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Annual�Report/����About�Us

主席寄语

05 06

全世界正经历一段充满改变、扰动和不确定性的时段，而这

些挑战令不少人举步维艰。纵然如此，我诚盼各位和你们身

边的所有人都安然度过这段困难时期。我亦借这第十八份年

报向各位汇报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过去一年的活动。

受疫情影响，基金会团队同许多人一样，主要透过Zoom远距

离工作。我十分感谢本基金会在香港、中国内地和其他地方

的团队成员，他们都能适应「新常态」，即使无法面对面开

会和沟通，仍保持出色的工作质量 － 我们确能善用科技，把

我们的工作团队与受惠群体连系起来。

中国内地

内地团队于年内举办了多项活动。透过在线论坛，让更多的

人了解本基金会的旗舰项目——石头汤悦读校园联盟。该论

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000多名参会者。这对基金会来

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活动将如此多的社群聚集在一

起。透过网络直播维系现有的紧密伙伴关系及开辟新的合作

机会。我们亦很荣幸邀请多位来自美国、英国、台湾、香港

和中国内地其他城市的讲者参与，通过讨论和学习，进一步

为提升华语学生的读写能力作出贡献。

我们亦顺利在四川省广元市启动了新项目，意把合肥石头汤

联盟经验扩展到该地区。「石头汤」模式推广复制到当地

16所小学还处于项目早期阶段，我们热切期待这项工作的成

果。因团队成员较少受到出行限制的影响，通过走访合作学

校及在线课程的支持，项目能够取得实质进展。我衷心恭贺

内地团队，他们在这段艰难时间仍全心全意、坚韧不拔地开

展项目，创造既可面授也可网授的灵活培训方式，让我们能

更轻易和有效地向新加入的伙伴学校提供资讯和培训资源。

为庆祝「2021世界阅读日」，本基金会邀请了丰子恺儿童图

画书奖的两位得奖者到访合肥，同当地的学生、老师和教育

界人士互动交流。为期两天的活动，两位作家的创作故事启

发和鼓励了合肥市以至其他地方的不同社群。 这次活动亦设

有网络直播，令讯息能流动传播香港

香港

我们支持的众多项目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本地网络平台，这

是令项目得以持续的必然条件。我们很高兴能支持全程在线

举办的「第九届世界华语学校图书馆论坛」。该论坛聚集了

超过800位来自十个国家的嘉宾和代表，就不同重要主题展开

对话交流。小彬纪念基金会和智乐儿童游乐协会亦分别完成

了由基金会资助支持的两个重要项目，即: 为少数族裔社群而

设的「机会库」以及为塑造香港公众游乐空间的未来而发起

的「儿童游乐空间改造——社区参与及增能项目」。我们对

机构为社会作出的重大贡献，表示祝贺。 

此外，香港融乐会成为本基金会新合作机构。我们很高兴与

融乐会携手协助受第三和第四波疫情影响的少数族裔社群的

工作取得进展。在面授课堂因疫情肆虐而被迫暂停的情况

下，融乐会创办的网络课程往往成为这些少数族裔家庭的唯

一中文支援。我们深知少数族裔幼童的中文程度仍然存有差

距，因此我们需要继续为介入工作提供支援。除了驱动高层

次改变外，我们亦要以支持从下而上的项目方式。疫情所引

起的翻天覆地的变动(加上其他宏观经济因素)不但干扰弱势社

群的生活，更拉开了他们与社会的现存差距。我们现正致力

寻求实质和具影响力的长期解决方案，以期收窄这种差距以

及令本地少数族裔社群得享更平等的待遇。

欲知各个项目的最新详情，请参阅本报告「拨款项目」部分。

概括而言，在过去的2021年，本基金会通过充分借助科技及

已有知识经验，欲寻求为我们的目标受惠群体提供既明智且

有效的支持方案。线上交流模式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而我们在这方面已打下的基础，让我们能继续创造、分享和

成长。我谨此衷心感谢各团队在当前充满困难和不确定性的

环境下仍努力不懈，创出坚实和令人鼓舞的成绩。

一如既往，也感谢你的持续支持！

陈禹嘉 敬上

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会主席

































https://wx.vzan.com/live/page/20428CEFE1F262A5F7B7D384E0505645?topicid=1945547002&v=1618579030844&ver=fa8a48292afc4a8aaea4760d1721150d
https://wx.vzan.com/live/page/D933D7359C8908DE6BCE4EC431D5A207?topicid=1932407486&v=161857846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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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hermore, by means of new book donations and 
recommended book lists, the schools’ understanding of 
high-quality children’s books will be enhanced, and an 
inter-school exchange platform will be constructed to 
promote the sharing of local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Lizhou district, the Foundation was deeply touched to 
see a city with a deep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a 
group of educators with great ideas and actions. The 
Foundation is glad that,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and 
trust, the Lizhou District Education Bureau, the Lizhou 
District Tao Xingzhi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16 schools 
have joined hands in launching this pilot educational 
project, and we eagerly await the outcome and experience 
of future projects!

Module 1
Construction of school 
resource centers for future 
education

Module 3
Categorization of libra� 
collections

Module 4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libra� 
collections

Module 5
Use of libra� human 
resources

Module 6
Promotion of libra� 
se�ices

Module 2
Planning and e�ective use 
of libra� space















https://app0inycb6k4979.h5.xiaoeknow.com/v2/course/alive/l_618e0929e4b09b5fe0b25521?app_id=app0inycb6k4979&pro_id=p_616d9a5ce4b05adf2076511c&type=2&available=true&entry=2&entry_type=2001&is_redirect=1&scene=%E5%88%86%E4%BA%AB&share_scene=1&share_type=5&share_user_id=u_616e0e25a780d_aNrpm4yWgh
https://app0inycb6k4979.h5.xiaoeknow.com/v2/course/alive/l_618c778de4b0c005c98fe179?app_id=app0inycb6k4979&pro_id=p_616ea036e4b06fad2a964e40&type=2&available=true&share_user_id=u_616e0e25a780d_aNrpm4yWgh&share_type=5&scene=%E5%88%86%E4%BA%AB&is_redirect=1&share_scene=1&entry=2&entry_type=2001


https://app0inycb6k4979.h5.xiaoeknow.com/v2/course/alive/l_618e0929e4b09b5fe0b25521?app_id=app0inycb6k4979&pro_id=p_616d9a5ce4b05adf2076511c&type=2&available=true&entry=2&entry_type=2001&is_redirect=1&scene=%E5%88%86%E4%BA%AB&share_scene=1&share_type=5&share_
https://app0inycb6k4979.h5.xiaoeknow.com/v2/course/alive/l_618c778de4b0c005c98fe179?app_id=app0inycb6k4979&pro_id=p_616ea036e4b06fad2a964e40&type=2&available=true&share_user_id=u_616e0e25a780d_aNrpm4yWgh&share_type=5&scene=%E5%88%86%E4%BA%AB&is_redirect=1&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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