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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新年伊始，我謹代表儲蓄互助社向各位社員祝賀
並致誠摯問候。時光飛逝，本人接任社長職務已逾六個年度。承蒙社員一直
的支持及各董事和職委員的共同努力，社務得以穩步發展，本人實在不勝感激。

　　剛過去的一年，香港經濟不時受到衝激，再加上內地及環球經濟前景仍然有很多變
數，令投資環境仍然十分困難。故本社會繼續採取穩健的投資策略及制定不同策略，以保
持穩定收入，務求為社員們的股金儲蓄爭取更佳的回報。去年，本社展開了一項長遠發展
策略性計劃，於港島北角購置物業，以推動互助社未來之長期發展，使本社在穩健基礎上
更踏進一大步。我們亦不斷推陳出新，推出更多不同類型的服務，以迎合社員的需求；更
不時推出各項優惠貸款計劃，以協助社員解決財務困難，改善主要生活上的需要。

　　今個年度適逢互助社成立二十五周年的大日子，能夠帶領本社踏入銀禧紀念並與大家
一同見證歷史性一刻，深感榮幸。希望大家繼續積極參與二十五周年所舉辦的各項慶祝活
動，與互助社全體上下攜手「邁向光輝廿五載」，留下一個美好印記！

　　另外，本人將於今年八月離任懲教署，開展我的退休生活。我借此機會再次衷心感謝
各位義務顧問，為互助社提供專業意及指導；亦衷心多謝各善心人士，支持教育基金的活
動以及捐助。當然，更多謝各董事、職委員及社員多年對本社的支持及參與。本人深信於
將來的日子，在董事及職委員的共同努力和各社員的支持下，社務必定會更上一層樓！

　　最後，本人在此祝願各位在新的一年裡幸福安康、事事如意、工作順利。

懲教署儲蓄互助社
社長 何光輝

社長新年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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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互助社動向儲儲
社長新年賀詞

本社代表於邀請賽

獲取佳績

本社代表於邀請賽

獲取佳績

社長及董事出席當晚的頒獎儀式社長為本社足球代表隊打氣

賽前大合照

　　懲教署儲蓄互助社於 2016年 1月 9及 10日派出多位社
員代表參加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 40周年社慶邀請賽。當日的
比賽項目包括羽毛球、乒乓球和 6人足球。

　　當天，由本社代表帶著愉快興奮的心情到比賽場地參與

活動。在羽毛球的比賽場館內，我們看到參加比賽的各位男

女羽毛球代表都精神抖擻，為比賽進行熱身，務求以最佳的

狀態迎戰。而本社的羽毛球代表隊隊長和各參賽代表都十分

認真，互相討論比賽策略之餘，亦與其他友社的代表作多方

面交流，感受到比賽勝負背後最重要的體育精神。

　　終於等到比賽開始了，現場氣氛非常緊張刺激！比賽中，

當對方猛力剎球到本社代表面前，在少於一秒鐘的時間內，

本社的球員能夠冷靜地把那剎球處理好。羽毛球球員的靈活、

冷靜頭腦及精湛的球技，實在令人讚嘆。

　　賽事期間，各互助社都為比賽健兒落力打氣。最終，本

社的羽毛球代表隊也不負眾望，於比賽中勇奪亞軍。本社於

期後的乒乓球賽及 6人足球賽更分別勇奪亞軍及冠軍，為本
社增光。經過一天激烈的競逐，本社的運動員代表均能夠於

各項比賽中取得佳績，實在可喜可賀！

　　活動當晚，電盈社更舉辦盤菜晚宴以招待各參賽的互助

社代表並進行頒獎禮。今次的邀請賽中，除本社及主辦的電

盈社外，還有中大社、港鐵社、機電社的友社一同參與，氣

氛十分熱鬧，各項比賽均十分緊張刺激。參與是次邀請賽最

重要的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本社代表不但能通過活

動增進彼此間及與友社的交流，同時亦增加對本社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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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互助社動向儲儲

　　教育委員會於 2015年 12月 17日為各院所的聯絡主任及職委員舉辦了聯絡主任訓練班，以加深各院

所聯絡主任對儲蓄互助社的認識，增進各職委員與聯絡主任的交流及加強儲蓄互助社與各院所的溝通及合

作。

　　今次訓練班有超過三十多名來自不同院所的聯絡主任及職委員參加。訓練班先由教育委員會主席向大

家致歡迎詞並揭開序幕，其後由儲蓄互助社社務經理及社務主任詳述本社架構、章程、福利事項及政策等

資訊。教育委員會委員亦安排並帶領各參與者以分隊比賽型式進行了多個以訓練團隊合作精神及建立互信

的領袖訓練活動。教育委員會希望為各聯絡主任提供一些管理團隊及與人溝通相處的練習，而參與者透過

活動學習到如何更有效地帶領團隊以達致共同目標；通過激勵自己及伙伴，從而能更有效地實踐及推動社

務。

　　訓練班的下半部份由不同的委員會及組別代表，簡介其職能及工作範疇，讓各參與者加強對社內各組

別運作的了解。其中一名參與的聯絡主任表示，透過參與團隊活動，大大增強了他的自信心及溝通能力，

對他在院所推動社務有莫大幫助。另一名參與的聯絡主任則表示，參與訓練班不但令他加深對社務的認識，

更令他增加了對互助社的歸屬感及同事的凝聚力，促使他能更投入日後的院所社務推廣工作。

　　活動尾聲，教育委員會安排了聯絡主任進行了經驗分享及研討。通過分享，聯絡主任不但能吸收到不

同參與者的寶貴經驗，藉此提升自己，更讓他們反思並有新的啟發。分享會後，集思廣益了各聯絡主任的

寶貴意見及了解到社員的需要，用以籌劃未來的社務發展，冀望可為社員提供更優質及多元化的服務。當

日的訓練班在愉快的氣氛下完滿結束。

聯絡主任
訓練班
聯絡主任
訓練班

參與者正專注地進行領袖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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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男子足球賽七人男子足球賽

六人女子排球賽六人女子排球賽

分
組
名
單

A1	 HQ
A2	 TFCI	(B)
A3	 S	(B)

A組

E1	 STI
E2	 TLCI
E3	 TTCI

E組

B1	 LCKRC	(A)
B2	 STCI
B3	 ESG	(A)

B組

F1	 LCKRC	(B)
F2	 S	(A)
F3	 CCCI

F組

C1	 PUP
C2	 SPP	(B)
C3	 SLPC

C組

G1	 PUCI	(A)
G2	 TFCI	(A)
G3	 SPP	(A)

G組

D1	 PUCI	(B)
D2	 PSWCI
D3	 HLTC	/	LSCI

D組

H1	 TGCI
H2	 ESG	(B)
H3	 -

H組

複
賽
至
決
賽
（
淘
汰
制
）
階
段

初
賽
至
決
賽
階
段

A組首名

B組首名

C組首名

D組首名

E組首名

F組首名

H組首名

G組首名

M1　A 場
30.3.2016 (三 )
11:00 - 12:00

M2　B 場
30.3.2016 (三 )
11:00 - 12:00

M3　A 場
30.3.2016 (三 )

14:00-15:00

M4　B 場
30.3.2016 (三 )

14:00-15:00

M5　A 場
16.4.2016 (六 )
09:00 - 10:00

M7　A 場
16.4.2016 (六 )
11:00 - 12:00

M6　B 場
16.4.2016 (六 )
09:00 - 10:00 冠軍

冠軍

30.03.2016
08:30

TLCW
NKCI / SLPC

ESG

LKCI

LWCI

30.03.2016
10:30

30.03.2016
09:30

16.04.2016
10:00

康

賽事將於銅鑼灣掃桿埔紀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樂會舉行，請踴躍支持各參賽健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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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潘浩霖　攝影 : 郭興雄

　　惠州，這個有著「半城山色半城湖」的城市，相信各位對它都再熟悉不過了。而說到該市的旅遊資源，

更是豐富得很，而且眾所周知。隨便說說幾個就有惠州西湖、羅浮山、雙月灣、南昆山國家森林公園、南

昆山大觀園和龍門溫泉等等。我們今次就選了不僅有酒店住、有溫泉浸、有書畫展欣賞、還有花海和童話

世界看，而且還是國家 4A級旅遊度假區的惠州市龍門尚天然溫泉渡假村作為本社 25週年紀念的其中一

項旅遊活動。

　　當日報名參與的社員及家屬亦十分踴躍，據聞在報名開始的數天內已全數額滿。經董事會商議後，旅

行團的名額由 40人增加至 80人，由於反應熱烈，最終加開至第三車。希望今次未能及早報名的社員見諒，

密切留意下次舉辦的活動。2016年 1月 17日出發的早上，我們一眾社員按照旅行社的時間和地點，兵分

兩路，合共三車先來嘗一個東江客家風情宴。雖然當日早上天氣不太穩定，不過亦沒有影響社員的興致，

大家高高興興一嘗客家風情宴後，再次登上旅遊巴士一直駛向惠州的龍門縣。

　　由深圳到惠州的龍門縣相信約二百公里，車程也就大概要 3、4個小時左右。按照慣例，在車輛的行

駛途中，導遊都會介紹本次旅遊的目的地概況、周邊環境、當地特色、民風和美食遊玩時的注意事項，所

以當導遊說完以上的資訊後，車程已經過半。途中我們遊覽了勁家莊五穀養生基地，團友亦有幸與「展昭

大俠」何家勁拍照留念。當然亦不忘購買健康養生食品，看到各人大包小袋的登上旅遊巴士，再浩浩蕩蕩

的向龍門縣出發。剩下的時間，團友們在車上小憩一會就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尚天然溫泉渡假村。 

　　眾所周知，惠州屬於客家地區之一。客家的房屋是

頗具特色的，以前的客家人住在一種叫「圍龍屋」的建

築裹面，該建築的外形以圓形為主，也就是說，整座建

築設計成一個大圓圈，然後分了許多間房子，居民就住

在這些房子裹面。這次住的酒店就是以「圍龍屋」作為

藍本設計和建造的，因此得名叫「客家圍」亦是世界最

大的客家圍酒店。 大家興高采烈的拿到房間後，放下

行李，各人在度假區內閑逛，順便熟悉一下周邊的環

境。說真的，整個度假區的環境還是不錯的，在酒店

的樓下就有一個小花園，裹面種滿了各種植物，還有

噴水池和雕塑，讓人看上去挺舒服。

尚 天 然

兩 天 之 旅

溫 泉 度 假 村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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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大家集合在酒店大堂，一行百多人再次浩蕩地前往遊覽魯冰花童話樂園。沿著指示路線參觀，會

看到一片花海。每種花的旁邊都有一個小牌子，用文字和圖片對該花作了詳盡的介紹，讓遊客一目了然。

既然這個公園，叫做「魯冰花童樂園」，那除了魯冰花、花海之外，還有童話的元素。漫步整個園區，童

話的元素分佈得比較散，有的在花海中，有的在平地，有的在半山腰，有的在山頂上。從整體來說，其實

就是在整個園區內，搭建了一些仿歐洲的建築，教堂、城堡、風車、馬車、歐洲街道等盡在眼前。大家一

下子都仿如置身於歐洲的小鎮中，不停拍照留念，不亦樂乎。

　　遊覽完魯冰花童話樂園後，天色開始漸暗，吃過一個溫泉養生宴後，然後就準備本次旅遊的重頭戲 -

浸溫泉。這裡不得不提關於龍門縣的一段傳說故事，在古代的時候，惠州龍門是嶺南人北上的交通要道。

元末明初某年，一名秀才進京赴考，夜宿龍門客棧並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境中自己化身鯉魚遊入一座龍

宮，那龍宮金碧輝煌，暖氣融融，泉脈湧動，秀才溯流而上，竟躍過龍門，化身成一條金龍。夢醒後與店

家提起，方知龍門是溫泉之鄉，與昨晚夢境暗合，秀才心中大起，充滿信心的進京赴考，果然高中狀元。

衣錦還之時，特地在龍門拜謝龍神，並把皇上御賜「狀元及第」的牌匾，留在龍門。自此，魚躍龍門的故

事在民間廣傳，方圓百里人士商賈，官宦學子紛紛過來祭拜龍神，泡浸溫泉。魚躍龍門的發祥地因此被民

間視為：保祐功名仕途，興業利祿之上進福地，相信大家泡浸溫泉後都能得到龍神保祐。

　　尚天然的溫泉區，整體的環境不錯，根據介紹，尚天然溫泉擁有「亞洲罕見的山頂蘇打溫泉」含多種

對人體有益的礦物質、蘇打和偏矽酸等成分，被譽為「液態黃金」。 溫泉區內有60多個溫泉池，如中藥池、

白酒池、魚療池、還有熱沙浴等可供享用。可能龍門地區山嶺較多，故入夜後氣溫也較低，夜浸溫泉正好

是寫意的活動。由於四週光害較少，加上當晚天朗氣清，更可一邊浸溫泉，一邊觀星，實在寫意。享受溫

泉後，大家都滿以為曲終人散，原來還有雞粥宵夜款待，大家飽嘗後帶著滿足的心情回到酒店休息，結束

第一天的行程和活動。

　　第二天早上，大家吃完豐富的自助早餐後都把握時間進行活動，有的團友繼續享受溫泉，有的團友與

家人小孩踏單車暢遊園區，有的團友則到酒店旁的龍門農民畫博物館感受中國農村情懷。中國龍門農民畫

博物館是充滿文化氣息，體現龍門特色民俗文化的現代化建築物，自然莊重，內斂平和，自然、古典、現

代集於一體。館內展覽了各具特式的農民畫外還展示了其它相關擺設展品，讓大家在莊重的氣氛中感受活

潑的中國農村文化氣息。因回程需時，大家回到酒店收拾行李後，又再踏上旅途。吃過馳名的龍門鬍鬚雞

宴作午宴後，途中到訪了海天堂工作坊並參觀了龜

苓膏的製作過程。當然大家亦大飽口福享用了鮮制

龜苓膏，而且各人都把握機會順道選購手信。最

後，大家於深圳再次享用了一道滋味宴作晚宴才散

團回家。這兩天的旅遊可說行程豐富，有動有靜，

與一眾社員結伴同遊更是賞心樂事，相信絕對能

令參與的社員在儲蓄互助社的二十五週年的紀念

日子留下一點難忘片段。

各團友均渡過了快樂的兩天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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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署儲蓄互助社冬日 聯歡晚宴 2015聯歡晚宴 2015
　　一年一度的冬日聯歡宴，於 2015 年 12 月 5 日在倫敦大酒樓舉行。在社員及其親朋戚友的踴

躍支持下，當晚一共筵開 57席，並坐無虛席，氣氛非常熱鬧。

　　今年度冬日聯歡宴的菜式豐富，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晚宴期間，社長何光輝先生帶領康體

組成員向一眾參與者祝酒。當晚表演節目豐富，歌手們分別獻唱了多首經典金曲，更載歌載舞。

有參與者在舞池隨著歌聲翩翩起舞，而一眾小朋友亦走到台前一獻身手，大家打成一片。此外，

社長隨後亦到台上一展歌喉，為晚宴掀起高潮。而大家熱切期待的幸運大抽獎亦於稍後時間進行，

抽獎禮物豐富。另外，為慶祝本社二十五周年紀念，當晚更抽出了二十五位幸運兒獲得銀禧特別

獎。參與者都滿載而歸，晚宴亦在一片歡樂氣氛下完滿結束。

社長帶領康體組成員祝酒 

當晚場面熱鬧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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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
　消息
最新
　消息

1. 懲教署儲蓄互助社第二十五屆董事及

 委員名單最近作出更新。

2. 本社的兩項貸款計劃，「利息補助計劃」

及置業貸款計劃——「安心購」的最高

貸款金額已作提升。

社員可透過本社網頁 www.csdcu.org.hk 或手機應用程式
了解以上最新消息的詳情，亦可致電

本社 2511 7811 查詢。

社長亦高歌一曲 

一眾小朋友走到台上與表演嘉賓一同表演 

鳴謝冠珍興記醬園有限公司
送贈醬油禮品 

幸運大抽獎環節 

二十五位幸運兒獲得銀禧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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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鏡泉
經濟日報副社長兼研究部主管

懲教社義務財經顧問 

石老師講投資

下述資料只供參考，讀者投資前應考慮其他情況及能力。豐收

及其他有關機構均竭力確保彼等所提供資料的準確性及可靠性，

但豐收及其他有關機構均不保證彼等所提供資料的準確性及可

靠性，且概不會就因有關資料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任何責任。

資與你投投

夢想成真計劃夢想成真計劃
雖然環球股市回升，但愈來愈多的分析機構看淡後市。

⑴ 美國銀行於上周五將標普 500的目標，由之前估的
2200，降至 2000。

⑵ 高盛於上周二又發表分析，謂歐洲銀行有系統性風
險（Systemic risks），但德意志銀行則謂：「無」；

⑶ State Street通告其客戶，不要對 2016年的投資回
報抱過高希望，State Street目前是減少股票投資，
債券則持平，多持現金。

　　今年年初全球市場大震盪，美股也創最差年度開

局，令一些市場人士擔心美國會不會重演 2008年經濟
衰退。上月末預計一年內美國衰退機率僅 4%的德意志
銀行改口稱，由於美聯儲干預了收益率曲綫，觀察 10
年期和 3年期美國國債利差的模型大大低估了經濟實際
會衰退的概率，其修正後的新模型顯示，一年內美國經

濟衰退概率達到 46%。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講，如果利率低，以至負利率

時，存戶會將錢拿出來去投資，去買有息的股票、可收

租的樓、可儲藏的黃金，甚至去買美酒、名畫、古董等、

但……

　　歐洲有些國家近年都行負利率，但未見其股票市

場有好表現過。2014年 6月，歐央行推行了負利率，
至 -0.1%，但 iShares的MSCI EMU Index ETF，以大、
中股票組成的歐元區 ETF，至今就跌了三成。

　　以裂口理論來看，倘若保持在 20234至 20323之
間的「中途裂口」之下，恒指有機會下試近則 18174
的 h1量度下跌目標；遠則 16968的 h2量度下跌目標。
兩者分別與上述的兩個波浪比率目標相近。因此，在上

破 20天平均綫阻力之前，恒指短綫有機會下試 18174
至 18391區域，才再次築底回升。

　　中國剛公布的 1月份 PMI指數創 3年半新低，你
可能會問中國經濟轉型的陣痛何時完結﹖阿爺會否再度

放水，人民幣滙價會否繼續受壓﹖而差不多時間日本央

行亦宣布走上負利率之路，你又或者會問其他央行會否

照跟而引發貨幣戰爭﹖未來各國經濟當如何走？資金又

會往哪兒去？以上種種是風險，但同時亦存在轉角的機

遇。

　　美國 1月 ADP就業人數增加 20.5萬，好於市場預
期 19.5萬，但 1月服務業 PMI及 1月非製造業 PMI均
表現不佳，且紐約聯儲主席杜德利發表鴿派講話，市場

對美聯儲 2016年加息的預期驟降，美聯儲加息進程充
滿變數，美滙指數暴跌下行，並跌破 98關口，刷新兩
個月低位至 97.43。由於美滙大幅下挫，非美貨幣紛紛
反彈走高，歐元 /美元突破 1.10關口，刷新 14周高位
至 1.1081。現貨黃金則突破 1,140美元 /盎斯，最高觸
及 1,140.04美元 /盎司。原油市場上，多空雙方展開
激烈爭奪，美油一度跌穿 30美元 /桶大關，高盛集團
表示，隨着美國頁岩油產量下滑，推動油價跌至 12年
低點的全球供應過剩局面將變成供不應求局面。但隨後

很快收復跌幅轉而上行，上演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過山車

行情。

　　EIA公布美國上周原油庫存總量為 5.027億桶，為
自 1930年以來首次突破 5億桶，但油價就大幅反彈。
原因是，油儲都這麼多了，油商一定會減產啦！一減就

會變成供不應求利油價，這是高盛的分析

　　世銀展望本稱，2016年油價預計將下跌 27％，
2015年跌幅達 47％。世銀將布蘭特原油、杜拜原油和
西德克薩斯中質油的平均價格作為油價指標。

　　OPEC在 12月發布的年度世界原油展望（World 
Oil Outlook）中表示，預計原油價格在 2020年將上漲
至每桶 70美元，至 2040年將上漲至每桶 95美元。今
年上半年，OPEC預計，油價將持續在每桶 30美元一
下，但若全球經濟有所改善，下半年需求上升，則油價

可能會走高，超過每桶 30美元。

要準備隨時走貨

　　日央行行負利率添加變數，日央行此舉反映日本經

濟不濟，安倍經濟失效，日圓貶值難免，平日圓充斥市

場，Carry Trade將更盛，這些資金會先炒起你，但最終
會是沽瓜你，因為炒家不會跟你過人世，國際大鱷更想

搞個通殺局，作為投資者，要認真醒定，不好大安旨意，

而應要準備要隨時走貨。

石鏡泉口述　張樹根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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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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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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4月 15日
結果將刊登於第 84期《豐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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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6年是那一種生肖年份 ? 

2. 本社代表於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 40 周年社慶邀請賽的 6 人足球賽獲第幾名 ? 

3. 教育委員會於那一天為各院所的聯絡主任及職委員舉辦了聯絡主任訓練班 ? 

4. 本年度的社長盃將於那一天舉行決賽 ? 

5. 本年度的社長盃的女子組將以那種球類作賽 ?

6. 2015年的冬日聯歡晚宴筳開多少席 ?

7. 康體組於年初舉辦的兩天到那一個國家 4A 級旅遊度假區 ?

8. 為慶祝本社成立 25 周年及回饋社員多年的支持，本年度「夢想成真

計劃」將額外增撥資助款項至每名社員多少元 ?

9. 山西學校開幕項目中，教育基金成員到達山西太原市當天由誰接待 ?

10. 教育基金成員前往甘肅驗收的二所小學是由誰資助重建 ?

上期答案 
1. 傳情互助 構建和諧家園 2. 25 周年啟動儀式
3. 3.6厘 4. 1,000 元禮券
5. 50% 6. 2015年 11月 21日
7. 10位 8. 兒童職業體驗館
9. 張樹根及梁倩霞 10. 秦坊中心小學及忠龍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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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4 陳國榮 CCCI 4474 譚美儀 HQ 
5739 潘淑儀 TLCW 7235 莊偉倫 HQ 
7236 黎穎鏗 SP 

有獎問答遊戲	問 題

夢想成真計劃夢想成真計劃
夢想成真計劃為一次性撥款資助計劃，以協助各院所提供切合實際需要的福利

項目。計劃由院所主管批准及作出申請，用於購買物資或舉辦職員活動 ( 不適

用於純飲食之活動 )。本年度將額外增撥資助款項予各院所，以慶祝本社成立

25 周年及回饋社員多年的支持。

津貼款項＝港幣 $30 X 社員人數
（社員人數以本社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記錄為準）

申請日期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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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學校開幕
撰文：陳秀芳　攝影：鄭偉賢

　　2015年 11月 9日 (星期一 )教育基金副主席黃栢能、組員鄭偉賢和陳秀芳經深圳前往山西驗收壹所

小學、兩間電腦室和考察六間小學。 我們在當天下午到達山西太原市，由外僑辦副處長孫紅軍接待我們

到下塌酒店休息。

　　11月 10日上午前往國家貧困縣靜樂縣張貴村小學與西坡崖中心小學考察，下午考察太原市王家峰

小學與并東小學，四間學校座落的環境幽美，需要重建的硬件已經完成，只欠缺軟件配套設施，如電子

白板、電腦、圖書等。

　　11月 11日上午考察興西小學和大井峪小學，下午驗收太谷縣郭村小學。當我們抵達郭村小學時，

先由一位老師充當嚮導，沿途介紹學校的建設，我們往前望看見有兩班學生以方塊型排列得相當整齊站

在操場上，其中一班學生表演朗誦「弟子規」，聲音清脆悅耳，抑揚頓挫！另一班學生則表演武術，動

作整齊，勁力十足。跟著進行教學樓命名暨揭碑儀式，建校碑記刻在一塊大理石上，設計獨特。隨後是

驗收各樓層的課室，每個課室的學生都別出心裁，有表演笛子、武術、刮畫、寫大字……看到他們的認真、

用心學習和精心籌備。

驗收典禮大合照

學生為來賓吹奏一曲 勁度十足的武術表演齊齊朗誦「弟子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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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參觀了郭村小學附屬的幼兒園，

看到小朋友們玩樂的設施大多用環保的設

計，如麵粉袋、飲品罐、厠紙筒、紙盒……

真是大開眼界！

　　11月 12日早上前往平遙香樂鄉小學驗

收電腦室，云家庒小學驗收電腦室、老師與

學生的枱椅和圖書館等。午餐後我們前往

機場搭乘下午機由太原飛回深圳，行程就

此結束。

郭村小學碑記

 以環保物料製作的玩具充分表現老師的心思

云家庄小學圖書館

香樂鄉小學電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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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社教育基金懲懲

　　12月 3日（星期四），教育基金成員鄭炳佳和陳德生前往甘肅驗收二所和考察七間小學。我們到達

蘭州機場已近黃昏，得到甘肅歸國華僑聯合會處長谷云革的熱烈歡迎，專車前往白銀巿會寧縣，於晚上到

達目的地，我們隨即商討翌日驗校和其後的考察行程。

　　

     次日早上 8時出發，沿途荒蕪，車道仍舊是凹凸不平的泥路。首站是會寧縣白草塬鎮景庄鑑明紀念小

學，次站是侯家川葛灘淑明小學，二所小學皆由余啟繁先生資助重建的。我們參加了二所小學簡單而隆重

的開幕禮，在過程中，學生們不但表現出良好的紀律和彬彬有禮的態度，更讓我們欣慰的是他們臉上真摯

的笑容。回想與一年前考察該二所小學的情況作對比，真可謂是天淵之別。重建後，校舍煥然一新，學習

環境得到明顯改善；參觀過程中，我們發現校舍內的配套設施不足，書桌配置仍是比較殘舊，葛灘淑明小

學將懲教社教育基金捐贈的電腦放在殘舊的書桌上；景庄鑑明紀念小學更甚至將電腦放於乒乓枱上使用，

這無疑會影響學生日常的活動和學習。會晤中，校長向我們表達了無法負擔購買電腦枱椅，期望能獲得懲

教社教育基金的資助。因山路

崎嶇，路途遙遠，我們驗收該

二所學校後已是黃昏，隨後我

們便回程蘭州住宿。

甘肅 學校開幕
圖文 :  陳德生

景庄鑑明紀念小學開幕大合照

葛灘淑明小學開幕大合照

殘舊的書桌椅與嶄新的課室很不對稱

我們捐贈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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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日我們乘搭高鐵前往張掖市考察學校。經三小時的高鐵車程，到達張掖市已是下午二時多。得到臨

澤縣教育局羅局長的安排我們順利到達臨澤縣的鴨暖鎮暖泉小學，及倪家營鎮高庄小學考察。會晤中，暖

泉小學王校長表示急需重建校舍，高庄小學蘇校長表示在學校重建期間，學生會暫時在幼兒園上課。次日，

我們再考察三所小學，蓼泉鎮堡子小學、平川鎮平川小學和板橋鎮土橋小學。堡子小學在重建期間會借用

該鎮村委會暫時作教學用途，其餘二間都會借用幼兒園和教員室暫作教學樓。我們在臨澤縣考察了五所小

學，它們的共通點是，學校與學校和市內皆有 50-60公里的距離，校舍全都是Ｄ級危房，學生人數 50多

至 60多人，皆有留守學生，校內書桌、木椅殘舊；天花剝落，學校間只是比較嚴重性的差距，學校重建

將會是統一標準的校舍 L型，都是在明年三月重建，八月完工；行程中，李主任特意帶領我們參觀已建成

新校的模式，讓我們深入了解。是日我們再用二小時前往山丹縣，到達時已是黃昏，晚上與李鎮長和葛校

長商討翌日的行程。

     

     十二月七日早上，經過五十多公里的路程，途中所見平房簡陋破舊，

居民較窮困。到達山丹三中，該校是中心校，由幼兒至初中班級，

校內基本設施尚可，學生 165人，留守兒童 76人，老師 55人，

山丹縣溫差較大，冬天氣溫極冷，校長表示冬季其間學生不能在

戶外活動，故希望能資助建一所室內活動室。當日下午我們回程

張掖，準備明天到甘州興隆小學。

     

     次日經過一小時多的車程，我們到達興隆小學，見有四楝平房

校舍和一所幼兒園，我們見學生全

都在幼兒園校舍上課，王校長稱小

學部校舍已是 D級危樓，故已停用，我

們見校舍外觀殘舊，泥土脫落，牆身出現裂縫，校舍簡陋破舊並已空

置。王校長表示希望能及早得到資助重建小學部校舍。

     

     總結是次考察之旅，行程充實緊湊，我們不僅了解當地廣闊

的地理環境及風土人情，也能夠深入了解各間學校和學生的

困境和需要。懲教社教育基金成員鄭炳佳與每間學校校長

會晤時，均要求校方提供詳盡改善計劃、建校草圖及具體

的報告給予懲教社教育基金理事會審批。

考察時大家討論如何改善教學環境

磚木結構的課室被列作Ｄ級危房

屋頂瓦面崩裂漏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