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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年宵最大收獲 

 

今年我們補天第一次在維園擺年宵，收獲極豐。許多新知舊友都刻意來到補天攤位幫襯，我知道他

們未必需要那些年宵產品，但還是掏出一百幾十，一千幾百，表達他們對補天的支持和對我的鼓勵。

有的熱心市民甚至直接將錢放進我們的錢箱。那一段日子，在場負責攤位的補天同事，義師，家長

和學生，第一次如此直接且大量地感受到香港市民對補天的認同，都感到極大的鼓舞。 

要多謝的人有很多。除了參與設計製作和那幾天來攤位幫忙的眾多義師、義工、家長和學生之外，

還有捐出物品給我們的有心人，尤其是捐出許多 B-DUCK 產品給我們義賣的淙猛師弟，和在年三十

晚上送糕餅到攤位慰勞我們的 BEANS CAFÉ。還有一位名人朋友不能不提。BEN SIR 歐陽偉豪博士

一早就去我們的攤位打卡，然後放上自己的 FACEBOOK 幫我們宣傳。不止於此，年三十的那天下

午，BEN SIR 不聲不響地跑來補天攤位，頂著烈日幫我們嗌咪嗌咗粒幾兩粒鐘（此句轉廣東口語向

BEN SIR 致敬，一笑。）。那段時間我因為要在家接待外地來港過年的家人而不在攤位，因此至今未

能向 BEN SIR 當面致謝，教我非常愧疚。在此再向 BEN SIR 致謝，希望能彌補一二。 

得到大家如此的厚愛和支持，我們衷心感謝。這些支持和鼓勵也將化作補天團隊繼續努力和堅持的

動力，這是我們舉辦年宵的最大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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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1.) 【太子義師中心--義師可以黎搞乜東東?】 

太子義師中心運作了一段日子，根據我們觀察所得，前來中心的義師也能各取所需。大致上，他

們可以如「九型人格」般分為「九型義師」: 

 

文青型 - 睇書，義師中心有大量學術同生活書籍，總有岩你口味 

藝術型 - 義師中心有投影設備，無論想搞電視欣賞會同搞其他野都無難度 

玩樂型 - 義師中心咁大咁靚，約埋朋友上黎玩 boardgame 就岩晒 

慢活型 – 生活太忙，得閒可以過黎坐係窗台望風景，慢慢思考人生 

疲倦型 – 係旺角無野做，又未夠鐘同人食飯，最岩就上黎補眠搵周公 

手機無電型 – 出街最忌無電，義師中心提供自助充電服務，助你行得更遠 

社交型 – 鐘意識朋友既你，最岩就上黎同其他義師交流教學心得 

好學型 – 補天會不時舉辦不同主題工作坊，岩晒好學既你 

是但型 – 唔知做乜，但又坐唔定，歡迎大家是但上黎揈 

 

 

 

 

 

 

太子義師中心                                            電話︰2782 2700    

地址︰九龍太子砵蘭街 450-454 號 HQ14 樓 B 及 C 室 (近太子港鐵站 D 出口) 

無需審批，無需預約！歡迎大家隨時前來坐吓、hea 吓、交流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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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補天年宵--招才進補】 

一連六天的年宵活動順利完成，活動除令在場人士更了解補天，讓他們可以多種形式支持補天支

援基層兒童學習的服務外，更因而吸引數間傳媒報導補天今次在年宵中的意義，得以讓更多人認

識。另外亦多謝義師 Connie 在補天維園年宵即場寫揮春義賣。 

 

 

 

 

 

 

 

 

 

 

 

3.) 【義師招募+義師活動】 

我們社區資源組馬不停蹄到各院校招募義師。最近除了到過嶺南大學外，我們更參與香港青山

青年獅子會的例會，讓我們可以有機會分享補天的服務及理念，並互相交流意見。歡迎各大機

構員工／大專學生可以一起參與義師，讓更多基層學生受惠！ 

 

 

 

 

 

 

 

另外，義師活動亦包羅萬有，早前就有為各位新義師舉行迎新會(16/2)及為資深義工舉行的新春

義工聚會(2/3)！之後補天會持續舉辦義工義師聚會，讓來自不同界別的義工義師可以互相認識同

支持，請大家密切留意！如果你未加入義師群組的 FACEBOOK，請快快聯絡我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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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猜燈謎(17/2)】 

超過 50 名學生參與了 2 月 17 日舉辦的

元宵猜燈謎活動。當天活動非常豐富，義

工們分工為學生們免費制作甜品及設計

猜燈謎活動，只需答中 10 條問題便可得

到禮物。 

當天學生非常努力地思考問題，為他們的

新年增添玩味。 

 

4.)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活動回顧】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鄭裕彤葵涌學習中心活動回顧】 

 

【新年派對(22/2)】 

超過 30 位會員參與精心安排的遊戲及勞

作，在笑聲之下迎接新春~ 

而中心除了可借用電腦外，亦增添不同

的益智遊戲及玩具予大家，歡迎家庭及

小朋友享受玩具閣的設施。 

非常感謝鄭太的支持並贊助派對美食

︑Harrow International School 學生免

費捐贈不同的玩具及 Broad game 作為

物資，以及周大福慈善基金的協調統籌∘ 

【賀年親子花藝興趣工作坊(16/2)】 

感謝來自保信慈善基金的義工，讓補天

學生和家長有機會學習花藝技巧，以乾

花及保鮮花作為主要花材製作擺設，又

學會製作朱古力花小手工作裝飾∘ 

【學前班親子日(31/1)】 

學前班學生及家長一同前往室內遊樂場

Mabaland~透過不同的遊樂設施，如波

波池、彈床、攀爬設施等，讓學生在各

式各樣的遊戲中能夠刺激不同的感官系

統, 以及學習與人分享喜樂, 實在是一

個難得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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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  

學生人數：15,231 人    

義師人數：13,636 人    

配對總數：12,659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以下義師已為其學生補習超過一年，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王志威 白偉淇 伍駿晞 朱倩如 朱淑嫻 何沚殷 余美圓 李文輝 

林天權 林倩如 林傳欣 韋皓文 殷海珊 袁美貞 梁子培 梁梓澄 

梁凱繇 梁楚云 梁慧芬 莫芷茵 許嘉寶 陳若蔚 陳偉智 陳道科 

陳潔瑩 麥可盈 彭俊賢 曾楚婷 馮詠詩 黃俊傑 黃家雄 黃瑤 

黃曉冰 楊結莉 溫建國 翟鳳娟 劉穎聰 潘梓滔 鄭銘蕙 關智露 

 

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以下義師已為其學生補習超過半年，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王仕淦 王嫚琪 司徒禮梵 伍志偉 伍秀紅 伍明珠 伍慧兒 朱健寧 

何卓怡 何芷珊 何芷翹 何家傑 何鑑庭 余慧婷 利本衡 吳洲 

吳美華 吳嘉希 吳綺庭 吳慧婷 吳鑑培 呂嘉樂 李一凡 李文政 

李秋龍 李啟皓 李裕生 李德霖 李學峰 李龍軒 冼嘉敏 周家誠 

林文輝 林泠泠 林浚傑 林智文 林琬淇 林燕梅 林禮德 祁庭暉 

邱淑儀 侯穎心 施曉澄 胡茵童 胡傲雪 胡嘉裕 凌志良 孫潁旻 

徐嘉恩 袁偉仁 袁雅樂 袁穎琪 馬詠詩 高琛 區而侃 區蕙冰 

張士彥 張定生 張芷桐 張思彤 張凱傑 梁展朗 梁葆欣 梁嘉佩 

梁鐧欣 莊翠欣 莫楚琪 許國璋 郭薾竹 陳子祺 陳孝榮 陳佩暉 

陳建諭 陳凱瀅 陳惠茵 陳順霞 陳嘉皓 麥展僑 麥雪麗 彭祖怡 

彭銘庭 曾嘉瑩 鄉世洲 馮凱琳 馮翠瑩 黃秀婷 黃俊浩 黃倩宜 

黃家怡 黃渝斐 黃蔚彥 黃麗芳 楊嘉妍 溫應龍 董坤榮 鄒晉勳 

雷偉傑 廖文懿 廖卓妍 廖柏年 趙萬華 趙榮耀 蔡希雯 蔡芷澄 

蔡尉蔚 鄭天銘 鄭柏賢 鄭偉謙 鄭惠盈 鄭皓翔 鄭詠津 鄭瑞梅 

黎珀瑤 盧文恩 盧彦樺 禤瑩 薛可雲 鍾淑琪 鍾詠珊 羅兆泰 

關凱婷 關頌萍 蘇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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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 

尹航 方俊傑 王敏姍 王梓豪 王贇 古皓鵬 成銹文 朱韻珊 

何嘉欣 何嘉駿 余家銘 余雋翹 利莉莉 吳永華 岑嘉穎 巫卓璇 

李希彤 李芷然 李甜 李皓瑜 李雅斯 李靖雯 李穎宜 李寶麗 

辛沛倫 周敏琪 周雪瑩 屈寶宜 林子諾 林亦灝 林美茵 邱莉莎 

邱靖怡 邱嘉維 姚業興 胡柏韜 范凱程 唐鎂鈞 徐先生 高靖怡 

區子龍 崔嘉慧 張曉琳 張藹欣 梁倍善 梁倬嘉 梁家城 梁富生 

梁嘉欣 梁綺恩 梁结如 莊樺煒 莫詠思 許志陽 連智建 郭浩賢 

郭硯貽 陳君怡 陳志賢 陳炳泉 陳朗頤 陳婉兒 陳婉婷 陳康怡 

陳梓朗 陳詠珊 陳適之 陳鋆豪 陳麒伊 麥軒 彭清 曾小鋒 

曾可瑩 曾瀚誼 游文輝 湯嘉銘 覃慧敏 馮海翔 黃旻榛 黃家偉 

黃家豐 黃浩賢 黃珮璇 黃祖祖 黃詠淳 黃葆茹 黃頌輝 黃學堯 

楊光輝 葉盈瑩 廖潔麗 潘智廣 潘慧妍 蔡雪柯 黎杏妍 黎庶立 

盧佩欣 盧桂朗 謝珮兒 鍾綺汶 譚健忠 關可越 陈思思 
 

Chan Kin Kwok Chan Pak Keung Chan Wing Han Ho Amy Tina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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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 28 日) 

導師   洪逸 +  學生 陳招豪 九龍塘  導師   王澤然 +  學生 張立文 紅磡 

導師   莊志玉 +  學生 李芷靜 鴨脷洲  導師   李嘉雯 +  學生 王嘉銦 柴灣 

導師   陳凱樂 +  學生 冼曉晴 天水圍  導師   黃愷婷 +  學生 羅曉茵 土瓜灣 

導師   黃愷婷 +  學生 羅曉彤 土瓜灣  導師   郭羨男 +  學生 陳幸美 天水圍 

導師   鄭梓樂 +  學生 白莫之 柴灣  導師   范子健 +  學生 梁溰楓 屯門 

導師   鄭惠蘭 +  學生 李康喬 將軍澳  導師   黃凱欣 +  學生 梁淑嫺 紅磡 

導師   陳勝豪 +  學生 符嘉霖 葵興  導師   梁芷菁 +  學生 黃泳銅 九龍灣 

導師   任鳳儀 +  學生 張子怡 大圍  導師   任鳳儀 +  學生 張子瑤 大圍 

導師   謝藹婷 +  學生 吳鑫浩 青衣  導師   謝藹婷 +  學生 吳思琦 青衣 

導師   梁劍康 +  學生 羅嘉豪 深水埗  導師   袁廷光 +  學生 劉梓星 調景嶺 

導師   廖淑妍 +  學生 程俊鵬 鑽石山  導師   陳穎琳 +  學生 阿沙 

Khan Sad 

天水圍 

導師   陳穎琳 +  學生 阿文 

Khan 

Rehman 

天水圍  導師   龔浚生 +  學生 劉兆欣 藍田 

導師   郭浩賢 +  學生 袁天柱 柴灣  導師   許延鋒 +  學生 蔡斯瑜 太古 

導師   朱泳賢 +  學生 李思敏 葵涌  導師   馮靜嫻 +  學生 雷曦穎 馬鞍山 

導師   汪儉棟 +  學生 許嘉婷 北角  導師   莫詠思 +  學生 伍文欣 深水埗 

導師   熊剛豪 +  學生 盧峰清 紅磡  導師   梁浩程 +  學生 盧凱瑤 沙田 

導師   羅穎熙 +  學生 黎寶均 葵芳  導師   陳家權 +  學生 張懿 深水埗 

導師   莊嘉敏 +  學生 石麗琳 旺角  導師   溫智豪 +  學生 梁樂晴 太古 

導師   謝奕 +  學生 曾嘉熙 元朗  導師   林立盛 +  學生 張汶睿 紅磡 

導師   關翠珠 +  學生 林嘉茵 觀塘  導師   任青駿 +  學生 梁卓業 深水埗 

導師   何浩銘 +  學生 吴芷晴 香港仔  導師   陳焮桐 +  學生 余展恒 佐敦 

導師   林耀業 +  學生 黃芷瑤 屯門  導師   廖俊祺 +  學生 馮健豪 堅尼地城 

導師   蕭凱珊 +  學生 戴羽莤 油塘  導師   文雋諾 +  學生 楊傳涵 柴灣 

導師   譚健忠 +  學生 文梓成 長沙灣  導師   嚴嘉穎 +  學生 鍾樂瑤 彩虹 

導師   梁佩文 +  學生 林于晞 屯門  導師   梁佩文 +  學生 林天慈 屯門 

導師   許琪歡 +  學生 陳梓晉 牛頭角  導師   王永怡 +  學生 羅錦晴 九龍灣 

導師   關靜儀 +  學生 王海晴 屯門  導師   周凱怡 +  學生 李卓妍 天水圍 

導師   余雅娗 +  學生 彭雅婷 坑口  導師   李達安 +  學生 吳嘉琳 將軍澳 

導師   劉芷玲 +  學生 陳嘉麗 旺角  導師   馬愛芳 +  學生 鍾欣睿 秀茂坪 

導師   葉錦華 +  學生 伍湘兒 粉嶺  導師   邱嘉維 +  學生 陳梓浩 黃大仙 

導師   黃智行 +  學生 陳永東 旺角  導師   張汝芳 +  學生 柏智堯 油麻地 

導師   鍾思思 +  學生 麥海澄 長沙灣  導師   袁詩麗 +  學生 黃曉慧 大角咀 

導師   劉淑玲 +  學生 吳婉妤 筲箕灣  導師   何嘉欣 +  學生 林紫君 葵興 

導師   林美茵 +  學生 鄧皓熙 黃大仙  導師   林承禧 +  學生 蔡怡樂 土瓜灣 

導師   林依靜 +  學生 劉恒宇 樂富  導師   李翠玉 +  學生 嚴進文 寶琳 

導師   黃巧賢 +  學生 張智健 藍田  導師   成銹文 +  學生 溫子軒 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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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李皓瑜 +  學生 劉珈余 馬鞍山  導師   陸榮華 +  學生 陳康凝 太子 

導師   唐鎂鈞 +  學生 劉寧雙 葵芳  導師   林亦灝 +  學生 岑仲恩 葵芳 

導師   王贇 +  學生 鄭嘉琦 觀塘  導師   王贇 +  學生 鄭嘉軒 觀塘 

導師   何嘉駿 +  學生 丘婧 長沙灣  導師   黃寶珠 +  學生 顧婉雅 石硤尾 

導師   陳穎琳 +  學生 何穎茵 寶琳  導師   鄭皓而 +  學生 鄭雪欣 坑口 

導師   譚可欣 +  學生 Walia 

Gurleen 

Kaur 

秀茂坪  導師   楊光輝 +  學生 呂建成 旺角 

導師   李希彤 +  學生 陳浩軒 元朗  導師   陳朗頤 +  學生 林漫恩 馬鞍山 

導師   梁富生 +  學生 劉瑞煒 天水圍  導師   黎庶立 +  學生 何永粧 東涌 

導師   周潔恩 +  學生 Fatima 

Zahra 

Minhas 

東涌  導師   Terri 

Poon潘

綺翠 

+  學生 曾昱文 炮台山 

導師   林子諾 +  學生 黃榆雅 太子  導師   廖柏年 +  學生 杜心豆 石硤尾 

導師   楊嘉怡 +  學生 崔文旭 炮台山  導師   葉建麟 +  學生 馮活泉 新蒲崗 

導師   甄梓豪 +  學生 潘政睿 太子  導師   林天兒 +  學生 Abdul 

Wahab 

東涌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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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學生湯偉杰家長感謝義師劉潔榆 

 

我喺湯偉杰媽咪。一次偶然機會，經人介紹了解到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在兒子補習期間，有導師

投诉他補習时經常打喊露，我好驚導師認為他無心向學，對他失去信心。但我明白兒子不是故意的，

他從小有輕微哮喘和呼吸系統有點問題，他睡眠質素不好。但這些他又沒辦法控制到。我一直擔心

因他打喊露一事，補習被叫停。好在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知道他的情況后，依然熱心幫忙。兒子以

前英文考試基本上都是 50 分以下，𠵱𠺢在劉潔榆導師的熱心帮助下，兒子英文成績有所進步。一

連兩次考試，英文成績都有 61 和 62 分。從來不做課堂筆記的他，現在也開始做课堂筆記。也可能

是因為他最不感興趣的英文科都能進步，從而對自己提起了信心，他的數學、中文都有所進步。为

此我少了一份担扰，多了一份欣慰！很感恩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給予兒子湯偉杰莫大幫助！也感謝

補習老師劉潔榆愛心援助！真心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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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梁子晴感謝義師黃嘉俊 

親愛的黃 sir，謝謝你的包容和體諒，每當遇到數學難題時，黃 sir 都會因應我的能力講解，無論我

問多少次你也是耐心地回答我。所以我十分感謝黃 sir 在這期間的悉心輔導，數學科有明顯的進

步，在班中考獲優異的成績，並得到學校老師的讚賞及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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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湯兒家長感謝義師王志成: 

 

我喺湯兒媽咪，衷心感謝王志成導師。本來按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的補習型式，每個星期補習一個

鐘，但在這兩年的時間里，導師每次補習不是以時間為准，由於女兒湯兒數學基礎太差，導師基本

上都要一個半或兩個小時，女兒才能徹底把導師一個小時要教的課程弄明白。但王導師從來都不會

計較多用了多長時間，他最關心的是女兒有冇接受到他所傳授的知識！我經常對女兒說：一定要好

好珍惜，使錢都未必請到這么好的導師。女兒在王志成導師的認真輔導下，數學成績一路提升，我

也少操了一份心。可能是王導師的愛心感染了女兒，她說，等她能上到大學的時候，她也免費去幫

別人家小孩補習。這可能就是愛心的延續吧！看到女兒湯兒成績不斷進步，內心好感恩陳校長免費

補習天地的幫助，也好感恩王志成導師無私的奉獻，感恩的心感謝有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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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郵寄九龍長沙灣大南西街 609 號永義廣場 20 樓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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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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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Fu Ming 300.00  

Chan Mui Lai Karen 888.00  

Cheng Chi Yip 200.00  

Cheng Chi Yip 200.00  

Cheung Yuk Ching 200.00  

Chow Mei Chun 100.00  

Chow Wun Sing Winston  300,000.00  

Chu Kwok Ming 100.00  

Lee Cheuk Hang 300.00  

Li Syn Kay Abbie 2,000.00  

Miss Tong Mei Tak 500.00  

Miss Wu Wai Fan Brenda 500.00  

Mr Kwong Chi Leung 3,000.00  

Mr Yim Yat San 2,000.00  

Ngai Chun Telecom Services Co. 3,000.00  

Pui Cheung 3,600.00  

Suen Wai Yin Stephen 2,000.00  

Tsoi Seung Kuen 200.00  

Vincent Kan 5,000.00  

Wellington Management Hong Kong Ltd. 290,313.10  

Wellington Management Hong Kong Ltd. 2,574.85 

Wellmake Investments Limited 30,838.00  

Wong Ka Man 10,000.00  

Yip Ka Shing 1,000.00  

Yuen Wai Man 300.00  

李誠 300.00  

周惠娟 10,000.00  

資達有限公司 2,000.00  

蘇志均先生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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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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戲票 140 張 

香港富通保險 迪士尼門票 44 部 

匯潼醫療醫務 流感疫苗免費注射 65 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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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或二手微波爐 

 全新或二手智能手提電話 (需上網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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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天年度大型活動，各路英雄敬請留意 

詳情可留意補天網頁: www.hkcn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