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德蔭基金 香 港 中 環 紅 棉 路 8 號 東 昌 大 廈 1 9 樓      電 話  ( 8 5 2 )  2 8 2 0  7 1 3 5   
 網址 www.ftifoundation.org 電郵 apply@ftifoundation.org  

第一期  第一期  
二零零七年十月二零零七年十月

同同享享Giving 
    And 
           Sharing

1

傅 德蔭基金是何時成立的？
 因何成立？

 傅德蔭基金成立於2007年。基金主席傅厚
澤分享，成立基金經過大半年的籌備，主要目
的是記念父親及延續其祖父的善行，深信此基
金能夠有意義地表達其父親對祖父敬愛之心，
並兼能把家族歷史流傳後代。

 事實上，成立本基金的意念可說是始於
其父親傅蔭釗先生於2005年12月逝世之時。當
時其父不但遺下大筆資產，更有一束一束的舊
信件及他私人經年珍藏的多種紀念品，「我把
這些信件舊照逐一細閱，漸漸重構出家父年青
時代的生活。1946年祖父傅德蔭把家父從澳門
派到香港，委任他在香港開設公司，經營船運
生意，其後，家父受命投資物業及上市股票，
祖父每週用書信方式，詳述精明經商之道。如
此運作十多年後，累積了一筆資產，同時，家
父身為長子又受命照顧其負笈海外留學的弟
妹。祖父一直是家父的良師嚴父，於1960年
逝世後，家父繼承其遺志，出掌家族資產，之
後其弟弟及兒子相繼加入家族生意，也是祖父
精心的策劃。祖父組織了家庭，也創造了一筆
產業；在父親虔誠的培育下，計劃一一得以實
現。」

 因此，本基金之成立，乃建基於代代承
傳的孝心、善心和愛心，願望精神繼續留傳百
代。

 本基金非常感謝各董事、委員和各方朋友
的寶貴意見及協助！全因為他們的傾力支持，
本基金才得以成立。

我 們的關注

 傅氏家族一向以行善為樂，秉承著這個
善良的傳統，傅德蔭基金以改善各界的生活質
素為使命，我們關注的範圍是多方面的，包括
醫護、教育、藝術、文化、遺跡、業餘運動、
動物權益、保育及環保；再者，我們對於社會
上的貧困人士，被虐待或疏忽的人尤為關注，
希望能盡力幫助他們改善生活。而無論在哪個
範疇，我們都期盼贊助能直接惠及真正有需要
者，並能為社群帶來深遠的裨益。

 就地域而言，本基金的範圍則涵蓋香港、
澳門、中國和其他國家。

董事   傅厚澤（主席）    葉錫安 （副主席）    黃匡源 （財政）  
 陸恭蕙 傅棣怡
委員   Jane Fu 傅棣章    曾亦聖   
秘書  曾褔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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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申請本基金
 
1. 本基金歡迎註冊非牟利 /慈善機構，為

有意義的服務/計劃申請撥款。申請機構
可通過本基金網頁、電郵或電話聯絡本
基金。

2. 符合本基金贊助重點之申請者，須填妥
「初步申請書」後透過電郵及郵寄一式
兩份方式交回本基金。

3. 總幹事將初步審核申請，通過初步評
估之機構將獲邀遞交「服務/計劃申請
書」。

4. 查詢階段內，總幹事將於一個月內（除
了大規模項目之外）透過電郵、傳真或
電話通知申請者有關結果。

5. 申請者收到適用之「服務/計劃申請書」
之同時將獲告知交回限期，一般來說，
申請評審過程需兩至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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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詢及聯絡
 
 申請者如有疑問，請先參看本基金網站資
料，還有疑問者可聯絡如下： 

 行政主任 ：袁婉琴女士
 電話 ： 2820 7135  
 網站 ： www.ftifoundation.org
 電郵 ： apply@ftifoundation.org

6. 除了考慮服務/計劃申請書內所列資料
外，本基金或會安排電話訪問或/及面談
或/及到訪申請機構，以取得進一步資
料，有助評審該申請。

7. 董事會完成批核程序後，本基金將向申
請機構發出拒絕通知書或批准通知書。
法律協議書將隨批准通知書一併發出，
申請者須先簽妥寄回本基金，有關撥款
才會獲得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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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基金撥款政策及指引 

1. 撥款年期
 大多數情況下，本基金給予一年贊助；多

年贊助則需另作考慮，於特殊情況下或會
批准。 

 獲多年贊助之機構必須每年表現出卓越之
行政效率，確保計劃/服務維持良好質素，
提供財務穩健之證明，並達到所有呈交報
告之要求。 

2. 資格
 申請機構必須符合以下最低要求：

a. 註冊為慈善機構（於香港，根據香港
法例（第112章）稅務條例第88條為
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

b. 具清晰使命宣言，且定期檢討  
c. 清楚列明服務需求何以確立
d. 備有至少三年經審計財政報告（如適

用）

3. 不合資格之申請
a. 成立基金、週年呼籲、聯盟運動及直

接宣傳郵件
b. 特別籌款活動
c. 宗教或宗派機構，其主要活動宗旨是

本身會員利益者 
d. 促使個別人士得益之計劃，而非真誠

的計劃/服務
e. 購買物品用作銷售，除非銷售得益用

於本基金批准之計劃/服務上
f. 日常生活開支之資助申請，此類開支

一般由政府援肋系統涵蓋
g. 個人直接申請（與個人開支相關者）

4. 著重直接服務
 本基金對可直接幫助個人及社區之慈善計

劃/服務更為重視。

5. 建築工程
 除了服務計劃 / 活動之外，本基金將考慮

撥款作以下目的：購置物業、大廈相關設
施建築及維修、重要器材維修。

6. 捐款配對
 本基金鼓勵擴濶捐款參與，對捐款配對之

要求將予以認真考慮。

7. 政府資助
 機構有責任尋求所有現存之政府資助，計

劃/服務若為政府資助或傳統上由政府津貼
之服務，申請者須清楚說明。本基金的宗
旨並非取代政府資助，也非填補政府資助
不足之空間。

8. 服務費用
 本基金明白個別服務和項目需受惠者付

款，費用視乎受惠者財政能力，用者自付
之原則雖值得鼓勵，然而此原則不應使有
需要者因付不起服務費而得不到相關服
務。機構應制定適當的收費政策。

9. 計劃/服務虧損或赤字
 機構不應期望由本基金填補其他財政來源

因削資所造成之欠缺，不過，本基金將就
不同個案作個別考慮。

10. 多元文化及反歧視 
 本基金明白不同社會裡的種族多元化，期

望機構確保其職員及義工都為其所服務之
社群多作反思，對不同
文化、不同種族的 需
要，備有敏銳觸覺。

 本基金質疑一切
基 於 種 族 、 出
生地、膚色、
族 類 、 公 民
權、性別、性
取向、宗教、
年 齡 、 婚 姻 狀
態 、 家 庭 崗 位
及 傷 殘 之 歧
視。

3

同同同
需需需需

切切切切切切切切切切切切切切
出出出出出

民民民民民民
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狀狀狀狀狀狀狀狀狀狀狀狀狀狀狀狀狀
位位位位
歧歧歧歧

民



第一期  二零零七年十月
同同
享享Giving 

    And 
           Sharing

年年十月十月零零期  二零零期  二零零

聽 聽他們的故事   

陌生人                                   李家同 

 說起來，這已是三十年前的事了，我被派到
美國受訓三星期之久。公司替我們找到了一家特
別的旅館，每天晚上七點，旅館搖鈴表示吃飯的
時候到了，所有的旅客一起下樓去吃晚飯；老闆
是位女士，一定會和我們大家一起吃飯，雖然是
洋飯，可是頗有美國南方人的口味，大家一面吃
飯，一面聊天，氣氛極好。我雖然很怕吃洋飯，
居然每晚都吃得津津有味。

 客人們大多數都是年輕人，我到現在還記得
一位來自紐約的律師，常告訴他在紐約遇到的危
險事件，另一對年輕夫婦是一家跨國公司的會計
師，兩人都是高薪，在蜜月旅行。有一位來自亞
洲的電子工程師，也每天和我們吃飯，他沒有開
口過，大概英文太差了，我猜他有聽沒有懂。

 我去了不久後，就注意到旅館裡有一位長住
的老太太，這位老太太一個人住一間房，每天下
午會到園子裡去散步，總有一位男的侍者悄悄地
跟著她，這位老太太對人和善，可是對我們的談
話，是無法插嘴的，只能對大家微笑，每次吃完
了，她都會謝謝大家，先行離去，因為她是老太
太，大家照例都會站起來送她，以示禮貌，老闆
娘一定會陪她走回房間。

 我們幾位同事對這位老太太很感興趣，我們
知道長期住旅館是相當昂貴的，可是這位老太太
卻又不像是有錢人，她一點架子都沒有，而且對
大家還特別客氣，每次侍者給她加菜，她一定左
謝右謝。

 有一天晚上，大概十一點半左右，我們被滿
旅館的嘈雜人聲弄醒了，原來老太太不見了，她
房間門大開，旅館年輕男旅客都被抓起來找她，
因為園子極大，又在河邊，很多人摸黑在園子裡
找她。

 小陳和我都認為老太太一定夢遊到外面去
了，看到十幾位年輕人在園子裡找，我們決定開
車出去找，我們沿著右邊轉彎到大路上去，就這
麼巧，果然看到糊塗老太太在路上走，已經有一
輛汽車停了下來，我們趕到，老太太居然認識我
們，也肯跟我們回去。

 我們像英雄似的回到了旅館，大家都來恭喜
我和小陳，老闆娘看到老太太平安歸來，如釋重
負，弄了一杯熱的巧克力，強迫老太太喝。老太
太仍然笑瞇瞇地不斷謝謝大家，她看到了老闆
娘，對她說，「真要謝謝妳，妳跟本不認識我，
還對我這樣好，讓我住在這裡，從來不向我要房
租，要不是妳，我真不知道要到那裡去住。」老

闆娘聽了這番話，幾乎
昏倒了過去，後來索性走到隔
壁房間去放聲大哭。

 我和小陳對老闆娘的這種反應，深感不解。
第二天早上，在吃早餐的時候，老闆娘來找我
們，一方面謝謝我們，一方面解釋這位老太太究
竟是誰。原來老太太其實是老闆娘的母親，只是
她得了老年癡呆症，忘了這位女兒，以為老闆娘
是陌生人，因此對老闆娘心存感激，她老是笑咪
咪地，也因為她認為她真有福氣，晚年有陌生人
供她吃住，使她無憂無慮地生活，雖然老太太自
己很高興，她的女兒心裡總是難過，眼看自己母
親，卻不能叫一聲母親，難怪她聽了老太太的那
番話以後，會難過得幾乎昏了過去。

 我們不久就離開美國，三年以後，我到華盛
頓出差，有一天下午無事，特地開了車子，拜訪
我住過的那家旅館。

 旅館一切如常，生意顯然非常好，老闆娘一
眼就認出了我，邀我留下來喝咖啡，她告訴我，
她母親過世了，在過世之前，她母親一直快快活
活的，因為她以為大家都是陌生人，陌生人對她
那麼好，當然心情一直很好，她無疾而終，在睡
夢中過去的。

 我問老闆娘有沒有很遺憾，自己的媽媽始終
不認識她，她說剛開始確實如此，後來想開了，
就因為她媽媽得了老年癡呆症，一直以為她是由
陌生人奉養，她母親才會如此地快樂。自從她母
親去世以後，老闆娘開始她新的生涯，她決定以
她的餘生專門奉獻給陌生人，做一個好的義工，
因為她知道這樣做，會使很多人非常快樂。

 老闆娘帶我去一家老人院，她臨走時，帶了
一大盒她們旅館廚房當天烤出來的蛋糕和餅乾，
老人們看到她來，都很歡迎，正好是下午茶時
間，咖啡和茶由院方供給，糕餅全部由她供給，
因為是現烤的，香氣撲鼻，老闆娘命令我和她一
起服侍這些老人們，看到老人們對我們的感激，
我感到十分地快樂，我也深深地了解了為甚麼老
闆娘喜歡替陌生人服務。

 自從這次以後，我也開始做義工了，做義工
永遠是替陌生人服務，絕大多數的時候，我們連
對方的名字也弄不清楚，對方更弄不清我們是
誰。可是我知道，我們雙方都快樂，陌生人被我
們服務會由感激而快樂，替陌生人服務當然不會
帶給我們任何物質上的好處，可是只要看到對方
如此快樂的表情，自己焉有不快樂之理。

（擇錄自「陌生人」  李家同著   聯經1998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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