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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基金會 

本會簡介 

「香港中華基金會」是一個非牟利的香港註冊慈善機

構，以協助中國偏遠貧困地區改善基礎醫療保健，教

育文化及環境保護為宗旨。 

創立「香港中華基金會」 

 一九九六年美國中華基金會在華盛頓註冊成立時，方劉小梅女士被聘為香港分會主席。基金

會的名譽主席為前美國總統   福特先生。 

「美國中華基金會」為社會貢獻扶貧項目，取得了「世

界銀行」的大力支持，並承諾在特定的項目中根據基金

會所捐出之善款，「世界銀行」2 至 5 倍之增值善款來

幫忙中國貧困地區之發展。方劉小梅女士多年來，目睹

中國的偏遠地區醫療設備極缺，教育方面極待改善，決

心把這項福利，帶回中國大地！並在香港友朋的協助下

創立「香港中華基金會」。 

「香港中華基金會」主席  方劉小梅女士，曾任「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幼聯) 國際文化

會主席、「香港女童軍」東區分會名譽會長及「香港公益金」籌款委員會委員;她也曾榮任「保

良局」總理一職。自 2000 年，方女士榮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校董，2001 年更榮聘為中華慈善總

會 (北京) 榮譽顧問、香港女童軍九龍地方協會現任會長、國際華商協會榮譽顧問及香港上海

總會常務理事，香港保良局任子會會董，多年來一直為慈善事業奉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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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委員 

「香港中華基金會」是服務社會的公益性組織，成員有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及社會熱心人士，

他們是： 

前香港房屋局教育局局長及香港中華基金會榮譽主席 黃星華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  梁秉中醫生 

香港公共衛生院院長 李紹鴻醫生 

長庚大學校 長庚醫院院長  張昭雄醫生 

香港中華基金會創會主席及現任主席 方劉小梅女士 

香港中華基金會副主席 蔡雲艾女士 

香港中華基金會委員  盧石錦雲女士 

香港中華基金會委員  郁岺女士 

香港中華基金會委員  方仁寬先生 

香港中華基金會委員  趙勝利先生 

香港中華基金會委員  王辰年先生 

香港中華基金會委員 方淑穎小姐 

香港中華基金會法律顧問 王啟達先生 

香港中華基金會總幹事 陳永樂女士 

香港中華基金會幹事 陳雲兒女士

香港中華基金會義務司庫 陳烈生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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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服務 

竭誠促進中國大陸及香港貧困地區的醫療衛生、教育文化及環境

保護之全面發展！ 就是我們的服務 , 宗旨 !  

資助中國偏遠貧困地區的醫療衛生事業  

「中華基金」在中國的第一批項目是與「中國衛生部」及「世界銀

行」合作，資助中國貧困農村地區的醫療衛生服務。  

「香港中華基金會」取得「世界銀行」同意並投入大額資金，為中

國最貧困地區的婦孺保健、兒童醫療保健、嬰兒乙型肝炎預防、肺

病醫療等提供基本服務。但這些地區必須自籌百分之二十(20%)的

自有配套資金才能獲得上述撥款。但事實上往往因為貧困地方無法

籌得該自有資金，而無法實現改善醫療、教育、環保之目的。因此

「香港中華基金會」與「世界銀行」達成合作協議，由「中華基金」

代募捐所需之 20%資金，配套「世界銀行」投入中國扶貧。即「基金會每籌集一美元善款，

世界銀行配套撥款：教育方面是一對一美元；醫療則提高至一對四美元；而環保更可達至一

比五倍。  

任重道遠  

 2002~04 年，「香港中華基金會」正式與國際知名環保專家，聯手為致力在中國，推動一項「環

保治水」之計劃，經過專家及我會之努力下，將目標定向在中國按流域面積計是第三條大河

流，流量則屬第四大河，流域人口約近一億，是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的主要水源，河流就是著

名的「西江」，「西江」水直接關係到華南地區人民的生產生活和經濟發展，最重要者，項

目更間接幫助了千萬廣西地區的農民脫貧，切實地

推動環保工作，讓更多的人得知，環保並非百年後

才見其效益，推動人人參與環保！造福人群！ 

 在此，本會十分感謝參與此項前期工作及所有義務

專家們的努力和忘我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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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主席 

On behalf of the Hong Kong China Foundation and the many people of China whose lives have been 

improved. Because of your donations and support from World Bank, our goals to provide basic medical 

services in remote underdeveloped areas of china are being realized. As many as fifty-seven clinics have 

been built in these rural areas,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health care services of the vicinity. 

Although some improvements have been accomplished, we still have a 

huge task before us. The Hong Kong China Foundation and the World 

Bank have an agreement for matching donations. The every dollar donated 

to the China Foundation, the World Bank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will 

provide a fund of US$1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US$4 for basic health 

care services, and US$5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arity is a great long-term cause that needs the support of the Whole 

Society. This is an honorable mission for all of us. As we continue to unite 

in our efforts, our goals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in the remote 

areas of China can be realized. 

Again, we wish to express our sincere thanks to all charitable donors, my dear friends, and the 

kind-hearted general public. Your continued support is greatly appreciated. 

Wishing each of you success and joy in your daily lives.  

方劉小梅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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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劉小梅簡歷 
 

1.)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w Collage  (Broad Of Trustees)  

  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 (校董) 

    

2.) 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Kowloon Region Association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女童軍九龍地方協會 (會長) 

    

3.) China Charity Federation in "Beijing"  (Honorary Consultant) 

  中華慈善總會"北京" (會長)  

    

4.)  City of TsuiZhou China (Honorary Citizen) 

  中國隋州市 (榮譽市民) 

    

5.) City of Cerritos U.S.A (Honorary Citizen) 

  美國加州 Cerritos 市 (榮譽市民)  

    

6.)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Traders  (Honorary Advisor) 

  國際華商協進會 (榮譽顧問) 

    

7.) Hong Kong Po Leung Kuk (Ex-Director) 

  香港保良局 (前總理)  

    

8.)  香港上海總會 (常務理事) 

    

9.) Po Leung Yam Tze Association (Hong Kong)  

  香港保良局任子會 (會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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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唐家璇部長頒授方劉小梅扶貧獎章 
特首董建華在慈善活動中 

致贈紀念品予方劉小梅 

 
 

1997 年香港中華基金會 

向外交部扶貧辦的捐贈儀式 (於北京)  

中國前衛生部長張文康 

贈紀念品與方劉小梅女士 (於北京)  

  

2001 年 10 月為香港幼聯晚會 

主席方劉小梅贈紀念品與特首董建華夫人  
社會福利署署長 梁建邦頒愛心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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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9 月 25 日於香港君悅酒店舉辦 

星光燦爛耀中華慈善之夜 

香港中華基金會主辦慈善保健座談會 

藍鴻震民政署長及梁政邦福利署長 

  

2004 年清明 香港中華基金會於陜西西安公祭黃席陵
1999 年 11 月 8 日 方劉小梅參加 

北京中國衛生保健的明天國際學術研討會 

  

香港中華基金會貴州詢間團受當地政府歡迎 香港中華基金會參加西藏慈善音樂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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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劉小梅親赴三水捐建學校時留影 
香港中華基金會參加香港女童軍 

名人競技比賽 孫明楊夫人頒發最佳服裝獎 

 

2006 年與曾蔭權特首夫婦 

慶祝香港女童軍會九十周年 

方劉小梅 贈送紀念品與 

香港中聯辦主任 高祀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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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刊簡報        

2004 年 4 月 2 日代表團出席捐贈儀式  方劉小梅喻雪中送炭 

香港中華基金會三水建校  

廣東省三水市豐平村，是一個不到三百人的偏遠小

島，處在北江河的中心，每年夏季遇上大雨，河水淹沒整

個小島，足有一丈高，因此每年都要放一段時間水假，影

響學生的正常生活。這件事，讓香港中華基金會主席方劉

小梅知道了，該會便一致決定資助三十萬港元，給豐平小

學與保安小學合併建一座綜合大樓，使學生可以順利上

學。  

今年三月底，方劉小梅一行，出發到三水南邊鎮，出席由香港中華基金會向豐平小學的

捐贈儀式，埸面感人。方太在會上致辭說，很高興代表香港中華基金會出席捐贈典禮，這是

香港中華基金會在廣東省捐助的第一間學校。香港中華基金會是一間非牟利在港註冊的慈善

機構，該會成立的目的是協助中國偏遠貧困地區改善醫療保健，改善基礎教育、環境保護，

並以扶貧濟困為宗旨。該會在西藏、內蒙古、廣西、江西、貴州、雲南、河南、陝西、青海、

新疆、甘肅、寧夏、山西十三省，特別設有由世界銀行與該會合設的配額金，其比例是在教

育方面是一倍，在醫療方面為四倍。  

該會此次捐款將為豐平小學與保安

小學合併，建設綜合樓，為解決豐平鎮

兒童的上學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做出

捐款決定，目的是希望拋磚引玉，讓更

多的善心人士也能了解到廣東省雖然是

排名富裕省之一，但偏遠鄉村也像西北

地區那樣，需要幫助。該會將繼續把這

些有意義的活動推行下去。方劉小梅表

示：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教育是興

國之本，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她續稱，中華基金會作為慈善機構，清楚看到扶貧是一項艱辛工作，但該會全體同人將

齊心合力，繼續義無反顧地為內地教育、醫療等事業盡一點綿力。她衷心希望當地的少年兒

童朋友不要氣餒，要力求上進，自強不息，做人要有原則及宗旨，事在人為，世界沒有不勞

而獲的事情。最後，她以「靜觀萬物聽自然，行善助人勝神仙」與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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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在各級政府的努力下，新的保安

小學辦學規模不斷擴大，學區包括保安村委會、

黃塘墟村委會和豐平村，學生有四百多人，教師

二十三人。由於財力有限，保安小學在基礎建設

方面卻顯得滯後，原有的設施不足以解決當前的

教育需要，亟待建設綜合大樓一座，所需資金約

三十萬元。在此之際，得到香港中華基金會鼎力

支援，解決了燃眉之急。  

綜合大樓建成後，為造就良好的育人環境，促進

教育量提高，培育更多優秀人才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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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7 月 23 日香港商報報導 方劉小梅在慈善活動中致贈紀念品予特首董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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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9 月 21 日香港中華基金會主辦中秋敬老慈善粵劇欣賞會 

 

為了發揚社區人士之敬老愛老精神，我們舉行敬

老慈善粵劇欣賞會，與孤寡長者共渡中秋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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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5 月 7 日星島日報報道香港中華基金會代表團訪問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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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5 月 21 日香港大公報報導 中華基金會代表團訪貴州受當地領導介紹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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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5 月 21 日香港大公報報導 中華基金會代表團訪貴州參加少數民族姐妹節 

 

 

 2004 年 5 月 21 日香港大公報報導 中華基金會代表團訪貴州經貿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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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8 月 31 日大公報及香港商報報導 鄧小平誕辰百周年午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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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9 月 10 日大公報報導: 中國扶貧基金會 "捐贈儀式" 

 

 

2004 年 9 月 11 日大公報報導: 2004 中國特困大學生關愛行動香港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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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1 月 17 日大公報報導: 香港女童軍籌款晚會 

 

 

2004 年 11 月 22 日方劉小梅訪問行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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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捐助雲南苗族大松樹中心學校，解決學生多年均睡在地上之苦 

 

 

一批新床架運送到校內  

 

校方送出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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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捐助甘肅西藏山區夏河縣雅吉利小學全體學生全年之食糧 

 

 

    

 

 

敬啟者 : 

為了發揚社區人士之敬老愛老精神，我們將舉行敬老慈善粵劇欣賞會。  

由香港中華基金會、展能助學基金會、及香港鹿嗚粵劇曲藝社聯合主辦，仁濟醫院協辦， 
茲訂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假紅磡高山大劇院舉行「為善最樂折子戲粵劇演唱會」， 
將會免費招待 1000 名者老長者。  

有關欣賞會詳情如下： 

時   間： 二零零五年十月廿八日(星期五)下午七時十五分開始 
地   點：九龍紅磡高山劇場 
演出劇目：詳見下開網頁 
表演團體：敦煌古箏鋼琴學院 吳炳坤院長、香港鹿鳴粵劇曲藝社 
各社員包括：              趙官楓、尤鳳儀、陳志鯤、鄧麗華、韋曉風、李愛蓮、

劉麗明、陳信靈、葉錦榮、羅慧琪等數十位聯合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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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本會 

香港中華基金會辦事處 :  

香港中環都爹利街 11 號律敦治大廈 4 樓 

 

熱線電話：852-2331 3408 ， 2622 2787             

傳真號碼：852-2338 3087 

請電郵至：hongkong@chinafoundation.org.hk 
網     址 : www.chinafoundation.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