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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無邊界 

學生啟導及教育支援計劃    

伙伴學校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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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eachunlimited.org 

「教育無邊界」是由一群關注香港資源不足學生的學習質量之本地家長，於二零一一年四

月成立的非牟利機構。對一群社會和經濟資源不足的學生而言，「教育無邊界」成為他們

建構學習前景及提升個人成長上的重要一環。 

為實現這個目的, 

1. 「教育無邊界」在香港的低收入地區，以全職形式與學校合作，為學生提供校本的

個人化啟導活動及額外學習支援。這些活動強調栽培學生的正面價值及態度、培養

與學習相關的責任感，並協助學生發掘個人潛能。在鼓勵培養抗逆能力及自控能力

的環境中成長，同時信任自己擁有終身學習的能力，學生將更願意面對生活中的各

種挑戰。 

2. 經甄選的優秀大學畢業生會擔任啟導友師，並經由「教育無邊界」培訓及指導。啟

導友師設計及提供互動而個人化的啟導活動，讓學生在校內校外經歷非傳統並具啟

發性的學習經驗。透過恆常的接觸，啟導友師與學生建立互信、有目標及沒有批判

性的師友關係，並以輕鬆而有建設性的方法提供指引及支援。學生一般視啟導友師

為榜樣並嘗試學習模仿，啟導友師因此能有效推動改變，灌輸正面價值觀，以幫助

學生追求更美好的未來。透過一步步地與啟導學生一起訂立明確和可達致的目標、

定期安排與啟導學生會面、增進和學校老師交流合作、並持續地與學校領導層檢視

成效，都進一步加強「教育無邊界」啟導活動及學習支援的計劃效果。 

 
自成立以來，「教育無邊界」在香港曾先後與 24間中學合作，服務超過 28,000名學生。

而至今招募的 50 名啟導友師，接近所有人都在完成兩年計劃後投身教育相關工作，以延

續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教育無邊界」伙伴學校名單詳見附錄五。 

在過去 9年，「教育無邊界」成功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友師啟導模式，獲得不同學校的大

力支持。「教育無邊界」亦因而能夠獲得不同基金及團體，包括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的捐

款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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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詳情 

⚫ 「教育無邊界」的學生啟導及教育支援計劃為期兩個學年。 

⚫ 兩名啟導友師受訓後會獲派到伙伴學校，為學生提供啟導活動及學習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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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導活動、教育支援

及指導，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改善他們的學習態度。 

⚫ 啟導是計劃的組成部分及重要元素： 啟導友師會為有明確需要的學生進行個別或

小組形式的啟導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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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部現有計劃的指定學科為英文。 啟導友師會利用英語作為媒介與學生互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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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伙伴學校延續計劃。學校會在其後最少三年繼續投放資源，幫助學生建立

持久的改變以及將啟導關係融入學校體系中。「教育無邊界」亦會在這三年間繼續

支援學校及監督計劃成效。 

⚫ 「教育無邊界」不會就計劃向伙伴學校收費，但學校有可能需要就啟導友師的啟導

活動承擔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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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學校招募 2021-2023 

透過與不同學校的合作，「教育無邊界」能接觸到資源不足的學生。因此，與學校的伙伴

關係對實現「教育無邊界」的目標是極其重要。我們現正為 2021年 8月開始的計劃招募

伙伴學校。計劃時段為 2021年 8月至 2023年 7月。 

符合資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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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請參閱附錄一有關額外選取條件；而附錄二為有關成為伙伴學校的要求。 

過程 

⚫ 學校如有興趣成為「教育無邊界」的伙伴學校，可先遞交一份意向書（附錄三）。 

⚫ 學校派代表出席簡介會（附錄四）。 

⚫ 伙伴學校申請表將於簡介會後派發，有意申請的學校請於 3月 8日前遞交申請表。 

⚫ 包括校長在內的學校管理層，須出席伙伴磋商會議，與「教育無邊界」的管理層會

面。 

⚫ 所有申請將由「教育無邊界」董事局委任的伙伴學校遴選委員會審閱。 

⚫ 「教育無邊界」有可能要求額外與學校管理層會面。 

⚫ 「教育無邊界」將於 2021年 5月或以前，以書面通知申請學校有關申請決定。 

⚫ 「教育無邊界」保留選擇其伙伴學校之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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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認雙方之伙伴關係的

細節。 

何時及如何申請 

⚫ 「教育無邊界」的學生啟導及教育支援計劃現正接受申請，歡迎所有合資格中學申

請。 

⚫ 請於 2021年 1月 19日前遞交意向書（附錄三）及簡介會出席表格（附錄四）予

「教育無邊界」。 

⚫ 簡介會將於 2021年 1月 20日舉行。(網上平台) 

⚫ 查詢請與李淑媛小姐（「教育無邊界」項目經理）聯絡，電話 2857 1205或電郵

christylee@teachunlimited.org 。

mailto:christylee@teachunlimite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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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無邊界 

伙伴學校申請 

附錄一  伙伴學校選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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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校管理層與「教育無邊界」擁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標，對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中成長

的學生抱有承擔和熱情。 

⚫ 學校管理層承諾支持「教育無邊界」的獨特活動模式，透過組織貫徹課室內外的啟

導活動及教育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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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落實計劃目標。 

⚫ 其他「教育無邊界」認為相關及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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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無邊界 

伙伴學校申請 

附錄二  伙伴學校要求 

 

學校與「教育無邊界」之間的衷誠合作十分重要，是為學生帶來真正及重要影響的關鍵。

我們與伙伴學校緊密合作，以提供在校內推展啟導活動的所需支援，以下是部分要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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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將適當處理啟導友師進入學校的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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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副校長，作為指導教練，為「教育無邊界」的啟
導友師提供密切的指引及支援。指導教練應有足夠的能力動員人手及調配資源，以

確保項目暢順而有效地推展。 

⚫ 學校管理層確認學生啟導是「教育無邊界」的策略，並為「教育無邊界」推行有系

統的啟導活動提供支援。 

⚫ 學校將協助編排課後或課堂時間，推展「教育無邊界」的啟導活動及教育支援，以

鼓勵學生參與。 

⚫ 指導教練或其委派的同事，將對有關項目設計、執行、進度檢討及評估等各環節提

供意見及支援。項目的執行計劃書一旦獲得批准，任何改動均需要學校團隊及「教

育無邊界」的管理層同意。 

⚫ 學校管理層將參與啟導友師的表現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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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項目評估的研究工作，包括支援「教育

無邊界」為校內學生或老師進行問卷調查及訪問。 

⚫ 學校如欲運用「教育無邊界」的資源在任何非「教育無邊界」項目的用途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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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啟導友師一個特定的工作空間及提供他們在校的行政

支援。 

⚫ 學校管理層將在計劃和伙伴關係各方面的執行與評估上，與「教育無邊界」衷誠合

作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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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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伙伴學校的學校填寫。 

截止日期為 2021年 1月 19日。請將填妥的意向書（附錄三）及簡介會（附錄四）表格電郵 

christylee@teachunlimited.org 。 如欲索取更多資料，可致電 2857 1205查詢。 

 

學校名稱  

地址             

聯絡人名稱  

職位  

電話號碼 （學校） （手提） 

電郵  

網頁  

服務範圍 / 地區  

學校成績組別  

學生人數  

從何處知道「教育無邊界」？ 

為何有興趣參與「教育無邊界」的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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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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進一步了解「教育無邊界」及有關計劃，我們強烈鼓勵學校派代表出席簡介會。已出席簡介

會並希望正式申請成為伙伴學校的學校管理層，須於簡介會後填寫伙伴學校申請表。 

截止日期為 2021年 1月 19日。請將填妥的意向書（附錄三）及簡介會（附錄四）表格電郵 

christylee@teachunlimited.org 。 如欲索取更多資料，可致電 2857 1205查詢。 

 

簡介會 
日期：2020年 1月 20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3時至 4時 30分 

地點：網上平台 Zoom Webinar 

 

學校名稱  

 

代表一 

聯絡人名稱  

職位 校長 / 副校長 / 助理校長 * 

電話號碼  

電郵  

 

代表二 

聯絡人名稱  

職位  

電話號碼  

電郵  

* 請刪去不適用者 

我們亦歡迎有意參加簡介會的學校代表使用下方的二維碼或連結登記參與，謝謝。 

 

https://forms.gle/6MFxzgRiC4DRKKK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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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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學校名單 
 

 

2011 – 2013 年度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2012 – 2014 年度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2013 – 2015 年度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瑪利諾中學 

 

2014 – 2016 年度 

曾璧山中學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2015 – 2017 年度 

聖芳濟各書院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2016 – 2018 年度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2017 – 2019年度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 

德貞女子中學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18 – 2020 年度 

中聖書院 

新界喇沙中學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獅子會中學  

 

2019 – 2021 年度 

葵涌蘇浙公學 

深培中學 

 

 

2021-2023 年度 

明愛馬鞍山中學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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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無邊界 

學生啟導及教育支援計劃 

附錄六   「教育無邊界」於伙伴學校的活動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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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態度、動機和自尊感。 

為了有效地邁向我們的工作目標，我們的啟導友師會採用綜合而有系統的啟導和教育支

援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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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宏大遠景和提

升他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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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系統的啟導 

⚫ 針對學習的一對一啟導服務 

⚫ 小組綜合啟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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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學生等等） 提供英語強化活動 

建立自信及提升學習動機的校本活動 

⚫ 富教育意義的問答遊戲 

⚫ 公開演講訓練 

⚫ 「夢想飛航」伴您同行計劃 

⚫ 桌遊啟導活動 

⚫ 校外機構參觀 

 
詳細的執行方案是需經「教育無邊界」與伙伴學校共同制定，以確保能夠照顧到不同學
生的需要。 

 
 
 
 
 
如本文中、英文版本意思有别，以英文版本作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