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天地通訊 (2013 年 1 月號) 

陳校長的話 

 

各位義師朋友、家長、學生、各位朋友： 

 

順利踏入 2013 年，表示【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在各位的支持下，

得以繼續運作，特此感謝各位。 

本月我們分別獲新城電台、無線電視新聞透視、中國日報、香港佛教

聯合會轄下的刊物邀請進行訪問。訪問出街後，義師的報名人數急增

近 40 名。很感動社會上有著不少熱心的巿民，願意犧牲個人的時間，

為弱勢的學童提供學習的支援。衷心感謝你們的熱誠和支持。 

過去我們一直用不同的途徑招募義務導師，藉此加快可以配對的師生

數目。然而，由於配對涉及地區、科目、程度及時間等因素影響，致

仍有不少已登記的學生等候配對。有感大學及大專生的時間較為彈

性，因此，我們正積極聯絡各大專院校，希望能獲更多的大學及大專

生加入我們的義師行列。 

為籌募經費，我們特別一連三日，於土瓜灣辦事處舉行義賣，感謝替

我們派發傳單的義工們。是次籌得的款項逾七百元。非常感謝蒞臨參

與義賣者的支持，日後我們將繼續利用不同的途徑籌募經費，屆時還

請各位繼續多加支持。 

另外，感謝樂心會過去一直捐助我們部份的日常經費。由本年一月開

始，為期六個月，繼續資助我們日常經費及義師的交通津貼。亦特此

感謝不領取此項津貼的一眾義師們，讓我們將費用撥作支援弱勢家庭

子女的學業援助。 

最後，再次感謝大家，在此謹祝各位「蛇年」龍馬精神，事事順利!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陳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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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及預告 
 
 
1)   1 月 3 日參與「新聞透視」拍攝 

陳校長獲無線電視節目「新聞透視」邀請參與拍攝，講述陳校長免費天地的服務對象及

工作。節目已於 1 月 19 日晚上播出，各位亦可於網上重溫該節目。 

   
  

 

2)   1 月 6 日開始功夫興趣班 

為讓經濟有困難的學童得到平衡身心的發展，義師葉家昌先生主動表示於逢星期日上午

開辦基礎功夫班，教授小學生認識基礎功夫。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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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月 15 日出席「新城電台」訪問 

陳校長應新城電台「香港人情味」節目邀請，聯同義師鮑漢傑一同接受訪問，與聽眾分

享義務補習的成立及感受。訪問已於 1 月 20 日晚上播出。 

 

4)   1 月 18 日接受「China Daily」記者訪問 

陳校長於 1 月 18 日接受〈China Daily〉（中國日報）的記者專訪，談及經濟與社會教育的

關係。當中同時談及「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的創辦，正是為社會上備受忽略的青少年

提供學習上的援助。 

 

5)   1 月 21 - 23 日愛心義賣會 

為籌募經費推行免費補習，讓有經濟困難的青少年獲得學業上的支援，我們特別一連三

天舉行「愛心義賣會」。是次共籌得款項$747。日後，我們仍會繼續舉辦同類活動籌募經

費，希望今次未能抽空支持的你，下次蒞臨支持。 

           

 

6)   1 月 24 日到香港大學商議召募義師工作 

為招募更多義師，陳校長專程到香港大學與該校學生事務發展的教授商議有關安排，希

望藉此讓更多大學生認識我們的理念，為更多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服務。 

 

7)   1 月 31 日接受《香港佛教》月刊訪問 

陳校長接受香港佛教聯合會出版的刊物《香港佛教》的專題訪問，與讀者分享感受，暢

談非主流學生面對的問題，教育理念，以及共融平等的感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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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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推行三個多月。以下為計劃推行現況： 

 

截至 2013 年 1 月 15 日，導師人數共 23 位，新增配對的補習共 4 對： 

 

導師梁凱盈 + 學生廖凱怡 （天水圍） 

導師葉家昌 + 學生符耕 （沙田） 

導師柯宇駿 + 學生黎軒 （沙田） 

導師鮑漢傑 + 學生陳星炎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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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3 年 1 月 15 日) 
 

湯廷玉 陳樂心 何鳳翎 何堅慧 

劉健雯 黃啟祥 蒙曙光 葉珮珊 

楊雪怡 周同 何思慧 雷珮琪 

劉駿煒 韓健琳 陳敏彤 陳承恩 

Nam Lai Yung 鄧潤生 鄺潔心 吳翹敏 

陳愛珍 梁永承 梁日 黄立舜 

胡雪姬 張安舒 黃鎧澄 林婷儀 

陳旭暉 Eric Lin 姚發英 陳小紅 

莫兆軒 Macy Liang Jonny Tong 鄧曉旻 

 冼瑞文 Charlie Chan 郭頌賢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參與 
 

 
 
義補現況 (截至 2013 年 1 月 15 日) 
 
學生人數：757 人 

義務導師人數：930 人 

配對總數：362 人 

南亞學童中文補習班：12 人 

 
 
新增配對 
 
導師李清怡 + 學生雷詠喬 （屯門） 

導師鍾蛓華 + 學生盧寶正 （天水圍） 

導師陳慧嫻 + 學生呂育暉 （天水圍） 

導師吳浩然 + 學生林沅澤 （青衣） 

導師吳明麗 + 學生肖竣軒 （沙田） 

導師文佩英 + 學生方家富 （天水圍） 

導師施振鳴 + 學生黎伊洛 （觀塘） 

導師施振鳴 + 學生黎尚澧 （觀塘） 

導師關晉謙 + 學生區健朗 （沙田） 

導師梁冰明 + 學生陳翠思 （觀塘） 

導師劉駿偉 + 學生李嘉榮 （坑口） 

導師鄧家餘 + 學生王琮靖 （東涌） 

導師鄭念儀 + 學生黃翠思 （大埔） 

導師 Sacha Cheung  + 學生余崇輝 （沙田） 

導師 Ricky Leung + 學生吳曉東 （黃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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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師嘉許 
 
截至 2013 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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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樂其              戚幗珍                    崔浩泉 
曹嘉欣              何亮德                    黎仲廉 
甄拔濤              譚羨昌                    方富僑 
 
 
截至 2013 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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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耀初    陳佩珊    梁穎妍 

陳覺聖    梁曉婕          鍾恒康 
鄭瑞芬    洪瑞琼          梁君奇 
林詠湘    鍾柏欣          李俊熙 
葉靜宜    梁浩賢 盧紹熙 
張凱欣              鄭楚穎                    劉學慧 
鍾振聲              陳文懿                    杜威文 
楊丹維 
 
 
 
義師分享 
 

I am a retired teacher, working as a part time tutor in Principal Chan’s free tuition center. Recently I 

accept a mission which I have never tried before. The student comes from china and is now studying 

F.4 in an Anglo-Chinese School. My duty is to improve his spoken English and written English. 

 

I notice that the student’s penmanship is not up to standard. Besides he sometimes mixes up some 

alphabets. To tackle with this problem, I show him how to write the alphabets properly. I request him 

to read every paragraph in the essay after me. On occasion when he cannot read some difficult words, I 

tell him how to pronounce. As far as writing is concerned, I demonstrate to him how to write complete 

sentences.  

 

I am aware that learning and improving English is not an easy job when compared to mathematics. 

Indeed, it is time taking and usually it takes months and ever years to reach the standard of 

communicating English.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from the mainland have not encountered English when 

they are in the primary school. They have to face English only in their secondary schools. My 

suggestion is that the students in china have to learn English as early as in their kindergarten stage. 

 
Tutor - Cheung Sze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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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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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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en Wai Keung David 700.00 

Mr Franklin Lam Fan Keung 57,720.00 

Ms Lee Bo Tin Royce 1,000.00 

Ms Shiu Cheuk Wui 500.00 

甘國威先生 500.00 

鄧潤強先生 1,000.00 

曾敏麗女士 20,000.00 

胡維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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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先生 手提電腦 

鍾小姐 手提電腦 

關詠彤小姐 文具 

劉小姐 教材 

潘小姐 電子辭典 

蕭源先生 書籍 

 

 
 
物資募捐 
 
我們需要下列的物資，新舊不拘，我們樂意上門領取。請致電 3621 0925 或電郵

info@eoe.org.hk 與我們聯絡。 

 

1) 平板電腦 

2) 過膠機（A3） 

3) 切紙機 

4) 釘裝機 

5) 擴音器材(小露寶、大聲公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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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小學中英數練習教材 

8) 文儀用品 (封箱膠紙、雙面膠紙、單行簿、膠水、Brother LC77XL 打印機墨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