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YAO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FUND

二十一世紀的希望‧性情之教

基金成立緣起
「喜耀教育文化基金」原由「喜耀生命」課程第一屆高階同學於1994年發起成立，目的在推動
「性情教育」，開發人的正確人生觀、正確價值觀、正確家庭觀、重建人的美善性情，使更多人獲得
生命成長的信息，美善人心、美善家庭及美善社會。2000年，「喜耀教育文化基金」獨立註冊，並
獲得香港政府批准成為可接受慈善捐款之免稅團體；使基金之運用更具開放性、社會性，不受宗教、
民族、地區之局限，希望能籌得更多資源，為性情教育重建人類未來社會做更多工作。
「喜耀教育文化基金」至目前為止，主要用於籌建或主辦 中、小學校及幼兒園，或其他基礎性
教育事業，亦支持《性情文化》雜誌的出版，每年在本港籌辦多項「性情教育」活動、性情歌曲音樂
會，亦贊助學術研討會及性情教育出版書籍等，成果豐碩。

The Xiyao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Fund
The Xiyao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Fund Limited ("The Fund") was founded in
1994 by the first class of Xiyao students (advance level). The mission of the Fund is to promote and
to root the culture of life enlightenment (the Xiyao culture) and Xingqing culture in the society.
In 2000, the Fund was officially registered as an independent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under the
sanction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AR and donations to the Fund are tax-deductible
thereafter. As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the Fund is open to the society and is operating under
the principle of equal opportunity, irrespective of religions, ethnic groups and nationaliti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principle will attract more resources to the Fund for the benefit and progress of
the humankind as a whole.
At present, the major use of the Fund is to establish and manag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other fundamental educational facilities in China and Hong Kong. Over ten m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has been contribut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Xiyao Yuexi School. Furthermore,
the Fund also supported the publication of Xingqing Culture magazines, sponsored the
publication of A Collection of Tang Junyi’s Works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Tang Junyi and Today’s
Confucianism Conference” (December, 2006)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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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主席︰

霍韜晦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現任中國多所重點大學的
客座教授包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京大學、中山大
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山東大學、貴州大學、長春東北
師範大學等 。

●●

香港喜耀教育文化基金創辦人兼主席

●●

喜耀粵西學校創辦人兼校監

●●

香港法住文化書院院長

●●

新加坡東亞人文研究所所長

成員︰

周肇平教授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銀紫荊星章（2012）

●●

香港大學副校長

●●

香港大學醫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

陳弘毅教授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銀紫荊星章（2010）

●●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院長

●●

基本法起草委員

范佐浩先生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銀紫荊星章（2011）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銅紫荊星章（2005）

●●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主席

●●

國際獅子總會國際理事（1996-1998）

梁芷媚女士
●●

喜耀粵西學校校董

喜耀教育
「喜耀教育」就是生命成長的教育，針對現代一味重視效益、重視
工具、對人之扭曲亦在所不惜的偏失，重倡開發性情，使人回歸人自
身，提升人的質素的文化；對提升思維、加強動力、承擔力、開闢理
想，均有極重要之幫助。對兒童、青少年成長，對改善家庭關係、改善
社會風氣、乃至國家前途，均有正面影響。在「喜耀教育」中，已有無
數個案，獲得新生，被視為奇蹟。
「喜耀教育」設有不同的活動、培訓、課程，適合關心生命成長、
關心教育、關心下一代健康成長的不同人士參加：

●●

喜耀小生命

●●

青少年明日領袖營

●●

兒童教育

●●

性情之歌

●●

生命教育

●●

家庭教育、親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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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耀生命
「喜耀生命」課程乃現代人最需要的生命教育、指路明燈。課程融
匯古今中外關於生命的智慧，不是形式、不是口號、不是概念，而是生
命的切入。無論想克服逆境、增長智慧、開發創造力、家庭幸福和諧、
突破自己……投入本課程，皆得神奇的提升。
「喜耀生命」是由霍韜晦教授創辦並親自主持。霍教授為當代的思
想家、學者、生命教育大師、性情學之創始者。課程針對當代文化與當
代教育之缺失，為有志開闊視野，增加內涵，建立正確人生觀者而設，
讓現代人走出困局，培養正面思想，開發動力。
課程自1994年創辦至今，已舉行逾百屆，上課人數數千人。學員從
十八歲至八十多歲，包括企業家、律師、醫生、教授、工程師、會計
師、商人、家庭主婦、學生……不少學員自中國內地、新加坡、馬來西
亞專程來香港參加。自1998年8月起，「喜耀生命」課程正式在新加坡
誕生了，並於2004年成立喜耀文化學會及東亞人文研究所，進一步在東
南亞推廣喜耀教育。2008年1月「喜耀生命」課程登陸廣州；至2012年
11月更推展至馬來西亞。

喜耀小生命
補充現今教育之不足，強調開發小朋友的性情，使他們能真正懂得
自覺地乖、明白父母心意、懂得與人
相處、主動努力讀書。「兒童《論
語》的性情世界」環節，深入淺出地
教導《論語》，讓小朋友吸收光明的
信息，另再輔以武術、才藝班、手工
藝班等多元學習，使他們的性情體現
於不同領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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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耀粵西學校
喜耀粵西學校正門

「性情教育」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由思想家、教育家霍韜晦教授提出，並
開設課程推廣，成績令人鼓舞。遂於 2000 年在廣東羅定市獲當地政府協
助，開辦「喜耀粵西學校」。十年來，學生成績不但優異，而且品行端正，
志氣高昂，深得家長歡迎，入學者遠達香港、廣州等大城市。中外媒體（包
括新加坡國家電視台）均有採訪報導，被評為教育改革聲中的新希望。
喜耀粵西學校位於廣東省羅定市，佔地55畝，由「喜耀教育文化基金」
捐資興建及管理，目的在創出新風格，為國家培養現代化之高質素人材。學
校於1999年開始招收幼兒園及小學學生，2000年9月正式開課，課程除依
國家規定教授各級科目外，並引進香港、新加坡、及海外先進國家之教學方
法，加強外語、電腦、科技之教學水平，又特別注重學生之品德修養， 以
有效方法開發其美善性情，鍛煉其意志力，使學生得到全面、健康之成長。
2004年增設初中部，形成中、小、幼一條龍的學習環境。

學校地址：中國廣東省羅定市新城區鳳華路
聯絡電話：+86 - 0766 - 3863123
學校網址：www.xiyao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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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耀教育在新馬
新加坡「喜耀幼學樂園」
「喜耀生命」課程從1998年8月開始來到新加坡舉辦，2004年「喜
耀文化學會」成立，同年10月，開辦喜耀小生命課程。2011年正式開
辦了幼兒班「喜耀幼學樂園」。

「喜耀幼學樂園」課堂活動

馬來西亞新山喜耀學校
「馬來西亞喜耀文化學會」成立於2009年4月19日，第一屆「喜耀
生命」課程在2012年11月７日舉辦。2014年1月2日，「馬來西亞喜耀
幼學樂園」正式開課；2015年1月５日，「馬來西亞喜耀中小學」亦正
式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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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會議
我們推行的教育，具有良好的學術背景作為後盾。從理論通向實
踐，把理念真正落實於教育，是我們的專長：

「百年儒學」學術研討會
2009 年 11 月 11 - 15 日
地點：廣東省肇慶抱綠山莊
主辦機構：香港東方人文學院 法住文化書院
協辦機構：武漢大學孔子與儒學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中山大學哲學系 新加坡南洋孔教會
新加坡東亞人文研究所 廣東省肇慶抱綠山莊
贊助機構：香港喜耀教育文化基金

粵港「性情教育」研討會
2009 年 5 月 30 - 31 日
地點：廣東省肇慶抱綠山莊
主辦單位：香港喜耀教育文化基金 廣東省肇慶抱綠山莊
協辦單位：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
中國廣州市青年對外文化交流中心
新加坡東亞人文研究所 馬來西亞喜耀教育中心

中國哲學研究之新方向
─中大哲學系創系六十周年紀念、唐君毅百歲冥壽
暨新亞書院六十周年院慶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 年 5 月 18 - 21 日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
合辦機構：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校友會 香港法住文化書院
贊助機構：喜耀教育文化基金 利希慎基金

「唐君毅思想與當今世界」研討會暨
「唐君毅著作選」出版紀念會
2006 年 12 月 1 - 3 日
地點：北京 中國科會科學院
主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香港法住文化書院
協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香港喜耀教育文化基金
支持唐君毅先生著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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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資助活動
「喜耀教育文化基金」除了支持香港、中國教育機構（包括：中小學、
幼稚園）之營運經費外，亦資助不同類型的文化活動、教育活動，遍及社會
不同階層，如：

1.「明日領袖鍛煉營」─青少年教育的重大成果
「明日領袖鍛煉營」創設自2003年，專門
培訓12至18歲，來自香港、新加坡、馬來西
亞及中國之青少年。經過7日6夜的培訓，使
他們得到全方位成長的機會，包括創造力、品
格、志氣、理想、家庭關係、人際能力、團隊
精神、抗逆能力、乃至學業成績等，均得到全
面的成長突破，無數青少年改變一生，家長無
不感激，學校老師紛表驚歎。許多成功之鍛煉
個案及家長心聲，已見於《沒有鍛煉就沒有成
長》一書。書中除了課程內容的介紹外，更列
舉了不少參加者的個案，從中你可以看到他們
的成長，和聽到他們的心聲，還有家長們的歡喜和感動，從而見證了這個
課程的不平凡的設計，也說明了主持課程的導師們的功力。

2. 「霍韜晦性情歌曲音樂會」
2010年4月，喜耀教育文化基金
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霍韜晦性
情歌曲音樂會〉，不但請到陳能濟先
生擔任樂團指揮，更邀得著名女高音
費明儀女士與喜耀合唱團同台演出。

3. 「天地之心」教育音樂劇
─俗世清音、洗滌人心
「喜耀教育文化基金」於2008年及2009年兩度公演「天地之心」教
育音樂劇，均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的支持。2008年10月28至
30日假香港沙田大會堂演出，一連三場，場場滿座，共計約2,700人次出
席。徇眾要求，2009年11月6至8日假香港荃灣大會堂演出，並以「自由
10

萬歲」為副題，題材尖銳，發人深省；意境高遠，惻動性情。四方迴響讚
譽不絕，譽為俗世清音、洗滌社會人心，成果十分美滿。

4.《一百萬也換不來一個好孩子》─基礎教育的重大成果
「喜耀教育文化基金」至目前為止，主要用於籌建或主辦中、小學校，推
動兒童及青少年的生命教育、親子教育、家庭教育等事業上。成績卓著，被各
方教育專家所高度嘉許。許多成功之教育個案及家長心聲，已見於各份報章報
導、《一百萬也換不來一個好孩子》一書及兩期《喜耀教育》特刊，教育界回
應譽為教育奇跡。

5. 「性情教育溫暖人心」─廣傳香港社會，各界受惠
自2009年起「喜耀教育文化基金」主辦了多場大型生命教育活動：
a. 「性情教育推廣週」於2月28至3月7日舉行，全港九大公立醫院共同參
與，醫護界專業人士獲益甚豐。
b. 「性情教育溫暖人心」於4月5日假九龍公園舉行，超過五百人參加，令
無數父母、家庭得到成長的支持。
c. 「性情歌曲音樂會」於7月5日假香港公園舉行。
d. 「性情教育溫暖人心嘉年華會及音樂會」於8月23日假沙田公園舉行。

6. 喜耀文化─創意與活力的泉源
「喜耀教育文化基金」是一個具有活力及創造力的教育機構。自1994年至
今，基金每年舉辦1至2次大型晚會（包括音樂、話劇、展覽、攤位……等活
動），歷年總出席人數逾兩萬人。

7. 《性情文化》─弘揚生命教育、愛與光明
在「喜耀教育文化基金」贊助下出版《性情文化》，為香港教育注入愛與光
明的力量。為無數青年、家長、老師的生命提供豐富的思想啟發與生命養料。

8. 「生命教育」─建設生命成長的堅實台階
「喜耀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成員，一直致力在香港及海外華人社會，推動
「生命教育」工作，育人無數，成果卓著，如「基金」主席霍韜晦教授及已故
董事黎斯華博士，皆為傑出代表。

「喜耀教育文化基金」尚舉辦其他較小型的講座、生命教育課程、
活動，未能盡錄。

性情之歌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世人已無歌。活在急劇運轉的時代，人人都承受
無邊壓力，縱有閒情，也只懂得用不健康的方式宣洩。
好歌可以開發好性情，唯有好性情纔能唱出好歌。人與人可以相感，人
與天地萬物亦可相通。當代思想家，亦是「性情教育」之倡導者霍韜晦教授
深知重建新時代之禮樂之重要，必須有好歌，為此以其畢生功力，寫出三十
多首歌詞，分別表達感激之情、勇決之情、憂患之情、珍惜之情、信守之
情、天地之情……，並由台灣著名作曲家黄鐘先生譜曲。詞曲相彰，可謂臻
於至善至美之境，不唯成人愛唱，青少年唱之可得健康成長，有助其抵抗社
會不良風氣之污染，增長志氣，擴闊胸襟，誠為最佳生命教育之教材。

從歌詞了解生命
費明儀
「性情之歌」的內容很豐富，包括對宇宙無窮的描寫，也讓我們知道人
生在世，該如何做，該往哪個方向走，有很豐富的信息在裡面，所以有很多
啟發。歌詞非常有深度，雖然很易看、很易讀，意思卻很深遠，對唱的人、
聽的人、或教的人、指揮的人都有得益。
我每次跟喜耀合唱團排練，都有深一層的
體會，所以雖然花了不少時間練習，但我覺得
很享受，因為在歌詞和音樂裡蘊藏了很多東
西，不單能增加了我們的信心、對人生理想方
向的貞定、對美善的東西的嚮往、以至在人生
道路上跌倒的時候教我們站起來……我都感受
到要珍惜，因為，這些都是在我們生命中必定
經歷的。這些歌讓人對生命的意義、人生的道
理有更多的了解，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永遠都是愛

一點光耀
在我生命中一點光耀
讓我感到歡喜不再怕路遙
遠山可以飛越
絕地可以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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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抖擻上雲霄
遠山可以飛越
絕地可以長嘯
信念在我不寂寥

星星，親切地閃耀
月亮，溫柔地光照
天地，從來都不拒絕
人間，永遠都是愛

「誠劇」
誠劇，不一樣的舞台劇。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唐端正先生看過我們
的演出說：「日本人有『能劇』，我們有『誠劇』啊！」
參與誠劇的演員，都能把心打開、把精神提起。每一個演員不但要好
好投入角色，還要投入古人的性情、古人的風範，讓自己的心能與古人相
接、契入高貴的心靈，進而感受對理想的追求，千古一心，心同此理；或
感受現實世界的荒謬性，感受內心的不忍之情，感受由心直出的理想性。
事實上，我們不是「演出一台戲」，而是將對生命深邃的體會，透過戲劇
的形式表現出來，震撼觀眾的心靈，讓觀眾感受光明的性情。

〈南山之竹〉（2012年12月30日）

〈千古荻花香─歐陽修的成長〉（2015年1月1日）

〈戚繼光練兵抗倭〉（2013年12月29日）

〈天下無雙─信陵君救趙〉（2016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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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耀教育文化基金慈善籌款晚會
歷屆籌款紀錄
屆數

日期

主題

籌得款項（HK$）

一

03-12-1994 *     *     *

489,870. 00

二

21-01-1996 三國之夜

438,691. 50

三

22-09-1996 真我的追尋─禪與廿一世紀

754,313. 00

四

20-04-1997 禪的回歸

850,509. 00

五

01-01-1998 中國禮樂

1,031,493. 70

六

02-08-1998 性情文化

624,788 .91

七

18-04-1999 廿一世紀的希望─性情之教

1,035,120. 87

八

01-01-2000 性情教育牧千禧

1,720,684. 53

九

27-08-2000 性情之美

1,761,449. 17

十

01-05-2001 天地唯情

2,014,943. 85

十一 01-01-2002 天地唯誠

1,614,052. 42

十二 01-01-2003 天地唯心

1,888,059. 76

十三 21-12-2003 自由與成長

1,889,413. 84

十四 19-12-2004 為誰讀書

2,253,941. 42

十五 01-01-2006 東方人文

2,584,621. 36

十六 01-01-2007 你是甚麼人？

1,943,375. 00

十七 01-01-2008 天地之心

1,705,489. 98

十八 28-12-2008 中國文化與中國讀書人

1,796,997. 31

十九 03-01-2010 讀書人的心

2,010,644. 00

二十 01-01-2011 柔軟心──付出與成全

1,571,678. 00

廿一 01-01-2012 生命的力量

2,045,166. 38

廿二 30-12-2012 覺醒的力量

2,376,450. 10

廿三 29-12-2013 承擔的力量

1,990,475. 00

廿四 01-01-2015 教育的力量

2,803,047. 00

廿五 01-01-2016 行動的力量

2,517,188. 00

廿六 01-01-2017 成長的力量

1,143,379. 00

資助對象
一、 在香港或中國地區籌建或主辦中、小學校，或其他 基礎性教育事業；
二、 在香港、中國或海外華人地區籌建或主辦文化學院、文化機構或出版
社；
三、 在香港或其他地區之大學、學院、學術機構設立「文化論壇」，以推廣
學術研究；
四、 邀請中國或海外地區之著名學者來香港訪問，促進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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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出版優良讀物；將來資源增加，亦可出版其他學者著作。

A27 社團新訊

責任編輯：黃秀娟 美術編輯：李志文

傳媒報導
●●

與會者熱烈分享

一個不尋常的教育音樂劇
●●

霍韜晦：讓孩子在充滿愛的學校成長
「四海同心教育報國，性情莫逆天下知諧」 。記者日前走進位於肇慶
的 「抱綠山莊」 ，一副醒目的對聯，令來自粵港的逾百名專家、教育工作
者駐足。他們是專程來參加由香港喜耀教育文化藝術基金、廣東省肇慶抱
綠山莊、香港特區政府、廣州青年對外文化交流中心、新加坡東亞人文研
究所、馬來西亞喜耀教育中心主辦的粵港 「性情教育」 研討會。當然，他
們是衝大名鼎鼎的 「性情學」 倡導者霍韜晦教授而來。
本報記者 鄺儷 (圖、文)
霍韜晦，當代思想家、教育家、文化學者
、 「香港法住學會」創辦人，致力提倡 「性情
文化」、 「生命教育」理念，成效卓著。其著
作立足東方文化傳統，積極響應西方挑戰，並
對西方文化潮流作出深入而獨到的批判。此外
，霍教授又主持多項生命成長課程，取徑新穎
，復活東方古老教化，學人不絕，口碑遐邇。

都市日報（香港）
大公報（香港）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日 星期二

性情教育引起師生共鳴

在會上，一批教育專家以 「性情教育」發
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並*自己深刻的見解與
會者分享。來自廣州、香港、新加坡學生家長
將自己的孩兒在喜耀學習的巨大變化告訴在場
的每一位，霍教授動情地說： 「我所辦的性情
教育的實驗學校──在粵西羅定市的喜耀粵西
學校已經辦了八年，當初我把校舍蓋好之後，
當初家長都在觀望，有家長還問我：性情教育
雖然如你所說的能教好孩子，但會不會不管成
績？將來升學怎麼辦？你看應試在中國真是根
深蒂固。」
當時我微笑，請他們放心。性情教育可以
使學生主動學習，成績一定會好。現在經過七
年，第一屆小學畢業生已有了，許多科，包括
英文、數學，都是全市第一。當初 18 名學生
，目前是 800 名學生，但更重要的是性情、是
品德。我們的學生不講粗話，懂得感激父母，
會在家幫父母做家務，做完功課才看電視，更
重要的是有志氣，不會受庸俗觀念影響。
他又說：我辦學，沒有政府幫助，也沒有
財團支持，我是靠香港和新加坡上過我課的成
年學生的支持，大家捐助。例如對喜耀粵西學
校，就已經捐了一千多萬港元。提到性情教育
，就有一位不知名的人用 「一位期待已久的中
國人」的名義，給我捐了一百萬，可見有心人
、有眼光的人還是有的。
推動性情教育是一個世紀工程，要靠大家
、靠很多人，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能做到。

靠有心人捐助

發展目標，雷教授則笑說：一個人只有發自內
心，以心中的愛來溢滿孩子，那麼一切便會事
半功倍，人與人回歸、天地與天地回歸，此稱
為 「生命教育」作為 「生命成長」的教育，一
定不只是知識的增加，而是整個人要成長，包
括他的學問、人格、智能、能力。生命是成長
的主體，所以不單會做抉擇，而且可以 「少變
為多、弱變為強、氣質改善」，如此才看到生
命成長的強大力量。
生命由生物的層次提升為文化、道德的層
次，是所謂 「少變為多、弱變為強」的真正意
義。 「生命成長」用孔子的話是由質而文，所
謂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
後君子。」天生人只是一個質，沒有文化滋養
，永遠只是一個生物體，這是得不到成長的。
所以成長的背後一定是文化的教育。

重才重德重孝
要落實生命成長的教育，關鍵在於對性情
的體會，體會性情才能開發動力，生命的教育
不是一次過的，一定是要終生行之。在羅定辦
的喜耀粵西學校，在短短兩、三年間建立很好
的聲譽，許多小朋友變得有禮貌，尊敬父母、
長輩，人人主動學習，成績提升得很快。這證
明生命受到性情的呼喚啟發，成績也接會好
，家長也不用強迫他讀書。
在這裡講到生命教育的方法論，呼喚性情
之後就是要體會，所以是體驗的方法論，這與
知識層次講記憶、分析、批判、證成，完全不
同；對性情要有所體會之後，人才會堅持，不
再猶豫。
喜耀粵西學校八年前由霍教授創辦，目的
是在正規學校教育以外提倡 「性情教育」。
「性情教育」除了學好知識之外，人還需要學
會做人；懂得孝順父母、尊重師長、對周遭的
人願意付出、對自己有高遠的志向、不屈不撓
的意志。這些美好的品質，都是性情得到開發
後自然有的表現。
這是一所家長夢寐以求的學校。

一批熱心的教育工作者出席 「性情教育」 研討會

怎樣才能開發性情，開發孩子健康性情、

性情教育引起師生共鳴
●●

北上讀小學

▲學生齊唱 「性情教育」 之歌
◀亦師亦友，范佐浩（右）與霍教授相
識已三十年

亞太經濟時報（中國）
性情教育

●●

▲部分教育專家在 「抱綠山莊」 留影
▶站在竹林中，霍教授以 「高松掛月照禪心，勁竹當風思節士」 抒發情懷

明報（香港）
摒棄香港教育制度

●●

霍教授喜迎出席研
討會的教育工作者

引發中國教育深思考

雲浮日報（中國）

來自香港的一對夫婦暢談體會

來自廣州的教育工作者梁女士發言

要選擇適合學生全面發展的教育
●●

香港經濟日報
情感教育

●●

培養好品德

羊城晚報（中國）
這個社會有病，救它要靠「性情」

●●

亞太經濟時報（中國）
「廣州喜耀」開幕，全國政協常委
梁振英親臨揭幕

●●

中國報（馬來西亞）
填鴨培養奴才非天才

●●

星洲日報（新加坡）
性情教育

●●

成報（香港）
由心出發

●●

給孩子不一樣的裝備
教仔講求真心真意

今日羅定（中國）
廿一世紀的希望

●●

香港商報
時代需要的教育──性情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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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YAO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FUND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電話：(852) 2760 8878
傳真：(852) 2761 0825
電郵：info@xiyaofund.org.hk
網址：www.xiyaofund.org.hk

新加坡聯絡處
地址：61 Kaki Bukit Avenue 1 #06-26 Shun Li Industrial Park , Singapore 417943
電話：(65) 6842 1123
傳真：(65) 6842 1018

馬來西亞聯絡處
地址：PTD 68152, Jalan Persisiran Sutera Danga, Taman Sutera Utama,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電話：(607) 289 0380
傳真：(607) 289 0382

支持教育．義不容辭
本人（先生/小姐/女士）＿＿＿＿＿＿＿＿＿＿＿＿＿＿＿願意捐助
港幣＿＿＿＿＿＿＿＿＿＿＿＿＿＿＿＿元支持「喜耀教育文化基金」。
附上支票：號碼＿＿＿＿＿＿＿＿＿＿＿＿＿銀行＿＿＿＿＿＿＿＿＿＿
敬請查收，收據請寄回本人地址。
地

址：＿＿＿＿＿＿＿＿＿＿＿＿＿＿＿＿＿＿＿＿＿＿＿＿＿＿＿
＿＿＿＿＿＿＿＿＿＿＿＿＿＿＿＿＿＿＿＿＿＿＿＿＿＿＿

聯絡電話：＿＿＿＿＿＿＿＿＿＿＿＿＿＿＿＿＿＿＿＿＿＿＿＿＿＿＿
電

郵：＿＿＿＿＿＿＿＿＿＿＿＿＿＿＿＿＿＿＿＿＿＿＿＿＿＿＿

16 支票抬頭請書：「喜耀教育文化基金有限公司」，並予以劃線。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獲捐款收據以便申請免稅。
地址：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查詢：(852)2760 8878

傳真：(852)2761 0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