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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通訊 (2012年 11月號) 

陳校長的話 

各位義師朋友、家長、學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們的「分區義務聯絡員支援計劃」至今已獲 8位義師或家長協助，

幫我們更緊密地跟進補習進度，提升補習效能。不過我們希望每一

區至少都有數位分區義務聯絡員(區義員)，故仍需更多人參與。如

你有興趣參與，或想了解更多這個計劃的安排，歡迎與我們聯絡，

讓更多有需要的學生受惠﹗ 

與此同時，由鐵人暖心慈善基金會資助的「鐵人暖心補習支援計劃」

已正式展開，目的是聘用支薪導師，為已登記而因特殊情況久久未

能獲得義師配對的學生，提供英文及數學的補習支援。目前，我們

一方面進行招募導師的工作，一方面積極進行配對。如你有時間或

興趣參與計劃，請隨時致電給我們。 

由輝煌基金會及中原慈善基金會共同贊助的「網上及電話免費問功

課計劃」至今已推行了逾一個月，成效不俗。每日均有同學透過論

壇及電話提問功課方面的問題。當中，則以數學科的問題較多。 

最近，我們亦分別接受了報章雜誌及電台的訪問，如：10 月 24 日

出版的東周刊及 10月 15日商業電台「左右大局」節目，而我亦入

圍亞洲電視年度感動香港人物最後一輪選舉，結果將於十二月三日

公佈。通過不同傳媒，我們希望能讓更多巿民知悉我們基金的理念

及運作，讓更多有心人加入我們的義務工作，讓更多的弱勢學生得

到幫助﹗ 

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陳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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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1-10-2012至 31-10-2012)   
 

1)   10月 6日出席天昕琴行演奏會 

感謝天昕琴行謝穎芯義師免費教我們的學生學習鋼琴， 兩位同學更得到公開表演的機

會。當晚陳校長亦有前往捧場支持。 

                            

 

郭俊堅（左）及霍銘彥（右）同學

於演奏會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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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月 8日到香港科技大學招募義師 

感謝香港科技大學讓我們到校宣傳基金工作並招募義師。當日出席的 24位科大學生全數

登記成為義師，令人感動。 
 

               

 

 

3)   10月 14日及 22日慈善迪士尼遊樂日 

獲熱心人士捐助上述兩天的香港迪士尼樂園入場門券合共 180張，讓已報名的學生及家

長們能免費暢遊樂園，歡度了愉快的一天。 

             

 

 

4)   10月 23日參加 ATV 2012 感動香港年度人物評選演講會 

陳校長已入圍 ATV 2012 感動香港年度人物選舉，並於 10月 23日出席有關選舉的評選演

講會，順道讓公眾更了解我們基金的理念和發展。而該節目已於 10月 27日晚播出。評

選活動於 11月 7日截止，結果將於十二月三日揭曉。 

        

陳校長向科大學生講解本基金運作 

陳校長出席了於東港城舉行的評選演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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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鐵人暖心補習支援計劃」正式推行 

 獲得鐵人暖心慈善基金會的支持，「鐵人暖心補習支援計劃」已於九月下旬正式推行，以

下的導師正投入此計劃當中，希望藉此計劃幫助到更多有需要的學生。以下為計劃推行現

況： 

現時導師人數：7位 

9至 10月份已配對的補習(10對)： 

24/9/2012   導師鮑漢傑 + 學生黃家豪 (黃大仙) 

24/9/2012   導師鮑漢傑 + 學生賴進喜 (黃大仙) 

24/9/2012   導師鮑漢傑 + 學生廖霆杰 (黃大仙) 

15/10/2012  導師鍾彩儀 + 學生陳曉薷 (何文田) 

19/10/2012  導師陳曉霖 + 學生陳培興 (土瓜灣) 

19/10/2012  導師何震鋒 + 學生陳培興 (土瓜灣) 

22/10/2012  導師張旭源 + 學生黃小婷 (藍田) 

24/10/2012  導師梁昕翹 + 學生葉運濃 (荃灣) 

29/10/2012  導師柯宇駿 + 學生潘家平 (馬鞍山) 

31/10/2012  導師梁昕翹 + 學生張盧夢 (美孚) 

 

      鐵師何震鋒與學生陳培興於中心進行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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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入義師 (1-10-2012至 31-10-2012) 

魏微 Jenny Wat Alistair Webb 溫穎儀 

馮汝華 黃佩君 林璐兒 徐嘉蔚 

余小慧 賴漢基 馮希文 鄭皓斌 

Erica Lui 鍾素瑩 施曉丹 狄上怡 

黎昕樺 陳梓康 麥藹欣 何致中 

黃澤藍 陳業韾 陸敬文 胡詠怡 

李曜汶 江振發 甘卓螢 詹照瑩 

蕭少芳 Brett Ip 葉凱茵 余幗芝 

何思慧 孔淑儀 廖英華 梁巧瑩 

葉國欣 蔡善欣 嚴穎暉 劉昕曄 

鮑漢維 盧元浩 石卓雯 陳慧嫻 

吳曉波 方文壐 劉煒儀 張靜頤 

黎豪源 許嘉穎 何曉婷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義補現況 (截至 2012年 10月 31日) 

學生人數：681人 

義務導師人數：810人 

配對總數：268人 

南亞學童中文補習班：12人 

 
 
新增配對 (2012年 10月) 
 
導師 Christina Zin + 學生何俊賢  (西環) 

導師司徒善勤 + 學生陳培興  (黃大仙) 

導師黃樁鵬 + 學生譚仲榮  (西灣河) 

導師衛士翹 + 學生汪孝婷  (石籬) 

導師黃語恩 + 學生張仲樑  (石籬) 

義師陳金萍 + 學生林思琪  (彩虹) 

義師李尉欣 + 學生朱詠恩  (深水埗) 

導師范顯中 + 學生李穎敏  (慈雲山) 

義師吳萃琳 + 學生周婉淇  (油塘)  

導師黎穎茜 + 學生張孝勤  (將軍澳) 

義師陳淑琴 + 學生陳家欣  (黃大仙)  

導師翟鳳娟 + 學生陳煒豪  (柴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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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師張飛飛 + 學生張杰霖  (黃大仙)  

義師梁可宜 + 學生張慧卿  (何文田) 

導師王思穎 + 學生葉鈺偉  (將軍澳) 

義師 Clement Tse + 學生林詠妤  (沙田)  

導師林樂熙 + 學生羅文君  (沙田) 

義師鄧巧婷 + 學生梁紫君  (油麻地) 

導師陳煒豪 + 學生陳雋皓  (葵芳) 

義師麥永基 + 學生陳麗珍  (石籬) 

導師蕭沛華 + 學生譚文俊  (葵芳) 

導師劉海龍 + 學生余卓穎  (藍田) 

義師李杰霖 + 學生謝嘉琪  (油麻地) 

義師陳煒成 + 學生區皓雋  (屯門) 

導師崔馨元 + 學生趙悅林  (黃大仙) 

導師陳燕芬 + 學生符展鵬  (西灣河) 

義師高正宇 + 學生王兆鏗  (北角)  

導師黃錦畦 + 學生羅嫻志  (深水埗) 

義師黃澤藍 + 學生陳靜敏  (長沙灣) 

導師柯宇駿 + 學生潘家平  (馬鞍山) 

義師王志祥 + 學生劉亦展  (馬鞍山) 

義師黃詠琳 + 學生譚曉芬  (將軍澳) 

 

 
 
義師嘉許 
 

以下義師已為學生服務超過半年，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譚韞瑩 

余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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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分享 
 

  您好！首先讓我向 貴機構各人衷心的說聲“多謝＂。 

 一個偶然的機會，去年大兒子參加了「陳校長補習天地」，成績也有進步。兒子每次補習

回來也雀躍地告訴我，他和吳老師補習的過程，也告訴我吳老師常常給予他鼓勵。由於吳老師

因私人理由，沒再為兒子補習，但 貴機構對兒子的重視，很快又為他找到劉老師替他補習。 

 而小兒銘彥也參加 貴機構的免費才藝課程。在此之前，小兒一直嚷着要學鋼琴，但鋼琴

班的費用昂貴。這次免費的才藝班，謝老師不但教授鋼琴知識，也為非常自我的小兒培養他的

自信心和品格。 

 「你的貧窮使我富足」。多謝你們無私的奉獻。 

 

                         霍銘鈞、霍銘彥家長 

 

 

 

 

 

 

物資募捐 
 
我們需要下列的物資，新舊不拘，我們樂意上門領取。 

 

1) 手提電腦 / 平板電腦 

2) 過膠機 

3) 攝錄器材 

4) 播音器材(音響組合、小露寶、大聲公等) 

5) 新高中學制 (高一至高三) 中、英、數、通識及各科練習及模擬試題 

6) 小學中英數練習教材 

7) 文儀用品 (膠紙、文件夾、紙、筆、單行簿、塗改液、Brother LC77XL打印機墨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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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募捐計劃」捐款鳴謝 

 

 

四一募捐計劃簡介 

平等機會教育慈善基金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援，營運資金全部來自社會各界熱心人仕或

機構的捐款。我們的基金主席及幹事亦全屬義務性質。 

我們現在面對的困難包括財政緊拙、人手有限，故未能招募更多的義務教師，增添教學設

備及教材，無法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弱勢青少年。 

故我們推出四一募捐計劃，以一人、一年、一個月、一百元此定額形式向熱心人仕募捐。

希望聚沙成塔，讓我們能更有效地提供免費補習及其他學習支援服務，使更多有需要的弱

勢青少年受惠。 

 

 
 
 謹向以下善長致謝，多謝他們於 10月份開始參與「四一募捐計劃」，我們衷心感謝！ 
 

善長芳名 捐款形式 金額 (HK$) 

CHIM SZE LEE 月捐 300 

 

 

 

善款鳴謝 (1-10-2012至 31-10-2012) 

在 10 月，我們共得到下列善心人士非指定用途的捐款，我們衷心感謝！ 

 

善長芳名 金額 (HK$) 

Franklin Lam Fan Keung 57,720.00 

Lo Man Fai 7,000.00 

陳偉權 500.00 

蕭穎琳 300.00 

余秋雯 3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