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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通訊 (四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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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各位義師、同學，各位家長，各位朋友， 

 

   【天地通訊】從今期開始將會傳給所有已報名登記的義師和學生，亦會傳給每一個曾經捐款

支持我們的善心人。我們希望透過這份通訊，與大家保持更緊密的溝通，讓所有關心我們的人

更了解我們的工作情況，同時亦給與我們更多的提點和支持。 

 

    這個月我們亦開始了第一次的街頭義賣活動，雖然限於經驗和名氣，整天的義賣只籌得數

百元，但卻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經驗。相信我們往後一定會做得更好。 

 

    經過上次【溫暖人間】雜誌的報導，在三月份我們的義師和學生都有明顯的增加，個人捐

款亦多了數份，這是傳媒的力量，日後我們仍會多善用這一渠道，將我們的理念和信息傳播得

更廣，讓更多需要免費補習支援的弱勢青少年受惠。 

 

    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陳校長 

 

中心主任的話 

各位義師、同學，各位家長，各位朋友， 

 

您們好﹗我是剛上任的中心主任 Tiffany。很高興能夠在這個「陳校長補習天地」與大家見

面，機構成立至今剛剛有一年的時間，本中心獲郭兆明博士捐款得以搬到更大的地方繼續營運，

中心現可容納更多學生、家長及義師參與我們的活動。 

 

本機構的理念是「有教無類」，無論富貴或貧窮、資質過人、或需要以勤補拙的學生，都該

享有同等的學習機會。相信學生們通過教育，才可以爭取公平，及跳出固有的階級。我和同工

們在學時都曾遇過學習的困難，有見及此，希望我們埋下一點點的種子，令莘莘學子長出自信

和對學習的熱誠，成為一個對社會有承擔的人。我們相信同學有無限的潛能，希望透過一對一

的補習服務，既能關懷同學的學習的需要，亦能照顧同學的全面發展。 

 

我深信，在義師、家長、學生和我們的共同努力下，能夠豐富同學的成長歷程，發揮潛能。 

 

 

Tiffany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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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2012年 3月)   

我們在新一年參與不少活動： 

 

2012 年 3月 28日 — 亞洲電視拍攝「感動香港」節目 

我們接受亞洲電視邀請拍攝「感動香港」的

節目。陳校長向各位大家表露一份有教無類信

念，堅持每位學生享有同等的學習機會的理

想。 

 

 

 

 

 

 

 

 

 

 

 

 

2012 年 3月 17日 — 香港灣仔地鐵站「愛心義賣日」 

我們在香港灣仔地鐵站進行愛心義賣籌款活動，是次我們共籌得善款九百八十元。希望下

一次能籌募更多經費，及招募更多義工導師為青少年提供補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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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月 5日 — 第二次南亞裔義賣會 

本中心舉行第二次南亞裔義賣會，義賣會分兩天進行，售賣有家庭用品、衣服等。有不少

家庭扶老攜幼前來參與，兩日共籌得善款五百元正。 

 

  

 

 

 

 

 

 

 

 

 

 

 

配對資料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已登記學生人數分佈:  

  

學生背景 人數 

綜援家庭 51 

學習障礙 31 

新移民來港家庭 16 

南亞裔學童 10 

曾輟學後重返校園 24 

貧窮家庭 42 

不在學而又希望重返校園 15 

 

學生人數: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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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已獲安排學生人數分佈:  

 

學生背景 人數 

綜援家庭 25 

學習障礙 11 

新移民來港家庭 16 

南亞裔學童 10 

曾輟學後重返校園 14 

貧窮家庭 15 

  

學生人數: 91 

  

  

 

 

 

義師分享 

       替學生們溫習功課數次，就一次比一次覺得他們可愛。最初教一位學生做功課的時候，

真的感受到有點失落，因為無論如何教他，他總不能記入腦。下課後才得知，他的學習程度較

其他同程度的學生慢。自那次起我們放更多心機教他。結果到了現在他會自動做英文功課及提

出玩英文遊戲。而且還記得數個英文生字。 所以經過幾堂，我得到的不至是一份經驗還有一份

滿足感。 

                                                        

義師  

麗韻小姐 
 

新加義師 (3月) 

黃瑞敏               劉筠皓 

王素儀               黃薇 

鄭兆亮               朱錦娟 

Lam Ho Ming          鄭詠恩 

陳燕芬               唐笑蓉 

陳玉蘭               翁佩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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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儀               杜禮榮 

王俊霖               吳浩然 

鄭玉華               黃敏堯 

郭雪芬               郭麗萍 

歐舜莊               梁盈冰 

邱敏貞               黃奕龍 

Yuen Yat Lick          梁可宜 

陳孝榮               Ivy 

洪挺堃 

 

 

義補現況 (截至 2012年 3月 31日) 

學生人數：188 人 

義務導師人數：187 人 

配對總數：91 人 

小學功課輔導班學生：3 人 

南亞學童中文補習班：12 人 

 

新增配對 (截至 2012年 3月 31日) 

導師杜永溢＋學生蘆煊   （沙田） 

導師莊詠恩＋學生鄧天朗   （元朗） 
導師譚麗嘉＋學生鄭慧詩   （元朗） 

導師譚羨昌＋學生胡敬文   （深水埗） 

導師吳明麗＋學生關明明   （九龍城） 

導師鮑漢傑＋學生莊雅麟   （黃大仙） 

導師歐舜莊＋學生陳奕慈   （天水圍） 

導師吳凱琪＋學生吳師亭，吳倚亭 （荔景） 

導師 Yuen Yat Lick＋學生陳文雅  （土瓜灣） 

導師 Javy Wong＋學生黃家楠  （將軍澳） 

導師鄭詠恩＋學生江卓烽   （九龍灣） 

導師方富僑＋學生李敏如   （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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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鳴謝：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於 2011 年 5 月正式招募義師，以下足服務半年以上的義師，我們

衷心感謝! 

 

服務滿半年之義工導師 

何仲霆先生     曹嘉欣小姐 

趙公禮先生     何亮德先生 

崔浩泉先生     鮑漢傑先生 

馬匯贇先生     甄拔濤先生 

林鶴倪小姐     蔡曉瑩小姐 

容樂其先生     劉少杰先生 

吳淑儀小姐     李倩榆小姐 

 

 

物資募捐 

我們亦需要以下各項辦公及教學上的設施，如有以下物資捐贈，新舊不拘，我們樂意上門

領取。 

 

1) 流動教學白板        3 塊 (講座室 1 塊、教學室 2 塊) 

2) 桌上電腦         12 台 

(辦公室 2 台、學生自學 4 台、 

講座室 1 台、教學室 1台、 

實時功課輔導室 4 台) 

3) 投影機連屏幕        2 套 (講座室 1 套、教學室 1 套) 

4) 自動跳線電話系統 (4 部電話連安裝)   1 套 

5) 黑白或彩色 A3 影印機      1 部 

6) 講座室講台        1 座 

7) 靠背摺椅連寫字墊板      30 張 

8) 摺椅          10 張 

9) 6 呎 x6 呎有轆展板       12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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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鳴謝四一募捐計劃 (3月)： 

【平等機會教育慈善基金】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援，營運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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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此衷心感謝各位善長支持。 

 

 

以下是「四‧一募捐計劃」熱心人士芳名： 

 

參與日期 善長姓名 捐款期數 金額 

3 月 Anne Fung 小姐 年捐 HK$1,200.00 

3 月 吳子文先生 年捐 HK$1,200.00 

3 月 黃佩珊小姐 季捐 HK$300.00 

3 月 馮學枝先生 年捐 HK$1,200.00 

3 月 鄭文詠小姐 半年捐 HK$600.00 

3 月 Cho Chun Kwok 先生 年捐 HK$1,200.00 

3 月 張淖楓先生 半年捐 HK$600.00 

 

合共捐款：HK$6,300 

 

 

 

指定用途捐款 (3月)： 

過去一年，我們共得到 8 位善長／機構的對中心營運用途慷慨捐贈，我們特此感謝非指定

用途捐款。 

 

以下是捐贈本中心營運用途的捐款熱心人士芳名：(排序按捐款日期) 

 

善長芳名／代表機構 金額 用途 

郭兆明博士 

國際釋迦文化中心 

每月捐款 HK$7,900 

(兩年計) 

資助辦事處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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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樂心會 每月捐款 HK$5,000  

(一年計) 

支付全職英數導師薪金 

張慶華慈善基金 共捐贈 HK$126,000 支付外勤統籌員一年薪金 

及兼職導師的開支 

中原慈善基金 捐款 HK$300,000 支付內部統籌員 

及中心主任一年薪金 

洪國華先生 捐款 HK$30,000 支付安裝分體冷氣費用 

何肇峰先生 捐款 HK$10,000 支付安裝分體冷氣費用 

Lo Chun 先生 捐款 HK$5,000 支付安裝分體冷氣費用 

史斌先生 捐款 HK$10,000 支付安裝分體冷氣費用 

   

合共捐款：HK$3,376,600 

 

 

 

物資捐贈 (3月) 

 另外，我們共得到 18位善長在教學、街頭義賣及中心營運用途上的捐贈，我們衷心感謝你

們的支持。 

 

以下是捐贈教學、街頭義賣活動物資及中心營運用途本中心物資熱心人士芳名： 

 

善長芳名／代表機構 金額 用途 

新會商會學校 捐贈影印機兩部 中心營運 

葉太 捐贈白板一塊、投影機兩部 中心營運 

Anne Fung 小姐 捐贈十字繡 愛心街頭義賣 

李歐愛芳女士 捐贈毛公仔一袋 愛心街頭義賣 

李歐愛芳女士 3D砌圖 愛心街頭義賣 

戚幗珍小姐 捐贈教科書等教材 學生練習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記念中學 捐贈教科書等教材 學生練習 

李先生 捐贈教科書等教材 學生練習 

李歐愛芳女士 捐贈教科書等教材 學生練習 

Flora 小姐 捐贈教科書等教材 學生練習 

陳月明小姐 捐贈教科書等教材 學生練習 

郭太 捐贈教科書等教材 學生練習 

林女士 捐贈教科書等教材 學生練習 

徐女士 捐贈教科書等教材 學生練習 



 

10  
 

點子學習中心 Filex Ho 先生 捐贈教科書等教材 學生練習 

梁有福先生 捐贈教科書等教材 學生練習 

梁曉勁先生 捐贈教科書等教材 學生練習 

戴寶兒小姐 捐贈教科書等教材 學生練習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