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Overseas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 简称OCEF)于1992年初创于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原名为SOS China Education Fund), 2001年在德

克萨斯州重新注册，是一为美国联邦税务局认定的

501(c)(3) 免税的，非营利的组织。OCEF是一个非政治

行、非宗教性的、独立的民间慈善机构，其唯一宗旨是

资助和帮助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提高中华民族的基层

素质。OCEF基本依靠义工运作，超过95%的善款都用于

资助中国乡村教育。20年来的运作费用只占募捐款的

3.5～4.6%。 

 

    OCEF秉承着公开透明的工作宗旨，由地方协调员、

学校、资料审核员、资金发放员和监察员分工合作，执

行对资助金的申请，审批、发放和监察回访。监察考核

制度是OCEF力求善款善用的保障。监察员受基金会委托，

走访受助人和学校，查核资助金的运用是否符合标准。

绝大多数资助点基本上隔年监察一次。2010年, 10位监

员走访了分布在16个省区37个县市的101个资助点。

OCEF欢迎会员或捐助人参与并监督基金会的各项运作，

包括亲身走访OCEF资助点。 

 

    自 2010 年始，OCEF 逐步调整资助方向。从以往的输血

式资助失学儿童，转为多方位资助，综合提高乡村教育质量。

OCEF 选取符合资助条件的学校作为综合资助点，根据当地情

况有针对性地开展资助工作，如改善学校硬件、培训当地教

师、补助学生、推广阅读项目、健康项目等一系列综合资助。

希望能深入乡村教育，扎实地做好每一个资助点，让希望之

苗扎根本土，生生不息。 

 

 

 

 

 

 

 

 

 
  
 

 

   中国贫困地区乡村小学中常见的破旧危房，时时威胁着教师学生

的生命安全。很多偏远地区因为没有校舍，幼小学童不能翻山越岭到

几公里山路外的学校上学，也不能太早离开父母，所以往往放弃或推

迟上学。 

 
*  广厦欢颜项目范例： 
作为综合资助的第一环，以期从改善山区学校的硬件设施入手，配合

后期的软件建设，综合提高一个地区的乡村教育素质。 

 
*  贵州织金小学食堂项目范例： 
    贵州织金地区是 OCEF 综合资助项目的试点地区之一。中山小学

是民办小学，是织金县绮陌乡最边远的乡村小学之一。小学现教师 7

名，在校生四百多人。学校场地狭小，只有两层教学楼，没有图书室

和食堂。  
   
    2011 年 5 月中山小学由公益团体“免费午餐”资助开始免费午

餐项目，学生们从此吃上营养午餐，但因没有食堂，他们仍需端着盘

子在操场上吃饭。有鉴于此，OCEF 继续捐建一座两层综合楼，一楼

作为食堂，二楼作为图书室，总预算人民币 109,982 元。综合楼预计

在 2011 年年底完工。完成学校的硬件建设后，OCEF 将继续跟进中山

小学项目，推进图书阅读项目以及教师培训等后续软件资助。 
 

 

 

您可以通过 Facebook Causes 捐助广厦欢颜项目

http://www.ocef.org/causes 

或选择其他捐款渠道，如第六页所示 

 

 

 

 

 

 

 

 

 

   

                                                           

    OCEF 通过联系中国个出版社和批发商购买适龄书籍，并在各大

城市募集二手书刊，为边远地区的学校建立图书室。与此同时，OCEF

监察员每两年探访一次图书资助点，评估图书项目效果。截止 2010

年，图书项目已经为 460 所中小学建立了图书室。 

    OCEF 意识到，光有好书是不够的，一位能启发和引导孩子们读

书，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拓宽眼界的老师，才能真正让图书室活起来。

因此，OCEF 在建立图书室的同时，选择适合的学校做教师资助及教

师培训。一方面为收入微薄却长期坚守在教学第一线的民办老师提供

部分生活补助；另一方面，筹备专业培训资金并提供有限的教类读物，

以期改善部分贫困地区的教学质量。 
 
*  贵州织金明华小学范例： 
贵州织金明华小学（原名田坝小学），坐落在群山环抱的一个小山顶

上。     

 

    OCEF 帮助明华小学建立起一间图书室，并且向学校老师提供阅

读培训，不定期的与老师沟通，做阅读计划、培训班级图书管理员、

高年级同学中午为低年级学生阅读故事、开展老师阅读分享会等等。

自 2010 年起，每个学期都会有 OCEF 去学校探访。 
         

     明华小学由高年级同学自愿参与组建的义工团队来管理和引导低年

级同学的阅读活动。高年级同学以讲故事的形式向低年级同学传播书

籍内容，激发低年级同学阅读兴趣的同时，也锻炼了高年级同学的表

述能力。 

 

 

 

 

 

 

 

 
       

 

 

 

      针对中国贫困地区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 1-9 年级学生，OCEF 助学

金项目直接向徘徊在失学边缘的学童发放助学金，资助学童的学习费

用和部分生活费用。 

 
 

 

       资助中国最贫困地区（如国家级贫困县）的高中生，评审准则

为学生的贫困程度以及学习状况为主（包括学业和上进精神）。 

 

 

 

 

    中国贫困地区中常见的破旧危房校舍，时时威胁着师生的生命安

全。同时，许多幼小学童不能翻山越岭到几公里外的学校上学，往往

放弃或推迟上学。OCEF 建校项目，旨在改善或重建中国贫困地区乡

村小学的危房校舍，给学童们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该项目的资金目

前由捐款人特别捐助。 

 

 

 

 

    针对贫困地区学校的特殊需求，OCEF 拨出专款为学生和学校改

善教学设备和生活设施 

*  西昌为民小学饮水项目范例：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荞地乡为民小学地处山区，学校基

础教育设施十分匮乏。OCEF 与公益团体“HELP”合作从 4 公里以外

的山上将干净的山泉水引到了学校并为孩子们修建了两座太阳能浴浴

室。 

 
 

 

 

 

 

 

 

 
 
 

请在捐款前登入 OCEF 在线募捐系统  
(https://ocef.org/pub)，填写捐款金额和指定用途。 或下载并填

写离线捐款表格，填写捐款信息后与支票一并寄出。详情请参看

OCEF 官方网页 http://www.ocef.org/donation 

 

1. 支票和银行票据：OCEF 接受个人/公司支票，外币支票， 

汇票 (money order/draft)，本票 （cashier's check), 

银行支票 (Bank Check)。 （ 请在票据上注明捐款登记

号码，以便查询。处理时间： 3-6 个星期） 

抬头请写：  

Overseas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 

邮寄地址： 

Overseas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 

P. O. Box 772436,  

Houston, Texas 77215-2436, USA 

 

2. 信用卡: 通过网络慈善平台捐款（Causes， Justgive， 

Google Checkout，Paypal）。网络平台收取手续费

1.9%-3.0%，电子邮件收据可作为抵税的凭据，详请请见

http://www.ocef.org/donation 

3. OCEF Capital One 信用卡：通过 OCEF 官方网站申请

OCEF 信用卡，所得积分会转化为捐款 

4. eBay：竞拍或出售物品，选择 OCEF eBay mission fish 

帐户作为受益人 

5. 网上购物：ExtraRebate， 通过这些链接购物不会增加

您的购物金额，但是 OCEF 会收到您购物金额的一小部分 

6. United Way：United Way 收取 2%～12%手续费，请向各

地 United Way 查询 

7. Payroll Deduction：授权雇主直接从您工资中一次性

或逐次扣除一定金额转给 OCEF 

8. 股票及期货捐赠：详请请见

http://www.ocef.org/donation 

9. 义工时间奖励 (Volunteer Grants) :设有 Volunteer 

Grants 计划的企业员工为 OCEF 做义工时，可由其雇主

为其从事义工活动的时间捐款一定数额给该同一慈善机

构，详请请向您的雇主询问。 

10. 实物捐赠：暂不直接接受小额物品的捐赠。大额有价物

品捐赠，请电邮至 ocef@ocef.org  

 
 
捐款报告 

您可通过您的 OCEF 在线募捐系统用户名和密码在 OCEF 网站上查看所

有报告 

 

其他支持方式 

 成为会员：每年捐款 50 美元来资助一名学生 

 成为 OCEF 志愿者：参加 OCEF 的各种活动，通过了解和监督使

我们提高 

 

 
资助对象 1992 年至今 2010 年 

 资助总数 资助数据 监察数据 

学  生 >37400 名 2916 名 713 名 

教  师 >500 名 82 名 91 名 

图书室 >300 间 18 间 46 间 

建  校 19 所   

助学金项目 图书项目与教师项目 综合资助项目 

建校项目 

高中奖学金项目 

捐款方式 

捐出一份心意，打开一片天地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简介 

特殊项目 

https://www.ocef.org/causes
https://ocef.org/pub
https://www.ocef.org/images/OCEF/brochure/member_donation_form_Ch_10_01_08.pdf
https://www.ocef.org/donation
https://www.ocef.org/donation
https://www.ocef.org/ebay
https://fundraising.extrarebates.com/?ocef
https://www.ocef.org/donation
mailto:ocef@oce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