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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通訊天地通訊天地通訊天地通訊 (2012 年年年年 9 月號月號月號月號) 

陳校長的話陳校長的話陳校長的話陳校長的話            

             各位義師朋友、家長、學生、各位朋友： 

 

               在剛過去的暑假，「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於土瓜灣服務中 

             心、天水圍佛教慈濟基金會舉辦了免費暑期補習班；並於太子明 

             愛綜合服務中心舉辦「南亞裔學童免費中文補習班」，三個暑期 

             班共約 70 位學生可獲得每星期二至四日的免費補習機會，既幫 

             助了同學們的學習，亦大大減輕家長們的壓力。 

               本中心舉行的暑期班最後一天，很多家長都向我們表示，希 

             望開學後我們仍能安排這群義師替他的小朋友補習，由此可見各 

             位暑期班義師的愛心與能力極為家長和學生的欣賞與感激。 

               除了補習班之外，暑期我們亦得到不少機構和義師提供免費 

             的才藝課程名額如我們的學生，計有繪畫、鋼琴、籃球、舞蹈和 

             普通話等。在此我衷心感謝在各個不同陣地上默默付出的義師 

             們，是你們使到一群學生的暑假變得更有希望，更加精彩。 

                 於 8 月 23 日，無綫電視「東張西望」播出我們的報導，更多 

             的人知道了我們的服務，登記的義師和學生亦增加了不少。截至  

             8 月 31 日，我們的登記義師和學生分別是 687 和 559 人，成功配 

             對 196 對。為了加快配對的進度，我們正積極地向外申請資金聘  

             請半職導師，希望能及時幫助那些比較迫切需要補習的學生。 

                              最後要感謝 Kurt Leung 先生於 8 月 18 日免費我們的學生拍攝 

                          並沖洗學生照。感謝自去年十月開始捐助我們的張慶華慈善基金 

                          以及 AMY LAU 總幹事，來年將會繼續資助我們一名外勤職員的 

                          薪金。感謝行政議會成員林奮強先生，他之前表示會捐出他每個 

                          月的行政議會成員津貼，很快我們就收到了他首個月的捐款了。 

                          有了林先生這筆定期的捐款，我們不但可以聘請一名行政職員， 

                          也可以更專心一意地去增加和擴大我們的服務，讓更多的弱勢學 

                          生得到幫助。 

 

                          再次感謝大家在不同領域上的支持!讓我們一起為弱勢青少年的 

                          未來而努力!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陳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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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活動回顧活動回顧活動回顧 (1-8-2012 至至至至 31-8-2012)   
 1)     「「「「免費網上及電話問功課計劃免費網上及電話問功課計劃免費網上及電話問功課計劃免費網上及電話問功課計劃」」」」籌籌籌籌備備備備                    為了使其他已於「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登記而又未獲分配的學生能得到及時性的學習支援，「免費網上及電話問功課計劃」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七日正式推行。 

                            工作室亦已設置完成  2222))))   8888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免費學生相拍攝活動免費學生相拍攝活動免費學生相拍攝活動免費學生相拍攝活動」」」」                          在此感謝 Kurt Leung 先生願意借出攝影器材及抽空到我們土瓜灣中心為十多位已登記的中小    學生免費拍攝學生相一打。 

       攝影師 Kurt Leung 正在為學生拍攝學生相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P1  陳校長的話陳校長的話陳校長的話陳校長的話   P6 義師嘉許義師嘉許義師嘉許義師嘉許 

       P2-3 8 月份活動回顧月份活動回顧月份活動回顧月份活動回顧       P6 學生分享學生分享學生分享學生分享   

       P4  新加入義師新加入義師新加入義師新加入義師   P6 物資募捐物資募捐物資募捐物資募捐 

       P4  義補現況義補現況義補現況義補現況   P7「「「「四一募捐計劃四一募捐計劃四一募捐計劃四一募捐計劃」」」」鳴謝鳴謝鳴謝鳴謝 

       P5  義師學生新增配對義師學生新增配對義師學生新增配對義師學生新增配對        P8 善款鳴謝善款鳴謝善款鳴謝善款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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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8888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無綫電視節目日無綫電視節目日無綫電視節目日無綫電視節目「「「「東張西望東張西望東張西望東張西望」」」」專訪專訪專訪專訪      節目長 10 分鐘，內容報導補習天地的運作、陳校長專訪、義師學生分享、家長感受等。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多機會透過這類電視節目，向大眾宣傳本機構的服務理念，讓更多人可以認識我們，令更多在社會中求助無門的青少年有尋找支援的途徑。 

  4444)))) 8888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爽報報導日爽報報導日爽報報導日爽報報導「「「「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這是我們第一次得到免費報紙的報導。 

                                        爽報上刊登的照片 5555)))) 8888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陳校長應邀出席香港黃金五十的周年晚宴日陳校長應邀出席香港黃金五十的周年晚宴日陳校長應邀出席香港黃金五十的周年晚宴日陳校長應邀出席香港黃金五十的周年晚宴    

                     陳校長向各人介紹 “補習天地”運作流程      與林奮強伉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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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義補現況義補現況義補現況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12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學生人數：559 人 

義務導師人數：687 人 

配對總數：196 人 

南亞學童中文補習班：12 人 

 

 
 
 
 
 
 
 
 
 
 
 
 
 
 
 
 
 
 
 
 
 
 

新加入義師新加入義師新加入義師新加入義師 ( ( ( (1111----8888----2012201220122012 至至至至 31313131----8888----2012201220122012))))    
    Jason Ng  馬國權  鄭宗嶺  朱悅芬  陳俊榮  鄭翔浚  關曉德  盧雪瑩  曾詠智  董佩芝   鄭嘉儀  何贊輝  譚仲暉  陳嘉軒  劉學慧  黃語恩  崔潔瑩  蔡素英  鍾柏欣  何嘉敏 馮敏婷  余彩欣  趙詠嫻  劉乃健  Li Lei  岑雅言  黃穎琪  鄧庭煊  秦穎璇  陳其盛   楊澤欣  洪志暢  Daisy Tsui  黄翎  鍾恒康  劉慧珊  梁浩林  周然  徐穎晴  黃泳鍶   丁俊龍  吳凱齡  晁岳熙  陳曦憧  李蓉  陳寶兒  徐寶鈞  陳家昇  Jo Jo Lee  Jackal Lai   黃泳棋  楊龑飛  曾嘉雋  陳晶   陳蕙珊   黃慧玲  伍志傑  吳萃琳  董禎  李泳燊   Koon Ho Yan  黃樂詩  楊世杰  黎的其  楊月芳  陳志滔  李啟聰  麥珮珊  余海量 葉靜宜  鄒樂恒  李光耀  劉崇詩  周善衡  譚穎騫  李賜樂  黃穎妍  吳靜彤  黄彥珊 陳煒豪  翁振元  陳月華  何德志  梁桂嫦  葉祖成  溫淑慧  鍾雨菁  王志祥  王國鴻   廖廣業  姚志成  俞本豪  黃肇朗  梁可榆  葉敏琪  區敏華  鄭楚穎  陳詩瑤  李曉芝 張樂怡  呂旭豪  葉少華  鄧麗盈  林梓楷  Anissa Ng 謝宇軒  陳文懿  馮啟恆  鍾忻龍 Yuet Ngor  盧婉霞    鄭道強  鍾振聲  黃應雄  陳奕尤 王嘉曜  姚穎嘉  胡慧怡  吳慧珠   王明傑  葉啓歡  吳凌鋒  黎嘉良  杜威民  楊丹維  郭子軒  陳塱日  Caroline Chan   馮曉蕾  陳雅莉  任鳳儀 文佩英 踏雲 李詠恩 黃麗京 王家璧  梁力恆  譚瑞龍  梁靖瑤 黃錦汶  趙淑嫻  林子欣  陳梓迎  梁靜華  吳巧晴  謝維忠     

****衷心感謝上述義衷心感謝上述義衷心感謝上述義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師的無私參與師的無私參與師的無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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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配對新增配對新增配對新增配對 (2012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導師陳耀初 + 學生胡凱琳 (將軍澳)     導師林詠湘 + 學生魏明俊 (油塘) 

導師陳笑英 + 學生鄧建歡 (美孚)  導師鐘柏欣 + 學生黃文俊 (荃灣)  

導師趙穎妍 + 學生林彥君 (柴灣)     導師李俊熙 + 學生符耕 (大圍) 

導師陳佩珊 + 學生林穎 (柴灣)      導師梁伊穎 + 學生譚嘉駿 (觀塘) 

導師鄭瑞芬 + 學生余洵鏗 (觀塘)       導師馮曉蕾 + 學生胡卓文 (上水) 

義師鍾恒康 + 學生徐發成 (柴灣)       導師葉靜宜 + 學生黃曉儀 (美孚) 

義師黃錦汶 + 學生黃柏炎 (屯門)        

導師梁浩賢 + 學生王子健 (觀塘) 

義師萬懷恩 + 學生鄭慧盈 (元朗)        

導師羅安怡 + 學生嚴正朗 (油塘) 

義師洪瑞琼 + 學生張浩文 (將軍澳)      

導師盧紹熙 + 學生林鑫志 (九龍灣) 

義師陳頌恩 + 學生霍朗然 (銅鑼灣)      

導師張凱欣 + 學生張錦鴻 (黃大仙) 

義師梁君奇 + 學生黎穎德 (黃大仙)      

導師梁靖瑤 + 學生游子煒 (屯門) 

義師陳詩瑤 + 學生郭芷媃 (上水)        

導師劉學慧 + 學生譚逸晴 (荃灣) 

義師周無悔 + 學生何林洺 (樂富)        

導師陳文懿 + 學生張曉輔 (何文田) 

義師陳寶兒 + 學生張俊豪 (張俊豪)      

導師甘玉潔 + 學生禢芷盈 (樂富) 

義師徐寶鈞 + 學生馮智謙 (觀塘)        

導師杜威民 + 學生陳琳媛 (慈雲山) 

義師鍾振聲 + 學生張傑明 (何文田)      

導師鄭楚穎 + 學生吳昊蓒 (藍田) 

義師林子欣 + 學生李俊壹 (屯門)        

導師楊丹維 + 學生鄭浩楠 (黃大仙) 

義師文佩英 + 學生吳寶仙 (天水圍)      

導師胡慧怡 + 學生謝婉雯 (慈雲山) 

義師吳慧珠 + 學生馮楚婷 (土瓜灣)      

導師馮啟恆 + 學生秦昊 (土瓜灣) 

義師李子軒 + 學生胡卓軒 (上水)        

義師陳塱日 + 學生曹煜棋 (元朗)        

義師張士忠 + 學生周業智 (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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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師嘉許義師嘉許義師嘉許義師嘉許    
 

以下義師已為學生服務超過半年，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鄭詠恩     

Elise Tse     

劉筠皓     

蔡德文    

    
    
學生分享學生分享學生分享學生分享    
 

    自從參加了這個免費補習班後，對我的幫助非常大，亦有很大的益處。 

  首先在學業上的幫助，得到了補習老師的幫助，令我的學科成績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其中

以數學科的進步最大，最明顯，更在下學期的考試裡得到了 94 分的高分數。 

  之後在待人處事方面，補習老師亦教導了我很多東西，又用他自身的個人經驗教導我努力

讀書，我本身都算是一名不努力的人，但補習老師也很有恆心地教導我，鼓勵我。因得到他的

悉心教導，自己懶散的缺點也得到了改善。 

  最後在家庭負擔方面，因一般的私人補習都很昂貴，今次的免費補習真的為我家減少了負

擔。我亦希望有更多人因這個免費補習而得到幫助。 

    
                                                                                                     賴進喜 

 

 

 

物資募捐物資募捐物資募捐物資募捐    
    
我們需要下列的教學物資，新舊不拘，我們樂意上門領取。 

 

1) 手提電腦 / 平板電腦 

2) 播音器材(音響組合、小露寶、大聲公等) 

3) 新高中學制 (高一至高三) 中、英、數練習及模擬試題 

4) 小學中英數練習教材 

5) 文具(紙、筆、簿、塗改液、CANON打印機墨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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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募捐計劃四一募捐計劃四一募捐計劃四一募捐計劃」」」」捐款鳴謝捐款鳴謝捐款鳴謝捐款鳴謝    

    

    

    

 
 
 
 
 
謹向以下四位善長致謝，多謝他們於 8月份開始參與「四一募捐計劃」，我們衷心感謝！ 
 

 

 

 

善長芳名善長芳名善長芳名善長芳名 捐款期數捐款期數捐款期數捐款期數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鐘銑玲女士 年捐 HK$1,200 

陳業森先生 年捐 HK$1,200 

馮一雷先生 年捐 HK$1,200 

詹燕珠女士 年捐 HK$1,200 

周文芝女士 年捐 HK$1,200 

陳志峰先生 年捐 HK$1,200 

劉偉棠先生 年捐 HK$1,200 

周德榮先生 年捐 HK$1,200 

郭浩庭先生 年捐 HK$1,200 

鄺英偉先生 年捐 HK$1,200 

趙清淮女士 年捐 HK$1,200 

陳慕顏女士 年捐 HK$1,200 

譚泳楠女士 年捐 HK$1,200 

狄慧英女士 年捐 HK$1,200 

陳寶蓮女士 年捐 HK$1,200 

林國強先生 年捐 HK$1,200 

梁穎文女士 年捐 HK$1,200 

黃韻姿女士 年捐 HK$1,200 

蘇育明女士 年捐 HK$1,200 

Mr Luk Shu Wing 年捐 HK$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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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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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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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鳴謝善款鳴謝善款鳴謝善款鳴謝 (1-8-2012 至至至至 31-8-2012) 

在 8月，我們共得到下列善心人士非指定用途的捐款，我們衷心感謝！ 
善長芳名善長芳名善長芳名善長芳名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鄧保俊 HK$300.00 

Shirman Tang HK$300.00 

Mr Luk Shu Wing HK$1,200.00 

Mr Lau Kit Shun HK$1,000.00 

Chan Kam Yiu Patrick HK$3,000.00 

周二旅行隊慈善基金 HK$3,730.00 

Franklin Lam Fan Keung HK$115,440.00 

關詠彤 HK$100.00 

李鑑源 HK$1,000.00 

蕭穎琳 HK$300.00 

袁澤生 HK$5,000.00 

Lau May Sin HK$500.00 

陳家寧 HK$1,000.00  
指定用指定用指定用指定用途捐款途捐款途捐款途捐款    

在 8月，我們獲得的指定同途捐款來自張慶華慈善基金，該款項將會用作一名義師統籌員的一

年薪金，及時薪代課導師的支出。我們衷心感謝！ 

張慶華慈善基金 HK$15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