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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各位朋友： 

 

踏入 2018 年，祝願大家身體健康、事事如意、生活愉快！回顧過去一年，補天在社會各方的

支持和信任下，一步步擴大服務的深度與廣度，讓更多有需要的基層孩子得到平等的學習機會。

感恩之前經歷豐盛的一年，展望來年我們將繼續積極輔助弱勢學生的個人成長，同時希望建立

及加強基層家庭與社區的聯繫和支援，紓緩跨代貧窮的負面影響。 

 

參照歷屆舉辦免費模擬文憑試的成功經驗，今年我們將第四年舉辦中英兩科的全卷考試，協助

即將應考公開試的基層學生增強應試信心，提高升學機會。遵理學校導師將負責撰寫試題，並

於解題會上作題目解析及教授應試技巧。而寫作卷亦特設義師批改，模擬口試後義務考官也會

即時與學生檢討應考表現，幫助學生修正錯處。 

 

免費模擬文憑試 2018 將於 3 月開考，現已接受報名，歡迎應屆基層中六學生參與，詳情及報

名可瀏覽︰www.hkcnc.org.hk。另外，我們亦希望招募具相關教育資歷或經驗的熱心朋友，義

務擔任是次模擬試中文或英文科的寫作閱卷員或口試主考官。若有興趣幫忙，歡迎電郵個人聯

絡資料到 info@hkcnc.org.hk。如有垂詢，可致電 3621 0925 與黃小姐或袁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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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1.) 1 月 6 日 － 參觀大學 

補天一班中小學生在大學生義工的帶領

下，到香港公開大學參觀校園和宿舍設

施，更參與模擬課堂，親身感受大學的

上課環境和氣氛。 

活動希望建立同學們對大學生活的憧憬

和展望，並以此為奮發目標，堅持積極

求進。 

2.) 1 月 15 日 － 義師迎新會 

補天冬季義師迎新會 2018 已順利舉行，藉著校長、資深義師及一眾新加入的義師之間互相

交流，分享義補的期望與經驗，彼此支持勉勵。 

當日的精華分享片段現已上載至補天 YouTube 頻道，歡迎各位觀看 / 重溫︰

https://www.youtube.com/PrincipalChanFTW/ 

 

 

 

 

 

 

 

 



 

3 

3.) 1 月 15 至 17 日 － 教大宣傳 

我們一連三日於香港教育大學內進行義師招募，

推廣補天的服務。在此特別鳴謝教大學生事務處

與我們合作，同時感謝一眾教大學生即場響應呼

籲，加入義師行列！ 

 

 

 

 

4.) 1 月 20 日 － 科學體驗日營 

一眾補天學生及家長到馬灣太陽館參加科學體驗

日營，透過館內的科技設施及全東南亞其中一座

最大的民用太陽望遠鏡，學習科學知識及認識太

陽與人類的關係。 

 

  

 

 

 

5.) 1 月 25 日 － 學前班戶外學習活動 

補天學前班學生走到戶外的樹屋田莊，親身感受

大自然。在田莊導賞員的引領下，小朋友從活動

中感官認知學習，除了認識植物知識，更培養群

體相處技巧。 

 

 

 

 

6.) 1 月 27 日 － 區義員培訓 

我們為有興趣加入區義員(分區義務聯絡員)工作

的熱心朋友進行培訓，區義員主要職責為於自己

選擇的地區主持第一次義補師生會面，核對師生

身份、講解義補守則與收集師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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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月 27 日 － 嶺大合作 

嶺南大學服務研習處與我們開展合作，來自嶺大

英文系的學生由下月起將到補天中心義教英文

班。這群熱心的年青人更在開班前特地抽空到中

心視察環境並了解中心的服務理念及守則，希望

能為學生提供更佳的支援。 

 

 

 

8.) 1 月 29 日 － 公大宣傳 

我們再次到訪香港公開大學，於公大

Podium C 擺設義師義工招募攤位，方便

熱心朋友即場登記加入。 

 

 

 

義補現況 (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  

 

學生人數：12,883 人    

義師人數：11,659 人    

配對總數：10,499 對 

 

 

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  

 

方舒涵 毛羽洁 王志威 布財貴 甘兆豐 甘晉熙 白偉淇 朱保歡 朱倩如 何少挺 

何沚殷 何碧之 何慧珠 何寶珠 余丹沁 余杭 余啟祥 吳芷琦 吳俊霖 吳鎧均 

呂茵彤 李文淑 李文傑 李剛信 李家榮 李峻灝 李偉昌 李詩詠 李靖希 李嘉欣 

周海瑤 林子健 林希姸 林志軒 林芝蘭 林秋彤 林凱樂 柯秀花 洪俊濠 洪浩洋 

韋皓文 香俊煒 唐瑾琳 孫梓軒 徐樂希 馬舒琪 馬進禮 馬漢華 屠其非 張若離 

張凱婷 張嘉禧 張頴恩 張灝鈿 梁欣傑 梁敏兒 梁梓澄 梁凱繇 梁楚云 梁蔚莎 

梁穎雯 章訓蘭 許玉婷 郭秀賢 郭芷珊 郭敏芳 陳李 陳秀菁 陳欣喬 陳若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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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栩然 陳海褆 陳珮儀 陳偉智 陳培匡 陳淵鑫 陳凱榆 陳惠娟 陳道科 陳慧玲 

陳樂恒 陳曉陽 陳燕華 陳耀袓 陸文倩 陸灝而 麥巧如 麥美瑩 麥倩彤 曾詠揚 

曾楚婷 湯穎之 程卓慧 馮焯琪 馮靄莉 黃心怡 黃玉葵 黃俊傑 黃嘉盈 黃瑤 

黃禕彤 黃曉冰 黃麗鈴 楊敏怡 楊嘉怡 溫子峰 溫建國 葉嘉錡 葉麗盈 裔麗沙 

鄔健朗 雷倩婷 翟彗娜 翟瑞珠 趙芝琳 齊志弘 劉俊賢 劉家然 劉學琳 劉穎思 

劉應鑫 劉灝銘 樊芷琳 歐女士 歐傑朗 歐陽展顥 潘嘉儀 蔡子軒 蔡伶莉 蔡錦榮 

鄧紹文 鄧傑文 鄧嘉俊 鄭天豪 鄭佩詩 鄭芷喬 鄭思琳 鄭詠心 鄭鈞澤 鄭銘蕙 

鄭曉婷 鄭澤霖 黎子瑤 黎曜鋒 蕭柏洋 蕭曉晴 薛可雲 謝韻婷 鍾欣欣 鍾瑤玲 

藍彥晴 鄺文心 鄺雪詠 羅青雁 羅嫻志 關佩恩 蘇升 蘇雅鳳   

Hui Tsun To Iftikhar Ahmad Serena Yue Wong Kong Wai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義師嘉許 
 

截至 201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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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如 王泓熹 朱盈蕙 李沁雪 李芷齡 林曦晴 姚慧明 姜炳鑫 胡婉雯 袁玉華 

袁秀珊 張苑君 張蘭 梁家樂 郭淑儀 陳永浩 陳家昇 麥凱喬 黄淑華 傅婉璧 

傅義明 曾一智 游麗清 黃挺 楊曜亘 溫碧琪 葉錦華 甄卓藍 趙崇德 鄭志翔 

鄭悅生 鄭時清 鄭懷寧 蕭俊彥 賴子盛 薛國鴻 羅敬慈 蘇滌琦 顧志明  

       
 

  

 

截至 201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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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麗 王詠嵐 王楚雯 伍家榮 伍嘉琳 朱卓銳 朱惠娟 江依諾 何仲軒 何恬穎 

余樂軍 吳宣晉 吳碧蓮 李少玲 李卓霖 李善行 李裕生 李靜恩 周悅詒 林朗生 

施境渝 柯雅珺 洪子樂 倪銘樂 倪諾瑤 唐獻庭 徐紫筠 茹勝文 袁知行 馬敬茵 

高琛 區茵婷 張殷怡 張健輝 張傲霜 張耀鋒 梁卓衡 梁衍輝 梁家豪 梁梓健 

梁麗瑩 許依晴 郭耀豐 陳沅蔚 陳美齡 陳珮春 陳偉良 陳凱盈 陳勝傑 陳翠琪 

陳慧恩 陳樂心 陳曉鈴 陳穎欣 麥子君 黄淑華 傅玉章 曾兆光 曾芷喬 曾婉兒 

游一鳴 馮子軒 馮兆敏 馮愉天 馮寶珍 黃凱欣 黃詠兒 黃諾澄 楊國威 楊晞雪 

葉美景 葉婷婷 葉景榮 葉雅雯 鄒芷珊 雷敏莊 廖寶兒 熊志洪 蒙俊廷 趙沛聰 

趙嘉熙 劉文芳 劉秀煥 劉芷晴 劉家琪 劉庭 劉晉良 劉國宏 劉維文 歐君成 

潘偉良 蔡汶希 蔡凌玥 蔡博瀚 蔡詩晴 衛俊丞 鄧秋棠 鄭穎心 黎以蓁 黎杰 

黎彩鸞 黎樂怡 盧美玲 盧振琪 霍景昇 謝巧怡 謝劍鳳 羅享裕 譚希琳 關燚鑫 

嚴以律 蘇文堅 蘇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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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增配對及完成初次會面 (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 

 

導師 黃佩玲 +  學生 彭士博 粉嶺 

導師 李惠儀 +  學生 潘言語 九龍塘 

導師 胡嘉雋 +  學生 李展華 西環 

導師 何家欣 +  學生 梁斯穎 筲箕灣 

導師 馬淑儀 +  學生 陳嘉詠 銅鑼灣 

導師 何偉倫 +  學生 賴雪瑩 觀塘 

導師 徐祉恩 +  學生 彭思琪 葵涌 

導師 陳凱特 +  學生 謝俊傑 荔枝角 

導師 伍蕙芳 +  學生 馮素珍 樂富 

導師 郭卓昆 +  學生 賴紀渝 元朗 

導師 胡克雄 +  學生 文詩韵 荃灣 

導師 黃施欣 +  學生 黃浚軒 太子 

導師 陳焯輝 +  學生 李悅頤 北角 

導師 吳豪峰 +  學生 曾大坤 沙田 

導師 呂浩存 +  學生 陳芷珊 慈雲山 

導師 陳鈺成 +  學生 黃顯揚 坑口 

導師 陳鳳媚 +  學生 張彭靜宜 石硤尾 

導師 黃熙業 +  學生 張曉彤 天后 

導師 郭瑞森 +  學生 梁逸朗 荃灣 

導師 李秀儀 +  學生 甘紫烽 粉嶺 

導師 甄梓豪 +  學生 彭程 粉嶺 

導師 錢颺 +  學生 黃鈺華 荃灣 

導師 李裕树 +  學生 許俊熙 藍田 

導師 張嘉鏘 +  學生 吳俊浩 筲箕灣 

導師 麥佩雄 +  學生 黃小芬 觀塘 

導師 馬家雯 +  學生 鄭鈺婷 大埔 

導師 林穎恩 +  學生 徐發成 柴灣 

導師 吳忻珏 +  學生 馮㯋霖 沙田 

導師 吳忻珏 +  學生 馮依霖 沙田 

導師 歐陽展顥 +  學生 張威林 荃灣 

導師 洪浩洋 +  學生 賴瑞婷 觀塘 

導師 嚴昕朗 +  學生 關嘉恩 藍田 

導師 黃凱琳 +  學生 鄺泓熾 石塘咀 

導師 林嘉豪 +  學生 陳美恩 屯門 

導師 潘寶華 +  學生 陳浩洋 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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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黃麗鈴 +  學生 黃梓淇 葵涌 

導師 葉麗盈 +  學生 盧安娜 旺角 

導師 劉欣宜 +  學生 蔣媛芷 沙田 

導師 曹小薇 +  學生 劉嘉淇 奧運 

導師 陸卓媛 +  學生 陳頌婷 筲箕灣 

導師 黃錦洳 +  學生 蘇海珊 筲箕灣 

導師 梁家榕 +  學生 駱晉宏 大埔 

導師 梁家榕 +  學生 駱晉賓 大埔 

導師 陳凱德 +  學生 魏嘉婷 兆康 

導師 陳凱德 +  學生 魏嘉寶 兆康 

導師 關志輝 +  學生 王子豪 南昌 

導師 馮英豪 +  學生 羅康澤 旺角 

導師 張凱傑 +  學生 姜采婷 銅鑼灣 

導師 章訓蘭 +  學生 戴皓楠 荃灣 

導師 陳慧敏 +  學生 梁穎希 馬鞍山 

導師 羅嘉媛 +  學生 陳奕年 大埔 

導師 劉玉潔 +  學生 宋曉晴 坑口 

導師 梁嘉莉 +  學生 李浚豪 佐敦 

導師 招康平 +  學生 張俊彥 觀塘 

導師 麥穎君 +  學生 李欣潼 粉嶺 

導師 洪浩洋 +  學生 歐珮祺 觀塘 

導師 羅嫻志 +  學生 吳倩慧 深水埗 

導師 梁亦軒 +  學生 鄧可夫 青衣 

導師 李剛信 +  學生 陳穎 上水 

導師 邱煒壕 +  學生 劉婉婷 葵涌 

導師 王芳 +  學生 梁凱嵐 天水圍 

導師 陳靜怡 +  學生 葉佩儀 屯門 

導師 鄉世洲 +  學生 劉彦樂 秀茂坪 

導師 鄒潔儀 +  學生 翁馨環 屯門 

導師 陳鎧欣 +  學生 曾淇鈺 西灣河 

導師 余丹沁 +  學生 蔡銦芹 藍田 

導師 Mrs Cecilia Eagles +  學生 趙凱穎 荔枝角 

導師 鄭詠心 +  學生 錢文希 天水圍 

導師 鄭詠心 +  學生 錢嘉希 天水圍 

導師 文鐿森 +  學生 任傲程 葵芳 

導師 翁銘澤 +  學生 林浩偉 觀塘 

導師 鍾寶茵 +  學生 歐韋麟 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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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黎同博 +  學生 吳煒程 寶琳 

導師 蔡伶莉 +  學生 郭敏婷 香港仔 

導師 鄺文心 +  學生 林欣瑩 九龍灣 

導師 鄧傑文 +  學生 林振華 牛頭角 

導師 葉海舟 +  學生 徐偉 土瓜灣 

導師 李文傑 +  學生 廖俊傑 馬鞍山 

導師 林子健 +  學生 李錦滔 天水圍 

導師 鍾瑤玲 +  學生 蕭嘉豪 沙田 

導師 黃嘉盈 +  學生 徐嘉希 銅鑼灣 

導師 黃江偉 +  學生 何思琪 荃灣 

導師 張玉晶 +  學生 歐美怡 筲箕灣 

導師 石佩華 +  學生 鄺慧欣 筲箕灣 

導師 張華峪 +  學生 陳秋盈 沙田 

導師 歐慶嫦 +  學生 徐常洛 黃大仙 

導師 陳苑棋 +  學生 楊智存 鴨脷洲 

導師 林志軒 +  學生 譚思敏 太子 

導師 周艷儀 +  學生 林琳 灣仔 

導師 羅章 +  學生 盧子晴 深水埗 

導師 馮志華 +  學生 林秀芳 元朗 

導師 陳旨瑜 +  學生 鄧穎心 柴灣 

導師 陳銘麒 +  學生 梁家熙 紅磡 

導師 李家怡 +  學生 謝怡琳 筲箕灣 

導師 何少挺 +  學生 加依娃 觀塘 

導師 劉俊賢 +  學生 吳文樂 筲箕灣 

導師 李穎麟 +  學生 陳瀅而 荔枝角 

導師 何碧之 +  學生 周泳瑩 油塘 

導師 招康平 +  學生 鄭曉璇 觀塘 

導師 劉詩宇 +  學生 彭欽蓬 粉嶺 

導師 謝英麟 +  學生 馮華輝 大角咀 

導師 郭芷珊 +  學生 黃素恩 鴨脷洲 

導師 陳淑嬪 +  學生 梁競文 九龍灣 

導師 黃彩文 +  學生 黃聖權 荃灣 

導師 鄭宛桐 +  學生 李詩琳 元朗 

導師 洪浩洋 +  學生 Abdul Rafay Asim 黃大仙 

導師 李嘉欣 +  學生 李淑儀 上水 

導師 梁穎雯 +  學生 劉瑩盈 太子 

導師 何寶珠 +  學生 鄒宇欣 柴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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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溫子峰 +  學生 袁啟桐 大角咀 

導師 李家榮 +  學生 余立文 大圍 

導師 葉嘉錡 +  學生 孫暉喬 將軍澳 

導師 嚴思宇 +  學生 林俊浩 沙田 

導師 陳惠娟 +  學生 鄺嘉濠 柴灣 

導師 劉家然 +  學生 李穎兒 奧運 

導師 李肇朗 +  學生 麥浩霖 上水 

導師 李家玲 +  學生 李星儀 將軍澳 

導師 吳振 +  學生 倫嘉盈 天水圍 

導師 陸灝而 +  學生 吳愷鑫 將軍澳 

導師 吳芷琦 +  學生 蘇愛瀅 大窩口 

導師 陳珮儀 +  學生 周焯琳 青衣 

導師 陳珮儀 +  學生 周倬滕 青衣 

導師 潘嘉儀 +  學生 陳雅雯 油塘 

導師 陳耀袓 +  學生 李天昕 葵興 

導師 趙慧妍 +  學生 張潔瑛 粉嶺 

導師 齊志弘 +  學生 劉穎穎 銅鑼灣 

導師 何家傑 +  學生 蔡嚴鋒 九龍塘 

導師 林芝蘭 +  學生 陳怡靜 深水埗 

導師 甘晉熙 +  學生 劉家耀 黃大仙 

導師 洪秋芳 +  學生 何婧文 大埔墟 

導師 馮焯琪 +  學生 張詠恩 荃灣 

導師 鄔健朗 +  學生 吳浩鋒 大埔 

導師 駱耀豪 +  學生 陳懿瑜 天水圍 

導師 朱國開 +  學生 梁立 太和 

導師 張婉儀 +  學生 周熙宜 馬鞍山 

導師 馮碧儀 +  學生 江羿泳 沙田 

導師 連永佳 +  學生 陳振揚 沙田 

導師 樊芷琳 +  學生 何依嬋 元朗 

導師 鄭芷喬 +  學生 黃家靜 將軍澳 

導師 廖寶琪 +  學生 黃岳謙 佐敦 

導師 關佩恩 +  學生 黃梓竣 元朗 

導師 藍彥晴 +  學生 馮之 屯門 

導師 麥巧如 +  學生 吳如円 藍田 

導師 歐傑朗 +  學生 劉天煒 深水埗 

導師 歐傑朗 +  學生 劉杏兒 深水埗 

導師 張頴恩 +  學生 林敬研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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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余啟祥 +  學生 廖縈軒 藍田 

導師 周晉曦 +  學生 陳梓軒 屯門 

導師 蔡子軒 +  學生 余栢詩 坑口 

導師 馮惠蓮 +  學生 林悠晞 屯門 

導師 陳慧玲 +  學生 馬穎姿 大圍 

導師 馮焯琪 +  學生 楊鈺瀅 葵涌 

導師 韓梓浩 +  學生 張祖榮 天水圍 

導師 羅珽瑋 +  學生 林焯文 屯門 

導師 蕭曉晴 +  學生 梁綺翠 大學 

導師 鄭悅 +  學生 毛朗俊 青衣 

導師 蔡錦榮 +  學生 廖沚瑤 元朗 

導師 蘇恩華 +  學生 黃宗炫 將軍澳 

導師 何慧珠 +  學生 鄧皓賢 九龍城 

導師 黎曜鋒 +  學生 盧雋逸 鑽石山 

導師 李樂遙 +  學生 沙美娜 沙田 

導師 郭晨希 +  學生 伍景宜 九龍塘 

導師 方舒涵 +  學生 卓振濤 大埔 

導師 陳海褆 +  學生 陳詩洋 九龍城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心聲分享 

學生  藍倩怡 

參加了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讓我可以受到義師的幫助，獲益良多，因此才有今日的成績和結

果。想當初由於家中的經濟環境不太好，所以出外補習的費用對我來說是一個不少的數目。但

在機緣巧合下，有人介紹我參加這個計劃，便令我認識了義師。 
在補習的過程中十分愉快，除了與義師討論和解決學習上的問題，我們也會說說生活上的話題。

而且在考試的過程中，我亦很感激義師的協助和支持，例如她會利用額外的時間與我一起找尋

考文憑試的場地和交通方法等，也會與我一起討論升學的出路，也替我問了很多人的意見。參

加了這個計劃，讓我認識了很好的義師，也讓我走上今日學習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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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郵寄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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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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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ry Dennison 員工 31,580.00  

Chan Ching Fai 2,000.00  

Cheng Po Wing Alice 2,000.00  

Cheung Yuk Ching 200.00  

Hung Fook Tong Holdings Limited 9,228.80  

KKday.com International Company（Hong Kong）Limited 6,000.00  

Lam Chui Wah N A 100.00  

Lau Kam San 5,000.00  

Lee Shing Kan 3,000.00  

Lui Chuen Kwan 500.00  

Miss Lo Yuk Chun Rebecca 2,000.00  

Mr Chan Kin Yip Simon 2,000.00  

Mr Chan Kwan Kit 2,000.00  

Mr. Chong Ching Yin, Jackie 100.00  

Ms Chan Fung Chun 500.00  

Ms Tong Mei Tak 1,000.00  

Terratec Limited 10,000.00  

US Global System Limited 18,000.00  

Wellmake Investments Limited 27,210.00  

有心人 5,899.82  

有心人 1,396.91  

有心人 5,000.00  

有心人 1,000.00  

巢漢倫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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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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啟釗 Kwan Kai Chiu 練習 2 本 

I-Way Co., Ltd 原子筆 150 支 

莫少康 練習 2 袋 

有心人 白板 1 塊、切紙機 1 台 

Christine Yao A4 紙 5 箱、公文袋 2 包 

陳先生 電視屏幕 1 個 

童盼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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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提電腦  大部吸塵機 

 手提電話  相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