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6 兩地一心 - 活動表
助學：25

青展：13

活動編號及名稱
(1) 電台訪問

外來籌款：11

雨天晴：3

(30-6/2015 至 30/6/2016)

會務、建校：7

總共

59

個活動

舉行日期

舉行地點

活動內容

負責人 / 聯絡人
/主辦團隊

04-08-2015

商台二台

YY 和 Kurri 出席商台二台 主 YY
持人鄭裕玲、少爺 Jim 節目「口

人數 / 簡報 / 備註
感謝 Jam Cast 聯絡！

水多過浪花」
，接受訪問及有關
Super Girls 靚衫義賣活動。
(2) 「兩地一心」助學義 08-08-2015
賣活動暨嘉許捐助人頒
獎禮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義賣型式籌募大學生獎學金， Sunny 及助學義工
頒發感謝狀給出席的「一對一 團隊
捐助人」。

活動圓滿完成，籌款超過
8 萬，感謝全體助學義工
團隊！

(3) GP23「聽建未來」 09-08-2015
記者招待會

尖沙咀五支旗桿(星
光行前面)

GP23 「聽建未來」記者招待 May Cheung, Ally
會。
Kwok, Sando Hung

感謝 GP23 !
感謝出席嘉賓及藝人！

(4) Jam Cast 慈善二手衣 15-08-2015
物義賣

旺角好景商埸 301 室
Spark Cafe

Jam Cast 舉辦「慈善二手衣物義
賣」
，全體藝人、模特兒落力支
持，親力親為當義工，參與藝
人有 Super Girls, Evelyn 蔡穎
恩，Anjaylia 陳嘉寶等等。

籌得善款 HKD41,086.50
善款用作山區圖書閣、教
學設備、清貧學生緊急生
活援助。
感謝 Jam Cast 全體藝人、
模特兒！感謝雨天晴義
工、UHMT！感謝 Kitty
Pak！感謝 Roy ！

(5) 廣西全州及蒼梧助 21-8-2015 至
學活動
23-8-2015

廣西全州高中及蒼梧
中學

派發大學生資助計劃資助金給 羅啓昌, 馬興和
準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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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晴組
其他支持：
1）Johnson 義務制
作 backdrop
2）連通物流義務
提供物流
3）C2 義工團
4) Spark Cafe

感謝和哥及義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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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P23 聽建未來

23-08-2015

(7) 青少年 YOL12 交 23-08-2015
流團 Sha La La Day 分
享會

(30-6/2015 至 30/6/2016)

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
廣場

全港首次 MP3 Experiment 活 Manu、May Cheung, 籌得善款 HKD680,940
動，善款用作重建小學
Ally Kwok, Sando
感謝 GP23 團隊 !
Hung

觀塘瑪利諾中學

整個流程與表演，全程由參加 YOL12、Joanna
交流團的青少年自行籌備，發 Chu、Felix、
揮他們的才華及策劃活動的能 Ruby 媽等

感謝全體 2015 交流團義
工們及青少年！
感謝觀塘瑪利諾中學

力
(8) 廣東懷集助學活動

23-8-2015

廣東省懷集縣懷集中
學

派發大學生資助計劃資助金給 Sunny, Jonathan
準大學生

(9)「翡翠美酒滙一心」
江西助學慈善拍賣會

29-8-2015

九龍塘根德道 7 號
四季薈 My Palace

翡 翠 珠 寶 拍 賣 、 愛 心 曲 奇 義 ＣＫ陸家敏、江西 籌得善款 HKD149,149
賣、品嘗紅酒、慈善抽獎、
「兩 助學組義工
嘉許感謝江西助學義
地一心」助學簡介等
工！

深圳沙井極速賽車場

善款用於「雨天晴」組幫助偏 雨天晴組

籌得善款 HKD49,302

遠地區的貧窮學校增設基本的 Denny Wong、Ada
教學設備，為清貧資優學生提
供緊急生活費。

嘉許感謝「雨天晴」組義
工！

感謝康宏金融集團、PaperOne
及 JCDecaux Transport 贊助此比
賽活動。
推動全港中、小學生追求夢
想，實踐夢想，鼓勵香港與內

感謝康宏金融集團
PaperOne 支持及協助的義
工！

(10) 突破 48 四方八面 30-08-2015
慈善小型賽車賽

(11)「Express 我的夢想」 31-08-2015 至
創作比賽
16-01-2016

香港

Adei Cheung
Ema, Mabel 老師
Fei 老師
Ophilia Wong

感謝懷集助學義工！

地學生分享夢想、互相支持。
(12) 領袖活現第一週末

5-9-2015 至
6-9-2015

香港

「 領 袖 活 現 」 青 少 年 服 務 計 Joanna Chu, Peggy
劃，以體驗、分享的學習模式 Ng, Co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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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全體協助的義工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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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2015 至 30/6/2016)

向青少年推廣正面的價值觀，
提升參與者領袖質素如主動、
自信、負責任、正能量及培養
分享和欣賞的品格美德。
(13) 愛‧越野四驅助學 13-9-2015
- 恐龍坑體驗版

恐龍坑

齊 齊 體 驗 坐 越 野 車 穿 核 崎 嶇 Larry、Tony Chan
路，為活動拍宣傳短片。

感謝 Larry、 Tony
及義工們！

(14) 愛‧越野四驅助學 18-9-2015
啟動慈善晚宴

名都酒樓 (金鐘統一
中心 4 樓)

兩地一心服務及是次活動簡
介、慈善拍賣、義工分享

感謝出席的義工們！

(15) 渣打中秋孝愛敬長 19-9-2015
者

石硤尾大坑西邨、大
坑東邨和南山邨

渣打義工隊與兩地一心於中秋 Arthur Ku (渣打義
佳節，為獨居長者，送上無限 工隊)
温暖。敬贈月餅、水果、為長 Esther Tsang
者清潔家居等。

感謝渣打義工隊！

(16) 助學工作坊

銅鑼灣紀律部隊人員

時間：下午 3：00～6：00

感謝導師 Sarah Tong 及

體育及康樂會

義工如何帶領學生啟發性活動

Esther Cheung 濃濃！
義工收益良多！

香港

「 領 袖 活 現 」 青 少 年 服 務 計 Joanna Chu, Peggy
劃，以體驗、分享的學習模式 Ng, Con Wong
向青少年推廣正面的價值觀，
提升參與者領袖質素及培養分
享和欣賞的品格美德。

感謝全體協助的義工
們！

驛馬中學

認識申請資助新生並家訪瞭解 Sally Siu、James

感謝慶陽助學義工們！

(17) 領袖活現第二週末

3-10-2015

3-10-2015 至
4-10-2015

(18) 甘肅慶陽驛馬中學 9-10-2015 至
助學

13-10-2015

(19) 貴州平塘助學

17-10-2015 至
21-10-2015

YY, Larry

Joyce Chung

學生家庭實況
貴州平塘

探訪受助高中學生、新一屆高 Multi
中生交流、面試、家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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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貴州助學義工們！

2015-16 兩地一心 - 活動表

(30-6/2015 至 30/6/2016)

考察小學圖書閣及小學交流活
動並與學生遊戲。
(20) 愛‧越野四驅助學 19-10-2015
活動發佈會
時間：
3:00 pm - 5:00
pm

金孚汽車陳列室（九
龍土瓜灣馬頭圍道
161 號地舖）

感謝金孚汽車有限公司全力支 YY、Kelvis
持！
活動大使：趙頌茹女士
嘉 賓 ： 張 子 丰 先 生 、 Kelly

感謝 “愛‧越野四驅助
學“ 籌委會及出席義工
的支持！
感謝出席藝人！

Jackie, 岑潔儀女士
(21) 江西資溪、宜黃助 23-10-2015 至
學之旅 2015
26-10-2015

江西省資溪縣、宜黃
縣

探訪受助高中生，新一屆高中 陸家敏(CK)
生交流、面談、家訪

感謝江西助學義工們！

(22) 康宏廣西蒼梧助學

廣西蒼梧

1. 探訪、審批 2015 年度蒼梧一 康宏義工隊
中二十位高一學生
馬興和 (和哥)
2. 到學生家進行家訪
Ophilia
3. 與去年受資助高中生重聚，

感謝康宏義工隊
感謝和哥、Ophilia、Peter

29-10-2015 至
1-11-2015

給予鼓勵支持
(23) 愛‧越野四驅助學

(24) 雲南麗江一中助學

30-10-2015 至
2-11-2015

6-11-2015 至

江西贛州

雲南麗江一中

活動人數：30 部四驅車 (約 120
人)善款運用扣除必須活動支
出，全數用於兩地一心助學。
協辦構構：
(1) 越野 e 族 (廣東大隊惠州中
隊)
(2) 江西省歸國僑聯合會

Larry, 355, 莫大哥
Kelvis , Benny、榮
哥、球哥、Tony、
kate、YY、球仔

籌得善款 HKD485,191
感謝金 孚汽車有限公司
全力支持！
感謝活動大使趙頌茹 女
士參與活動！
感謝協辦機構！
感謝 “愛‧越野四驅助

(3) 惠州市慈航公益協會

學“ 籌委會及出席義工
的支持！

1) 與高一新資助學生會面，面 Tina Hui、昌哥

感謝雲南助學義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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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5

(30-6/2015 至 30/6/2016)

談個人及家庭狀況，審查資
格
2) 與高一和高二學生進行活
動，互相交流，藉此加以關
懷和鼓勵同學們
3) 到學生家探訪，感受學生的
需要，鼓勵學生與家人多溝
通，互相支持

(25) AP55 Model Show

7-11-2015

上環荷李活道 218 號
地下

感謝 AP55 熱心公益，籌得善款 Grace Chau
捐予本會

籌得善款 HKD400 (行政)
感謝 Grace！

(26)成就千個夢慈善音
樂會

7-11-2015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6 樓展貿廳 3

感謝宏利 SV Group、SV
YY
Foundation、Andree、Lea PR
善款用於貴州平塘西關小學籌

善款 HKD150,000
感謝 SV Group、SV
Foundation！

建學生簡易餐廳及送贈風扇、
床架給廣西共 3 間小學

感謝 Andree, Lea PR！
感謝出席義工協助！

(27) 懷集建校、
水源考察

14-11-2015 至
15-14-2015

廣東懷集

'英國工程師學會' 核下的服務
組～ ICE，與兩地一心合作，
第一個項目乃於廣東懷集，了
解到當地水源問題，由於有些
地區，仍需要飲用地下水，但
水質可能已受污染，所以，都
好需要盡快提供水管工程。其
中有一間小學，10 多年來，都
是由校長每天載運可飲用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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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震聲、莫大哥、 感謝呀聲帶領的 I Caring
355、寶哥、YY
工程師們！
ICE 工程師義工
感謝參與的 UH 義工！
ICE 考察後，會自行立項
並籌款解決建設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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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2015 至 30/6/2016)

來水予老師，但學生人數多，
只能直接飲用地下水。
工程師隊並協助完成 GP 23
的 '紅勝小學'中期考察。
(28)「共創笑的世界」嘉 15-11-2015
年華會

(29) 廣西蒼梧助學之旅

20-11-2015 至
22-11-2015

黃大仙摩士公園露天
劇場

廣西蒼梧中學

時間：11am-8pm
Joanne
目的：聯繫人與人之間的關

嘉許 Joanne 及 U-teens
前青，及出席支持的義

係，傳遞愛，營造一個充滿正
能量、歡樂和有愛的香港
內容：笑容迷宮相展、工作坊、
迷宮遊戲、音樂表演、開心場
景攝影

工！

1. 探訪、審批 2015 年度蒼梧中 和哥
學 30 位高一學生

感謝廣西助學義工們！

2. 到學生家進行家訪
3. 與去年/前年受助高中生重
聚，給予鼓勵、支持
(30) 廣東懷集助學活動

04-12-2015 至
06-12-2015

廣西懷集

1. 認識申請資助新生,並家訪 Sunny Chik
瞭解學生家庭實況
2. 一對一資助人與學生聚會，
與受資助學生聚會，給予關懷
和鼓勵。

感謝懷集組助學義工
們！

(31) 童心同行慈善曲奇
義賣

15-12-2015 至
29-02-2016

香港

U-Hearts X PANTRY Bread & Leo Yuen, Inki
Pastries 合力以人手製造愛心曲 Kwok
奇作慈善義賣。

籌得善款 HKD $53,000
感謝 Inki 及支持義賣的
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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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亮學同行助學計畫
－甘肅涇川一中

18-12-2015 至
24-12-2015

(30-6/2015 至 30/6/2016)

甘肅涇川

-提供資助學生每年學費
Sara、Alex
-透過遊戲、活動及分享，與學
們建立聯繫，給予支持，建立
對未來的信心
-探訪學生家庭，從而更瞭解學
生需要

感謝涇川助學義工們！

(33) 愛越野.四驅車派發 20-12-2015 至
獎學金
21-12-2015

江西

愛越野.四驅車派發獎學金，總 YY、355
共為 84 位學生送上獎學金，惠 榮哥、球哥
州義工預備了大批物資：頸
巾、手套、棉內衣、外衣、鞋，
給 160 位小學生，為他們帶來
一個溫暖的冬天。

感謝參與義工！
感謝 355 募捐衣物，為學
生送上溫暖並親自駕駛
四驅車。

(34) AQUA 冬日滋你心

24-12-2015 至

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

是次義賣籌得善款用於 1 月 23 Candy

善款 HKD5,322.20

慈善義賣活動

27-12-2015

心 1F07 號攤位

日「孝愛共融」新春孝敬長者
活動。

感謝 Candy！

(35) 愛．從「家」開始 嘉 25-12-2015
年華（領袖活現大型服
務）

沙田大會堂廣場

時間：12:00-16:30
Con Wong ，Joanna 感謝全體義工！
內容：嘉賓分享、表演、攤位 Chu, Peggy Ng
遊戲、手工攤位、手工畫
HENNA、即影即有服務

(36) 領袖活現第三周末
領袖訓練營

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 領 袖 活 現 」 青 少 年 服 務 計 Joanna Chu, Peggy
劃，以體驗、分享的學習模式 Ng, Con Wong

26-12-2015 至
27-12-2015

向青少年推廣正面的價值觀，
提升參與者領袖質素如主動、
自信、負責任、正能量及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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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許、感謝全體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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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2015 至 30/6/2016)

分享和欣賞的品格美德。
(37) GP24「全港首屆工
戰會」

10-01-2016

(38)「Express 我的夢想」 16-01-2016
頒獎禮 暨 2016「Express
夢想 / 感恩」活動發佈
會

(39)「童心同行」慈善晚 18-01-2016
宴

慈雲山中央遊樂場

GP24 團隊籌辨的「全港首屆工 Ruby Chan(GP24)
戰會」
，籌得善款用於國內重建
學校。

善款約 HKD300,000
感謝 GP24 團隊！

鑽石山荷里活廣場(1
樓明星廣場)

感謝康宏金融集團、PaperOne Ophilia Wong
及 JCDecaux Transport 贊助此活

感謝康宏金融集團、
PaperOne 及 JCDecaux

動。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女士
SBS, JP 擔任頒獎禮主禮嘉賓，
嘉賓：趙頌茹小姐、岑潔儀小
姐、Evelyn 蔡穎恩小姐、Eunice
陳詩欣小姐、Felix 潘敬祖先
生。

Transport！
感謝協助及出席義工！
感謝出席的學校、老師及
學生！
感謝荷里活廣場！
感謝藝人出席支持，分享
及表演！

煌府婚宴專門店（尖 1. 「童心同行慈善晚宴」當晚
沙咀 The One 13 樓） 筵開 50 席，分享兩地一心十年
成果、展望、回顧。
2. 頒發「十載嘉許機構」、「十
年貢獻大獎」
3. 善款全數用於高中生助學及
會務營運經費，造福兩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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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席：Leo
Yuen
晚宴統籌：Kelvis
晚宴籌委會成員：
YY, Kurri, Inki,
May 姐, Alice,
Betsy, Tony, Uncle

活動圓滿成功！共 48 圍
席。
籌得善款約
HKD1,500,000
感謝所有協助的義工！
感謝所有支持的捐助
人！感謝所有出席支持

Raymond, Arthur

的嘉賓們！
非常感謝 Artpack
Solution 提供設計、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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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2015 至 30/6/2016)

(40) 孝愛共融耀翠屏

23-01-2016

觀塘翠屏南邨

兩地一心和義工一起關懷孝敬
翠屏邨長者，在節日裡送上應
節賀年食品、生果等禮物，為
長者們創造豐盛温暖的新年。

(41) 新春歡聚

18-02-2016

九龍灣會址

義工在兩地一心會址同享新春 YY
歡樂氣氛，並見證牌匾開幕，
之後一起吃開年飯。

感謝陳弋航先生揮筆為
UH 書寫牌匾！

廣東懷集

1. 安排曾受資助大學生向高三 Sunny Chik
學弟妹分享高考、升學經驗和
曾面對之問題
2. 到訪大學一年級家中拜年，

感謝懷集組助學義工
們！

(42) 2016 年度 2 月份「兩 20-02-2016 至
地一心」廣東懷集助學 21-02-2016
活動

統籌：
感謝 Letty 及孝愛共融
Letty Chan, Esther
Team ！
Lee, Maisy Kam, Isa
Woo, Midco Ching,
Denise Yeung,
Keung Keung

與學生家人聚舊，並讓義工體
驗農村下廚
3. 高一至高二同學團體遊戲
4. 一對一資助人與學生聚會，
給予關懷和鼓勵，
(43) Love and Dine
Charity Dinner

27-02-2016

香港

喜愛煮食的捐助人 Joey 為親朋 Samuel & Joey
好友預備私房菜，晚宴所得的
收費，全數捐給兩地一心專款

善款 HKD20,900
感謝 Love and Dine！

專用。
(44) PaperOne™ Express
我的感‧激創作比賽

03-2016 至
11-2016

全港中小學

感謝 PaperOne™ 贊助此比賽活 Ophilia Wong
動、支持機構 Artpac Solutions
-9-

感謝 PaperOne™ 贊助此
比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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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雲南大理祥雲一中
助學活動

11-03-2016 至
14-03-2016

雲南大理

(30-6/2015 至 30/6/2016)

及 e-print。
透過繪畫 / 攝影 / 平面設計
表達感恩心及激勵精神。

感謝 Artpac Solutions！

1. 與高一新資助學生會面，面 Tina Hui、昌哥
談了解家庭狀況
2. 與高二及高三受資助學生會

感謝參與的全體義工
們！

面；關心近況並透過活動帶出
正能量 ; 大學生義工分享高考
心得與秘訣，全力支持高三同
學備戰高考
3. 家訪學生； 感受學生的需
要，鼓勵學生與家人多溝通，
互相支持
(46) 雲南寶山鄉關愛活
動活動

14-03-2016 至
16-03-2016

雲南祥雲寶山鄉

完成祥雲助學後，直接前往探 Tina Hui、昌哥
訪寶山鄉吾木村五峰小學
考察學校環境、設備，探訪、
家訪貧困的孤兒學生，了解其
需要。活動亦會展開籌款。

感謝參與的義工！
感謝捐助人 E 仔參與及捐
獻。

(47) AP60 國內貧困學
生探訪並資助籌款

26-03-2016 至
27-03-2016

廣西蒼梧

AP60 團隊探訪蒼梧中學的學 Cynthia
生，善款將用於資助貧困高中 Wong(AP60) ,
生。
Eunice

受惠善款 HKD22,300
感謝 AP 60 !

Leung(AP60)
(48) 甘肅慶陽助學

31-03-2016 至
03-04-2016

甘肅慶陽

家訪瞭解學生家庭實況

- 10 -

Sally、James

感謝慶陽助學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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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貴州平塘西關小學
籌建學生簡易食堂計劃

07-04-2016 至
30-04-2016

貴州平塘

(30-6/2015 至 30/6/2016)

西關小學現有食堂面積狹小， Multi Choi
僅能容納 50 人在裏面排隊打
飯，多數學生則在外面排隊等
候，遇到雨天，學生只能冒雨
站隊，嚴重影響了學生的正常
生活和學習，也不利于學生健

感謝貴州助學義工！
已經成功籌款，飯堂開始
動工。

康成長。故此平塘助學組決定
擬建學生飯堂的計劃。
(50) U-Talks（第一場）

11-04-2016

馬鞍山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書
院

阿 Bob（林盛斌先生）和學生分 Felix Poon、Tony
享，在初出道那段受盡白眼的日 Kwok、Ella Chan、
子，如何激勵自己，配合講座後 Carina Cho
的體驗式活動，讓學生活出激
勵、愛與正能量。

感謝 Bob !
嘉許 Project Team :
Felix Poon、Tony Kwok、
Ella Chan、Carina Cho

(51) 2017 年青少年交流
團考察

24-04-2016 至
28-04-2016

廣西賀州、
湖南邵陽

為 青 少 年 交 流 團 進 行 事 前 考 Joe、Wing
察，確保交流地區及學校能配 355、YY
合本會的活動。
亦順道考察建校項目。考察建
校項目期間，義工留意到不少
農村小學，學生的宿舍床架破
爛，欠缺風扇，故此，日後，

感謝 355 全程駕駛四驅
車協助考察！

除捐贈圖書，亦會捐贈床架、
風扇等設備。
(52) Love and Dine

30-04-2016

香港

主題是「法國菜」
，由喜愛煮食 Samuel & Jo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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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 HKD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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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ty Dinner

(53) 貴州助學之旅

6-5-2016 至
9-5-2016

貴州

(30-6/2015 至 30/6/2016)

的捐助人 Joey 負責烹飪，晚宴
所得的收費，全數捐給兩地一
心專款專用。

感謝 Love and Dine！

1) 與申請助學金的高一學生 Raymond Leung
進行面談及家訪，了解他們的 Ken Kan
實際情況從而作出中肯的審批

感謝貴州助學義工！

2) 透過工作坊、遊戲等活動，
讓正接受資助的高中生得到支
持和鼓勵，為即將參加高考的
高三學生打氣。
(54) U-Talks（第二場）

16-5-2016

仁濟書院第二中學

Miss Hunny（何穎璇小姐）和學 Felix Poon、Tony
感謝 Ms Hunny !
生分享，她在把童年夢想變成 Kwok、Ella Chan、 感謝 Project Team !
職業的路途上，有甚麼經歷和 Carina Cho
如何面對。配合講座後的體驗式
活動，讓學生活出激勵、愛與正
能量。

(55) Love and Dine
Charity Dinner

28-05-2016

香港

喜愛煮食的捐助人 Joey 為親朋 Samuel & Joey
好友預備私房菜，晚宴所得的
收費，全數捐給兩地一心專款
專用。

善款 HKD10,600
感謝 Love and Dine！

(56) U-Talks-

7-6-2016

福建中學 (小西灣)

小花（譚杏藍小姐）和學生分 Felix Poon、Tony

感謝小花（譚杏藍小姐）!

（第三場）

享 ， 在 她 讀 書 時 期 和 畢 業 之 Kwok、Ella Chan、 感謝 Project Team !
後，家人如何激勵她。 配合講 Carina Cho
座後的體驗式活動，讓學生活出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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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2015 至 30/6/2016)

激勵、愛與正能量。

(57) 2016 年度 6 月份「兩 11-06-2016 至
地一心」廣東懷集助學 12-06-2016
活動

廣東懷集

1. 安排資深義工向高三學弟
妹分享升學、就業經驗，及曾
面對之問題
2. 一對一資助人與高一至高
二同學聚會，加以關懷和鼓

Sunny Chik

感謝懷集組助學義工
們！

勵，為她/他們精神上加添動力
(58) GP25 香港頑童日

12-6-2016

大埔林村許願廣場

GP25 團隊舉辦「香港頑童日」 Ella Chan (GP25)
的活動，節目豐富有歌星嘉賓
獻唱、新穎攤位遊戲、巨型充
氣遊戲等，為「兩地一心」 籌
款，善款用於國內重建學校，
造福山區學生。

善款約 HKD300,000
感謝 GP25 團隊！

(59) Love and Dine
Charity Dinner

24-06-2016

香港

喜愛煮食的捐助人 Joey 為親朋 Samuel & Joey
好友預備私房菜，晚宴所得的
收費，全數捐給兩地一心專款
專用。

善款 HKD10,600
感謝 Love and Dine！
感謝莫大哥及朋友們出
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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