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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各位朋友： 

 

補天成立至今一直有賴社會大眾的熱心支持，當中服務得以擴展，全賴義師們無私的付出，持

續為過萬名基層學童提供免費學習支援。我們會在今年六月舉行第一屆「補天敬師月」，以一

連串活動答謝義師的默默耕耘，誠邀大家一同參與！活動簡介如下︰ 

 

 補天送暖行動：補天團隊將會出動探訪義補師生，親身為義師獻上謝意 

 我和補天有個約會：誠邀義師與陳校長共晉晚餐，場地及食物由愛心商戶 BEANS Coffee. 

 Dessert. Light meal 贊助 

 黑暗中對話體驗：門票由 Dialogue in the Dark Hong Kong (DiD HK)贊助，義師能合上

 雙眼，在黑暗裡以感官探索四周環境，體驗眼不見的世界 

 義師感謝襟章：頒發義師襟章給予所有補天義師，象徵補天對義師的表揚和肯定；歡迎義

 師到補天各單位(總社、葵涌及大角咀中心)領取 

 

活動現已公布，歡迎大家報名參與，詳情可瀏覽︰http://hkcnc.org.hk/teachers_month/ 

如有查詢，可致電 3621 0925 與我們聯絡，期待在「補天敬師月」活動中與各位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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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1.) 5 月 4 日 － 學前班戶外學習日 

得到社署攜手扶弱基金贊助，補天學前班學生與家長

去到西貢園藝農場進行戶外學習日。小朋友在導賞員

口中學習到不同的動植物知識如生長概況和飲食常識

等等，亦親子一同製作植物拓印毛巾、麵包和手工肥

皂，感受大自然的奇妙。 

2.) 5 月 5 日 － 中心同樂日 

來自青雲社義工團 CWS Volunteer 的義工朋友來到

補天大角咀中心進行同樂日活動，與小朋友們玩團體

遊戲、制作輕黏土鎖匙扣和教授扭氣球等，一起共度

快樂時光。 

 

3.) 5 月 6 日 － 補天足球班 

感謝夢想基金會 Dreams Foundation 愛心支持，讓補天學生能每星期免費接受專業足球教

練的指導，透過運動強健體魄同時建立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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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月 12 日 － 樂在濕地師生遊 

得到香港濕地公園贊助，我們一班師生及親子免費

遊園認識濕地生態，更齊心協力完成由補天實習生

設計的「濕地遊蹤」探險任務，增進彼此關係！ 

 

 

 

5.) 5 月 14 日 － 親子繪本樂 

感謝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和香港誠品有限公司的支

持，不但捐贈書籍及文具予補天學生，更到中心進行童

話故事演說和手工畫作，讓學生了解閱讀繪本的樂趣。 

 

 

6.) 5 月 15 日 － 成果分享會 

三名熱心大專同學成功完成補天的冬季義務實習，並分

享學習成果。在為期四個月的實習期間，他們主要參與

機構宣傳招募、義工安排及活動籌辦的工作。透過是次

經驗，實習生們親身體驗 NGO 的實際運作模式，亦更

加了解社會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7.) 5 月 19 日 － 義師迎新會 

我們定期每季舉行義師迎新會，讓大家與陳校長、

資深義師們互相交流，分享義補期望與經驗，彼此

支持共勉，歡迎各位觀看或重溫補天 2018 夏季義

師迎新會當日的精華分享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PrincipalChanFTW 

 

 

8.) 5 月 21 至 23 日 － 時代廣場宣傳 

應創新義工平台 Social Career 邀請，我們一連

三天在銅鑼灣時代廣場擺設攤位，宣傳補天服

務及即場招募義師，歡迎大家一同加入支援基

層弱勢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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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  

 

學生人數：13,499 人    

義師人數：12,260 人    

配對總數：11,091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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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淑儀 何子寧 何宇凡 何健清 何嘉恩 余志鵬 余宜欣 余翠盈 

吳伽豪 吳美華 吳若萱 吳素顏 吳惠康 李卓謙 李穎妍 周睿哲 

周毅強 林可澄 林君洛 林卓希 林家晴 林梓庭 林潤琦 邱明傑 

柯頌茵 徐啟邦 馬瑋君 高瀅斕 張君樂 張凱琳 戚婉桐 梁家琦 

梁浩賢 梁曉雯 梅天榮 許炯倫 郭祖瑤 陳美清 陳迪燊 陳善盈 

陳煒成 陳曉辛 馮濼穎 黃加茹 黃安敏 黃芷皛 黃先生 黃淑娟 

黃靖琁 萬兆晴 葉慧玲 解容涵 廖柏年 廖约克 趙柏濠 趙樂思 

劉章池 劉溢琳 劉曉雯 劉麗華 練永賢 蔡振興 蔡婉貞 鄧雲天 

鄧潤明 鄧穎霖 鄧麗環 鄭文浩 鄭焯鈞 鄭曉柔 鄭麗芳 黎芷晴 

韓易龍 鄺暉喬 魏嘉珩 譚清韻 譚嘉雯 蘇朗遙 蘇德謙 蘇潁婷 

陳志華 Johnny Liza Lam (Mrs Tam)     

 

截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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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雪儀 丘國榮 司徒清儀 成爾生 朱德志 朱潔茵 老藹明 何子樂 

何佩玲 何慧姸 吳子逸 吳香如 吳曉琪 呂峰 李芍瑩 李施明 

周妙賢 周國駿 招康平 林君玉 林志光 林逸晞 邱海南 施曉峰 

唐廣源 徐悅婷 徐諾芊 張若麟 張素君 張錦銘 梁柏謙 梁泰然 

梁凱嵐 梁楚鋒 梁嘉慧 梁漪蕾 梅綺如(蔡太) 許雅婷 許爗文 郭泳霖 

郭淑賢 陳可欣 陳秀萍 陳保昕 陳雅琪 陳嘉恩 陳鳳萍 陳慧芬 

陳慧儀 陳曉芳 陳穎怡 陳穎珊 陸宛茵 麥詠恩 黄思敏 曾順暐 

曾慧 馮兆敏 黃家儀 黃偉強 黃彩文 黃景山 黃皓軒 黃嘉韻 

黃廣惠 楊蕙怡 雷寶怡 廖翠珊 劉熹 鄧展鵬 鄭泳珊 鄭穎君 

鄭耀宗 黎嘉威 盧文浩 戴靖 戴曦慧 鄺玉儀 鄺曉茵 鄺穎怡 

羅正心 譚熙活 蘇志誠 蘇俊文 蘇瑋珊 龔浩江 鄭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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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 

尹俊禧 王仕淦 王思詠 王偉庭 王愷喆 王潔儀 司徒博文 司徒梓縉 

石淦銘 石然 石禮維 任青駿 朱健寧 朱韻之 何心怡 何文英 

何式彤 何彤茜 何芊蔚 何承諭 何冠良 何詠詩 何雅盈 何樂宜 

佘君兒 余蕙君 吳汶慧 吳旻烜 吳芷欣 吳紀堯 吳美煥 吳家欣 

吳家傑 吳家豪 吳家穎 吳嘉希 吳漢華 吳慧雯 吳樂熙 吳霆津 

吳燦民 呂立基 呂韻姸 李一凡 李力灝 李玉滿 李汶頤 李秀霞 

李芷珊 李芷茵 李芷瑩 李俊源 李冠權 李思奇 李秋龍 李家慧 

李梓健 李凱瑩 李詠儀 李德琛 李樂兒 周志康 周明鈺 周芷欣 

林月明 林世豪 林宇慧 林成銳 林卓瑤 林紀彤 林悅兒 林浩楊 

林清萍 林惠嬋 林頌恩 林慧儀 林燕 林點怡 林禮德 祁庭暉 

邱淑儀 洪舒陽 洪瑋聰 胡一敏 胡文欣 胡茵童 胡瀞云 胥俐萍 

范巧凝 范軒爾 倪嘉傑 凌志良 唐爾嫺 夏鎵烯 孫文軒 孫志豪 

容茵 徐淯靈 徐曉琪 袁可兒 袁建東 袁嘉琳 袁曉婷 袁耀良 

馬文俊 馬迪龍 馬淑鍞 高綽賢 區曉聰 張秀琼 張倩彤 張倬僖 

張國韶 張善旻 張堯軒 張詩雅 張嘉嘉 張榕江 曹芷嫣 梁小群 

梁芷熒 梁栢誠 梁偉澤 梁嘉骏 梁綺嵐 梁穎童 畢嘉寶 符倩文 

莊智程 莫琬湄 許用健 許倬昕 許梓庭 郭天賦 郭知行 郭寶晴 

陳子珩 陳少華 陳巧殷 陳兆維 陳君蓉 陳佩珊 陳易駿 陳炯褌 

陳美靜 陳家俊 陳家威 陳偉傑 陳偉嘉 陳健燊 陳國棟 陳培姿 

陳培發 陳凱瀅 陳稀嵐 陳雅汶 陳雲龍 陳圓 陳煒姍 陳嘉雯 

陳銘希 陳穎欣 陳穎郴 陳蕙心 陳蕙嫺 陳靜瑜 陳駿森 麥思詠 

麥柏朗 麥偉豪 黄栩妍 曾敏翹 曾慧欣 湯文曜 湯雪雯 焦瑞祺 

甯朗嘉 童悅妍 馮子晴 馮君蕊 馮梓維 馮凱澧 黃正欣 黃姍姍 

黃芷晴 黃保鈞 黃美娟 黃偉杰 黃淑潔 黃智添 黃詠鵬 黃圓圓 

黃靖晴 黃德穎 黃樂遙 黃曉琪 黃鍵滔 楊紀恩 楊凱晴 楊雅茹 

楊曉雯 溫芷昕 葉昊天 葉華升 葉穎瑜 葉麗明 董慕兒 雷毅成 

廖德仁 廖穎恩 甄樂兒 趙笑墨 趙頌禧 劉永傑 劉悅琪 劉梓健 

劉雪英 劉敬昌 劉勵君 潘汶筠 潘倩茹 蔡文凱 蔡澤寶 鄧卉琪 

鄧菀瑋 鄭世和 鄭惠之 鄭翹欣 黎映彤 黎浩婷 黎凱喬 黎潔凝 

盧俊而 賴元珊 賴樂怡 謝思晴 謝嘉瑩 謝綺琪 謝藹婷 鍾兆富 

鍾淑瑩 鍾靜純 簡笋強 鄺曉瑩 羅天佑 羅天尉 羅芷茵 羅竣鍵 

羅徳隆 羅德 譚可欣 譚思穎 譚振威 譚頴濂 蘇民皓 蘇穎琳 

蘇耀熙 黨莉嵐 顧振强 Jacky Ly   Kwok Tak Chi    Vanessa L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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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 31 日) 

導師 甘子嶢 +  學生 梁樂晴 太古 

導師 呂善童 +  學生 黎瀚洋 觀塘 

導師 蕭智文 +  學生 林聖朗 太子 

導師 褟偉就 +  學生 朱杞譽 葵涌 

導師 褟偉就 +  學生 朱杞賢 葵涌 

導師 陸沅烔 +  學生 李文軒 馬鞍山 

導師 余永康 +  學生 麥睿陽 沙田 

導師 鄭雅賢 +  學生 鄺珍珍 大學站 

導師 黃方晴 +  學生 袁心悅 屯門 

導師 何秀儀 +  學生 李恩琪 朗屏 

導師 陳思琪 +  學生 陳秀秀 秀茂坪 

導師 施長滿 +  學生 張曉彤 葵涌 

導師 施長滿 +  學生 吳子謙 葵涌 

導師 李子杰 +  學生 林籽成 屯門 

導師 李子杰 +  學生 林俊丞 屯門 

導師 卓達文 +  學生 郭家浩 何文田 

導師 卓嘉欣 +  學生 周嘉文 天水圍 

導師 卓嘉欣 +  學生 周敏怡 天水圍 

導師 周震東 +  學生 盧桌燃 九龍灣 

導師 陳思佩 +  學生 白家俊 將軍澳 

導師 李芷慧 +  學生 彭嘉慧 屯門 

導師 陳樂鈴 +  學生 李寀瑜 西灣河 

導師 吳陳思慧 +  學生 洪家榆 西營盤 

導師 秦善衡 +  學生 陳子謙 沙田圍 

導師 吳志鵬 +  學生 郭振軒 荃灣 

導師 陳曉茹 +  學生 袁子悅 屯門 

導師 吳明敏 +  學生 吳卓琳 沙田 

導師 李冰红 +  學生 黎顈瑤 深水埗 

導師 李冰红 +  學生 黎康穎 深水埗 

導師 何浩芊 +  學生 林凱恩 油塘 

導師 何志豐 +  學生 朱梓域 大圍 

導師 車曉敏 +  學生 谢宛玲 堅尼地城 

導師 譚羨昌 +  學生 梁嘉倡 大圍 

導師 林燕 +  學生 林雨涵 上水 

導師 林祉希 +  學生 郭曉恩 藍田 

導師 陳曉楓 +  學生 彭俊豪 柴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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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陳翠珊 +  學生 李倩怡 筲箕灣 

導師 馬嘉悅 +  學生 劉湘 大角咀 

導師 王力峰 +  學生 吳梓豪 沙田圍 

導師 李家慧 +  學生 朱曉晴 調景嶺 

導師 馮梓維 +  學生 張恩薇 屯門 

導師 馮梓維 +  學生 張恩蕎 屯門 

導師 林浩賢 +  學生 張振威 上水 

導師 周清娥 +  學生 謝穎思 沙田 

導師 趙俊熙 +  學生 林寶琪 觀塘 

導師 宋國匯 +  學生 莫瑩玥 鑽石山 

導師 宋國匯 +  學生 莫榮亮 鑽石山 

導師 黃幗芙 +  學生 冼佩君 觀塘 

導師 麥荻文 +  學生 張清嵐 荔枝角 

導師 蘇穎琳 +  學生 石穎童 屯門 

導師 倪嘉傑 +  學生 黃浩熙 觀塘 

導師 張國韶 +  學生 吴曉濠 筲箕灣 

導師 甄樂兒 +  學生 楊子慰 觀塘 

導師 周志康 +  學生 王煒荏 大角咀 

導師 梁小群 +  學生 許紫婷 土瓜灣 

導師 何曉憧 +  學生 邱俊永 沙田 

導師 駱綺文 +  學生 李樂怡 旺角 

導師 鄒天朗 +  學生 鄺惠珍 柴灣 

導師 吳若嵐 +  學生 陸健鋒 太和 

導師 夏鎵烯 +  學生 黃綺藍 將軍澳 

導師 張德怡 +  學生 陳子明 大圍 

導師 林暉 +  學生 葉凱雋 太子 

導師 林暉 +  學生 鄭暉 太子 

導師 杜建邦 +  學生 莫洺銚 坑口 

導師 何樂宜 +  學生 李妙蓮 筲箕灣 

導師 何樂宜 +  學生 李長彥 筲箕灣 

導師 何家慧 +  學生 李星儀 調景嶺 

導師 曾韻琴 +  學生 李衛良 樂富 

導師 楊蕙怡 +  學生 林子新 牛頭角 

導師 謝朗希 +  學生 余安麒 荃灣 

導師 謝朗希 +  學生 余宇翔 荃灣 

導師 龔翠琼 +  學生 黃家寶 秀茂坪 

導師 江思蓓 +  學生 李雪意 黃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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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岑佩芝 +  學生 陳詠熙 大圍 

導師 胡嘉琪 +  學生 黃樂欣 太古 

導師 譚振威 +  學生 程柏熙 觀塘 

導師 楊曉雯 +  學生 朱俊曦 金鐘 

導師 林浩楊 +  學生 趙凱穎 葵涌 

導師 李俊源 +  學生 郭進鋒 深水埗 

導師 謝藹婷 +  學生 陳智炫 青衣 

導師 鄭惠之 +  學生 劉天愛 黃大仙 

導師 袁嘉琳 +  學生 張佳怡 荃灣 

導師 吳樂熙 +  學生 關柏宇 黃埔站 

導師 李芷珊 +  學生 曹頌恩 屯門 

導師 吳旻烜 +  學生 黃凱穎 藍田 

導師 吳詩聰 +  學生 李展廷 北角 

導師 黃貴葉 +  學生 馮源輝 油塘 

導師 雷毅成 +  學生 陳咏藝 何文田 

導師 馮美蘭 +  學生 李錦坤 荃灣 

導師 張顯奇 +  學生 盧澤文 柴灣 

導師 梅宇軒 +  學生 蔡幸萍 大圍 

導師 余蕙君 +  學生 楊竣翔 大圍 

導師 張雪妍 +  學生 梁譯允 九龍灣 

導師 呂韻姸 +  學生 黃慧珊 屯門 

導師 張穎琴 +  學生 蔡琳 太古 

導師 陳子珩 +  學生 梁堅強 大埔 

導師 莫琬湄 +  學生 李鎧同 元朗 

導師 莫琬湄 +  學生 李梓雄 元朗 

導師 陳巧殷 +  學生 李悅婷 藍田 

導師 林姵彤 +  學生 黃淑茵 九龍灣 

導師 佘君兒 +  學生 楊錦城 紅磡 

導師 呂立基 +  學生 林峻賢 香港仔 

導師 廖穎恩 +  學生 張穎翹 九龍城 

導師 林惠嬋 +  學生 李慧琪 黃大仙 

導師 梅凱晴 +  學生 曾唐麗 屯門 

導師 麥思詠 +  學生 王紫彤 銅鑼灣 

導師 李力灝 +  學生 李峻源 馬鞍山 

導師 賴元珊 +  學生 潘薏雅 觀塘 

導師 黃姍姍 +  學生 李家傑 青衣 

導師 葉慕玲 +  學生 陳嘉晞 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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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趙頌禧 +  學生 張譯文 觀塘 

導師 鄧可程 +  學生 施敏怡 黃大仙 

導師 麥柏朗 +  學生 何澤本 觀塘 

導師 梁綺嵐 +  學生 林欣恩 荃灣 

導師 馬家雯 +  學生 王伽儀 大埔 

導師 陳嘉鑫 +  學生 
Moheen 

Khan 
柴灣 

導師 黃采寧 +  學生 莫凱茵 太和 

導師 劉梓健 +  學生 麥智誠 沙田 

導師 潘汶筠 +  學生 李悦晴 筲箕灣 

導師 謝綺琪 +  學生 羅聖鏗 太子 

導師 謝綺琪 +  學生 羅聖鑾 太子 

導師 石禮維 +  學生 陳佳雨 北角 

導師 李樂兒 +  學生 黄一樂 沙田 

導師 梁栢誠 +  學生 柯澤宏 樂富 

導師 凌志良 +  學生 羅治楷 荃灣 

導師 林卓瑤 +  學生 蔡思遙 葵涌 

導師 林卓瑤 +  學生 蔡思穎 葵涌 

導師 馮頴姿 +  學生 羅祈贏 柴灣 

導師 黃淑華 +  學生 劉嘉楹 深水埗 

導師 樊兆陽 +  學生 鄭善恩 土瓜灣 

導師 李芷瑩 +  學生 韋懋基 青衣 

導師 陳培發 +  學生 陳威龍 九龍城 

導師 黃鍵滔 +  學生 蘇焯衡 沙田 

導師 李芷茵 +  學生 蕭芷清 荃灣 

導師 李玉滿 +  學生 余健恒 太子 

導師 符倩文 +  學生 陳羨霖 長沙灣 

導師 吳慧雯 +  學生 何韋樂 荃灣 

導師 戴思諾 +  學生 施承佑 紅磡 

導師 吳芷欣 +  學生 袁慧蘭 太古 

導師 馮寶麟 +  學生 駱天銓 坑口 

導師 林宇慧 +  學生 陳倩兒 屯門 

導師 鄭翹欣 +  學生 莫嘉韻 元朗 

導師 朱志豪 +  學生 方正權 坑口 

導師 梁百川 +  學生 黃卓懿 寶琳 

導師 鍾兆富 +  學生 王力 西環 

導師 李東 +  學生 葉海恆 天水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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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陳兆維 +  學生 錢嘉希 天水圍 

導師 陳兆維 +  學生 錢文希 天水圍 

導師 何芊蔚 +  學生 吳彥霖 大埔 

導師 鍾淑瑩 +  學生 張子軒 沙田 

導師 董嘉朗 +  學生 陳家志 荃灣 

導師 朱健寧 +  學生 韓宇 沙田圍 

導師 明妙儀 +  學生 李嘉明 沙田 

導師 王力峰 +  學生 張天正 沙田圍 

導師 羅天尉 +  學生 張沅雅 葵芳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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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先生  玩具一袋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電子琴一部 

鍾少謙 練習一袋 

Christine Yao A4 紙五箱、公文袋兩包 

Lui Lui 練習一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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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乓球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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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分享音樂需要空間》 —— 結他班義師 何勁熙 

 

最初授課的地方，是佐敦文英街上的一個小鋪，真的很小，比我公屋老家還小，要塞一個導師

和好幾個學生，還有坐在門口的一兩位義工，確實體現了本港土地不足。有個固定地方授課已

是難得，雖是略為擠迫，但從未感到屈就。與學生的互動、與義工的交流，建立友誼互信。雖

外在狹迫，內心卻很寬裕。 

 

佐敦文字頭的街道都很有特色，主要是因為兩旁六十年代興建的樓宇，設計上考慮了街道採光，

而在最高幾層特意安排台階式設計，層層退讓，以多留一點自然光射進街道上。昔日的街道，

仍然是重要的公共空間，有很多民生活動在此發生。對比現今的發展模式，「炒盡」地積比，有

多高建多高，屏風樓擋住自然光，玻璃幕牆垂直式設計，步步進逼。城市街道的規劃已成次要，

對行人不再友善，通風採光差劣，使得人也透不過氣來。公共空間愈來愈少，而分享音樂，卻

實在是需要空間。 

 

近年那裡的街道的變化也很大，四周都是建築地盤，西九站、豪宅、有關的道路系統，使得地

面塵土飛揚，工地車輛不停進出，對行人，尤其對小朋友造成危險。中心面積狹小，學生下課

後向外一衝便是街道與馬路，背著結他或攜著小提琴，加上書包、午餐、雨傘等等，實是狼狽，

幸好從來沒有意外發生過。 

 

從佐敦搬往大角咀，是一個很大的轉變。由於中心處於商場之內，出入對學生、家長和義師都

相對安全。中心室內空間寬敞明亮，設備充足。中庭是個倘大的多用途空間，學生在此上課，

其他小課室內的學生也可見到，此佈局將中心的學習氣氛提升，令學生可以隨時互相學習。除

了上課，那裡還舉行過不少活動。去年聖誕，我們在那裡開了個義師派對，讓我們彼此認識、

交流，增加了義師之間的互動與合作機會。 

 

回顧自己以前在公屋樓梯間玩結他，一個正式的

學習地方更能凝聚師生，方便教學與分享，進度

更易掌握與調節，學生的安全亦受保障，家長、

義師、陳校長都放心。 

(上月起一連三期刊載結他班義師何 sir 的心聲文章，２／３) 

 

 何 Sir 於補天義教結他已接近三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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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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Fei 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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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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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Mei Chun 100.00  

Edwin Chow 1,000.00  

Ho Lun Lee 200.00  

Mak Wing Yee Winnie 200.00  

Miss Chan Sau Wai 2,000.00  

Mission Possible Foundation Limited 100,000.00  

Mr Frederick Ma 10,000.00  

Ms Lai Sin Yee 500.00  

Ng Mo Sze Sherri - Ann 100.00  

Ng Wai Lun 500.00  

Siu Chau Kee 100.00  

Tat Man Chuck 500.00  

Terratec Limited 10,000.00  

Tsang Kai Yan 500.00  

Wellmake Investments Limited 27,210.00  

Wong Yuen Ting Xenia  300.00  

有心人 2,250.00  

有心人 10,000.00  

沙田崇真中學 Business Program 一雙手 3,328.40  

陳志偉 1,5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