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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通訊 (2012 年 12 月號) 

陳校長的話 

 

各位義師朋友、家長、學生、各位朋友： 

 

2012 年即將過去了，感謝大家的支持，【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在

這一年中，得到了社會的關注和認同，義師隊伍快速壯大，尋求我們

服務的家長學生也持續增加，主動與我們開展合作關係的機構亦越來

越多。 

目前我們和明愛中心、施彭年家庭互助中心、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及

香港學生輔助會馬可紀念之家都有合作，於這些機構中心為附近地區

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免費補習。為此我們需要更多義師的參與，如果你

願意到葵涌石蘺、秀茂坪或將軍澳景林邨義務為貧困學童補習的話，

請加入我們的義師團隊。 

為籌募經費，我們於港鐵坑口站進行街頭義賣籌款。由於社署於籌款

日前始完成審批，未能及早宣傳，加上當日遇上大風雨，故籌款數目

未如理想。但我們珍惜每次籌款及宣傳的機會，藉此招募更多義師及

學生。 

這兩個月又有以下傳媒報導我們，包括有線電視、商業電台、明報周

刊。雖然我未能成為亞洲電視年度感動香港人物最後十位，但因著節

目的播出及選舉過程，已讓更多社會人士知悉及理解我們的理念和服

務，也令更多有心人加入我們的義師隊伍，及捐出善款支持我們，讓

更多的弱勢學生得到幫助，這遠我個人獲獎來得重要得多，而這亦是

我接受提名所希望得到的效果。 

此外，在此感謝李讚容小姐捐贈逾 100 份禮物送給正接受補習的學

生，讓他們於聖誕佳節感受節日的氣氛和溫暖。 

最後要告訴大家的是有關【天地通訊】的小變改，過去【天地通訊】

每月報導的內容是上個月的基金工作(如十月號報導九月的活動)，但

有部份讀者覺得有些混淆，故此本期「12 月號」出版的天地報將一

併報告 11 月及 12 月的基金活動和工作，這樣由「2013 年 1 月號」

開始，每月的天地通訊就會報導當月的基金事務。敬請留意! 

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在此預祝各位聖誕快樂，新年進步!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陳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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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及預告 
 
 
1)   11 月 10 日出席義工發展局分享活動 

陳校長獲義務工作發展局邀請出席「我想要平等學習機會，可以嗎？」分享會，與出席

者分享成立基金的經驗及擔任義務工作的心得。 

                            

   
  

   

（上、右）陳校長與出席人士分享義 

           務工作心得 

（下）陳校長與一眾嘉賓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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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月 12 日接受有線電線訪問 

應有線電線邀請，陳校長連同義師及學生於 11 月 12 日接受該台《小事大意義》訪問，

介紹本基金義務補習的理念、分享擔任義師的感受及受助學生的所得。節目已於 12 月 2

日當日於有線電線新聞台播出。 

   
 

 

 

3)   12 月 4 日接受恆生商學院訪問 

陳校長、義師及學生應恆生商學院琤芮瑊 z 學院新聞及傳播系《傳新報》邀請，於 12 月

4 日接受訪問，希望藉此讓更多該院學生認識本基金，從而有更多的有心人成為義師。 

   

 

 

4)   12 月 7 日商業電台〈有誰共鳴〉 

陳校長早前接受商台節目〈有誰共鳴 – Share My Song〉訪問，節目已安排於 12 月 7 日

播放。感謝當日曾傳送短訊到電台的聽眾朋友，藉此捐款支持我們。稍後收到確實捐款

數字後，將再告知大家。錯過了當日節目的朋友，亦可到商台網頁重溫節目。 

 

 

（左、右）有線電線節目《小事大意義》內容片段 

義師接受訪問分享參與義補的感受 陳校長與恆商《傳新報》的記者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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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2 月 11 日明報周刊訪問 

明報周刊於 12 月 11 日到訪土瓜灣辦事處，與陳校長訪問，報導基金的成立、目的及運

作。 

      

 

 

6)   12 月 18 日街頭籌款 

為籌款經費及宣傳，我們於 12 月 18 日到港鐵坑口站 A2 出口對出空地擺設攤位進行籌款

活動。當日人流不多，兼遇著寒風大雨，雖然最終只籌得港幣$42，但派發了數百張單張，

起了宣傳的作用。在此特別感謝抽空到場協助的義師及家長。 

        

 

 

陳校長與一眾受訪義師及學生留影 

感謝各位義師及家長的支持 馮同學家長派發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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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 月 20 日勞福局社區投資共享基金訪問 

勞工及福利局屬下的社區投資共享基金邀請陳校長接受訪問，分享成立陳校長免費補習

天地的經過及感人片段。訪問將於讓局稍後出版的基金通訊刊物內刊登。 

      

 

 

8)   聖誕禮物派送 

感謝李小姐捐贈超過 100 份聖誕禮物予正接受補習的學生。我們特別安排於聖誕節前透

過區義員及職員派送到他們手上，讓他們感受聖誕佳節的氣氛。 

    

 （左）、（右）義師們派發聖誕禮物給正接受義補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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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人暖心補習支援計劃」新增配對 
 
感謝鐵人暖心慈善基金會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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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鐵人暖心補習支援計劃」已推行兩個多月。以下為計劃推行現況： 

 

截至 12 月 15 日，導師人數共 20 位，新增配對的補習 16 對： 

 

導師黃嘉麗 + 學生聶匡宏 （九龍灣） 

導師黃嘉麗 + 學生聶靖文 （九龍灣） 

導師鍾彩儀 + 學生馮詩慧 （深水埗） 

導師張旭源 + 學生黃成功 （坑口） 

導師黃泳桐 + 學生黃芷瑩 （土瓜灣） 

導師黃泳桐 + 學生李秋言 （土瓜灣） 

導師周文博 + 學生麥潤生 （油麻地） 

導師周文博 + 學生馮學榮 （油麻地） 

導師吳圳柔 + 學生韓忠衍 （佐敦） 

導師古新   + 學生方學禮 （屯門） 

導師張旭源 + 學生鍾晴 （油塘） 

導師曾嘉偉 + 學生楊崢  （荔枝角） 

導師陳映瑜 + 學生黃雪琛 （馬鞍山） 

導師梁蔚彤 + 學生程嘉恩 （石籬） 

導師梁蔚彤 + 學生何梓超 （石籬） 

導師鍾彩儀 + 學生黃源詩 （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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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2 年 12 月 15 日) 
 

譚依尉 郭佩賢 陳敏彤 黄佩珊 

郭嘉藝 盧玉珍 歐艷霞 何鵬 

陳偉傑 丁嘉虹 Johnny Lau 施國聰 

高錦達 何鳳如 凌兆春 洪麗芬 

Candy Ho 陳罡滺 黃銘威 黃玉燕 

譚潔玲 黃昇平 關伶 方淑君 

許綺蘭 李翠華 陳日朗 甄沃奇 

何淑萍 Eric Chan 余仕斌 陳景喜 

劉樹琴 林錫榮 吳立榮 林雅詩 

何祈得 黃焯瑩 陳宝玲 葉嘉威 

石旻浩 李毅科 梁國寶 黃嘉玲 

周凱源 陳嘉敏 王俊元 盧美心 

Keni Wong 蔡綠萍 梁偉翔 張楚燕 

周詠豪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參與 
 

 
 
 
義補現況 (截至 2012 年 12 月 15 日) 
 

學生人數：722 人 

義務導師人數：887 人 

配對總數：344 人 

南亞學童中文補習班：12 人 

 
 
 
新增配對 
 
導師葉錦儀 + 學生楊嘉垵 （深水埗） 

導師王素儀 + 學生郭學良 （馬鞍山） 

導師鄭睿晴 + 學生莊君霖 （北角） 

導師黎昕樺 + 學生陳穎澧 （彩虹） 

導師梁巧瑩 + 學生陳穎湮 （彩虹） 

導師陳業馨 + 學生梁昭豪 （深水埗） 

導師嚴永俊 + 學生鄧頌恩 （沙田） 

導師張薄文 + 學生張利珍 （屯門） 

導師樊玉蘭 + 學生霍朗然 （銅鑼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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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施曉丹 + 學生陳永耀 （調景嶺） 

導師袁怡萱 + 學生何家敏 （調景嶺） 

導師姚雅游 + 學生黃偉傑 （元朗） 

導師李泳燊 + 學生盧沛言 （佐敦） 

導師李宇軒 + 學生馮苑萌 （油麻地） 

導師董禎   + 學生蘇禧樂 （油麻地） 

導師梁啟聰 + 學生施施樂 （香港仔） 

導師詹照瑩 + 學生陳柳華 （石籬） 

導師戚幗珍 + 學生陳舒欣  （石籬） 

導師黃若東 + 學生葉嘉欣 （石籬） 

導師陳美盈 + 學生林桂基 （秀茂坪） 

導師楊襲飛 + 學生王家雯 （秀茂坪） 

導師黃慧萍 + 學生麥嘉萍 （石籬） 

導師王愛環 + 學生聶慧心 （青衣） 

導師許寶珍 + 學生張杰豐 （葵芳） 

導師許寶珍 + 學生張濟深 （葵芳） 

導師何嘉敏 + 學生黎詠兒 （青衣） 

導師韓燕   + 學生羅正龍 （大角咀） 

導師麥永基 + 學生王詩穎 （石籬） 

導師朱鎧湳 + 學生王子浩 （佐敦） 

導師李蓉   + 學生尹雅雯 （坑口） 

導師楊雯蕙 + 學生譚業榮 （油塘） 

導師梁靜華 + 學生李清雲 （東涌） 

導師梁愷盈 + 學生梁家文 （屯門） 

導師彭苯莉 + 學生黃玉娟 （佐敦） 

導師張國毅 + 學生郭俊堅 （佐敦） 

導師許綺蘭 + 兒童之家學生 （景林） 

導師陳蕙珊 + 兒童之家學生 （景林） 

導師黃泳鍶 + 兒童之家學生 （景林） 

導師黃詠棋 + 兒童之家學生 （景林） 

導師韋冬兒 + 兒童之家學生 （景林） 

導師陳兆恆 + 兒童之家學生 （景林） 

導師黃婉儀 + 兒童之家學生 （景林） 

導師吳志輝 + 學生盧德建 （藍田） 

導師翟鳳娟 + 學生伍穎姿 （柴灣） 

導師李光濤 + 學生梁嘉恩 （荃灣） 

導師江振發 + 學生湯詠軒 （荃灣） 

導師盧慶樂 + 學生林海洋 （油塘） 

導師陳志滔 + 學生林嘉茵 （葵芳） 

導師丁嘉虹 + 學生李劍豪 （石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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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李夏聲 + 學生林俊強 （秀茂坪） 

導師馮可欣 + 學生鍾法華 （秀茂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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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菲菲    Michael Wong    何綺珊 

莊麗珠    許學霖          李夢娜 
陳俊義    岳崢洸          王麗霞 
梅靜文    李思靈          陳希敏 
黃詠恆    莫國華 盧俙因 
曾智虹 
 
 
 
義師分享 
 

第一次認識「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是從報章上閱到有關的報導。一直認為知識能改變命運，

透過「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去幫助一些弱勢社羣，我認為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成為義師已差不多四個月了。我的學生是一位就讀小學二年級的小男孩。起初替他補習時，

他並不投入，做功課總是敷衍了事，還常嚷著要下課。我心想，我付出了時間、心機，但似乎

小孩子並不珍惜。這令我萌發放棄的念頭。後來我再想深一層，畢竟是小孩子嘛，哪個小孩子

會喜歡別人督促他們做家課呢！若我們認為是對他們好的事情，便應繼續下去。我深信「施比

受更有褔」，能有機會為他人付出是自己的褔氣。我希望一直能擁有這份褔氣，所以我會繼續

透過「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替小男孩或其他學生補習。 

 
義師 鄭瑞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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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募捐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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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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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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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承蒙  閣下善心參與，可將現金或支票直接存入本基金匯豐銀行戶口：112-311683-001。 

支票抬頭：「平等機會教育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捐款表格（表格可於本基金網頁 http://www.eoe.org.hk 下載），連同支票請郵寄至「九龍土瓜灣馬頭

角道 40 號東南工廠大廈 4 樓 A4 室」 

 

 
 
 謹向以下善長致謝，多謝他們於 11 月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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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盧慶樂 月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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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鳴謝 
 

在此段期間，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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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Lai Fong 1,000.00 

Mr Chou Kwok Ping 2,000.00 

Franklin Lam Fan Keung 57,720.00 

Ms Tang 500.00 

郭昭春先生 20,000.00 

有心人 11,000.00 

Alpha Asia Management Consulting Ltd 10,000.00 

Si Ming Care For The Aged And Children Charitable 

Foundation Ltd. 
20,000.00 

香港樂心會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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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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致電 3621 0925 或電郵

info@eoe.org.hk 與我們聯絡。 

 

1) 手提電腦 / 平板電腦 

2) 過膠機（A3） 

3) 切紙機 

4) 釘裝機 

5) 攝錄器材 
6) 擴音器材(小露寶、大聲公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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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小學中英數練習教材 

9) 文儀用品 (封箱膠紙、雙面膠紙、單行簿、膠水、Brother LC77XL 打印機墨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