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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各位義師、義工、家長、學生、各位朋友： 

 

我們第三年舉辦中英兩科的免費模擬文憑試，讓即將應考公開試的中六學生把握最後的操練機

會。模擬考試和解題大會於這月順利完結，一眾基層學生得以受惠，全賴以下各單位的鼎力支

持(排名不分先後)︰遵理學校林溢欣、Kenneth Lau 導師及其團隊提供試卷及分別向學生和義師

親授應試和改卷技巧、錫安社會服務處輔導心理學家專業分享紓緩應試壓力的方法，以及一眾

義務監考員、口試考官和筆試改卷員的無私付出。 

 

另外，我們正開展 2017 實習生計劃，歡迎 25 歲或以下的應屆中六畢業生或在學大專學生報名

參與。計劃提供機會予實習生體驗社福機構的實際運作模式，來自不同背景的實習生將設計並

統籌一系列機構活動，以第一身體會服務使用者的真實需要。實習為期最少三個月，每週工作

一至兩天。有興趣申請的同學，歡迎瀏覽本機構網站了解更多詳情︰www.hkcnc.org.hk 或致

電 3621 0925 與我們聯絡。 

 

最後，我們的總社現已搬遷至荔枝角區，並正式投入服務，歡迎師生和家長到來免費借用各級

教材。而舊有位於太子曉翠閣之總社結束歷史任務，由即日起停止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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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1.) 3 月 1 日 － 模擬文憑試義師交流會 

鳴謝遵理學校中英文名師團隊代表，抽空出席我

們主辦之免費模擬文憑試義師交流會，向一眾義

師講解本年試題及交流評審心得，協助各義務閱

卷員及口語考官掌握重點以作準備，亦在此衷心

感謝各位參與義師熱心幫忙。 

 

 

 

 

2.) 3 月 4 日 － 東涌學前班學課 

我們與東涌港青基信書院合作，開辦免費學前班予

鄰近的基層幼童，讓他們及早得到發展學習潛能的

機會。 

 

 

3.) 3 月 15 至 16 日 － 宣傳街站 

我們一連兩日於九龍灣港鐵站 A 出口

對出的行人天橋上，擺設招募街站，讓

各熱心市民即場登記，加入義師義工行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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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月 23 日 － 學前班戶外學習日︰        

參觀樹屋田莊 

我們帶領一眾學前預備班學生和家長參觀

樹屋田莊，以童話故事《三隻小豬》為背

景，讓小朋友能親身以自然素材建造故事

內的帳篷小屋，拼砌紙城堡及建造磚屋，

並以此進行故事遊戲。 

 

5.) 3 月 26 日 －慈善肚皮舞表演 

我們肚皮舞班的學生在饒宗頤文化館參與由貓頭鷹藝

術團主辦的慈善活動，為深水埗明哥「北河同行」義

演籌款，讓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得到飯票的幫助。 

 

 

6.) 3 月 27 日 － 環保攤位遊戲日  

我們與一班來自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的學生義工，在鄭裕彤葵涌學習中心舉行

名為「綠星級‧『敢』動同樂日」的環保活

動。透過遊戲培育學生對環境保育的意

識，改變學生對環保的態度和日常習慣。 

 

7.) 3 月 29 日 －                     

學前班戶外學習日︰參觀農莊  

得到攜手扶弱基金的贊助，我們學前遊戲學

習班的 30多名幼童與他們的家長一同去了

參觀 Hello Kitty 有機薈低碳農莊。除了參

與製作親子手工藝外，更學習種植有機士多

啤梨、餵飼小羊咩咩等。 

 

8.) 3 月 31 日 － 榮譽院士頒授典禮 
陳葒校長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榮譽院士，以表揚他對教

育和社會所作貢獻。陳校長表示近年因免費補習或創新

教育而獲得的任何獎項榮譽，都是對機構每一個人的認

同和嘉許，而他只是代表大家接受那些獎項和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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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月 － 免費模擬文憑試 

模擬文憑試設中英兩科全卷，亦設解題大會助一眾

基層學生為公開試作好準備，有逾 100 名來自基層

家庭的中六學生參與。 

 

 

 

10.) 3 月至 4 月 － 「香港起飛」活動 

獲Shell贊助讓我們的學生免費參與夢想飛翔

活動，由「香港起飛」團隊帶領學生參觀「香

港起飛夢成真」展覽，一睹香港首架本土自行

裝嵌及註冊的飛機 B-KOO「香港起飛」的風

采。同場更加設「讓夢想飛翔」工作坊，讓學

生認識簡單的科學及飛行知識。 

 

 

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文俊華 文振輝 方綽思 毛曉欣 王笑卿 朱志豪 朱建業 朱建熹 

朱國良 何仲才 何彥彤 何思敏 何凱靖 何瑋琪 吳承萱 吳宣晉 

吳思穎 吴业扬 呂沛妍 岑璟燊 李佩珊 李佩穎 李明慧 李基蔚 

李淑敏 李嘉儀 李穎麟 卓雋傑 林子恒 林凱茵 林婷婷 林詠芳 

林詠詩 林業輝 林曉雅 邱頌媛 金穎霖 姜一苇 段偉豪 洪美茵 

胡曉欣 胡寶雯 容蓉 徐文婷 徐偉盛 翁漢強 袁曉玲 馬婷恩 

張有慶 張秋霞 張浩儀 張琪 張綺嵐 梁匡泰 梁沛和 梁昊麟 

梁智桓 梁菀琪 梁曉筠 莊志龍 莊藝悠 莫俊穎 連家輝 郭玉蘭 

陳子力 陳永康 陳沅喬 陳俊達 陳柱元 陳若婷 陳家傑 陳國強 

陳善盈 陳詠彤 陳煒陽 陳誠杰 陳嘉浩 陳嘉敏 陳綺君 陳翠紅 

陳遜康 陳樂融 陳毅文 陳潤輝 陳鴻鑾 陶禹叡 陸繼立 彭偉明 

曾芷晴 曾家健 曾智偉 程先生 程洛珩 馮穎堅 黃子奇 黃秀雲 

黃佩心 黃清怡 黃嘉俊 黃嘉檥 黃碧珠 黃銘恆 黃樂雯 黃麗義 

黃寶茵 楊向華 楊卓雅 楊慕貞 溫明蕙 溫欣瑜 溫祈茵 葉玉瑩 

葉瑞文 葉顯婷 解容涵 鄒潔茵 雷寶怡 廖天偉 趙清揚 劉小麗 

劉玉芬 劉芷瑩 劉柷君 劉英 劉師楠 劉恩恩 歐詠瑶 潘君虹 

潘慧妍 蔡怡清 蔡藹怡 鄧美儀 鄧穎君 鄭岫茵 鄭俙達 鄭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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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瑞梅 黎倩宜 黎家進 黎嘉華 盧建莊 盧頌怡 蕭頴思 謝宛樺 

鍾樂添 韓溢豐 鄺暉喬 顏烈通 羅書華 譚曉哲 關珮姿 蘇培坤 

蘇淑嫻 蘇景禧 Adam Boulanger Adam Cross Christopher Keung 

Divya Khem Eve Chin Katheleen Choi Lau Chong Linda Meng 

Ma Nathan Michael Leung Ruoting Chen Yulin Zhang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義師嘉許 

 

截至 2017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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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啟華 王芳珠 王楚雯 包美瑤 朱詠珊 江浩德 何汝翹 何奕熙 

何彥婷 何恩瑤 何耀輝 吳靖雯 李明怡 李樂勤 林芍嘉 林詠青 

林穎君 林麗培 洪兆言 胡皓恩 胡雅瑩 崔樂怡 張文祺 張啓邦 

張淑娟 張澤深 張韻雯 梁日恆 梁展雲 梁珮珊 梁崇康 梁萬泉 

郭偉傑 郭蔚昕 陳加峯 陳加進 陳可瑩 陳焯均 陳靜儀 黃少欣 

黃少烈 黃楚雄 黃頌然 黃樂兒 黃燕怡 葉子謙 葉錦華 鄒卓裕 

劉詠淇 蔡柏恆 蔡婉貞 鄭卓恩 鄭皓斌 盧建榮 賴達成 鍾佩玲 

鍾覺笙 藍麗蓉 羅素文 龔浩江 Teresa Vong   

 

 

截至 2017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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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淑馨 王沛嬈 石麗沙 何國杰 何梓嘉 何瑶瑶 余承賦 吳寧興 

李咏嫻 李衍樂 李健豐 汪倩 周安之 周芷君 周嘉慧 孟紀欣 

林宛慧 洪秋燕 徐子聰 徐凱瑩 袁珮琪 張辰 張國義 張頌恩 

張鳳珠 梁家凌 梁鳳薇 梅惠賢 郭耀豐 陳志達 陳偉賢 陳雪琴 

陳嘉希 陳慶雲 陳樂銦 陳穎琪 陳衡 麥婉姬 麥嘉倩 彭皓德 

曾淑美 曾清林 馮子敏 馮英豪 黃心如 黃雅麟 黃韻妍 楊子琪 

楊惠慈 廖佩賢 廖錦明 趙泳 趙凱澄 劉子淇 歐陽翠蘭 歐慧彥 

潘樂遙 潘駿生 蔡健君 蔡培炘 鄧䁱彤 鄭佩蘭 鄭欣祈 鄭穎君 

黎可晴 黎凱晴 黎舒雅 盧文建 賴偉豪 霍俊希 戴詠昕 謝君立 

謝昀軒 謝欣平 謝英鋒 鍾愷妍 韓素薇 鄺俊雄 羅家暉 譚偉雄 

譚慧銘 關結盈 嚴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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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增配對及完成初次會面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導師 張佩芳 +  學生 林樂謙 兆康 

導師 劉群貞 +  學生 馮丹霞 長沙灣 

導師 洪妙荔 +  學生 洪詩雅 長沙灣 

導師 胡美雪 +  學生 陳嘉晞 沙田 

導師 柯碧厦 +  學生 王希彤 鴨脷洲 

導師 曾展晴 +  學生 黃卓琳 將軍澳 

導師 黎思希 +  學生 陳天欣 坑口 

導師 陳銘麒 +  學生 陳柏霖 紅磡 

導師 江文綸 +  學生 葉舒庭 元朗 

導師 譚翰寧 +  學生 彭博 土瓜灣 

導師 伍葆珊 +  學生 巫曉婷 葵興 

導師 梁可晴 +  學生 謝嘉琦 太和 

導師 丁彥心 +  學生 徐詩韵 九龍城 

導師 林子暉 +  學生 陳皓宝 觀塘 

導師 李蔚 +  學生 鄧恩希 天水圍 

導師 羅美儀 +  學生 林沚潁 東涌 

導師 區倩玲 +  學生 陳鎂伊 美孚 

導師 丁詩詩 +  學生 白家俊 將軍澳 

導師 鍾啟斌 +  學生 湯晉銘 九龍城 

導師 盧梅仙 +  學生 譚梓妍 荃灣 

導師 黎智媛 +  學生 顏希霖 土瓜灣 

導師 葉淑嫺 +  學生 羅美琪 觀塘 

導師 冼頴欣 +  學生 何子樂 長沙灣 

導師 錢景達 +  學生 何蕙妙 薄扶林 

導師 魏嘉珩 +  學生 謝文翔 葵芳 

導師 林婉珊 +  學生 謝雅姿 慈雲山 

導師 周子婷 +  學生 徐顈欣 朗屏 

導師 吳婉怡 +  學生 梁樂怡 粉嶺 

導師 管慶良 +  學生 黃文龍 馬鞍山 

導師 崔以淇 +  學生 王子軒 九龍灣 

導師 李慧賢 +  學生 劉靜怡 鴨脷洲 

導師 程瑞瑩 +  學生 黃詩敏 將軍澳 

導師 莊聖德 +  學生 方柏茵 藍田 

導師 張睿珈 +  學生 謝兆盷 紅磡 

導師 杜海恩 +  學生 陳浚軒 馬鞍山 

導師 莊棨程 +  學生 徐文紹 鑽石山 

導師 袁藍蓮 +  學生 蕭海淇 黃大仙 

導師 袁藍蓮 +  學生 蕭國恆 黃大仙 

導師 方介強 +  學生 李錦玉 太子 

導師 黎澤銦 +  學生 夏佩琦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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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林曉泰 +  學生 陳珀揚 樂富 

導師 羅頴嘉 +  學生 林盈欣 將軍澳 

導師 李淑兒 +  學生 陳妙明 石硤尾 

導師 譚丹妮 +  學生 區芷菁 葵芳 

導師 梁楚瑜 +  學生 李曉慧 深水埗 

導師 梁楚瑜 +  學生 李曉桐 深水埗 

導師 陳穎雪 +  學生 許巧緣 柴灣 

導師 王諾衡 +  學生 施世鴻 堅尼地城 

導師 張少焜 +  學生 許堙琳 荃灣 

導師 張竣然 +  學生 Muhammad Umair 柴灣 

導師 邱裕昌 +  學生 羅曉婷 葵芳 

導師 王立衡 +  學生 何艷榆 觀塘 

導師 黃卓軒 +  學生 曾學軒 屯門 

導師 李明慧 +  學生 張桂卿 慈雲山 

導師 李明慧 +  學生 張智威 慈雲山 

導師 呂崇熙 +  學生 李哲旭 大埔 

導師 鄧美儀 +  學生 李致源 九龍灣 

導師 李淑敏 +  學生 徐智賢 長沙灣 

導師 梁菀琪 +  學生 吳洁恩 荃灣 

導師 梁乃耀 +  學生 陳祉鋒 荃灣 

導師 卓雋傑 +  學生 甘永樂 深水埗 

導師 黃嘉檥 +  學生 孔浩銘 大角咀 

導師 彭詩雅 +  學生 翁珮琪 石硤尾 

導師 曾俊傑 +  學生 甘永安 長沙灣 

導師 蔡俊杰 +  學生 魏展麟 青衣 

導師 莊啟豪 +  學生 程卓楠 九龍灣 

導師 嚴昕朗 +  學生 施寶穎 坪石 

導師 嚴昕朗 +  學生 施啟明 坪石 

導師 楊卓雅 +  學生 梁嘉豪 深水埗 

導師 陳其業 +  學生 王海彥 藍田 

導師 鄧穎君 +  學生 梁詠琪 九龍城 

導師 李佩珊 +  學生 周嘉晴 旺角 

導師 吳靖瑜 +  學生 孫俊宇 大圍 

導師 陳婉雯 +  學生 盧凱瑩 沙田 

導師 黃耀樟 +  學生 蔡藹慈 黄大仙 

導師 龔志強 +  學生 李浩銘 馬鞍山 

導師 何凱靖 +  學生 賴霜如 將軍澳 

導師 黎倩宜 +  學生 馮小純 石塘咀 

導師 馬婷恩 +  學生 鄧慧怡 觀塘 

導師 陳敏兒 +  學生 卓鋕璁 坑口 

導師 宗佩儀 +  學生 謝政妍 長沙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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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梁凱妍 +  學生 呂嘉宥 藍田 

導師 朱建業 +  學生 鄧有謙 深水埗 

導師 梁立強 +  學生 劉浩賢 太子 

導師 蘇月萍 +  學生 羅心楊 柴灣 

導師 黃嘉俊 +  學生 梁子晴 樂富 

導師 陳梓筠 +  學生 蘇穎彤 青衣 

導師 顧樂文 +  學生 杜燕婷 荃灣 

導師 何瑋琪 +  學生 林樹銘 葵芳 

導師 蘇淑嫻 +  學生 溫家德 觀塘 

導師 劉師楠 +  學生 馮諾怡 黃大仙 

導師 潘慧妍 +  學生 蔡怡君 土瓜灣 

導師 羅莊寶 +  學生 劉千銘 將軍澳 

導師 鄭鎧桐 +  學生 歐陽穎思 官塘 

導師 袁芷澄 +  學生 黃凱晴 黃大仙 

導師 Winnie Leung 梁允齡 +  學生 張澄鋒 鴨脷洲 

導師 趙清揚 +  學生 梁樂勤 鴨脷洲 

導師 何素琼 +  學生 蕭竣軒 車公廟 

導師 鄭俙達 +  學生 劉進業 葵芳 

導師 岑璟燊 +  學生 蔡健豪 元朗 

導師 羅家倫 +  學生 袁澤鋒 九龍城 

導師 周翠儀 +  學生 陳梓茵 元朗 

導師 陳慧貞 +  學生 鄒彥圻 紅磡 

導師 彭偉明 +  學生 馬綽浠 天水圍 

導師 杜景耀 +  學生 張偉銘 沙田 

導師 謝利欣 +  學生 莊偉詩 筲箕灣 

導師 連家輝 +  學生 司徒淑明 觀塘 

導師 溫曉宏 +  學生 陶國豪 屯門 

導師 盧頌怡 +  學生 李峻源 馬鞍山 

導師 陳嘉翰 +  學生 楊勝英 上水 

導師 鍾樂添 +  學生 譚毅宏 將軍澳 

導師 李康泓 +  學生 華泓諺 元朗 

導師 Katheleen Choi +  學生 張芷晴 大埔 

導師 邵潔冰 +  學生 羅海欣 佐敦 

導師 黃麗義 +  學生 黃利雯 油麻地 

導師 顏烈通 +  學生 羅浩林 何文田 

導師 孔淑茵 +  學生 張進 粉嶺 

導師 鄭沛鴻 +  學生 鄭曉璇 觀塘 

導師 廖柏年 +  學生 盧汶沅 深水埗 

導師 袁綵營 +  學生 愛美 Omme Kulsoom Akhtar 九龍塘 

導師 關斯燦 +  學生 傅港生 石塘咀 

導師 吳玲玲 +  學生 劉婷婷 筲箕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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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李佩穎 +  學生 林煒樂 深水埗 

導師 麥仲恒 +  學生 洪穎麟 油麻地 

導師 陳青汶 +  學生 鄭梓淇 沙田 

導師 黃碧珠 +  學生 卓家怡 秀茂坪 

導師 黃清怡 +  學生 曹欣怡 藍田 

導師 呂沛妍 +  學生 陳嘉儀 長沙灣 

導師 陳柱元 +  學生 黎倬軒 大圍 

導師 陳沅喬 +  學生 鄧可夫 大角咀 

導師 何鍶珩 +  學生 楊裕堅 葵涌 

導師 陳子力 +  學生 楊子杰 葵涌 

導師 陳子力 +  學生 楊心盈 葵涌 

導師 高紫慧 +  學生 鄭淇楓 北角 

導師 劉玉芬 +  學生 吳若珊 馬鞍山 

導師 譚泓鋒 +  學生 黃智超 九龍塘 

導師 鄒潔茵 +  學生 羅樂澄 荃灣 

導師 張麗生 +  學生 陳嘉怡 堅尼地城 

導師 王笑卿 +  學生 曾慶豐 東涌 

導師 黎曙冰 +  學生 陳智鴻 上環 

導師 吳子健 +  學生 陳美儀 筲箕灣 

導師 曹穎珊 +  學生 陳宜莛 香港仔 

導師 雷高明 +  學生 陳嘉銘 牛頭角 

導師 梁智桓 +  學生 嚴汝樺 大埔 

導師 陳國強 +  學生 陳飛揚 黃大仙 

導師 段偉豪 +  學生 翁采琳 荃灣 

導師 陳詠彤 +  學生 何淑鏵 觀塘 

導師 楊向華 +  學生 鄧樂曈 九龍灣 

導師 吳偉恒 +  學生 林煒森 深水埗 

導師 林曉雅 +  學生 陳穎賢 天水圍 

導師 鄧鋒傑 +  學生 洪麗怡 天水圍 

導師 雷寶怡 +  學生 陳嘉琪 柴灣 

導師 廖天偉 +  學生 李栢榮 葵芳 

導師 林業輝 +  學生 楊永嘉 大埔 

導師 梁偉浩 +  學生 許繼揚 Osman Hassam 灣仔 

導師 任申歲 +  學生 黎子豪 天水圍 

導師 莫俊穎 +  學生 陳敏芝 慈雲山 

導師 陳家傑 +  學生 鄧樂風 灣仔 

導師 何彥彤 +  學生 黃素恩 黃大仙 

導師 溫欣瑜 +  學生 林施樺 牛頭角 

導師 溫明蕙 +  學生 邵柏鴻 大角咀 

導師 盧建莊 +  學生 莫倩琪 筲箕灣 

導師 周展翔 +  學生 鍾悅 九龍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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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徐靜明 +  學生 劉麗瑩 西環 

導師 黃詩穎 +  學生 許嘉埼 藍田 

導師 鄭智豐 +  學生 張沅雅 葵芳 

導師 鍾思思 +  學生 Alyssa May D. Interino 荔枝角 

 

義補現況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學生人數：11,029 人    

義師人數：9,797 人    

配對總數：8,706 對 

 

心聲分享 

學生  趙凱穎 

親愛的蘇老師，謝謝你在這短短的幾個月裡面教會了我很多有關學習和升上中學的東西。還記

得幾個月前我們在陳校長免費補習中心相見，在那個時候開始你就每個星期六幫我補習。那段

時間是暑假，我還沒有升上中學，很多有關中學的東西我都不知道，是你告訴我很多有關中學

的東西。而且你是免費幫我補習，在這短短的幾個月中我學會了很多新的知識，每一次你都幫

我先預習要學的東西。在這次統測我的成績進步那麼多都是多虧有一位你這麼好的老師啊！希

望以後你還能繼續做我的老師。 

======================================================== 

義師  蘇景亮的母親 

昨天景亮給我看了一篇趙凱穎同學寫給他的感謝文章，看後令我甚為感動又感恩！我有些説話

想跟趙同學講︰趙同學你好，我是蘇老師的媽媽，首先恭喜你統測成績有所進步，這說明是你

自己用功的成果，蘇老師只是從旁輔助你，最終都是靠你自己。其實景亮說不上是位老師，他

自己都是一個學生，還有很多東西要學。在替你補習的這四個月裡，在幫你補習的同時，他看

著你成績有所進步，這也提升了他個人的自信心。坦白說景亮對自己辦事能力的自信心不大，

你給他的感謝信就如幫他打了一枝強心針，這點我非常感謝你！在這四個月裡，你們教學相長，

你感謝他幫你補習，倒不如我們多謝陳校長的無私大愛。沒有他無條件設立這個免費補習中心，

就沒有這麼多需要幫助的學生可以得到免費補習！亦多謝補習中心的義工們的付出，沒有各方

面的幫助就不能成事了。凱穎同學希望你繼續努力，無論有什麽困難都要堅持下去，這才不辜

負陳校長的付出，將來當你學業有成之後都能將陳校長的善行承傳下去！最後謹祝你學業進

步，一家人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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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鳴謝 
 
謹向以下善長致謝，多謝他們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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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k Yammy   月捐 500.00 

Chan Kwok Wing Rachel 月捐 100.00 

Celia Pang 月捐 100.00 

Marco Tse 月捐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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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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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長芳名 金額 (HK$) 

ABC Pathways School 1,000.00  
Bridgeway Prime Shop Fund 

Management Limited 
1,000.00  

Bridgeway Prime Shop Fund 

Management Limited 
25,000.00  Chan Shui Lan 120.00  

Cheung Kwok Lung Albert 1,500.00  Cheung Yuk Ching 200.00  

Chiu & Partners 20,000.00  

Deem Interior Design &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3,000.00  

Dr. Phoenix Education 

Group Limited 
1,288.00  EB Holdings Limited 500.00  

Eddie Yue 200,000.00  FQ Education Association 5,000.00  

Graceful Hands 888.00  Halcyon Captial Limited 1,888.00  

Ho Ka Yue Joseph Ralph 2,000.00  Ho Suk Fun 2,000.00  

Infocean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100.000  King Lau 200.00  

Lai Shuk Yee 10,000.00  Lai Yuk lan Daisy 1,000.00  

Lam Yat Yan 20,000.00  Lau Ka Chun 20,000.00  

Lau Kam San 1,000.00  Lau Lin Sang  8,000.00  

Lin Chuek Fung 1,500.00  Lo Sai Cheong 2,500.00  

Mansfield Consulting 

Limited 
2,000.00  Mei Ki Kwok 600.00  

Miss Kok Yuk Lan  1,000.00  Miss Lee Wai Fan Stephanie 1,000.00  

Miss Lo Yuk Chun Rebecca 2,000.00  Miss Wu Po Ling 10,000.00  

Mr Kam Ho Ting 300.00  Mr Wong Chi Hong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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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金額 (HK$) 善長芳名 金額 (HK$) 

Mr Wong Ho Yeu Nicholas 200.00  Mr Woo Shui Wah 3,000.00  

Mr. Yim Yat San 4,000.00  
Ms Chow Shuk Fong 

Florence 
5,000.00  

Ms Lee Pui Chun Dinah 1,000.00  Ng Ying Min  2,000.00  

Nimbus Insight Limited 500.00  
Poupee De Papier (Paris) 

Limited 
1,000.00  

Sophia Yu 5,000.00  Stephanie Ng 5,000.00  

Sze Chun Fai 2,000.00  Tong Sze Man 500.00  

Tsang Yuk Laam 1,000.00  Wong Kam Kuen 200,000.00  

Wong Wai Na 2,500.00  Wong Yin Ngan 1,000.00  

Y & A Limited 800.00  
Zindart (De Zhen) 

Foundation Limited 
10,000.00  

中原(工商舖) 1,000.00  孔令璋 100.00  

有心人 10,000.00  有心人 1,500.00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2,000.00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公益少年團 8,995.70  

林玉梅 200.00  衍生行有限公司 1,000.00  

張儲欣 2,000.00  麥祖蔭 100.00  

陽光洗衣便利店有限公司 2,000.00  趙不渝 10,000.00  

羅維邦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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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小姐 小提琴兩部及書 Christine Yao A4 紙五箱、公文袋兩包 

時昌迷你倉 文件櫃兩個 Fiona Joe Chui 練習一袋 

Lui Siu Wan Amy 雪櫃一個、椅兩張、摺凳六張、文具四箱、碎紙機一部、過膠機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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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爐  電腦螢幕 

 電腦(desktop 或 notebook 皆可)  無線電腦鍵盤、滑鼠 

 譜架  吸塵機 

 感統萬象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