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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驗收學校、考察學校
撰文 :  陳德生

　　本年四月中旬，懲教社教育基理事黃柏能、代表張健聲和陳德生前往廣西百色市對不同的項目工作進行考察和驗收，

當中包括驗收右江區永樂鎮中心校的王賽明親子聊天室、中期考察田林縣平塘鄉中心校及克長鄉河馬小學，另外亦分別

考察兩琶村現科小學、汪甸民族中學、百法小學、陽圩鎮汪鄉小學及天生橋中心校。

　　繼本年四月中旬的中期考察及考察學校，教育基金代表鄭炳佳和陳德生亦在本年九月五日前往廣西隆林縣進行驗收

和考察學校。

　　是日早上我們與捐款機構「深圳機械行業協會」張會長和協會會員一行32人一同從深圳北站出發。到達廣西南寧後，

得到調研員 莫家耀的接待，並轉乘動車前往百色市。到步時已是入夜，故首天的行程主要被「交通時間」所佔據。翌日

清早，我們乘坐旅遊巴士前往隆林縣民強小學進行揭幕儀式和驗收學校。學校舉行了一場莊重的揭幕儀式，深圳機械行

業協會會員與我們一同驗收教學大樓、圖書管和電腦室，深圳機械行業協會會長和各會員對學校的建設和設施皆感到滿

意。下午我們考察了平班鎮中心校，校長向我們解說鎮內人口持續增加，該校服務十七個村落，留守兒童更接近四百名。

因此，為配合學生的教學和住宿需求，急切需要加建部分校舍。隨後，我們繼續考察新州鎮大樹腳小學，見校舍和設備

比較殘舊，全校學生共 800 人，愈半數為寄宿生，可見該校設施嚴重不足。

　　9 月 7 日早上考察隆林中學，該校校舍頗有規模。左吉軍校長稱隆林中

學是隆林縣唯一的高中學校，有五千四百多名學生，當中大部分來自農村。

我們發現其電腦的數量並不足以供學生使用，且設備殘舊。校長表示因學校

經費不足，故希望能獲懲教社教育基金的捐助。是日中午，我們與剛到達的

副主席黃柏能及捐助機構遠德慈善基金代表楊熹儒小姐、林慧喬小姐會合。

得到廣西自治區僑辦僑政處接待，我們前往長克鄉河馬村中心小學為「遠德

慈善基金教學樓」揭幕驗收。兩小時崎嶇多彎的車程令捐助人感到不適。踏

入校門便見一支由村民組成的樂隊和學生民族舞團，村民對我們的熱情和對

學校的支持，瞬間讓我們忘卻了山路車程所帶來的種種不適。

　　9 月 8 日早上和捐助人同往田林縣平塘鄉中心學校為「遠德慈善基金教

學樓」揭幕，全校師生在操場作多種類型的舞蹈表演，揭幕儀式在莊嚴中帶

點輕鬆熱鬧的氣氛進行。捐助人代表楊小姐表示支持和鼓勵學生多多參與校

內活動，並對校內建築物達標感到滿意。隨後，我們考察了板桃中心校，學

校由五座建築群組成，而其中一座殘破的校舍已凋空。校長稱該校舍已列為

危房，等候重建。

　　9 月 9 日我們同樣用了一整天時間回

程香港，總結是次驗校和考察之旅，行程

緊湊充實，體會良多。廣西地貌廣闊，山

區鄉校間相距甚遠，故增加了行程的困

難。這次最難得的是能與捐助人同往驗收

她們捐助的教學樓，讓她們親身體驗當

地的風土人情，了解貧窮鄉村的實況和需

要。同時，在考察的過程中也讓捐助人進

一步了解懲教社教育基金對重建工作的認

真和謹慎，讓善款落實到最需要的學校。

與深圳機械行業協會到新州鎮
民強小學進行驗收開幕

長克鄉河馬村中心小學驗收「親子聊天室」

遠德慈善基金代表親臨驗收
長克鄉河馬村中心小學



教社教育基金懲懲

11

星明完小及新尚完小
隆重舉行動工儀式

撰文及攝影：馮永華

贊助人康寶駒先生、余啟繁先生主持兩校動工儀式

當地媒體訪問

何光輝先生

星明完小現正動工中

懲教社教育基金辦
「共創親情路」讓

留守兒童與家人團聚
撰文：梁海天     攝影：鄭偉賢、郭興雄

　　懲教社教育基金於 2016 年 7 月 28 至 31 日為 19 名分別來自
貴州及湖北的留守兒童及其家庭，舉辦了一個為期四日三夜的「共
創親情路」親子活動。是次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全賴各方單位的鼎
力支持，當中包括兩省僑聯會推薦湖北省板栗園小學及貴州省板屯
小學參與活動，及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提供場地，以及一班為了
見見孩子，放棄數天工作之留守兒童家長的積極支持。

　　於 7 月 29 日進行的簡介會中，教育基金主席張樹根先生表示透過今次活動，令留守兒童與父母擁有重聚的難得機會。同時，精
心設計親子歷奇活動、家庭繪畫創作比賽、小組討論及親子遊動物園等各項活動，可讓孩子及父母彼此重新凝聚關係，舒緩不安孤獨
的情緒、提升自我價值、感受家庭溫暖及重建親子關係。另外，活動亦安排臨床心理學家提供專題講座及培訓，讓國內老師及父母們
認識孩子成長內心的需要。

　　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湖北省僑聯文化交流部長汪國平先生表示：「「共創親情路」這活動除了讓孩子與家人重聚及
建立關係外，亦大大拓闊了孩子的眼光；同時，透過不同活動及內心分享，更能透徹地讓孩子們能明白父母離鄉別井到外辛勞工作的
苦衷，有利於他們回家後能更自理、奉公守法，與及身心更能健康成長。」

　　參加活動家長之龍先生表示：「自己八年前隻身從貴州到深圳從事職業司機工作至今，由於工作繁忙及孩子年紀尚輕，只有農曆
新年才有機會與自己的三位女兒見面，透過是次親子活動，現在能與孩子重聚，多年來的心願得以實現，實在感謝主辦單位的辛勞。」

　　活動接近尾聲時，一位來自貴州的吳同學親手將一封感謝信交到義工手上，主要描述來自山區的自己初次踏足大城市的雀躍，與
久未見面父母團聚內心的激動，以及對懲教社教育基金和各界社會人士關心留守兒童的感激。看見參與學生既興奮又雀躍的表現，令
一眾義工感到為別人造點好事，讓內心更富滿足，已頓然蓋過多日來的辛苦。

　　於 9 月 1 日，贊助人康寶駒先生、余啟繁先生一行
10 人在何光輝先生（時任懲教署儲蓄互助社社長暨懲教
社教育基金名譽副會長）的陪同下，並由雲南華商公益基
金會、麗江市歸國華僑聯合會、玉龍納西族自治縣教育局
負責人及學校校長接待前往玉龍縣龍蟠鄉星明完小隆重舉
行動工儀式，麗江市玉龍縣龍蟠鄉星明完小及新新尚完小
彩旗招展，人潮湧動。

　　雲南華商公益基金會李寶會先生表示在教育發展的關
鍵時刻，感謝兩位贊助人及香港懲教社教育基金慷慨捐資
及政府配套的情況下完成學校建設。新建的兩所學校綜合
樓，設計規格高，功能配套齊全。學校建成後，將再進一

步緩解星明完小及新新尚完小的就學壓力，為更
多的貧困孩子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給農村孩子
和教師創造一個更好的學校環境，建成安全、舒
適、通透的現代化學校。

簡介會內湖北省之學生及家長代表向教育基金送贈致謝紀念品

所有老師、家長及學生一起進行集體遊戲

家長及學生也積極

參與親子遊戲



活動中安排遊覽深圳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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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英語教師培訓班
撰文及攝影：張健聲

　　在剛過去的 8 月，教育基金與活知識立群社合作先後在北京及湖南
長沙舉辦了兩場暑期農村英語教師培訓班。目的為加強偏遠地區及農村
的初中英語教師在語文及教學方面的能力，並借此促進香港與國內的教
學同業的交流。於 8月 1日至 5日期間，基金分別資助了 10位來自貴州、
湖南、甘肅及內蒙古國內重建學校之英語教師參與在北京清華大學校園
內舉行為期四天的暑期英語教師培訓班。期望能透過與香港資深英語導

師的教研，使老師們能掌握英語教學的實踐知識，拓寬專業視
野。程課完成後，參與計劃的老師更可獲由北京清華大學頒發
參與證書，以示鼓勵。

　　而另一訓練班則於 8 月 8 日至 12 日舉辦。在活動的第一
天，教育基金項目主任張健聲、教學發展組成員陳賢冰和活知
識立群社副社長戴洪芳及其他義務英語導師一清早便從香港出
發，前往湖南長沙的湖南科技職業學院。在與外事處黃志冰處
長視察學院後，一行人與湖南科技職業學院副院長方小斌和外
事僑辦趙三元處長舉行開班典禮，開展一連五天與來自全國十
個省市貧困山區的 105 名英語老師的全英語培訓。

　　在活動過程中，不少老師表示對英語教學的體會加深，教
學方式不但可以充滿動感，而且毫不枯燥沉悶。相對傳統的教
學方法，活潑的教學方法更有效率。同時，導師們更安排多種
嶄新的教學模式，令英語成為實用的工具融入生活，使英語運
用日趨純熟。

　　透過短期密集式的鍛煉，老師們都脫胎換骨。導師們的
教導就有如替他們打了強心針一樣，參與活動的老師在英語
運用方面的能力均強壯起來。在培訓班完結時，老師們自發
建立了一個交流平台，分享教授英語的經驗，使友誼和學習
英語的精神在群組中延續。

湖 南	

伍林芝老師表示：「所

有老師的努力改變了我們，

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我們會

盡我所能去改變我們的

學生。」

貴州	 李虎老師說：

「明白了教育真的需要理

念。同時，深知閱對對當

代人和當代學生的重要

性。」

湖南暑期英語教師培訓班開班儀式

在義務英語導師的帶領下，

老師們愉快融入課堂。

湖南暑期英語教師培訓班老師學習英語情況

由教育基金推薦之農村英語老師參與北京英語培訓班

完成北京英語課程後，參與老師更可獲由北京清華大學

頒發參與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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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賚特旗二龍山中心幼兒園開幕剪綵

扎蘭屯市特殊教育學校

揭碑儀式

撰文及攝影：曹榮華

　　於 2016 年 8 月 26 日至 31 日，懲教社教育基金理事吳漢樑

先生和前教育基金主席胡順安先生及 8 名熱心人士，一行 12 人

前往蒙古烏蘭浩特進行考察及驗收兩所學校。當日上午 9 時從香

港乘機前往北京，再轉機到烏蘭浩特，因遇到航班延誤了四個多

小時，到達已是晚上 10 時，因旅途勞頓，各人都感到十分疲累。

　　翌日上午，由當地興安盟教育經濟發展促進會人員安排，前往扎賚特旗二

龍山中心幼兒園，為贊助人楊國生先生捐建的「遠德慈善基金教學樓」進行驗

收工作。及後，亦安排於扎賚特旗考察一所尚待建設教學樓之綽勒中心學校。

　　第三日，乘車前往距離扎旗七百多公里的扎蘭屯市，再到一所尚待建設宿

舍樓一棟之關門山學校進行前期考察。

　　第四日，再為楊先生捐建另一所扎蘭屯市特殊教育學校的「遠德慈善基金宿舍樓」進行驗收工作，該校為三

類殘疾兒童提供學童支援，其中患有視障、聾啞和弱智的兒童，合共 140 人。而該校落成後促使殘疾兒童和家人

能接受規範的特殊教育，真正體現教育公平。於開幕儀式上，也特別安排殘障學童及老師作默劇演出，從而表達

母親們在日常照顧殘障學童上的困難和愛心，令人深深感觸，在場者多有熱淚盈眶 !

　　第五日，我們一行 12 人從烏蘭浩特乘機返到北京溜澾兩天，再由北京轉機回港。

　　次行程得以順利完成，亦十分感謝全程帶領著我們之興安盟教育經濟發展促進會許冬秘書長的協助及安排。

內蒙古烏蘭浩特助學考察

於扎賚特旗考察學校

扎蘭屯市特殊教育學校學生上課情況 參觀二龍山中心幼兒園內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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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學校
開幕及前期

考察

 清塘鋪鎮中學王賽明餐飲樓
渠江鎮連里完小遠德慈善基金宿舍樓

烟溪鎮中心幼兒園全貌贊助人梁紹安先生於 6 月份親臨烟溪鎮中心幼兒園驗收

 清塘鋪鎮中學王賽明餐飲樓驗收 撰文及攝影：劉傳隆

　　九月十八至二十一日，我隨教育基金副主席黃柏能和成員陳秀芳前往湖南，為基金會驗收兩所小學及回訪一所幼兒園，
並為教育基金未來拓展服務，作出前期考察工作。十八日中午乘高鐵抵達湖南益陽站，受到「湖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僑務辦
公室副處長」趙三元先生熱烈迎接。汽車駛經市區多條主幹道，讓我們對益陽市作了近距離接觸。經過逾五小時車程，晚
上到達安化縣一間酒店，我們隨即商討這數天的具體安排，為這趟行程作全面準備。

　　九月十九日，早上八時出發，抵達安化縣清塘鋪鎮中學，我們被引領參觀一幢二層高，以周松楷先生的母親命名「王
賽明餐飲樓」進行驗收。大樓面積 2100 平方米，將會作全校二仟七佰名學生飯堂用途，一、二樓各設獨立飯堂、廚房、洗
碗房和厠所。其後我們出席了「王賽明餐飲樓」竣工典禮，儀式簡單隆重。

　　接著，我們到樂安鎮中學考察，該校始建於 1950年，為鎮內 16000多人口的適齡子女提供義務教育，現有學生 335人。
在考察中，土泥牆的校舍修補處處，樑朽檁殘，相當殘舊，部分已鑒定為 D 級危房，須拆卸重建。

　　九月二十日，早上八時出發前往安化縣渠江鎮桃坪村連里小學，為楊國生先生捐建的「遠德慈善基金宿舍樓」驗收，
汽車越過綿延高山，顛簸不平。中午抵達連里學校，隨即出席「遠德慈善基金宿舍樓」開幕典禮，跟眾師生一起見證歷史
時刻。其後我們參觀四層高宿舍樓，並仔細進行驗收，宿舍有 140 個宿位，現已有 60 人入住，每個房間擺放六張雙層鐵床，
寬敝明亮、通風涼爽，內置浴室、厠所，宿舍樓的落成，除了讓農村孩子也享受到了現代校舍的舒適，免除每天長途跋涉
往返學校與居所的辛勞，更加強學生對學校歸屬感。

　　連里小學始建於 1980 年，有學生 320 人，由於現有教學樓、飯堂，因為年久失修，以至磚瓦風化，牆身龜裂，屋頂滲
水，經鑑定為D級危房。為確保學生的安全，學校作了緊急分流調動，暫借村裡民居、村辦事處作臨時校舍，以解燃眉之急。
對於這樣流浪式安排，未能提供適合環境，讓師生在穩定氛圍下進行教與學，校長只能流露感慨與無奈。因此，對於已經
規劃在宿舍樓旁邊空地進行重建教學樓項目，校長冀望懲教社教育基金能夠伸出援助。 

　　午膳後，我們趕到煙溪鎮中心幼兒園，回訪贊助人梁紹安生生捐資重建的「梁鄭月楓教學樓」。校園環境衛生，井井
有條，園方充份落實基金會在驗收時的要求，課室和露天嬉戲埸，均鋪砌軟地墊，厠所每格裝置掩門，窗戶採用磨沙玻璃，
確保兒童安全及私隱得充份保障。

　　九月二十一日，早上七時三十分離開酒店，經過了連番趕路，中午抵達了長沙市，四日湖南考察之旅，隨著登上三時
四十五分至深圳高鐵，圓滿劃上了句號。



15

教社教育基金懲懲

董事集思會暨
教育基金韶關之旅

　　在懲教署儲蓄互助社社長暨懲教社教育

基金名譽副會長彭仁偉先生及懲教社教育基

金主席張樹根先生的帶領下，教育基金成員

於本年 11 月 19 及 20 日前往廣東省韶關市，

進行多個資助教育設施項目的驗收，隨行的

還有本社新一屆董事及職委員。抵達韶關後，

一行人在韶關市教育基金會代表的陪同下分

別到訪韶關市第十一中學及乳源縣洛陽鎮古

母水中心學校，更驗收兩所學校的「親子聊

天室」項目。在乳源縣洛陽鎮古母水中心學

校的行程中，成員更有機會與小學生交流並

送上玩具，他們均表現得歡喜非常

董事集思會

　　行程的第二天，各成員先到當地的賴新

小學參觀不同類型的建校項目。董事及職委

員其後選址啟智學校內舉行新一年度的董事

集思會。與會者分別回顧了過去一年整體社

務發展及工作成果，更就投資路向、各項修

訂、社員活動及社務推廣等議題交換意見並

作一連串討論，從而訂立互助社來年的發展

方向及各項工作目標。總括而言，各董事與

職委員於是次會議中各抒己見，對社務運作

及發展作出了深入的討論。通過集思廣益，

相信互助社定必為社員們提供更優質及更多

元化的服務。集思會舉行期間，教育基金成

員則馬不停蹄，前往區內的學校進行考察。

　　參與今次行程的董事及職委員表示，今

年度的安排與行程既充實又有意義。一眾董

事及職委員在進行董事集思會的同時，更能

夠通過參與助學活動，讓他們更了解到當地

的教育發展，加深認識及親身支援教育基金

的助學工作。

到訪韶關市第十一中學
乳源縣洛陽鎮古母水中心學校

張主席與其他成員驗收親子聊天室內的電腦設備

在社長帶領下進行新一年度的集思會

彭社長於驗收儀式中致辭，勉勵學生

用心學習，將來能夠回饋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