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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非一般的補天慈善晚宴 

 

創辦八年以來的首次補天慈善素宴終於在上周五順利舉行了。筵開五十一席的場面固然震撼，補天

師生和來賓對晚宴的支持更教我感動。 

晚宴一開場就是 70 位補天免費才藝班學生的大匯演。有樂器、合唱團、舞蹈、書法、國畫、詠春、

空手道和跆拳道，還有學前班的幼童參與。補天的學生來自不同的學校，只能在周末才能排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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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晚宴當天才能在台上作第一次的全體綵排。如此高難度的匯演，在當天能夠獲得來賓熱烈讚

賞，全靠學生、家長和義師三方的辛勤付出。 

 

當晚有兩位補天學生以歌寄意，代表所有補天學生向義師致謝。曲是「海闊天空」的曲，由我重新填

詞。在此和所有補天人分享。 

 

當天我 ／ 沉默裏也痛哭過 ／ 曾遇上過許多冰封的眼光  

黑暗裏驚慌 ／ 卻找不到那點光 ／ 不知不覺已變冷 ／ 想放棄(全無力氣) 

多得你 ／ 陪著我也撐起我 ／ 如像那漆黑冬天中的暖火  

不管我多麼錯 ／你都一再抱緊我 ／ 始終想信我會變 ／ 不再錯(全明白我) 

誰令我有不屈不撓勇氣向前行 ／ 引領我去珍惜這一生 

再賜我信心 ／ 重燃新希盼 ／ 你教我似星光璀璨耀眼 

今天我 ／ 重重困障已衝破 ／ 燃亮這吹不熄的心中猛火  

不再會驚慌 ／ 補天的愛記心窩 ／ 天空海闊你與我 走過(同行伴我) 

同行路途萬里 ／ 哪怕風雨崎嶇 ／ 不捨不棄 

 

不像一般慈善晚宴會請來藝人歌手或專業表演者，補天慈善晚宴的表演者全部都是補天的師生和員

工。因為我們想為來賓展示的並不是高超的技藝，而是真誠的心意。即使我們邀請林家棟先生擔任

主禮嘉賓，也不是因為他這顆影帝的樹夠大，招的風夠多，而是因為他最能明白和認同補天的理

念。家棟出身基層，幾經努力奮鬥才有今天的成就。他一定明白箇中的艱辛，以及有恩師長輩引領

支持的重要。我想也正是因為這樣，家棟雖然當天在佛山趕戲，也願意向劇組請假專程趕來主禮，

然後再回佛山。這種誠意，很讓我感動！ 

 

那個晚上讓我感動的，還有很多人。當時我在台上看下去，有很多熟悉的面孔。他們都是與補天同

行已久嘅好朋友。所以他們不只來撐場，更在各方面都主動幫忙。有提供檯獎的，有提供美酒的，

有專門為補天度身訂造禮物的，有答應上台分享的，有幫忙做拍賣官的，有捐拍賣品的，亦有來到

現場親自書寫墨寶給我們拍賣的。這一點都不像一般的慈善晚宴，卻像我以前學校的家教會燒烤聚

會。那些家長不只出席，還會出力。這個煲糖水，那個整沙律，這個貢獻一樽秘製辣椒醬，那個帶

來一盆手打的爆漿瀨尿牛丸。就是這種自己人的感覺，讓那個晚上有著不一樣的親切。再次感謝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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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補天慈善素宴回顧】 

衷心感謝道信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冠名贊助，補天得以順利舉辦首屆慈善素宴！同時，非常感激

社會各界的善長、愛心機構及朋友對補天的支持，無私的捐款讓補天得以繼續營運，持續為更

多基層學生提供免費學習支援。期待來年再與大家共聚！ 

 

贊助團體大合照 

 

陳校長分享 

 

道信逄守國先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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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多過職員既工作人員大合照】 

 

 

 

 

 

 

 

 

 

 

 

             

【總社 - 補天實習生成果分享會 2019 26/7】  

第三屆補天暑期實習生計劃圓滿結束，恭喜各位同學

成功完成為期兩個月的實習！ 補天在此感謝每位來自

不同院校的義務實習生為補天付出的時間和心思，讓

我們能提供更完善和多元化的暑期活動，讓一眾學生

受惠。 於成果分享會中，實習生以不同形式匯報在這

暑假的所學所想，再由陳校長親自頒授證書嘉許。 謹

代表補天及一眾基層孩子衷心感謝眾義務實習生的付

出，並祝各位前程錦繡！ 

【總社 - 反斗補天大本營 13/7】 

 「反斗補天大本營」師生同樂日已經喺 2019 年 7 月 13 日順利舉行 一班參加者都化身成玩具勇士，透過

各類集體遊戲訓練團隊精神，最後一齊同心協力保衛反斗補天大本營，擊敗左敵人！ 好多謝各位參加者係

活動期間都非常之積極同投入，一齊渡過愉快嘅一日！你哋嘅笑容令一班實習生都好有滿足感！ 希望透過

依個同樂日，可以加深義師同學生之間嘅感情，更加互相了解，成為真正嘅「同伴」，一齊成長！ 



 
 

5 
 

 

 

 

 

 

 

 

 

 

     

 

  

【葵涌/大角咀合辦「太空館表演」 28/7】  

感謝慈善音樂會的主辦單位 —— 華偉音樂

藝術民歌表演團暨香港民歌結他促進協會的

邀請，讓我們的學生可在太空館有一個難忘

的表演機會，並認識到更多不同種類的樂

器。 

【大角咀-Pre-school 戶外學習日-挪亞方舟」9/7】  

是次活動讓補天學生和家長到挪亞方舟參觀珍愛地球

館，透過不同工作坊，讓學生及家長可以接觸非洲音

樂及樂器非洲鼓，在試玩樂器的同時又可以學習聽從

指令及訓練節拍感，另外還有機會嘗試設計版畫，並

印製簡單的圖案和花紋。 

【葵涌/大角咀合辦「為我喝彩」音樂會 1/7】  

本年度的「為我喝彩」音樂會已經順於 7 月 1 日舉行， 非常

感謝百多位來臨支持的觀眾們，感謝你們的前來，一同為我

們補天的同學們喝彩。今年的音樂會，由分別來自鄭裕彤葵

涌學習中心以及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既 27 組表演

者， 為大家帶來鋼琴、小提琴、長笛、結他及古箏等精彩

演出。「為我喝彩」音樂會也許是最多演奏瑕疵的音樂會， 

但一定是最完全的音樂會。 

【大角咀 - 2019 兒童夏令營 19/7】  

由實習生們策劃，小朋友共分成兩組，在兩個部分體驗以中文和英文授課

的工作坊。以英文授課的工作坊，小朋友們能輕鬆地透過參與各種動態的

遊戲，例如：考驗團體默契的「以靴傳靴」、鬥智鬥力的「極速翻翻翻」; 以

中文授課的工作坊，小朋友在實習生的帶領下參加「森林派對」，分成各小

組完成 5關的任務：找錯別字、句子層層疊、感官樂園、漢字拼拼樂及成語

動物園，之後亦有共進午餐的時間，大家都共同渡過了氣氛輕鬆又充滿學

術氣息的一天。無論是師生們都玩得十分盡興，他們渡過了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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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咀 - 拉丁舞班表演 21/7】  

本中心拉丁舞班獲香港弦樂團邀請，

於其暑期音樂日營進行表演！ 

【大角咀 - 泡泡小勇士 19/7&26/7】  

感謝保信慈善基金贊助，讓學生能夠進行

潛水體驗，學生在持牌潛水教練的指導

下，一同體驗潛水樂趣！ 

【大角咀 - 雪花球裝飾工作坊 25/7】 

今日我們為補天學生舉辦了製作雪花球的手工工作

坊。 製作的材料是透過使用 3D printing 的技術來

產出。是次活動除了讓學生親力親為製作一個有趣

的小手工外，也令他們認識更多新科技產品例如 3D 

printer 及一些日常生活中甚少接觸的工具如熱膠

槍，擴闊眼界。 

【大角咀 – 學生相拍攝服務 22/7】  

新學年快到了！本中心為學生進行學

生相拍攝服務，為學生們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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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 - 學前班戶外學習日(Playgroup) 16/7＆17/7】  

本學期學前班的戶外學習日，目的地 KidsKiss Kingdom

親子主題餐廳。 對孩子來說，遊戲不單是生活的一部

份，也是學習一部份。他們從遊戲中的經驗學習成長。

但只是遊戲是不夠的，可從真實體驗中獲得。就能夠體

驗到孩子的活力，通過 KIDSKISS 的設備，進行集體遊戲

為他們的健康成長一齊努力，渡過了一個愉快的上午。 

【大角咀 - 建造業知多 D  30/7】 

感謝建造業議會為補天學生安排了這個活動，

透過導師的介紹讓學生更了解現時建造業所用

的設備，又讓學生嘗試駕駛模擬設施，令學生

對建造業的發展方向有更深認識。 

【葵涌 - 才藝班作品於港鐵社區畫廊展出】  

為了讓學生發揮所長，並讓社區公眾人士認識

本中心，本中心參加了「港鐵社區畫廊」計劃，

於九龍塘港鐵站 E 出口公開展出學生的畫作。 

【葵涌 - 2019 年暑期同樂日 13/7】  

補天葵涌中心舉辦一年一度同樂日，

大小朋友齊齊參與各個有趣攤位遊

戲，讓學生在新學年開始之前先好好

放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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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  

學生人數：15,966 人    

義師人數：14,352 人    

配對總數：13,442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19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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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子樂 王可穎 任佩娟 伍明璇 何沛君 何詩敏 吳力宏 吳志聰 

吳家穎 吳嘉穎 李文 李卓凝 李蘭芳 杜澄兒 周展弘 林紀彤 

林嘉欣 林毅 林點怡 林麗珊 施長滿 徐嘉熹 張沛知 張偉堅 

張淑敏 梁芷熒 梁劍康 莫啓賢 郭莉珊 陳加峯 陳立仁 陳佩雯 

陳美芳 陳恩橋 陳偉堂 陳康霖 陳嘉欣 陳蕙嫺 陳艷娥 麥可欣 

游文懿 黃君奇 黃淑華 黃莉鈞 黃慧英 楊婉瑩 葉躒漫 廖约克 

趙曼瑩 歐陽志雄 潘宇燦 鄧荣軒 鄧菀瑋 鄭敏 黎可柔 黎嬋 

羅善寧 譚可欣 譚美梅 譚慧嫻 譚頴濂 關孟航 關靜儀 嚴晞蓓 

蘇浩彬 蘇凱盈 黨莉嵐      

 

截至 2019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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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凱欣 方贊晴 王珮 丘㛄婷 何彤茜 何杏香 何金堂 何靜兒 

佘漢昭 余淑芬 吳佳緣 岑玉如 李雲皓 李維樂 李毅傑 沈菁 

周恩琪 周麗珊 林家灝 邱楚儀 姚善勇 施瑋君 柯雪堯 柯穎淳 

洪淑利 洪霆鏗 胡安妮 胡源鋒 區鳳蓮 張汝芳 張倩寧 張哲綾 

張海翔 張素兒 戚務信 郭沛鈿 陳卡特 陳君然 陳怡霖 陳美玉 

陳健怡 陳雪美 陳嘉欣 陳曉琳 麥志昌 曾慧欣 曾學柔 湯旻昇 

湯穎之 黃文仲 黃秋怡 黃迪燊 黃穎姿 楊思蘋 雷衞寧 廖素姿 

甄力鈞 翟瑞珠 劉偉恒 歐陽沛瑩 潘子傑 潘國章 潘慶鉅 潘蔚晴 

蔡寶兒 鄧鈞齡 鄭詠詩 盧怡豐 錢颺 謝澤霖 羅刊然 羅婉寧 

關樹明 Chiu Chun Y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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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 

于展婷 干放 文永杰 文意賢 方靈心 王諾謙 司徒志源 司徒原 

甘詠婷 石方悅 任諾汶 朱康達 朱詠恩 朱皜紘 江倩崚 何若瑤 

何晉行 何國聲 何傑成 何善謙 余桂茵 余茜淇 余瑞霖 吳子豪 

吳兆倫 吳炳森 吳美儀 吳嘉豪 吳潁雪 吳穎琪 吳靄筠 呂妙儀 

呂卓樺 呂曼丹 岑秉謙 李芷晴 李俊健 李雪媛 李鈺汶 李曉姍 

李穎思 杜劭禧 周力行 周俊昇 明潔瑩 林希婷 林愷其 林澤民 

邱浚峰 邱鈞奕 姚學勤 姚懿育 胡振興 胡嘉榮 殷允正 袁子惠 

袁家雯 袁敏婷 袁穗端 高振東 高詩蘊 張伊廷 張金豪 張柏賢 

張嘉穎 梁子麒 梁思朗 梁映喬 梁迪生 梁倬嘉 梁展榮 梁晞彤 

梁皓朗 梁舒敏 符凱媛 許栢淮 許博為 許嘉淇 郭衍東 郭振宇 

郭靄旻 陳仕恒 陳欣諾 陳芷芬 陳悅 陳朗傑 陳意淇 陳嘉賢 

陳翠彤 陳慧娥 陳蔚彤 陳錦玲 陳錦鴻 陳艷碧 陸倩僮 麥希充 

麥希名 麥美惠 麥嘉儀 麥穎茵 傅自友 傅秀媚 曾如心 曾卓鴻 

程樂彤 馮麗盈 黃文禮 黃宇威 黃沛晴 黃昊凌 黃彥迅 黃偉倩 

黃善慈 黃詠嵐 黃雅詩 黃榆婷 黃筠琳 黃熙傑 黃燕美 黃譪琳 

楊志演 楊芷樺 楊淼 楊璟 楊靜 溫莉琪 鄒璦而 鄔靖軒 

廖健行 趙全宗 劉明徽 劉海雲 劉理寕 劉詠欣 劉曉彤 劉蕙姿 

劉蘊晴 樊文偉 潘培峰 潘嘉聰 蔡美姿 蔡倩婷 鄧永佳 鄧爾婷 

鄭可楓 鄭芷忻 鄭愷碄 鄭穎雪 黎子瑋 黎思慧 盧琬琳 賴偉鏵 

龍欣 戴淑蘭 謝佩枝 謝基遠 鍾伊琪 鍾汶琦 鍾雅婷 簡朗喬 

鄺凱鈞 鄺煥潔 羅美華 關桂婷 關詠之 蘇自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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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31 日) 

導師   宋曉欣 +  學生 周家聰 石硤尾 
 
導師   宋曉欣 +  學生 周家樂 石硤尾 

導師   梁婷欣 +  學生 吳錦秋 奧運 
 
導師   彭綺汶 +  學生 李天悅 鑽石山 

導師   李文健 +  學生 呂嘉欣 油塘 
 
導師   區卓譽 +  學生 蔣佳怡 葵芳 

導師   鄭永灝 +  學生 黃寶芹 觀塘 
 
導師   余巧兒 +  學生 周熙宜 沙田 

導師   李國鈞 +  學生 張立文 紅磡 
 
導師   林穎雯 +  學生 鄺子晴 油塘 

導師   羅梓堃 +  學生 侯廷熹 青衣 
 
導師   簡翠珊 +  學生 陳思妤 天水圍 

導師   李玉翠 +  學生 李芯誼 長沙灣 
 
導師   甘愷敏 +  學生 顏革冶 筲箕灣 

導師   邱雋耀 +  學生 莫仲文

Chaudhary 

Muhammad 

raza 

將軍澳  導師   楊永寧 +  學生 葉子瑤 深水埗 

導師   楊永寧 +  學生 葉子聰 深水埗 
 
導師   葉韻淇 +  學生 文偉澤 馬鞍山 

導師   陳麗芳 +  學生 陳信希 觀塘 
 
導師   梁雅斯 +  學生 陳炫希 觀塘 

導師   李迪雯 +  學生 陳若晴 觀塘 
 
導師   邱浚峰 +  學生 林嘉俊 長沙灣 

導師   邱雋耀 +  學生 珊娜 將軍澳 
 
導師   陳諾賢 +  學生 陳泳匡 九龍灣 

導師   侯斌 +  學生 葉嘉強 石硤尾 
 
導師   周詠茵 +  學生 黃凱琳 鴨脷洲 

導師   雲永傑 +  學生 陳柏錡 元朗 
 
導師   杜俊諺 +  學生 庄鈞博 上水 

導師   杜俊諺 +  學生 庄鈞杰 上水 
 
導師   陳諾妍 +  學生 區嘉聖 觀塘 

導師   吳玉燕 +  學生 朱睿彥 柴灣 
 
導師   劉綺嫻 +  學生 蔡若犧 大埔 

導師   陳芷芬 +  學生 黃焯榆 將軍澳 
 
導師   源凱欣 +  學生 沈煒陶 奧運 

導師   商可欣 +  學生 林鴻棋 薄扶林 
 
導師   商可欣 +  學生 林鴻詩 薄扶林 

導師   黎思敏 +  學生 張雅詩 薄扶林 
 
導師   陳瑩基 +  學生 劉芸瑋 深水埗 

導師   董皓霖 +  學生 潘興文 屯門 
 
導師   邢如 +  學生 李芷靜 鴨脷洲 

導師   鄺煥潔 +  學生 李嘉慧 大埔 
 
導師   陳艷碧 +  學生 吳沛欣 屯門 

導師   吳可溋 +  學生 林紫晴 元朗 
 
導師   黃錦芝 +  學生 袁子悅 屯門 

導師   蘇筠宜 +  學生 孫珮嘉 將軍澳 
 
導師   鄭嘉豪 +  學生 李衍慧 黃大仙 

導師   鐘思思 +  學生 邱婕妤 長沙灣 
 
導師   伍明珠 +  學生 文詩韵 荃灣 

導師   李錦江 +  學生 林卓賢 柴灣 
 
導師   周穎晞 +  學生 黃耀揚 柴灣 

導師   王頌國 +  學生 王嘉熙 觀塘 
 
導師   潘嘉聰 +  學生 利建峰 太子 

導師   李珮琪 +  學生 曾沚殷 荃灣 
 
導師   湯文曜 +  學生 李皓棍 柴灣 

導師   林紫嫣 +  學生 莊美穗 荔枝角 
 
導師   梁倬嘉 +  學生 張曉君 筲箕灣 

導師   朱寶明 +  學生 劉斌 粉嶺 
 
導師   吳嘉豪 +  學生 陳可莹 深水埗 

導師   廖杏怡 +  學生 李玉鈁 天水圍 
 
導師   韓廷姿 +  學生 唐思穎 荃灣 

導師   馮麗盈 +  學生 吳穎彤 天水圍 
 
導師   劉中偉 +  學生 黃泓熙 牛頭角 

導師   招詠賢 +  學生 林丹婷 大圍 
 
導師   梁皓朗 +  學生 鮑嘉敏 馬鞍山 

導師   麥希名 +  學生 梁靜文 美孚 
 
導師   麥希充 +  學生 鄧芷晴 美孚 

導師   鄭沅儀 +  學生 吳梓豪 沙田 
 
導師   朱皜紘 +  學生 陳海傑 旺角 

導師   郭靄旻 +  學生 郭溥姸 紅磡 
 
導師   楊淼 +  學生 安聲耀 東涌 

導師   關錦雯 +  學生 李斯敏 紅磡 
 
導師   王梓謙 +  學生 曾盈 美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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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陳瑩基 +  學生 鍾静誼 長沙灣 
 
導師   蕭厚基 +  學生 倫港慶 樂富 

導師   林禮德 +  學生 徐綺縵 荃灣 
 
導師   黃熙傑 +  學生 張鎮鍾 天水圍 

導師   程玉鳳 +  學生 劉家耀 黃大仙 
 
導師   梁映喬 +  學生 莊子晴 慈雲山 

導師   梁映喬 +  學生 莊子琪 慈雲山 
 
導師   梁映喬 +  學生 莊子健 慈雲山 

導師   李宇軒 +  學生 葉進偉 金鐘 
 
導師   黃卓琳 +  學生 關愷欣 九龍灣 

導師   葉明珠 +  學生 陳曉盈 沙田 
 
導師   呂明珠 +  學生 馬莉汶 觀塘 

導師   黎梓奕 +  學生 彭立培 太子 
 
導師   鍾汶琦 +  學生 張健超 九龍灣 

導師   陳浩燊 +  學生 黃穎詩 藍田 
 
導師   黃逸潼 +  學生 顏俊龍 沙田 

導師   蔡美姿 +  學生 陳凱琳 九龍灣 
 
導師   鍾慧寶 +  學生 徐芷萱 粉嶺 

導師   郭雪梅 +  學生 譚志顯 藍田 
 
導師   郭雪梅 +  學生 譚志焌 藍田 

導師   曾詠琳 +  學生 張樂怡 將軍澳 
 
導師   梁富生 +  學生 邱建寧 朗屏 

導師   文永杰 +  學生 鄧芷榣 朗屏 
 
導師   李沅蓉 +  學生 曾子倩 沙田 

導師   張柏賢 +  學生 王錦順 太古 
 
導師   王浩霖 +  學生 孫崇銘 將軍澳 

導師   司徒志源 +  學生 廖博文 沙田 
 
導師   余耀華 +  學生 湯雯伊 紅磡 

導師   馮泳吻 +  學生 陳永熙 油塘 
 
導師   李玉翠 +  學生 李浩賢 長沙灣 

導師   黎匡庭 +  學生 梁梓彦 馬鞍山 
 
導師   林希婷 +  學生 唐鑫亮 黄大仙 

導師   葉麗清 +  學生 張玉錚 太子 
 
導師   張嘉穎 +  學生 黃芷瑤 兆康 

導師   陳慧娥 +  學生 陳穎瑤 九龍城 
 
導師   溫莉琪 +  學生 曾善怡 天水圍 

導師   李穎思 +  學生 岑仲思 葵芳 
 
導師   胡嘉榮 +  學生 范耀樺 葵興 

導師   黃筠琳 +  學生 陳美林 屯門 
 
導師   鄧永佳 +  學生 楊政軒 天水圍 

導師   黃沛晴 +  學生 郭雙瑜 鑽石山 
 
導師   羅美華 +  學生 歐鈺瑩 旺角 

導師   陳鼎華 +  學生 李智垚 大埔 
 
導師   陳希佑 +  學生 韓兆夆 屯門 

導師   鄭愷碄 +  學生 張芷銘 土瓜灣 
 
導師   謝溥恩 +  學生 郭睿盈 慈雲山 

導師   陳錦玲 +  學生 黃詠義 將軍澳 
 
導師   王諾謙 +  學生 關卓熙 將軍澳 

導師   陳欣諾 +  學生 楊建鵬 青衣 
 
導師   鄭永灝 +  學生 李凱琳 調景嶺 

導師   林炳坤 +  學生 余嘉欣 柴灣 
 
導師   卓桐 +  學生 吳曉程 葵涌 

導師   李昆璘 +  學生 蔣彥希 大圍 
 
導師   蔡雪柯 +  學生 鄭敬謙 九龍塘 

導師   廖健行 +  學生 王景楠 何文田 
 
導師   蔡鴻星 +  學生 王顯杰 紅磡 

導師   劉明徽 +  學生 林加暉 觀塘 
 
導師   吳潁雪 +  學生 余嘉寶 荃灣 

導師   黃彥迅 +  學生 廖權正 屯門 
 
導師   朱詠恩 +  學生 周嘉文 天水圍 

導師   袁子惠 +  學生 張景淇 油塘 
 
導師   劉蘊晴 +  學生 周汶瑱 藍田 

導師   吳旨朗 +  學生 詹樂詩 葵芳 
 
導師   鄭可楓 +  學生 鄧曉瑩 屯門 

導師   郭振宇 +  學生 鄭任達 觀塘 
 
導師   蘇自鴻 +  學生 薛康瑩 鑽石山 

導師   曹璞 +  學生 蔡在熙 柴灣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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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義師 : 周匯仁                學生 : 楊淑貞    (香港理工大學 護理學士) 

我衷心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的幫助，替我尋找英文導師，為我免費補習，讓我的英文有明顯進

步，能在文憑試中，取得好成績，順利入讀大學及心儀的學系。我亦非常感謝陳校長補習天地及鍾

先生頒予我的獎學金，能減輕我在學業上的經濟負擔。我會好好善用這筆獎學金來購買文具，並努

力讀書，將來回饋社會，幫助社會有需要的人士。 

 

 

 

 

義師 : 潘樂遙                學生 : 鄺曉瑩   (香港樹仁大學 社會工作學士) 

本人有幸獲頒鍾俊傑先生獎學金，令本人多了一筆金錢去補助日常生活費。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

地義務為本人以及其他學生進行免費配對，令我們減少了對補習費用的煩惱。同時本人也很感謝陳

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提供了不少資源給予應屆文憑試有需要的學生，包括免費模擬考試、免費套裝捐

贈，令應屆文憑試有需要的學生可獲得幫助。本人在此也希望可以感謝一直提供協助的義師--潘老

師。謝謝你不但無私地為我提供學習上的幫助，還為我的升學路上提供意見，以及送暖。來年本人

亦已成為義師，希望能回饋幫助有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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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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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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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Brereton Development Limited 20,000.00  

Chan Siu Yan Veronica 3,500.00  

Cheung Ning Fung 150.00  

Cheung Yuk Ching 300.00  

Chung Wing Yan 1,000.00  

Dan 1,600.00  

Fan Yee Man 1,000.00  

FT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1,200.00  

Ho Lun Lee 200.00  

Hui Kit Yee Carrie 300.00  

Hui On Kee 100.00  

Ip Lan Choi 100.00  

Jim Sze Chung 1,000.00  

Ka Ho Shek 1,000.00  

Keung Kwok Man 15,000.00  

Kwok Siu Bing 500.00  

Ladies' Club Charity Limited 27,997.40  

Lai Chi Kin 300.00  

Lai Mei Ling 10,000.00  

Lai Yuen Kei Eda 500.00  

Lee Cheuk Wing 1,000.00  

Leung Man Yee Liza 100.00  

Leung Pui Shan  1,500.00  

Liu On Na 1,000.00  

Ma Wai Suen 300.00  

Mak Lin Ming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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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health Global Limited 1,200.00  

Millock Ltd. 10,000.00  

Miss Hui Chi Yan Helena 10,000.00  

Miss Ip Yi Mei 2,000.00  

Miss Ng Ching Yin 1,850.00  

Miss Tong Mei Tak 500.00  

Mr Cheung Man Shan Lawrence & Mrs Cheung Zau Shirley 2,000.00  

Mr Kwok Chung Tsang 400.00  

Ms Hui Fung Man 50,000.00  

Ms Ngok Gloria Karyen 5,000.00  

Ms Or Chi Ping 2,000.00  

Ng Yuk Ip Ada 5,000.00  

Pacific Ocean Investigations Limited 1,200.00  

Parkgold Creative Mind Limited 2,000.00  

Perfect Solution (Hong Kong) Ltd 1,000.00  

She Hoi Ying 1,000.00  

Sun Kwok Yuen 50,000.00  

Terratec Ltd 10,000.00  

Wellmake Investments Limited 30838 

Wong Chi On 1,000.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Wai Kei 850.00  

Wong Yi Wai 200.00  

Yan Chi Wan Jackie 100.00  

Yam Oi Chee  700.00 

Yojigen Trading Company 300.00  

Yuen Chi Kwong Peter 38,000.00  

Yuen Suk Wai 1,010.00  

Yvonne Industrial Co., Ltd 10,000.00  

有心人 1,500.00  

有心人 1,500.00  

有心人 6,540.00  

有心人 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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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人 51,338.00  

何澤邦 500.00  

李全光 和 張勤養 1,000.00  

周美蘭 1,000.00  

招卓輝 350.00  

林子深 2,500.00  

梁漢銳 1,000.00  

陳音慧 1,000.00  

曾玉蘭 500.00  

黃達强 1,000.00  

廖萬華 500.00  

鄭健儀 1,000.00  

魏華星先生 1,000.00  

魏綺珊小姐 20,000.00  

譚啟聰先生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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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ne Yao A4 紙 5 箱 

Christine Yao 信封 

有心人  長笛 1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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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或二手抽濕機 1 部 

 全新或二手電腦顯示器和鍵盤 數個 

 全新或二手手提電腦 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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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補天書籍義購】 

今年是陳葒校長離開學校的第十年，也是他開始一對一義補的十周年。陳校長將過去這十年寫過的有關

補天的專欄文章結集成書，取名為《十年補天——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的理念和實踐》。依文章的內容，

本書分為理念篇、實踐篇、感恩篇和感想篇四部份。 

陳校長寫的書跋題目是「十年補天之前」，長達一萬多字的篇幅，從他出生寫到辭任校長那天，可以說

是一個簡略版的自傳。 

為配合今年七月五日的補天慈善素宴，本書將會以慈善價讓各位有心義購，所有收入都會撥歸補天作為

日後營運費用。這本書長達二百多頁，慈善義賣價是港幣每本港幣 150 圓正（包本地郵寄費），每本書

都有陳校長親筆簽名。 

你還可以義購本書交托我們轉贈給補天的孩子。讓他們也能分享補天的理念和喜樂，藉此培養勤奮和感

恩之心。 

希望大家積極義購支持，讓更多有需要的基層學生得到幫助，讓每一個孩子都能擁有平等的學習機會。

衷心感謝大家！ 

義購傳送門：https://forms.gle/j41CAsW2piAN8EodA 

 

 

https://forms.gle/j41CAsW2piAN8Eo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