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    條 

 (捐助「顯彰白綠 培育英才計劃」) 

 

敬覆者：本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所屬學校)______________(級社)              

(年份)_______ (聯絡電話)                願意捐助「顯彰白綠 培育英才計劃」，作為支援母校

發展經費之用，聊表微意，至祈 哂納為荷。 

A. 「顯彰白綠 培育英才計劃」 支援範疇 

1. 教學發展：以拔尖補底的課後支援課程提升學生公開試成績 

2. 成績優良獎勵計劃：設大學首年學費半費作獎學金，鼓勵學生力爭上游 

3. 收生計劃 ：設體藝訓練班及體藝獎勵計劃、宿舍服務及交通支援計劃 

吸引小學生選讀我校 

B. 捐助金額 

□ 港 幣   □ 人民幣：  

 □ 三仟圓正 □ 伍仟圓正 □ 柒仟圓正 

 □ 壹萬圓正 □ 其 他:       圓正  

□ 其 他 外 幣： 

□美 元  □加 元  □澳 幣  □紐 幣  □歐 羅  □其他:        幣 

 □ 伍佰圓正 □ 捌佰圓正 □ 壹仟圓正 

 □ 貳仟圓正 □ 其 他:       圓正  

C. 捐款方式 

 □ 支票(支票抬頭:「香港培英校友會」或「Pui Ying Alumni Association Hong Kong」) 

 □ 直接存入本會香港匯豐銀行戶口 658-058441-838  

(請務必寄回入數紙或電郵 info@pyaa.org.hk通知本會) 

 通訊地址(寄回收據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覆 

香港培英校友會主席 

                                           簽覆 

 

二零二一年   月   日 

------------------------------------------------------------------------------------ 

香港培英校友會 

Pui Ying Alumni Association Hong Kong 

香港薄扶林華富道 55 號 

55 Wah Fu Road , Pok Fu Lam , Hong Kong 

mailto:請務必寄回入數紙或電郵info@pya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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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彰白綠 培育英才』計劃 

籌款簡報 
A. 捐款記錄： 

2015-2021年(資料截至2021年11月17日止) 

捐款者 捐助金額  捐款者 捐助金額 

萃社 HK$10,000.00  愛社 HK$20,000.00  

強社 HK$22,000.00  東社 HK$1,000.00  

駝社 HK$70,700.00  曉社 HK$198,700.00  

文社 HK$422,680.50  夏社 HK$16,497.40  

同社 HK$5,000.00  禮社  HK$3,000.00  

德社 HK$205,000.00  隆社 HK$3,000.00  

基社 HK$20,000.00  培社 HK$4,000.00  

建社 HK$40,000.00  梁華濟校友(江門) HK$3,000.00  

信社 HK$5,000.00  香港培英勰社 HK$5,000.00  

望社 HK$3,000.00  金鷹特別版紀念襟章 HK$208,008.00 

總金額︰HK$1,265,585.90 

B. 資助記錄：(詳見附件 2)  

2014-2015年 2015-2016年 2016-2017年 2017-2018年 2018-2019年 2019-2020年 2020-2021年 

$105,860.00 $203,519.10 $148,395.90 $89,334.00 $105,158.25 $21,050.00 $19,000.00 

 

總資助金額 

HK$692,317.25 

C. 捐款總結(A-B) 

A 校友捐款總金額 B 資助母校總金額 結存金額 

$1,265,585.90 $692,317.25 HK$573,268.65 

D. 2021 年預定籌款目標 

範      疇 預算資助金額 

1.資助各科教學計劃 $ 150,000 

2.協助中一收生計劃 $ 400,000 

3.升學獎勵計劃 $ 200,000 

預算籌款總金額 $ 750,000 

 

 

 

 

                                                                    2021 年 11 月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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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支援母校發展計劃簡報 

1. 2014-2015 年資助項目： 

範 疇 資 助 計 劃 資助金額 

1.各科教學計劃  a.中五及中六數學科增潤課程(退休老師任教)  免費  

 b.提升文憑試考生英文科聆聽能力(中四及中五)  $21,600.00  

 c.課後應試支援獎勵計劃 $2,160.00  

 d.資助男女子排球隊教練薪金  $30,000.00  

2.協助中一收生計劃  a.小學排球邀請賽(2015年2月28日舉辦)  學校支付  

 b.排球運動員種籽獎勵計劃(2015-2016學年)  

(已審批，尚未支付) 

$45,000.00 

(預算) 

3.升學獎勵計劃  a.升讀本港六所大學學位課程學費資助計劃  $42,100.00  

 b.升讀其他大學學位課程獎學金 $10,000.00  

已支付的總資助金額 $105,860.00   

 

2. 2015-2016 年資助項目： 

範 疇 資 助 計 劃 資助金額 

1.各科教學計劃 a.中六級英文鞏固課程 $51,750.00 

 b.化學科發展計劃 $6,370.00 

 c.課後應試支援獎勵計劃 $13,400.00 

2.協助中一收生計劃 a.小學排球訓練班 

(2015年11月14日至2016年1月30日)(校友義務任教) 

免費 

 b.小學排球邀請賽(2015年12月19日在母校舉行) $3,749.10 

 c.排球運動員種籽獎勵計劃(2015-2016學年) $3,000.00 

3.升學獎勵計劃 a.升讀本港六所大學學位課程學費資助計劃  $105,250.00  

 b.升讀其他大學學位課程獎學金 $20,000.00  

已支付的總資助金額 $203,519.10 

 

3. 2016-2017 學年資助項目： 

範 疇 資 助 計 劃 資助金額 

1.各科教學計劃 a.化學科發展計劃 $15,711.00 

 b.課後應試支援獎勵計劃 $11,320.00 

2.協助中一收生計劃 a.小學排球邀請賽(2016年12月19日在母校舉行) $10,141.90 

 b.聖雅各福群會小學生訪校午餐費用 $1,806.60 

 c.聖雅各福群會聖愛德華小學學生訪校午餐及租車

費用 

$4,216.40 

 d.排球運動員種籽獎勵計劃(2016-2017學年) $9000.00 

3.升學獎勵計劃 a.升讀本港八所大學學位課程學費資助計劃  $84,200.00 

 b.升讀其他大學學位課程獎學金 $12,000.00 

已支付的總資助金額 $148,3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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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7-2018 學年資助項目： 

範 疇 資 助 計 劃 資助金額 

1.協助中一收生計 a.小學排球邀請賽(2017年12月16日在母校舉行) $3,184.00 

 b.排球運動員種籽獎勵計劃(2017-2018學年) $15,000.00 

2.升學獎勵計劃 a.升讀本港八所大學學位課程學費資助計劃  $63,150.00 

 b.升讀其他大學學位課程獎學金 $8,000.00 

已支付的總資助金額 $89,334.00 

 

5. 2018-2019 學年資助項目： 

範 疇 資 助 計 劃 資助金額 

1.協助中一收生計 a.聖雅各福群會邀請聖十架小學參觀學校之午膳費

用及租車費用 

$3,840.00 

 b.南華會小學排球賽飲品及午膳費用，與學校一半

費用 

$4,090.05 

 c.小學排球邀請賽(2018年12月15日在母校舉行) $14,078.20 

2.升學獎勵計劃 a.升讀本港八所大學學位課程學費資助計劃 $63,150.00 

 b.升讀其他大學學位課程獎學金 $20,000.00 

已支付的總資助金額 $105,158.25 

 

6. 2019-2020 學年資助項目： 

範 疇 資 助 計 劃 資助金額 

1. 升學獎勵計劃 a.升讀本港八所大學學位課程學費資助計劃 $21,050.00 

已支付的總資助金額 $21,050.00 

 

7. 2020-2021 學年資助項目： 

範 疇 資 助 計 劃 資助金額 

1. 升學獎勵計劃 a. 香港培英校友會升學津貼 $19,000.00 

已支付的總資助金額 $19,000.00 

 

8. 總資助金額：HK$692,317.25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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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1 年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校友會獎學金名單 

 

年度 姓名 院 校 課 程 院校地區 金額 

2014-2015 林智信 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 香港 $21,050.00 

袁倩儀 香港中文大學 護理 香港 $21,050.00 

梁霆鋒 香港樹仁大學 心理學 香港 $2,000.00 

阮稜越 明德學院 專業會計 香港 $2,000.00 

黃子蕾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食品科學及安全 香港 $2,000.00 

李國強 北京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 內地 $2,000.00 

王珍妮 華僑大學 財務管理 內地 $2,000.00 

2015-2016 袁心儀 香港中文大學 藥劑學 香港 $21,050.00 

倪日昌 香港中文大學 經濟學 香港 $21,050.00 

林景新 香港大學 工學學士 香港 $21,050.00 

肖莉婷 香港中文大學 政冶與行政學 香港 $21,050.00 

陳家誠 香港城市大學 系統工程及工程 

管理學系 

香港 $21,050.00 

李致君 教育大學 全球及環境研究 香港 $4,000.00 

彭芳雯 恆生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 $4,000.00 

文詠琪 香港公開大學 動畫及視覺特技

榮譽藝術學士 

香港 $4,000.00 

柯  瑩 暨南大學 會計學 內地 $4,000.00 

林宇峰 暨南大學 財務管理 內地 $4,000.00 

黃洭平 暨南大學 應用物理學 內地 $2,000.00 

2016-2017 李佩愉 香港大學 工商管理學學士 香港 $21,050.00 

羅梽煒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士 

(環球中國研究) 

香港 $21,050.00 

莫詩琪 香港浸會大學 理學士 香港 $21,050.00 

黃鈺斐 香港城市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香港 $21,050.00 

戴智行 University of Kent 計算機科學 

(人工智能) 

英國 $4,000.00 

潘幸怡 北京大學 臨床醫學系 內地 $4,000.00 

聶家欣 暨南大學 新聞與傳播系 內地 $4,000.00 

2017-2018 張文斌 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 香港 $21,050.00 

張汶烯 香港城市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

（會計） 

香港 $21,050.00 

陳啟彥 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 香港 $21,050.00 

王  琛 VTC-THEi (香港高等教育

科技學院) 

土木工程(榮譽)

工學士 

香港 $4,000.00 

香熙歷 暨南大學 中醫學 內地 $4,000.00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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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張盈盈 香港浸會大學 文學士 香港 $21,050.00 

李海雲 香港城市大學 理學士（化學） 香港 $21,050.00 

黃毅鑫 香港城市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香港 $21,050.00 

劉嘉麗 東華學院 護理學 香港 $4,000.00 

張依文 暨南大學 日語系 內地 $4,000.00 

李万紅 暨南大學 旅遊管理 內地 $4,000.00 

陳紀烽 華僑大學 機械工程 內地 $4,000.00 

羅一丹 暨南大學 廣播電視學 內地 $4,000.00 

2019-2020 李銳濤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A 組） 香港 $21,050.00 

 

香港培英校友會升學津貼(2020-2021) 

年度 姓名 院 校 課 程 院校地區 金額 

2020-2021 羅錦晞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社會科學副學士 香港 $3000.00 

溫珮琳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

業進修學院 

工商管理高級文

憑 

香港 $2000.00 

溫清梅 華南師範大學 小學教育（師範） 內地 $2000.00 

陳家惠 香 港 專 業 教 育 學 院

IVE(葵浦) 

醫療保健高級文

憑 

香港 $2000.00 

陳建亨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CIE 

工商管理副學士 香港 $2000.00 

周梓軒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

業進修學院 

工商管理高級文

憑 

香港 $2000.00 

符嘉欣 香 港 專 業 教 育 學 院

IVE(黃克競) 

酒店及餐飲業管

理高級憑 

香港 $2000.00 

林樂稀 國際廚藝學院 西式包餅及糖藝

高級文憑 

香港 $2000.00 

鄺俊賢 香港理工大學 工業及系統工程

學高級文憑 

香港 $2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