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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補天」）的創立，是希望召集教育體制外的力量，透過免費的一對一補習、

學前班、才藝班，為基層孩子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和支援。自 2011 年創立至今，「補天」已為超過

12,000 位基層學生提供一對一免費補習服務，為超過 5,000 名基層青少年和幼童提供不同種類的免

費才藝班和學前班。補天努力地讓基層孩子在成長和學習過程中，能得到所需的關顧和支援，從而能

夠發展學習和才藝的潛能，擁有更好的未來。 

 

補天的服務，需要一群有心的義師提供義補，還需要補天團隊和義工協調安排師生配對、支援義師教

學、跟進義補進度、提供義師培訓，以及為學生籌辦多元學習活動等工作。然而補天並沒有政府資助，

這一切的營運經費都來自民間捐款。而目前已經登記卻仍在苦苦等候和熱切盼望配對的補天學生已超

過 2,000 人。故此要維持甚至提升補天的服務，社會各界的捐款支持實在不可或缺。 

 

成立八年以來，今年補天將首次舉辦籌款活動。在一群熱心義工的籌劃下，我們將於 2019 年 7 月 

5 日 （星期五）假尖沙咀龍堡國際酒店胡應湘宴會廳舉行慈善素宴。我們誠意邀請各界善長蒞臨支

持。如有垂詢，請隨時電郵（changenchance@gmail.com）或電話 (36210925)與我們聯絡。衷心

感謝大家對補天的支持和對基層孩子的關愛！ 

mailto:changenchance@gmail.com）或電話%20(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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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Birthday to Ｍe】 

8 年前的 3 月 25日就是補天正式註冊為慈善團體的大日子! 

感謝大家一路以來的支持，讓補天由一個概念，成長至能為基層學生提供免費１對１義

補、 才藝課程，以及學前班等多元學習服務。 

謝謝各界善長、友好及同事們這８年來的付出及支持！ 

 

 
 
 
 
 
 
 
 
 
 
 

 

【陳校長-8 年挑戰】 

大家猜一猜右邊那一張相片是 8 年前有關陳校長

成立補天的傳媒報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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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1.【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免費流感疫苗注射服務 16/3】 

感謝匯潼兒童微創手術中心 Dr. 

Wong 及其團隊免費為我們兩間才

藝中心的兒童、家長及義師注射流感

疫苗服務。受惠人數共 56 人。 

 

 

 

 

 

2.【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生涯規劃培訓工作坊 6/3】 

感謝來自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

系的李芝恩女士，為家長分享主

題「了解青少年生涯規劃與發

展」，與家長一起探討何謂青少

年生涯規劃，又分享了一些現今

青少年對生涯規劃的看法及需

要，嘗家長從更多角度思考如何

能夠幫助青少年更加了解自己，

發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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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藝班培訓成果】  

             

  

 

 

 

【生涯規劃培訓工作坊 13/3】 

 

in 

 



 

5 

  

小朋友除了讀書外，到中心參加空手道班。四位空手道班學生成功通過 8 級色帶考試！ 

 

 

 

【小小仁小小 BING 演唱會 21/3】 

 

感謝香港藝術節團隊的邀請讓補天的

學生有幸參與《小小仁小小 BING》演

唱會，當中陳奐仁先生更邀請爵士樂

高手札斯維爾．路些諾及香港失明人

協進會與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的成員

一同參與演出，以音樂宣揚共融，更

帶出無限量的主題，透過藝術的無限

可能， 跨越自身及環境的限制， 展

現生命的無限亮光，讓補天的學生以

藝術作媒介去了解平等及尊重，反思

能力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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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19 年 3 月 29 日)  

學生人數：15,401 人    

義師人數：13,710 人    

配對總數：12,817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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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志強 甘慧冰 老詠雋 何鎮釗 呂秀汶 李詠琦 林嘉兒 施琪琪 

柯麗文 洪俊濠 胡雪雯 唐瑋 孫燦 馬漢華 屠其非 張天柔 

張穎勤 梁愛綸 郭秀賢 郭燕銳 陳國章 陳雪麗 陳進謙 黄溢昇 

傅美麗 彭康靈 黃均兒 楊寶貞 葉靖瑤 廖子逸 劉安饒 劉雅麗 

蔡傑明 蔡筱筠 鄧志宏 黎倩宜 謝安淇 謝浩然 譚啟聰 譚樂欣 

 

 

截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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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展偉 王朗妍 王䁱蓁 布朗希 白煥林 江文蕙 佘詠彤 余柏穎 

吳焯然 吳紫茵 吳嘉怡 岑承禧 李丹鈮 李旨瑜 李俊彥 李思慧 

李凱婷 李詠詩 李嘉怡 阮倩薇 周寅宇 屈景灝 易詩棓 林炳坤 

林康浵 林詠恒 邱海南 侯銘昆 姚展隆 柯琦琳 洪建定 孫文軒 

容家堯 徐潤敏 張綉婧 張翠玲 張曉珊 梁永杰 梁律仁 梁敏儀 

章文婷 莫穎思 連梓欣 連寶強 郭裕興 陳均杰 陳佩玲 陳泳彤 

陳俊龍 陳映薇 陳炯褌 陳玲 陳國棟 陳淑均 陳淑儀 陳惠琦 

陳煒聰 陳群弟 陳嘉儀 陳遠強 陳潔玲 麥清嵐 勞偉彥 曾子蔚 

曾凱悠 曾紫東 游維喜 馮蕙儀 黃雅佩 黃福敬 黃潔欣 黃澤馨 

楊文昕 楊晧頤 葉小玲 葉宏量 葉泳廷 葉泳雅 葉婉儀 葉熙淳 

葉鴻昌 鄒健樂 雷高明 劉永皓 劉素冰 劉皓儀 劉雅麗 劉潔珊 

劉潔榆 潘佩嬋 潘慧妍 蔡雨薇 蔡迪鴻 鄭雅盈 蕭倚汶 蕭婉之 

鍾璧淇 簡文雅 羅美玲 羅家盛 羅德 譚詠斯 譚穎新 嚴偉康 

Cheung Yuen 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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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王凌華 伍葆儀 何梓筠 余永賢 吳若美 岑燁 李尚熹 李洛霖 

李晓婕 李婉蔚 李梓藝 李詠詩 李穎淇 林伊琳 林沅汶 林威業 

林鈺淇 林慧玲 姚濬堅 柯力源 洪欣欣 孫穎婷 容景怡 徐芷君 

徐雯雯 秦凱雯 區靜宜 張志強 張怡靜 張淑萍 張嘉敏 曹怡婷 

梁佩球 梁展霖 梁國華 梁瑋珊 梁翠怡 許有為 連乙文 郭靄樺 

陳天賜 陳文駿 陳君俊 陳冠明 陳彥彤 陳家華 陳梓豪 陳雅詩 

陳嘉玲 陳嘉寶 陳澤文 陳澤賦 曾文傑 曾鈺翹 黃文瀚 黃浩喬 

黃偉傑 黃婉明 黃貴邦 楊佩迪 溫穎瑜 粱思詩 葉健行 葉德舜 

葉慧儀 劉嘉珍 歐陽敏慧 潘少冰 蔡鋇瑤 鄧卓謙 鄧紫晴 鄧諾怡 

鄭靄妮 黎嘉琳 黎翰恩 黎耀強 戴美琪 鍾耀偉 羅焯桓 關夏萍 

蘇淑詩 龔紫嫣 张晓昀      

Ho Ka Kay Ruby Rose Carmoma Samont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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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31 日) 

導師   黃施欣 +  學生 商以璇 荃灣  導師   王敏姍 +  學生 關心怡 上水 

導師   吳莉莉 +  學生 李慧思 大角咀  導師   吳燕妮 +  學生 李慧嵐 大角咀 

導師   袁曉楓 +  學生 陳藹詩 元朗  導師   吳嘉敏 +  學生 麥婉婷 葵涌 

導師   李巧筠 +  學生 楊苑玲 鑽石山  導師   陳康怡 +  學生 譚寶儀 鑽石山 

導師   李芷然 +  學生 梁美賢 荔枝角  導師   李芷然 +  學生 梁美心 荔枝角 

導師   楊婉芬 +  學生 葉昊峰 葵涌  導師   何浩銘 +  學生 蔡梓濤 香港仔 

導師   Gautam 

Jain 

+  學生 Asnaat 

hussain 

shah 

東涌  導師   羅家明 +  學生 Mohammad 

Abdullah 

東涌 

導師   吳積民 +  學生 陳俊樺 金鐘  導師   薛詠琦 +  學生 蘇紫桐 天水圍 

導師   黃葆茹 +  學生 黃佩怡 黃大仙  導師   黃家煒 +  學生 胡嘉灝 九龍灣 

導師   戴樂豪 +  學生 黃樂軒 葵興  導師   鍾綺汶 +  學生 李芷晴 大埔 

導師   黃淑華 +  學生 陳遙仙 深水埗  導師   謝英麟 +  學生 譚迪曦 深水埗 

導師   謝英麟 +  學生 徐子俊 深水埗  導師   何嘉媛 +  學生 嚴諾怡 荃灣 

導師   孔天耀 +  學生 黃榆閔 荔枝角  導師   梁嘉欣 +  學生 黃詩敏 秀茂坪 

導師   李靖雯 +  學生 邱晨希 彩虹  導師   劉美靜 +  學生 陳慶聰 太子 

導師   謝珮兒 +  學生 曾詩婷 北角  導師   尹航 +  學生 卓明凱 沙田 

導師   黎杏妍 +  學生 溫暮雪 香港仔  導師   周寶琳 +  學生 陳梓恆 大埔 

導師   李旭彤 +  學生 張美玲 馬鞍山  導師   周敏琪 +  學生 范曉琳 葵興 

導師   利本衡 +  學生 古達彬 觀塘  導師   譚羨昌 +  學生 鄧嘉豪 深水埗 

導師   王家敏 +  學生 廖璟龍 九龍灣  導師   古皓鵬 +  學生 馮志攀 彩虹 

導師   李婉蔚 +  學生 李展廷 北角  導師   劉悅琪 +  學生 陳思樾 大窩口 

導師   陳惠芳 +  學生 廖宇廷 土瓜灣  導師   張賢輝 +  學生 陳守鑾 新蒲崗 

導師   林家宏 +  學生 Abdul 

Basit 

Minhas 

東涌  導師   蔡雪柯 +  學生 葉正林 大學 

導師   黃頌輝 +  學生 夏浚恩 彩虹  導師   黃頌輝 +  學生 夏浚恒 彩虹 

導師   張啓邦 +  學生 張卓敏 太古  導師   陳適之 +  學生 幸晓琳 杏花邨 

導師   陳炳泉 +  學生 蔡梓灝 香港仔  導師   朱韻珊 +  學生 朱思亦 堅尼地城 

導師   辛沛倫 +  學生 鄧威成 柴灣  導師   潘慧妍 +  學生 陳泳森 天水圍 

導師   黃敬賢 +  學生 鄺嘉俊 天水圍  導師   趙可瑩 +  學生 黎梓桐 大圍 

導師   張藹欣 +  學生 梁菀芝 觀塘  導師   梁綺恩 +  學生 姜霆盛 筲箕灣 

導師   覃錦洹 +  學生 何廣源 柴灣  導師   方俊傑 +  學生 黃柏滔 旺角 

導師   吳永華 +  學生 張景淇 油塘  導師   李穎然 +  學生 陸可兒 荃灣 

導師   游文輝 +  學生 劉富邦 大角咀  導師   陳家華 +  學生 陳妃 葵涌 

導師   陸榮華 +  學生 黃頌懿 石硤尾  導師   葉健行 +  學生 陳浩彬 油麻地 

導師   黃家偉 +  學生 林文熙 柴灣  導師   區靜宜 +  學生 楊仕源 鴨脷洲 

導師   胡柏韜 +  學生 李卓康 天水圍  導師   張才姝 +  學生 李婉淇 深水埗 

導師   張才姝 +  學生 李婉瀅 深水埗  導師   郭玉蘭 +  學生 莊靜怡 長沙灣 

導師   陳君怡 +  學生 張嘉瑤 新蒲崗  導師   戴美琪 +  學生 王烯諺 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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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李尚熹 +  學生 孔健秀 屯門  導師   曾瀚誼 +  學生 曾梓駿 坑口 

導師   曾瀚誼 +  學生 曾梓熙 坑口  導師   黃旻榛 +  學生 曾淑樺 旺角 

導師   黃啟潮 +  學生 李庭軒 寶琳  導師   葉慧儀 +  學生 曹諾晴 荔枝角 

導師   鍾思思 +  學生 曹諾琳 荔枝角  導師   鍾思思 +  學生 曹諾怡 荔枝角 

導師   T Leung +  學生 韓振軒 樂富  導師   何嘉駿 +  學生 林晉康 葵涌 

導師   何嘉駿 +  學生 林晉健 葵涌  導師   歐陽敏慧 +  學生 陳婉榆 油麻地 

導師   鍾耀偉 +  學生 陳毅 天水圍  導師   盧桂朗 +  學生 吳偉森 紅磡 

導師   王梓豪 +  學生 陳子健 大角咀  導師   鄧紫晴 +  學生 胡詠然 荃灣 

導師   黃婉明 +  學生 王景楠 何文田  導師   鄧鋒傑 +  學生 黃美婷 天水圍 

導師   陳鋆豪 +  學生 鄧巧穎 大圍  導師   陳鋆豪 +  學生 鄧巧晴 大圍 

導師   李汶樂 +  學生 吳杰豪 西環  導師   粱思詩 +  學生 李卓怡 深水埗 

導師   黃偉傑 +  學生 張偉文 石硤尾  導師   李丹鈮 +  學生 吳泳琳 屯門 

導師   姚業興 +  學生 盧紫晴 屯門  導師   劉嘉珍 +  學生 黃文姵 沙田 

導師   林伊琳 +  學生 蔡曉桐 黃大仙  導師   陳穎嫻 +  學生 邢益鋒 佐敦 

導師   陳穎嫻 +  學生 張騰丹 佐敦  導師   秦芷澄 +  學生 陳彥雯 荃灣 

導師   梁家城 +  學生 徐偉浩 上水  導師   吳廷欣 +  學生 盧律希 上水 

導師   王富強 +  學生 丘芷晴 馬鞍山  導師   鍾寶茵 +  學生 吳婥彤 藍田 

導師   郭靄樺 +  學生 江俊莹 馬鞍山  導師   關可越 +  學生 黃栢軒 旺角 

導師   譚可欣 +  學生 鄧琳 黃大仙  導師   陳鎮浩 +  學生 劉哲欣 藍田 

導師   陳梓豪 +  學生 孫嘉詠 荃灣  導師   廖潔麗 +  學生 黃文軒 沙田 

導師   梁展霖 +  學生 潘泳怡 深水埗  導師   陳曉慇

Ally 

+  學生 鄭清文 太和 

導師   曾可瑩 +  學生 鄺煒樺 太古  導師   曾可瑩 +  學生 鄺煒迪 太古 

導師   岑燁 +  學生 蕭嘉耀 將軍澳  導師   崔嘉慧 +  學生 黄泳然 觀塘 

導師   龔紫嫣 +  學生 許澤滿 沙田  導師   朱健東 +  學生 廖權正 兆康 

導師   梁紹恩 +  學生 陳穎怡 樂富  導師   林慧玲 +  學生 勞羨熙 黃大仙 

導師   謝菲 +  學生 區芷淇 美孚  導師   邱莉莎 +  學生 曹頌恩 兆康 

導師   巫卓璇 +  學生 駱咏琳 沙田  導師   黃犧蔓 +  學生 邱意純 大窩口 

導師   羅曉德

Ruth 

+  學生 張澄鋒 鴨脷洲  導師   李穎宜 +  學生 黃聖娜 石塘咀 

導師   黃迪燊

Dickson 

+  學生 陳溢之 大圍  導師   楊淑貞

Krystal 

+  學生 譚晉傑 深水埗 

導師   楊淑貞 +  學生 梁志業 荔枝角  導師   蕭文琪 +  學生 池雅凝 樂富 

導師   盧德興 +  學生 吳虹匡 藍田  導師   林威業 +  學生 鄭榮泰 天水圍 

導師   梁思樂 +  學生 陳紀駧 荔枝角  導師   吳美華 +  學生 譚柏源 荃灣 

導師   戴美琪 +  學生 陳國恆 元朗  導師   曾文傑 +  學生 王家琪 大角咀 

導師   趙汝莉 +  學生 何心怡 上水  導師   梁結如 +  學生 薛名欽 太子 

導師   謝菲 +  學生 陳振揚 沙田  導師   柯佩汶 +  學生 馬嘉予 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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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范軒爾

Sarah 

+  學生 徐鏡泉 大埔  導師   周明慧

Eva 

+  學生 曾泯禧 荃灣 

導師   徐可恩 +  學生 謝敏怡 葵涌  導師   黃浩賢 +  學生 張子茵 油塘 

導師   劉凱欣 +  學生 凌淑怡 沙田  導師   林禮德 +  學生 范錦泳 荃灣 

導師   周展弘

Thomas 

+  學生 張文婷 荔枝角  導師   廖柏年 +  學生 黃頌婷 石硤尾 

導師   廖柏年 +  學生 黃穎欣 石硤尾  導師   曾鈺翹 +  學生 趙雅晴 觀塘 

導師   梁世偉 +  學生 曹諾琳 荔枝角  導師   梁世偉 +  學生 曹諾怡 荔枝角 

導師   蘇淑詩 +  學生 李莉莎 觀塘  導師   黃靖婷 +  學生 林澤辭 葵涌 

導師   黃靖婷 +  學生 林澤宇 葵涌  導師   黎耀強 +  學生 鍾浩謙 彩虹 

導師   蘇淑詩 +  學生 何穎心 九龍灣  導師   余思樂 +  學生 范子峯 調景嶺 

導師   周潔恩 +  學生 余家宜 葵涌  導師   周潔恩 +  學生 余家傑 葵涌 

導師   吳志峰 +  學生 劉珈余 荃灣  導師   黃婉瑜 +  學生 曾雨靜 黃大仙 

導師   王永犖 +  學生 卓鳴鴻 觀塘  導師   龔兆麒 +  學生 鍾丞智 天水圍 

導師   姚濬堅 +  學生 陳家曦 觀塘  導師   洪欣欣 +  學生 衞振字 鰂魚涌 

導師   洪欣欣 +  學生 衞振言 鰂魚涌  導師   吳子樂 +  學生 陳曉彤 筲箕灣 

導師   徐雯雯 +  學生 林錫恩 九龍灣  導師   張嘉希 +  學生 鄧顯龍 寶琳 

導師   孫穎婷 +  學生 鄺智聰 油麻地  導師   林月明

Helen 

+  學生 游芷錡 土瓜灣 

導師   潘韋熹 +  學生 蘇婉兒 柴灣  導師   梁翠怡 +  學生 鄭梓瑄 藍田 

導師   梁翠怡 +  學生 鄭則樂 藍田  導師   徐芷君 +  學生 呂東儐 灣仔 

導師   謝沛倫 +  學生 李盈瑩 香港仔  導師   Tina 

Chow 

+  學生 馮健鵬 上環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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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導師 Fiona Chow 

 

關於義務補習——思考另一種教育 

 

這篇文章是說了又說也沒認真的寫出來。一來我很少寫認真的東西，二來也很少公開寫太貼身的情感。 

 

這是關於一個我義務補習的學生和我自己之間的成長。 

 

事關今日學生突然問起，為何我願意不收錢跟她補習，因為她既知道我很忙，最近也從同學口中才得

悉補習收費很貴。那才觸起心底一切沉澱了這些年來又沒整理過的教育迷思。我此刻只有在想，希望

很多年後，她或許記得我這個人，又或是，很多年後，我要去教書了，我也要記住這時的自己。 

 

早於二零一三年中我登記陳校長補習天地，想配對成為義師。一直未有回音，直至二零一四年初。我

初見她時是一名小六生。女孩天資不錯，勤力用功，家庭環境挺困難，是真的不會有餘錢補習。她愛

學樂器，我想是靠著一些津貼她可以去上鋼琴課，去年就考到三級優異。她後來再學鼓、手風琴、笛

子，也有去跳舞和參與辯論比賽。多麼密麻麻的興趣，有夠像平常聽見虎媽逼港孩上這個那個班，但

女孩是自發且樂在其中的。她會不時跟我分享學了甚麼，會跟我說甚麼時候有比賽，想要一點鼓勵。 

 

我們所有科目都補，除了數，她也半嬉笑的說不會問我數。尤其英語，她很著重英語能力，對待英語

功課的認真程度，是會首先起一份草稿，帶來讓我改。每次她都會帶一些東西給我改，問怎樣可以寫

更好。她愛讀小說。最初我見她讀《冒險小虎隊》和日本愛情輕小說，我說你可以看別的更好的。我

第一本帶她的小說是亦舒的《真男人不哭泣》——我第一本看的亦舒。此後，幾乎每月我都帶她兩三

本小說，她也真的會叫我帶甚麼甚麼書來，我當然一一答應。從此，交換書本成為補習很重要的一環。 

有次她說她想試試作故事寫小說。心頭都冷透了。她顫顫遞上兩三頁初稿，還是一格格的原稿紙，我

小心接過。沒用筆改甚麼，只是說請你要繼續寫，有空就多寫，寫得怎樣也不要緊，最重要肯堅持寫。 

基本上我是不介意把她帶進我的「私人生活」。例如前男友讀數他也曾經與她見面補數學；我去旅行

途中也會不時傳她照片，也有寄明信片和買禮物給她（而我一般是不送手信的人）。她很常與我分享

學校的事，那些你我現在聽起來會一笑置之的事，因為都經歷過了。但我還是靜靜聽她說，說很長，

很仔細......學生願意跟你分享，是因為信任，無論大人小孩，能敞開心窗跟人說話都不是容易事。 

 

我很想可以看見她長大，入大學，就如今天的我；在她長大到足以悟識世界的殘酷與無奈時，我想我

可以仍然在，在那時用二十八歲的心境告訴她要原諒，要接受，要悍衛。她曾經笑言我們要不要一起

念大學，我裝生氣說如果到她 2020 升大學我都未畢業那就是畢不了業。2020。遙遠，是因為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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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知道不久將來我就不會在香港。又怎能跟她坦白說，無論如何我是看不到你升大學的。連高中的關

鍵時刻我都伴不了你的。於此，也實在無可奈何。 

 

最後想說的是這一種「師生」關係教曉我甚麼。老師是個責任極重的角色，你永遠無法想像學生會怎

樣把你捕捉，他們記下怎樣的你。老師於學生是一份期望，至少於年少的我而言，我總想老師教我多

點東西，總想獲取。我仍記得誰給我看《巴爾幹週刊》。就是很微小的一言一行，都會影響正在不斷

模塑中的學生。而似乎太多人忘了細微處，只看重龐大的課程目標與制度。缺了的，是與學生建立關

係。也許日校面對一班人，實在無力逐個交心，工作終歸是工作。老師職位是合約式的，師生關係自

然也是短期的，反正就沒必要去建立甚麼。跟這女孩義補，是一份承諾，其實所有所有只建基於承諾。

而你又有多看重承諾。 

 

她讓我看清我心中追求的教育，核心信念是怎樣，也漸漸釋懷為何多年來我悔恨中學，不再抱怨別人

沒有給我甚麼甚麼。是我沒有主動想從老師身上去拿甚麼，一直特立獨行。她的主動學習讓我深信，

教與學是真的互長的。 

 

至於為何於其他收錢的補習沒有這般深刻感受，或者是她很特別，又或者是那一片暖和的教育的理

想，得以實踐時，原來如此美好。 

 

我常常想像，如果當年也有這樣一個人出現在我求學之中，我會不會有所不同。教學的意義，正中在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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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琴班 : 紀柏宇家長 

初認識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是從土瓜灣的東南大廈，當時小朋友才幼兒園，當中有參加陳校長的一些

才藝班，到後來土瓜灣的點取消了，小朋友去到太子上課，也輪候到了義師補習，在小學過程中，由

於媽媽英文水平有限，在此非常感謝為 Leo 補習的哥哥姐姐們！如今小朋友三年級了，也見證了陳校

長免費補習天地的發展，如今大角咀的教學環境很好，學習範圍也擴大，而我的小朋友很幸運地能夠

參加鋼琴班，在此非常感謝鋼琴飛師李 Miss！以及陳校長，馬 Sir 和所有的工作人員！謝謝你們的用

心栽培每一棵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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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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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k Wing Man Fiona 月捐 100.00 

Wong Yuen Hon 月捐 100.00 

 
*「四一募捐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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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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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Yeung Kit Ching 5,000.00  

Avenue Family Office Limited 385,000.00 

Cheung Yuk Ching 300.00  

Christina Lee 500.00  

Christine Chan 250.00  

Hui Kit Yee Carrie 300.00  

Ip Lan Choi 300.00  

Lai Shuk Yee 10,000.00  

Lee Cheuk Hang 300.00  

Lee Fung Ching Vivienne 2,000.00  

Li Hiu Nam 300.00  

Lo Sai Cheong 2,500.00  

Miss Alberta Lin 8,000.00  

Miss Tong Mei Tak 500.00  

Miss Wong Sau Han 500.00  

Miss Wong Yuk Yin 2,000.00  

Miss Wu Po Ling 10,000.00  

Mr Kwok Chung Tsang 400.00  

Mr Suen Ka Nang Tony  100.00  

Ms Lai Sin Yee 500.00  

Ng Wai Yue Winifred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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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u Kai Yan 1,000.00  

Terratec Ltd 10,000.00  

Tse Dik Yi 1,000.00  

Tse Kai Chi 1,000.00  

Wellington Management Hong Kong Ltd. 300.00  

Wellmake Investments Limited 30,838.00  

Wong Hoi Ying 1,000.00  

Yuen Sheung Wah  48,050.00  

史偉莎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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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城市大學愛樂合唱團 香港城市大學愛樂合唱團 - 音樂會門票44張 

Christine Yao  A4 紙 5 箱、信封 5 包 

有心人  新雪櫃 1 個 

有心人  寫字樓用椅 4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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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可留意補天籌款網頁: https://www.principalcha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