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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通訊 (2013年 4月號) 

陳校長的話 

 

各位義師朋友、家長、學生、各位朋友： 

 

4月 13日無線電視「星期日檔案」的節目播出後，反應非常熱烈，

登記的義師及學生數目一夜間分別增加了三百多人，現在師生分別

各有一千七百及一千五百多人。同時，我們亦得到多位善長和機構

的捐款支持我們，使我們有能力幫助更多的貧困學生。 

 

我們的人手仍然不足，幸得不少義工朋友的熱心幫忙，既為我們進

行義務配對的工作，亦協助我們分擔資料上的整理，更擔任我們的

地區義務統籌員。當中特別更有公司連續一星期派出員工我們的中

心協助配對工作，大大加快了我們的工作進度，令有需要的學生及

時得到免費補習服務，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此外，得到善長王小姐及其同事慷慨租用佐敦一個二百多呎地舖免

費給予我們使用。我們將於該處開設學習中心，令附近有需要的青

少年得到幫助。我們亦計劃於中小學生還未放學的日間時分，開設

免費幼兒班，讓受助的貧困學生年齡擴展至幼童。 

 

未來，我們的路仍然崎嶇漫長，但有大家的支持，我們就有舉步向

前的動力和信心。在此，我再次對各位出心、出錢、出力的義工及

善長們致以衷心的感謝，讓我們繼續一起攜手努力，幫助更多有需

要的弱勢青少年。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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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5日，導師人數共 23位，新增配對的補習共 1對： 

 

導師鄭瑩 + 學生余榮照 （油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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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3年 4月 15 日) 

 

張佩琪 劉寶燕 李汶洛 Lau Sin 黃佩瑜 

陳可淳 林怡倩 謝瑞明 趙綺婷 曾衍志 

袁嘉希 方俊希 郭穎熙 戴鵬 許家和 

陳俊豪 余友進 陳嘉玉 劉德彰 黎蘊賢 

郭建文 李思諾 李智康 蔡蓓蓓 區啟源 

蔡例芳 梁潔瑩 Lily Chan 徐樂宜 李海恩 

黃華樂 宋繼珍 王凱彤 陳志敏 沈堅 

黃凱汶 江廈妮 禤偉強 梁建明 梁婉儀 

鄭韶婷 黎嘉慧 郭乾初 May Tong 蕭汝樂 

Jessie Lee Wendy Mo 鄺倚平 丁志浩 黃鈞霆 

羅培珠 張天允 葉熾鵬 Ray Chang 梁式妍 

王恒霖 陳國珠 徐佩君 趙雅婷 何頴欣 

崔黃美珊 張耀德 陳作新 張蔚媛 鄭君威 

蔡濼君 李孟詩 鄭懷寧 林慶洲 郭倩雯 

廖玉華 郭詠詩 Frederick Chu 廖元煌 李倩雯 

鄺加桓 司徒詠怡 Chin Wai Fun 潘佩華 梁嘉蕙 

趙洛雅 黎耀康 李垂峰 陳蒨 陳嘉珩 

 陳育新 李琼詩 梁雪貞 蘇振源 林穎濤 

李廷溪 李小寶 周珮雯 Kit Ho 柯綺筠 

方婉婷 區頌欣 潘永堅 張燕儀 胡世雅 

薛恩穎 張永揚 鄭穎恩 楊思純 Carina Ng 

梁詩雅 蕭慧花 羅美蓮 區曉渝 鄭浚茹 

洪天祥 冼慧琪 張家朗 陳潔雯 甯靜儀 

鍾健敏 葉穎欣 龍子彥 張鍵豪 吳逸平 

曾韋霖 楊紫茵 王茜萍 吳嘉彥 范英輝 

林柏熊 區翠馨 馮怡慈 胡慈彪 袁美貞 

李寶芳 司徒美儀 鄔俊儀 李焯泓 戴詠詩 

張君誠 吳一飛 陳子康 潘應君 林培渝 

王若薇 鄭鎮湖 許詠詩 周家浩 高歡 

黎曜銘 梁嘉敏 黃詠雯 洪生 林文華 

鄧沅宜 梁語彤 李裕珊 李仲威 陳凱賢 

黃曉晴 陳翠芬 何燕妮 Prime Leung 吳頴研 

任騣豪 何紅梅 唐嘉琪 朱瑪麗 劉子奇 

Galen Lam 林嘉豪 梁潔清 朱毅楠 何偉光 

柳沛康 馮煜玲 吳翊君 黃家欣 袁家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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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君 Wendy Wong 歐陽梓華 吳夢妮 甘漫盈 

黃燕 馮佩兒 蔡潔玲 林以靈 周思斯 

梁可彤 劉俊緯 張家晴 歐陽藹玲 周婉婷 

貝念祖 Lau Sing Chiu 杜施航 施曉珊 Nigel Waterhouse 

羅永甜 張鴻暉 潘加儀 林嘉麗 施年豐 

汪鏡 李詠雯 Cary Yeung 陳彥琳 溫慧文 

蘇景棠 Lu Ching Chig 李佩瑜 林景濠 陳文康 

關彤 黃綽婷 陳京英 蕭碧鳳 廖巧越 

周宇仲 黎振陽 周溢承 鍾進傑 章珊鳳 

陳嘉琪 黃一龍 范凱綾 吳海寧 陳曉彤 

魏麗欣 陳逸晴 Teresa Wong 甘僖嵐 Cheng Hoi Man 

李若慈 林潔 劉潔瑩 許倩瑩 何樂恩 

張穎茵 陸可韻 黃震軒 黎東璇 陳淞謙 

嚴定匡 李家欣 黎秋健 陳溢聰 張家豪 

鄧宇恆 鄺紹軒 李振業 陳蘊瑤 鄭澤南 

黃海凌 馬德鋒 伍祖儀 程惠鍶 關家俊 

麥浩聲 黃偉豪 蒙君俊 蔡慧珊 李穎霖 

張家庭 張州 張秀珍 陳貞穎 潘麗詩 

錢詩文 許美霞 葉楚翹 Robert Lustberg 林卓勳 

金卓誼 夏繼禹 危家輝 連耀國 葉莉瑩 

陳家兒 黃美黛 何昭良 周偉業 羅志華 

張沅游 何偉歡 龍思穎 黃卓健 葉文謙 

容閩鮞 Gilbert Chan 潘天恩 梁詠琪 葉嘉欣 

吳阡峰 吳家盈 葉蒨敏 陳俊匡 彭頌欣 

何嘉瑜 Kathy Kok 何芊瑩 胡文榜 陳宛彤 

Kammy Wu 姚雅玲 林莞爾 孔慧嫻 劉嘉韻 

文錫強 柯潁沂 熊曉恩 官小玲 羅行儀 

趙慧妍 李致仁 Lee Ching Kwan 單慧英 陳嘉傑 

何碧貞 葉滿葵 馬樹軒 郭夢思 邱雪玲 

關譪琪 曾永明 曾恩垣 梁嘉垚 周麗紅 

鄭艷蘭 林詠詩 陳運豐 陳熙純 黃啟初 

鄧志光 鄭文傑 黎寶意 黃梓桐 盧民健 

朱家豪 陳志誠 陳卓謙 溫健明 鄧嘉儀 

張景珊 楊茂香 謝嘉恩 朱泳賢 廖淦銓 

王巧玲 鍾穎雯 郭鎮峰 葉慧文 溫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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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家萱 譚玉敏 李家頤 凌俊賢 黃文蕙 

黃寶華 冼咏汶 薛朗天 簡民蔚 盧恩儀 

何珮樂 陳承俊 謝英麟 陳穎倫 伍沼玲 

梁宛婷 黃浚傑 黃偉麟 錢莉玲 Ruby Tam 

游維喜 區敏華 彭惠怡 李明慧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義補現況 (截至 2013年 4月 15日) 
 

學生人數：1225人 

義務導師人數：1479人 

配對總數：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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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三學生 （秀茂坪） 

導師羅嘉欣 + 學生陳靜敏 （青衣） 

導師余小慧 + 學生符展鵬 （西灣河） 

導師謝佩珊 + 學生曾海龍 （大埔） 

導師關穎怡 + 學生盧智峰 （深水埗） 

導師何豪賢 + 學生賴思敏 （粉嶺） 

導師何豪賢 + 學生李夢秋 （粉嶺） 

導師何志韜 + 學生李曉欣 （沙田） 

導師黃耀麟 + 學生蘇倬嵐 （天水圍） 

導師曾潔儀 + 學生陳子丰 （粉嶺） 

導師梁靜華 + 學生許昊堯 （東涌） 

導師許幗婷 + 學生林境星 （土瓜灣） 

導師藍麗蓉 + 學生楊嘉垵 （深水埗） 

導師鄭悅生 + 學生古夢榕 （土瓜灣） 

導師 Shirley Wong + 學生張貝諾 （石籬） 

導師冼穎儀 + 學生劉醫川  （深水埗） 

導師 Carson Lee + 學生何鏡浩  （樂富） 

導師葉忠鵬 + 學生梁凱珊  （石籬） 

導師袁蘊淇 + 學生崔芳兒  （觀塘） 

導師羅兆亨 + 學生蔡崴  （大角咀） 

導師林永浚 + 學生劉國昌  （馬鞍山） 

導師林永浚 + 學生劉蓉  （馬鞍山） 

導師李韋欣 + 學生盧智弘  （屯門） 

導師 Polly Leung + 學生許健梨  （東涌） 

導師 Jessie Lee + 學生 Mahid, Ishah （石籬） 

導師陸敬文 + 學生 Hadia, Abeeha  （石籬） 

導師郭耀華 + 學生 Asad  （石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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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師嘉許 
 

截至 2013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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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美寶 

                             

 

截至 2013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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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na Zin 黃語恩 陳金萍 梁可宜 

范顯中 白浩堅 吳萃琳 陳淑琴 

張飛飛   

 
 
 
 
義師分享 
 

在一次機緣巧合下，認識了“陳校長補習天地”，大約知道了這機構的背景及成立目的後，便

嘗試替有需要的學童補習。我在這裡遇到了一對兄妹，他們屬於低收入家庭，父母都不在港，

日常生活都是由外婆照顧。基本上，除了有點活躍外，他們都屬於開朗的學生。平常溫習過

後，都會跟他們聊天。某一次，他們說要自製聖誕卡給我。我也即席用畫紙摺了聖誕老人給他

們作為回禮。當我回家後，我打開聖誕卡，看到“聖誕快樂！祝你有朋友！”一開始我也不明

白為什麼她會寫這句奇怪的祝福，後來慢慢回想，大概妹妹是說出了自己的願望吧。事實是她

在學習方面遇到社交問題。小朋友很單純，有些事情不懂表達或應該怎樣處理，她們往往在其

他方面無意識的露出端倪，待身邊人發現，再提供協助。我覺得這機構正正擔當這角色，人們

與其熱烈的討論社會矛盾倒不如以行動去表現自己的關注吧。這是我在這裡做義師後的反思。 

 

義師 莊綺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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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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至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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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 Ho, Martin 年捐 1,200.00 

Chan Miu Kam Doris 半年捐 600.00 

Cheng Kar Min Joseph 年捐 1,200.00 

Cheng Kwun Hang 年捐 1,200.00 

Ho Tai Yee Joanna 半年捐 600.00 

Ip Yi Mei 年捐 1,200.00 

Lam Siu Wai 年捐 1,200.00 

Leung Wai Yee 年捐 1,200.00 

Long Shun Cheng 年捐 1,200.00 

Miss Fung Yim Hing 年捐 1,200.00 

Miss Ho Wai Yee 年捐 1,200.00 

Mr Chan Hei 半年捐 600.00 

Ng Wai Suen Daphne 年捐 1,200.00 

Sin Wing Lam 年捐 1,200.00 

Yu Lai Man Tonnie 年捐 1,200.00 

李潔珊 半年捐 600.00 

周佩雯 年捐 2,400.00 

陳嘉賢 年捐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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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捐款形式 金額 (HK$) 

勞巧玲女士、陸華先生 年捐 1,200.00 

游中梅 年捐 1,200.00 

馮有儀 年捐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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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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Yat Hin 500.00 

Chan Ho Kong 2,000.00 

Chan Yuk Ping 1,000.00 

Cheng Ho Pun 5,000.00 

Choi Nga Lai 300.00 

Dickson Ho 500.00 

Fung Kwok Fun Stella 10,000.00 

Lam Li Yin Candi 2,000.00 

Lau Yim Har 800.00 

Leung Pui Shan 10,000.00 

Lin Kar Yue Karl 3,000.00 

Marian Chan 3,000.00 

Miss Luk Mun Yee 2,000.00 

Miss Tang Yin Wah Anne 300.00 

Mr & Mrs Wallace Fong 200,000.00 

Mr Franklin Lam Fan Keung 57,720.00 

Mr Wong Chi Chung 10,000.00 

Mr. Raymond Lo 50,000.00 

Ms Tong 5,000.00 

Szeto Hang Sin 300.00 

Tam Mei Wah Bonnie 5,000.00 

Tse Man Kai 3,600.00 

Wong Cheung Ming 5,000.00 

Yu Sin Yan 1,000.00 

王亭林 500.00 

甘國威 500.00 

朱燕清 100.00 

周志堅先生 2,000.00 

林逸東 1,000.00 

崔綺文 200.00 

梁德遜 100.00 

陳海銓先生 5,000.00 

黃韋茗 300.00 

雷詠蘭小姐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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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金額 (HK$) 

蕭少梅 3,000.00 

顏崑玉 1,800.00 

顏添榮 5,000.00 

蘇天寶 600.00 

龔慧雯 300.00 

有心人 500.00 

有心人 500.00 

Irondale Fashion Int’l Ltd 1,000.00 

中天廣告策劃有限公司 800.00 

日本清酒文化交流會 5,740.00 

新航星有限公司 5,000.00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8,13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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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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ky Lau 文具 

陳小姐 教材 

黃先生 教材 

李太 教材 

甘國威 文具 

承志公司 打印機 2部及炭粉 

商業電台 打印機 

 

 

 
物資募捐 
 
我們現正需要添置下列學前班設備物資，歡迎各有心人捐贈給我們，又或捐款予我們進行購

置。請致電 3621 0925或電郵 info@eoe.org.hk 與我們聯絡。謝謝﹗ 

 

 兒童手工檯 

 幼兒上課檯椅 5組 

 中小學生補習桌椅 4組 

 地板軟墊 

 組合儲物櫃 

 書櫃 

 教學白板 

 幼兒鞋櫃及換鞋沙發 

 接待處檯椅及屏風 

 投影機及銀幕 

 手提電腦 

 多功能影印機 

 影音系統 

 飲水機 

 攝錄機 

 中央監控閉路電視系統 

 燈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