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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各位朋友： 

 

青少年的能力、性向和興趣都是多元的，他們走向未來的路也應該是多元的。不是每一個青少

年都適合目前這種高速、高壓和高競爭的應試教育，也不是每一個青少年都需要向專上學術發

展。弱勢的基層青少年，在這個依靠金錢和人脈才能擁有競爭優勢的教育體制，更需要其他職

業和生活技能的學習支援，才可突破單一的應試之路，在其他才藝技能和工作方面闖出新天地。 

 

補天創立了義師機制，目前已擁有 12,000 多名義師，為超過 15,000 多名基層青少年和幼童提

供學前、才藝和一對一的補習免費學習支援，是全港最大的義師平台。我想如果以同樣的義師

體制幫助那些對沒興趣沒能力讀大學，或有其他特長的孩子，找到考 DSE 升大學以外的職場人

生路，同樣具有價值和意義。邀請業界合作提供工場或行業所需設備，由業界的專家師傅擔任

義師，讓青少年體驗、學習、培訓、實習不同的工種和技能，學成後甚至可以直接進入職場。 

 

這是我心目中補天的最後一塊拼圖。以獨有高效的義師機制，凝聚社會的人力、財力和資源，

讓基層青少年在學前、才藝、職業和學業都享有公平的支援和機會，協助和引導他們去規劃生

涯、確定志向，並有足夠的能力去建立個人事業，既能擺脫跨代貧窮，也可為香港帶來貢獻！ 



2 

 

目錄 
 

 P1 陳校長的話  P6 新加入義師  

 P2 活動回顧  P7 新增師生配對  

 P5 義補現況  P11 心聲分享  

 P5 義師嘉許  P12 善款鳴謝  

 P5 物資捐贈鳴謝     

       

 

活動回顧 

1.) 6 月 2 日 － 泰拳體驗日 

由 Hong Kong Thai Fit Club 專業教練義務主持的

泰拳體驗活動，為補天學生及家長介紹泰拳運動及

進行動作教學，並在 7 月份開始於補天大角咀中心

開辦免費泰拳班供合資格學生報讀。 

 

2.) 6 月 2 日 － 義師有計工作坊 

補天第 16 場義師有計工作坊以「支援特殊

學習需要學生」為主題，當日座無虛席，

感謝義師、家長及公眾人士踴躍參與。講

者彭小姐帶領參加者了解「特殊學習障礙」

的特徵，並提供支援讀寫障礙學生的教學

策略。當日的精華分享片段現已上載至補

天 YouTube，歡迎各位觀看 / 重溫： 

www.youtube.com/PrincipalChanFTW 

 

3.) 6 月 3 日 － 巴西柔術體驗日 

由 Abyss Jiu-Jitsu 專業教練義務主持的巴西柔術體驗

活動，為補天學生及家長介紹巴西柔術運動及進行動

作教學，並在 7 月份開始於補天大角咀中心開辦免費

巴西柔術班供合資格學生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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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月 9 日 － 黑暗中對話 

得到 Dialogue in the Dark Hong Kong (DiD HK)

邀請，補天學生體驗黑暗中對話旅程。在全黑環境

中，導賞員帶領參加同學以一個全新的角度感受世

界，讓學生更了解視障人士的生活及作出反思。 

 

5.) 6 月 13 日 － 學前班戶外學習日 

得到社署攜手扶弱基金贊助，我們帶領中心

學前班學生和家長到兒童室內遊樂場，透過

不同遊樂設施和遊戲幫助幼兒發展感官和

協作能力，同時享受溫馨親子時光。 

 

 

6.) 6 月 16 日 － 參觀屯門騎術學校 

一班來自保信慈善基金的義工朋友與補天學生一

同到訪屯門騎術學校，不但參觀馬房及進行燒烤

活動，更親身體驗騎馬樂趣。 

 

 

7.) 6 月 19 日 － 視障學生義補工作坊 

補天將會為一批視障基層學生配對一對一

免費補習，透過與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合作舉

辦工作坊，讓義師了解多一點視障學生的需

要，當天除了有視障學生到場分享，一眾參

加者也親身體驗了蒙眼步行活動。 

 

 

8.) 6 月 22 日 － Little Chef 我是小廚師 

當日一眾小朋友化身為小廚師，與企業義工們一

同製作食物，並學習有關英語。其後，義工及小

朋友除了享用自家製的甜品外，亦義賣給該公司

的同事們，所籌得善款將用於支持中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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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月 － 學前班合作 

我們與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大埔青少年綜合服務中

心合作，開辦免費學前班予鄰近的基層幼童，讓他們

及早得到發展學習潛能的機會。 

 

10.) 6 月 － 暑期實習計劃 

 

補天開展 2018 暑期實習計劃，來自不同大專院校的實

習生將策劃及籌辦一系列義工學生活動，祝福他們都能

夠在補天渡過一個有意義和充實的暑假！ 

 

 

 

 

11.) 6 月 － 補天敬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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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首辦「補天敬師月」，以一連串活動答謝義

師的默默耕耘。 

 

 

 

 

 

 

 

 義師與陳校長共進晚餐交流，晚餐由愛心商戶

BEANS Coffee. Dessert. Light meal 慈善贊助 

➔ 陳校長與補天團隊出動探訪義補師生，

為義師獻上謝意 

 頒發義師襟章予補天義師，象徵補天對義師

的表揚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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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學生人數：13,647 人    

義師人數：12,483 人    

配對總數：11,291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以下義師已為其學生補習超過一年，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丁子晴 王芳珠 王俊杰 何健鵬 余蒨芬 吳紀瑤 李卓頎 李鍵忠 

李鎮興 周文厚 周倩名 屈振忠 林志恒 林家宏 林康宜 林梓和 

姚瑶 柯偉浚 洪儷娟 范惠卿 倪梓峯 柴之瑋 祝嘉俊 袁詠欣 

高宇安 崔汶希 張勝傑 張詠霖 張綺霞 張駿熙 梁雅媛 梁翠芬 

梁顯希 莊建朝 連永佳 陳衍嘉 陳淑蘭 陳煒陽 陳煒聰 陳煥明 

陳鼎華 黃艾琳 黃嘉敏 黃嘉儀 黃曉晴 黃穎婷 黃寶茵 楊洛 

楊淑珍 楊詠斯 溫嘉誠 葉肇聰 劉婉儀 蔡韻芝 鄧綺琪 鄭鴻盛 

謝力行 謝文謙 譚芊蕾 譚雪穎 龐禧悦 蘇慧蓮 Lau Wein Hang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以下義師已為其學生補習超過半年，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丁錦紅 王永怡 丘章勇 任心怡 伍漢強 何文菲 何雯惠 余子榮 

余思樂 吳天 吳芷蕎 吳國樑 李文俊 李仰韶 李思儀 李美彤 

李美琪 李婉貞 李詩雅 李暢安 李綺珊 杜承治 周子諾 林殷桓 

林婉珊 林瑞琼 林樂儀 姚健聰 胡潔瑩 唐桂康 容悅琪 袁詩詠 

區浚峯 張沛根 張佩萁 張婉姍 張綺雲 張鳳婷 梁可欣 梁政民 

莊智濠 郭致淳 陳明芳 陳秋雪 陳香翔 陳毅琦 曾宛靜 馮筱菁 

黃天樂 黃文祐 黃啟綱 黃敏 黃詩樺 黃嘉希 黃嘉豪 黃錦芝 

葉文瀚 葉麗明 劉卓豪 劉慶維 樊昇倫 蔡成建 鄧亦甯 鄭保豐 

鄭寶欣 鄭蘊睎 黎鈺塋 戴賀雲 魏玉婷 羅梅玲 羅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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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cilia Chan 練習一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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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文桂芳 文詠心 王子瑋 王子鈺 王可穎 王彥鈞 王鈺榕 古浩鈿 

任曉琳 伍明璇 朱文龍 朱晉樑 朱詠恩 何沛君 何卓樂 何詩敏 

何鈺顥 何耀強 余嘉慧 吳志聰 吳思朗 吳思潁 吳倬毅 吳婉翹 

呂灝謙 岑家豪 李佳駿 李芷晴 李俊恒 李盈 李淑儀 李淳軒 

李雪恩 李慶菙 李學峰 李穎詩 李禮信 李艷群 杜尹暄 沈曉鈞 

阮子健 阮凱琳 冼杏儀 冼振雄 周小月 周亦晞 周芷筠 周倩儀 

周晧霖 季映文 林子晴 林心怡 林老師 林治晴 林貞隆 林捷 

林清泉 林凱雄 林嘉欣 林福瑞 林穎翹 林麗珊 邱君浩 邱家寶 

姚淑怡 施文傑 施曉霖 施懿珊 柯欣婷 柯雪堯 柳騰閏 胡嘉裕 

胡潔瑩 胡麗琪 胡麗霞 夏鎵惠 孫浩軒 容嘉匯 徐可欣 徐芷瑩 

徐嘉熹 袁錦滿 馬思明 康旭東 張子康 張沛知 張卿瑩 張偉堅 

張淑敏 張雅儀 張鈺琳 張曉珊 梁子靖 梁柏琦 梁珈誦 梁家俊 

梁愷恩 梁綽嵐 梁劍康 梁樂加 莊睿 莫楚琪 許婷婷 郭莉珊 

郭訟揚 郭曉茵 郭薾竹 郭灃霆 陳子祺 陳欣琪 陳俊偉 陳俊德 

陳科凡 陳家欣 陳恩橋 陳偉堂 陳莉君 陳惠茵 陳詠深 陳瑞亮 

陳嘉欣 陳嘉皓 陳曉晴 陳鎮浩 勞偉彥 單元啟 曾嘉熙 曾瑩心 

曾蕙婷 曾禧華 温玉芝 游文懿 馮小姐 馮彦芝 馮凱琳 馮翠瑩 

馮曉澄 黃子昌 黃子穎 黃少強 黃孜杰 黃定超 黃俊浩 黃珍儀 

黃倩宜 黃展瑩 黃國強 黃敏儀 黃莉鈞 黃雪雯 黃智禮 黃隆康 

黃榆淇 黃詩敏 黃潔卿 黃穎芝 黃麗玉 楊紅新 楊婉瑩 楊彩玉 

楊雪晴 楊華 葉朗翹 葉康雯 葉碧玲 葉鎮輝 葉躒漫 鄒晉勳 

鄒健樂 鄒懿君 鄔澄欣 雷懿德 廖晓美 廖樂桁 褚文浩 趙洛而 

趙曼瑩 劉永皓 劉宇鋒 劉芊蕊 劉亭峰 劉政笙 劉素冰 劉誠謙 

劉穎怡 歐妹莉 歐陽志雄 潘宇燦 潘凱廸 潘曉虹 蔡方茗 蔡芷澄 

鄧荣軒 鄧琳 鄧皓廷 鄧瑋妍 鄭宜容 鄭幸宜 鄭美寶 鄭嘉儀 

鄭麗琪 黎可柔 黎梓奕 黎蕙瑤 黎寶欣 盧文恩 盧秀美 盧俊希 

賴世和 閻紫蘭 薛詠琦 謝子諾 謝彤 謝海宜 謝麗芬 鍾婉琪 

瞿進 鄺卓琳 顏慧盈 羅婉雯 羅澐駿 譚佩欣 譚思敏 譚家傑 

譚錦茵 關孟航 關浩銘 關淑英 關凱婷 蘇浩彬 蘇竟邦 
 

  Cheung Yuen Yee     Chung Shuk Ki       Yeung Ka K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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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 

導師 鄭永恩  +  學生 Madeehah Bahar 太古 

導師 王潔儀  +  學生 李嘉萍 屯門 

導師 溫震東  +  學生 李灌機 黃大仙 

導師 袁曉婷  +  學生 吳曼莉 九龍灣 

導師 黃曉琪  +  學生 呂婉婧 屯門 

導師 黃曉琪  +  學生 呂繹炫 屯門 

導師 黃保鈞  +  學生 黎心悅 粉嶺 

導師 羅振顯  +  學生 盧振昇 屯門 

導師 李秀霞  +  學生 陳俊鴻 天水圍 

導師 麥偉豪  +  學生 李寶霖 沙田 

導師 湯雪雯  +  學生 梁煒晴 寶琳 

導師 雷卓輝  +  學生 李智 荃灣 

導師 游維喜  +  學生 張玄同 葵興 

導師 劉俊賢  +  學生 王志明 黃大仙 

導師 容寶欣  +  學生 黃明森 九龍灣 

導師 譚可欣  +  學生 張曉晨 筲箕灣 

導師 陳偉傑  +  學生 梁家熙 九龍灣 

導師 吴小凡  +  學生 葉昊峰 葵芳 

導師 羅徳隆  +  學生 林敬研 屯門 

導師 陳嘉雯  +  學生 張卓盈 九龍灣 

導師 胡文欣  +  學生 李靖敏 何文田 

導師 黄栩妍  +  學生 馮聖婷 黃大仙 

導師 高綽賢  +  學生 楊逸朗 筲箕灣 

導師 吳美煥  +  學生 周文連 黃大仙 

導師 張倩彤  +  學生 麥熙琳 葵興 

導師 葉昊天  +  學生 石巧盈 寶林 

導師 韓宝莉  +  學生 李鍵彬 馬鞍山 

導師 曾宇  +  學生 吕虹虹 九龍城 

導師 李根泉  +  學生 彭燊滢 新蒲崗 

導師 陳家威  +  學生 朱㯋琳 大圍 

導師 鄭沛鴻  +  學生 朱海源 牛頭角 

導師 林月明  +  學生 雷悅儀 土瓜灣 

導師 蘇耀熙  +  學生 黎恩足 天水圍 

導師 何蕚玲  +  學生 郭思桐 荃灣 

導師 魏希欣  +  學生 張卓恆 大圍 

導師 何式彤  +  學生 許詠琳 青衣 

導師 胥俐萍  +  學生 林嘉敏 鴨脷洲 

導師 麥俊傑  +  學生 何國銘 荃灣 

導師 張國韶  +  學生 黃琪 觀塘 

導師 馬舒雅  +  學生 梁倩儀 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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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黎潔凝  +  學生 曾晧忻 牛頭角 

導師 黎潔凝  +  學生 曾晴忻 牛頭角 

導師 曾敏翹  +  學生 林依雯 油塘 

導師 王子瑋  +  學生 黃梓朗 葵芳 

導師 陳銘希  +  學生 黃卓淇 上水 

導師 鄧君如  +  學生 彭子灃 天水圍 

導師 甯朗嘉  +  學生 梁倚綾 荃灣 

導師 張堯軒  +  學生 陳俊民 紅磡 

導師 鍾靜純  +  學生 彭靖淋 葵興 

導師 任青駿  +  學生 黎惠思 荔枝角 

導師 陳健燊  +  學生 蔡婼韻 上水 

導師 林慧儀  +  學生 鄭鈺婷 太和 

導師 謝思晴  +  學生 李穎兒 旺角 

導師 陳靜瑜  +  學生 蘇慕晨 沙田圍 

導師 譚可欣  +  學生 彭曉誼 油塘 

導師 范軒爾  +  學生 鄭力豪 太和 

導師 何炳文  +  學生 楊佳孝 將軍澳 

導師 葉盈枝  +  學生 蔡明格 西環 

導師 劉敬昌  +  學生 曾東好 粉嶺 

導師 馮子晴  +  學生 謝泳珊 大埔 

導師 尹麗儀  +  學生 李美恩 深水埗 

導師 朱嘉賢  +  學生 施堃熙 荃灣 

導師 袁耀良  +  學生 周泳瑩 青衣 

導師 潘巧賢  +  學生 鄒雯欣 大埔墟 

導師 石然  +  學生 陳麗媛 荔枝角 

導師 張嘉嘉  +  學生 周峻名 天水圍 

導師 龍紀樂  +  學生 黃潔 上水 

導師 陳雋穎  +  學生 馮駿禧 元朗 

導師 朱文龍  +  學生 羅駿鵬 屯門 

導師 陳國強  +  學生 何靖熙 大埔 

導師 郭寶晴  +  學生 陳雨虹 葵芳 

導師 林治晴  +  學生 陳嘉文 觀塘 

導師 鍾思思  +  學生 陳覺聖 荔枝角 

導師 黃佩玲  +  學生 鄭嘉林 天水圍 

導師 蘇民皓  +  學生 呂曼丹 九龍灣 

導師 陳穎郴  +  學生 江俊莹 馬鞍山 

導師 葉麗明  +  學生 唐財豪 大圍 

導師 唐憲遵  +  學生 利莉 黃大仙 

導師 陳嘉欣  +  學生 陳茈瑜 葵涌 

導師 陳圓  +  學生 鍾楚兒 大圍 

導師 李嘉輝  +  學生 譚彩霞 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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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范巧凝  +  學生 錢程美 佐敦 

導師 石淦銘  +  學生 葉謦瑋 大埔 

導師 李曉霞  +  學生 何玥曈 石硤尾 

導師 楊紅新  +  學生 梁梃軒 鑽石山 

導師 林清泉  +  學生 湯信華 何文田 

導師 莊睿  +  學生 歐家榮 九龍城 

導師 阮子健  +  學生 黃正康 奧運 

導師 王彥鈞  +  學生 黃文俊 九龍灣 

導師 劉芊蕊  +  學生 鄧海琳 九龍灣 

導師 胡瀞云  +  學生 陳皓熈 馬鞍山 

導師 羅天佑  +  學生 余嘉寶 荃灣 

導師 李慧芬  +  學生 何梓琪 葵興 

導師 林捷  +  學生 何穎琳 坑口 

導師 林捷  +  學生 何穎妍 坑口 

導師 陳欣琪  +  學生 石佳瀧 慈雲山 

導師 伍運鴻  +  學生 郭麗珠 九龍灣 

導師 林成銳  +  學生 莊俊豪 秀茂坪 

導師 李德琛  +  學生 張穎嬅 觀塘 

導師 廖晓美  +  學生 吳君麟 屯門 

導師 李艷群  +  學生 吳凱鏞 九龍城 

導師 李艷群  +  學生 吳凱瑭 九龍城 

導師 黃智禮  +  學生 甘紫烽 粉嶺 

導師 胥俐萍  +  學生 張珈裕 鰂魚涌 

導師 劉雪英  +  學生 林雅婷 旺角 

導師 陳詠深  +  學生 陳若晴 牛頭角 

導師 唐爾嫺  +  學生 翁珮琪 石硤尾 

導師 馮曉澄  +  學生 黃浩誠 觀塘 

導師 馮曉澄  +  學生 黃浩朗 觀塘 

導師 尹俊禧  +  學生 池睿琳 太和 

導師 詹秀君  +  學生 吳穎彤 天水圍 

導師 林捷  +  學生 楊俊傑 觀塘 

導師 
黃珈裕 Hayden 

Wong 

 
+  學生 葉伶俐 大埔 

導師 曾瑩心  +  學生 陳奕年 大埔 

導師 劉政笙  +  學生 古可怡 太子 

導師 閻紫蘭  +  學生 譚寶儀 九龍塘 

導師 林燕  +  學生 林志亮 上水 

導師 陳綺婷  +  學生 勞羨熙 黃大仙 

導師 陳勝傑  +  學生 謝浩賢 大圍 

導師 郭曉茵  +  學生 黃智超 九龍塘 

導師 張倬僖  +  學生 張迦欣 粉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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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吳希汶  +  學生 陳智文 觀塘 

導師 羅芷茵  +  學生 陳嘉俊 堅尼地城 

導師 羅芷茵  +  學生 陳嘉楠 堅尼地城 

導師 譚佩欣  +  學生 張芷茵 大角咀 

導師 朱韻之  +  學生 葉美寶 青衣 

導師 徐芷瑩  +  學生 李芯檑 觀塘 

導師 吳倬毅  +  學生 梁鈺彤 觀塘 

導師 吳倬毅  +  學生 梁健基 觀塘 

導師 鄭兆宸  +  學生 倫港慶 九龍城 

導師 劉穎怡  +  學生 何浩熙 屯門 

導師 黃孜杰  +  學生 霍浩輝 長沙灣 

導師 鄭嘉儀  +  學生 余嘉茵 朗屏 

導師 羅婉雯  +  學生 祁莉妮 沙田 

導師 羅婉雯  +  學生 祁莉婉 沙田 

導師 薛詠琦  +  學生 黃施霖 元朗 

導師 葉穎瑜  +  學生 陳樂詩 彩虹 

導師 吳家豪  +  學生 陳樂錕 彩虹 

導師 杜尹暄  +  學生 葉濤瑋 將軍澳 

導師 楊彩玉  +  學生 韓欣彤 深水埗 

導師 鄭宜容  +  學生 吳俊皓 將軍澳 

導師 梁柏琦  +  學生 楊廸希 元朗 

導師 黃詩敏  +  學生 余立文 大圍 

導師 鄧偉平  +  學生 胡泳欣 佐敦 

導師 譚思敏  +  學生 許靖昕 石硤尾 

導師 吳燦民  +  學生 莊景喬 兆康 

導師 鄺卓琳  +  學生 蕭銘烔 九龍城 

導師 葉家慧  +  學生 冼小渝 大圍 

導師 葉鎮輝  +  學生 謝芷晞 大圍 

導師 周禮恆  +  學生 吳若珊 馬鞍山 

導師 謝子諾  +  學生 鄭駿軒 坑口 

導師 柯欣婷  +  學生 黎心柔 坑口 

導師 曾禧華  +  學生 陳焜塬 觀塘 

導師 陳俊德  +  學生 莊柏滌 油麻地 

導師 施懿珊  +  學生 張曉君 筲箕灣 

導師 許梓庭  +  學生 李雅瑩 葵芳 

導師 謝彤  +  學生 麥浩霖 粉嶺 

導師 李盈  +  學生 陳柔妃 油塘 

導師 温玉芝  +  學生 李振銘 粉嶺 

導師 林子晴  +  學生 吳梓鋒 秀茂坪 

導師 陳鎮浩  +  學生 Naveed 土瓜灣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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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雪中火︰教結他如透爐生火》 —— 結他班義師 何勁熙 

 

有朋友問及在陳校長那裡義教，會關注義教有何得著。做義工本就不冀望有什麼特別的回報，

只是當你認真的做、持續的做，倒是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 

 

義教音樂，好比到郊外燒烤。在郊野公園或海邊的燒烤區內燒烤，確是我們一代人的回憶，重

點是要靠自己生火的那種，相信今天已比較少人選擇，都轉為到燒烤場享用所謂的「殘廢餐」

了。因為往往要自己扛著超重的食物和木炭，還有食水、燒烤叉等用具（有些傻佬當然還會背

著結他），上山下海，並且要花好一段時間與功夫，在石屎爐中「透」火，假日還要預先霸位，

下雨時更要封爐躲避，整個過程是多麼艱辛，多麼需要耐性。 

 

燒烤得須先生火。要成功生出一個「靚」火，首先要在爐中搭建木炭，做出一個結構平穩又通

氣的架，然後才可進行透火。吹氣送風的力度要剛柔並重，太大生怕吹熄速度，太小又沒有效

果。你也需要持之以恆，不斷送風，時而口吹，時而撥報紙，力度的控制，時機的掌握，確實

需要一定能耐。最興奮的一刻，莫過於火種剛剛燃起火光的瞬間，並且知道藉著好的木炭構架，

火會從此愈燒愈旺。當燒烤正式開始，烤著，聊著，笑著，結他響著，大家唱著，便是一晚。 

 

義教學生結他，同樣地，也是燃點起他們心中對音樂的那團火的一刻，最令我感動。學生在平

日的課上鍛練基本功，學習樂理，鑽研指法掃法，學會賞析樂曲，就是在搭建那個平穩而又通

氣的木炭架。學生心裡，起初都只是一個火種，點火後要持續地吹進空氣，不斷引領，剛柔並

濟，才成為一束火苗。見證著學生心裏的那團火怦然燃起，並且愈趨旺盛，這也許就是對義師

最大的回報吧。 

 

學生能夠燃起心中那團火，除了為自己找到前進目標和方向外，也同時能照亮其他人。曾經有

學生上結他班畢業後，回陳校長這裡義教自己擅長的樂器，令更多的孩子受惠。薪火相傳，總

讓人感到希望所在，教人感動萬分。 

 

在陳校長舉辦的活動中，也不乏學生表演和學習分享。他們敢於接受挑戰在台上表演，將台下

努力鍛練的成果展現出來，已是一種對義師最好的回饋。學生分享時毫不忌諱，面對觀眾敢說

出心底對義師的感謝之言，是成熟的表現，義師看到他們的成長，心中倍感欣慰。 

 

義教有何得著？大概就是學生們帶給我一次又一次的感動吧！ 

(4 月號起一連三期刊載結他班義師何 sir 的心聲文章，今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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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鳴謝 
 
謹向以下善長致謝，多謝他們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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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Yee Ting 月捐 300.00 

Lun Yu Ka 月捐 3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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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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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Yuen Ping 865.00  

Chang Chung Kui 20,000.00  

Cheng Chi Yip 200.00  

Cheung Yuk Ching 200.00  

Ho Ka Yue Joseph Ralph 2,000.00  

Hui Kit Yee Carrie 100.00  

Ip Lan Choi 2,000.00  

Marco Pavia 300.00  

Miss Tong Mei Tak 100.00  

Mr. Chong Ching Yin, Jackie 100.00  

STEAMaker/ MakerBay  420.00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405,600.00  

Wellmake Investments Limited 27,210.00  

Wong Pui Man 300.00  

Wong Wai Kei 100.00  

Yuen Tsui Ying & Lu Wing Yee Wayne 50,000.00  

周欣欣 1,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