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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各位義師、家長、學生、各位朋友： 

 

我們新成立的賽馬會創新教育工作室，其中一樣重點項目為「飛翔教室」，透過開辦多元化的

創新課堂，為現有單向和催谷的教育模式提供出路。這個流動教室由充氣物料製造，由今年 12

月起會陸續飛進全港 18 區的公園和商場，讓各區市民和家長都能免費觀摩及體驗創新的教學方

法和課堂內容，一同擴闊對香港教育的想像。「飛翔教室」不限於常規科目，可以是設計、建

築或認識社區，教授方法充滿彈性，例如可將教室砌成模擬法庭，增加學生對時事、法律常識

的代入感。有關「飛翔教室」最新的落區詳情，可留意工作室的 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eoedulab。 

 

另外，若任何朋友與我們一樣，對創新教育抱有想法並希望付緒行動，很歡迎你加入我們的飛

翔教師行列，在「飛翔教室」試驗和實踐新的教學意念。我們的團隊會在資源和人手上提供協

助，和你一起商量研究，將你的知識才藝和教學創意化為可行的教學方案。歡迎各位致電 2782 

2700 或電郵至 hello@neoedulab.com 與我們聯絡，了解「飛翔教室」的詳細運作，認識更

多和你一樣有心有力的同路人並互相交流，大家共同協力改變扭曲的教育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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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1.) 11 月 1 日 － 東涌美孚落區宣傳  

我們到東涌及美孚地區加強宣傳工作，希望招募更多區內居民加入我們的義師及義工行列。

感謝以下愛心商戶及機構熱心支持，提供

地方讓我們張貼宣傳海報，名單包括(排

名不分先後)︰香港聖公會東涌綜合服

務、拾捌兩、東大門韓食、永發文具精品

店、離島婦聯陽光家庭資源中心/聚賢

社、逸東邨至逸樓互助委員會、東涌專業

單車、美食堂、多多餅店、車輪餅小姐、

重慶川味、餃子妹。 

 

2.) 11 月 12 日 － 綠色生態遊  

恒隆義工隊帶領我們十數名學生參與西貢土壤及地質一天遊，到訪蕉坑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及北潭涌自然教育徑，認識不同土壤的種類；參觀灰窰遺

址，了解石灰對農地的重要性；並一同於西貢享用特色午

膳，讓學生享受豐富的戶外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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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月 19 至 20 日 － 慈善義賣  

我們應主辦單位 VGO Market 邀請，在黃金海岸參與慈善義賣

推廣活動，售賣的都是參與中心免費美術班的學生作品，包括

使用 Decoupage 拼貼技術製成的文具包和賀卡等。 

 

 

 

 

 

4.) 11 月 20 日 － 家長啟迪講座  

賽馬會創新教育工作室舉行主題為「思維習慣」

的家長啟迪講座，由註冊教育心理學家霍靄明

女士及賽馬會創新教育工作室總監姚棟材先生

主講。講座介紹如何有效地運用思維習慣幫助

子女學習，並設家長即場練習的環節。 

 

 

 

 

5.) 11 月 24 至 25 日 － 浸大入校宣傳  

我們一連兩日於浸會大學校園內擺設宣傳攤

位，招募浸大師生加入義師義工行列。 

 

 

 

 

 

6.) 11 月 27 日 － 創新教學課  

我們參與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舉行的

「不一樣教育節」，安排別出心裁的中文

課及孩子當家課，讓學生和家長體驗創

新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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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 月 30 日 － 義工講座  

一眾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青年義工到訪

我們的葵涌中心，實地了解義工服務崗位的職責。他

們更愛心捐贈逾 200 份文具，讓我們轉贈給有需要

的基層學生。 

 

 

 

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    

尹靄賢 王皓妍 朱建坤 朱祖懿 吳可盈 

吳金萍 吳頌芝 吳嘉儀 巫家鋒 李沁雪 

李裕生 李嘉敏 李瑩盈 汪育洋 沈定虔 

卓秋燕 卓凱怡 周凡丁 周宏陽 周佳惠 

周建斌 周潁怡 林子靖 林安妮 林美祺 

金佩儀 姜啟泓 施玉琪 張慧芬 梁允柔 

梁仲雯 梁志雄 梁志遠 梁家樂 梁煒成 

梁曉彤 莫元進 許雄文 郭大瑋 郭曉虹 

陳子良 陳希汶 陳昭倫 陳美娟 陳家儀 

陳惠怡 陳惠娟 陳頌汶 陳嘉欣 陳維浩 

陳韶華 陳樂鈴 陳繹文 陸競時 曾振軒 

曾詠賢 曾綺雯 曾憲傑 馮澍恒 黃咏琴 

黃浚曜 黃海盈 黃珮婷 黃婉鈴 黃曼宜 

黃樂妍 黃樂雯 黃燕珊 黃靜雯 黃靄霖 

楊璋生 溫錦瑩 葉翠 雷高明 廖緒玲 

劉小鳳 劉玉英 劉京達 歐陽寶英 潘海怡 

衛贊樂 鄧心怡 鄧雅怡 鄧煜航 鄧麗珊 

鄭浩嘉 鄭樂賢 鄭耀宗 黎凱忠 薛國鴻 

謝瑤 鍾映君 鍾雪瑩 簡煥雯 羅維進 

赵爽 Hailey HeiYin Lum Ronnie Wu Salina Mou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義補現況 (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  

 

學生人數：10,245 人    

義師人數：9,178 人    

配對總數：8,148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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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師嘉許 

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以下義師已為其學生補習超過一年，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任美霞 伍國棠 朱祐廷 何桂嵐 余梓維 

吳子裕 吳啟綸 吳淑琦 李士晟 李丹丹 

李如珊 李沅琦 李婉兒 李雄金 李碧心 

李鎮軒 沈佩瑩 冼北權 周統滙 林天恩 

林惠珍 林詠青 洪如玉 胡子鋒 胡怡如 

孫永亮 孫啟耀 徐安瑩 徐愷怡 馬成 

張玉玲 張佩文 張啓揚 張澤深 梁玉芬 

梁淑馨 符小雅 莊家鋒 許賢聰 連珮姍 

陳冰心 陳律賢 陳莕欣 陳琬晴 陳雅文 

陳嘉俊 陳慧賢 彭惠怡 曾德浩 曾慧琼 

程光敏 黃淑文 黃徳莊 黃麗施 黃麗容 

黃藹瑩 楊浩輝 溫梅玉 雷裕民 趙文慧 

劉卓卓 劉啟宗 劉智偉 樊國熙 歐陽心韻 

蔡曉君 鄧丞志 鄧美嫻 鄭澤南 黎凱瑤 

盧家榮 盧淑婷 盧詠琪 盧靄華 蕭錦成 

賴志和 謝國忠 鍾並成 鍾寶蓮 
 

Barbara C.Y. Laam Jacquline Yu     

 

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以下義師已為其學生補習超過半年，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文莉馨 方芷晴 王欣 王耿城 江紫昕 

何偉倫 何詠欣 何詮義 何樂琴 余若琳 

吳志鵬 吳卓琳 吳振華 呂嘉瑩 李依庭 

李卓熹 李愷婷 李儉勤 李標方 林宛嫻 

林宜穎 林朗然 邱慧珊 柯舜筠 徐頴怡 

袁倩恩 袁嘉昌 張思樂 張恩澤 張焯軒 

梁凱盈 梁韻怡 郭子鋒 郭苑喬 陳之庭 

陳俊軒 陳昭歷 陳美芝 陳若翹 陳偉蔭 

陳婧文 陳斯楠 陳灝暘 黄溢昇 馮思雅 

黃心妍 黃先亮 黃庭朗 黃棨瑩 黃渟茵 

黃菁楠 黃銘鏘 黃穎茵 黃顯聰 楊悅怡 

楊淑蕙 楊慕貞 楊蕙因 虞淑怡 甄梓豪 

趙芷瑭 劉志輝 劉欣彤 劉潔儀 鄧靄茵 

鄭德明 盧尚志 盧彥霖 蕭靜芳 霍以恆 

駱施憐 謝文謙 鍾凱而 羅希揚 羅松欣 

羅家杰 譚尹雅 譚海恩 蘇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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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增配對及完成初次會面 (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  

導師 Ma Ka Him 馬嘉謙 +  學生 薛晋軒 大角咀 

導師 朱佩珊 +  學生 邱淑儀 葵芳 

導師 吳梓澄 +  學生 何柏林 葵芳 

導師 吳梓澄 +  學生 何梓樂 葵芳 

導師 馬淑儀 +  學生 韓美 中環 

導師 梁詩雅 +  學生 麦桀粼 觀塘 

導師 郭允軒 +  學生 周子穎 寶林 

導師 佘欣諭 +  學生 張婉秋 鴨脷洲 

導師 蕭正行 +  學生 陳小彤 太子 

導師 莊啟豪 +  學生 劉寶榮 九龍灣 

導師 李剛豪 +  學生 李麗盈 九龍塘 

導師 黃啟駿 +  學生 董嘉賢 觀塘 

導師 王富強 +  學生 張震東 觀塘 

導師 王敏婷 +  學生 許文森 九龍灣 

導師 方鈺倫 +  學生 曾穎霖 葵芳 

導師 Cheung Hong Ming Judy +  學生 林凱怡 青衣 

導師 李芷澄 +  學生 梁君安 將軍澳 

導師 張可恩 +  學生 陳靖琳 沙田 

導師 老嘉明 +  學生 李俊壹 屯門 

導師 任恩翹 +  學生 陳可橦 九龍塘 

導師 吳金玲 +  學生 張芷欣 大埔 

導師 關燚鑫 +  學生 郭曉雯 葵興 

導師 陳家儀 +  學生 羅鳴崢 天水圍 

導師 黃露絲 +  學生 呂嘉樂 彩虹 

導師 梁希彤 +  學生 盧梓浩 深水埗 

導師 李曉盈 +  學生 季芷伊 粉嶺 

導師 李展晴 +  學生 劉文華 粉嶺 

導師 李宇軒 +  學生 陳柏熹 朗屏 

導師 黃啟綱 +  學生 陳楚譽 旺角 

導師 丘翠婷 +  學生 尹子甄 新蒲崗 

導師 范顯中 +  學生 鄭豪 慈雲山 

導師 劉映彤 +  學生 余建穎 元朗 

導師 劉映彤 +  學生 余建樂 元朗 

導師 李澤鋒 +  學生 仇閨生 青衣 

導師 孫卓婷 +  學生 周詠霖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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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巫家鋒 +  學生 陳啓東 大圍 

導師 衛贊樂 +  學生 鄭熙桐 土瓜灣 

導師 鄧煜航 +  學生 何泳姿 樂富 

導師 尹靄賢 +  學生 雷宏希 馬鞍山 

導師 劉濋怡 +  學生 周俊生 九龍塘 

導師 莊浩麟 +  學生 何芷菁 筲箕灣 

導師 簡煥雯 +  學生 黃雅瑩 太子 

導師 趙佑晉 +  學生 劉高熙 屯門 

導師 曾素格 +  學生 魏浚鴻 石硤尾 

導師 張芷靜 +  學生 方琬汶 九龍塘 

導師 趙凱琳 +  學生 房進豪 元朗 

導師 邱梓浩 +  學生 温珈彤 大角咀 

導師 黃美雲 +  學生 鄒穎欣 屯門 

導師 謝榮發 +  學生 麥穎君 上水 

導師 吳金玲 +  學生 何世涌 大埔 

導師 姚詩敏 +  學生 鍾偉詩 筲箕灣 

導師 葉俊宏 +  學生 巫曉思 深水埗 

導師 Vincent Yeung +  學生 蔣清璽 大圍 

導師 陳婉萍 +  學生 鐘慧仙 東涌 

導師 阮佩儀 +  學生 蘇映彤 屯門 

導師 周文厚 +  學生 陳子熙 藍田 

導師 曾振軒 +  學生 黎倬軒 大圍 

導師 李秋雁 +  學生 歐珮祺 九龍灣 

導師 鄺小芝 +  學生 孫宏達 屯門 

導師 熊剛豪 +  學生 曹世銘 土瓜灣 

導師 黃漪鈴 +  學生 黃俊彥 沙田 

導師 何凌珏 +  學生 蘇文杰 青衣 

導師 陳惠怡 +  學生 李彥儀 旺角 

導師 周宏陽 +  學生 洪貽欽 筲箕灣 

導師 陳君洛 +  學生 張家榮 沙田 

導師 鄧宏安 +  學生 譚艷霞 大角咀 

導師 蔡皓筌 +  學生 鍾佩蓉 天水圍 

導師 黃汝家 +  學生 李庭軒 寶林 

導師 黎家威 +  學生 葉政延 太子 

導師 梁偉浩 +  學生 袁逸筠 中環 

導師 霍祖傑 +  學生 陳紳頤 大角咀 

導師 廖緒玲 +  學生 陳音潼 大角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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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朱祉蓉 +  學生 陳大銘 葵芳 

導師 朱祉蓉 +  學生 陳嘉詠 葵芳 

導師 馮韻暉 +  學生 溫家培 北角 

導師 馮韻暉 +  學生 溫嘉欣 北角 

導師 徐潁如 +  學生 陳沛玟 西環 

導師 陳希汶 +  學生 吳俊筵 紅磡 

導師 陳希汶 +  學生 吳俊廷 紅磡 

導師 雷高明 +  學生 頼嘉慧 藍田 

導師 洪亮斌 +  學生 吳偉森 紅磡 

導師 鄧麗珊 +  學生 翁承亨 牛池灣 

導師 容國強 +  學生 林燁錦 觀塘 

導師 吳嘉威 +  學生 蔡逸韵 天水圍 

導師 梁乃耀 +  學生 羅建豪 荃灣 

導師 楊永城 +  學生 歐鵬烽 天水圍 

導師 謝英麟 +  學生 張方力 油麻地 

導師 黃樂雯 +  學生 陳穎雯 屯門 

導師 李啟皓 +  學生 陳翺甯 油麻地 

導師 蔡樂頤 +  學生 梁凱琳 寶林 

導師 王雲剛 +  學生 楊桂銘 屯門 

導師 施玉琪 +  學生 譚彩琪 藍田 

導師 梁敏斯 +  學生 劉德瑤 屯門 

導師 許雅莉 +  學生 何穎斯 西環 

導師 盧芷玲 +  學生 文嘉穎 天水圍 

導師 鍾雪瑩 +  學生 司徒美慧 藍田 

導師 黃浚曜 +  學生 鍾志強 觀塘 

導師 蘇德謙 +  學生 甄皓詩 太子 

導師 梁詠琳 +  學生 譚鈺琼 旺角 

導師 李家欣 +  學生 任天佑 天水圍 

導師 莫韻怡 +  學生 鄭浩揚 寶林 

導師 謝瑤 +  學生 陳旖琳 黃大仙 

導師 周安之 +  學生 黎嘉儀 石硤尾 

導師 丘玉燕 +  學生 方泳茵 九龍灣 

導師 鄧雅怡 +  學生 鄺慧欣 屯門 

導師 梁鳳英 +  學生 余海 旺角 

導師 黃燕珊 +  學生 劉振聰 天水圍 

導師 余志鵬 +  學生 陳芷堯 荃灣 

導師 陳繹文 +  學生 鄭天豪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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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周潁怡 +  學生 王美怡 太子 

導師 陳韶華 +  學生 劉凱怡 天水圍 

導師 羅少華 +  學生 張瑋铭 南昌 

導師 梁允柔 +  學生 李小善 深水埗 

導師 朱祖懿 +  學生 卓文鈺 天水圍 

導師 陳美娟 +  學生 譚樂兒 柴灣 

導師 陳子良 +  學生 關嘉謙 荃灣 

導師 黃珮婷 +  學生 黃顯順 馬鞍山 

導師 葉翠 +  學生 朱芷箬 黃大仙 

導師 伍明珠 +  學生 陳詠思 荃灣 

導師 簡翠珊 +  學生 謝穎鋒 天水圍 

導師 王皓妍 +  學生 陳芊柔 油麻地 

導師 唐祖華 +  學生 劉沅沅 北角 

導師 伍明珠 +  學生 張凯峰 荃灣 

導師 唐祖華 +  學生 周俊庭 北角 

導師 李子汶 +  學生 劉羿君 油麻地 

導師 吳嘉儀 +  學生 黃楚橋 觀塘 

導師 陳家揚 +  學生 Ali umer 坑口 

導師 黎凱忠 +  學生 黃曉彤 荃灣 

導師 梁志雄 +  學生 謝曉盈 藍田 

導師 朱潔茹 +  學生 梁惠心 粉嶺 

導師 朱潔茹 +  學生 梁惠怡 粉嶺 

導師 黃曼宜 +  學生 潘詠恩 葵興 

導師 莫元進 +  學生 劉佩怡 筲箕灣 

導師 盧政賢 +  學生 楊詩曉 大圍 

導師 游維喜 +  學生 王煒綸 紅磡 

導師 陳嘉欣 +  學生 鍾子淇 九龍塘 

導師 陳熾發 +  學生 李江俊 鴨脷洲 

導師 陳加希 +  學生 廖思淇 大圍 

導師 陳昭倫 +  學生 林曉男 寶林 

導師 吳金萍 +  學生 林泓韜 深水埗 

 



10 

心聲分享 

義師  林思美 Renee 

為小女生補習英文已經兩年，她也在去年九月從小學升上了中學。小女生來自單親家庭，她的

母親是一位家務助理。小女生念中文小學，英文根基比較弱。為升中可進心儀的學校她也有一

段時間非常努力，我感到她是個有潛質但惰性亦高的孩子。 

 

升上中學後她就進了英文班。自中一開學，她都沒心機上補習課，又不溫習，要她做的練習也

放着不做。問她所有事情都説不知道，小學時教過她的東西也忘得一乾二淨。從她媽媽口中得

知她在新學校沒有遇著欺凌，下課回家時間亦似乎正常。據朋友的經驗及自己的觀察，我感到

她可能是不適應英語授課，但她沒正面承認，又説不出有什麼問題，就只是一副放棄的態度。

好幾個月我都沉著氣，但大概去年聖誕之前，我終於教訓她一頓，告訴她如果她不好好用功，

那每星期六只有我單向的「教」她是沒用。我暫停補習課，要她好好想想，自己要不要變好、

進步，要的話，再找我。其實，我是有點灰心，又怕她真的不再上課，又想自己是否太嚴厲…… 

 

新年後，她發短訊給我，説"Hello, I am ready."。之後上課態度總算有丁點進步；我也改變了

形式，花多點時間與她聊天，了解她學校生活。她亦透露英文授課的確為她帶來困難，於是我

就試試在有限的時間內跟她解釋英文科以外科目的課文。到上週末，她一跟我見面就説：「今次

英文考試終於合格了！」聽到後我就問她其他科目的情況，在她筆記簿做了個表格：圈代表合

格，問號代表不合格（不想用交叉）。然後，我告訴她，從四科合格變六科合格是好開始，她可

用多點功，把合格科目數字提升。當天整課她也顯得很雀躍。 

 

其實，她有多少科合格是次要，我最希望她可培養正確態度去做事：她就是太疏懶、意志薄弱。

與她相處日久，就更覺得我為她的意義不單是考試拿分數——這在她的階段當然重要，但更更

更重要，是怎樣幫她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待人接物的方法、是非對錯的分辨、面對困難的態度。

我沒有接受過教學訓練，實在發覺這份補習功夫愈來愈難，有些感到不知從何入手；又想如果

她沒有進步，自己也難辭其咎；希望她的積極可以維持下去，但又不敢過份期望；我沒有信心

可做得好，只可以盡力而為…… 

 

若義師、學生、家長或各方友好有興趣撰文，在此跟大家分享義補感受或心得，歡迎將稿件電郵至

info@hkcnc.org.hk、傳真至 3621 0935 或郵寄旺角花園街 250-252 號曉翠閣 1 樓 B 室【陳校長免

費補習天地】收，字數不拘，謝謝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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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鳴謝 

在 2016 年 11 月期間，我們得到下列善心人士捐款，衷心感謝！  
 

善長芳名 金額 (HK$) 

Cheng Chi Yip 200.00  

Chimont Services Limited 3,500.00  

Chow Siu Lai 250.00  

Chu Ching Man  250.00  

Chui Chi Chung 500.00  

Ho Ka Yue Joseph Ralph 2,000.00  

Ka Wo Tsoi 1,000.00  

Lam Ka Po 300.00  

Lee Fung Ching Vivienne 1,000.00  

Miss Aileen Wong Ka Yu 30,000.00  

Miss Wu Wai Fan Brenda 500.00  

Mr Kam Ho Ting 100.00  

Mr Yan Chun Ming 1,000.00  

Ng Iris 216.30  

Ng Siu Han 1,000.00  

Shop Vac Limited 133,000.00  

Tang Ka Wai 300.00  

Trading 300.00  

Trading 100.00  

Trading 100.00  

Wong Ka Man 6,400.00  

有心人 1,000.00  

有心人 500.00  

有心人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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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捐贈鳴謝 

在此段期間，我們得到下列善心人士捐贈物資，衷心感謝！ 

善長芳名 捐贈物資 

呂小姐 A3 過膠機一部、白板一塊 

盧先生 手提電腦兩部 

Cindy 書本、練習兩袋 

阮佩儀 練習一袋 

Ho Pik Shan 練習一袋 

Yip Wai Chung 文件夾一袋 

曾潔蘭義師 練習兩袋 

林浩榮義師 單簧管一支 

梅琬瑩 練習一袋 

Kwan Kam 練習一袋 

Nadia 結他一支 

Kent Lau 電結他一支 

Daniel Chow 木結他一支 

Castle Wong 小結他一支、大提琴一個 

Winnie Ho 小結他一支 

Ip Ching Wan 木結他一支 

Cheung Fu Yin 魚絲結他一支 

Kay Ho 木結他一支 

Convoy Social Fund Limited 
結他一支、中提琴一個、長號一支、 

小號一支、長笛一支 

 

物資募捐 

 

我們需要下列物資作日常辦公或開班之用，歡迎各有心人捐贈給我們，又或捐款予我們進行購置。

請致電 3621 0925 或電郵 info@hkcnc.org.hk 與我們聯絡。謝謝！ 
 

 譜架 

 木管樂及銅管樂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