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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各位朋友： 

 

回想七年前的四月，正是補天創立之時。當時不敢多想以我一人之力義教能夠做到多遠，幫到

多少個基層孩子，只抱著能幫一個是一個的精神。沒想到補天能夠發展至現在這規模，除了一

對一補習，更提供學前班和樂器、繪畫、舞蹈等免費才藝教授，惠及社會上逾萬名基層學生。

這個成果，單靠我個人或同事的力量，是絕對做不來的，實有賴各方有心人的支持才能成事。

當中我們上萬名義師，雖來自不同背景，但同有公義之心，不計時間心力、不求回報地去貢獻

社會。 

 

為答謝眾多義師一直以來的默默耕耘和付出，我們計劃長遠訂立專屬於補天義師的「敬師月」，

並進行一連串簡單且具有意義的活動，例如師生聚餐、暢遊或致送心意卡、獻花等。誠邀各愛

心商戶一同參與，共建充滿人情味和正能量的社會。不論提供優惠折扣 (如購物/餐飲折扣優惠) 

或贊助敬師活動 (如聚餐場地)，均是對義師們的認同及鼓勵。 

 

如蒙支持，請電郵至 info@hkcnc.org.hk、致電 3621 0925 或 Facebook inbox 與我們聯絡。

本機構亦將於不同渠道鳴謝愛心商戶的善舉，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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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1.) 4 月 6 日 － 復活節派對 

在保信慈善基金義工們的帶領下，一班補天學生齊齊

製作朱古力蛋糕棒，度過愉快假期！ 

2.) 4 月 11 日 － 學前班戶外學習日 

得到社署攜手扶弱基金贊助，我們帶領學

前班學生與家長一同到親子遊樂空間，為

幼兒提供生活化、重視感官探索和富趣味

的學習經歷。 

 

 

 

3.) 4 月 14 日 － 向港大出發 

補天一班中小學生到香港大學進行參觀和體驗活

動，感受大學校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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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月 14 日 － 中心開幕禮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鄭裕彤葵涌學習中心於 2015 年起投入服務，並在今年初再度獲周大福

慈善基金支持，進行翻新工程及未來三年營運資助，每年服務過千名基層學生及其家庭。開

幕典禮當日榮幸邀請到周大福慈善基金主席鄭家成先生作主禮嘉賓，同場亦有義師分享、學

生表演等精彩環節。 

 

 

 

 

 

 

 

 

5.) 4 月 15 日 － 親子急救體驗工作坊 

我們與紅十字會合作舉辦活動，教授學生和家長急救

小知識和包紮方法，以後受傷時都不再需要害怕。 

 

 

 

 

6.) 4 月 23 日 － 成果分享會 

一群來自嶺大英文系的學生由今年二月起到補天

中心義教英文班，不但成功協助學童改善學業成

績，更深切體會並反思社會上基層家庭的處境，展

現從義務工作中學習的意義。 

 

 

7.) 4 月 23 至 25 日 － 嶺大宣傳 

我們一連三日於嶺南大學校園內擺設攤

位招募義師及暑期實習生，希望讓更多嶺

大同學認識我們的服務，一同幫助社會上

有需要的基層弱勢兒童和青少年。 

 



4 

8.) 4 月 25 日 － 書包捐贈計劃 

得到 Tiger Family 愛心支持，捐出 200 個全新護

脊書包及筆袋給補天的學生，讓他們愉快學習與

成長！ 

 

 

 

 

9.) 4 月 28 日 － 義師有計英文工作坊 

第十五場義師有計工作坊以「中學英

文閱讀及寫作技巧」為題，鳴謝具資

深英文教育經驗的講者蕭小姐預備豐

富內容，協助義師掌握實用英文教學

技巧。 

 

 

義師嘉許 

 

截至 2018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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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佩華 伍明珠 伍淑儀 何文傑 何鎮匡 何贊輝 余樂瑤 余靄琳 吳鎮傑 李芷華 李富健 

卓秋燕 卓凱怡 林志華 林家明 林婷婷 林綽姿 邱頌媛 洪美茵 孫仲琪 張可欣 張泳深 

梁沛和 郭玉蘭 陳卓祺 陳潤輝 陳熾發 麥力維 曾智偉 黃佩心 黃芺柔 黃潤華 楊盛茵 

楊勵行 楊耀興 溫祈茵 葉泳珊 葉泰賢 劉芷瑩 潘君虹 蔡照華 蔡曉儀 鄭文浩 鄭蓉蔚 

蕭厚基 錢夢雅 謝文欣 羅書華 關珮姿 Iris Lam 林琼琪     

 

截至 2018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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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健朗 王文健 王騰傑 朱育雯 何仲賢 何家祺 何曉芸 余潤霞 余澤林 余靜雯 吳嘉怡 

李美臻 李慧賢 周梓聰 周鎧淇 招文婷 林綺華 洪鷹藝 徐斈炘 徐偉傑 馬匡怡 張天柔 

張梓山 張瀚寧 梁敏儀 梁淑華 梁博聞 梁婷欣 梁劍雲 許遇之 郭寶盈 陳子峰 陳明月 

陳郁璋 陳浩妍 陳嘉怡 陳鳳鳴 陳靜怡 陸嘉蕙 勞樂怡 曾芷芊 曾芷凝 曾迪銨 曾家雄 

曾綺貞 植佩珮 童思樺 馮熙淳 黃子揚 黃思穎 黃振華 黃雅婷 黃韻羚 楊景輝 楊詠茵 

葉泳雅 葉錦華 詹皓暘 雷廷禎 廖沛珊 趙啟東 劉瑞鏘 劉蕙心 歐慧恩 潘盛修 蔡常彬 

蔡詠琦 蔡傳雄 蔡嘉欣 蔡綠茹 鄧藹玲 鄭明偉 鄭朗怡 鄭瑞梅 黎兆泰 黎倩彤 盧嘉琳 

蕭麗雯 賴映辰 賴秋霖 謝小燕 鍾韶敏 鄺敏縫 羅嘉俊 譚國宗 關巧芬 蘇健鋒 龔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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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學生人數：13,289 人    

義師人數：11,966 人    

配對總數：10,907 對 

 

 

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尹政棟 尹麗儀 王力峰 王澤淇 甘子嶢 伍嘉欣 朱灝立 江思蓓 

池泳心 何志豐 何卓怡 何家慧 何浩芊 何雍婷 何頌慈 何慧賢 

何蕚玲 余永康 余翊希 吳子暉 吳明敏 吳洲 吳衍竣 吳家堯 

吳雅詩 吳愷翹 吳嘉輝 吳語庭 吴小凡 呂善童 呂羨詩 宋國匯 

岑佩芝 李世康 李永怡 李芷慧 李根泉 李培芬 李蘭芳 杜建邦 

冼雅琦 卓桐 卓達文 周允盈 周劭妍 周劻鳴 周寅宇 周清娥 

周潔恩 周震東 周禮恆 明妙儀 林佩儀 林姵彤 林祉希 林浩邦 

林婉薇 林暉 姚永浩 姚光俊 姚玥 姚禹翹 施長滿 胡嘉琪 

唐麗霞 孫遇晴 容寶欣 徐玉卿 徐健灝 秦善衡 馬舒雅 馬福盛 

張德怡 張穎琴 張顯奇 梁巧如 梁百川 梁思樂 梁健鵬 梁葆欣 

梅宇軒 梅凱晴 莊嘉偉 許顥澄 連樂欣 郭 裕 興 郭先生 郭偉業 

郭善鳴 陳立仁 陳志海 陳俊偉 陳思琪 陳美芳 陳康霖 陳逸謙 

陳嘉恩 陳綺婷 陳翠珊 陳德成 陳曉楓 陳蕊 陳龍澤 陳麗珊 

陸沅烔 麥嘉慧 彭梓峰 温惠筠 黃方晴 黃正瑤 黃君奇 黃協生 

黃亭陶 黃俊龍 黃思媛 黃倩敏 黃雪敏 黃幗芙 黃慧心 黃慧英 

黃寶金 楊先生 楊嘉智 楊慧薰 溫震東 萬姍姍 葉成坤 葉佩微 

葉祉莹 葉苡甄 葉家俊 趙俊熙 趙萬華 趙靖晞 劉淑玲 劉智欣 

樊兆陽 歐婷梅 歐陽睆晴 潘世強 潘巧賢 潘兢 蔡秋燕 鄧君如 

鄭兆宸 鄭惠盈 鄭詠恩 黎倩盈 黎嘉儀 黎蒙恩 曉茹 盧若晞 

蕭智文 駱綺文 戴思諾 戴珮雯 戴旎 戴煒 謝巧兒 謝哲禧 

謝朗希 謝劍明 鍾家敏 韓宝莉 韓宝嶸 鄺美娟 鄺嘉露 魏希欣 

羅佩文 譚文瀚 譚逸寧 譚潔盈 蘇曉晴 顧文忠 龔惠儀 
 

Eric Der Alexanian Maureen Clare Hurley Wong Wai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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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30 日) 

導師 陳衍文 +  學生 葉康宜 粉嶺 

導師 李萬鈞 +  學生 張高森 沙田 

導師 任荔祺 +  學生 仇芷慧 九龍城 

導師 謝英麟 +  學生 黃藝橋 藍田 

導師 呂健強 +  學生 鄺天証 天后 

導師 梁影 +  學生 鍾詠妍 彩虹 

導師 顧浩賢 +  學生 王宏僖 觀塘 

導師 李曈 +  學生 鍾文迪 大埔 

導師 林繼邦 +  學生 姜穎琴 杏花邨 

導師 鄺大榮 +  學生 陳彥廷 西環 

導師 謝加納 +  學生 程卓盈 彩虹 

導師 關駿明 +  學生 黃嘉俊 柴灣 

導師 何潔川 +  學生 陳冠幗 觀塘 

導師 周啟亨 +  學生 符嘉霖 葵芳 

導師 雷志強 +  學生 謝愷晴 大圍 

導師 彭雪欣 +  學生 楊鎂怡 香港仔 

導師 李裕榮 +  學生 梁鳴浚 大埔 

導師 陳偉珍 +  學生 高星源 葵芳 

導師 岑展榕 +  學生 張家聰 沙田 

導師 翁銘澤 +  學生 吳秋娟 秀茂坪 

導師 李惠淳 +  學生 譚卓峰 荔枝角 

導師 雷翠筠 +  學生 張愷恩 元朗 

導師 趙小惠 +  學生 譚芷菁 元朗 

導師 王思婷 +  學生 黎浚汶 荃灣 

導師 文嘉豪 +  學生 湯偉杰 元朗 

導師 陳凱靖 +  學生 袁天柱 小西灣 

導師 文俊鋒 +  學生 李鳳薇 鑽石山 

導師 陳詠茵 +  學生 呂婉婧 屯門 

導師 陳詠茵 +  學生 呂繹炫 屯門 

導師 黃偉忠 +  學生 盧振昇 屯門 

導師 黃惠琳 +  學生 劉婷婷 筲箕灣 

導師 郭芷菁 +  學生 張沛淇 大埔 

導師 朱念慈 +  學生 陳麗倪 石硤尾 

導師 翁漢強 +  學生 翁誠夆 旺角 

導師 趙宇正 +  學生 鄺志龍 觀塘 

導師 陳立琪 +  學生 王煜軒 馬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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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黎潔茵 +  學生 柏智堯 油麻地 

導師 黃彩文 +  學生 嚴立森 荃灣 

導師 呂雁 +  學生 魏恩榮 筲箕灣 

導師 嚴思華 +  學生 麥藹詠 沙田 

導師 嚴思華 +  學生 麥藹庭 沙田 

導師 張景忻 +  學生 蕭卓楠 沙田 

導師 謝兆鈞 +  學生 徐子蕾 秀茂坪 

導師 丘倩姿 +  學生 符凱媛 大圍 

導師 黃樂銘 +  學生 陳飛揚 黃大仙 

導師 翁煒程 +  學生 周焱珊 葵芳 

導師 何成武 +  學生 周子然 大圍 

導師 韓梓浩 +  學生 李家齊 荃灣 

導師 梁智麗 +  學生 鍾玉萍 旺角 

導師 陳亮霖 +  學生 葉嘉鴻 九龍城 

導師 連樂欣 +  學生 黃俊天 藍田 

導師 李影霞 +  學生 何梓嵐 藍田 

導師 Lau Wing Hon +  學生 馮俊樂 柴灣 

導師 譚浩揚 +  學生 鄭欣怡 太古 

導師 林嘉豪 +  學生 吳錦熙 荃灣 

導師 吳嘉輝 +  學生 李禹臻 太子 

導師 葉苡甄 +  學生 陳衍維 北角 

導師 梁巧如 +  學生 朱詠怡 彩虹 

導師 韋彥勳 +  學生 陶國豪 屯門 

導師 甘珮瑤 +  學生 殷穎桐 柴灣 

導師 王志祥 +  學生 陳岳熙 馬鞍山 

導師 陳穎恩 +  學生 羅凱澄 慈雲山 

導師 姚禹翹 +  學生 李凱橋 將軍澳 

導師 梁蔚莎 +  學生 楊子姗 觀塘 

導師 陳志海 +  學生 陳儒震 葵涌 

導師 林婷儀 +  學生 林冠旭 中環 

導師 葉泳欣 +  學生 黃美欣 葵芳 

導師 吳妮璣 +  學生 吳婉妤 筲箕灣 

導師 馮俊維 +  學生 陳梓煒 九龍塘 

導師 孫云秀 +  學生 鄭可馨 天水圍 

導師 嚴煒 +  學生 黃耀鵬 中環 

導師 梁苡妮 +  學生 黃永柔 朗屏 

導師 梁苡妮 +  學生 黃永意 朗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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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盧汝聰 +  學生 賴杰彬 調景嶺 

導師 羅林志禹(羅太) +  學生 湯嘉欣 九龍塘 

導師 鄺美娟 +  學生 黃佩君 油麻地 

導師 徐秀鎔 +  學生 駱浩然 上水 

導師 陳麗珊 +  學生 丘凱琳 沙田 

導師 梁舒雅 +  學生 羅健良 筲箕灣 

導師 陳嘉恩 +  學生 梁紫晴 黃大仙 

導師 雷毓敏 +  學生 陳雅倩 大埔 

導師 姚玥 +  學生 鄭清文 大埔 

導師 蔡秋燕 +  學生 蕭浩榮 油麻地 

導師 蔡怡清 +  學生 黃天恩 葵興 

導師 戴煒 +  學生 徐芷萱 粉嶺 

導師 林浩邦 +  學生 傅家希 深水埗 

導師 麥嘉慧 +  學生 宋河鳳 屯門 

導師 麥嘉慧 +  學生 宋金鳳 屯門 

導師 楊嘉智 +  學生 盧柏文 觀塘 

導師 陳嘉鑫 +  學生 Moman Khan 柴灣 

導師 譚逸寧 +  學生 陳詩秦 柯士甸 

導師 譚逸寧 +  學生 陳詩軒 柯士甸 

導師 戴婉安 +  學生 林振鏗 荃灣 

導師 朱振明 +  學生 黎卓燃 觀塘 

導師 鄧可程 +  學生 盧嘉琪 黃大仙 

導師 楊嘉彬 +  學生 紀志亨 土瓜灣 

導師 伍僑鋒 +  學生 周學新 葵芳 

導師 謝英麟 +  學生 許梓朗 觀塘 

導師 黃麗容 +  學生 劉小玲 上環 

導師 張美寶 +  學生 盛柏華 銅鑼灣 

導師 歐陽展顥 +  學生 梁雋為 葵興 

導師 黎嘉儀 +  學生 馬家霖 佐敦 

導師 鄭兆宸 +  學生 鄧斌豪 九龍城 

導師 雷倩婷 +  學生 何嘉業 西灣河 

導師 吳雅詩 +  學生 黃恩婷 屯門 

導師 唐麗霞 +  學生 徐源 太子 

導師 鍾懿德 +  學生 黎心怡 粉嶺 

導師 周寅宇 +  學生 陳柏言 坑口 

導師 郭偉業 +  學生 馬珊珊 鴨脷洲 

導師 黃倩敏 +  學生 周諾研 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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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李蘭芳 +  學生 黃美倩 大窩口 

導師 黃亭陶 +  學生 趙文華 彩虹 

導師 黄咏琴 +  學生 梁天允 粉嶺 

導師 黄咏琴 +  學生 梁天欽 粉嶺 

導師 羅佩文 +  學生 詹雅儀 天水圍 

導師 馮志華 +  學生 利重明 元朗 

導師 黃雪敏 +  學生 殷穎恒 柴灣 

導師 戴旎 +  學生 
穆善雅 Mohammed 

Rasheeda 
西灣河 

導師 吳子暉 +  學生 香贺平 深水埗 

導師 黃慧心 +  學生 蔡佳臻 西環 

導師 伍嘉欣 +  學生 何嘉欣 油塘 

導師 郭善鳴 +  學生 潘晴 秀茂坪 

導師 梁思樂 +  學生 梁倩瑜 深水埗 

導師 譚文瀚 +  學生 楊逸希 筲箕灣 

導師 梁允柔 +  學生 洪燕珊 Hussain Eshaal 美孚 

導師 崔雅儀 +  學生 劉楓 大角咀 

導師 張定生 +  學生 李俊軒 黃大仙 

導師 許秀嫻 +  學生 林玉琳 筲箕灣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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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雪中火 - 基層出身造就義教》 —— 結他班義師 何勁熙 

 

自小家住公屋，典型基層家庭，二百來尺住著一家四口。從小到大我都是被「放養」的，在街

上到處跑、玩、結交朋友。雖物質缺乏，但一家人還是過得很開心。幾歲的時候，晚上爸爸就

把藤沙發拉到牆邊，把座位面對着牆。一邊是牆，一邊是靠背，兩邊就圍著，確保安全不會睡

著掉下，這就是我每個晚上的臨時床鋪。躺著時腳下就是書桌，旁邊是電視。家裡的家具擺放，

就按不同時間的需要，作出不同的佈局，這都是我媽想出來，小時候不會投訴，反正挺好玩。

但有時候也會問媽媽，為什麼我沒有自己的床，「沒空間，沒辦法了，就這樣吧。」她經常會說。 

 

嚮往親戚的家，比較富裕，房子特別大，一千多呎，家中放了一台鋼琴，沒特別留意的話根本

不會注意到。當時看著就想，如果把他們的鋼琴放自己家，就剛好佔了我的臨時床鋪和書桌，

我就沒床睡，沒書桌了。只是看著人家女孩優雅地在鋼琴前面坐下，慢慢的打開琴鍵上的蓋板，

手輕輕的在鍵上遊走，悦耳的琴聲在千尺的大宅裡飄盪迴轉，一邊享受，另一邊就是乾羨慕。

小時候沒有能學琴，總覺得是一種遺憾。家境可能是一種障礙，但心裡的一團火卻靜靜燃燒著。 

 

中四的時候，終於在同學的「荼毒」下，花了當時一輩子的積蓄，買了一台結他。反正結他就

比較便宜，空間佔得又不多，帶回家以後，生怕被媽媽趕走，幸她沒說什麼，則表示（我解讀

為）沒問題吧。中五就要會考，我中四買個結他日彈夜彈，爸媽都沒打擊我，放在今天，是絕

無僅有的了。但當年在屋邨成長環境下，實在沒有那種壓力、那種氛圍。結果我中五會考是校

內頭三名，喜出望外之餘，更證明了彈結他玩音樂，不見得就不會讀書考試。有時候我懷疑就

因為學習結他，訓練左右腦協調，有助思考和記憶，將平時不是寒窗苦讀的我，也提升至人稱

「高材生」的等級，實在有點運氣呢。 

 

跟幾個同學一起玩結他，單純地互相學習、比拼，進步是很快的。那是最簡單、最真誠的分享，

不存在現實勢利的金錢交易，也沒有文人之間的酸楚。放學後，幾個同學就在公屋的後樓梯間，

蓆地而坐於幾個台階之上，樂譜也是隨便放在地上。當年住的是 Y 型公屋，後樓梯非常寬敞，

牆身有很大的開口，框著美麗的山景、樹景。年少無知，竟又把防火門打開，自製對流通風，

涼爽至極。梯間一人一首，不時一起和唱，很快便到晚飯時間，因為每次都是我媽從家裡面大

喊出來。一般喊個兩三次，才意識到是時候了，立即收拾起身回去了，那是對媽媽起碼的尊重。 

 

家庭的開明放養，朋輩的推波助瀾，公共空間的自由善（擅）用，加上孤注一擲押上零用錢，

就成了今日的何 sir 了。匱乏，產生遺憾，卻轉化成為動力，去幫助有需要的基層孩子和年輕人。 

 

(今起一連三期刊載結他班何勁熙義師的心聲文章，1／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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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鳴謝 
 
在 2018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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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infield Charity Fund 350,000.00  

Cheng Chi Yip 200.00  

Cheung Yuk Ching 200.00  

Ho Ka Yue Joseph Ralph 2,000.00  

Hutchison Global Communications Limited 30,000.00  

Lai Yee Ng 500.00  

Lau Wade 1,320.00  

Miss Choi Chak Wah 4,000.00  

Mr Alfred Lo 500.00  

Mr Chong Ching Yin, Jackie 100.00 

Ng Sin Mun 100.00  

Shum Ching San Johnson 500.00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422,365.04  

Wan Li Book Co., Ltd. 1,232.00  

Wellmake Investments Limited 27,210.00  

Wong Wai Kei 100.00  

Yung Kwong Tat 1,000.00  

孔宪錦家庭 7,200.00  

文火蘭女士 2,000.00  

張展華 3,000.00 

有心人 US$769.04 

黃麗芬女仕 500.00  

謝燦華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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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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麗紅小姐 鋼琴書 9 本 

李鋈麟博士太平紳士  電腦主機 2 部、手工玻璃瓶 40 個 

雅居樂 筆 10 盒 

 

物資募捐 

 

我們需要下列物資作日常辦公或開班之用，歡迎各有心人捐贈二手物品給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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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提電腦  

 相機 

 智能手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