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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各位義師、家長、學生、各位朋友： 

 

我們現時於佐敦、葵涌和大角咀區均設學習中心，為區內學生提供更便利和多元的學習支援。

回想起步點是在 2013 年成立的佐敦分社，由此奠下往後開展地區服務工作的基礎。這間位於

佐敦文英街的分社，雖然單位面積只有 200 多呎，但亦讓我們有了自己的地方開辦不同的才藝

班、學前課程和活動，至今惠及逾千名基層學生。隨著佐敦分社的租約將於 2016 年 4 月底屆

滿，分社的歷史任務亦會隨之完結並將停止服務，原有的課堂將移至大角咀區的新中心繼續進

行。在此非常感謝 Top Easy Asia Investment Limited 內一班同事對我們的支持和信任，慷慨

贊助佐敦分社過往三年的每月租金。 

 

另一方面，我們將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半至 4 時半，於旺角港九潮州公會中

學一樓禮堂舉行「新手上路」義師迎新會。目的為歡迎新加入義師，提供與大家溝通、互動交

流和分享的平台。誠邀近月新加入的義師出席迎新會，亦歡迎其他有興趣的義師到場參與交流。

歡迎將個人資料(姓名、電話號碼、出席人數)電郵到 info@hkcnc.org.hk 或致電 3621 0925 與

我們聯絡。謝謝大家的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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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1.) 3 月 8 日 － 學前班古蹟遊 

我們與一班學前班學生和家長展開香港本土文化探索之旅，包括遊覽歷史悠久的文武廟和以

售賣古玩聞名的摩羅上街，讓小朋友們對自己生活的地方有更深刻的了解。 

 

 

 

 

 

 

 

 

 

2.) 3 月 17 日 － 傑出校友獎 

陳葒校長獲香港浸會大學頒發第三屆

「傑出校友獎」，除感激母校的栽培和

鼓勵，亦感謝社會大眾對「陳校長   

免費補習天地」的熱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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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月 25 日 － 寶麗萊攝影班 

我們於大角咀中心舉辦免費寶麗萊攝影班，教導 

學生拍攝和將相片加工再製成自己的作品，讓生於 

數碼時代的小朋友接觸難得的即影即有攝影體驗。 

 

4.) 3 月 26 日 － 復活節音樂會 

讓參與我們免費樂器班的學生有機會作公開表

演，分享努力成果。在此鳴謝攜手扶弱基金資助、

Good Lab 好單位提供場地、註冊音樂治療師溫美

梨小姐、一眾義師及學生的落力表演，以及所有當

日出席支持的朋友。 

 

5.) 3 月 28 日 － 童遊大道 

當天一眾學生擔任小籌委，於旺角行人專用區擺

放自己設計的攤位遊戲，及安排魔術表演與市民

同樂。 

 

6.) 3 月 － 免費模擬文憑試 2016 

我們第二年籌辦免費模擬文憑試，今屆有超過 200 名基層學生參與。在此鳴謝下列各方的鼎

力支持(排名不分先後)︰攜手扶弱基金、遵理學校、港九潮州公會中學、孔教學院大成何郭

佩珍中學、J&S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以及眾多熱心幫忙的導師和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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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方啟華 王允濤 王啟東 伍佩芬 何汝翹 

何昊洺 何奕熙 何恩瑤 何瑞彤 何曉琳 

余有道 吳志明 呂怡明 李文傑 李秀英 

李珮璋 李瑞端 李樂勤 李頴嘉 杜志得 

沈依蓮 邢子權 卓秋錂 周安之 周匯仁 

林家慜 林華燕 林雋樂 林嘉瑤 林慧怡 

林麗培 胡雅瑩 范達勝 徐靜 徐麗霞 

高奕彤 高曉臻 區志豪 張詠淘 張雯 

張嘉琳 張謙善 張韻雯 梁珮珊 梁祖詠 

梁韻怡 梁麗文 郭庭般 郭頌謙 陳俊軒 

陳若翹 陳國明 陳常仁 陳煥明 陳慧芬 

陳曉彤 陳麗娜 麥海倫 麥康妮 賀天璇 

馮世傑 黃少欣 黃婉君 黃舒雯 黃頌銘 

黃榮智 黃燕怡 楊宇俊 楊偉根 楊康哲 

葉子謙 葉圳凎 廖家盈 劉俊偉 劉飛飛 

歐陽國康 潘曉傑 鄭卓恩 鄭鳳明 黎凱晴 

黎頴琳 盧建榮 遲佩儀 薛藹雯 謝昇穎 

謝偉業 韓列華 羅黛 譚梓浩 
 

Chu May Ching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義補現況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學生人數：8,497 人    

義師人數：7,663 人    

配對總數：6,866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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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師嘉許 

 

截至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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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佩英 方苑旻 王朗妮 王偉丞 王韻菁 白浩堅 朱建山 

何沅庭 何亮宗 何家榕 何健壽 何淑儀 何廣鏘 吳志鵬 

吳家智 吳詩聰 吳綺君 吳錦清 李仰韶 李曉宏 冼詠庭 

周振輝 周煜明 周綺德 周樂怡 林凱汶 林詩韻 林維東 

姚嘉聰 徐佩賢 袁尚端 袁美貞 袁寶儀 高堡戍 張展華 

張雅麗 梁倩婷 梁振球 梁語彤 梁麗貞 莫詠麟 許擇端 

陳倚祈 陳浩德 陳偉健 陳梓榮 陳劍鳴 陳穎珊 麥詠婷 

麥穎珊 彭頌先 程芷芬 馮子軒 馮秀 黃彥珊 黃家宜 

黃國強 黃彩揚 黃惠芬 黃競儀 廖泳琴 趙頌詩 劉泓鑫 

劉彥邦 蔣佑暉 鄧惠倩 鄭子軒 鄭文傑 鄭苑彤 黎映彤 

蕭庭欣 龍思穎 戴碧智 戴維樂 謝力行 謝玉仙 謝家康 

鍾倩茹 蘇文堅 Chan Ka Man Lee Cheuk Lam Liu Ramee Molly Poon  

 

截至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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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倩瑜 古子璐 石朗妍 石穎妍 伍樂施 伍潔雯 朱暖暉 

江寧 何一鳴 何汶穎 何啟賢 何麗儀 余碧瑩 吳子浩 

吳佳蕾 吳尚謙 吳美儀 吳美瑩 吳慧萍 吳韻 岑雪瑩 

李少蘭 李民康 李光耀 李向陽 李志偉 李明揚 李倩盈 

李淑嫻 李婷婷 李德銘 周淑芬 周諾勤 林倩彤 林溢謙 

林穎儀 柯梅燕 胡子政 胡卓軒 袁志成 馬庭章 高宇安 

高雅君 崔慶章 張家晴 張掁彦 張景珊 張棹灃 曹倩彤 

梁苡妮 許煥婷 連美琼 郭紫妍 郭嘉螢 郭曉茵 陳子俊 

陳日曦 陳巧珍 陳守建 陳忠賢 陳健強 陳淑汶 陳詠棋 

陳靖焄 陳碧儀 陳綺婷 陳曉蘭 麥展誠 麥潔婷 傅玉章 

曾書娟 湯珮詩 賀心俞 黃彥彤 黃彥翀 黃耘娸 黃榆淇 

黃慧詩 黃鵬 楊家穎 葉世民 葉錦華 趙慧華 劉詠敏 

潘敏玉 蔡志煒 蔡芍淇 蔡敏怡 鄧思齊 鄧麗婷 鄭嘉敏 

鄭榮德 黎碧君 黎輝娥 盧永鏘 蕭健邦 錢景達 錢慧芬 

戴維樂 謝沛倫 謝偉雄 謝嘉妍 鍾尚昀 鍾凱樺 鍾慧 

鍾寶強 韓慶樺 鄺碧霞 顏靖軒 羅少儀 譚頌禮 關韻童 

蘇恩華 Alaine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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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增配對及完成初次會面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導師 王思敏 +  學生 張昊傑 荔枝角 

導師 黃楚雄 +  學生 徐浩正 深水埗 

導師 黃樂兒 +  學生 莫禧仁 大角咀 

導師 陳靜儀 +  學生 曾海霖 九龍灣 

導師 劉欣樺 +  學生 關啟哲 九龍城 

導師 郭芷菱 +  學生 黃凱 屯門 

導師 何樂思 +  學生 詹錦仙 深水埗 

導師 何彥婷 +  學生 呂城鋒 大埔 

導師 吳銘琛 +  學生 倫鈺瑤 紅磡 

導師 吳銘琛 +  學生 倫浩東 紅磡 

導師 張淑娟 +  學生 胡惠心 屯門 

導師 梁萬泉 +  學生 楊仕源 鴨脷洲 

導師 黃隨喜 +  學生 鄭傳恩 樂富 

導師 劉詠淇 +  學生 梅傲怡 奧運 

導師 謝啟生 +  學生 黃嘉蕙 荃灣 

導師 林詠青 +  學生 鄭嘉僖 粉嶺 

導師 李慧兒 +  學生 Arsal, Tahir Malik 戴阿素 筲箕灣 

導師 黃頌然 +  學生 王道銘 觀塘 

導師 洪兆言 +  學生 馮韵竹 將軍澳 

導師 趙家頌 +  學生 李雪蓮 深水埗 

導師 張啓邦 +  學生 李文豪 筲箕灣 

導師 黃少烈 +  學生 陳思灝 大窩口 

導師 胡皓恩 +  學生 莫子謙 屯門 

導師 楊維 +  學生 姚錦 上水 

導師 林美玲 +  學生 沙芙 天水圍 

導師 崔樂怡 +  學生 李嘉俊 旺角 

導師 陳致霖 +  學生 許諱諾 屯門 

導師 湛美茵 +  學生 蘇煜帆 大窩口 

導師 李樂敏 +  學生 Ibrahim Shoaib 宋仲仁 西灣河 

導師 Teresa Vong +  學生 陳品旭 荃灣 

導師 范達勝 +  學生 趙家潁 小西灣 

導師 朱詠珊 +  學生 蕭堅信 將軍澳 

導師 何恩瑤 +  學生 曹頌恩 屯門 

導師 張倪嘉 +  學生 溫欣悅 九龍灣 

導師 陳焯均 +  學生 林豫兒 天水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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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羅素文 +  學生 蔡栢謙 荔枝角 

導師 鍾佩玲 +  學生 招詠彤 天水圍 

導師 陳慧芬 +  學生 譚樂兒 何文田 

導師 張文祺 +  學生 馮言諾 九龍塘 

導師 陳可瑩 +  學生 何焯然 旺角 

導師 馮意如 +  學生 黃昊澤 大埔 

導師 周安之 +  學生 陳嘉琳 九龍塘 

導師 鄒卓裕 +  學生 郭振軒 荃灣 

導師 馮子明 +  學生 梁斌豪 粉嶺 

導師 邢子權 +  學生 蕭淑蘭 佐敦 

導師 蔡婉貞 +  學生 張芷妮 筲箕灣 

導師 陳漢倫 +  學生 李文儀 荃灣 

導師 陳寳珍 +  學生 劉昕棋 北角 

導師 Wong Yan Kit +  學生 周俊生 九龍塘 

導師 林家慜 +  學生 霍狄 葵芳 

導師 馮卓君 +  學生 鍾伊晴 元朗 

導師 何奕熙 +  學生 林啟燊 九龍灣 

導師 林穎君 +  學生 柯佩汶 大埔 

導師 王楚雯 +  學生 危俊橋 馬鞍山 

導師 袁皚惠 +  學生 陳鈺珊 筲箕灣 

導師 周康澄 +  學生 黃泳霖 大圍 

導師 Stephen 陳啟源 +  學生 Farhad Shoaib 西灣河 

導師 藍麗蓉 +  學生 謝宛芯 長沙灣 

導師 藍麗蓉 +  學生 羅偉墟 長沙灣 

導師 張澤深 +  學生 冼楠 沙田 

導師 葉子謙 +  學生 胡焯琳 深水埗 

導師 黃少欣 +  學生 黃锦鸿 沙田 

導師 韓列華 +  學生 許錫佳 北角 

導師 郭偉傑 +  學生 曾筵皓 鰂魚涌 

導師 郭蔚昕 +  學生 鄧傑龍 天水圍 

導師 楊宇俊 +  學生 羅建恆 天水圍 

導師 鄧寶兒 +  學生 吳梓豪 沙田 

導師 鍾覺笙 +  學生 陳小宇 紅磡 

導師 胡雅瑩 +  學生 貝研 觀塘 

導師 沈依蓮 +  學生 方紫翹 屯門 

導師 陳煥明 +  學生 邱銘捷 北角 

導師 陳國明 +  學生 賴君豪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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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黃志文 +  學生 彭芷怡 旺角 

導師 何耀輝 +  學生 林甜沁 粉嶺 

導師 司徒智銘 +  學生 蘇艾申 Shehzad Ahmed 黃大仙 

導師 司徒智銘 +  學生 蘇詠珊 Sadia Bibi 黃大仙 

導師 林芍嘉 +  學生 陳奕琳 大窩口 

導師 高曉臻 +  學生 鄺俊健 長沙灣 

導師 黃楚雄 +  學生 莫恆亮 石硤尾 

導師 李文傑 +  學生 王天愉 北角 

導師 陳嘉敏 +  學生 曾泳琪 屯門 

導師 梁日恆 +  學生 刘柏熙 柴灣 

導師 吳靖雯 +  學生 吳泳霖 屯門 

導師 李樂勤 +  學生 巫宇軒 觀塘 

導師 黃燕怡 +  學生 藍倩怡 葵芳 

導師 趙月明 +  學生 Panvira Ngamchaisawat 

區景藍 

油塘 

導師 羅鈞瑋 +  學生 吳灏均 將軍澳 

導師 何曉琳 +  學生 鍾子健 將軍澳 

導師 林華燕 +  學生 王淑怡 新蒲崗 

導師 霍嘉盈 +  學生 羅健良 筲箕灣 

導師 周珮雯 +  學生 陳鍶凌 西灣河 

導師 趙泳 +  學生 梁穎桉 寶琳 

導師 方啟華 +  學生 鍾子偉 九龍塘 

導師 李明怡 +  學生 陳曜佑 鑽石山 

導師 鄭愷霖 +  學生 陳志鵬 西灣河 

導師 何汝翹 +  學生 黃金洋 灣仔 

導師 賀天璇 +  學生 陳嘉希 大圍 

導師 關淑美 +  學生 何展滔 上水 

導師 郭庭般 +  學生 紀柏宇 土瓜灣 

導師 杜志得 +  學生 陳頴悠 樂富 

導師 張韻雯 +  學生 俞家希 何文田 

導師 鄭皓斌 +  學生 麥凱琳 將軍澳 

導師 梁崇康 +  學生 李宗炫 馬鞍山 

導師 林麗培 +  學生 張芷晴 將軍澳 

導師 陸浩康 +  學生 高偉基 香港仔 

導師 陸浩康 +  學生 高偉業 香港仔 

導師 陳曉彤 +  學生 張恩婷 將軍澳 

導師 龔浩江 +  學生 龔煜軒 土瓜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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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包美瑤 +  學生 謝佳軒 大角咀 

導師 陳曉彤 +  學生 張恩惠 將軍澳 

導師 吳碧蓮 +  學生 吳嚳譽 深水埗 

導師 鄭卓恩 +  學生 陳梓軒 屯門 

導師 蔡柏恆 +  學生 王啟烜 炮台山 

導師 方啟華 +  學生 邱峙峰 九龍塘 

導師 葉錦華 +  學生 黃曉滇 粉嶺 

導師 王芳珠 +  學生 梁家雯 九龍塘 

導師 楊家偉 +  學生 王珊珊 屯門 

導師 黃婉君 +  學生 岳梓淳 大角咀 

導師 陳加峯 +  學生 林東燕 樂富 

導師 賴達成 +  學生 張倩婷 沙田 

導師 江浩德 +  學生 林月明 紅磡 

導師 梁祖詠 +  學生 張雅儀 北角 

導師 陳加進 +  學生 盧銘楷 彩虹 

導師 韋樂欣 +  學生 陳翠蓮 柴灣 

導師 梁珮珊 +  學生 林希瞳 屯門 

導師 盧建榮 +  學生 劉佳敏 沙田 

導師 梁展雲 +  學生 莫倩榕 西灣河 

導師 高奕彤 +  學生 劉韻怡 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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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學生  鄧偉廉 

多謝 Eric 三個月來逢星期日都抽時間來幫我補習，有時也許我遲到，他也體諒我。雖然我要重

讀 F.1，但他的教導也令我有進步。多謝 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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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師  胡銘俊(Eric) 

有意義的活動，能夠幫助到小朋友，並在教導期間令自己與人溝通的技巧提升，是一個有益別人

及自己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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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  學前班學生 Joey  

首先多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給我們孩子一個學習的機會，其次多謝 Maggie 姐姐、馬 Sir 和

一班義師的悉心照顧和教導。 

小女在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接受過一年學前教育，期間讓我們得益不少，以至在現時的幼兒班

(K1)學習中可感覺到之前一年的學前教育對她的影響和幫助。 

如何提高幼兒語言發展能力，尤其是英語能力對我們家長來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為有了

良好的語言能力可證明幼兒理解事物和提高溝通能力，而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就在關鍵時給予

我們孩子一個這樣的機會，讓我們的孩子有了一個英語學習平台，有專業的英語老師去引導和

激發孩子的學習興趣。小女現在會提起過去一年學習中某些片段，常唱 Miss Piya 之前給她帶

來的一連串兒歌，甚至會說出讓我驚訝的英語單詞。在我陪讀的這一年裡讓我自己也學到不少

的幼兒教育方法，課堂中老師運用了多種方法去引導孩子積極參與，通過不同遊戲、唱歌、勞

作等，充分激發了孩子的實踐動手能力，能讓孩子在學習時身心愉悅，而作為家長的我們也身

同感受，心懷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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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郵寄旺角花園街 250-252號曉翠閣 1樓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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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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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So & Co 2,000.00  

Chan Felix 200.00  

Cheng Chi Yip 200.00  

Cheung Kar Yee 10,000.00  

Cheung Sau King 500.00  

Chow Siu Lai 250.00  

Chu Ching Man  250.00  

Kwong Man Kuen Ruby 4,000.00  

Lee Fung Ching Vivienne 2,000.00  

Lo Sai Cheong 1,000.00  

Lui Mei Yan 300.00  

Miss Alberta Lin 5,000.00  

Mr Edward Yeung 50,000.00  

Mr. Yim Yat San 2,000.00  

Ms Fung Kwok Fun Stella 10,000.00  

Ms Zeng Qiong Hua 1,500.00  

Smar Tone Mobile Communications Limited 及員工 100,000.00  

Tong Sze Man 340.00  

Tsui Sau Kuen 2,000.00  

Wong Wai Na 2,500.00  

Woo Lai Ming Helen 500,000.00  

Zindart (De Zhen) Foundation Limited 10,000.00  

有心人 1,000.00  

有心人 300.00  

有心人 30,000.00  

無名氏 3,6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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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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vy Tse 長笛兩支 

Leung Shui Yin 練習一袋 

May Kan 書本和練習一袋 

陳維僯 練習一袋 

Morellato & Sector Limited 果汁十五包 Morellato & Sector Limited 

Christine Yao 餅卡一張果汁十五包 

Perrie Yeung 調音器一個 

Candy Ma 書包一袋 

 

 

物資募捐 

 

我們長期需要下列物資作日常辦公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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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白紙 

 A4 白紙 

 碎卡機 

 抽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