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沃土發展社

「您的」內地農村學生慈善獎學金
讓善念長留，以您或您的親人命名獎學金
Lo

宗旨

vestibulum.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igula suspendisse nulla pretium, ad
rhoncus tempor fermentum, enim integer ad vestibulum volutpat. Nisl
rhoncus turpis est, vel elit, congue wisi enim nunc ultricies sit, magna
tincidunt. Maecenas aliquam maecenasligula nostra, accumsan taciti.

協助農村學生完成大學
教育，以知識改變命

Curabitur labore. Ac augue donec, sed a dolor luc congue arcu id diam

運，更好的發展個人潛

praesent, pretium ac, ullamcorper non hac in q hac. Magna amet libero

能和貢獻社會。

maecenas justo. Nam at wisi donec amet euismod.

鼓勵和幫助學生訂立人
生目標，積極學習，充
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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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受助學生培養關愛精
神，從受惠者變貢獻

設立程序簡單

冠名資助

設有內地辦

財政公開獨立

善恩長留

接受國內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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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學會如何開展回饋
承諾，貢獻社會。

香港沃土發展社

背景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內地經濟起飛，令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然而，資源和發展
機會仍然高度集中於沿海城市，農民無論在家務農還是外出務工，淨收入在應付溫飽和基本生活
後，難以有多少儲蓄，不少家庭更因為家人生病或缺乏其他經濟來源，無法負擔子女的教育開支，
令他們無法升學，或難以專注學習，降低對自我的期望。另外，不少農村父母也認為子女應該盡快
出外工作養家，加上學校的學費及生活費飛漲，即使子女成績不俗，家人也未必支持其繼續學業。
而在香港，大眾一直支持公益，不少人甚至希望將部分財產用於慈善項目。他們一方面對希望捐助
的項目有一定要求，另一方面對公益組織的運作認識不深，又或找不到既值得信任，又有合適的項
目需要支持的機構，同時又能夠容許捐款人按意願做一些調適。他們或者有考慮過成立個人基金，
但又因箇中牽涉到的精力、時間及管理費用太大等原因而不得不放棄。
香港沃土發展社「您的」內地農村學生慈善獎學金計劃的成立目的，就是希望為有志支持內地公益
教育事業的慈心市民，提供較高自主性、透明及彈性的捐款選擇。這個獎學金計劃，將可減輕受助
學生的家庭的財政負擔，令學生獲得更多資源，在學習階段專注學習，全心掌握更多知識和更全方
向鍛鍊自己，讓日後有更多道路可供自己選擇。
此計劃資助的學生將主要來自於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縣及附近縣市農村。保靖縣位於
湖南省西北面，是國家級扶貧重點縣。本社在當地設有辦公室，自 2002 年開始已在當地助學，亦
於 2011 年春季起將助學工作拓展致貴州省沿河縣，至今資助學生共超過 1,200 人。沃土社累積多
年的助學經驗，有完善的甄選有需要的家庭和學習、發放獎學金、提供非金錢支援、建立受助生和
畢業生網絡等，從多方位幫助貧困學生不受制於客觀環境，全面發展自我。

概念


接受個人或家族捐款，本社作為信託人，協助捐助者管理用作指定慈善教育用途的款項，善款
的使用範圍和對象受雙方同意的協議書條款約束。



獎學金接受獨立監督，由多名具慈善項目管理經驗的委員和其他獨立人士出任顧問，確保獎學
金以捐助者意願管理；顧問均為義務性質。



捐助者可與本社商定時間表將善款轉移到本社。



捐助者除了定期收取獲頒發獎學金的學生的報告外，亦可以選擇直接參與獎學金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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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優點


程序簡單，內容靈活，可按捐助者意願調整協議內容。



捐助者及本社共同草擬資金使用方法，確保財政完全獨立和受監督。



捐助者可冠名設立獎學金，以紀念尊師、尊親、親友、個人或公司名號。



本社執委及獨立顧問提供慈善基金管治經驗，包括財政管理、項目審核等。



根據捐助者要求進行受助學生配對和項目審核（例如現時本社依據一名捐助者意願設有「農村
女大學生獎學金」，針對內地傳統對性別的概念往往制約很多農村女學生的發展，專門資助女
大學生。捐助者也可以選擇針對特定學科設立獎學金等等。）



由本社其他項目分攤行政費用，將運營成本降至最低，達至捐款效益最大化。



捐助者如希望成立「基金」由本社管理，以其利息作為每年之獎學金，本社亦可與捐助者商議
釐定捐款計劃。

獎學金預設資助對象


出身於貧困農村家庭，成績較好，希望繼續在學業上做好的學生



性格誠實、努力及認真的學生



願意承諾畢業後回饋社會，並在求學餘暇時間參與社會實踐及慈善服務的學生



對象可以是小學生、中學生或大學生

三方合作關係
捐助者

捐
款

合作

定
期
匯
報
資助

香港沃土發展社

獲批獎學金的

（受託統籌及執行）

學生

履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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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內容
金額、年期及名額


在內地，通常 1 名小學生每人每年學費、雜費及生活費介乎人民幣 1,000 元至 2,500 元之間，中學生則
介乎人民幣 3,000 元至 8,000 元之間，大學生則介乎人民幣 6,000 元至 20,000 元之間，捐助者可參考
並按個人意願釐定獎學金名額及金額。



捐助者亦可按意願定下每個學生最高可連續申請的年期及每年獲獎的名額。



獎學金分上下學期派發，每一個學期初由沃土社員工親身向學生發放獎學金，並由學生或其監人簽署作
實；或以銀行轉賬方式轉賬到學生個人戶口。



扣除通脹、必要手續費及匯率損失後，如有利息收益將撥入獎學金作為額外資助。

受助學生甄選


獎學金的申請條件可按捐助者個人意願決定。



由本社內地辦公室公佈獎學金詳情，供學校提名或合資格學生自行提交申請 。



經本社執委會審批後，向捐助者推薦學生。捐助者可決定是否資助，或把決定權交予本社教育專項工作
小組。



獲獎學生必須通過內地辦公室及本社執委會的各項審核，包括家訪、電話訪談、成績評估、書面個人陳
述及撰寫社會回饋計劃。



如學生有不當行為，如隱瞞家庭真實財政狀況、缺交報告等，可被取消資助資格，由本社推薦其他合資
格的學生接受資助。

學生責任（可按捐助者個人意願增減）
全年計劃


受助學生於學期初提交全年計劃



全年計劃第一部分設定該學年的學習目標



全年計劃第二部分設定該學年的回饋承諾，完

年終報告


下的學習目標及回饋承諾
閱讀體會或鄉土研習

成一個實際、可達到和可衡量的社會實踐或慈



善服務

本書， 並為每本書撰寫閱讀體會

上下學期初提交近況信分享生活上的點滴，並由



捐助者本人，或者本社教育組人員或義工回信


閱讀體會：由捐助者及本社共同擬定推薦書
單，學生於暑假期間揀選閱讀推薦書單中的兩

近況信、成績及就讀證明


暑假提交全年學習報告，檢討是否達成當初定

鄉土研習：鼓勵學生了解自己生長的農村，撰寫
報告提出農村現有問題和建議解決方法，促進他

上下學期初提交最新成績表及就讀證明

們的鄉土情，鼓勵他們將來回到農村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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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時間表（以每年為一期計）
• 獎學金宣傳及招募

6-8月 • 審批獎學金
• 學生提交近況信、成績及就讀證明

9月

• 學生提交全年計劃
• 沃土社發放上學期資助金
• 沃土社或捐助人回覆近況信

10月

11-2月

• 沃土社向捐款人匯報學生最新情況

• 學生按全年計劃完成學習及社會服務目標

• 學生提交近況信、成績及就讀證明

3月

• 沃土社發放下學期資助金

• 沃土社向捐款人匯報學生最新情況

4月

5-6月

• 沃土社或捐助人回覆近況信

• 學生按全年計劃完成學習及社會服務目標

• 學生提交年終總結報告

7-8月

• 學生提交閱讀體會或鄉土研習
• 開始下一期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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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沃土發展社
香港沃土發展社始於 1995 年，由香港大學中國教育小組創會成員於大學畢業後
成立，並於 2003 年正式注册成爲社團，2004 年獲稅務局認可注册成爲免稅慈
善團體 (檔案編號 : 91/7188)。2011 年獲網上獨立慈善團體評級機構「明施慎選
iDonate」(www.theidonate.com) 評核爲「滿分」慈善機構，認爲本社雖然規
模較小，但在籌款效率、籌款費用、項目費用、員工費用和行政費用等「各項指
標拿滿分，極度難得」。
本社現時的主要服務地區包括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縣、古丈縣，以及貴州省銅仁地區
沿河土家族自治縣。過去十數年的主要集中於教育、醫療及綜合發展三大方向。我們致力以資助、
研究和發展項目來推動中國貧困農村的教育、經濟、文化、環境、社會及衛生等方面的全面發展，
長遠目標是協助農村貧困人口改善生活和提升發展能力。

查詢
香港沃土發展社
項目幹事
蘇良信小姐
電話：2736 7383 / 9523 0306
電郵：violetso.harvest@gmail.com

網址：www.harvest.org.hk
助學： www.harvest.org.hk/sponsor_a_kid/
電話：2736 7383
電郵：info@harvest.org.hk

有關本獎學金計劃的附加資料，請參閱本社額外提供的附件。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