁錮和毒殺猶太人的設施)，來參觀的人，置身那陰深的遺址和望見死者們的遺物，都會觸景

神傷；在那哀傷肅穆的氛圍底下，都會心情凝重；反觀到映秀村參觀災場的人，不少在忙着拍照留念，購紀念品，嘗土家菜，

情緒高漲，截然是兩碼子的事。同為靈性動物，同是血肉之軀，兩地的人，面對類同的人間慘事，何以感受有此不同？ 

人類不單要具備謀生技能，也要講求品德、思想、靈性的修養；人人有謙卑和憐憫的心，懂得尊重別人和愛護萬物，家庭才

會有温暖和幸福，社會才會出現和諧和歡樂，世界才會達致和平。我們期望透過灌輸良好的教育，栽培出有學識和有教養的

下一代，讓人人懂得愛護自己，關心別人，珍惜萬物；為個人建立温暖和幸福的家，為社會建立公義和創造和諧，為世界帶

來永久和平。我們雖然渺小，但仍可出一分力，讓更多同胞得到良好的教育，讓國家更加富强，讓中華民族復興為萬民尊重

的禮義之邦，這是個宏願。路途雖遠，我們向前走着，終有一天可以達成這宏願。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學生寄來的信 

敬爱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好！ 

好一段日子没给你们写信了，很想你们呢！时间过得真快，圣诞节快到了。想起你们到怀集二中跟我们一起庆祝圣诞，想起圣诞老人

叔叔逗我们欢笑，想起和同学们一起观看《当幸福来敲门》，心中总会泛起莫名的亲切感和幸福感！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度过了三年既紧张又充满欢乐的高中生活。感谢你们的殷切关怀、教导和激励，感谢你们给我

们带来的笑声和欢乐。我仍然在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习，虽然吃力，但我会努力把它学好。在大学生活已经大半个学期了，记

得刚进來的时候，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新奇！相对於高中，大学生活比较自由，我要学習怎去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在学习和生活上要有

较高的自我处理和自我控制能力，遇上問題懂得去思考、分析和解决。在大学里，我参加了一些校园组织活动，从中学到了许多知識，

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也获得了许多歡乐。临近學期末，我会好好地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把书念好；在自然中生活，在生活中学习，在

学习中成长，在成长中感恩。我们是幸福的一群！谢谢你们的关爱和帮助！衷心祝願你们：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你们最近

忙吗？无论如何，希望你们保重。愿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欢乐常伴！我向你们致敬！ 

 怀集二中毕业生 梁雪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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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   周嘉德 1975 

回想到 2004 年 6 月 4 日第一次踏足廣東省懷集縣的山區學校，至今記憶猶新。印象最深的莫如懷集一中的一個當時是高二

的女學生，她個子小小、胖胖的、活潑主動地用流利的廣東話及英語和我交談；她就是李少霞(Mary)。Mary 曾以文章「朝

花夕拾」和英文翻譯歌詞「真的愛你」等出現於以前的助學資

訊(本刊)內，相信讀者還記得她吧！ 

於珠海中山大學畢業後，Mary 在資助她大學學費的「林太」內

地的公司工作了一段時間，工作期間認識了一個客戶，因賞識

她的工作能力而以高薪聘請了她，到澳門工作。今年九月，Mary

告訴我她已把大學的貸款還清了，正打算將林太的資助也清還。

我心裡一面暗讚這個乖巧和懂得報恩的女孩，另一方面即時念

頭一轉，想「騎劫」這筆款項。 

林太的資助是已出之物，她是有心人，施恩莫望報；而 Mary

要回饋的一番心事，也不能令她失望。為尊重她們，最好的辦

法是把這筆錢捐助給「內地助學計劃」，繼續資助其他學生，令計劃可持續地發展。於是，我分別與林太及 Mary 商量，幸

得她們同意我的建議。由於 Mary 家中還有幾個弟妹在學，她照顧家庭還很吃力，所以我建議她將部分資助捐出。因此，她

願意捐出港幣三千元。剛好，我在十月頭到澳門去看「水舞間」表演時，與 Mary 短聚了片刻，把捐款弄到手了。看見她現

在亭亭玉立，脫去了那少女的崩跳，事業正在發芽，心裡亦感安慰，只可惜的是，她剛失戀了．．．．！ 

Mary 真心自願的回饋，正正就是當年「內地助學計劃」為大學生尋找資助的目標，希望受助人能於日後反哺其學弟學妹，

讓計劃延續下去；我們做到了！我相信現在開始是收成期，陸續還會有其他回饋者出現的！筆者很希望今年聖誕節的探訪能

向受助學生們帶出這個訊息，可以嗎？ 

 

「荃情健步助學行」丘蕙霞 

2009 年，HUCMS 成功地為籌募經費舉辦了「荃情健步助學行」，自此，它變成了我們每年的常規項目。今年的健步行已於

11 月 20 日舉行，地點依然是城門水塘，共 24 人參加。雖然人數較去年畧少，依然籌得善款 52,210 港元，還在多個項目

破了大會紀錄，包括個人籌款最多獎 – 得獎是譚雪芳(共籌得 HK$8,200)；家庭籌款最多獎 – 得獎是楊燕君一家(共籌得 

HK16,000 )和隊伍籌款最多獎 – 領隊是張國英(共籌得 HK10,450)，成績叫人滿意。 

前兩天還是寒風細雨，令人擔心受天氣影响；今朝起來，竟然天清氣朗，是老天爺的眷顧。我和其他工作人員一早到達起步

點，站在那裡迎接一張張熟悉和親切的笑臉，忙不迭送上那頂印上健步行標誌的橙色太陽帽，還有由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

司贊助的蒸餾水。起步前先來張大合照，跟著，校友會主席范英明一聲號令，大夥兒齊齊開展健步。我們走的依然是引水道

旁的綠蔭堤徑，但改了走另一方向，欣賞那邊的風光。清晨的城門水塘，和風拂臉，陽光穿過婆娑的樹葉灑下來；流水淙淙，

蟲聲唧唧，令人心曠神怡。雖然有老有幼，但人人精神奕奕，步履輕快，不足兩個半小時已經行畢全程。行善之餘，還享受

了一個輕鬆愉快的星期天上午。日子過得很快，希望明年的助學行有你出現！ 

 

2011/2012 年度學費資助申請 

9 月 23 日至 25 日，HUCMS 的一個八人代表團，由主席陳捷偉率領，再度出訪廣東的懷集縣和廣西的藤縣；此行的目的，

主要是會晤申請資助的學生，評核他們的申請資格。代表團先後到了懷集二中和藤縣中學，會見了 71 名申請者，經過小心

審視申請人申報的資料，聆聽他們自述家境和求學心態，觀察他們回答問題時的反應和表現，歸納各項得分，結果批出 68

個全費和 3 個半費資助名額。條件所限，主要是人手和時間，我們只能抽樣到申請人的居所去了解他們的家境和實際生活

條件。可喜是我們很少遇到虛報的情況。HUCMS 在 2011/2012 年度為山區貧困高中生提供的學費資助名額，包括上述的

新增個案，合共 166 宗，總支出為人民幣 321, 15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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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修建計劃 

經過多番協商，我們於本年 10 月跟有關方面（包括教育局和受資助學校）正式簽定了協議書，落實以下兩項資助計劃： 

(1) HUCMS 撥款人民幣 280,000 元（工程總開支的半數），資助廣西省藤縣的同心鎮修建小學一所，項目包括興建樓面面

積 455 平方米的新教學樓一座、翻新現有的舊教學樓、築新廁所平房一間、築學校大門連 50 米長的圍牆、建籃球場、

平整校園空地等，落成之後將重新命名為「荃工校友會大梳小學」。 

(2) 為紀念已故張震東老師而成立的『張震東老師慈善基金』，至目前為止，共集得善款港幣 143,427 元。感謝師母慷慨將

款項全數贈與 HUCMS，用作資助廣西省藤縣的藤州鎮民生小學復修計劃。項目包括興建樓面面積 455 平方米的新教

學樓一座、築新廁所平房一間、築學校大門連 270 米長的圍牆、建籃球場、平整校園空地等，落成之後將重新命名為

「荃工校友會張震東民生小學」。預計工程費用為人民幣 662,000 元，HUCMS 將按照慣例，資助半數，即人民幣 331,000

元；換言之，扣去張震東老師慈善基金的捐贈，HUCMS 將為此計劃撥款人民幣 187,573 元。 

 

 

 

收入 (HK$)  支出  (HK$)  結存 (HK$) 

承上結餘 

捐款 

 

 

合計: 

470,110 

612,549 

 

 

1,082,659 

 學費贊助 

民生及大梳小學建校撥款 

大湴小學建校撥款 

203,699 

244,499 

64,050 

 

512,248 

 賬面 

11 至 12 年度學費資助撥備 

12 至 13 年度學費資助撥備 

13 至 14 年度學費資助撥備 

尚欠 

570,411 

196,303 

276,200 

146,698 

(48,790) 

 

 

 

善長芳名 

陳超兒 

陳伯祥 

陳淑婷 

陳夢霞 

陳筠華 

陳寳儀 

陳慶楠 

張越華 

款額($) 

1,000 

10,000 

3,000 

2,000 

30,000 

200 

500 

5,000 

 蔡權堃 

鍾贊強 

馮偉興 

郭文光 

林金勝 

梁上鳴 

Ma Siu Tao 

Mary Li 

沈朝輝 

20,000 

1,000 

20,000 

2,000 

300 

200 

3,000 

3,000 

1,000 

 Tong Kin Fai 

Tse Sau Ching 

徐玉榴 

温鉅文 

黃炳南 

甄月華 

楊正元 

袁雲亭 

穏名仕(一) 

1,000 

2,000 

1,000 

500 

300 

200 

1,000 

50,000 

10,346 

 穏名仕(二) 

穏名仕(三) 

一位退休老師 

有定堂慈善基金 

Alpha Best Ind. Ltd. 

*張震東慈善基金 

*20 Dec 11 步行籌款 

HUCMS 會議茶點餘款 

600 

100 

80,000 

120,000 

50,000 

140,623 

52,210 

470 

編幅所限，透過以下方式贊助「內地助學計劃」之善長名單，恕不在此公報 :  

(一) 贊助張震東老師之「浮光掠影」攝影集， (二) 支持張震東慈善基金之捐款及 (三) 支持「荃情健步助學行之捐款 

 
- - - - - - - - - - - - - - 請沿此線撕下， 放入信封， 寄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244-252 號東協商業大厦 5 樓 「荃工校友會」收，或傳真 3011 9841 丘蕙霞司庫  - - - - - - -  

捐款回條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女士) 現通過以下 √ 的方式捐款，贊助香港荃灣官立工業中學校友會之

「內地助學計劃」。 請將收據郵寄 : (收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 

□ 隨此字條附上已劃線之銀行支票 /  (請註貨幣名稱)                元正 

□ 已經將現金                港元存入恆生銀行賬户編號 209-9-012037 去，現附上有關存款單 

註 : (1) 請切勿郵寄現金  (2) 支票 / 匯票抬頭請寫「荃灣官立工業中學校友會 (助學計劃)」 

新近捐款者名單  （期間：由 2011 年 5 月 24 日 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 

最新賬目公布 （由 2011 年 5 月 24 日 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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