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蔡尚楷、佘德聰、楊自順、洪明智、樂其龍、楊自然獎學金頒獎典禮圓滿舉行
吳克儉 陳克勤 劉國勳主禮 210名德才兼備基層學生獲獎 成果分享回饋社會

「我們衷心感謝基金會設立這個獎學金，鼓勵努力
學習，逆境自強的同學，讓家庭經濟有困難，但有良好
品德修養及成績優異的同學可以繼續升學，透過學習知
識向上流動，擺脫貧窮，將來學有所成，回饋社會。」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馮嘉雯及迦密道中學林秀萍兩名獲
獎同學在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蔡尚楷、佘德聰、
楊自順、洪明智、樂其龍、楊自然獎學金」頒獎典禮
上，代表所有獲獎同學發言，她們異口同聲表示獎學金
是對她們一種肯定和激勵，將來學有所成，定必盡一分
綿力，服務和貢獻社會。

馮嘉雯同學首先感謝學校校長、班主任、升學及就
業輔導組各位老師的推薦及協助，讓其可以榮獲這個獎
學金。她表示，作為一名中五級學生，對自身前途充滿

期待，同時又帶一點憂慮，擔心未來的道路是怎樣的？
但她認為 「路」是自己鋪建的，掌握在自己手中，堅信
努力能達致夢想，現時只要努力豐富自己的閱歷，擴闊
眼界，做好學生的本分，努力讀書，升上心儀大學。她
深信 「知識改變命運」，會善用這筆獎學金作為支付學
習費用，以助其取得較佳成績升上大學，達成夢想。

對林秀萍同學而言，這獎學金是一種肯定和激勵，讓
其明白了學習是要不斷努力，不驕不躁，認真刻苦，不輕
易放棄，以實現自己的理想為目標。 「我會將這筆獎學金
用得其所，去充實自己，讓自己去開闊眼界，豐富人生閱
歷。」林秀萍盼望在未來，與一眾獲獎同學能夠發揮所長，
運用自己所學到的知識，應用在社會上，並將自己培養成
有用的人，盡一分綿力，服務和貢獻社會。

是次基金會獎學金頒獎典禮，邀得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劉國勳
擔任主禮及頒獎嘉賓，在獎學金贊助人、基
金會主席楊自然，榮譽主席蔡尚楷，副主席
佘德聰、楊自順，執行董事洪明智、樂其龍
的代表Miss Rainbow Yuen，基金會副主席
余毅、徐志誠等同仁，聯同大埔區校長會主
席、迦密道中學校長郭永強，北區校長會主
席、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校長梁學圃等得獎
學校校長、老師、家長、學生近四百人見證
頒獎儀式。楊自然主席、吳克儉局長、佘德
聰副主席、郭永強校長、梁學圃校長分別於
儀式上致辭。兩名獲獎學生代表分別發表感
言（詳見配稿）。

楊自然：共同攜手培育社會棟樑
基金會主席楊自然致歡迎辭時首先代表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熱烈歡迎大家出
席獎學金頒獎典禮。他指出， 「蔡尚楷、佘
德聰、楊自順、洪明智、樂其龍、楊自然獎
學金」是由基金會上屆主席蔡尚楷、現屆主
席楊自然、副主席佘德聰、楊自順、執行董
事洪明智各贊助港幣20萬元，愛心人士樂其
龍贊助港幣5萬元，合共港幣105萬元。它是
基金會第三次在港舉辦的資助品學兼優、自
強不息的中學生而設立的獎學金。

「今次的獎學金頒發是專門為香港學生
而設立，它的目標是讓香港真正有需要的、
有上進心的、經濟條件稍差的學生可以獲得

扶持。我認為今天的頒獎典禮是非常有意
義，因為近來香港有很多的青年睇法與主流
社會有不同的見解。所以我們更加對一些品
學兼優、自強不息的學生給予正能量的鼓
勵、正確人生價值觀的引導。」楊自然表
示，國家發展一日千里，世界發展面臨着互
聯互通、競爭激烈的局面，香港位於世界經
濟發展中心，必須轉型創新才能適應作為世
界經濟中心的發展。他強調，學生作為未來
社會的支柱，更加需要社會各界人士的協助
和支持，大家應出一份力量支持學生發展正
能量，令香港再次發光發亮。

吳克儉：基金會興學助教好榜樣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致辭時高度肯定香港

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對國家、香港所作出的
貢獻，尤其是基金會自成立以來，廣集善
款，興學助教，在內地興建學校，近年很關
注香港教育事業的發展，特別設立獎學金獎
勵香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希望未來有更多
本地學生受惠。他表示，香港的教育制度一
向重視學生的德智體群美的全能發展，培育
同學們傳承智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的理念，其中在中小學的學習領域內，首
要培育的七個價值觀，包括堅毅、尊重他
人、責任感、個人身份認同、社會承擔精
神、關愛和誠信，通過學科課程的講授，及
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培育學生有正面的價值
觀和積極的人生觀。他強調，在現今社會，

品德比知識更為重要，希望培育出德才兼備
的下一代，服務香港和國家，而教育局很重
視培養學生的正向思維，今日得獎的同學，
在學業成績、課外活動，社會服務等各方面
都有傑出的表現，希望同學們活出熱愛人生
的大道，樹立良好的榜樣，將社會人士對大
家的鼓勵，轉化為源源不絕的動力，繼續奮
發向上，回饋社會。

佘德聰：懷着感恩的心回饋社會
基金會副主席佘德聰致辭時肯定獲獎同

學都是優秀的學生。他坦言， 「優秀」是一
種榮耀，是一種驕傲，也是一種肯定，但事
實上得到 「優秀」並不容易，是同學們努力
付出的結果，是他人學習的榜樣，因此，建
議獲獎同學要有高度，有理想、有目標，有
責任地去嚴格要求自已，就如《大學》的格
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
次，品格是一個人的靈魂，一個 「優秀」的
品格比什麼都重要。品格包括了感恩，人只
要存着感恩之心，便知道回饋，更加仁愛，
社會會更加和諧，生活會更加幸福，未來會
更加美好。

佘德聰表示，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
會，一直以來懷着感恩的心回饋社會。是次
頒獎禮，嘉賓、基金會同仁及義工無私的付
出，都是體現出感恩之心， 「雖然我哋嘅能
力有限，但是我哋並 『不因善小而不為』，
我哋一直以來都是堅持力所能及，去關心支

持下一代的成長，我哋願意去播種更多優秀
嘅種子，等更多美麗嘅花朵開遍全香港。」
他並以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倉
海」，寄語各位同學，成功無僥幸，也無捷
徑，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崎嶇的，只要永
遠對 「優秀」的追求及懷着感恩的心，定必
成為一個優秀又知道感恩的社會精英。

校長代表：深切感謝基金會無私奉獻
梁學圃校長與郭永強校長致謝辭時，異

口同聲代表大埔區校長會及北區校長會的成
員，對基金會的無私奉獻，支持香港教育事
業的發展，表示深切的謝意。 「我還記得楊
自然主席和基金會同仁來到學校介紹獎學金
的情況，在計劃內有八個字 『自強不息，努
力向上』。我們每間學校都是來自基層家
庭，同學們都很努力，無論成績等各方面都
相當好，今日得到基金會的幫助，對同學來
說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增添同學們向上的動
力。」兩位校長相信同學們都會好好善用這
筆獎學金，在學習的道路上，參與各種活
動，豐富人生經歷，日後更加努力服務社
會、回饋社會。

出席頒獎典禮活動的基金會首長還有：
榮譽主席林志勝，會務顧問林勁，義務律師
王東昇，副主席：葉華雄、葉華源，執行董
事：李孝友、司徒立、何滿林、林永興、孫

建華、黃偉鴻、劉勝賀、蔡國聯等。

22年歷程 基金會備受社會讚譽
事實上，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是由一批熱心發展教育、公益事業的香港閩
籍青年企業家發起成立，在各位同仁、善長
的熱心支持下走過21年歷程，取得可喜成
績，備受社會讚譽，22年來籌得善款港幣3億
元，在內地23個省份援建了584所 「希望小
學」，資助貧困山區的優秀教師及校長，獎
勵內地大、中、小學生完成學業等善舉；台
灣南投縣援建了2所學校及資助台中43名孤兒
學習費用；在港舉辦了 「李聖潑獎學金」和
「蔡尚楷、徐偉福獎學金」頒獎，港島區110

名品學兼優、自強不息的中學生獲獎。
今年4月28日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

會」第二十二屆董事會就職，基金會在楊自
然主席領導下籌得善款港幣2700萬元，將在
中國內地援建23所 「希望小學」，在台灣援
建1所學校，資助邊遠貧困地區教師、資助
貧困大中小學生，資助各類教育基金，在寧
夏回族自治區獎勵80位優秀鄉村教師；在青
海獎勵100位貧困優秀的牧區教師，組團訪問
寧夏、青海、吉林、雲南、福建；在港舉辦
了 「蔡尚楷、徐偉福獎學金」頒獎典禮，獎
勵品學兼優、自強不息的70位香港中學生。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下稱基金會）一直關心內地和香港的教育發展，在教育投入方面可說是毋庸置疑。

自1994年創會以來，共籌得善款3億港元，在內地23個省、自治區援建了584所 「希望小學」 。為鼓勵及支持本港

品學兼優、自強不息、來自基層的學生，基金會日前（12月10日）假新界大埔太和路迦密聖道中學禮堂舉行

「2016蔡尚楷、佘德聰、楊自順、洪明智、樂其龍、楊自然獎學金」 頒獎典禮，首先在新界北區、大埔區共40所中

學選出210名德才兼備的學生，進一步協助他們發掘興趣和潛能，認清人生及事業方向，同時建立正面的價值觀貢

獻社會。

▲陳克勤（中）、佘德聰（右6）及葉華雄（左6）頒獎予獲得 「佘德聰獎
學金」 學生

▲陳克勤（中）、佘德聰（右6）及葉華源（左6）頒獎予獲得 「佘德聰獎
學金」 學生

▲陳克勤（中）、佘德聰（右6）及孫建華（左6）頒獎予獲得 「佘德聰獎
學金」 學生

▲陳克勤（中）、洪明智（左6）及司徒立（右6）頒獎予獲得 「洪明智獎
學金」 學生

▲陳克勤（中）、洪明智（右6）及何滿林（左6）頒獎予獲得 「洪明智獎
學金」 學生

▲劉國勳（中）、洪明智（左6）及梁學圃（右6）頒獎予獲得 「洪明智獎
學金」 學生

▲劉國勳（左6）、洪明智（左5）及林永興（右6）頒獎予獲得 「洪明智獎
學金」 學生

▲劉國勳（中）、楊自順（右6）及蔡國聯（左6）頒獎予獲得 「楊自順獎
學金」 學生

▲劉國勳（中）、楊自順（右6）及李孝友（左6）頒獎予獲得 「楊自順獎
學金」 學生

▲劉國勳（中）、楊自順（右6）及劉勝賀（左6）頒獎予獲得 「楊自順獎
學金」 學生

▲劉國勳（中）、楊自順（右6）及黃偉鴻（左6）頒獎予獲得 「楊自順獎
學金」 學生

▲劉國勳（左6）、Miss Rainbow Yuen（左5）及郭永強（右6）頒獎予
獲得 「樂其龍獎學金」 學生

▲吳克儉（中）、楊自然（左6）及林勁（右6）頒獎予獲得 「楊自然獎學
金」 學生

▲吳克儉（中）、楊自然（左6）及楊陳智齊（右6）頒獎予獲得 「楊自然
獎學金」 學生

▲吳克儉（中）、楊自然（左6）及楊陳智齊（右6）頒獎予獲得 「楊自然
獎學金」 學生

▲吳克儉（中）、楊自然（左6）及王東昇（右6）頒獎予獲得 「楊自然獎
學金」 學生

▲吳克儉（中）、蔡尚楷（左6）及林志勝（右6）頒獎予獲得 「蔡尚楷獎
學金」 學生

▲吳克儉（中）、蔡尚楷（左6）及林志勝（右6）頒獎予獲得 「蔡尚楷獎
學金」 學生

▲吳克儉（中）、蔡尚楷（左6）及余毅（右6）頒獎予獲得 「蔡尚楷獎學
金」 學生

▲吳克儉（中）、蔡尚楷（左6）及余毅（右6）頒獎予獲得 「蔡尚楷獎學
金」 學生

▲陳克勤（中）、佘德聰（右6）及徐志誠（左6）頒獎予獲得 「佘德聰獎
學金」 學生

代表同學感言：自強不息 努力向上

▲楊自然主席致歡迎辭 ▲吳克儉局長致辭 ▲佘德聰副主席致辭 ▲梁學圃校長發表感言 ▲郭永強校長發表感言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蔡尚楷、佘德聰、楊自順、洪明智、樂其龍、楊自然獎學金」 頒獎典禮，賓主合照

▲基金會成員與主禮嘉賓，北區、大埔區各校校長、老師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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