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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通訊 (2013 年 2 月號) 

陳校長的話 

 

各位義師朋友、家長、學生、各位朋友： 

 
雖然農曆年已過，但仍在此向大家送上祝福，祝大家蛇年大吉，萬事

如意! 

 
和不同社福機構合作是我們拓展免費補習服務的其中一個主要途

徑，本月<香港傷健共融網絡>亦邀請我們合作，一起為視覺或聽覺

障礙家庭的第二代健康子女提供免費補習支援，使他們享有和其他同

齡人同樣平等的學習機會。<香港傷健共融網絡>將會提供需要接受

服務的學生並借出地方，而我們則提供導師到場服務。 

 
當然，為獨立報名的學生作一對一免費補習仍是我們的重點。雖然我

們的義師人數已經過千，但目前仍在輪候的學生還有近 400 個。我們

仍需更多的義師加入，希望大家能幫忙呼籲宣傳，為我們招募更多的

有心人。 

 
此外，我們亦需要更多慈善基金會像【鐵人暖心慈善基金】那樣，撥

款給我們聘用兼職導師應急，及時支援那些輪候太久又或有十分急切

需要補習的學生。如您知道有哪些慈善基金會有興趣支持我們，請您

告訴我們一聲。 

 
本月我們繼續有收到有心人的捐款，亦收到數份參與「四一捐款計劃」

的回條支票，在此我們表示衷心感謝。我及一眾幹事都是純義務工作

性質，不會收取一分一毫的報酬，大家的捐款定會全數用於提供免費

補習服務。在此亦希望大家幫忙向身邊的朋友介紹我們的「四一捐款

計劃」，為我們帶來更多的捐款者。雖然我們還未能得到任何政府的

資助，但集腋成裘，相信大家的支持一定可以讓我們繼續堅持下去。 

 
最後，再次感謝大家一直以來的支持，我們會繼續努力，讓更多弱勢

的學生得到支援﹗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陳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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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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推行四個多月。以下為計劃推行現況： 

 

截至 2013 年 2 月 15 日，導師人數共 22 位，新增配對的補習共 13 對： 

 

導師張士忠 + 學生徐偉軒 （柴灣） 

導師鮑漢傑 + 學生蔡燕棋 （荃灣） 

導師姚雅游 + 學生黃偉傑 （元朗） 

導師呂飛揚 + 學生林榮順 （薄扶林） 

導師張士忠 + 學生周業智 （荃灣） 

導師張士忠 + 學生彭曉瑩 （土瓜灣） 

導師福士亮介 + 學生何嘉熙 （將軍澳） 

導師姚雅游 + 學生劉靜怡 （屯門） 

導師姚雅游 + 學生李駿宇 （天水圍） 

導師張士忠 + 學生劉寶欣 （土瓜灣） 

導師陳美盈 + 學生王家雯 （秀茂坪） 

導師梁蔚彤 + 學生劉柏昊 （青衣） 

導師梁凱盈 + 學生梁家文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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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3 年 2 月 15 日) 
 

陳美潔 陳嘉寶 鍾沛穎 莫梓成 

黃婉琪 劉葭渝 何伊彤 羅嘉文 

馬天惠 吳麗章 林景輝 林秀如 

袁華秋 譚家琳 連柏堅 黃啟駿 

司徒小姐 李熾堅 李翊飛 馮佩儀 

朱幗麗 鍾愛華 余曉東 譚詠欣 

王卓瑤 劉宇心 陳思欣 王麗華 

丁效良 Joyce 鄭浩宜 葉冬艷 

孫成聰 鍾寶欣 王家威 吳少偉 

林溢勝 Mrs Rosanna Lee 湛美茵 Elaine Hui 

黃繕衡 伍家豪 Sten Ho 黃嘉敏 

Chan Tsz Wai 王凱恩 Tsui Yuk Ping 林妙清 

謝麗娟 謝佩珊 張欣雅 Lorenza Yeung 

Vincent Yeung 袁蘊淇 鄧雋 Ms Cheng 

鄧樂文 梁雅媛 何楚穎 鍾楊傑 

曾潔儀 Polly Leung 蘇泳冬 陳文萃 

陳憲勤 葉梓聰 鄧詠芝 楊祥強 

賴正勤 張俊超 徐翌軒 莫兆軒 

Charles Cheng 葉子榮 葉子雅 陳霈淇 

梁素青 羅嘉欣 Wilson Tam 張翠欣 

吳麗華 楊阡阡 馬琬婷 馮健鏗 

施嘉榮 溫情 崔世昌 Lai Yuen Ting 

黃小姐 卜偉基 Cindy Ip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參與 
 

 
 
義補現況 (截至 2013 年 2 月 15 日) 
 
學生人數：785 人 

義務導師人數：1020 人 

配對總數：391 人 

南亞學童中文補習班：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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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配對 
 
導師林麗雁 + 學生魏明鏗 （沙田） 

導師 Chan Chi Yueng + 學生劉永信 （粉嶺） 

導師蒙曙光 + 學生張浩文 （將軍澳） 

導師李賜樂 + 學生鄭倪情 （沙田） 

導師 Charlie Chan + 學生盧志弘 （屯門） 

導師楊雪怡 + 學生張孝勤 （將軍澳） 

導師 Sharon Fung + 學生黃子琳 （紅磡） 

導師盧美心 + 學生黃子傑 （紅磡） 

導師 Anne Fung + 學生林惠娟 （天水圍） 

導師葉靜宜 + 學生黃源詩 （深水埗） 

導師朱幗宜 + 學生黃子曦 （深水埗） 

導師陳愛珍 + 兒童之家學生 （景林） 

導師晁岳熙 + 兒童之家學生 （景林） 

導師林銘麟 + 學生馮智謙 （九龍灣） 

導師黃啟駿 + 學生崔芳兒 （觀塘） 

導師鄭浩宜 + 學生趙悅琳 （慈雲山） 

導師譚潔玲 + 學生李彥儀 （何文田） 

導師尹浩然 + 學生熊宇杰 （土瓜灣） 

導師林雅詩 + 學生李家輝 （土瓜灣） 

導師葉冬艷 + 學生胡俊軒 （黃大仙） 

導師黃立舜 + 學生梁熙雯 （九龍城） 

導師王家威 + 學生戴世聰 （粉嶺） 

導師鍾寶欣 + 學生昌嘉玲 （土瓜灣） 

導師劉葭渝 + 學生黃海汶 （將軍澳） 

導師司徒小姐 + 學生鄧皓宇 （觀塘） 

導師 Sten Ho + 學生余祺霖 （大角咀） 

導師宋承憲 + 學生徐兆榮 （鯉景灣） 

導師吳麗章 + 學生劉偉誠 （北角） 

導師 Miss Cheng + 學生林雨棚 （將軍澳） 

導師 Vincent Yeung + 學生何家樂 （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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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師嘉許 
 
截至 2013 年 2 月 15 日，以下義師已為學生服務超過一年，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杜永溢              吳明麗 吳凱琪  Javy Wong 
                             
 
截至 2013 年 2 月 15 日，以下義師已為學生服務超過半年，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林美詩    楊襲飛    崔潔瑩 王志祥 

甘玉潔          溫淑慧 黃穎妍 何秀嫻 

羅詠欣 賴美玲    梁桂嫦          吳偉齡 

何贊輝    馮勵賢 
 
 
 
義師分享 
 

我有兩名學生，阿生和阿嗚，都是補中三數學科。 

 

阿生就讀的學校水平較低，據說上課的時候，總是秩序一片混亂，無法安心上課，老師也顯得

意興闌珊，難以全心全意授課。數學科不但進度慢，甚至略過進階的部份不教，因此，他十分

擔憂自己的水平會影響升學。 

 

阿嗚第三次讀中三，現就讀夜校，自言上課時都在睡覺，因為老師的課不好理解。他從前數學

成績差，是因為他對英語授課吃不消，尤其理解題方面甚難以應付，所以無心所學。 

 

和他們上課後，發覺他們對學習數學其實不乏興趣。我教授的時候會先灌輸適當的概念，先讓

他們得到充分的理解。儘量保持明快的節奏，使他們不失專注力。他們通曉了的時候，都會很

有成功感，很有身心舒暢的感覺。他們若有不明白，我會以數學題目入手，逐步講解，務求讓

他們得到充分的理解。然後，我會讓他們做大量數學題目，直到他們能學以致用，獨立地完成

無誤為止。以改善學業及提升考試能力為目標。 

 

香港的教育對阿生和阿嗚等等的學生，沒能做到因材施教，把他們淘汰在邊緣，令人遺憾。此

項計劃實在是功利主義社會下可貴可敬的善舉，是社會之福，希望將來會得到各界更多的支

持，扶助更多的邊青。 

 

導師 

周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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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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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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Barbara Wong 年捐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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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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Choi Wing Yan 400.00 

Mr Ku Hi Lung 2,000.00 

Mr Franklin Lam Fan Keung 57,720.00 

Mr Stephen Luk 20,000.00 

Mr Yan Cho Ki Joe 1,000.00 

Nirvana Dhyana Yoga Group 3,140.00 

Rainbow Elegant Limited 3,523.00 

有心人 6,000.00 

有心人 10,000.00 

有心人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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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捐贈鳴謝 
 

在此段期間，我們得到下列善心人士捐贈物資，我們衷心感謝！ 

 
善長芳名 捐贈物資 

蕭小姐 教材 

梁小姐 教材 

張慶華慈善基金 文儀用品 

 

 
 
物資募捐 
 
我們需要下列的物資，請致電 3621 0925 或電郵 info@eoe.org.hk 與我們聯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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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學中英數練習教材 

3) 過膠機（A3） 

4) Brother LC77XL 打印機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