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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通訊 (2013 年 3 月號) 

陳校長的話 

 

各位義師朋友、家長、學生、各位朋友： 

 
本月的 25 日，我們正式註冊成立兩週年。短短兩年間，我們的義師

隊伍由一人增加到今天的過千名，學生超過 900，成功接受服務的亦

有四百多名。我們在土瓜灣有了自己的服務中心，亦增設了免費網上

及電話服務。這一切全靠大家在不同的層面和範疇給與我們的支持。

同時亦證明了我們的服務已廣為社會人士所認識且認同。這令我感到

十分安慰。 

 
兩年來我們所經歷的艱辛當然不少，於我個人而言也是困難重重，但

正是因為有眾多義師、學生、家長的參與；有各方人士捐助，或善款

資助、或物資捐贈、或擔任義務工作；有學生的進步和成長，以及來

自家長們的信任和鼓勵，我們才有更堅定的意志和更大的信心堅持下

去。在此，我再次致以衷心的感謝，將來我們的工作仍然有賴大家的

支持，讓我們繼續一起攜手努力，幫助更多有需要的弱勢青少年。 

 
隨著與社福機構合作的機會增多，受惠學生的範圍及人數亦得以增

加。本月，我們開始與〈香港青年協會〉合作，在她們的地區中心為

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免費補習。現時在粉嶺祥華邨的青年空間，有多位

學生急需我們的支援，如各位義師可到該處提供協助，請與我們聯

絡。我們亦會於網頁作緊急招募，希望各位提供支援。 

 
謝謝大家!祝大家復活節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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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推行五個多月。以下為計劃推行現況： 

 

截至 2013 年 3 月 15 日，導師人數共 23 位，新增配對的補習共 2 對： 

 

導師黃嘉麗 + 學生李恬恬 （觀塘） 

導師 Ying Cheng  + 學生林子軒 （牛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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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3 年 3 月 15 日) 
 

李宗興 Leung Hoi Shan 冼穎欣 溫翰芝 

李潔霞 李家文 Angela Yiu 何志韜 

盧析榆 梁宛喬 楊靜儀 李仰韶 

羅慧貞 關兆聰 黎婉清 李文惠 

何敏冰 區漢宗 戴嘉麗 鄭寶峰 

Hau Po Chun Leung Suk Yee 何家安 冼頴儀 

李韋欣 曾麗珊 楊曉彤 周智堅 

梁兆霖 余家怡 陳可瑩 楊黎 

蔡瑞瑛 歐陽綺雯 May Poon 關博 

Ruby Chan 梁晚濤 Alison Li Eddie Wong 

李昀燕 莫焯麟 鍾富源 盧皓晴 

吳妙儀 黃振賢 孔永楊 甘迪龍 

劉小恩 區慧盈 Gary Chiu 劉健 

邵穎衡 鍾曉晴 司徒成珈 吳穎妍 

張耀邦 馮一芯 楊靜姍 Ms Tang Poh Chang 

李啟聰 周家文 劉佩玲 Jackie Tsui 

Ren Qi 李錦豪 楊潔玉 盧彥彤 

何豪賢 白瑞慈 伍庭瑋 黃琪瑛 

阿浚(James) 鄭紀怡 羅兆亨 陳嘉儀 

周堅偉 孫星海 葉鎮華 吳健彰 

李家生 黃報怡 劉柏謙 吳洛兒 

陳碧韻 梁雅烯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參與 
 

 
 
 
義補現況 (截至 2013 年 3 月 15 日) 
 
學生人數：888 人 

義務導師人數：1103 人 

配對總數：417 人 

南亞學童中文補習班：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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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配對 
 
導師吳圳柔 + 小二男生 （樂富） 

導師鄭悅生 + 學生林子超 （九龍城） 

導師鄭悅生 + 學生林錦洺 （九龍城） 

導師陳承恩 + 學生劉國昌 （馬鞍山） 

導師陳承恩 + 學生劉蓉 （馬鞍山） 

導師王卓瑤 + 學生黎詠欣 （馬鞍山） 

導師王卓瑤 + 學生羅芷盈 （馬鞍山） 

導師區漢宗 + 學生翁俊能 （馬鞍山） 

導師吳立榮 + 學生鄭雪欣 （西貢） 

導師吳立榮 + 學生鄭駿軒 （西貢） 

導師 Eric Lin + 學生關立勤 （九龍城） 

導師李文惠 + 學生詹凱霖 （葵青） 

導師李文惠 + 學生詹鎧駿 （葵青） 

導師陳嘉寶 + 學生崔康 （深水埗） 

導師陳霈淇 + 學生蔡嘉雯 （西灣河） 

導師李潔霞 + 學生林振強 （寶林） 

導師何致中 + 學生李嘉豪 （石籬） 

導師何致中 + 學生葉嘉欣 （石籬） 

導師黎婉清 + 學生羅漪怡 （石籬） 

導師楊曉彤 + 學生單美雪 （九龍灣） 

導師歐陽綺雯 + 學生周文健 （土瓜灣） 

導師鄭寶峰 + 學生黃啟信 （柴灣） 

導師黃嘉敏 + 學生霍振中 （深水埗） 

導師歐艷霞 + 學生林海輝 （深水埗） 

導師王嘉曜 + 學生陳穎雪 （黃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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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師嘉許 
 
截至 2013 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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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軒               鮑漢傑 Anne Fung 羅太 
                             
 
截至 2013 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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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奕尤 郭子軒 陳塱日 林子欣 

陳寶兒 趙穎妍 招卓輝 

 
 
 
 
學生分享 
 

記得有記者問過：「來到這裡之後，你覺得香港是不是個有人情味的地方？」我說香港依舊很

冷，有人情味的人和事屬少數，這裡是其中之一。 

 

我自己，還有幾個小朋友，就常常來溫習。大家都各自有難言之處，想讀書，但又太多顧慮，

若果完全沒有人幫，也不知如何繼續。陳校長、這裡的職員和老師，都盡力協助大家的情況，

無私奉獻。這情操和胸襟，不是一般人有。我常常覺得教育應是如此，如此用心。不是把教育

理念都看成口號就罷。 

 

這裡好地方，希望會有更多人來支持。 

 

陳培興（高考自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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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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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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i Ka Leung 半年捐 600.00 

Mr Ho Leung Chi 年捐 1,200.00 

Mr Lam Sing To 半年捐 600.00 

Ms Ng Yuk Ip Ada 年捐 2,400.00 

Wong Wai Yi 月捐 200.00 

梁懿炎小姐 半年捐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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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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Cheung Edwin Yin Ming 300.00 

Dino Kwong 1,000.00 

Mr Franklin Lam Fan Keung 57,720.00 

Wong Ki Ling 10,000.00 

陳家寧小姐 1,000.00 

吳國新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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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s Ho 打印墨、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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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中一至中三）中、英、數及各科練習 

3) 小學中、英、數練習教材  (所有教材用過不拘) 

4) 過膠機（A3） 

5) Brother LC77XL 打印機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