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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離貧困的機會… 

      由上學開始！ 

 

請支持「棟樑計劃」 
幫助農村兒童上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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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樑計劃  
 
 香港藝人高爾夫協會福幼黃尹小學落成典禮

 
 
 
 
 
 
 
 
 
 
 
 
 
 

藝商會會長黎瑞恩代表藝高會

頒授捐款致謝

黎會長和會寧縣領導共同揭碑

  
2010 年 9 月 7 日至 9 日，香港藝人高爾

夫協會﹝藝高會﹞黎瑞恩會長一行 5 人在

本會國內職員劉延平的陪同下，專程前往

甘肅省會寧縣老君鄉出席“棟樑計劃＂資

助專案—“香港藝人高爾夫協會福幼黃尹

小學＂落成典禮。 

老君坡鄉黃尹小學創建於 1956 年，校舍

全是土木結構，加上受到“5·12＂地震影

響成為危房。 

2009 年，藝高會捐款人民幣 17.6 萬元與

當地政府共同重建了黃尹小學。及後，藝

高會再捐出人民幣 2 萬多元添置課桌、椅

子、籃球架、排球架、羽毛球架等體育器

材，更為全體學生添置了書包，使學校的

辦學條件得到徹底改善。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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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典禮當天，藝高會一行為學生們

準備了約人民幣 1 萬元的各種文具和

，並特意送上每人一塊香噴噴的月

看到學生們吃得津津有味，黎會長

更開心，並計劃為每個學生贈送一

衣。 

典禮簡短而隆重，會寧縣領導、老

領導、黃尹小學校長、學生代表、

長和福幼職員先後發言及一起進行

，黎會長和會寧縣領導共同為學校

正式揭碑，這份血濃於水的精神，

了國內貧困地區兒童成長和教育。

的種子深深埋在廣大學童的心裏，

結出豐碩的果實。典禮上，會寧縣

並向藝高會代表黎會長贈送錦旗，

表示感謝。 
 
 
 
 

香港藝人高爾夫協會福
幼黃尹小學落成典禮

(左圖)
藝高會捐資課桌及書包

(上圖) 
藝高會一行為學童選購

文具及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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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青年民族學習交流營 2010

由中華青年進步協會主辦，福幼基金會協辦之「中華青年民族學習交流

成。上期福幼通訊已刊登了其中兩位團員的感想。從那些分享中，也能

忘的回憶，亦是一個難得的人生經驗。 
 
以下繼續分享其餘三位團員的感想及一些相片，與大家分享點滴及所見

 
 
 

 
 

      
 

 
 
 
 
 
 
 
 

 
 
 
 
 
 
 
 
 

 
 
 
 
 
 
 
 

 
 
 
 
 
 
 
 

    中華青年民族學習交流營 20

不知不覺，十二天的旅程就此結

岸四地的青年聚在一起生活十二天，

來不易，背後有一班人默默為我們準

的禮物。同時我亦感謝這十二天裡，

一位團員，感謝你們為我這一份珍貴

在這個交流團，很多事情都令我

愧。因為台灣，澳門和雲南的團員都

港的我們卻甚麼也沒有準備，令我覺

『我們眼中的澳門 2010』活動中，

門，但是跟著澳門的團員參觀，看到

到了賭場以外的另一面。 

而台灣的團員，雖然他們和我們

全部都經過充足的準備，在十二天的

次的表演都深深震撼我，值得一提的

晚上，他們就沒有安樂的茶飯可以吃

的付出。而他們的表演及所穿的服裝

過自己的民族有甚麼樣的習俗和特色

們只能夠見識和學習他們的民族文化

希望有機會讓我們好好準備後，再向

至於雲南的團員，他們每一個都

們每一個人都感到很累，很想休息，

招待。來到雲南的第一頓晚餐，其實

員只在為我們介紹每一道菜，不停夾

無微不至。他們越是熱情，反而令我

給他們甚麼呢？ 

另外，在第八日的行程中，也有

到一個雲南中學生的家庭探訪，當天

各人都忙得不可開交，為答謝該家庭

我們特意在臨走前，為他唱了一首生

行動不便，但他堅持跟我們逐一握手

見這一幕，我也感動得流下眼淚。其

能是他一生難忘的回憶。事實上，幫

人方便，世界上一定會有更多人得到

少少東西，令更多人得到快樂。 

  這交流營給予我的體驗真是不少

先入為主地否定少數民族的一切，覺

但現在我想要的是，希望可以更深入

服裝。日後，當然希望自己再有機會

的文化和接觸其他民族，更希望可以

香港代表團一眾團員 

 團員陳松清與少數民族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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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2010」於 2010 年 7 月 23 日至 8 月 2 日順利完

體會到今次 12 天的交流營所帶給他們很多歡樂難

所聞。 

 

 

10 感想           陳松清 (香港城市理工大學) 

束了，心中真捨不得每一位團員。能夠把來自兩

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我知道這十二天的旅程得

備這一切，感謝他們為我們送上這一份終生受益

陪伴著我遊覽、玩遊戲和分享他們民族文化的每

的禮物添上更多色彩。 

非常難忘，但是，在十二天旅程中，總會感到慚

經過悉心的準備才來到這交流團，相反，來自香

得自己好像沒有完全參與其中。澳門的團員在

為我們安排了豐富的節目，雖然，我曾經去過澳

的是不一樣的澳門，更能緊貼澳門人的生活，看

一樣都是以客人的身份參觀澳門和雲南，但他們

旅程中，經常為我們表演他們的民族舞蹈，每一

是他們的表演時間總在晚餐進行，只要有表演的

，換來的只有汗水，在這裡真的要好好感謝他們

更會令我反思，自己身為漢人，為甚麼從來沒想

呢？我們有自己的民族舞蹈和服裝嗎？這次，我

，卻沒有分享我們的民族文化予他們，但未來，

他們分享我們漢族的文化。 

很熱情，我還記得當我們由澳門過去雲南後，我

但雲南的團員卻不怕累，馬上把我們視作客人般

每一個人都已經很餓，都在不停吃，但雲南的團

菜給我們，又問我們有甚麼需要，把我們照顧得

越慚愧，在十二天裡我常常在想，到底自己可以

一件事令我印象深刻。那一天，我們有幸被安排

正好是那男孩的爺爺九十歲生日的前一天，家中

的熱情款待和希望為這九十歲的爺爺送上祝福，

日歌，當我們把歌唱完，爺爺哭了出來，雖然他

致謝，直到他的家人一再要求，才肯坐下來，看

實，我們付出的只是幾分鐘，但爺爺得到的很可

助別人亦是同一道理，只要我們付出少少或者予

快樂。所以在未來，我希望自己能夠不停付出這

。現在我對少數民族的文化完全改觀，以往我會

得這些傳統音樂、舞蹈和服裝很悶，不夠時髦，

地了解少數民族，接觸更多他們的音樂、舞蹈和

參加這一個交流營，讓我有機會體驗另一個地方

展現我們漢族的文化。 

http://www.cfcf.org.hk/big5/program/programdplan.html#C


中華青年民族學習交流營 2010 感想           劉偉堅 (香港中文大學) 

  八月一日，離這“中華青年民族習學交流營２０１０＂還有一天就結束了，非常

不捨得雲南、澳門、台灣的同學，也不捨得雲南這風光如畫，無憂無慮的生活。回到

香港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本想著這個團可以交到很多其他朋友，還有澳門、雲南民族的歷史，風土人情

等。原來這交流團沒那麼簡單，我們都在互相影響(包括領導和團員間、團員和團員

間)。第一天，澳門團員迎接我們時，他們的熱情已叫我非常驚訝。然後再認識了台

灣(男生都很健壯哦！)和雲南的團員。雖然和其他團員都很陌生，但我們雙方都不其

然的打招呼。這熱情的相處讓我對未來的十一天有很大的期待。 

  經過幾天的參觀、拍照和“我們眼中的澳門＂報告會，我們對團員(特別是我們 E
組組員)有了更深刻的認識，熟絡起來，一起玩就更加有趣了。大三巴，手信街，利

記，大炮台，博物館，媽閣廟，澳門的名勝我做都去了。我們還去了一個意想不到的

地方──組員曉嵐的家。在介紹食物，各名勝的歷史，特點時，我看得出澳門的幾個

團員先前做了很多的資料搜集和預備。特別的是在組員家吃飯的那一幕，曉嵐的婆

婆，媽媽和小羅(組長)的媽都為我們預備了很多地道菜式，大飽口福。說到這還真是

不好意思，澳門團員盡心地給我們歡樂，做我們的導遊，而他們一直擔心我們會不會

走得太累，對景點不感興趣。坦白說，澳門之旅的導遊(澳門團員)真是非常捧。整個

澳門行程，我感受最深刻的是為“我們眼中的澳門＂報告會作預備。最辛苦的三個小

時，因為電腦技術問題，一直在找方法解決，但我們想做的影片，報告效果還是做不

出來，真的有點沮喪。不過，經過患難的才會令友誼更穩固，一起嘆氣，一起歡笑， 
這團結氣氛還真令人回味。最後，我們沒有得到獎品，但有周建國老師最後的點名稱

讚，總算得到一點安慰。 

  到了雲南，開始累了，因為之前每天晚上都在別人房間玩得樂而忘返..最後一

夜，更發現原來晚上的晚間也不比早上排得密密麻麻的節目沉悶，反而晚上相聚時間

大家玩得更高興。在雲南民族村和香格里拉飯店的晚宴，大家都載歌載舞的，玩得特

別開心，回到香港就很難有機會再於這樣的一大群人跳舞，“交流營的掌聲＂也不知

甚麼時候才派上場了。(只有自己一個很奇怪的嘛！！) 捨不得雲南的風光和天氣，更

載歌載舞的晚宴 
 

劉偉堅與各地團員熱情的相處 

澳門之旅其中一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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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捨不得雲南的人。他們都很真心對待我們，把我們都看成客人。我深信雲南的人都

很平易近人，熱情好客，因為我們團的雲南學生都是這樣。比起澳門，我更想在雲南

多留幾天，因為去雲南的機會不多，我還沒有機會食些地道的雲南街頭小食，沒有買

很多的雲南特產，更希望和團員們有更多的相處時間。組長的一句：「我相信我們

(他和幾個組員)會是一輩子的好朋友。」現在回想有點感概，一輩子的好友現在要分

開了，而已不知道要分開多久。但我深信我們會一直聮系。 

  交流團要結束了，我要帶很多東西回港，一堆堆的友誼，一個個的祝福。我決不

會把它們留在雲南的。這個交流團真可用上「畢生難忘」來形容，我發現了自己變

了，變得更開朗熱情，更懂得與他人相處，照顧他人。 

最後，我要在此感謝團長，副團長和一眾顧問對交流營行程的悉心安排及對我們

的無微不至的照料。也要感激澳門、雲南學生對我們這「客人」真摯的照顧。如果日

後有機會，我真希望可代表香港接待這「中華青年民族學習交流營」的團友，一盡地

主之誼。 

雲南的風光和天氣 

 



中華青年民族學習交流營 2010 感想           陳樂霖 (香港大學) 

I would not say that I have travelled to a lot of places. As far as Mainland China goes, I have only 
been to Beijing. I have visited the local villages of West Sumatra, Indonesia for a service trip before, 
and I have also travelled to various places in Southeast Asia to experience the unique cultures. The 
furthest that I have been abroad is to Spain and Portugal for my first taste of Mediterranean Europe.  
I am originally from Hong Kong, but I grew up New Zealand, hence there are certain elements of 
westernized thinking in me. Therefore, although I have experienced different cultures to a certain 
extent, I would say that I have seen very little. It holds true that the more we see, the smaller we feel. 

This is not the only reason of why I chos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ultural diversity trip. It is also 
because that, being Chinese, I feel like I do not know enough about my own country, and about my 
origin. I was oblivious to such diverse cultures within the Mainland, I was clueless about the 
abundance of ethnic minority groups of Yunnan, and I was almost ignorant to the existents of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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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陳樂霖與其他少數民族

青年 
dialects within each province. I felt that my ignorance was not justifiable; hence, my firm decision to 
join this trip was not only to meet more people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but to also, at least, gain a 
bit more knowledge about China. 

I was thoroughly impressed with my travel mates, especially those that belonged to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 remembered that during one of the dinners in Macau, the Hong Kong group had to perform. 
The five of us were alarmed at the thought of an impromptu performance, because we had no idea 
what we could do. Should we dance? We did not know any common dance moves between us. 
Should we sing? We were not exactly the best singers. We found ourselves in the hot seat. What 
struck me was that the other youngsters of the trip could pull off quality performances on the spot if 
they had to. They could sing and dance accordingly, and most of all, stir up the atmosphere amongst 
the audience. This was one of my understandings of ethnic minorities, that they are open-minded, 
talented and always ready to entertain us. Us Hong Kongers are sometimes too uptight and constraint 
within ourselves, but I was glad that we all opened up to each other through the delights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e first highlight of Yunnan was when we visited a secondary school, located below the mountains. 
I remembered meeting the local students, interacting and dancing with them. Although the time 
given for our cultural exchange was limited, one of the students said something that truly got me 
evaluating about my own life. One of the Dai girls, a 16 year old, told me that she would have never 
thought that she would have the chance to meet someone from Hong Kong. To them, Hong Kong is a 
place that they dream of going, but perhaps it is not a very achievable dream given their financial 
situations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Therefore, meeting people from Hong Kong, Taiwan and 
Macau is already a grand opportunity for them. It triggered my thoughts about my life, because I 
have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 have also had the chances to travel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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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e. However, I used to complain that I am not travelling enough. I realized that I have been 
ignorant to people less privileged as me.  

Sure, it would be great to travel to more places and be somewhere different every summer, but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will probably never get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outside their provinces, even if the distance is as geographically close as Yunnan and Hong Kong. 

Another point that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was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this afternoon, when we 
were in Shaxi Old Town. I was a bit thirsty so I went into a café for a coke. At first, I found it a little 
awkward that there was a western café/pub in such an ancient historical Chinese city, but perhaps 
this is the reflection of modernity – the combination of east and west. I was glad that I visited this 
café because the owner, Allen, was such an interesting person. He is truly a person belonging to the 
road – having travelled to so many places and had even lived in Holland for eight years. He 
encouraged us to travel more and to see more unique places in each destination, places with more 
exoticness and local authenticity. Whilst we all may want to visit the popular tourist spots, he made 
me realize that perhaps travelling would be more meaningful if we explore the more authentic little 
corners, like Shaxi Old Town. In short, take the road less travelled! Allen reminded me of the 
splendid surprises of travelling – that we always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who will perhaps inspire 
you a little bit.   

It is true that I learnt more from this trip, and that I caught a glimpse into the lives of others, and it is 
also true that I will go back to further discover the diverse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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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友對博物館的展品大感好
奇及新鮮 

院友首次參觀廣東省博物館 

香港義工們遠道由香港帶來
的奇華月餅  

 
 

復康計劃
 

會自 1996 年與廣州市殘疾人聯合會合作，協助開展各項活動工作並推廣廣州市的

復服務。2000 年起本會得到廣州市殘疾人聯合會的支持，與廣州市殘疾人安養院合

設立《康復展能綜合培訓計劃》。開展工作主要有︰社區認知活動、院內大型活

、技能訓練、引導式教育、特殊教育。希望透過多年的合作關係，進一步讓院內的

殊兒童和成年人生活質素得到改善和提升；透過組織義務專業人員探訪，推動及提

社區接納特殊人士的意義和需要，並予以適合支援，讓受惠者能更獨立的生活。 
豐富院友的精神文化生活，讓他們能夠

解歷史文化知識，在 2010 年 6 月 22 日

0 名院友及 15 名義工前往廣東省新博物

參觀，在講解員的帶領下，大概說明了

東特色的部份，當中最吸引院友是潮州

雕藝術展覽，潮州木雕是我國著名的民

傳統木雕流派，院友們都駐足瀏覽。 

後，還參觀了廣東珍稀動物展，這展覽

出大量風景如畫的廣東省自然保護區的

片和珍稀動物的標本，包括獸類、鳥
第 5 頁 

、爬行類和兩棲類標本近 300 種。參觀

州市社會福利院及廣州市殘疾人安

10 年 9 月 19 日福幼義工一行 30 人浩浩

聯合探訪形式進行。當天義工們以 2 小

疾人安養院，為院友們帶來一年一度中

會十分感謝奇華餅家連續多年贊助月餅

樂及深深感受了由香港遠道而來送上的

港義工們看到院友及職工的歡樂及笑臉

汗水、艱辛及勞苦都統統忘掉，並報以
過程中，院友們都遵守博物館的觀看守

則，保持良好的秩序，院友們看得很驚

嘆。很多院友們未曾看過廣東 70 年代的

人民如何進行耕種，院友們都積極地要求

拍照，並驚嘆我們的祖先如此聰明絕頂。

最後，院友們帶著一聲聲的感嘆、一個個

對展品的疑問離開了博物館，這些疑問將

成為他們日後努力學習的一個新動力。雖

然活動時間比較短，各院友都十分珍惜參

與這次活動，開心歡樂而回，更加深了院

友之間及院友和員工之間的溝通。 
廣州市殘疾人安養院綜合區社區認知活動
養院中秋節探訪

蕩蕩於早上 7 時 30 分在上水集合，並首次

隊，分別探訪廣州市社會福利院及廣州市

秋節的節日歡樂。 

，以供兩院的院友及職工們共享這節日的

祝福。 

，獲得職工們熱情的招待，不管付出多少

歡笑聲，大家聚首一堂慶祝一番。 
 

 

http://www.cfcf.org.hk/big5/program/programdplan.html#E
http://www.cfcf.org.hk/big5/progr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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盃

不

2009 年競技日眾香港義工及
院友均投入參與 

 
一年一度的競技日又來了，活動中安排的比賽、遊戲及表演節目，不僅內容豐富，

且富有新穎及挑戰性，同時豐富了院友的生活和增強院 展現自我提供了一個良好

的平台。 

 

活動日期︰2010 年 10 月 24 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廣州市殘疾人安養院 

活動名額︰30 人(額滿即止) 

報名方法︰於 2010 年 9 月 27 日開始接受報名 

 

請致電 2681 2659 或電郵linda@cfcf.org.hk與葉小姐聯絡。 

 

下各圖為參與上屆福幼大纜

的義工、董事及工作人員於

同崗位的愛心大合照 
 

 

 

 

廣州市殘疾人安養院競技日活動
福幼慈善大纜盃同樂日【義工招募】 
籌款活動

活動預告-第六屆
第 6 頁 

 
 

還有 2 個月，第六屆福幼慈善大纜

隊伍支持。今年我們希望將籌得的

有需要的學童獲得上學的機會及改

家。除此之外，今年我們更邀請深

惠及香港和國內的兒童。相信本會

然希望大家可以參與其中。 

 

活動的成功，需要很多人一起團結

與的義工們請盡早報名。詳情如下

 
日 期 ： 2010 年 11 月 21 日﹝

時 間 ： 早上 11 點至下午 6 點

地 點 ： 九龍花墟公園球場 
 
崗位包括：  
接待處、記者接待、嘉賓接待、舖

 
報名方法：  
將姓名、年齡、聯絡電話及曾擔

michelle@cfcf.org.hk 或傳真 23
將與你聯絡確認。 
 
截止報名日期：2010 年 10 月 29
 
備註： 

1. 曾參與活動之義工請列明曾任

會分配，由於崗位數量有限，

位，或未能編配意願之崗位，

2. 所有報名義工必需出席 2010 年

 

月號 ● 2010 ● 福幼之友通訊 ● info@cfcf.org.hk
盃同樂日將舉行。上

款項協助本會棟樑計

善受天災影響的災民

水埗區的學生免費到

的義工朋友對這活動

努力才能成就美事。

： 

星期日﹞ 
﹝當日報到時間約為

沙池、維持秩序、大纜

任大纜盃崗位(只適用

381340 或致電 26812

日 ，額滿即止 

崗位，歡迎義工提出

若以團體或小組名義

敬希義工體諒及遵從我

11 月 14 日之義工活
友

期福幼通訊，我們已開始招募

劃及減災扶貧項目，幫助國內

生活水平，給他們重建一個

場玩樂一天，希望福幼服務可

一定非常熟悉及期待，我們當

我們現正招募義工，有興趣參
早上 8 時﹞ 
手、義賣攤位、隊伍安排等 

於曾參與大纜盃之義工)電郵

659 與余小姐聯絡。我們稍後
崗位意願，所有義工崗位由本

報名，或不能編排於同一崗

們之安排。 

動簡介會 

http://www.cfcf.org.hk/big5/program/2010/programc2010.html#F
http://www.cfcf.org.hk/big5/program/2010/programc2010.html#G
mailto:michelle@cfcf.org.hk
http://www.cfcf.org.hk/big5/program.html
mailto:linda@cfcf.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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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有獎問答遊戲—結果公佈

上期福幼通訊中，進行了一個會員有獎問答遊戲，今期為大家公佈遊戲結果︰ 
 

問題︰ 

1) 復康廣州中秋探訪日期及地點？ 

2) 第六屆福幼大纜盃的日期及地點？ 

3) 福幼女童班的開展省份？ 

 
 

答案︰ 

1) 9 月 19 日廣州市社會福利院 

2) 11 月 21 日九龍花墟公園球場 

3) 廣西省 

〈得獎者將獲得「超級遊戲獎門人」入場券 2 張，並獲個別通知。〉 

贊助支持

劃線支票抬頭：  
「福幼基金會有限公司」或

“Caring For Children 
Foundation Limited” 
 
銀行捐款：  

中銀集團  
(012-875-1-094800-0) 

匯豐銀行  
(004-138-9-026137) 

請將入賬記錄郵寄或傳真  
至本會以便發出正式收據 .  

(按香港稅務條例捐款港幣 100 元

或以上可憑正式收據作減稅) 

 

聯絡我們 

香港九龍太子道 152 號 

太子大樓 1 樓 C 座 

捐款熱線︰ 

(852) 2681-2659 

辦公傳真︰ 

(852) 2338-1340 

電郵︰ 

info@cfcf.org.hk   

網址︰  

www.cfcf.org.hk

特別鳴謝 
餅

」

中

  

 
 
 
 
 
 
 
 
 
 
 
 
 
 
 
 
 
 
 
 
 
 
 
 
 
 
 
 
 
 
 
 

福幼基金會 版權所有 2010     www.cfcf.org.hk
福幼基金會 版權所有 2010     www.cfcf.org.hk

T
C

 
 
 
 
 

如有任何資料更新，請電郵至info@cfcf.org.hk，以便收到本會最新消息。 

If any information update, please email to info@cfcf.org.hk upon receive the update news from CFCF. 
 
免責聲明

此電郵的內容及其附件均為福幼基金會所有，歡迎本會義工轉載內容， 寄一份副
本予本會存檔。如閣下非正確的收件者，在任何情況下將不應披露、使用或複製本電郵的內容及其附件。如閣下錯誤地接收到此電郵，請您盡快
聯絡寄件者，並隨即刪除此電郵及其附件。 

以作宣傳及推廣之用，唯請注明轉載自福幼基金會，並在出版後 《香港高球界關愛行動》一眾成員於賽前舉行開球禮 

 
 
 

Disclaimer 
he contents of this email and any attachments are confidential  to the intended recipient. We welcome reproduction of all or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FCF for promotion purposes. We do not ask for reproduction or copyright fees, but ask that CFCF is acknowledged as 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 

and that a copy of how the information is used is sent to CFCF.  They may not be disclosed to or used by or copied in any way by anyone other than the
intended recipient.  If you receive this email in error, please  notify the sender and then delete the message(s) and any attachments thereto immediately. 
 
如不欲收到我們的電郵，請回覆此郵件並註明「停止收取」。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any further email from us, please reply this email and indicate “Un-subscription”.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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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鳴謝奇華餅家多年來支持，今年再次熱心捐贈 2710 個迷你蛋黃金黃蓮蓉月

及 94 盒迷你至尊金黃蓮蓉月餅予「褔幼基金會」以送贈到「廣州市社會福利院

及「廣州市殘疾人安養院」，讓二千多名院友、員工及三十多名福幼義工能嚐到

秋佳節的歡樂和美食。 
 

http://www.cfcf.org.hk/
mailto:info@cfcf.org.hk
mailto:info@cfcf.org.hk
mailto:info@cfcf.org.hk
http://www.cfcf.org.hk/big5/share.html
http://www.cfcf.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