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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無邊界 

學生啟導及教育支援計劃    

夥伴學校招募 

關於教育無邊界  (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 

教育無邊界成立於 2011年 4月，旨在通過具啟發性的學與教，改善資源不足學生的生活及

學業前景。 

為實現上述目標，教育無邊界將會： 

1) 委派兩名全職啟導友師駐校，為資源不足學生提供度身訂做的教育支援及輔導。 

2) 聘請優秀的大學畢業生為啟導友師，為他們提供兩年的領袖發展計劃，訓練及栽培他

們成為學生的榜樣，從而指導、激發並輔導學生。 

教育無邊界學生啟導及教育支援計劃的目標 

不少人認為，弱勢學生學習時往往輸在起跑線上，而這項獨特的計劃正是為資源較缺乏的學

生而設，旨在促進其學習前景。 

教育無邊界會與夥伴學校緊密合作，由兩方面入手：1) 提供額外的教學支援以提升學生的學

習動機；2) 藉著提供個別指導及輔導，致力協助學校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及行為。我們深

信，藉此雙管齊下的做法，將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長遠而言，更能加強學生的自信，令

他們更有信心追求、實現自己學業，以至生活上的願景。 

計劃詳情 

 教育無邊界的學生啟導及教育支援計劃將為期兩個學年。 

 兩名啟導友師受訓後會獲派到夥伴學校，為學生提供學習支援及輔導；計劃期間，啟

導友師會一直得到教育無邊界的支援與指導。 

 啟導友師的職責是直接參與學生的學習，以及透過度身訂做的教育支援、指導及輔

導，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改善他們的學習態度。 

 指定學科會由教育無邊界與夥伴學校評估學生的需要後決定。全部現有計劃的指定學

科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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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無邊界採取的模式強調小班、多元化及非傳統的學習經歷。 

 輔導是計劃的組成部分： 啟導友師會為有明確需要的學生進行個別或小組形式的輔導

活動。 

 為期兩年的計劃完成後，學校及教育無邊界將協力制訂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方案框架，

以便夥伴學校延續計劃。 

 教育無邊界不會就計劃向夥伴學校收費，但學校有可能需要就啟導友師的教學支援活

動承擔行政費用。 

夥伴學校招募 2016-2018 

與不同學校的合作，為教育無邊界提供了平台去接觸資源不足學生。因此，與學校的夥伴關

係對實現教育無邊界的目標是極其重要的。我們現正為 2016年 8月開始的計劃招募夥伴學

校。 

符合資格 

 申請者應為一所為香港居民服務的政府資助中學。 

 申請學校至少有三成學生來自接受社會援助的家庭。 

 

請參閱附錄一有關額外選取條件；而附錄二為有關成為夥伴學校的要求。 

過程 

 學校如有興趣成為教育無邊界的夥伴學校，可遞交一份意向書(附錄三)。 

 學校需派代表出席簡介會(附錄四)。 

 夥伴學校申請表(附錄五)須於簡介會後由校長填寫。 

 包括校長在內的學校管理階層，須出席夥伴磋商會議，與教育無邊界的領導層會面。 

 所有申請將由教育無邊界董事局委任的夥伴學校檢討委員會審閱。 

 教育無邊界有可能要求額外與學校管理階層或職員面試。 

 教育無邊界將以書面通知申請學校有關決定。 

 教育無邊界保留選擇其夥伴學校之權利，並對此有最終決定權。 

 成功的申請學校將與教育無邊界簽署一份諒解備忘錄，以確認雙方之夥伴關係的細節。 

何時及如何申請 

 教育無邊界的教育支援及輔導計劃現正接受申請，歡迎所有合資格中學申請。 

 請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前遞交意向書及簡介會表格予教育無邊界。 

 如欲獲得更多資料，或獲得需要的文件，請與周敏小姐聯絡，電話 2893 0928或 

       電郵 alicechow@teachunlimi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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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無邊界 

夥伴學校申請 

附錄一  夥伴學校選取條件 

 

基本資格 

 申請者應為一所為香港居民服務的政府資助中學。 

 申請學校至少有三成學生來自接受社會援助的家庭。 

 
除上述資格外，教育無邊界將基於以下條件評估申請學校的合適及需要程度。 

 學校管理層認同教育無邊界的使命及目標。 

 學校管理層承諾支持教育無邊界的獨特活動模式，透過貫徹課室內外並組織良好的教

育支援及輔導活動，啟導學生建立更高的抱負，和追求更佳的表現。 

 學校管理層承諾在兩年計劃後，繼續推行教育無邊界的活動模式。 

 學生的需要，家庭背景、學生的學習障礙以及缺乏類似資源等因素均予以考慮。 

 學習環境有利於引入教育無邊界的項目，以及傳遞它的目標。 

 其他教育無邊界認為相關或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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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無邊界 

夥伴學校申請 

附錄二  夥伴學校要求 

我們期望夥伴學校提供所需的支援，讓教育無邊界有效地於校內推行其項目。以下是部分

重要要求： 

 學校將指派一位高級職員作為項目倡導者，作為該項目負責人。倡導者通常是學校校

長，他/她將適當處理項目導師進入學校的安排，及為教育無邊界提供足夠的支援。 

 學校校長及提倡者（如不同前者）將出席定期的項目審查會議，與教育無邊界的管理

層及項目職員檢討項目推行的進展。 

 學校將指派一位高級職員，通常是學科主任，作為機構教練，給予教育無邊界的項目

導師指引及支援，確保暢順而有效的項目傳遞。 

 學校將協助編排教育無邊界的教育支援課堂於課後或課堂時間，以支持學生參與教育

無邊界的教學活動。 

 學科主任或機構教練將對有關項目設計、傳遞、進度檢討及評估等各環節提供意見及

支援。活動推行計劃一旦獲得批准，任何改動均需要學校團隊及教育無邊界的管理層

的同意。 

 學校管理層認識到學生輔導是教育無邊界的策略，並將提供支援予教育無邊界執行結

構化的輔導活動。 

 學校管理層將參與項目導師的表現評估，並對評估方式提供意見。 

 學校管理層將支援及參與教育無邊界對項目評計的研究工作。這包括支援教育無邊界

進行問卷調查及訪問在學校的學生或老師。 

 學校如欲運用教育無邊界的資源作任何非教育無邊界項目的用途，必需先諮詢教育無

邊界的管理層及獲得其同意。 

 學校將提供教育無邊界的項目導師一個特定的工作空間及提供他們在校的行政支援。 

 學校管理層將與教育無邊界合作及協調各方面的項目，以及合作夥伴關係的執行及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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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無邊界 

學生啟導及教育支援計劃 

附錄三   意向書 

這份表格應由有意成為教育無邊界的夥伴學校的學校填寫。 

學校名稱  

地址             

聯絡人名稱  

職位  

電話號碼  

電郵  

網頁  

服務範圍  

學生人口  

來自接受社會援助的家庭的百份比 

從何處知道教育無邊界？ 

為什麼對我們的計劃有興趣 ？ 

 

 

截止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請將填妥的意向書及簡介會表格電郵

alicechow@teachunlimited.org 。 如欲索取更多資料，可致電 2893 0928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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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無邊界 

學生啟導及教育支援計劃 

附錄四   簡介會 

學校請派代表出席簡介會，以進一步了解教育無邊界及有關計劃。已出席簡介會並希望正

式申請成為夥伴學校的校方領導層，須於簡介會後填寫夥伴學校申請表。 

簡介會 

日期：二零一六年三月三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三時至四時 

地點：教育無邊界 

地址：香港上環干諾道中 200號信德中心西座 28樓 2801室 

 

學校名稱  

 

代表一 

聯絡人名稱  

職位  

電話號碼  

電郵  

 

代表二 

聯絡人名稱  

職位  

電話號碼  

電郵  

 

截止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請將填妥的意向書及簡介會表格電郵

alicechow@teachunlimited.org 。 如欲索取更多資料，可致電 2893 0928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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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無邊界 

學生啟導及教育支援計劃 

附錄五   夥伴學校申請 

這份表格是由已出席簡介會，並希望正式申請成為夥伴學校的校方領導層填寫。如教育無

邊界認為學校符合基本資格，將邀請該學校與教育無邊界的領導層會面並出席一個夥伴磋

商會議。 

學校名稱  

地址  

聯絡人名稱  

稱位  

電話號碼  

電郵   

服務範圍  

來自接受社會援助的家庭的百份比 

 

為何有興趣參與教育無邊界的計劃 ？ 

 

 

分享有關貴校的額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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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建議書 

（項目推行詳情將由教育無邊界啟導友師與學校團隊一起策劃。） 

 

倡導者  

機構教練  

教育支援學科  

主要服務年級  

將由教育無邊界啟導友師支援/ 提供的建議活動 （請參閱附錄五的活動例子） 

 

 

建議介入時間 （請選擇所有適用的） 

 課堂時間（小班教學或聯合教學） 

 課後時間 

 午飯時間 

 周末 

請初步分享你於兩年後將會如何維持教育無邊界的計劃的想法 

 

 

 

 

 

                                                                                              

校長簽署(連校印)       日期 



TUF Partner School Application Guidelines 2016 

 

截止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請將完成表格電郵

alicechow@teachunlimited.org 。 如欲索取更多資料，可致電 2893 0928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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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無邊界 

學生啟導及教育支援計劃 

附錄五   教育無邊界於夥伴學校的活動例子 

教育無邊界學生啟導及教育支援計劃的目標是希望通過具啟發性的學與教，改善資源不足

學生的生活及學業前景。更準確地說，教育無邊界的工作目標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

機，並改善他們的學習態度。 

為了有效地邁向我們的工作目標，我們的導師團隊會採用綜合而有系統的教育支援和輔

導、發展有創意的策略來幫助、鼓勵和激勵同學去努力達到他們心目中宏大的遠景和提升

他們自身各方面能力。 

以下的策略和方案是曾經或現時在學校推行並可示為參考： 

課堂支援 

 課堂學習小組 

課後支援 

 小組英語強化活動及全英教學活動 

 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如: 新來港學生、邊緣學生等等) 提供英語強化活動 

建立自信及提升學習動機的課外活動 

 電台節目 

 富教育意義的問答遊戲 

 全校性主題活動 

 校外機構參觀 

 公開演講訓練 

 「夢想飛航」伴您同行計劃 

有系統的輔導 

 針對學習的一對一輔導 

 小組綜合輔導活動 

 

詳細的執行方案是需經教育無邊界和夥伴學校一起制定，以確能夠照顧到不同學生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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