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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關愛基金會有限公司

    十分關愛基金會有限公司自二零零七年成立，並於二零零九年一月

十五日正式在香港註冊成為一間非宗教、非政治、非牟利的慈善團體 

( 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檔案號碼 : 91 / 10002 )。

Ten Percent Donation Scheme Foundation Limited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and was registered as a non-religious, non-political and 

non-profit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in Hong Kong on January 15, 

2009 ( Granted tax exemption under Section 88 of the Inland Rev-

enue Ordinance, IR File No: 91 / 10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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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宗旨
Mission of the Organization

機構目標
Objectives of the Organization

創辦人
Founder

董事會
Board of Committee

蘇智明 博士

Dr. So Chi Ming, Stephen

蘇智明 博士

Dr. So Chi Ming, Stephen

王顯碩 先生   
Mr. Wong Hin Shek, Hans

蘇國豪 先生   
Mr. So Kwok Hoo, Jimmy

陳應良 先生   
Mr. Chan Ying Leung, Samuel

蘇智明 博士   
Dr. So Chi Ming, Stephen

孫國華 先生   

Mr. Sun Kwok Wah, Peter MH

副主席  Vice Chairman

主   席  Chairman

    “十分關愛基金會有限公司”的成立，希望能作為牽頭目的，帶領大眾一

起參與，令這個心意可以感染多一個有能力的人，分一點點力量出來，幫助更

多有需要的人士，擴闊社會各界的受惠群。基金會就像小水滴落下湖面，泛起

一個個漣漪，傳到每一角落，使更多人受惠。

We hope that “Ten Percent Donation Scheme Foundation Limited” can play 

the leading role to encourage the general public to participate. The intention 

is to influence the more capable person to give out his little power and help 

other people in need, in order to benefit more people. The Foundation 

resembles a drop of water dripping to form ripples which reach every corner, 

meaning that more people would benefit from it.

    旨在促進資助教育為方針，透過機構組織之活

動，藉設立助學基金來幫助貧困學生就學。

The Foundation promotes education through the 

activities of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nd helps 

poor students to attend schools by the establish-

ment of student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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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榮譽會長
Permanent Honorary President 



名譽秘書 Honora r y  Sec re ta r y

袁慧敏 女士      

Ms .  Yuen  Wa i  Man ,  Bonn ie

名譽司庫 Honora r y  Treasure r

袁慧敏 女士 (W.M.Yuen  CPA L im i ted )       

Ms .  Yuen  Wa i  Man ,  Bonn ie

名譽法律顧問 Honora r y  Lega l  Adv i so r

高偉倫 先生 (Rober t sons  So l i c i to r s  &  Nota r i e s )    

Mr.  Ko  Wa i  Lun ,  War ren

名譽核數師 Honora r y  Aud i to r s

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Shinewing  (HK)  CPA  L im i ted

顧問團
Advisory Board

籌募委員會委員
Fundraising Committee

陳 稼 晉  先 生    
M r.  C h a n  K a  C h u n ,  P a t r i c k

何 德 邦  先 生    
M r.  H o  Ta k  P o n g ,  M a t t h e w

田 家 柏  先 生    
M r.  T i n  K a  P a k ,  T i m m y

蔡 民 寶  先 生    
M r.  Ts o i  M a n  P o ,  M a n b o

黎    娟  女 士    
M s .  L a i  K u e n ,  C 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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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主席的話 (2011-2012年度)

Chairman's Message 

孫國華 先生

Mr. Sun Kwok Wah, Peter MH

    孩子是社會的未來棟樑，他們如能接

受良好的教育，未來的香港及中國社區便

可健康發展，所以我們不斷促進資助教育

為方針，透過機構組織的活動，在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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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助學基金，幫助貧困的學生就學。我們一直非常關注香港及中國內地學童

的需要，解決孩子在教育上的問題，務求他們在未來可以回饋社會，從而改善

社會整體的生活質素。此外，在過往發生的天災如：中國雪災(2008)、四川 

512 地震、玉樹地震及日本地震，本基金會亦不遺餘力捐款幫助，望災民能夠

早日重建家園。

    現時坊間大部分慈善團體，都會在善款中扣除部分費用以作為職員的報酬

、辦公室租金或其他行政開支，因而令受惠者所得之款項，比實際少百分之五

或以上。有見及此，目前協助十分關愛基金會工作的所有委員及其他職員純屬

義務性質，每逢開會便會到各委員的不同公司的辦公室進行，從而免卻不必要

的開支，使捐款可以接近100%全數捐贈予有關的受惠者或機構，令更多人受惠

，因此基金會所有捐款及開支可以是高透明度在網上查閱。同時，我們會跟進

每項的捐款，並進行實地考察及探訪。

    本人謹此代表十分關愛基金會感謝一直支持我們的社會賢達及各位善長，在

過去全賴你們的捐款與捐贈，使我們能幫助低收入家庭的學童解決燃眉之急。

Children are the future pillars of our society. If they can receive good educatio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can develop a better future.  Therefore, Ten Percent 

Donation Scheme continues to promote subsidized education through various 

organizations’ activities to assist impoverished students, helping them get educa-

tion by establishing student funds.  We have been very concerned with the needs of 

students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By solving children’s educational 

problems and assisting them to get education, they are able to contribute to our 

communities in the future, and thereby the quality of life of our communities can be 

improved as a whole. In addition, our Foundation spares no effort to help people 

that suffered from the snowstorms in Mainland China, Sichuan earthquake, Yushu 

earthquake and the earthquake in Japan by making donations to help victims rebuild 

their homes.

 

At present, the operating costs, such as salary, office rent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most charity organizations are deducted from the donations. These costs 

can be 5% or higher of the total donations received.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he most 

possible donation received to support our charity work, all our committee members 

and staff help out on voluntary basis and all our meetings are held in the offices of 

our committee members to reduce rental and other costs, This enables us to avoid 

any unnecessary expenditure and allow almost 100% of the donations to be donated 

to beneficiaries and organizations, benefiting more people in need.  All donations 

and expenses of the Foundation can be checked online with full transparency.  Also, 

we follow up on every project’s donation and conduct onsite inspections in person 

and do visitations.

 

On behalf of Ten Percent Donation Scheme,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our community 

leaders and generous donors for your continuous support throughout these years. 

Your generosity enables us to help students from low-income families to meet their 

immediate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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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主席的話 (2012-2013年度)

New Chairman's Message

    不經不覺我已加入十分關愛基金會四

年。這些年來，我見證着基金會不斷的成

長及發展，並且能與各階層人士和不同的

團體合作，最重要是能感染更多人一起參

與這有意義的活動。

 

It has been the fourth year since I first joined Ten Percent Donation Scheme Foundation 

Limited in 2008. As time goes by, our organization has grown extensively. Most impor-

tant of all, we are able to arouse mo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meaningful act. I am 

so honor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all these wonderful people and 

communities. 

 

Last year, I had the chance to visit our sponsored students in the province of Gansu in 

Mainland China. With China’s  economy boom in the past years, I think even though 

there are areas that are underdeveloped, I do not imagine the situation to be so worse. 

All those that we take for granted are to them all gifts from heaven. Every day, they are 

striving just for the basics. We are indeed so blessed.

 

This personal experience has motivated me to go one step further on how we extend 

our caring hands to the needy, especially at this time of uncertainty and confusion. I 

sincerely invite you to join us in making this a better world and brightening our 

children with a promising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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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顯碩 先生 

Mr. Wong Hin Shek, Hans 

    去年，我有幸能代表基金會到訪中國甘肅省，探訪一班我們曾資助過

的學生們，此行令我感受良多。在中國經濟起飛的這些年頭，雖然知道我

國仍有很多地區依然落後，但從未想到情況會是如此惡劣。我們生活在香

港這個物質豐富的大城市裏，可曾想過身處於落後地區朋友的困苦？他們

每天都要為生活的最基本而擔憂，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一切，在他們眼內

卻是上天恩賜的寶貴禮物。我們的確是很幸運的一群。

 

    這次難忘的親身體驗驅使我更積極地參與慈善活動，幫助更多有需要

人士，特別是在這經濟不明朗，世界動盪不安的情形下，令我更有動力向

前邁進。我衷心的邀請你們每一位一同加入我們的行列，共建一個更美好

的世界，為孩子們燃亮一個有希望的明天！



慈善捐款報告
Charity Donation Report

3,259,1682011 年度
HK$捐款總額

資助美國 George Town University 

法律系學生與中國學府的學生互相交流及研究中美兩國法律，

捐贈金額為HK$1,560,000。

日本震災捐贈紅十字會，希望日本人民

能早日重建家園，捐贈金額為HK$100,000。

贊助香港青年聯會有限公司之

“青聯賢慧愛家日活動”，捐贈金額為HK$100,000。

參加“青苗同學會”- 課後支援計劃畢業典禮學生禮品 $1,008。

資助聖雅各福群會舉辦的“青苗同學會”-課後支援計劃，使他們可在

班內設立更多資源供給深水埗區學童學習，捐贈金額為HK$128,160。

資助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兒童多元課後計劃”，

捐贈金額為HK$170,000。

參與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設立“希望工程”行動，

幫助200位中國甘肅省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就讀大學，捐贈金額為

HK$1,080,000。

贊助“第二屆香港十大傑出家長選舉”，捐贈金額為HK$20,000。

贊助香港青年聯會有限公司之“青聯賢慧愛家日活動”，捐贈金額為

HK$100,000。

2011年  4月

2011年  4月

2011年  4月

2011年  7月

2011年  9月

2011年  9月

2011年  9月

2011年 12月

2011年 12月

捐款途徑
Donation Methods

我們是一間非宗教、非政治、非牟利的慈善團體，財政主要來自各界熱心人士的捐款，本會未有獲

任何團體或政府資助，您的捐款可以支持我們以教育為方針，幫助貧困學生就學及推行教學活動。

可將現金或支票 ( 抬頭請寫「十分關愛基金會有限公司」)，直接存入以下捐款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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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存款收據正本並於背頁寫上姓名及聯絡電話，寄回香港灣仔告士打道88號其昌中心

8樓或傳真至(852) 2785 7733。
 

「十分關愛基金會有限公司」乃香港註冊慈善團體( 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

稅檔案號碼: 91 / 10002 )，港幣壹佰圓以上的捐款可申請免稅。
 

您向本會提供的個人資料限作籌款活動。

如需查詢, 請與本會行政主任陳小姐聯絡，電話：(852) 2785 7700。

We are a non-religious, non-political and non-profit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We do not have any 

group or government-funded support. Our donations are mainly from the enthusiastic people. Your 

donation is used in our education activities to help and support poor students in their studies. 

Please deposit your cash or make cheque payable to “Ten Percent Donation Scheme 
Foundation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bank account: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808-512271-292 

Please return the original deposit slip to us by mail to 8/F., China Underwriters Centre, 88 
Gloucester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or by fax to (852) 2785 7733. Please write your name 
and contact number on the back of the deposit slip.　
“Ten Percent Donation Scheme Foundation Limited” is a registered charity in Hong Kong
 ( IRD Ref. 91/10002 ). All donations of HK$100 or above are tax-deductibl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used for fund-raising purpose onl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our Executive Officer Miss Chan at (852) 2785 7700.

多謝您的慷慨捐助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sity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808-512271-292

注意事項：
 

Note: 



活動回顧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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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Town 
University

青聯賢慧愛家日

4
資助20萬美元給美國

George Town University 

法律系學生與中國學府的學生

互相交流及研究中美兩國法律。

日本震災1
蘇國豪先生代表本會到香港紅十字

會總部捐贈港幣10萬元正支持日本

震災，希望他們早日重建家園。

Japan earthquake donations

2 第二屆香港十大傑出家長選舉。

3 本會捐出港幣10萬元資助香港青年聯會-
愛家日活動，幫助觀塘區貧困的家庭到海
洋公園遊覽。由於這些家庭沒有經濟能力，
留港多年對於玩樂只可盼望而不能實踐，
捐贈是為了促進他們家庭和諧,感受社會
各界的關懷。



青苗同學會

活動回顧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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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關愛學習計劃2011

7
本會關注到香港一些低收入家庭，在經濟上他們未必能

夠提供一些課外讀物給予子女學習，有見及此，本會設

立了“ 十分關愛學習計劃 ”，藉由此活動捐出一些課

外讀物給予學生有課外學習的機會，由2010年至今已捐

贈67間小學及播道兒童之家了。

 

伊斯蘭學校

寶覺分校

青山天主教小學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宣道會葉紹蔭小學

潮陽百欣小學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上午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下午小學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下午校)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深信學校

白田天主教小學

聖公會基愛小學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深水埗官立小學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福榮街官立小學

聖方濟愛德小學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 小學部 )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

天主教善導小學

大坑東宣道小學

寶血會嘉靈學校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

聖公會基福小學

受
惠
學
校

學校排名不分先後

6
資助青苗同學會-課後支援計劃，

使他們可在班內設立更多資源供

給深水埗區學童學習。

 

5
資助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兒童多元課後計劃，幫助

深水埗區低收入家庭的學

童有一個舒適的環境學習。



建設 “十分關愛冷泉村青少年希望社區” 

活動回顧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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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會捐贈港幣50萬元正，在中國北京市海澱區西北旺鎮冷泉
村建設“十分關愛冷泉村青少年希望社區”中心，中心設有
多媒體教育、影視、圖書、體育等娛樂資源，幫助一班在課
後及假日缺乏家庭照顧的貧困學童學習和娛樂，另外針對他
們因父母工作的關係從農村移居到城市生活，父母經濟狀況
和生活狀況影響而造成的心理障礙，附設心理輔導服務。



活動回顧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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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師範學院探訪大合照

平涼醫學高等專科學校探訪大合照

9
本會捐贈港幣100萬元正參與中國青少年

發展基金會設立“希望工程行動”，幫助

200名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就讀中國甘肅省

天水師範學院及平涼醫學高等專科學校。



學生感謝信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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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012 同學的求助信

學生求助信
Student Request for Assistance

尊敬的基金会：

    您们好！

我是一名大学生，前年我很荣幸得到贵基金会的资助。我很感谢您们对我的帮助。感谢您们的关怀和帮扶！
真的感谢您们！

您们的回信，我之后就收到了，可是一直没有回信。但是我一直记得您们给我鼓励的话语，努力学习，服务
社会。您说不要怕，有困难可以找您们，您们会帮我的，不是吗？真的感谢您们！但是，我觉得够了，一个
人在困境中不能什么事都靠别人吧！自己能做的，我会自己动手！

可是今天，我不得不向您们求助，不是为我，而是为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岷县！她于今年5月10日遭受特大
雹洪，灾情极为严重！可是我们自救的力量太微小了，我们所得到的关注也太少了，灾情没有引起社会各界
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小县！不到50万人口。可是，这毁灭性的灾难那么真实，那么刻骨的深深地刺痛着我
。我能做什么？只有呼求，社会的关注，捐款捐物了。而灾民们只能在灾难中挣扎着支撑，伤亡损失越来越
重！现在已经是灾后第6天！！他们等不起！

据新闻报道，灾情已至岷县53人遇难，18人失踪，114人受伤住院治疗，全县35.8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
76.27亿元。伤亡数字还会有变化，其它详细灾情还在核查之中。具体灾情您们可以百度了解！ 

 我们期盼着，灾区人民都期盼着，您们的帮助！您们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会永远记得。多年后的我们
一定不会忘记，不会忘记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的爱心人士和组织，您们是我们重建家园的力量的源泉和希望。
您们是我们心灵的温暖！

16-5-2012   發信至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

妳好!  这位同学的家乡灾情严重,  不知贵会有否关注,  有没有慈善机构帮助他们呢? 
盼回覆,  谢谢!

十分關愛基金會

 
22-5-2012   回信給同學

白辉东同学,

您好!  剛收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消息，他们已派出工作小组，亲赴甘肃省受灾
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将就考察结果制定救助方案。相信通过他们工作小组的努力
，一定可以帮助受灾地区的人民解决燃眉之急，并协助你们重建家园，如有其他需
要帮助可电邮给我们。

 

22-5-2012  同學回信

谢谢您们！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谢谢您们的重视！

 
Thanks !

十分關愛基金會在2010-2011年度曾資助一名學生就讀天水天

水師範學院-法學專業，以下是他向十分關愛基金會的求助信及

我們的通訊消息，最後已幫他解決了他的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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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做什么？发起募捐组织，把捐款捐物送到灾区人们手里，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正在做的！

现在我们只是在校的学生，没有更好的办法呼吁社会的关注和帮助！但是我们已经凭微薄力量行动起来
了。各高校岷县学子组织起一些组织帮助募捐和救灾，大学生救灾队赶赴灾区！我们相信，其实在你遇到
困难的时候，背后有很多人和你站在一起。我们并不是独自一人，我们身后还有国家和社会的关注。所以
我们满怀希望！我也满怀希望的向您们求助！希望能得到您们的帮扶!

尊敬的十分关爱基金会，最后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感恩之情。为受过资助的我，也为我家乡受灾的父老乡
亲！我们期望国家和社会对灾区的灾民给与更多的关注。期盼着爱心人士和组织给我们提供极大的帮助，给
我奋斗的勇气和信心，对未来的信念。希望您们能帮帮灾区，呼吁更多向您们一样的爱心组织和人士为灾区
捐款捐物！ 在香港！在充满爱心和希望的香港！我也期盼着，全国的爱心基金会，能为灾区伸出援手。 

最后，我代表灾区的父老乡亲对帮助我们社会各界表示深深的感谢！岷县人，不会忘记，任何帮助过我们的人！ 
                此致 

敬礼
 求助者：一个岷县大学生

2012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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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鳴謝
Thanks

New Spr ing  Group  Company  L im i ted  (  吳文燦 先生 )   

Kuki Chan  (  陳其亮 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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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嘉許名單 (個人)

( 排名不分先後 )

Agnes Tam

Cindy Chan

Egg Wong 

Elsa Lam

 

Florence Chan

Nick Chung 

Paul Kwong

Polly Chan

Raymond Kwok

Sam Yeung

Wendy Tsang

Winni Sin

贊 助 本 會 印 刷

本 會 平 面 設 計 師

香 港

中 國

本會於2012年7月份進行「十分關愛學習計劃」第四次捐贈活

動，已購買1175套課外讀物及書包給予低收入家庭之學童，幫

助他們提升學習及閱讀的能力和興趣，分別得到深水埗區15間

小學、聖雅各福群會之「青苗同學會」課後支援計劃及香港基

督教青年會「多元兒童學習計劃」的參與及支持。

繼續參與聖雅各福群會在深水埗區舉辦的「青苗同學會」課後

支援計劃，資助此計劃聘用導師、購買物資、教材及保險。幫

助深水埗區低收入家庭的學童提供課後支援服務，減輕在職匱

乏家庭的照顧負擔，使學童有一個舒適的環境學習及到戶外參

觀活動等。

在雲南省寧蒗縣西川鄉大柏地村援建小學，命名為:

“雲南省寧蒗彝族自治縣西川鄉大柏地村十分關愛希望學校”。

繼續支持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希望工程行動，資助中國

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踏上大學的台階，成就他們進入大學

完成學習的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