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轅教育基金會
2012年度公益慈善活動大事記
1.

2012年2月5日軒轅教育基金會(下稱“軒轅”)
假座香港九龍“煌府”舉辦週年慈善晚會。

2.

2月17日，河南省外僑辦李劍智副主任和開
封市外僑辦韓升良副主任專程來港訪問 ,“軒轅”設
晚宴接風，羅文春主席、孔敏莊秘書長、何敏堅永
遠榮譽會長以及陳廷杰、陳漢忠榮譽會長等出席了
晚宴。

3.

2月22日, 祖國的北方大地仍是大雪芬飛季
節,"軒轅"人一行12人(有主席羅文春、秘書長孔敏
莊、永遠榮譽會長沈張婉、徐國才、榮譽會長徐少
珍等),周銳昇先生擔任團長,羅文春先生擔任隨團高級
顧問,不惧风雪,赴陝西、山西兩省考察,出席‘軒轅’
善長於2012年捐建的項目落成典禮。赴洛川縣，驗
收"薈萃中心小學",赴禮泉縣, 出席信生衛生院的剪綵
儀式;24日下午從西安飛往山西太原並赴榆社縣出席 "
正行社城中學"重建學生宿舍的峻工儀式;25日分別出
席五臺山"天雨衛生院"和"陳漢士伉儷衛生院"擴建工
程峻工儀式;26日考察了二所待改造擴建的衛生院,並
由永遠榮譽會長沈張婉、徐國才分別認捐了。
4.
3月9-12日羅文春主席與"樂心會"的梁想鉅先
生前往湘西的懷化市辰溪縣考察兩所學校。校舍既
破爛不堪, 七、八十位學生擠在一間教室裡上課, 十
分擠迫, 急需改造擴建。李蘭剛榮譽會長和 "樂心會"
分別認捐了這兩所學校的改造擴建工程。

5.

3月14日至17日，湖南省外僑辦章定國常務
副主任、劉貴軍副處長;湘潭市政協宋厚源主席率領
其部門主要負責人員一行六人也先后抵達香港；湘
潭市外僑辦陳利文主任及湖南科技大學朱川曲副校
長也帶領了四位中學校長來港訪問交流。“軒轅”分

別宴請了眾嘉賓。3月17日晚，彭少衍永遠榮譽會長
以“衍生”之名義向湖南衡陽縣一所中學的擴建工
程捐款, 並即席簽具了合同書。

6.

3月22日, 湖南外僑辦港澳辦公室的九名訪港
學員訪問“軒轅”，永遠榮譽會長謝國輝的夫人邱月
華女士向來賓以午宴款待， 羅文春主席、孔敏莊秘
書長出席了午宴。

7.

3月30日, 福建省華僑大學賈益民校長率領五
名處、科級干部訪問“軒轅”’徐國才永遠榮譽會
長設晚宴款待,羅文春主席、孔敏莊秘書長、陳尚
信、何敏堅永遠榮譽會長出席了晚宴。賈益民校長
要求“軒轅”在“ 華大”合作設立“種子助學基
金” ，羅主席表態支持,徐國才永遠榮譽會長落額了
此項目的捐助。

8.

3月31日, 內蒙古二連浩特市教育局額爾登木
圖局長訪問“軒轅” ，羅主席接見了額局長。

9.

4月5日-9日, “軒轅”興教助學團一行33人赴
山東省（荷澤、棗莊、曲阜三市）開展興教助學活
動。該團由李韻儀為團長，羅文春主席擔任隨團高
級顧問,(有秘書長孔敏莊、永遠榮譽會長何敏堅、榮
譽會長金慎之、吳慕賢、黃福英、黃志澤等 )，其中
四所學校舉行落成典禮；回訪了兩所學校 ;還考察待
協助捐建的兩所農村學校（黃志澤和連心42認捐了
兩所學校的改造擴建工程）;還出席了軒轅皇帝出生
地的祭寺活動。

10.

4月13-17日先後到河南省洛陽、開封二市開
展興教助學活動,羅文春主席,孔敏莊秘書長和陳尚信
永遠榮譽會長夫婦一行, 14日赴洛陽嵩縣出席灑落燕
琳薈萃小學落成典禮、並回訪了嵩縣花庄小學,15日
上午回訪了軒轅孫村和軒轅櫻桃溝僑心小學 ,下午到

開封訪問河南大學, 商議並確定在該校設立“種子助
學基金”, 資助該校品學兼優的在校本科貧困學子。
16日，考察團一行赴蘭考縣出席"陳漢士伉儷愛心衛
生院"落成典禮，然後再考察了一所待解難的衛生院,
並由陳尚信先生認捐了。

11.

4月間,跟据荷蘭公司之在華善長的意愿,“軒
轅” 選擇了湖南、河南兩省14所由“軒轅”捐建的
農村中、小學校為贈送圖書對象, 每校二萬元為限,
由受益學校校長為該校圖書館選購課外讀本。就此
掀起了向貧困鄉村學校送書熱潮。

12.

5月5日，“軒轅”在香港九龍油塘區主辦敬
老粵曲欣賞聯歡晚宴，該晚會還有油塘社區發展協
會和油塘區街坊福利會協辦。對該社區街坊65歲以
上長者表示關心和愛戴。他（她）們在過往的歲月
里勤勤懇懇為香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作出過不可磨
滅的貢獻，值得社會各界的肯定和關愛！

13.

5月10日-13日, “軒轅”羅文春主席應賈益民
校長之邀請，率領訪問團一行八人訪問了位於福建
省泉州市的華僑大學(該校系國僑辦管轄的大學之一),
並簽著了“種子助學基金”合作協議書，資助經濟
有困難的本科生完成學業。該項目由徐國才永遠榮
譽會長認捐，並同華僑大學共同管理。

14.

5月22-26日，羅文春主席與曾京永遠榮譽會
長伉儷等赴內蒙古二連浩特蒙古族中學、內蒙古農
業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先后與“軒轅”種子助學
基金受助的同學開座談會。

15.

5月26日，在“軒轅”在秘書長孔敏莊女士
的帶領下，一行8人出席衡陽縣劉錦康伉儷紀念中學
落成典禮。

16.

6月5日主席羅文春、永遠榮譽會長曾京，何
敏堅等前往廣州華南農業大學，與種子助學基金管
委會的同仁, 同受資助的畢業生開座談會。

17.

6月12日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馬儒沛副主任率
團有趙昆司長等一行5人來香港探訪、慰問、感謝居
港僑胞和香港同胞多年來為祖國農村發展教育、在
慈善公益事業有貢獻的人士 ;同日下午,馬儒沛副主
任、趙昆司長等在香港香格里拉大酒店邀見了“軒
轅”主席羅文春,榮譽會長李世雄和秘書長孔敏莊, 在
座談會上,羅主席彙報了“軒轅”今年來在國內開展
興教助學,發展農村醫療衛生等公益慈善事業的情
況。
18.
6月23-25日羅文春主席、孔敏莊秘書長、陳
麗冰永遠榮譽會長以及鄭淑文、蔡玉如、楊蕙禧榮
譽會長等8人赴重慶市開展興教助學及發展鄉鎮醫療
衛生事業活動。中午出席軒轅龍河鎮僑愛衛生院落
成典禮,後赴墊江縣包家鎮考察另一所有急切協助解
難的衛生院,楊蕙禧善長認捐了此衛生院重建項目。
24日早上, 大家到了涪陵區珍溪鎮，回訪鄭淑文中心
小學,還給予該校增加捐建操場的資金。

19.

6月30日-7月2日, 以李志豪榮譽會長為團長的
湖南興教助學團一行18人取道深圳，乘高鐵赴湖南
開展助學活動，抵達常德市鼎城區的懷蓮僑心小學
出席落成典禮；7月1日又乘車赴益陽市的“愛心工
程樊錦明小學”,出席落成典禮；7月2日，又到婁底
市出席“ 光明愛心工程李文偉紀念小學 ”落成典
禮。。

20.

7月12日，山東濟寧市僑辦劉健主任一行前
來看望曾經支持該市農村發展教育的機構和善長，
聯絡感情表達謝意。“軒轅”設午宴款待；羅文春主
席、孔敏莊秘書長、何敏堅永遠榮譽會長、李世雄
和黄福英榮譽會長等出席了午宴。

興教助學並出席東亞六國博覽會。團長是周銳昇先
生,同行有羅文春主席,孔敏莊秘書長,徐國才永遠榮譽
會長夫婦,金慎之、何月群、徐少珍、潭穎心、黄福
英榮譽會長等, 此行11天,從祖國大陸南端出發,飛往
地處西北的新疆,出席援建的伊寧縣愉群翁僑心小學
落成典禮。接著赴昭蘇縣待協助捐建的學校考察 ,同
時還到南疆喀什地區捐建的小學探訪、為五所學校
贈送圖書。9月4日,十位團員繼續向東北的吉林省進
發,到吉林大學頒發第二學年的「種子助學金」;同時
還應吉林省政府之邀請,出席東亞博覽會的活動,從而
瞭解到近八年來,中國在世界商貿活動中是全方位開
放的。

23.

9月29日“軒轅”訪問北京大學。並確定在
北大設立‘軒轅種子助學基金’，擬在下個學年籌集
善款,把該項助學金基在‘北大’建立起來。

24.

10月17日，“軒轅”赴河南訪問團應開封市
人民政府的邀請，出席中國•開封第30屆文化菊花
節。此外，羅文春主席、孔敏莊秘書長、何敏堅、
沈張婉永遠榮譽會長和黃福英榮譽會長及軒轅之友
義工隊一行九人,出席了河南大學･‘軒轅’種子助學
基金協議書的簽署儀式, 並向受助同學頒發種子助學
金,還回訪了一所“軒轅”援建的中學。

25.

11 月 3 日 羅 文 春 主 席 、 陳 麗 冰 永 遠 榮 譽 會
長、樊鳳英、李志豪等眾善長到暨南大學 ,為該校貧
困生頒發 2012—2013學年種子助學金。

26.

11月11日-13日，羅文春主席陪同李韻儀永遠
榮譽會長，赴云南大學為受資助的同學頒發“種子
助學金”。

27.

11月17日曾京永遠榮譽會長夫婦赴內蒙為二
所學校的同學頒發“種子助學金”
。

28.

8月12日，“軒轅” 應邀協辦香港九龍油塘區
舉辦粵曲欣賞敬老活動，並捐助600多套禮物送予600
余位長者，活動中，大家又唱又跳，十分高興。

12 月 1 日 羅 文 春 主 席 、 孔 敏 莊 秘 書 長 、 曾
京、何敏堅、陳麗冰永遠榮譽會長、黄福英榮譽會
長等众善长到華南農業大學, 為該校貧困生頒發
2012—2013學年度 「軒轅」種子助學金。

22.

29.

21.

8月27至9月8日“軒轅”赴新疆、吉林進行

12月22-26日羅文春主席、孔敏莊秘書長和鐘

春榮、徐國才夫婦、彭少衍 永遠榮譽會長、劉愛
國、莫家駒、陳漢忠、徐少珍榮譽會長等眾善長一
行到湖南省常德、湘潭、婁底、邵陽、衡陽五市出
席三所學校的落成典禮和回訪七所學校 ,頒發了助
學、獎學、獎教金並向相關學校贈送文具用品等, 考
察了二所待捐建學校, 並到湖南科技大學為40名品學
兼優的貧困大學生頒發"种子助学金"。徐國才永遠榮
譽會長和黎天揚榮譽會長各認捐了一所待捐建的學
校。

30.

12月27日羅文春主席、孔敏莊秘書長和德樂
眾善長出席了湖南邵陽東邊德樂學校的落成典禮, 並
向該校頒發了助獎學金和贈送文具用品, 還捐贈了一
批課外圖書等用品。

31.

12月27日電訊界眾善長回訪了常德石門縣軒
轅精英崗市完全小學,並向該校師生頒發了助學、獎
學、獎教金和贈送了一批文具用品, 還捐贈了一批課
外圖書等;28日, 羅文春主席、孔敏莊秘書長和電訊界
眾善長到邵陽新邵縣軒轅精英新禾小學進行學校重
建工程的中途檢查,並 頒發了助、獎學金和贈送文具
用品。

32.

12月28-29日, 羅文春主席、孔敏莊秘書長、
蔡玉如、譚穎心和傳奇14同人出席廣西容縣傳奇薈
萃僑愛小學的落成典禮和回訪了平南縣二所學校, 並
頒發了助獎學和獎教金,還為這些學校贈送了文具用
品。考察了平南縣一所待捐建的學校並由傳奇14同
人認捐了該校的擴建工程。

“軒轅”秘書處
2012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