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uture Village
成員通訊

(2010 年 6 月)

 
各位「未來之村」的朋友們： 

 

 因長期人手短缺，而 Christie 又忙於學業及工作，所以自 2008 年起便沒有正式更新「成

員通訊」，實在非常抱歉！不過這兩年間，「未來之村」的所有項目及工程在得到新舊朋友的支

持下茁壯成長，一切進展得很好，令當地越來越多的村民受惠。今期的成員通訊就是向大家分

享 FV 的最新情況及展望未來的計劃。 

 
一. 管理小組 

在 Christie 的統籌下，「未來之村」(下稱 FV) 終於成立了一個由過去義工組成的管理小組，

負責處理 FV 的行政、訪客查詢等日常工作，令整個計劃的運作更為順暢，亦可更快回應村

民的需求及訪客的意見。小組將於數月或每半年更新「成員通訊」一次，令大家從中知道

FV 村民的新消息及 FV 整項計劃的進度，期望定期的通訊可幫助所有參加者達到更好的溝

通。小組的成員包括：Christie Lam, Dambar (Nepal), Merida Cheung, Tiffanie Ma, Clara Cheung, 

Kanis Chu, Thomas Wong, Raymond Lo, Yung Kwan, 在此多謝各組員的熱心幫忙！ 

 
 

 
小組部分成員合照 (攝於香港 2010 年 3 月)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op=1&view=all&subj=69158470538&aid=-1&pid=4884159&id=654754782&oid=69158470538�


 
Future Village 學童在新建校舍學習情況 (相片由 Aurelie 提供)
 
 
 

 
新 project area 小童在破舊校舍上課情況 

 
 

 
接近完工的校舍擴建工程 

(相片由 Volunteer Space 提供 2010 年 5 月尾) 

二. 教育 

 FV 運作至今的「助學計劃」已有

87 名小學生受惠，當中有 11 名孩

子來自 “New Project Area＂ 

Katunge Village Ward 4 的新學區

(從 FV 行山路約 2 小時抵達)。所

有受資助的孩子於今年 3 月通過

期末考試，並已於 4 月升班及開

始新學年。(受資助新學童的成績

單，即年度成績報告將寄予他們

資助者)。 

 

 FV 會繼續把「助學計劃」進一步

擴展到新學區, 並與當地小學(Shree 

KanyaDevi Primary School) 合作, 為當

地更多貧困學童就學出一分力。 

 

 另外，4 名在加德滿都上學的孩

子在學習及生活方面十分順利。 

 

 2009 年起的「校舍擴建計劃」(由

Studer Trust 資助) 已到尾聲，於舊

小學原址重建的新校舍只欠給外

牆鋪上石屎便告完成，相信未來

一個月可以完工。這計劃旨在為

當地孩子提供優質教育而無需長

他們長途跋涉上學去，連同另一

校舍共 8 個課室，小學現已升格

為初中，即提供第 1 至第 8 班、

包括小學和初中的課程，現在學

校共有 160 名學生，全部均在更

安全及舒適的環境中上課。 

 

 新初中已增聘三名全職教師教授

加開的課程。由於資助更多當地

孩子讀書及提供更佳的教育是 FV

成立以來的承諾，FV 不希望孩子

的初中教育有一天會暫停，所以

決定長遠資助 3 名全職教師提供

服務。如有興趣於這方面作出支

持的朋友，可自願捐款，數額不

限，這將大大幫助我們維持服

務。 



 
擴建學舍後, 更多村童能原區就學 

(相片由 Volunteer Space 提供 2010 年 5 月尾) 
 

 

三. 「家家建 Chup-pe」工程 

今年 5 月中才開展的「家家建Chup-pe」工程到現在已有很不錯的回應。Volunteer Space「無

國界義工」( www.volunteer.org.hk ) 的義工 5 月底到FV實地考察，並資助了首批共 10 戶家庭

購買建造廁所的材料。FV的目標是今年底前可籌集足夠的資金令當地每戶建立一個廁所。

一個廁所成本 500 港元，有關該項工程的詳情，請大家瀏覽以下網頁：http://www.future-

village-nepal.org/village-progress.htm#Chupe_project 。 

 
四. 財政報告 

 最新的財政報告已經上載，詳細內容請到這網址 http://www.future-village-

nepal.org/village-finance.htm 細閱。截至今年 5 月初，整個計劃所得捐款為 $336,783 港

元，結餘有 $175,418 港元。餘款會用於新初中 3 名全職老師未來持續的薪酬、食水設

施的改善工程、早課等補習服務的老師薪酬等等開支。 

 「未來之村」一直本著 “Small is beautiful＂、“Never end peace and love＂ 的精神替村

民改善村內的發展，雖然面對極為有限的資源，但極希望能維持它的獨立運作和彈

性，不受繁瑣行政架構和費用的束縛，令所得捐款全用於民，所有資助項目切合當地

人所需。FV 營運的重要來源一直是個人捐款，假若每位訪客每年每月資助我們 $10 港

元，一年 $120 港元，這已經能幫助 Future Village 持續運作下去，這筆款項已足夠我們

支付 2 位為村童提供補習班服務的老師薪酬，為傑出村童提供優質教育機會及 Future 

Village guest house 的日常維修費用及其他服務開支。捐款可到以下戶口，轉款後務必

電郵通知我們，賬戶 (HSBC ︰ Ms Lam Lai Ming 067-3-044756 )。 

 
 

http://www.volunteer.org.hk/
http://www.future-village-nepal.org/village-progress.htm#Chupe_project
http://www.future-village-nepal.org/village-progress.htm#Chupe_project
http://www.future-village-nepal.org/village-finance.htm
http://www.future-village-nepal.org/village-finance.htm


最後，FV已經在Facebook成立了

名為“The Family of Future Vil

的群組，請登入以下網址加入群

組 

lage＂

www.facebook.com/group.php?g

疑

-

立的

http://

id=69158470538，與大家分享Future 

Village最新動態。 若朋友們有任何

問，請email到這電郵地址info@future

village-nepal.org 向Christie及剛成

小組查詢。 

 

 
2010 年 5 月 Future Village 最新近貌 (相片由 Sunny 及 Brenda 提供) 

 
 
 

 

難忘的一刻, 滿載希望及歡樂, 請繼續支持 Future Village! (相片由 Clara 提供) 
 

 
 

特別鳴謝 Yung Kwan 撰寫此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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