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5 兩地一心 - 活動表
助學：24

青展：13

外來籌款：5

雨天晴：18

會務： 8

(1-4/2014 至 30/6/2015)
總共 68 個活動

(如建校活動中有送贈圖書，亦列作雨天晴)

活動編號及名稱

舉行日期

舉行地點

活動內容

負責人 / 聯絡人
/主辦團隊

(1) 天青社- 第二次
十八區活動

05-04-2014

粉嶺百福田心
遊樂場及附近

是次活動讓參加者透過書寫及/或
繪畫分享自己「笑的原因」，建立

天青社
Joanne Li

行人路

一個分享快樂的平台，並從中思考
每個人認為能令自己快樂有價值
的人和事，亦為出席人士蓋上印章
及拍照留念。

''Be the Smilist''

人數 / 簡報 / 備註

(2) AP36 籌款活動

06-04-2014

惠州一中

舉辦服務及義賣籌款、拍賣會，善 AP36 團隊
款用於資助貧困但品學兼優的學 Cathy Luk
生繼續完成高中學業。
Dixon

籌得善款 HK$44,225

(3) “Hand in Hand,
Step by Step” 慈善
畫展及親子畫藝工
作坊

15-04-2014
14-05-2014

Shelter Lounge
上環新街 5-13
號環球大廈地
下

Lea is Me 愛德教育基金籌款活動
Andree Lee
1. 慈善畫展: 15/4/2014 – 14/5 2014
2. 親子畫藝工作坊: 21/4/2014

籌得善款 HK$21,932

(4) 貴州台江縣、都勻市 18-04-2014
助學活動

貴州台江縣及
都勻市

1. 認識申請資助新生並家訪瞭解
學生家庭實況
2.與受資助學生聚會加以關懷和鼓
勵為學生精神上加添動力

貴州台江助學組

(5) 突破 48 惠州探訪
惠澤童心復活行

惠州

服務對象: 惠州小學生及特困戶
籌款目標: HK$50,000

Sukie
突破 48 團隊

18-0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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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 Kan

籌得善款 HK$46,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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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天青社-第三次
十八區活動

(1-4/2014 至 30/6/2015)

03-05-2014

屯門文娛廣場
噴水池旁

此活動將走訪全港 18 區，將笑容 李頌欣 Joanne Li
帶到香港每一個區域，讓參加者透 天青社
過書寫、繪畫分享自己「笑的原
因」，建立一個分享快樂的平台，
從中思考每個人認為能令自己快
樂及有價值的人和事。

(7) AP37
愛與夢飛翔壘球比賽

09-05-2014

天光道壘球場

(3) 壘球比賽門票收入用於助學。

(8) GP20
「兒童節 童我玩」

01-06-2014

尖沙咀文化中
心露天廣場

大型親子活動 「兒童節 童我玩」 GP20 團隊
重建甘肅中塬小學
Leo Yuen
Maggie Wong

(9) 廣東懷集助學
探訪活動

14-06-2014
15-06-2014

廣東省懷集縣
懷集中學及文
星兒童福利院

1. 一對一資助人與學生會面
2. 安排資深義工向高三學生分享

(10) AP39
送愛到廣西

28-06-2014
29-06-2014

廣西豐田小學

家訪、探訪豐田小學學生，捐贈文 AP39 團隊
具，預留捐獻獎學金予學校，以作 Ricky Chan
鼓勵學生們發奮努力讀書。

(11) AP40

02-08-2014

韶關市新豐縣

捐贈文具、與學生交流、家訪學生 AP40 團隊

遙田中學

派發文/參觀校園/電腦室
籌款目標：港幣 15 萬
善款運用：

''Be the Smilist''

韶關夢想童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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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鎮聲 Sing

HK$100,000

扣除活動支出
籌得善款 HK$510,000

懷集助學團隊
Sunny Chilk

丘莉 Lily

籌得善款 HK$1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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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4 至 30/6/2015)

1. 購買 52 台全新電腦予學校
2. 文具
3.獎學金
(12) 親子助學
懷舊同樂日

09-08-2014

梁顯利油麻地
社區中心

透過懷舊遊戲攤位及懷舊小食為
懷集助學團隊
懷集助學基金籌款，用作懷集大學 Sunny Chilk
生資助計劃。
Joyce Chung

籌得善款 HK$123,901.79

(13) 江西大學生

09-08-2014

尖東港潮樓

透過江西學生分享、表演、拍賣

江西助學團隊

籌得善款 HK$291,378

為江西助學組籌款

Apple ,Man

籌款晚宴
(14) 廣西全州高二生
文利君同學特別醫
療費資助

14-08-2014

廣西全州

為文利君同學特別醫療費籌款。
廣西全州助學
文利君同學乃本會受助高中生，家 團隊
境貧困，但不幸患上急病，如延誤 羅啓昌、Tina Hui
醫治，恐生命有危。

(15) 全州頒發大學生
獎學金之旅

15-08-2014
18-08-2014

廣西全州

派發大學生資助計劃資助金給準
大學生

籌得善款 HK$108,000

廣西全州助學
團隊
陳尹珩

(16) 廣東懷集
助學探訪活動

23-08-2014
24-08-2014

廣東省懷集縣
懷集中學

派發大學生資助計劃資助金給準
大學生

(17)「孝愛共融耀長安」 30-08-2014
中秋孝敬長者活動

青衣北長安邨

送贈月餅、水果等禮物及關愛長者 「孝愛共融團隊」
Letty Chan, Midco
Ching, Felix Chan,
姜志娟等

(18) 建校驗收及開幕禮

雲南紅河州

到大羊街鄉中心小學驗收及進行

Joyce

開幕禮; 探訪姆雞白小學及新華小
學。

Philip Wong
Walter

(大羊街鄉、姆雞小
學及新華小學開幕)

12-0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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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集助學團隊
Sunny, Jonathan

捐助人：樂圓明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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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4 至 30/6/2015)

(19) AP 36
惠州一中探訪

14-09-2014

惠州一中

籌款資助 23 位學生的生活費, 探訪 AP 36 團隊
惠州一中學生。
Andrew, Cathy

籌得善款 HK$42,925

(20) 建造甘肅涇川
涇明鄉中學衛生間

9-2014

甘肅涇川

為建造涇川涇明鄉中學衛生間籌
款。

Sally Siu ,Sylvie
Mary 等捐贈

籌得善款 HK$60,000

(21) 兩地一心 2014
週年會員大會

19-9-2014

六國酒店

通過 1/2013-12/2013 年度由核數師
完成核數的財務報告。

兩地一心執委會
人力資源組

當日通過的是已核數但未有
董事簽署的財務報告，事後
才知道按公司法，需要通過
簽署之核數報告。故此，仍
需再召開一次會員大會。不
便之處，非常抱歉！

(22) 甘肅慶陽

26-09-2014

甘肅慶陽

與新申請的高一學生面談及

甘肅慶陽助學

籌得善款近 15 萬

助學探訪

30-09-2014

進行家訪活動

團隊
Sally Siu

(23) 山區圖書閣
甘肅慶陽驛馬小學

26-09-2014

甘肅慶陽

送贈圖書予甘肅慶陽驛馬小學

甘肅慶陽助學
團隊
Sally Siu

籌得善款 HK$22,000

(24) 甘肅高平镇寨子
小学山區圖書閣

26-09-2014

甘肅高平镇

送贈圖書予偏遠地區小學

512 彩虹計劃團隊
Tina Hui

籌得善款 HK$28,000

04-10-2014
05-10-2014

會址

透過活動安排：
1) 青少年根據自訂的計劃書達成

2014 青少年交流
團團隊

活動得到青少事務委員會資
助約 21 萬，另外，義工籌款

送贈
(25) 小領袖行動 第一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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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4 至 30/6/2015)

目標(包括學業, 關係及個人夢想),
從而將領袖質素於日常生活實踐.
2) 青少年從活動中, 加深對自我
的認識, 確認自己的價值.
(26) 山區圖書閣：
大羊街鄉中心小

09-10-2014
12-10-2014

雲南紅河州

學、姆鸡白小學、
利民新华小學

Cynthia Wu
Jen Leung
Ella Chan

約 6 萬 6 千。

由 Lea is Me 愛德教育基金
Andree
(Andree Lee)捐贈，讓雲南偏遠山區
小學擁有精美圖書。

(27) 貴州平塘縣
新生助學探訪

17-10-2014
20-10-2014

貴州平塘縣

與新申請的高一學生面談及
進行家訪活動

貴州平塘助學組
Multi Choi

(28) 山區圖書閣：
貴州西關小學

17-10-2014

貴州平塘

送贈圖書予偏遠地區小學

貴州平塘助學組
Multi Choi

(29) 江西宜春新生
助學探訪

18-10-2014
19-10-2014

江西宜宜春市

1) 與申請助學金的高一學生進行
江西助學團隊
面談及家訪，瞭解他們的實際情況
從而作出中肯的審批
Man Tam, Apple
2) 透過工作坊、遊戲等活動，讓
高二及高三的所有受資助學生得
到支持和鼓勵

(30) 旺灣小學開幕
及驗收

23-10-2014
24-10-2014

廣西梧州市蒼
梧縣

為新校開幕及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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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校長

籌得善款 HK$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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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4 至 30/6/2015)

(31) 江西宜黃、資溪
新生助學探訪

23-10-2014
26-10-2014

江西宜黃縣、
資溪縣

1) 與申請助學金的高一學生進行
江西助學團隊
面談及家訪，瞭解他們的實際情況 CK、Joyce
從而作出中肯的審批
Amanda 等
2) 透過工作坊、遊戲等活動，讓江
高二及高三的所有受資助學生得
到支持和鼓勵

(32) AP42 深圳華陽
特殊兒童康服中心

23-10-2014

深圳觀瀾

目標籌集捐款三萬，主要用於籌集 AP42 團隊
物資(日用品、電器)給特殊兒童。 Jennifer Yip

(33) 廣東懷集中學
新生助學探訪

24-10-2014
26-10-2014

廣東省懷集

1. 認識申請資助新生並家訪瞭解
學生家庭實況
2.與受資助學生聚會加以關懷和鼓
勵為她他們精神上加添動力

籌得善款 HK$42,320

懷集助學團隊
Sunny, Jonathan

(34) 夢想的力量
學界大型比賽
閉幕禮

25-10-2014

鑽石山荷里活
廣場

青少年交流團「甘肅之旅」的配合 青展組
活動- 學界大型比賽「夢想的力
YY
量」
， 比賽宗旨是推動全港中學生
追求夢想、為夢想起航!

共 27 間學校參與。
當日表演嘉賓：
鍾卻漫、洪傑等

(35) GP21
香港節，多好事

26-10-2014

維園足球場

重建江西長平鄉小學

GP21 團隊
Freeman Lui

扣除活動支出
籌得善款近 40 多萬

(36) 康宏義工團隊

30-10-2014

廣西蒼梧

1. 與新申請的高一學生面談及

康宏義工團隊

籌得善款約 14 萬

廣西蒼梧
新生助學探訪

02-11-2014

進行家訪活動
2. 扶達小學捐贈圗書

Joycelyn,Tony
兩地一心：和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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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4 至 30/6/2015)

(37) 2015 年步行籌款
啓動禮

15-11-2014

六國酒店

為大型籌款進行啟動禮
大支票移交及頒獎
引發更多人支持

Donald ,YY, Tina,
羅啓昌 , Timmy,
Raymond, Man
Tam, Arthur
Kurri, Grace,
Wilson, Ella Chan

(38) 廣西蒼梧中學
新生助學探訪

21-11-2014
23-11-2014

廣西蒼梧

與新申請的高一學生面談及
進行家訪活動

廣西蒼梧助學
團隊
和哥，Murray,
Terence

(39) 甘肅涇川助學
探訪新生

28-11-2014
01-12-2014

甘肅涇川

與新申請的高一學生面談及
進行家訪活動

甘肅涇川助學
團隊
Alex Ho

(40) 廣東懷集一中
新生助學探訪

05-12-2014
07-12-2014

廣東省懷集

1. 認識申請資助新生並家訪瞭解
學生家庭實況
2.與受資助學生聚會加以關懷和鼓
勵為她他們精神上加添動力

懷集助學團隊

(41) 兩地一心 EGM
「臨時會員大會」

19-12-2014

名都酒樓 - 金
鐘統一中心四
樓

活動公關： Kitty Pack
當日出席藝人：
鍾舒漫小姐、張志恒先生、
趙仲茹小姐

Sunny, Jonathan

通過 (1/2013 - 12/2013) 年度已由 兩地一心執委
核數師、主席及董事簽署的財務報 人力資源組
告

為能有足夠時間完成財務報
告並簽署，此次會議通過日
後將於 6 至 7 月才舉行周年會
員大會 AGM。

(42) 建校剪綵：

24-12-2014

江西余干縣

8 位捐助人家庭連同 8 位子女 (年
-7-

捐助人代表

此活動有年紀幼小的孩童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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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龍津小學
山區圖書閣送贈

齡 6-8 歲)共 22 人往江西余干縣為 Edwin Mok
新校剪綵，並完成：
UH 義工：和哥、
1) 送贈圖書
韓鎮聲、YY
2) 考察 2 所危校項目

與，但表現投入、積極，並
有所學習。行程亦很順利。

甘肅省窑店鎮

送贈圖書予甘肅省窑店鎮
3 所小學

512 彩虹計劃團隊
Tina Hui

籌得善款 HK35,000

(44) 「全州助學之旅」- 19-01-2015
資助廣西全州特困
學生蔣海燕和蘇月
香生活費捐款

廣西全州

為有需要學生發起的緊急支援

廣西蒼梧助學
團隊

籌得善款 HK$29,500

(45) 兩地一心「與你同
行」10 週年慈善步
行 2015

科學園

邀請到高禮澤教練擔任主禮嘉
Donald Cheung
籌得善款共 HK$1,581,002
賓，活動大使：鍾舒漫小姐、趙頌 YY, Tina, 羅啓昌 活動支出約 20 萬
茹小姐、張致恒先生
Timmy, Raymond,
Man Tam, Ella
Kurri, Kitty, Grace,
Wilson, Arthur, Leo

青衣北長安邨

探訪、送贈物資，關愛長安邨的長 孝愛共融團隊

(43) 山區圖書閣
甘肅省窑店鎮

28-12-2014

(1-4/2014 至 30/6/2015)

17-01-2015

3 所小學

01-02-2015

(46)「孝愛共融耀長安」 07-02-2015
新春孝敬長者活動

Tina Hui
羅啓昌

者，著名畫家麥錫忠先生為在場義 Letty Chan, Midco
工寫感謝狀，陳定漢先生義務寫揮 Ching, Felix Chan
春送贈長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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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4 至 30/6/2015)

(47) 小領袖行動 維園年宵義賣

08-02-2015
18-02-2015

維園

青少年一手一腳籌辦，由入貨、運 小領袖行動成員
輸、定價、銷售全由青少年自行負 Cynthia Wu
責。
Ella Chan

(48) 小領袖行動 第三週末

28-02-2015
01-03-2015

會址

透過活動安排：
1) 青少年根據自訂的計劃書達成

Cynthia Wu

目標(包括學業, 關係及個人夢想),
從而將領袖質素於日常生活實踐.
2) 青少年從活動中, 加深對自我
的認識, 確認自己的價值.
(49) 廣東懷集助學
探訪活動

28-02-2015
01-03-2015

廣東省懷集縣
懷集一中及懷
集中學

1. 一對一資助人與學生會面
2. 安排大學生與高三學生做升學
分享會

懷集助學團隊
Sunny Chilk

3. 安排到大學生家中拜年
(50) 2015 青少年交流團
- 義工簡介會

14-03-2015

尖沙咀麼地道
77 號華懋廣場
1220 室

讓義工了解活動精神、願景；了解 2015 青少年交流
活動結構、內容及義工角色等。
團義工
Joanna Chu, Joe
Tai, Ivy Yip, Ella
Chan, Felix Poon

(51) 貴州台江助學
新生探訪活動

21-03-2015
22-03-2015

貴州台江

與新申請的高一學生面談及
進行家訪活動

貴州台江助學
團隊
Raymond Leung

(52) 2015 青少年交流團
- pretrip 事前考察

22-03-2015
26-03-2015

雲南保山縣

為青少年交流團進行事前考察，確 Joanna Chu
保交流地區及學校能配合本會的
Joe Tai, Ivy Yip,
-9-

籌得善款 HK$32,884

2014-15 兩地一心 - 活動表

(1-4/2014 至 30/6/2015)

活動；並讓當地接待單位了解是次 昌昌
活動內容。
(53) 2015 青少年交流團
- Alignment Day

29-03-2015

觀塘開源道凱
源工業大廈 10
樓K

讓已參與的義工加强溝通，最重要 2015 青少年交流
是對活動有統一性的了解及期望。 團 A team 及義工
Joanna Chu, Joe
Tai, Ivy Yip, Ella
Chan, Felix Poon

(54) 建校剪綵 江西長平鄉小學
山區圖書閣送贈

02-04-2015
04-04-2015

江西長平鄉

捐助人為長平鄉小學新校剪綵，並 GP21 團隊
送贈圖書予該小學。
Ricky Chan

(55) 雲南祥雲助學
新生探訪活動

10-04-2015
13-04-2015

雲南祥雲

與新申請的高一學生面談及
進行家訪活動。

雲南祥雲助學
團隊
Tina Hui，羅啟昌

(56) GP22
「全港 OLD SCHOOL
大作戰」嘉年華活動

25-04-2015

荃灣沙咀道
江西雙溪口小學籌建；創造健力士 GP22 團隊
171-199 號遊樂 世界紀錄 - 太空波 (Zorb Ball) 接 Karson Leung
場
力賽、攤位遊戲、精彩表演、盆菜 Chris Kong
晚宴。

(57) 2015 青少年交流團
- 426 Fun Day

26-04-2015

將軍澳

凝聚交流團義工，加强彼此感情， 2015 青少年交流
創造團隊精神。
團 A team 及義工
Joanna Chu, Joe
Tai, Ivy Yip, Ella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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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活動支出
籌得善款近 60 萬

2014-15 兩地一心 - 活動表

(1-4/2014 至 30/6/2015)

(58) 廣西全州及蒼梧
探訪活動

08-05-2015
10-05-2015

廣西全州及蒼
梧

探訪高三學生，在高考前給予鼓
勵、支持。

(59) 新校剪綵
- 甘肅中塬小學
- 山區圖書閣送贈

10-05-2015

甘肅涇川縣

捐助人為中塬小學新校剪綵，並送 GP20 團隊
贈圖書予該小學。
Joyce

(60) 山區圖書閣送贈
甘肅公主小學

12-05-2015

甘肅涇川縣

並送贈圖書予該小學

512 彩虹活現計劃
Tina Hui
羅啟昌

籌得善款 HK$2,130

(61) 512 彩虹活現計劃甘肅涇川縣窑店鎮
中心小學鋪設操場

18-05-2015

甘肅涇川縣

為甘肅涇川縣窑店鎮中心小學鋪
設操場地面籌款。

512 彩虹活現計劃
Tina Hui
羅啟昌

籌得善款 HK$306,000

(62) 突破天使聯盟
【天使送暖】行動

23-05-2015
24-05-2015

廣東省懷集縣

探訪懷縣二小 、冷坑鎮龍村小學 雨天晴突破同學
及特困戶學生，並為學生完成精彩 團隊
有價值活動。
Winson To
Mon Shum

籌得善款 HK$56,750

(63) VQ124
懷集步崗小學山區
圖書閣籌款及服務

24-05-2015
25-05-2015

廣東省懷集縣

探訪步崗小學，並送贈圖書予該小 VQ124 團隊
學。
Cherie 黃美靜

籌得善款約 HK$20,000

(64) 2015 青少年交流團

31-05-2015

瑪利諾中學

「兩地一心」每年暑假致力籌辦青 2015 青少年交流

- 交流團資訊日
(簡介會)

義工：Tina Hui、
和哥、羅啟昌

少年交流活動，透過家訪、農務、 團 A team 及義工
服務等，擴闊兩地青少年思維，培 Joanna Chu
養團隊精神及活現領袖質素。
Joe Tai, Ivy Yip,
- 11 -

2014-15 兩地一心 - 活動表

(1-4/2014 至 30/6/2015)

簡介會乃讓參與的學生及家長了
解活動精神及行程大綱。

Ella Chan, Felix
Poon
廣東懷集助學
團隊
Sunny Chik

(65) 廣東懷集助學
探訪活動

13-06.2015
14-06.2015

廣東省懷集縣

1. 一對一資助人與學生會面
2. 安排資深義工向高三學生分享

(66) 2015 青少年交流團

27-06-2015

新界上水馬草

兩日一夜義工訓練，為青少年交流 2015 青少年交流

28-06-2015

壟展能運動村

團做準備，義工互相認識，建立團 團 B Team 及義工
隊；並了解山區情況。
Joanna Chu, Joe
Tai, Ivy Yip, Ella
Chan

27-06-2015
28-06-2015

廣西蒼梧

為有需要學生的父親發起的緊急
羅啟昌, Tina Hui
支援，義工親往醫院了解實際情況 Ophilia ,Peter

- 義工訓練營

(67) 廣西蒼梧蒼海中學
黎敏蘭特別資助

及確保善款妥善運用。
(68) 助學工作坊～帶領
學生啟發性活動技
巧

27-06-2015

瑪利諾中學

帶領學生啟發性活動技巧

導師：
1）Sarah Tong (註
冊藝術治療師，現
任香港藝術治療
師協會會長)
2）Esther Cheung
(資深中學教师，
曾任香港輔導教
师協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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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得善款 HK$136,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