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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動態
英文「急症室」

這是一個「急症室」，以小班形式幫助小朋
友去建立穩固良好的英文根基，讓他們可以
跟得上學校的進度。

兒童遊戲治療

我們的「特殊學習需要支援中心」已初步推
出兒童遊戲治療，讓小朋友在遊戲當中表達
他們的情緒。這是需要家長的配合和同行，
所以每位小朋友的家長會同時接受家庭輔導
去先處理自己的情緒，再接受指導，讓他們
在家裏也可以幫助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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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互補教育基金」的誕生

隨着 2020 年的結束，我們在望覺堂的「生命
互補事工」已正式於 2020 年 12 月 8 日轉為一
所獨立的非牟利機構，名為「生命互補教育基
金」。我們現在有獨立的辦公室，位於旺角基
督教大樓 12 樓。

「生命互補」的口號「你們的孩子也是我們的
孩子」表達了我們的異象和使命。我們一直希
望可以走入社會裏面有需要的家庭內，與他們
同行，和他們一起照顧孩子們身、心、靈的成
長，因為我們視他們的孩子如我們的孩子一樣
去愛護和教育。

作為一個非牟利機構，我們有更大的空間和機
會去作新的嘗試，發展更多不同的服務，幫助
有需要的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生命互
補教育基金」的誕生是我們一個新的里程碑，
也可成為我們追求夢想的温床！

行政總裁的話

適合有學習障礙兒童的英文輔助班

我們的「特殊學習需要支援中心」也初步推
出了適合有學習障礙兒童的英文輔助班。這
個輔助班由專業人士先去了解小朋友有甚麼
學習障礙，再去釐定個別小朋友的學習課
程，以提升小朋友學習的興趣和信心，及給
予適切的輔助及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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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生命互 補教育基金

功課溫習室功課溫習室 接待處接待處

英文英文閱覽室閱覽室

輔導面談室輔導面談室 活動室活動室

兒童遊戲治療室兒童遊戲治療室

益智遊戲室益智遊戲室
前排前排：：謝丕慈、吳美玉、曹婉怡謝丕慈、吳美玉、曹婉怡
後排後排：：關家玲、黎智美、趙紹坤關家玲、黎智美、趙紹坤

感謝我們的裝潢團隊感謝我們的裝潢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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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神真是會放棄這些孩子嗎？」我倆一同感到這班孩子是十分值得
及需要幫助的，但首要的條件是要把他們視作自己的孩子去看待，「生
命互補」的口號「你們的孩子也是我們的孩子」便因此誕生了。

由開始時只有十多名兒童報名，幾年後我們服事的兒童及家長接近 150
人，至疫情發生前，最高出席人數（家長連學生）已達 400 人，我們看
到孩子的學業，自信，及家長情緒也得到改善。我們亦感受到「生命互補」
可以有更多和更大的發展空間，去支援更多基層和有需要的家庭，所以
我們決定成立一所獨立慈善機構，去提供更多適切的服務給他們。

隨著「生命互補」的成立，十分感謝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以非常優惠的
租金，使「生命互補」能租用 12 樓全層。希望大家日後能齊心合力，提
供多元化的家庭及教育服務，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將福音傳給他們，
最重要的是將神的愛和人生的盼望帶給他們。

現時參與「生命互補」一起服事的義工已超過一百人，人數還在不斷增長。
願主賜福給各人，及親自報答每一位的付出及辛勞。

專訪「生命互補教育基金」信託委員會成員 - 梅浩洲律師

「生命互補教育基金」( 以下簡稱為「生命互補」)，在 2020 年 12 月 8 日
在公司註冊處正式成立，而在同月 28 日由稅務局認可為慈善機構。在 2021
年「生命互補」將會正式以一個獨立慈善機構開始運作，並已租用基督教
大樓 12 樓全層作為辦公室。

回想「生命互補」成立的背景，源於在十多年前我太太已多次向我提出希
望替一些負擔不起昂貴補習費的低收入及新移民家庭子女補習英文。她想
在大角咀、深水埗或旺角租用商業單位，替八至十名孩子補習，但我認為
這只可暫時解決他們在英文學習上的困難，並不能幫助他們在生命成長的
過程中每天面對生活上的各種問題。我提議在教會裏成立補習班，每一位
兒童進入英文補習班的同時也必須參加主日學，而其家長亦須出席家長組，
讓他們認識神，在人生中感受到愛及希望，而教會的「生命互補」事工亦
在 2014 年正式成立及展開。

我們接觸到的孩子都十分好學及聰明，中文和數學的成績普遍都很好，惟
獨英文則大致只得 10-20 分。看見他們父母失望（甚至絕望）的表情，我在

我們的故事我們的故事

( 註：梅浩洲，又名「梅叔叔」。他是一名全職律師，是現時「生命互補」三位信託委員會成( 註：梅浩洲，又名「梅叔叔」。他是一名全職律師，是現時「生命互補」三位信託委員會成

員之一。他的義務工作包括在每星期六、日的互補家庭聚會中非常感性地給孩子們講聖經故員之一。他的義務工作包括在每星期六、日的互補家庭聚會中非常感性地給孩子們講聖經故

事，所以孩子們習慣親切地稱他「梅叔叔」。)事，所以孩子們習慣親切地稱他「梅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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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七年的英文班

內，我們接觸到不少有特殊學

習需要的孩子。我們的「特殊學習

需要支援中心」，致力為這些兒童提

供多元化的服務，包括遊戲治療、

家長輔導以及為讀寫障礙兒童

而設的支援服務。

特
殊

學
習需要支援中

心
特

殊

學
習需要支援中

心
每週的家長組，英文班

及兒童聖經班，給我們一個平

台去認識在我們當中的家長，幫

助他們，及將神的愛和盼望帶入

他們的家庭。

互補親子館互補親子館

親子館是我們的另一個

夢想工程，除了提供安全舒適

的親子共玩空間，也希望能推出各

式育兒及親職教養的講座、課程和

親子活動，讓家長和孩子在歡

笑聲中一起學習和成長。

互補福音中心互補福音中心

核心 服務核心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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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被
服事的家長及孩童人數

義工人數

我們的發展我們的發展

‧英文班
‧家長組
‧聖誕兒童英語音樂劇

‧義補
‧英文閱覽室
‧家長輔導室

‧兒童暑期興趣班
‧兒童週末興趣班

‧兒童遊戲治療
‧特殊學習需要支援
‧英文急症室

過去七年來，我們服事的
人數和參與服事的義工有不斷上升

的趨勢，我們所推出的服務也因應需要
而一直增加。雖然 2020 年的疫情令到我們
服事的人數有少許回落，但他們的需要不
減，我們推出的服務也因應疫情而作

出了不少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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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講員：梅浩洲

統籌：謝丕慈

課程統籌小組：
趙紹坤、吳美玉、陳玉君、謝丕慈

組長：
凌紹祥、呂志培、葉玉萍、黃護明、
郭懿敏、李潔才、陳翠薇、王永麗、
吳美玉、黃璇苑、陳玉君、梁振初、
吳靜文、江寶珠、何淑儀、何小碧、
趙紹坤、李惠芳、李金鳳、謝丕慈

家長組

受託人委員：
陳應城、余宗嶽、梅浩洲

榮譽顧問：陳志堅

行政總裁：謝丕慈

財務總監：吳美玉

發展總監：陳翠薇

事工幹事：
梁美儀、袁謙晴、劉耀輝、陳妙香

管理 /行政
統籌：
范昭華、譚小文、謝丕慈

課程統籌小組：
范昭華、劉芸莉、梁婉瑩、梁世敏、
陳龐婉貞 (K2 課程資源 )

英文班

統籌: 謝丕慈

課程統籌小組：
葉德慧、許秀娟、黎黃美玲、謝丕慈

導師 : 
鄒美華、袁謙晴、賴雅儀、凌銦澤、
朱琪妙、陳婧同、柯秀花、黃梓軒、
伍寶珠、葉曉晴、鄭永儁、梁婉瑩、
盧曉琳、林寶祺、李思嬅、張家希、
張秀慧、嚴嘉敏、黎黃美玲、楊慧、
許秀娟、黃杰思

跳豆聖經班

K1導師：
周愷穎、郭錦恩、蘇朗希、張齡山、
林汭縈、唐天欣

K2 導師：
吳麗怡、彭家悅、麥意昕、李澄如、
羅國斌、簡懿婷、蔡衛兒、梁樂君、
周肇勤、Joana Cadang

K3 導師：
唐立基、羅德彰、陳妙香、嚴嘉敏、
陳寶儀、黃文姵、劉秀雯、曹承道、
何心蕾、凌銦澤、陳洛晴、劉秋瑩               

P1 導師：
王筱諭、韓卓曈、黃藹怡、廖凱霖

P2 導師：
鄭永儁、范麗琪、陳碧麗、韋奕秀

P3 導師：
古逸華、許敬略、謝大文、容美霞、
鍾惠玲、陳嘉琪、黃瑞龍

P4 導師：
劉兆欣、葉明深、蒋房嘉晟、余俊健、
陳子灝

P5-6 導師：
高誠德、任樂瑤

特殊需要班導師：
朱鳳珠、蔡美珍、謝琬琳、林仲詩、
秦小婷、何曼虹、陳潔玲、蔡衛兒、
何漢銳、翟鍵洋、黃映樺

我們多謝你 !

兒童治療師
及家長輔導

尹秀儀、李金鳳、陳凱盈、李笑蓮、
羅偉強、范嘉雯、唐凱欣、李帆

義工團隊
(截至2020 年 12 月 )

( 排名不分先後 ,恕不稱呼 )

籌委

非牟利機構籌備委員會：
謝丕慈、劉芸莉、范昭華、吳美玉、
陳翠薇

裝潢及總務委員會：
吳美玉、黎智美、關家玲、曹婉怡、
趙紹坤

(2020 年 1-1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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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服務
加入義工團隊

如果我們的事工感動你，歡迎你加入我們的義工團隊，以義工身分和我們一起服事家長和小
朋友。有興趣參與事工的朋友，請填妥並交回以下申請表 (Whatsapp 9768 7920 或交回辦公
室，辦公室地址刊登在下頁 )。

閣下可以金錢奉獻來支持本機構的運作，讓我們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我們的行

政和導師團隊全是義工，但是我們每年的營運經費仍需要大約港幣一百五十萬元。請以

劃線支票奉獻，抬頭請寫「生命互補教育基金受託人法團」, 或“The Incorporated 

Trustees of S.O.A.R. Education Foundation”。

（捐款總額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憑本機構發出之奉獻收據，在香港申請扣減稅項。）

姓名 性別

電郵 電話

地址

閣下有興趣的事工項目（請參考服務表）

新學年英文班報名

新學年的英文班已於 2020 年 10 月開始，有興趣報讀的 K1 至小六學生，可以填妥並遞交以
下報名表 (Whatsapp 9768 7920 或交回辦公室，辦公室地址刊登在下頁 )。學生也可以在辦
公室索取報名表。

學生姓名 性別

家長姓名 ( 與學生的關係 ) 電話

地址

學校名稱 報讀年級

活動 時間 最新資訊

家長組 週六下午 2:15-3:00
週日上午 9:15-10:00

線上 (Zoom) 親子聚會

跳豆聖經班 週日上午 9:15-10:00 線上 (Zoom) 親子聚會

K1 英文班 週六下午 3:15-3:45 線上 (Zoom) 課堂

K2 英文班 週六下午 3:15-3:45 線上 (Zoom) 課堂

K3 - P6 英文班 週日上午 10:15-12:00 線上 (Zoom) 課堂
不同班級有不同時段

特殊學習需要英文班 週六下午 3:15-3:45
週日上午 10:15-10:45

線上 (Zoom) 課堂

英文閱覽室
(包括故事時間 )

週一至週六 暫停

兒童興趣班 週六下午 2:00-5:00 暫停

兒童特殊學習需要支
援中心 ( 包括遊戲治
療、英文輔助班 )

按需要安排 有需要者，請聯絡本機構梁姑娘

家長輔導面談 按需要安排 有需要者，請聯絡本機構梁姑娘

家庭探訪小組 按需要安排 有需要者，請聯絡本機構梁姑娘

義補 按需要安排 有需要者，請聯絡本機構梁姑娘

其他服務 按需要安排 請留意宣傳單張

奉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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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互補教育基金

地址：九龍旺角弼街 56 號基督教大樓 12 樓
電話：2768 8300 
電郵：admin@soarfoundation.edu.hk
網址：www.soarcommunityhk.com

S. O. A. R.
© S.O.A.R. Education Foundation

聯絡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