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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本社職委員及組別成員不得參加
註 2： 如有異議，以刊物組之決定為最終決定
註 3： 所有社員填寫之表格均保留一個月，以備作

查核用途，然後銷毀，得獎名額 5 位，各得
銀行現金禮券 200 元，領獎方法將經由本社
網頁個別通知

（若全部答中者超過名額，將採用抽籤方式決定）

1. 2年保本定息存款計劃 (IV)將於 2013年哪一天到期 ?
2. 今年每名社員可獲派發什麼社員紀念品 ?
3. 第二十三屆董事會及委員會中，董事會與貸款委員會組別一共有多少位空缺 ?
4. 社長盃七人足球賽 2013中，哪一隊贏得首屆女子組冠軍 ?
5. 教育委員會舉辦的泰國五天考察團中，哪一個項目是泰國獄政廳的儲蓄互助社主
要收入來源 ?

6. 機電工程署儲蓄互助社原名為什麼 ??
7. 今年 5月 17日，懲教社教育基金代表前往凱里市參加凱里岩腳小學的什麼儀式 ?
8. 懲教社教育基金早前舉辦的韶關助學之旅，旅程一共是多少天 ?
9. 最佳院所聯絡主任選舉 2013的網上投票日期將於哪一天開始 ?
10. 懲教署儲蓄互助社將設立多少元獎學金予於應屆中學文憑考試 (HKDSE)中考獲

5**級的社員或其子女 ?

參加辨法
請填妥下列表格，剪下郵寄或遞交至

香港灣仔港灣道 12號灣仔政府大樓
低層地庫「懲教署儲蓄互助社」收

截止日期：2013年 8月 15日
結果將刊登於第 74期《豐收》內

上期答案 
1. HK$ 10,000 2. 2GB
3. 聖母大教堂 4. 黎棟國太平紳士
5. 盧敏儀小姐 6. 約 250萬
7. 2013年 6月 22日 8. 2天
9. 韶關啟智特殊學校 10. 瑤繡

上期得獎名單
社員編號 姓名 駐守院所 社員編號 姓名 駐守院所
4474 譚美儀 總部 1907 梁皓證 喜靈洲戒毒所
7236 黎穎鏗 赤柱監獄 2692 劉綺媚 羅湖懲教所
5658 龍潔冰 退休

1: 2: 3: 4: 5:

6: 7: 8: 9: 10:

參加表格：

姓　　名： 駐守院所：

社員編號： 聯絡電話：

有獎問答遊戲	問 題

懲 教 社 教 育 基 金 / 有 獎 遊 戲

懲教社教育基金

我們成立十周年了！
　　懲教社教育基金的前身為懲教署儲蓄互助社轄下的一個工作小

組 -教育發展組，始於 2000年起已展開助學工作，並於 2003年
8月 1日正式註冊為一個認可的慈善團體。

　　一年一度的周年聚餐助學晚會將於 9月 29日假座九龍灣 
國際展貿中心舉行，適逢教育基金滿十周歲，基金會邀請貴州

小數民族嘉賓到港表演，以示助興。

　　教育基金仝人衷心感謝社會上的善心人士

及互助社社員的支持，令教育基金的助學工

作得以順利開展。我們承諾會善用所得的

捐款，繼續為國內貧困山區的學童重建破

爛不堪校舍及資助他們的學習費用。

　　在此，謹代表受惠的莘莘學子，向

各位善心人士致以最摯誠的感謝和祝福。

　　期盼各位善心人士日後能繼續支持我

們的助學活動，一同為學童福祉盡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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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及考察

貴
州

貴
州

撰文：趙偉成　　攝影：張樹根、周福祥

　　趁著彿誕的一天假期連週末，懲教社教育基

金主席張樹根先生，聯同副主席周福祥先生及理

事趙偉成先生一行 3人於 5月 17日彿誕當天約

凌晨 3時出門，趕上早上 7時 25分從深圳飛往

貴陽的早機，到貴州省考察基金重建學校的項

目。

　　一行人到達貴州後立刻驅車往凱里市參加

凱里岩腳小學竣工開幕儀式。到步後，見到岩腳

小學新建教學樓質素良好，學生們上學的環境得

到了大幅改善。開幕典禮完成後，為了爭取時間

進行考察工作，我們兵分兩路，張主席在銅仁市

外事辦葉鋒先生陪同下前往石阡縣特殊學校進

行後期考察，途中更順道考察了一所待建山區小

學及重返四年前修建的木弄小學。考察所得，木

弄小學的保養良好，石阡縣特殊學校的進度亦令

滿意。周副主席與我則在省外事辦譚樺處長陪同

下，前往鎮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並到訪從未踏足

的黔西南地區，一口氣考察了馬廠鄉中心小學、

紅星路小學、牛膀子學校、納米田學校和泥氹鎮

中心小學共 5間待建學校，我們會繼續跟進相

關的工作進度。

岩腳小學

石阡縣特殊學校

懲 教 社 教 育 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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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 教 社 教 育 基 金

韶
關

三天助學之旅

第

天1

撰文︰刊物組　攝影：郭興雄

三天助學之旅

　　參加者於 6月 29日上午

8時 30分在落馬洲福田口岸

集合後，便乘坐地鐵到深圳

北站，再轉乘武廣高鐵前往

韶關。經過約 1小時 30分鐘

的車程，一行人便抵達高鐵

韶關站，並獲韶關市教育基

金會吳曉惠秘書長等人前來迎接。

　　午膳後，大家便到訪當地唯一一所特殊聾

啞學校啟智學校，參觀了縫紉室、手工藝品製

作室及作品展覽室等。啟智學校的校長亦就現

正進行的學校擴建工程作簡介，校方希望透過

工程去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當中教育基金亦

資助於新校舍設立縫紉工作室及添置相關設

備，以加強對該校學生的工藝培訓。

　　懲教社教育基金於 6月 29日至 7月 1日舉辦了「韶關三天助學之旅」，在儲蓄互助社社長何光輝先生、教育基

金主席張樹根先生及副主席周福祥先生帶領下，一行共 40人到訪多所學校參觀及考察，並進行了捐贈和設施啟用的

儀式，更探訪當地家庭及與學生交流，行程豐富緊湊。

　　韶關位於廣東省北部，是廣東、湖南和江西的交界處，總人口超

過 300萬人。當地很多人仍參與大規模的耕種，其人均耕地面積是位

列全省第一，而韶關的地區生產總值則位列省內城市的中後位置，經

濟活動比不上省內較發達的城市。

啟智學校學生的作品

啟智學校校長向
團圓介紹學校擴
建工程

走進山區
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及生活狀況

　　離開啟智學校後，大家便乘車前往武江區繼續行

程及到訪風田小學進行前期的考察工作。風田小學位

於山區，行車途中須經過顛簸迂迴的山路，經過約

2小時多的車程，大家才到達風田小學。在課室稍作

休息後，一行人便參觀了校舍、不同的課室及操場。

由於小學位於山區，因此校內設施均較為缺乏及殘

舊。雙方正就資助方案進行初期探討，希望能夠改善

學生的學習環境。

　　之後大家獲安排探訪 2戶家庭，從而進一步了

解當地小朋友的學習及生活狀況。路途上團員更看到

每戶門外一束束的樹枝及竹枝，經過各家各戶種植的

農作物，而探訪家庭的屋都是用土磚建造，日常用品

及家電尚算齊備。家庭的小朋友可能較少與外地人接

觸，起初時言談間表現得較為害羞，當我團的小朋友

向他們送上小禮物後，他們均展現出笑容及答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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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 教 社 教 育 基 金

　　助學之旅的最後一天，大家獲

安排到訪湞江區的兩所學校，分別

是教工幼兒園和賴新小學。

到訪學校　與學生打成一片

　　大家到步後，幼兒園學生們夾

道歡迎，隨後還與老師一同進行了多場的表演環節，

更走到眾人面前送上小禮物，一起聊天和拍照。之

後大家便參觀幼兒園的園舍及課室，當地傳媒更與

社長何光輝先生進行訪問，以了解懲教社教育基金

的工作及對當地教育發展的貢獻。

　　離開教工幼兒園後，大家便轉往賴新小學參觀。

社長何光輝先生、教育基金主席張樹根先生及副主

席周福祥先生，在韶關市教育基金會楊春芳理事長

和湞江區教育局李紅保局長等人陪同下，進行了電

腦及圖書的捐贈儀式。社長在致詞時指出，懲教社

教育基金透過「網想天開計劃」捐贈電腦予賴新小

學及教工幼兒園，從而希望改善學生的學習素質，

推動學生努力學習。期間，楊理事長更頒發今次助

學之旅的最高籌款獎予羅寶珍女士。儀式完成後，

團員逐一為學生送上禮物，更走進課室擔任老師教

導學生英文及玩遊戲，與學生打成一片。

　　首次參加助學之旅的團員表示，這次旅程既充

實又有意義，讓他們了解到當地的教育發展，學生

的學習環境及狀況，更加深對懲教社教育基金多方

面工作的認識。

第

天2

第

天3

　　第二日安排了較為輕鬆的行程，主要是由當地導遊

帶領下遊覽旅遊景點，包括乳源的大峽谷及天景山。

遊歷名勝　認識韶關的歷史文化
　　離開酒店後，大家便乘車前往韶關其中一個著名的

景點—乳源大峽谷。路途上，當地導遊介紹了很多有關

韶關的歷史背景、人物、發展及文化，加深大家對這地方的認識。

　　根據專家考察所得，大峽谷於距今約一億三千萬年前形成。峽谷總長

15公里，谷深 300多米，大布河從峽谷頂端的崖層下流至 200多米的谷

底的瀑布潭，形成巨大的大峽谷瀑布。到步後，大家從不同的方式及路線

欣賞峽谷及周邊山嶺的美景，見證大峽谷的不同面貌。之後大家在景點享

用了當地小吃及時令水果，更欣賞了一場緊張刺激的高空鋼線表演。

　　期後大家便乘車轉往另一旅遊景

點—乳源天景山。沿著景區的遊覽徑，

大家沿途經過了景點同心鵲橋、仙人洞

及仙人橋等，欣賞自然美景。

　　晚飯後，團員為副主席周福祥先生

舉行了一個神秘生日派對，而一位來自

先前到訪過的啟智學校學生更前來送上

親手製作的禮物及祝福，場面溫馨感人。

學生專心地學習

玩遊戲時，大家顯得十分投入

為教育基金副主席
周福祥先生慶祝生日

頒發助學之旅最高籌款獎

著名景點乳源
大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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