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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通訊(五月號) 

 

 

 

陳校長的話 

各位義師、同學，各位家長，各位朋友 

 

平等機會教育慈善基金已成立1年，有賴大家的支持，基金才能順利發展，到現時為止共有

233 位已登記學生及 221 位已登記義師，已配對的組合已有 98 對，即將衝破一百大關。同時「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的免費才藝課程亦開始推出，現在已有七個小朋友免費學習跳舞，兩個

學習鋼琴。 

在四月初，亞洲電視<2012 感動香港>亦採訪了我們，節目已在 4 月 7 日播放，令更多人了

解及認識我們的理念及運作。有關節目可以在我們基金的 FACEBOOK 專頁可以看到，也可登

上亞洲電視網站回顧。此外，在食肆咖啡店免費派發的 HK MAGAZINE 亦在四月尾刊登了我

們的報導。 

希望借助傳媒的力量可讓更多社會有需要的人士認識我們，有更多的義師加入我們，更多

的弱勢青少年能夠得到我們的幫助；我們亦希望有更多的善心人士在資金和物資上支援我們，

讓我們的服務做得更多更廣更好！ 

再次謝謝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陳葒校長 

0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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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2012 年 4 月)   

4 月 14 日 － 提升成績必勝法工作坊 

   Dr Candy Lau 對於如何以自學方式提高學業成績有一套顯著有效的秘訣，應陳校長免費

補習天地之邀，特為一眾家長和學生舉辦免費的「提升成績必勝法工作坊」，為家長及學生介紹

有效提升學業成績的方法。講座當日反應熱烈，出席的家長和學生都表示大有得益。 

   

共三十位學生,家長參與是次工作坊          陳校長頒發感謝狀予講師 Dr Candy Lau 

 

4 月 26 日 － 免費才藝課程--鋼琴班 

  為了讓家境貧困的小孩子也有發展才藝天份的機會，「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計劃增設免費

才藝課程。首個免費才藝課程是鋼琴班，現時有兩位學生正在接受義師謝穎芯小姐指導。義師

謝穎芯小姐不但免費教授，更借出其位於紅磡廣場的琴室，在此我們表示萬二分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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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師謝小姐正耐心地教導學生 

 

 

 

義師分享 

    我負責進行義補的是一名小三學生，每一次溫習英文和數學課本時，他總會發問一些超出

書本以外的數學或科學問題。在補習完畢後，他更會到附近的圖書館搜尋更多剛剛討論話題的

資料，因此我對他印象深刻。我相信他將會有一個美好光明的未來。 

                                                                         義師 張士忠先生 

(學生: 洪芷晴、李嘉寶、余巧文 身份:內地新移民 年級:小六 科目:英文數學  地區:上環 )  

(學生：劉寶欣 身份：低收入家庭  年級：高一 科目：數學  地區：九龍灣) 

(學生：徐煒軒 身份: 內地新移民 年級:小三 科目：中英數 地區：柴灣) 

(學生：譚穎詩 身份: 曾輟學再重返校園 年級：高一 科目：數學 地區：東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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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義師 (2012 年 4 月)   

鄭偉謙  施雅穎  周詠琛  陳源慧  岑蕙芳  Helen Ko    羅渼曈  尹浩然  董偉賢 

曾慧蓮  羅趙翠馨  林巧琦   蔡德文  Elise Tse  郭德標 唐蘭生  Clement Tse  何偉光 

李加琳  黎君怡  關慧姸   林樂熙  林影彤  郭靄琳   張日榮  馮景豐  梁澤心 

Yu YamYing  倪明威  陸貞志  蘇家寶  梁惠煒  文家樂  蕭驪珣  許靖寰  徐啟豪 

黃世文  黃君恕  徐淑儀  李梽恒  臧藿瀞 

 

義補現況(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 

學生人數：233 人 

義務導師人數：221 人 

配對總數：97 人 

小學功課輔導班學生：2 人 

南亞學童中文補習班：12 人 

 

新增配對 (2012 年 4 月) 

導師 Javy Wong + 學生黃家楠 (將軍澳)     導師郭德標 + 學生鄧建歡     (美孚) 

導師鄭兆亮 + 學生吳煒均     (鑽石山)    導師 Elise Tse + 學生曾鈺霖  (大圍) 

導師蔡德文 + 學生杜寧川     (黃大仙) 

導師劉筠皓 + 學生霍銘鈞     (慈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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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鄭詠恩 + 學生江卓烽     (九龍灣) 

導師朱錦娟 + 學生古夢榕     (土瓜灣) 

導師方富僑 + 學生李敏如     (上水) 

服務滿半年之義工導師 

以下義師已經為我們的學生義務補習半年以上，特此向他們表示衷心感謝! 

方富僑 

Keith Cheng 

 

 

免費網上及電話問功課計劃資金募捐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為已報名的學生提供每星期一對一的免費補習服務，但在其他日

子若學生如有功課上的問題，則未能及時得到協助。再加上有很多學生已報名了一段頗長的日

子，但仍然未能找到合適義師為他們補習，在等候的期間，他們也需要得到功課輔導方面的支

援。故我們預備推行「網上及電話問功課計劃」。 

此計劃預算金額為 HK $238,300，會用作聘請中英數三科導師，購置電腦設備、電話系統

等。現時輝煌基金會已答允資助 50%的費用，在此我們非常感謝禤慶華主席的支持。但我們仍

需要籌募另外的 50%資金,希望有心人士能夠多多支持，讓我們能夠服務更多有需要的年青人。 

 

物資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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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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學及網上問功課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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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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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塊 

 

 

 

「四一募捐計劃」捐款鳴謝(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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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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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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4 月，共有 2 位善長加入「四一募捐計劃」，我們衷心感謝! 
 
  以下是兩位善長的芳名： 
 

善長芳名 捐款期數 金額 

Wong King Ming 月捐 HK$200 

顏峰 月捐 HK$100 

善款鳴謝 (2012 年 4) 

     

    在 4 月，我們共得到 11 位善長非指定用途的捐款，我們衷心感謝! 

 

  以下是幾位善長的芳名： 

 

善長芳名 金額 

林峯 HK$1,000.00 

溫祖健 HK$200.00 

Ho Leung Kin HK$1,600.00 

CHAN WING SUN & SHIU CHEUK WUI HK$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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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Sau Tong HK$1,000.00 

駱小姐 HK$500.00 

李銘璋 HK$1,000.00 

Leung Wai Sum HK$1,000.00 

王燈 HK$3,000.00 

賴小姐 HK$5,000.00 

胡湘紅小姐 HK$2,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