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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各位義師、義工、家長、學生、各位朋友： 

 

踏入新的一年，在此先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勝意、生活愉快！感恩一直獲社會各界鼎力支持，

使機構不斷邁步向前。未來雖預計仍然難關重重，但我們始終充滿盼望和動力，亦希望能繼續

與各位同行，攜手為現時扭曲的教育生態點燃生機。 

 

新一年同時為我們帶來一則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得到永義國際集團慷慨贊助，以象徵式月租提

供近２,000 呎的寫字樓作為我們新的行政總社。這不單可使我們在資源緊絀的情況下減省現有

租金成本，將機構營運經費直接造福社會上的貧弱學童，更可望藉著新總社更寬敞的空間和完

善的配套，大力提高服務成效和質素。 

 

新總社位於長沙灣大南西街 609 號永義廣場 20 樓 C 室，距離荔枝角港鐵站約五分鐘步程。我

們將於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下午四時至五時於單位內進行一個簡單但意義重大的入伙儀式，

歡迎大家一同到來分享喜悅。而現有之太子總社將於三月底停止開放，期間中心之服務和運作

將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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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1.) 1 月 9 日 － 電影首映 

歌手鄧紫棋（G.E.M.）將其自傳式電影《一路逆風》

在港首映門票收益，全數撥捐給我們，更抽空擔任

義師教基層小朋友彈鋼琴。 

 

 

 

2.) 1 月 10 日 － 網片義師培訓 x 康宏 

鳴謝康宏金融集團與我們展開合作，協助招

募近 20 名企業義工，為弱勢學生製作網上自

學短片教材。 

 

 

 

3.) 1 月 14 日 － 合唱團表演  

我們的免費合唱團學生在荃灣愉景新城大展

歌喉，為觀眾獻唱「我的驕傲」一曲。 

 

 

4.) 1 月 14 日 － 區義員培訓  

分區義務聯絡員(區義員)培訓順利進行，感謝當日抽

空出席的各熱心朋友。區義員主要職責為於地區主持

第一次師生會面，核對師生身份並講解義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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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月 17 及 25 日 － 美孚街站 

我們一連兩個星期二於美孚港鐵站設義工義師報名街

站，即場為大家解答疑問及協助報名，即場登記者更

獲贈鴻福堂贊助之健康飲品乙支。 

 

 

 

 

6.) 1 月 18 日 － 嶺大宣傳  

鳴謝嶺南大學服務研習處的協助，讓我們在社會服務

週宣傳，於嶺大學生飯堂外擺設義工義師招募站，讓

有興趣的同學即場報名登記，加入義補行列，幫助基

層學生，以知識回饋社會。 

 

 

 

7.) 1 月 19 日 － 網片義師培訓 x 中大  

我們正錄製一套中英數網上自學短片，讓我們的學

生可隨時隨地因應自己的能力和需要自學，感謝中

大聯合書院的一班學生義工參與製作。 

 

 

 

8.) 1 月 21 日 － 冬季義師迎新會  

當日有超過 60 位義師和公眾人士出席，與陳校長、

資深義師們互相交流，分享義補期望與經驗，彼此

支持共勉。  

 

 

 

 

9.) 1 月 25 日 － 街頭寫揮春  

我們於葵涌中心門外擺設街站，由中心書法班的義師

和學生即場為大家寫揮春賀新年，為大家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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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月 27 日 － 新春音樂會  

我們於新年時聯同音樂教育機構 Harpitime 

Studio 同樂室，在港鐵香港站內的藝術表演區

進行音樂會，由樂器班義師和同學們演奏多首賀

年歌曲。  

 

 

 

義師嘉許 

截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以下義師已為其學生補習超過一年，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卜偉基 牛雙賢 朱泳賢 朱芷欣 何秀清 何松庭 何俊賢 

余嘉瑩 李志江 李晴欣 李雁飛 李學謙 李熾堅 李穎霖 

李鴻昌 沈曉呈 周玉堃 周翠顏 林明英 林炳坤 林詠青 

洪慧思 胡皓恩 夏玲玲 柴之瑋 袁秀珊 袁柏蕙 馬崇雯 

高峻 庾穎欣 梁立兒 梁嘉偉 梁錦全 許婷婷 許澤朗 

陳雪珍 陳博思 傅玉章 曾淦培 程惠鍶 馮葭露 馮鳴珠 

黃佳艷 黃海恒 黃智祥 楊佩珊 粱嘉鳳 葉麗梅 鄒明慧 

甄煒強 劉倩如 歐陽佩珊 潘悅晴 潘慧妍 蔣澤衡 鄧奕康 

鄧浩樺 鄭欣欣 鄭楚穎 霍婉儀 霍瑞賢 戴芷君 薛渭橋 

謝宇軒 謝焯希 鍾梓豪 簡金蘭 羅早儀 Millie Fung Tsui Yuk Ping 

 

截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以下義師已為其學生補習超過半年，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王雅琪 朱子杰 何兆欣 何樂琴 吳夏晶 吳偉業 李尚慧 

李俊杰 李凱逸 李睿寧 林煒婷 林頌昇 姚誠鵠 徐啟康 

翁子恒 翁耀倫 袁美茵 袁麗芬 高靖怡 崔雪梅 張采怡 

梁君鴻 梁明昌 梁慧婷 梁曉程 章家盈 莊力為 許小潔 

郭芷君 郭潔瑩 陳安娜 陳俞佑 陳偉民 陳梓豪 陳楚晶 

陳嘉慧 陳嘉曦 陳榮裕 陳碩勛 陳耀洪 麥沛徽 勞泯錡 

勞芷晴 曾溢恩 植蔚茵 馮誥沂 黃天敏 黃沛鈞 黃亮敏 

黃美倩 黃家儀 黃涓珍 黃楚雄 楊淑慧 楊翠虹 葉泰賢 

葉韻鍶 鄒燕婷 趙崇熹 劉珮珊 劉楚翹 練佩延 蔡仲全 

蔡欣穎 蔡皓婷 談葦妮 鄧廷威 鄧佩樺 鄧詠羲 鄭智恒 

賴承昕 鍾小玲 鍾可瑩 鍾婉華 鍾焯杰 羅家倫 譚一諾 

譚家興 譚靜雯 蘇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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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  

 

學生人數：10,584 人    

義師人數：9,422 人    

配對總數：8,422 對 

 

 

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  

卜文正 牛雨萍 王方立 王正非 王好 王俊良 王洪熹 

王晓丹 王詠如 王綺雯 古志創 司徒達智 伍天殷 朱玲玲 

朱盈蕙 朱珮琦 朱穎潼 江心兒 何嘉儀 何慧豪 余汝純 

余維嘉 余緒寧 吳佩霖 吳朗珊 吳偉恒 吳綺伽 吳鎮傑 

呂舜霖 李子穎 李少玲 李可昕 李汶芯 李孟杉 李明珠 

李芷齡 李柏慧 李秋榮 李家其 李嘉敏 李碧婷 李蔚楠 

李穎怡 阮栩炘 周子殷 周家欣 周晉鏗 周曉暘 周艷儀 

易愛斯 林子暉 林卓琪 林曉青 林曉泰 邱裕昌 柯頌茵 

柯碧厦 洪倩瑩 洪榮康 胡可穎 唐子洋 唐泽琼 孫云秀 

徐彤溵 祝天煣 翁小榕 翁治維 翁靜儀 袁玉華 袁慧琳 

袁曉茵 馬珮萱 張士彥 張任丰 張苑君 張婷 張嘉華 

梁心宇 梁俊偉 梁悅庭 梁振權 梁雪欣 梁嘉穎 梁頴雅 

梁鎮峰 梁耀駿 莊麗欣 許智媛 許樂晴 郭芷菁 郭倩雯 

陳子祥 陳天鍵 陳怡 陳俊錫 陳美瑜 陳家康 陳詠媛 

陳雅兒 陳睿如 陳慧懿 陳潔瑩 陸曉淇 麥婉芬 傅婉璧 

彭詩雅 彭澤霖 曾思恆 程敬恒 馮美蘭 黃玉貞 黃挺 

黃茵 黃啟鴻 黃梓希 楊小雲 楊浩 楊珩 楊穎霖 

楊蕙欣 溫曦 葉美景 葉詠彤 葉綺雯 董家慈 廖柏年 

劉可兒 劉正日 劉欣宜 潘汶菲 潘暐傑 蔡杰兒 蔡敏康 

蔡傑明 蔡照華 蔣美華 鄭志峰 鄭重禮 鄭雪君 鄭智仁 

鄭傲明 鄭榮進 黎兆泰 黎庭彰 黎桂燊 盧蔚珊 蕭俊彥 

蕭厚基 蕭姵瑩 賴子盛 謝文欣 謝浩然 謝嘉明 鍾梓彤 

簡潔玲 聶珂 鄺景天 魏金華 羅欣兒 羅浚廸 羅淑玲 

羅鈞兆 羅德禮 譚米貴 譚栲 譚惠珊 譚諾文 蘇俊文 

蘇倩彤 蘇嘉熹 蘇滌琦 顧志明 Oli Johns Winnie Leung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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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增配對及完成初次會面 (截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  

導師 陳泳瑩 +  學生 葉寶盈 黃大仙 

導師 姜炳鑫 +  學生 李俊榮 深水埗 

導師 姚慧明 +  學生 胡俊晞 長沙灣 

導師 麥顏貞 +  學生 黄詠恩 大圍 

導師 陳婉雯 +  學生 麥嘉瑤 大角咀 

導師 鍾思思 +  學生 徐嘉怡 黃大仙 

導師 梁萬泉 +  學生 陳力衡 鴨脷洲 

導師 陳穎熙 +  學生 孫泳怡 香港仔 

導師 鄭悅生 +  學生 劉力銘 西灣河 

導師 鄭志翔 +  學生 胡宗揚 旺角 

導師 梁志遠 +  學生 周熙宜 馬鞍山 

導師 黃婉君 +  學生 謝秀瑩 大角咀 

導師 陳彩雲 +  學生 吳丹 葵興 

導師 羅家杰 +  學生 謝沃希 油塘 

導師 劉得信 +  學生 吳煒瑩 大學 

導師 盧清展 +  學生 張建業 鰂魚涌 

導師 聶鈺庭 +  學生 譚樂童 柴灣 

導師 黄淑華 +  學生 陳明賓 深水埗 

導師 陳家昇 +  學生 陳文杰 調景嶺 

導師 吳曉波 +  學生 王善瑩 九龍城 

導師 
Li Yuen Lap Ariane  

李宛納 
+  學生 陸家希 炮台山 

導師 李沁雪 +  學生 梁弘澔 大埔 

導師 陳樂婷 +  學生 敖秀萍 屯門 

導師 甄卓藍 +  學生 湯信華 何文田 

導師 李少玲 +  學生 
温曉明 

Lahuna Master Phum  
何文田 

導師 莫景誠 +  學生 何國聲 九龍塘 

導師 郭少牧 +  學生 黃賀榮 香港仔 

導師 Nicole Loh +  學生 彭天恩 大角咀 

導師 鄭時清 +  學生 鄭曉霖 筲箕灣 

導師 楊曜亘 +  學生 吳曉霖 沙田 

導師 廖健媚 +  學生 何睿瞽 天水圍 

導師 陳雪莉 +  學生 張頌琼 油塘 

導師 吳凱祺 +  學生 屈曉嵐 牛頭角 

導師 溫碧琪 +  學生 吳灏均 將軍澳 

導師 陳詠恩 +  學生 賴德藍 屯門 

導師 鄭耀宗 +  學生 郭嘉信 元朗 

導師 伍均霖 +  學生 田美儀 筲箕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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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劉家棡 +  學生 蔡錦源 沙田 

導師 陳永浩 +  學生 劉秀霞 元朗 

導師 陳凱盈 +  學生 吳汶軒 太子 

導師 伍天殷 +  學生 李麗明 九龍塘 

導師 郭淑儀 +  學生 馬綺華 北角 

導師 葉錦華 +  學生 李佩儀 粉嶺 

導師 王美寧 +  學生 施煒業 柴灣 

導師 吳家雯 +  學生 莫耀榮 深水埗 

導師 蘇趙慕潔 +  學生 陳梓軒 西營盤 

導師 劉淑華 +  學生 蔡子健 觀塘 

導師 余汝純 +  學生 駱晉賓 大埔 

導師 余汝純 +  學生 駱晉宏 大埔 

導師 文淑儀 +  學生 吳嘉泓 太子 

導師 方苑旻 +  學生 劉鈺珮 寶林 

導師 羅敬慈 +  學生 朱博 深水埗 

導師 袁秀珊 +  學生 郭沃東 九龍灣 

導師 賴子盛 +  學生 譚梓桓 馬鞍山 

導師 余海欣 +  學生 毛靖儀 長沙灣 

導師 陳婷婷 +  學生 馮建浩 堅尼地城 

導師 趙崇德 +  學生 余素妍 大角咀 

導師 趙崇德 +  學生 余曉朗 大角咀 

導師 邵餘豐 +  學生 Moman Khan 柴灣 

導師 邵餘豐 +  學生 Moheen Khan 柴灣 

導師 鄧志華 +  學生 陳煒城 上水 

導師 劉慧妍 +  學生 劳学维 筲箕灣 

導師 陳詠媛 +  學生 黄可儀 九龍灣 

導師 張蘭 +  學生 李彤欣 荃灣 

導師 梁嘉穎 +  學生 馮嘉樂 秀茂坪 

導師 鄭重禮 +  學生 李國希 葵芳 

導師 李婉瑩 +  學生 黃小菁 奧運 

導師 王一如 +  學生 卜美雪 長沙灣 

導師 譚米貴 +  學生 卓家怡 秀茂坪 

導師 楊耀興 +  學生 黃丁仁 沙田 

導師 林曦晴 +  學生 林家樂 寶林 

導師 王詠如 +  學生 黃永恩 青衣 

導師 王安萍 +  學生 湯芷晴 大埔 

導師 郭志文 +  學生 陳國健 大埔 

導師 傅婉璧 +  學生 李麗幗 深水埗 

導師 袁玉華 +  學生 胡詠妍 九龍灣 

導師 李裕生 +  學生 黃義婷 太子 

導師 周晉鏗 +  學生 宋嘉怡 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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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王家麗 +  學生 劉俊均 秀茂坪 

導師 蕭俊彥 +  學生 廖博文 沙田 

導師 黎耀文 +  學生 陳晞淳 油麻地 

導師 麥凱喬 +  學生 劉寶儀 九龍塘 

導師 馮寶麟 +  學生 鄭卓林 坑口 

導師 蘇俊文 +  學生 黃綺雯 沙田 

導師 李芷齡 +  學生 甘敏慧 何文田 

導師 鄭懷寧 +  學生 鄺熙文 銅鑼灣 

導師 王采嫣 +  學生 章穎茵 鴨脷洲 

導師 曾一智 +  學生 朱勁粼 粉嶺 

導師 朱珮琦 +  學生 蘇焯衡 沙田 

導師 葉綺雯 +  學生 蔡雅盈 元朗 

導師 游麗清 +  學生 佘綺雯 九龍塘 

導師 馬正源 +  學生 周芷晴 土瓜灣 

導師 阮佩儀 +  學生 張少聰 屯門 

導師 王洪熹 +  學生 施倬葳 紅磡 

導師 蔡杰兒 +  學生 黄芷晴 秀茂坪 

導師 許樂晴 +  學生 馮心怡 將軍澳 

導師 張婷 +  學生 雷佩瑩 荃灣 

導師 黃挺 +  學生 曾煒超 荃灣 

導師 蘇滌琦 +  學生 梁誠佳 屯門 

導師 楊穎霖 +  學生 柯名珊 新蒲崗 

導師 馮美蘭 +  學生 楊霈祺 大窩口 

導師 朱盈蕙 +  學生 鄒譯誼 屯門 

導師 劉翠怡 +  學生 王顯杰 何文田 

導師 梁耀駿 +  學生 郝士詩 香港仔 

導師 簡潔玲 +  學生 莊詠婷 大埔 

導師 胡婉雯 +  學生 王靖階 青衣 

導師 黃珊珊 +  學生 黃傲雪 太古 

導師 薛國鴻 +  學生 袁心悔 大圍 

導師 洪倩瑩 +  學生 熊蔚婷 中環 

導師 梁家樂 +  學生 曾漪婷 九龍塘 

導師 郭倩雯 +  學生 劉政昊 坑口 

導師 張苑君 +  學生 鄧詠欣 上水 

導師 謝嘉明 +  學生 陳浩榜 觀塘 

導師 顧志明 +  學生 鄭曉雯 土瓜灣 

導師 朱玲玲 +  學生 鄭文熙 大圍 

導師 胡卓軒 +  學生 何佩柵 元朗 

導師 傅義明 +  學生 馬偉力 觀塘 

導師 李林富春 +  學生 關啟哲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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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家長  學生蔡偉鋒 

在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推薦下認識了導師汪文顯老師，兒子偉鋒有句真誠話要同您說：「我不是

您出色的學生，而您卻是我最祟敬的老師。」光陰似箭，在汪老師教導下轉眼已兩年，期間跌

跌碰碰，是汪老師指引我們前進的方向。 

 

憶起這段日子，因為兒子偉鋒英文成績略差，對於英語一直有恐懼感，進入英文學校水平全然

陌生。平易近人的汪老師完全沒架子，捧著盛意拳拳之心，沒放棄我們。他成了我的顧問，身

教讓我作為家長都上了一課！在汪老師諄諄教誨，悉心協助偉鋒下，使他衝破怕英文學習的難

關，豐富了我們的學習知識。偉鋒提升了英文水平，有了進步、上進心、方向感和勇氣。精益

求精的汪老師，每每補習完畢也要附加課外書寫，再在休息時段替偉鋒批改每週一篇的作文訓

練。而在一小時的課堂，汪老師謙虛貼心講解，用認眞專業的態度去教學，又不介意多次與我

配合，交談偉鋒的學習情況，十分有交代有理念！ 

 

在我們人生旅程上是汪老師豐富我們的心靈，開發我們的智力，為我們點燃希望之光。天涯海

角有盡處，只有師恩無窮期。謝謝您汪文顯老師！我們多想再次注視你講課，多想能夠緊握您

雙手衷心道聲「謝謝」，好感激您辛苦了！我們似一棵樹，沐浴著智慧的陽光在您知識的土壤裡

茁壯成長。雖只有兩年時間，但銘刻在我們心裡。你的同在讓我們輕鬆愉快學習，偉鋒都能明

白你的信念和話語。再見了，汪老師，你在臨走前的兩三日，都能貢獻你寶貴的私人時間給偉

鋒上最後的一堂。那晚上大風大雨又冷冰冰，你冒著風寒穿着短薄衣短褲拖鞋，眼看汪老師你

離去的身影，感受到你的真誠摰意和用心，上了最感動珍貴的一堂。 

 

汪恩師掬取天池水，灑向人間育新苗，最後兒子也想同老師說︰「在我黑暗的人生道路中，是

老師你為我點燃了一盏最明亮的燈，指引我前進的道路，讓白紙般的我點染了五光十色。這段

時間是汪老師給予我一雙有力的翅膀讓我在知識裡遨遊，對汪老師的歌頌讚美用筆墨難以形

容。感謝、感激、感恩，一切的一切，謝謝你，汪文顯老師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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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向以下善長致謝，多謝他們於 1 月份開始參與「四一募捐計劃*」，我們衷心感謝！ 
 

善長芳名 捐款形式 金額 (HK$) 

Ng Fung Kuen Sandy 月捐 200.00 

Yau Wa Hoi 月捐 1,000.00 

* 此計劃以「一人、一年、一個月、一百元」的定額形式向熱心人士募捐，希望聚沙成塔，

讓我們能更有效地提供免費補習及其他學習支援服務，使更多有需要的貧困學生受惠。   

如蒙支持，歡迎瀏覽機構網站了解詳情(www.hkcnc.org.hk)或致電 3621 0925 查詢。 

在 2017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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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長芳名 金額 (HK$) 

Angela Chan 1,000.00  Ng Wing Hung 500.00  

Cheng Chi Yip 200.00  
Ngai Chun Telecom Services 

Co. 
3,000.00  

Cheng Po Wing Alice 3,500.00  Ohmykids Limited 39,013.00  

Chow Lai Ping 100.00  Sau Ling Chan 100.00  

Chow Lai Ping 1,900.00  Tengda (H.K.) Co. Ltd 200.00  

Edwin Chow 1,000.00  The Log International Ltd. 50,000.00  

Great Asia International Ltd 200.00  尹挺謙先生, 許雪麗小姐 3,000.00  

Ho Ka Yue Joseph Ralph 2,000.00  方雪梅 女士 200.00  

Kaori Kido 300.00  方維雄 先生 200.00  

Lau Yen Fong 1,000.00  毛錫強 先生 200.00  

Lee Fung Ching Vivienne 2,000.00  王少英 女士 200.00  

Lee Shing Kan 2,000.00  有心人 4,700.77  

Li Oi Chi 10,000.00  有心人 1,499.07  

Listmark Ltd 10,200.00  有心人 250.00  

Miss Lam Ying Tai Tangerine 2,000.00  有心人 1,000.00  

Mr Kwong Chi Leung 2,000.00  有心人 500.00  

Mr. Paul Henry Measor 200.00  何紹良 先生 200.00  

Mr. Tse Chen Sing 200.00  余佩佩 女士 200.00  

Mrs. Jenny Measor 200.00  吳秀珊 女士 200.00  

Mrs. Karen Tse 200.00  李沛朗 先生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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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金額 (HK$) 善長芳名 金額 (HK$) 

李佩華 女士 200.00  莫婉雯 女士 200.00  

李佩馨 女士 200.00  許美心 女士 200.00  

李傑靈 先生  200.00  連小釵 女士 200.00  

李德嫻 女士 200.00  郭楚生 先生 200.00  

李慧雲 女士 200.00  陳倩文 女士 200.00  

李慶偉 先生 200.00  陳劍聰 先生 200.00  

李潘麗芳 女士 200.00  陳慧賢 女士 200.00  

杜績泉 先生 200.00  陳興華 先生 200.00  

冼媄冰 女士 200.00  陳錫琴 女士 200.00  

林世傑 先生 200.00  陳麗娟 女士 200.00  

林玉梅 小姐 200.00  陶理諾 女士 200.00  

林淑芳 女士 200.00  陸錦輝 先生 200.00  

侯明 女士 200.00  麥佩貞 女士 200.00  

侯嘉明 女士 200.00  麥桂波 先生 200.00  

侯璐璐 女士 200.00  曾明慧 女士 200.00  

唐碧鳳 女士 200.00  曾美琼 女士 200.00  

孫立忠 先生 200.00  曾瑞端 女士 200.00  

容惠明 女士 200.00  無名氏 2,000.00  

徐錫彬 先生 200.00  程寶榮 先生 200.00  

袁嘉儀 女士 200.00  馮伯欣 先生 400.00  

馬美鳳 女士 200.00  馮禮全 先生 200.00  

馬桂萍 女士 200.00  黃玉卿 女士 200.00  

高文彩 女士 200.00  黃玉娟 女士 200.00  

崔麗琼 女士 200.00  黃伯勉 先生 200.00  

張立冬 女士 200.00  黃伯勤 先生 200.00  

張宏艷 女士 200.00  黃武廷 先生 200.00  

張秀蘭 女士 200.00  黃艷鳳 女士 200.00  

張漢釗 先生 200.00  董國華 女士 200.00  

張鴻 先生 200.00  鄒潔瑜 女士 200.00  

梁永發 先生 200.00  鄒潔慧 女士 200.00  

莫國斌 先生 200.00  廖錦興 先生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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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金額 (HK$) 善長芳名 金額 (HK$) 

熊敬柳 先生 200.00  黎少芳 女士 200.00  

趙周活容 女士 200.00  黎昱 先生 200.00  

趙明明 女士 200.00  盧烱照 先生 200.00  

趙盈盈  女士 200.00  蕭培玲 女士 200.00  

劉婉華 女士 200.00  蕭漢華 先生 200.00  

劉惠賢 女士 200.00  謝啟之 先生 200.00  

劉耀光 先生 200.00  鍾小萍 女士 200.00  

劉艷琴 女士 200.00  鍾惠芳 女士 200.00  

鄧小燕 女士 1,388.00  簡惠玲 女士 200.00  

鄧敏慧 女士 200.00  簡惠雯 女士 200.00  

鄧瑞齊 女士 200.00  簡錦芳 女士 200.00  

鄭國和 先生 200.00  羅少安 女士 200.00  

鄭婉霞 女士 200.00  嚴秀紅 女士 200.00  

鄭廣霖 先生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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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長芳名 捐贈物資 

Toby Kwok 玩具一箱 Chan Siu Yu 書本、練習一袋 

Clara 課外書 100 本 鄧太 單簧管一支及音樂書一本 

Christine Yao A4 紙五箱、公文袋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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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紙機 

 大儲物膠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