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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各位義師、義工、家長、學生、各位朋友： 

 

2017 免費暑期活動現已公布，歡迎各位同學報名參與。活動包括與專業教育團體 Oxbridge 

Summer Camps 再度合辦「牛津劍橋英語夏令營」，以及由機構轄下賽馬會創新教育工作室主

理的「小島學園 4A 青少年領袖營」。 

 

今年的牛津劍橋英語夏令營將於 7 月 24 至 28 日在何文田香港公開大學賽馬會校園舉行，我們

除提供五天午膳外，亦會設旅遊巴接送服務，來回接載學生往返太子港鐵站。課程導師均來自

英國牛津和劍橋大學，利用活動及遊戲式教學，讓學生在輕鬆自然的環境下學習實用英語，感

受海外遊學團體驗。 

 

而小島學園 4A 青少年領袖營將於 7 月 20 至 23 日(四日三夜)在大嶼山芝麻灣半島大浪村舉行，

以 4A 教學理論結合營地生態地理環境，為學生啟明賦能而非軍訓式灌輸指令，協助他們學懂

正面思維，以面對即將步入成年人階段的挑戰及責任，成就自主自覺的團隊領袖。 

 

活動適合中學生參與，報名詳情歡迎瀏覽︰http://hkcnc.org.hk 或致電 36210925 向我們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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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1.) 5 月 6 日 － 春季義師迎新會 

很高興能透過此春季義師迎新會與一班新加入的

義師互相交流，分享義補期望與經驗，彼此支持

共勉。 

 

 

 

 

2.) 5 月 9 至 11 日 － 公開大學宣傳 

我們與公開大學展開合作，一連三日於公開大學

Podium C (楊雪姬演講廳對出)擺設義師義工招

募攤位，期間更得到公大義工隊學生大使前來協

助宣傳。 

 

 

3.) 5 月 13 日 － 交通工具體驗樂 

一眾安永義工帶領大約二十名基層學生，一同走訪

香港各區及遊覽各著名景點，更乘搭了不同種類的

交通工具，如港鐵、小巴、天星小輪等。義工朋友

亦特意安排驚喜予一眾學生，帶他們到凌霄閣鳥瞰

香港景色。同學們都表示十分興奮，因他們大多都

是第一次乘搭山頂纜車，感到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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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月 14 至 19 日 － 為我喝采藝術作品展覽 

展覽由知行慈善基金贊助，為期六天公開展出參與

中心才藝班的學生作品，讓公眾免費入場欣賞。作

品均以動物為主題，形式包括畫作、手縫拼布、拼

貼工藝、黏土、3D Printing 等。 

 

 

5.) 5 月 20 日 － 區義員午餐會議 

分區義務聯絡員(區義員)負責於各區幫忙主持師生

會面及跟進義補進度，透過定期進行午餐會議，與

區義員交流心得及聽取各位寶貴意見，使服務更趨

完善。是次午餐會議全數膳食由香港韓人餐飲業協

會(Association of Korean Restaurants In Hong 

Kong)慷慨贊助，感謝各方出心出力支援我們機構服

務，使更多基層孩子得到更平等學習機會。 

 

6.) 5 月 21 日 －「愛無窮盃」籃球日營訓練 

感謝 AASFP 及 Thematic Sports Studio 的專業教

練們，義務為我們主辦的香港青少年三人籃球公開

賽「愛無窮盃」的一眾參加者提供籃球日營訓練。

內容包括心肺耐力體適能訓練、爆炸力訓練、運動

員情緒管理、三人籃球比賽技巧及反應速度訓練

等，為 7 月舉行的比賽充分備戰。是次比賽球衣由

Geegear Sports 贊助。 

 

7.) 5 月 22 日 － 學前班參觀有機農莊  

我們與中心學前班學生和家長一同到有機農莊親親

大自然，參加有機耕作導賞團，並學習親手種植有

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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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月 25 日 － 週年晚宴籌款  

鳴謝三軍會熱心支持，於週年晚宴上為

本機構籌募善款，並宣傳機構服務，部

份會員亦即席響應加入義師行列。 

 

 

9.) 5 月 28 日 － 學習講座  

我們舉辦之學習講座，邀得資深教育策略顧問

凌羽一博士主講，結合公開試狀元的學習心得

和經歷，向學生和家長分享高效學習和考試策

略心法。 

 

10.) 5 月 28 日 － 圍棋比賽  

我們安排比賽讓分別參與大角咀和葵涌中

心圍棋班的學生進行對奕，互相切磋學習。

勝負乃其次，最重要讓他們有實戰的機會，

能夠學以致用。 

 

11.) 5 月 － 棒球訓練  

在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的支持和 HK1Baseball 的

專業教練帶領下，我們的學生由今個月起開始每

星期都進行免費棒球訓練。 

訓練強調學習基本動作，包括打擊、守備、跑壘

等的技術及了解比賽規例等，另外透過訓練培養

他們的紀律性、責任感、團體合作精神等；學生

們更有機會稍後獲安排參加香港少棒聯盟比賽及

香港代表隊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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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  
 

學生人數：11,305 人   義師人數：10,212 人   配對總數：9,046 對 

 

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丁子晴 尹祖健 尹焯霖 方國中 王利明 王卓誠 王俊杰 王悅彬 王珮盈 王竣瑋 

王㯋潼 王鑫 司徒文珽 石秀貞 任衍熹 伍彩燕 伍鎮添 朱應健 何子寧 何廷鈺 

何卓穎 何征宇 何泳嵐 何健清 何健鵬 何嘉恩 何嘉堯 何樂妍 何燕秋 何麗淇 

何麗萍 余康佑 余翠盈 余蒨芬 吳天顈 吳柏淇 吳珀賢 吳惠康 吳晴晴 吳靖豪 

岑凱瑩 李安娜 李旭琪 李卓頎 李尚恩 李昊朗 李思雨 李昫穎 李英男 李偉略 

李淑明 李淑慧 李紫琪 李鈞浩 李嘉晞 李嘉穎 李曉儀 李穎妍 李鎮興 李顯昇 

杜俊諺 杜玲鋒 汪竟文 周倩名 周健 周開揚 周陽丹 周睿哲 屈振忠 林天權 

林可澄 林君洛 林卓希 林家朗 林敏儀 林梓庭 林瑞珊 林瑞燕 林穎希 林润琦 

帥詠恩 施靜儀 柯麗文 洪俊浩 洪儷娟 胡可欣 范惠卿 范晴雯 倪梓峯 唐怡健 

唐施慧 徐天偉 徐安滴 徐君樂 徐秉圻 徐嘉徽 徐穎汶 殷曉嵐 馬瑋君 高玲玲 

高梓楗 高雋 高瀅斕 區子謙 張軍諾 張恵褀 張健輝 張敏星 張凱琳 張勝傑 

張詠霖 張福林 張慧先 戚婉桐 梁永才 梁卓宏 梁英芷 梁家琦 梁家豪 梁家麗 

梁偉聰 梁詩曼 梁翠芬 莊建朝 莫迪藍 許妙芬 許佩鈿 許幸如 連永佳 郭海晴 

陳希彤 陳坤瑜 陳柏豪 陳珏賢 陳衍嘉 陳飛洋 陳焯泓 陳詠茵 陳愛蓮 陳愷琳 

陳嘉欣 陳嘉雯 陳漪琳 陳樂山 陳賢慧 陳曉辛 陳曉茵 陳曉蕾 陳澤文 陳諾嫻 

陸煒新 陸鏗楊 麥浩豐 傅建倫 傅鎧敏 彭鎧彤 曾守進 曾珞瑤 曾康琪 曾詠冬 

曾煦賢 曾鈺婷 曾憲宏 曾靄鈴 游瀚璋 湯偉軒 馮加玟 馮永雄 馮朗熙 馮曉翎 

馮濼穎 黃子晴 黃芷晴 黃珈諺 黃家文 黃桂卿 黃浩賢 黃逸斐 黃嘉儀 黃樂銘 

黃曉晴 黃穎婷 黃韻妍 黃寶欣 黃懿行 楊洛 楊恵慈 楊振一 楊國忠 楊國威 

楊結莉 楊嘉愉 溫嘉誠 葉海舟 葉雅文 葉毓朗 葉肇聰 葉慧喬 葉權德 詹子升 

鄒咏詩 鄔慧蓮 雷卓輝 廖樂霖 趙柏濠 趙樂思 劉旨晉 劉昱 劉珈言 劉章池 

劉凱宜 劉溢琳 劉裕城 劉穎君 歐君成 歐雪盈 潘仕儒 潘納呈 蔡永鋭 蔡能欣 

蔡鴻坤 蔡耀強 鄧卓思 鄧秋棠 鄧苑文 鄧超宇 鄧綺琪 鄧穎霖 鄧麗環 鄭永恩 

鄭咏宜 鄭家明 鄭晞童 鄭焯鈞 鄭逸杰 鄭煦茵 鄭曉柔 鄭麗詩 黎杰 黎芷茵 

黎婉儀 黎睿忻 蕭楚瑤 賴永恒 錢璟心 霍嘉慧 戴曉琳 戴穎昕 謝敏瑩 謝惠芝 

謝蓉欣 謝遨旻 謝韻霖 鍾文輝 鍾可兒 鍾成 鍾佩蓉 鄺健婷 羅婉婷 羅焯霖 

羅嘉俊 譚雪穎 譚寶怡 關偉賢 關錦威 蘇志凱 蘇倩彤 蘇朗遙 蘇靖稀 蘇翠珊 

蘇潁婷 Cammilla 
Celia 

Pang 

Connie 

Tse 
Hayden Wong Sampson Tam Yi-A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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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師嘉許 
 

截至 2017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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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莉馨 王耿城 江紫昕 何偉倫 何詠欣 何詮義 何樂琴 余若琳 吳振華 

呂嘉瑩 李卓熹 李愷婷 李儉勤 李標方 林宛嫻 林宜穎 林朗然 邱慧珊 

柯舜筠 徐頴怡 袁倩恩 袁嘉昌 張思樂 張恩澤 張焯軒 梁凱盈 郭苑喬 

陳之庭 陳昭歷 陳美芝 陳若翹 陳偉蔭 陳婧文 陳斯楠 陳灝暘 馮思雅 

黃心妍 黃先亮 黃棨瑩 黃渟茵 黃菁楠 黃銘鏘 楊悅怡 楊淑蕙 楊慕貞 

楊蕙因 虞淑怡 甄梓豪 趙芷瑭 劉欣彤 劉潔儀 鄭德明 盧尚志 盧彥霖 

蕭靜芳 霍以恆 駱施憐 鍾凱而 羅希揚 羅家杰 譚尹雅 蘇麗君  

 

截至 2017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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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靄賢 王敏婷 王富強 王皓妍 王雲剛 丘玉燕 任恩翹 伍明珠 朱祉蓉 朱祖懿 

朱潔茹 老嘉明 佘欣諭 吳金玲 吳金萍 吳嘉威 巫家鋒 李子汶 李宇軒 李秋雁 

李家欣 李澤鋒 周安之 周宏陽 周潁怡 施玉琪 洪亮斌 范顯中 唐祖華 孫卓婷 

容國強 徐潁如 張可恩 梁希彤 梁志雄 梁詩雅 莊浩麟 莊啟豪 莫韻怡 許雅莉 

陳子良 陳希汶 陳美娟 陳家揚 陳家儀 陳惠怡 陳嘉欣 陳韶華 曾素格 游維喜 

黃汝家 黃珮婷 黃啟綱 黃啟駿 黃曼宜 黃漪鈴 黃燕珊 黃露絲 葉俊宏 葉翠 

廖緒玲 趙佑晉 蔡樂頤 衛贊樂 鄧宏安 鄧麗珊 黎凱忠 盧芷玲 蕭正行 霍祖傑 

謝英麟 謝瑤 鍾雪瑩 簡翠珊 鄺小芝 羅少華 關燚鑫    

本月新增配對及完成初次會面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 

導師 廖柏年 +  學生 林潤浠 石硤尾 

導師 姜成潮 +  學生 劉梓穎 黃大仙 

導師 梁曉雯 +  學生 王佳士 荔枝角 

導師 梁萬泉 +  學生 林丞智 鴨脷洲 

導師 葉嘉鴻 +  學生 羅頌熙 屯門 

導師 陳善盈 +  學生 楊毓琴 石塘咀 

導師 練永賢 +  學生 林智健 天水圍 

導師 馮穎堅 +  學生 吳秋月 深水埗 

導師 林梓庭 +  學生 蘇文杰 青衣 

導師 高雋 +  學生 關竣匡 觀塘 

導師 譚嘉雯 +  學生 陳嘉怡 天水圍 

導師 黄焕茵 +  學生 田哲銘 黃大仙 

導師 黃安敏 +  學生 司徒煒健 九龍城 

導師 李慶蘇 +  學生 施曉怡 將軍澳 

導師 孫至恆 +  學生 林智浩 九龍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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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萬兆晴 +  學生 盧倩妍 紅磡 

導師 郭祖瑤 +  學生 陳思蕾 紅磡 

導師 陳美清 +  學生 林偉成 東涌 

導師 柯淑芬 +  學生 李梓瑜 鴨脷洲 

導師 文俊鋒 +  學生 柯澤宏 鑽石山 

導師 梁駿豪 +  學生 李穎浚 油麻地 

導師 周鎧淇 +  學生 何瀅盈 大圍 

導師 鄺暉喬 +  學生 張凱欣 旺角 

導師 柯頌茵 +  學生 余湛業 旺角 

導師 程先生 +  學生 陳雪盈 荃灣 

導師 蘇朗遙 +  學生 伍鷹洋 黃大仙 

導師 謝敏瑩 +  學生 鄭暁彤 土瓜灣 

導師 葉毓朗 +  學生 敖瑋民 牛池灣 

導師 姚摯成 +  學生 葉文兆 黃大仙 

導師 黃芷皛 +  學生 張泳茵 深水埗 

導師 余維嘉 +  學生 盧雋逸 鑽石山 

導師 蘇德謙 +  學生 楊曉凝 荔枝角 

導師 林家晴 +  學生 岑健朗 九龍灣 

導師 譚加珩 +  學生 歐家榮 土瓜灣 

導師 黃加茹 +  學生 曾卓悅 大埔 

導師 鄭文浩 +  學生 許善欣 香港仔 

導師 吳若萱 +  學生 陳浦上 上水 

導師 吳若萱 +  學生 陳玉瑩 上水 

導師 周孝盈 +  學生 陳紹鑫 上水 

導師 林國鑫 +  學生 葉舒庭 葵芳 

導師 林婷儀 +  學生 陳梓軒 石塘咀 

導師 蔡怡清 +  學生 李慶茵 大窩口 

導師 鍾思思 +  學生 李雪盈 荔枝角 

導師 何嘉恩 +  學生 張芷欣 大埔 

導師 劉溢琳 +  學生 王澤淇 荃灣 

導師 黃先生 +  學生 黃俊堯 沙田 

導師 譚清韻 +  學生 徐漫筠 鴨脷洲 

導師 梁允柔 +  學生 劉曉婷 荔枝角 

導師 陳昌盛 +  學生 王慧聰 柴灣 

導師 陳志華 +  學生 陳穎姿 東涌 

導師 何泳嵐 +  學生 陳樂晴 柴灣 

導師 吳鴻豐 +  學生 盧安娜 九龍塘 

導師 曾宇 +  學生 林浩均 土瓜灣 

導師 陳銳權 +  學生 田家希 黃大仙 

導師 邱明傑 +  學生 陳連琴 觀塘 

導師 何卓盈 +  學生 李素賢 太子 

導師 謝遨旻 +  學生 馮進然 馬鞍山 

導師 張根森 +  學生 劉思翰 葵芳 

導師 李穎妍 +  學生 李衛良 樂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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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郭曉虹 +  學生 陳佳雨 北角 

導師 周家文 +  學生 黃浩然 屯門 

導師 黃靖琁 +  學生 彭海嵐 荃灣 

導師 梅天榮 +  學生 謝鵬飛 葵芳 

導師 麥青妍 +  學生 潘慶軍 何文田 

導師 張凱甯 +  學生 邱悦莹 深水埗 

導師 蘇潁婷 +  學生 羅慧賢 何文田 

導師 黎芷晴 +  學生 關梓弘 堅尼地城 

導師 高瀅斕 +  學生 李雯晞 調景嶺 

導師 徐嘉徽 +  學生 吳秋娟 秀茂坪 

導師 鄭德康 +  學生 彭欽蓬 粉嶺 

導師 潘楚玟 +  學生 曾芷茵 土瓜灣 

導師 Liza Lam (Mrs Tam) +  學生 廖思淇 大圍 

導師 楊采樺 +  學生 嚴汝恩 大埔 

導師 余宜欣 +  學生 陳姿彤 筲箕灣 

導師 陳樂山 +  學生 郭嘉童 樂富 

導師 蘇潁婷 +  學生 羅旺根 何文田 

導師 張君樂 +  學生 周智軒 柴灣 

導師 楊敏儀 +  學生 余俊朗 天水圍 

導師 江文綸 +  學生 陳偉杰 天水圍 

導師 鄧穎霖 +  學生 莫峻豪 荔枝角 

導師 劉曉雯 +  學生 黃詩慧 九龍灣 

導師 許炯倫 +  學生 任君浩 天水圍 

導師 何見訢 +  學生 蘇麗嬅 葵涌 

導師 余志鵬 +  學生 李麗娟 荃灣 

導師 徐啟邦 +  學生 林志浩 北角 

導師 謝韻霖 +  學生 洪梓俊 黃大仙 

導師 杜俊諺 +  學生 何耀鎔 上水 

導師 周睿哲 +  學生 陳若思 鑽石山 

導師 蔡婉貞 +  學生 佘潤興 筲箕灣 

導師 伍淑儀 +  學生 張嘉雯 青衣 

導師 傅玉章 +  學生 鄧小敏 九龍灣 

導師 周毅強 +  學生 鄭錡澤 黃大仙 

導師 鍾佩蓉 +  學生 曾伊雪 朗屏 

導師 鄧雲天 +  學生 譚茜 荃灣 

導師 任衍熹 +  學生 吳詩咏 大角咀 

導師 張懷恩 +  學生 袁心悅 屯門 

導師 黎芷晴 +  學生 仇芷慧 樂富 

導師 蕭佩妍 +  學生 梁雯菁 荃灣 

導師 譚加珩 +  學生 區煜賢 土瓜灣 

導師 梁詩曼 +  學生 黃淑君 藍田 

導師 劉裕城 +  學生 周守愚 觀塘 

導師 梁永才 +  學生 彭子豪 將軍澳 

導師 石錦棋 +  學生 王穎兒 葵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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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杜玲鋒 +  學生 薛晉軒 奧運 

導師 鄭焯鈞 +  學生 顏秋文 九龍塘 

導師 何宇凡 +  學生 劉梓燁 葵芳 

導師 葉慧玲 +  學生 陳嘉凝 柴灣 

導師 陳迪燊 +  學生 陳飛龍 沙田 

導師 蘇恩華 +  學生 譚毅賢 調景嶺 

導師 李振宇 +  學生 Abdul Ahad 紅磡 

導師 張凱琳 +  學生 呂勵志 屯門 

導師 梁家琦 +  學生 蘇倩晴 粉嶺 

導師 黃家文 +  學生 許嘉妍 青衣 

導師 趙樂思 +  學生 劉凱譽 沙田 

導師 林润琦 +  學生 洪麗純 將軍澳 

導師 Hayden Wong +  學生 周彥君 大埔 

導師 解容涵 +  學生 蔡佳穎 大埔 

導師 段偉豪 +  學生 林澤宇 荃灣 

導師 高慧敏 +  學生 羅康澤 旺角 

導師 黃錦芝 +  學生 岳梓淳 屯門 

導師 黃少烈 +  學生 戴景良 大窩口 

導師 黃少烈 +  學生 戴佳珊 大窩口 

導師 張海慧 +  學生 許澤朗 馬鞍山 

導師 魏嘉珩 +  學生 林綽謙 美孚 

導師 丘倩姿 +  學生 李港威 大圍 

導師 梁浩賢 +  學生 陳嘉輝 大埔 

導師 劉麗華 +  學生 許曉琳 油塘 

導師 陳嘉翰 +  學生 張振威 上水 

導師 林可澄 +  學生 冼嘉敏 鴨脷洲 

導師 陳煒成 +  學生 葉直昊 屯門 

導師 鍾敏婷 +  學生 鄧鍵滔 天水圍 

導師 吳美華 +  學生 劉淑君 葵涌 

導師 莊藝悠 +  學生 湯曼 元朗 

導師 陳曉辛 +  學生 馮紫珊 石硤尾 

導師 鄧潤明 +  學生 钟泰焜 深水埗 

導師 李尚恩 +  學生 湯兒 朗屏 

導師 李尚恩 +  學生 湯偉杰 朗屏 

導師 馬梓瑜 +  學生 錢程美 奧運 

導師 吳伽豪 +  學生 黃美悅 秀茂坪 

導師 張知昊 +  學生 歐慧 將軍澳 

導師 何子寧 +  學生 雷佩瑩 沙田 

導師 黃懿行 +  學生 周芷妃 牛池灣 

導師 施靜儀 +  學生 林紀慧 大埔 

導師 蔡能欣 +  學生 徐鏡泉 大埔 

導師 吳惠康 +  學生 陳錦豪 馬鞍山 

導師 杜俊諺 +  學生 黃俊賢 上水 

導師 蔡永鋭 +  學生 雷竣傑 銅鑼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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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梁演昕 +  學生 黃芷琪 馬鞍山 

導師 廖约克 +  學生 陳嘉妮 黃大仙 

導師 鍾可兒 +  學生 陳穎俞 屯門 

導師 文振輝 +  學生 司徒佳誼 沙田 

導師 葉綺雯 +  學生 王綽盈 元朗 

導師 雷卓輝 +  學生 王甲林 大窩口 

導師 何健清 +  學生 何廣源 柴灣 

導師 李曉霞 +  學生 雷楚迪 石硤尾 

導師 李曉霞 +  學生 雷楚龍 石硤尾 

導師 陳紀樺 +  學生 黃睿涵 深水埗 

導師 鄭麗芳 +  學生 劉厚華 石硤尾 

導師 曾煦賢 +  學生 鄺珍珍 沙田 

導師 李偉略 +  學生 黃廣田 觀塘 

導師 林君洛 +  學生 陳倚烔 土瓜灣 

導師 鄭曉柔 +  學生 龍靖玲 深水埗 

導師 余翠盈 +  學生 高惠蘭 油塘 

導師 韓易龍 +  學生 陳詠妍 沙田 

導師 馮曉翎 +  學生 馬穎姿 大圍 

導師 彭鎧彤 +  學生 張琳欣 觀塘 

導師 馬瑋君 +  學生 徐展宏 觀塘 

導師 阮晞晴 +  學生 李港權 大圍 

導師 鄧苑文 +  學生 賴詠詩 何文田 

導師 吳素顏 +  學生 馮景麟 旺角 

導師 鄔駿傑 +  學生 李展華 香港仔 

導師 馮濼穎 +  學生 許軼 荃灣 

導師 李卓謙 +  學生 鍾怡嫻 香港仔 

導師 戚婉桐 +  學生 洪嘉壕 天水圍 

導師 曾憲宏 +  學生 李懋霖 沙田 

導師 吳凱祺 +  學生 關嘉寶 九龍灣 

導師 張君樂 +  學生 朱睿彥 柴灣 

導師 李嘉穎 +  學生 吳志剛 秀茂坪 

導師 王珮盈 +  學生 陶國豪 屯門 

導師 鄧麗環 +  學生 周熙雯 馬鞍山 

導師 趙柏濠 +  學生 吳芯姸 藍田 

導師 黃淑娟 +  學生 陳琬璧 深水埗 

導師 Connie Tse +  學生 許家怡 屯門 

導師 黃浩賢 +  學生 廖頌軒 大圍 

導師 蔡振興 +  學生 王雨婷 九龍塘 

導師 林卓希 +  學生 艾莉 (Alia bibi) 柴灣 

導師 劉章池 +  學生 陳俊傑 荔枝角 

導師 曾詠冬 +  學生 張桃華 深水埗 

導師 葉雅文 +  學生 劉芷昕 黃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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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義師  羅家杰 

之前，我對義師這項職位亦不是很了解，但是因為朋友鼓勵，我毅然參加了陳校長義師的行列。

參加了一段時間後，我發現比起義師更合適稱為「導師」，將同學導入一條合適的學習道路。我

很清楚自己的學生來自什麼背景，或許不是家庭富裕，但是比起一般學生，他們更有一顆願意

學習的心。比起我感染他們學習，倒不如說因為他們而感染我繼續從事「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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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  學生陳永鋒 

你好！我想感謝陳老師兩年多來對我兒子的悉心栽培，令他獲得進步獎。儘管每堂只是短短的

一小時，但陳老師亦會盡她所能，把知識傳授給我的兒子。陳老師對於他的進步，可謂勞苦功

高。此外，我當然亦要感謝陳校長，給予我的兒子這寶貴的機會，從老師的教導中學習。無限

感激！謝謝！ 

 

善款鳴謝 
 
謹向以下善長致謝，多謝他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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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u Hon Lun 月捐 100.00 

* 此計劃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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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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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 Yang Foo Oi Foundation Limited 50,000.00  

Cheng Chi Yip 200.00  

Cheung Yuk Ching 200.00  

Chu Man Lung 1,000.00  

Coffee Lover Limited 3,000.00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Piano Academy 10,000.00  

Hummingbird Music Limited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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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Fung Ching Vivienne 2,000.00  

Leung Yee Kong 500.00  

Luster Jewellery Limited 2,000.00  

Miss Fung Kwok Fun Stella 8,000.00  

Miss Lo Yuk Chun Rebecca 2,000.00  

Miss Ng Yuk Ip Ada 5,000.00  

Mok Kwok Bun 50,000.00  

Mr Suen Ka Nang 100.00  

Ms Lo Sau Yu 2,100.00  

Shum Ching San Johnson 951.90  

United Services Recreation Club Ltd 42,000.00  

Wellmake Investments Limited 27,210.00  

Yuen Nga Lok 500.00  

Yuk Ka Wai Margaret 3,000.00  

世紀 21 奇豐物業顧問行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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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長芳名 捐贈物資 

JK Rainbow Ltd. 遊戲墊 5 張 劉惠貞 練習 1 袋 

周大福慈善基金 兒童書籍 3 袋 梁佩琪 練習 2 本 

Zeng Chi Pang 練習 1 袋 Tommy 王俊杰 練習 2 箱 

Yim Sin Yan 練習 1 袋 Ng Wing Man 練習 2 袋 

Christine Yao A4 紙 5 箱、公文袋 2 包 溫永信 
小提琴、木結他 

和電結他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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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爐  吸塵機  大量畫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