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會員、義工、參加者：
重申「單車助學行 2010」善款用途
最近再有蘋果日報作家撰文引述本會的「單車助學行 2010」(見附件 1)，內容與事
實不符，且涉嫌為嘩眾而侮蔑去世者，本會深感憤慨。
該文中為產生新聞效果，所謂“年前”是 2010 年終，距今 8 年，而活動 “籌得二百二
十萬元，最初說只扣起五十萬元作行政費，後來卻增至一百二十萬元。” ，當時 2011
年已發新聞稿說明，現再附錄於後(附件 2)。
簡言之:
1. 每個活動籌辦和宣傳會清楚標明籌款用途
2. 是次活動籌款為:助學行政(非活動籌辦費)及建一所教學樓
3. 當時活動籌委會預計善款為 150 萬，經籌款活動部﹑執行委員會﹑董事局三層
管理審批分配 50 萬行政和 100 萬建校
4. 但活動超額完成，共籌得約 2,237,459.85 元，由於籌委會之前並未估計會有善
款超標，而其超標處理辦法，亦未經程序審批，個別籌委不熟諳苗圃財務守則，
因而各自提出，超標處理如：

5.
6.

a. 按 50:100/150
b. 全數助學
c. 全數機構運作
d. 查詢參加活動者意向
e. 查詢捐款給活動參加者意向
f. 其他
經申報後，董事局同意執委會的建議：無需討論，沿用本會自創至今的守則：
一切未註明用途的捐款必須全數撥入助學基金。
此事已妥善解決，及善款已按既有程序使用(見下表)

「單車助學行 2010」慶功宴派發的紀念冊序言，最能反映善款用途。是次活動共籌
得港幣 2,237,459.85 元，所有善款已按本會常規做法及由執行委員會和董事局議決的指
示，分為撥捐中國助學用途及苗圃運作經費兩個部分。善款分配詳情見下面表格：

資助項目

1

建校

資助金額

折合港幣

項目現況 /
備註

甘肅省環縣

2011 年 11 月完

羅山川鄉中心

成

小學

RMB 542,000

(學生宿舍，
食堂及廁所)
甘肅省環縣
2

配套設施

曲子鎮環縣第
二中學

2011 年 5 月完
成

RMB 342,500

(配套設施)
合共

RMB 884,500

折合匯率 1.18

HKD 1,043,710

甘肅省慶陽
3

師資培訓

市、平涼市
學前教育師資

於 2011 年 7 月
舉行

RMB 130,000

培訓

4

高中生資助

甘肅省慶陽
市、平涼市
高中生資助
(2011-2012)
資助 444 名高
中生

於 2011-2012
年度舉行
RMB 444,000

(每人
RMB1,000)
合共

RMB 574,000

折合匯率 1.21

HKD 694,540
資助額總數

5

苗圃運作經費

HKD 1,738,250
HKD500,000
(本會需於高

合共

HKD2,238,250

中生資助一項
補上 HKD
790.15)

此外，
「單車助學行 2010」活動經費捐款保持在低於 10%的運作經費，亦另有運作
捐款支持。詳情：
活動經費捐款： $216,614.00 及部份活動物資
是次活動經費支出為： $117,217.60
是次活動經費支出與總捐款的比例是 : 7.2%

本會堅持助學善款 100%助學，而單車助學行為專門籌募運作經費的活動。同時，
本會一直謹慎地依從規章處理善款，並清楚紀錄帳目及按香港法例進行審計，帳目公開
透明，務求妥善運用善款。
本會亦借此通報，苗圃自去年 12 月修改會章將服務擴至全球各地，過去大半年，
我們已在中南半島的緬甸(近 40 個項目)，泰北(2 個項目)，老撾(已考察)開展和完成一些
項目。為令更多人能夠從多方位參與服務，裨益當地公益事業，苗圃茶馬古道曾在今年
舉辦第一屆緬甸茶馬，而隨即，有教無疆泰北行會在來春舉辦，敬請垂注和參與，共襄
盛舉。

苗圃行動秘書處謹啟
2018 年 11 月 21 日

<附件 1>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columnist/%E5%8F%A4%E5%BE%B7%E6%98
%8E/daily/article/20181119/20549088
死得冤枉
十一月八日，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撥款六千八百萬元，賑濟四川巴中市，這筆錢當然花
得不冤枉：促進會之「各界」，無非香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富商巨賈等，各有所求。
他們響應習近平「精準扶貧」號召，絕對不會虧本。不過，月前有工程師黃志強者，卻
實在死得冤枉：他參加俄羅斯腳踏車旅遊，為慈善團體苗圃行動籌款，在大陸辦學，不
料中途發生車禍。
新中國自習近平主政以來，動輒十億百億元慨贈外國，做了國際孟嘗君。今年四月，菲
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赴海南島出席博鰲論壇，出發前公開說：「你沒有錢，就不是我的朋
友。我去中國，心中只想要錢，事實上我也需要錢。」於是他獲習近平恩賜港幣五億七
千四百萬元。本月二日，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訪北京，拜會習近平，毫不諱言說：「敝
國陷入財政危機，處境艱難，深盼貴國援手。」於是他也獲俞允，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孔
鉉佑說：「中國會給予巴基斯坦經濟援助，只待磋商細節。」
由此可見，新中國富甲全球，不應稀罕香港小民捐款，何況捐款十元，九元落入共幹口
袋。苗圃行動有沒有見賢思齊，不得而知，但據《蘋果日報》報道，他們年前也曾舉辦
腳踏車助學行， 籌得二百二十萬元，最初說只扣起五十萬元作行政費，後來卻增至一
百二十萬元。
黃志強怎不是死得冤枉。

<附件２>
新聞稿
(2011 年 2 月 14 日)
苗圃行動「單車助學行 2010」捐款按常規處理
最近就苗圃行動(下簡稱”苗圃”)的「單車助學行 2010」，有不少媒體報道，內容
有部份與事實不符，會方現特作澄清。「單車助學行 2010」共籌得 220 萬，除 50 萬作
為會方整體行政經費，100 萬作興建學校，在媒體報道時餘額 70 萬尚未決定用途。現已
按程序由執行委員會及董事局依次議決，將 70 萬餘額全數撥作助學經費。
經過苗圃籌款活動部的謹慎查證，「單車助學行 2010」慶功宴派發的紀念冊序言，
最能反映善款用途，因此此筆餘款並不是沒有指明用途之捐款，餘額應悉數作為助學捐
款處理。按苗圃常規做法，已由執行委員會及董事局依次議決，將 70 萬餘額撥作助學
經費。即 50 萬作該會整體的行政經費；$1,737,459.85 作助學款，其中 100 餘萬元助學
款已通過用於兩個甘肅環縣學校項目。
而「單車助學行 2010」的財務收支如下：[未經年度審計]
－ 總捐款：
$2,237,459.85(不包括活動經費捐款)
－ 活動經費捐款： $216,614.00 及部份活動物資
是次活動經費支出為： $117,217.60
是次活動經費支出與總捐款的比例是 : 7.2%。
由於尚有餘數，該會會在所有項目全面落實約半年後，再向參加者報告。
苗圃行動亦藉此重申該會處理善款的大原則：
本會助學捐款和行政捐款分開。助學捐款 100%用於助學，不能從中扣除任何百分

1)
比
作會方或活動行政費。
2) 捐款未有列明用途的，一律作助學捐款處理。
3) 本會財務強調透明度，收支和審計報告公開在苗圃網頁予公眾查核。
4) 為籌募足夠的行政捐款令會務暢順運作，本會會籌辦指定活動以達成此目的， 但
每個活動的籌辦目的必須事先聲名，並讓公眾清楚知悉。

5) 每個活動成立籌委會運作，並需嚴格遵守本會十誡，其一是籌委會需自行為此活動
另籌活動經費。
有關苗圃行政費的比例亦引起關注，但並非如傳媒引伸的行政費支出偏高。苗圃助
學捐款與機構行政支出由創會至 2010 年度的比例平均維持在百分之十，可算是一個有
效率的標準。(詳情可參閱該會網頁)

苗圃在處理善款上，一向有行之有效的規章可以依從，清楚紀錄、入賬及活動在香
港法例要求時會獨立審計和苗圃年度審計，因此 「善款變行政」 的情況並非屬實。

[傳媒查詢]
許彬彬
苗圃行動執行幹事
電郵：brianna.hui@sowers.org.hk
電話：2597 4739

[苗圃行動簡介]
『苗圃行動』於 1992 年在香港註冊成立（稅局檔號：91/3859），是一個非宗教、非政
治、非牟利的慈善機構。「苗」是代表學生、「圃」是代表學校，而「行動」則表示以
身體力行，用實際的行動來幫助中國貧困山區的兒童，使他們能重返校園，並資助重建
危校，好讓他們能有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並有計劃地提高師資。透過「實地考察、直
接資助、長期跟進」的工作守則，務使善款有效地運用。我們的目標是放眼中國，協助
地區發展，使其自力更生，以「助人自助」為發展策略，其口號是——『治貧須治本，
基礎在教育』。而背後的信念是中國的進步在於將人口包袱發展成智力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