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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e the Team 團隊介紹
轉眼心火香傳已經十歲了！ 

2009 年心火緣起於十個大學同學的一次自發的

暑期支教之旅。這一次難忘而有意義的夏天讓十

個人決定，組織第二次，第三次支教之旅。一次

次的支教活動吸引了越來越多同學的加入。在過

去的十年裡，已經累計有 860 名心火成員，執行

了 64 次義教旅程，幫助了超過 45,000 名落後地

區的學生。 

為了讓心火之火愈燃愈旺，走向著更有意義，更

明亮的明天，心火香傳教育服務於 2019 年初正

式成立董事會和幹事會架構，吸納了來自不同行

業背景的 12 位成員，各獻己能，同心協力。 

我們在這裡簡單地向大家介紹這 12 位成員。 
 
董事會成員 
 
王璞，聯合創辦人及董事會主席 

王璞在 2009 年創辦了心火，多次組織支教之後

決定將註冊 NGO,成立理事會幹事,將心火正式體

系化。 王璞在陝西省靖邊縣東坑鎮出生長大，畢

業于於香港理工大學航運及物流管理學系及歐洲

工商管理學院碩士(INSEAD MBA)。 現任全球第

五大食品公司卡夫亨氏港澳臺地區及中國進出口

業務總經理。 
 
曹禹，聯合創辦人及董事會副主席 

曹禹對創業和創造社會效益充滿熱情，參與心火

創辦和發展。 現於 INSEAD 就讀 MBA 課程；曾

從事慈善創投，培育創新社企，並於深圳創業兩

年，其後管理一創業基金協助香港青年創業。 喜

歡旅行和挑戰，曾於 24 小時內完成 100 公里山

路。 

吳雋雨，董事會成員 

吳雋雨是第一次心火支教之旅的成員，之前亦是

幹事會成員。 吳雋雨畢業于香港大學交通政策與

策劃碩士及香港理工大學國際航運與物流管理學

士。 現任以星綜合航運公司亞太航線財務經理。 

張行健，董事會成員 

張行健是心火第一次支教之旅的隊員，亦曾是心

火幹事會成員。 現任投資組合經理。 畢業于香

港理工大學會計與金融學士及香港科技大學經濟

學碩士。 業餘時間他喜歡讀書，看電影和劃龍

舟。 

吳小凡，董事會成員 

吳小凡 2012 年加入心火，曾是心火的莊員，幹

事會成員。 現為中信銀行海外投資平臺信銀(香

港)投資有限公司投融資業務部經理。 他本科畢

業于香港理工大學會計與金融專業，現于香港大

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他的興趣愛好是潛水

及旅遊。 

 

幹事會成員 
 
岳茜, 總幹事 

岳茜畢業于香港理工大學會計與金融學系。 曾任

心火支教之旅的隊員，隊長和學生社團成員。 她

是健身愛好者，韓語學習者 
 
劉佩瓊，市場部幹事 

劉佩瓊于 2013 年加入心火，參與多次支教之

旅。 于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系後，劉佩瓊投

身於市場策劃，現專門作活動策劃的工作。 憑藉

語言系的教育背景，利用自身於商業溝通上的優

勢，為客戶完成各個對內及對外的活動策劃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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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她熱愛義教，在工作中仍不忘義教，會於假

期自己到中國不同省份進行義教或探訪。 
 
陸晉璿，外務部幹事 

陸晉璿 2015 年加入心火，曾是心火支教之旅的

隊長，心火學生社團的主席，畢業于香港理工大

學全球供應鏈管理專業，將于香港科技大學就讀

環球運營管理碩士專業。 她業餘愛好唱歌及籃

球。 
 
夏元媛，外務部幹事 

夏元媛現就職于普衡律師事務所，擔任法務經

理，主要從事于香港資本市場，包括香港主機板

IPO 上市，增發以及上市合規事務等。 本科畢業

于中國政法大學法學經濟學雙學位學士，研究生

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國際經濟法專業。 
 
郭聰，策略及運營部幹事 

郭聰于 2014 年加入心火，曾任心火支教之旅的

隊員，隊長，心火學生社團的成員。 郭聰畢業于

香港理工大學，目前就職于安永諮詢。 她熱愛 

跑步，瑜伽和音樂。 她最喜歡心火支教之中與人

分享，影響彼此的體驗。 
 
劉達，人才與發展部幹事 

劉達 2016 年加入心火，去過湖南支教，並長期

捐助心火和擔任隊員培訓師。 劉達現任英國保誠

經理，畢業于香港大學工程學士和香港理工大學

管理碩士。 愛好得到 app，健身，看電影，吃火

鍋 
 
崔宏博，市場部經理 

崔宏博 2013 年加入心火，是心火標誌的設計

者。 他畢業于中山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雙本科學

位，及香港中文大學碩士學位。 他是申申學子諮

詢公司創始人，知乎及公眾號優質內容創作者

（Mushroobby），國際註冊營養師，現就職于

香港友邦，帶領個人團隊。 
 
 
 
 
 
 

 

 
 

幹事會 Executive Committee

岳茜

總幹事

劉佩瓊

市場部幹事

陸晉璿

外務部幹事

夏元媛

外務部幹事

郭聰

策略及運營部
幹事

劉達

人才與發展部
幹事

崔宏博

市場部經理

董事會 Member of the Board 

王璞,聯合創辦人及董事會主席

曹禹,聯合創辦人及董事會副主席

董事會成員

張行健，吳雋雨,吳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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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e the HeartFire values 心火價值觀 

到底是什麼把心火隊員團結在一起?到底什麼是心火努力和堅持的方向?  

我們總結和推出了心火價值觀，作為心火成員的

準則，和心火堅持的原則： 

Commitment. 篤行         

Empowerment. 賦能 

Inspiration. 啟發        

Inclusion. 包容 

我們對話了心火香傳的核心成員，談談他們對心

火價值觀的理解。      
 
篤行 

(夏元媛)「篤行」二字飽含踏踏實實，一心一

意，堅持不懈之意。 只有有明確的目標、堅定的

意志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篤行」。 NGO 民間

組織很多，但隨著時間中間有人退出，有的組織

選擇默默解散，因此但凡堅持下來，秉持自己理

想的團體，必定要有篤行精神。 我理解這也是心

火香傳的意義。 
 
(郭聰) 熱愛教育是燃燒在心上的火，但唯有篤行

的人才會將此付諸實踐，翻山越嶺去為山區的孩

子們點亮一盞燈。 無論是理事會成員，莊員，還

是支教的隊員，于學術的繁忙中或是工作的瑣碎

中，依舊願意將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心火中。 篤行

的心火人成就了心火。 

賦能  

(吳小凡)我認為心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我們

賦能的價值觀。 心火十年來幹事會、莊員、隊員

在不斷更換，但每一年都能做出出色的成績，原

因之一在於我們賦予了莊員和隊員一個開放的平

臺，讓他們根據自己的想法去創造，而非根據既

定的指示去執行，充分發揮團隊每個人的主觀能

動性， 讓所有參與者願意主動付出。 

 (吳雋雨)賦能可以是多個層面的，可以是理事會

對幹事會的賦能，幹事會對隊長、隊員的賦能，

隊員們對孩子們的潛能激發。 賦能也可以是雙向

的，反過來，從孩子們的瞭解現狀，從隊員、幹

事會的經驗和成就中反思，促進心火不斷改進。 

通過賦能，把更好的心火、心火的精神傳遞給最

多的受益者。 

啟發   

(岳茜)常言道「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啟發是

創立之初便流通在心火的血液裡的 DNA，也是心

火與其他義教組織與眾不同的根本。 未來，我們

會更加注重支教品質，精益求精，讓志願者們利

用他們的課程和個人分享作為視窗，展示世界的

不同面，説明支教地區的孩子們瞭解人生的「其

他」選擇項，並提供途徑讓他們有能力去追尋自

己的選擇。 

 (陸晉璿）啟發，心火的啟發是雙向甚至多向

的。 我們通過義教為孩子們帶去新的思維和新的

視野，通過賦能説明學生和隊員發掘身上的潛

力，通過舉辦和組織心火各條線的活動令自身不

斷獲得新感悟。 在心火人生不設限，啟發一直在

路上。 

包容 

（王璞）包容是很重要的心火價值觀。 心火建立

的宗旨之一是通過教育服務增強社會共融。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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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了多元性，政治，文化，社會體系；人與人

之間也充斥著各種不同，家庭背景，成長經歷，

個性等等。 希望每個心火人都可以認識到每個合

作夥伴，服務個體的不同，以包容的心態去執行

每一項工作，也希望心火能把包容的價值觀帶給

所有服務的對象，令到整個社會能夠更加和諧共

融。 

（曹禹）心火于我，是用心中的火點燃別人的心

火；不停傳播開來，也一直傳遞下去，不論是參

與的大學生或是中小學生；生命影響生命，這是

啟發，亦是賦能。 也許不是每個人都有改變世界

的機會，但你一定有機會改變自己和身邊的人，

這要篤行，亦需包容。 

 

1Q19 Activities 季度活動 

2019 年 3 月靖邊回訪 

心火 2009 年第一次義教之旅，去的就是東坑。在過去十年中，心火亦組織過數次義教之旅至此。

2019 年的春天，心火的三位董事會成員來到陝西省榆林市靖邊縣東坑鎮東坑中學進行回訪。 

我們採訪了他們的感受。 
 
問：和你上次義教時相比，你這次來東坑中學最大的感觸是什麼 
 
（吳雋雨）我十年前來過這裡義教，鄉村學校的硬體設施和十年前相比大有改善，先進齊全。 
 
（吳小凡）靖邊現在的發展與七年前我第一次去靖邊的時候不可同日而語，經濟飛速發展帶來了基

礎設施建設和學校硬體的大幅改進。 
 
（王璞）每個教室裝上了先進的多媒體設備，鋪上了塑膠操場，改善了學生公寓樓的住宿條件。 

新的校長秉持不落下每一個孩子的辦學理念，將升學率逐年提高。 
 
十年前：學校操場                                                                           如今:學校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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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感受到東坑中學現在需要的是什麼 
 
（吳雋雨）學校還是十分需要我們帶來精神和勵志方面的教育和課程。 
 
（吳小凡）師資力量、優質學生生源等軟實力依舊薄弱，學生們需要更直觀的獲取外界的文化和價

值觀， 也需要外界力量的協助以説明他們走出當地的舒適圈，體驗外界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維方

式和多樣文化。 
 
十年前：學校沒有飯堂，隊員們在午餐時蹲在學

校操場上吃飯，引來了當地學生的熱情圍觀 
 

 
 

 
 

如今：學校建起了寬敞的飯堂 
 
 

 

問：你認為心火未來可以為東坑中學做到什麼 
 
（王璞）我們希望可以長期給豐富像東坑中學這樣的學校學生們的精神教育。學校主動提議將東坑

中學設為長期合作基地， 當地教育局也對此項目表示全力支持。我們期待在未來幾個月內和東坑

中學簽署未來五年的合作協議。 
 
（吳小凡）將東坑中學作為試點教育基地，我們可以在未來 5 年為學校提供一整套教育服務：包

括每年組織香港大學生在當地展開義教活動，每年邀請東坑中學師生來港進行雙向文化交流，同時

每學期為綜合實力優異、學習進步大的同學頒發獎學金， 爭取做到長時間發揮心火的影響力，更

直觀的打開學生視野，通過部分帶動全面的方式激勵學生努力拼搏，建立自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更進一步的為中港文化交流互動盡一份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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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全校唯一一間有 PPT 的教室 

 
 

如今：學校已經用上了智能黑板 

 
 
 
 

2019 年回訪時和當地學生交流以及和校長商討長期合作計劃 

        
 
 

2019 年 4 月廣州團隊建設 

心火並沒有全職員工，所有的幹事們都是在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將熱情和努力奉獻給心火香傳。 

通常你可以在週末的咖啡廳裡，看到激烈討論的心火成員們。 

2019 年 4 月的假期，心火董事會和幹事會決定嘗試“走出去”，從香港的咖啡廳到廣州的民宿，凝

聚團隊，商討心火的未來大計。 
 
 (郭聰)在廣州最難忘的就是晚飯桌上對於價值觀的討論，在這種深入溝通中真切的體會到了與價值

觀相似的人一起為相同的目標奮鬥是多麼暢快的事。 這也再一次印證了，能為支教事業走在一起

的，也是最熱忱善良的人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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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片:相聚廣州，繼續開會 

  
 

(陸晉璿)心火的第一次團建帶給我很棒的體驗，最大的感受：時間長一些就好了，沒和大家呆夠！ 

兩天的會議讓我對心火未來的藍圖有了更清晰的認識，也再次明確了大家以及自身的使命。 同時一

個小建議，下次開會開始前，由會議主持人，比如總幹事列一個今日需要解決問題的提綱，並指定

一個 timer 嚴格把控時間防止會議內容跑偏～ 

 

活動圖片:在廣州進行團隊遊戲 

    
 
備註：靖邊回訪和廣州團建的所有費用均為成員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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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幹事會集體照: 十年篤行，心火依舊 

 
 
第一排左至右：吳雋雨，張行健，王璞，吳小凡，劉佩瓊 

第二排左至右：夏元媛，岳茜，劉達，陸晉璿，郭聰 

注：曹禹，崔宏博未能參與此次團體照拍攝。 
 
 
 
心火十年，感謝每一位隊員，參與者，合作機構和捐助者的支持和幫助，是你們讓心火更堅定，更

努力走到今天。 
 
 
 
 
聯繫我們：enquiry@heartfirehk.org 

mailto:enquiry@heartfire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