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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各位朋友： 

 

補天義師可能是全世界最寂寞的義工！由於義補是一對一的，義師並沒有一起工作的伙伴。為

義補所付出的時間與心血，除了補習的學生及其家長之外，也沒有其他人看見。如果自己不說，

就連「補天義師」這個身份，也沒有什麼人知道。沒有伙伴，沒有觀眾。得不到讚美，聽不見

掌聲。這就是補天義師，可能是全世界最寂寞的義工。 

 

因為寂寞，所以偉大。義師無名無利，但有關懷基層孩子的善良；義師無權無勢，但有追求教

育平等的公義。正是憑著這一份善良和公義，補天義師能夠而且樂意忍受寂寞，默默堅持。三

個月，六個月，一年，五年，八年……，陪伴扶持成千上萬的基層孩子，追趕學習的目標，追尋

人生的夢想。 

 

為了向義師表達敬意，我們在「補天敬師月」推出一系列向義師致敬和感謝的活動，如贈送由

Beans café 捐印，由學生和家長親筆寫的敬師卡，舉行免費敬師聚餐等等。我們希望義師知道，

即便你可能是世界上最寂寞的義工，但你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整個補天團隊都在你的背後，

所有補天義師都在你的身邊！感謝義師！向你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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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1.) 7 月 5 日 － 義師常識實驗體驗日 

感謝高效 STEM 教室、有為書店對補天的支持，為

補天義師舉辦了「常識科動手做實驗」體驗日，讓

義師們能夠接觸創新教學，日後再為補天學生提供

免費科學課程。 

 

2.) 7 月 8 日 － 戲劇欣賞 

我們帶領補天學生觀賞戲劇及進行工作坊，從中

引導他們建立積極正面的價值觀。 

 

 

3.) 7 月 16 日 － 圍棋體驗日 

圍棋作為中國傳統四藝之一，對提升個人修養十分有

幫助。補天暑期實習生主持圍棋體驗日，教授學生圍

棋的禮儀和基本規則，希望幫助他們發掘新的興趣。 

 

 

4.) 7 月 17 日 － 綠活地圖探索導賞團 

補天學生與義工一同參與「綠色生態 - 綠活地圖探索

導賞團」活動，齊齊遊覽郊野公園，沿途認識有趣植物，

提高保育自然環境和生態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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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月 19 日 － 生命體驗 

感謝賽馬會生命‧歷情體驗館招待，讓我們

的學生透過遊戲體驗人生旅程，從中反思

與家人的溝通方式、珍惜時間和尊重長者。 

 

 

 

 

6.) 7 月 25 日 － 小小攀石家 

我們帶領一班補天學生挑戰室內攀石場，在資深教練

的指導下初嘗攀石樂趣，從而培養小朋友勇於嘗試、

克服困難的堅毅精神！ 

 

 

7.) 7 月 28 日 － 科學園暑假遊學團 

補天一班學生和義工們一同參觀香港科學園和參與

STEM 活動，搜集材料自製小車和小船，感受科學玩味。 

 

 

 

8.) 7 月 28 日 － 參觀香港嘉里酒店 

補天學生和義工們一同參觀香港嘉里酒店，了解酒店

行業的運作。同學們更在酒店專業廚師指導下，齊齊

化身小廚神炮製美食。 

 

 

9.) 7 月 － 愛無窮盃 

由補天主辦一年一度的香港青少年三人籃球公開

賽「愛無窮盃」，今年假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舉行。

在知行慈善基金冠名贊助及擔任義務籌委的甲一

球員劉子健先生帶領下，除有 100 隊隊伍參賽，

我們亦為學生提供籃球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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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學生人數：13,812 人    

義師人數：12,692 人    

配對總數：11,514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18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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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麗 王詠嵐 伍家榮 朱卓銳 朱惠娟 江依諾 何仲軒 何恬穎 

余樂軍 吳宣晉 吳碧蓮 李善行 李靜恩 林朗生 施境渝 洪子樂 

倪銘樂 倪諾瑤 徐紫筠 袁知行 馬敬茵 高琛 區茵婷 張殷怡 

張健輝 張傲霜 張耀鋒 梁家豪 梁梓健 許依晴 郭耀豐 陳沅蔚 

陳凱盈 陳翠琪 陳慧恩 陳樂心 陳曉鈴 陳穎欣 麥子君 黄淑華 

傅玉章 曾芷喬 曾婉兒 游一鳴 馮子軒 馮寶珍 黃凱欣 黃詠兒 

黃諾澄 楊國威 楊晞雪 葉美景 葉景榮 葉雅雯 鄒芷珊 雷敏莊 

廖寶兒 熊志洪 蒙俊廷 趙沛聰 劉秀煥 劉庭 劉晉良 劉國宏 

劉維文 歐君成 蔡汶希 蔡凌玥 蔡博瀚 衛俊丞 鄭穎心 黎以蓁 

黎杰 黎彩鸞 霍景昇 謝巧怡 羅享裕 譚希琳 關燚鑫 嚴以律 

蘇文堅 蘇明理       

 

截至 2018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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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蕙芳 何少挺 何家欣 何偉倫 何碧之 余啟祥 吳忻珏 吳芷琦 

吳豪峰 李文傑 李剛信 李家怡 李惠儀 李裕树 李嘉欣 李樂遙 

李穎麟 周晉曦 周艷儀 招康平 林子健 林芝蘭 林穎恩 洪浩洋 

馬淑儀 張華峪 梁亦軒 梁家榕 梁嘉莉 梁穎雯 章訓蘭 連永佳 

郭芷珊 郭晨希 郭瑞森 陳珮儀 陳淑嬪 陳凱特 陳凱德 陳惠娟 

陳焯輝 陳銘麒 陳鳳媚 陳慧玲 陳慧敏 陳鎧欣 陳耀袓 麥巧如 

麥佩雄 麥穎君 馮英豪 馮惠蓮 馮焯琪 馮碧儀 黃施欣 黃嘉盈 

黃熙業 黃錦洳 葉海舟 葉嘉錡 鄒潔儀 鄔健朗 趙慧妍 劉詩宇 

樊芷琳 歐傑朗 歐陽展顥 潘嘉儀 潘寶華 鄧傑文 鄭宛桐 鄭芷喬 

黎同博 錢颺 駱耀豪 韓梓浩 藍彥晴 羅章 關志輝 蘇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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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卞文蘭 孔智灝 方惠妍 王昊軒 王明 王昱盛 王紀妍 王景俊 

王嫚琪 王澤深 司徒禮梵 布朗希 任佩娟 朱瑋璋 老敏婷 何欣庭 

何芷珊 何芷翹 何曼鈴 何錦璇 何鑑庭 余芷其 余柏穎 余慧婷 

吳力宏 吳心怡 吳佩姿 吳倬言 吳家瑋 吳智浩 吳葦晴 吳嘉穎 

吳綺庭 吳慧婷 呂詠詩 呂嘉樂 呂嘉賢 宋康明 李文 李文政 

李卓凝 李建鈺 李珍妮 李倩妮 李家皓 李晞蕾 李梓齐 李焯瑩 

李嘉琪 李德霖 李樂民 李駿軒 李雙怡 李藹霖 杜劭澄 杜俊言 

杜澄兒 阮晞曈 冼卓恩 卓學帆 周百成 周俊宏 周家琳 周家誠 

周展弘 周浩輝 周詩晴 林丹妮 林君栢 林泠泠 林芷澄 林夏丽 

林浚傑 林雅儀 林瑞祺 林鈺燕 林燕梅 侯穎心 姚秋如 施曉澄 

柳蔚濠 胡秀林 胡聶波 范峻誠 孫潁旻 袁偉仁 袁穎琪 馬詠詩 

高瑋彤 區敏綾 區穎琦 區蕙冰 張妍德 張志彬 張思彤 張源亨 

張綉婧 張嘉希 張鍶敏 戚銳亨 敖樂儀 梁永恩 梁炳濂 梁浩程 

梁健忠 梁梓銘 梁皓渭 梁詠琳 梁劍雄 梁穎欣 梁諾嘉 梁瀛家 

梁鐧欣 梁灝鈿 莊翠欣 許竹娜 許國璋 許漢銘 陳小龍 陳天藍 

陳少媛 陳佩玲 陳佩雯 陳明傑 陳冠羲 陳建諭 陳健聰 陳梓進 

陳順霞 陳瑞亮 陳遠強 陳曉嵐 陳璟峰 陳艷娥 陸卓熙 陸頴愉 

麥可欣 麥芷君 彭巧雯 彭梓俊 彭曉煊 曾憲麒 曾穎怡 湯威 

湯顥泓 程埻力 黃子勇 黃文浩 黃家怡 黃善朗 黃智勤 黃渝斐 

黃睿 黃慧 楊凱喬 楊斯雅 楊嘉妍 溫德建 溫應龍 葉宏量 

葉穎儀 詹曜華 廖卓妍 廖美枝 甄詠賢 趙啟彤 趙榮耀 劉安盈 

劉芷荺 劉祉瑩 劉凱晴 劉詠琛 劉詠琦 劉逸秋 劉德楷 劉曉怡 

潘靜姻 蔡希雯 蔡雨薇 蔡尉蔚 鄧睿樑 鄭柏賢 鄭敏 鄭凱盈 

鄭皓翔 鄭靄文 黎嬋 蕭懿霖 鍾詠珊 韓文竣 簡文雅 羅元吉 

羅弘昊 羅兆泰 羅雪欣 羅善寧 羅超傑 譚思傑 譚美梅 譚詠斯 

譚煥美 譚慧嫻 關靜儀 嚴晞蓓 蘇祖耀 蘇凱盈 Khan, Urooj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本月新增配對及完成初次會面 (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導師 黎梓奕 +  學生 馮芷瑤 南昌 

導師 林清泉 +  學生 陳嘉樂 太子 

導師 梁芷熒 +  學生 梁嘉桁 粉嶺 

導師 顏慧盈 +  學生 陳治翰 沙田 

導師 徐嘉熹 +  學生 程卓楠 太子 

導師 鄧荣軒 +  學生 江建鵬 長沙灣 

導師 梁穎童 +  學生 葉鍶晴 葵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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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王燕霞 +  學生 伍樂騫 葵涌 

導師 王燕霞 +  學生 陳嘉杰 葵涌 

導師 周亦晞 +  學生 余承彥 荃灣 

導師 何沛君 +  學生 林詩婷 薄扶林 

導師 陳加峯 +  學生 梁富松 樂富 

導師 蔡文凱 +  學生 郭浩程 荃灣 

導師 楊雪晴 +  學生 黎恩杉 上水 

導師 梁卓衡 +  學生 江偉諾 荃灣 

導師 梁珈誦 +  學生 楊靖 大埔 

導師 張秀琼 +  學生 陳靜鋒 柴灣 

導師 張沛知 +  學生 薛子朗 天水圍 

導師 張淑敏 +  學生 吳詩咏 奧運 

導師 許倬昕 +  學生 葉浩鈞 元朗 

導師 馮敏之 +  學生 周卓穎 新蒲崗 

導師 邱君浩 +  學生 劉運興 觀塘 

導師 陳蕙嫺 +  學生 羅梓瓊 樂富 

導師 鄺文心 +  學生 李樂怡 九龍灣 

導師 郭莉珊 +  學生 林欣怡 觀塘 

導師 謝子諾 +  學生 鄭雪欣 坑口 

導師 趙恆 +  學生 梁嘉穎 九龍城 

導師 梁偉澤 +  學生 石浪麒 觀塘 

導師 張子康 +  學生 黃卓瀅 黃大仙 

導師 呂峰 +  學生 劉勇承 屯門 

導師 曾嘉熙 +  學生 林芷童 大圍 

導師 張鈺琳 +  學生 李榕琪 將軍澳 

導師 譚錦茵 +  學生 區芷淇 荔枝角 

導師 黨莉嵐 +  學生 陳𤋮堯 藍田 

導師 楊婉瑩 +  學生 張冠翹 北角 

導師 黃圓圓 +  學生 謝秀瑩 奧運 

導師 林嘉欣 +  學生 陳梓欣 葵涌 

導師 劉素冰 +  學生 蕭天恩 天水圍 

導師 陳欣琪 +  學生 鄭豪 慈雲山 

導師 王澤深 +  學生 蔡軒瀅 粉嶺 

導師 黎可柔 +  學生 楊灝朗 荃灣 

導師 梁栢誠 +  學生 吳享順 黃大仙 

導師 胡麗琪 +  學生 盧紫晴 屯門 

導師 吳家穎 +  學生 林美螢 樂富 

導師 潘宇燦 +  學生 柳成恩 觀塘 

導師 鄧皓廷 +  學生 趙陽薪 灣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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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黃智勤 +  學生 鄧穎怡 鴨脷洲 

導師 王可穎 +  學生 利梓聰 荃灣 

導師 潘曉虹 +  學生 楊鴻豐 油塘 

導師 曾憲麒 +  學生 孫楠 觀塘 

導師 陳偉堂 +  學生 鄧俊傑 深水埗 

導師 陳家欣 +  學生 許曉琪 油塘 

導師 陳恩橋 +  學生 李子珊 深水埗 

導師 麥旭昇 +  學生 利重明 天水圍 

導師 關孟航 +  學生 徐智霖 沙田 

導師 關孟航 +  學生 徐智浩 沙田 

導師 梁劍康 +  學生 謝智軒 大角咀 

導師 鄧瑋妍 +  學生 劉雅瀅 葵涌 

導師 林紀彤 +  學生 葉文權 屯門 

導師 何卓樂 +  學生 吴芷晴 香港仔 

導師 黎蕙瑤 +  學生 侯廷熹 元朗 

導師 蘇浩彬 +  學生 周彥君 大埔 

導師 王愷喆 +  學生 駱俊亦 大埔 

導師 季映文 +  學生 郭鈺妍 大埔 

導師 季映文 +  學生 郭浩瀚 大埔 

導師 吳志聰 +  學生 何智霖 坑口 

導師 盧俊希 +  學生 吳嘉欣 大圍 

導師 姚淑怡 +  學生 楊嘉宜 寶琳 

導師 葉躒漫 +  學生 黃沅蕎 屯門 

導師 尹子樂 +  學生 林浩均 旺角 

導師 黃麗玉 +  學生 林嘉琦 將軍澳 

導師 葉碧玲 +  學生 黃嘉晴 沙田圍 

導師 鄭敏 +  學生 何國銘 荃灣 

導師 區敏綾 +  學生 李煒汶 九龍塘 

導師 游文懿 +  學生 李雨晴 筲箕灣 

導師 吳朗珊 +  學生 劉伊川 奧運 

導師 謝麗芬 +  學生 陳佩詩 觀塘 

導師 王鈺榕 +  學生 張汶睿 紅磡 

導師 褚文浩 +  學生 梁德宙 屯門 

導師 鄭世和 +  學生 黃鶴鳴 鰂魚涌/太古 

導師 鍾婉琪 +  學生 周希彤 天水圍 

導師 尹政棟 +  學生 范子聰 天水圍 

導師 伍明璇 +  學生 黃子軒 青衣 

導師 趙曼瑩 +  學生 黎梓琪 元朗 

導師 莫啓賢 +  學生 周燕玲 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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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陳嘉欣 +  學生 趙家慧 大角咀 

導師 譚慧嫻 +  學生 陳乃澤 旺角 

導師 譚思穎 +  學生 彭偉恩 沙田 

導師 何詩敏 +  學生 梁镁怡 荔枝角 

導師 何詩敏 +  學生 梁梓怡 荔枝角 

導師 譚家傑 +  學生 賴秋霖 沙田 

導師 廖约克 +  學生 李樂富 深水埗 

導師 關靜儀 +  學生 葉彤欣 觀塘 

導師 陳立仁 +  學生 周夏愉 深水埗 

導師 周小月 +  學生 梁思語 深水埗 

導師 黃敏儀 +  學生 柳朗霆 九龍城 

導師 陳艷娥 +  學生 雷雷 荃灣 

導師 譚可欣 +  學生 周芷妃 牛池灣 

導師 周劻鳴 +  學生 陳梓鋒 馬鞍山 

導師 林麗珊 +  學生 陳銘謙 深水埗 

導師 吳智浩 +  學生 劉哲欣 調景嶺 

導師 許竹娜 +  學生 李濟宏 荔枝角 

導師 杜劭澄 +  學生 雷依琳 荃灣 

導師 杜劭澄 +  學生 雷芷晴 荃灣 

導師 劉亭峰 +  學生 向森森 天水圍 

導師 潘凱廸 +  學生 周蓮中 粉嶺 

導師 黎嬋 +  學生 黃鑫冰 葵興 

導師 區穎琦 +  學生 劉逸東 土瓜灣 

導師 李文 +  學生 蕭钲涵 天水圍 

導師 鄭凱盈 +  學生 余海韻 小西灣 

導師 李焯瑩 +  學生 鄧宛諭 紅磡 

導師 袁建東 +  學生 張杰豐 金鐘 

導師 劉悅琪 +  學生 江玉叶 葵芳 

導師 何欣庭 +  學生 陳慧妍 九龍灣 

導師 夏鎵惠 +  學生 吳愷鑫 將軍澳 

導師 劉勵君 +  學生 陳峻宇 深水埗 

導師 陳曉晴 +  學生 周熙宜 馬鞍山 

導師 陳偉嘉 +  學生 陳偉昊 太古 

導師 譚家傑 +  學生 張湲娉 沙田 

導師 蘇竟邦 +  學生 吳子韜 牛頭角 

導師 施長滿 +  學生 馮棠然 葵涌 

導師 歐陽志雄 +  學生 江穎欣 香港仔 

導師 吳嘉穎 +  學生 馮宛琳 深水埗 

導師 彭梓峰 +  學生 何國安 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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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黃子昌 +  學生 劉寶榮 九龍灣 

導師 林毅 +  學生 陳劻狄 黃大仙 

導師 蕭懿霖 +  學生 黃煜棋 葵芳 

導師 麥芷君 +  學生 江熹桐 大角咀 

導師 黃君奇 +  學生 李欣彤 葵芳 

導師 黃君奇 +  學生 李敬謙 葵芳 

導師 林點怡 +  學生 黃亮烯 紅磡 

導師 李淳軒 +  學生 蘇成鋼 屯門 

導師 黃雪雯 +  學生 曾晧忻 牛頭角 

導師 陳瑋芝 +  學生 黃月崇 油塘 

導師 任曉琳 +  學生 陳詩薇 上水 

導師 黃德穎 +  學生 熊蔚婷 油塘 

導師 邱家寶 +  學生 梁鳴浚 大埔 

導師 鍾家敏 +  學生 馬嘉琳 九龍城 

導師 楊斯雅 +  學生 孫雯鎣 觀塘 

導師 李卓凝 +  學生 詹學琳 上水 

導師 戚銳亨 +  學生 譚偲茵 上水 

導師 劉章池 +  學生 陳俊熙 荔枝角 

導師 黄淑華 +  學生 陳明欣 深水埗 

導師 張偉堅 +  學生 莫家寶 美孚 

導師 秦瑞麟 +  學生 郭登升 香港仔 

導師 鄧卉琪 +  學生 鄧春宇 秀茂坪 

導師 黃莉鈞 +  學生 彭曉誼 將軍澳 

導師 李雙怡 +  學生 許嘉婷 北角 

導師 李詠儀 +  學生 何翎令 大圍 

導師 譚頴濂 +  學生 黃泳恩 大角咀 

導師 譚頴濂 +  學生 黃永逸 大角咀 

導師 李倩妮 +  學生 程卓盈 樂富 

導師 黃文浩 +  學生 楊宸糧 藍田 

導師 任佩娟 +  學生 趙君禧 葵涌 

導師 鄧菀瑋 +  學生 黃宇君 觀塘 

導師 鄧睿樑 +  學生 張皚儀 長沙灣 

導師 黎梓奕 +  學生 張慧妍 佐敦 

導師 李蘭芳 +  學生 林欣恩 荃灣 

導師 周百成 +  學生 張思盈 旺角 

導師 蘇凱盈 +  學生 謝昕燁 大圍 

導師 麥可欣 +  學生 楊甜甜 樂富 

導師 羅善寧 +  學生 金語嫣 馬鞍山 

導師 梁永恩 +  學生 姜又嘉 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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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劉逸秋 +  學生 黄泽民 荃灣 

導師 張嘉希 +  學生 蘇家善 沙田 

導師 李藹霖 +  學生 鄧海娟 元朗 

導師 王子鈺 +  學生 葉迎春 油塘 

導師 劉誠謙 +  學生 陳朗婷 西營盤 

導師 吳力宏 +  學生 呂汶樂 荔枝角 

導師 周展弘 +  學生 趙棋煒 深水埗 

導師 陳少媛 +  學生 陳靜婷 天水圍 

導師 陳少媛 +  學生 陳靜愉 天水圍 

導師 陳美芳 +  學生 韓子旻 兆康 

導師 蘇祖耀 +  學生 張皓汶 長沙灣 

導師 阮晞曈 +  學生 楊博文 大圍 

導師 吳家瑋 +  學生 曾巧瑩 荃灣 

導師 何曼鈴 +  學生 鞠菁儀 天水圍 

導師 王景俊 +  學生 陳尚豊 鑽石山 

導師 陳康霖 +  學生 陳姿彤 筲箕灣 

導師 梁灝鈿 +  學生 陳歡欣 鰂魚涌 

導師 黃子穎 +  學生 湯雯伊 旺角 

導師 吳佩姿 +  學生 招廷謙 馬鞍山 

導師 嚴晞蓓 +  學生 王燦光 黃大仙 

導師 胡秀林 +  學生 鄭壑臻 藍田 

導師 周浩輝 +  學生 黃子進 九龍塘 

導師 譚美梅 +  學生 卓梓煒 將軍澳 

導師 陳瑞亮 +  學生 謝天恩 九龍灣 

導師 卓學帆 +  學生 吳雅雯 黃大仙 

導師 黃善朗 +  學生 黎治軒 九龍灣 

導師 陳佩雯 +  學生 蔣美喬 屯門 

導師 鄭凱盈 +  學生 李雪蓮 鰂魚涌 

導師 曾蕙婷 +  學生 潘嘉欣 沙田 

導師 敖樂儀 +  學生 何欣螢 九龍灣 

導師 敖樂儀 +  學生 何朗逸 九龍灣 

導師 周家琳 +  學生 黃俊華 銅鑼灣 

導師 杜澄兒 +  學生 盧嘉樂 青衣 

導師 李樂民 +  學生 王家樂 葵涌 

導師 陳曉嵐 +  學生 卓鴻良 旺角 

導師 潘凱欣 +  學生 李思敏 葵涌 

導師 劉芷荺 +  學生 楊芷盈 葵芳 

導師 許用健 +  學生 鄒宇 兆康 

導師 羅竣鍵 +  學生 關禧穎 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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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關淑英 +  學生 雷竣傑 灣仔 

導師 張庭銦 +  學生 韓磊 油塘 

導師 黃慧英 +  學生 李敏慧 荃灣西 

導師 官老師 +  學生 曾妙玲 葵興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心聲分享 

家長 學生謝淯詳 

 

首先我代表小兒謝淯詳向您們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最誠摯的謝意！ 

 

我的一家是新移民，前兩年經陳慶社會服務中心介紹，我認識了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平台，後

經職員配對與安排，我同小兒認識了義工潘惠貞老師。她利用空餘時間教導小兒，每個星期同

小兒補習一堂課。小兒是一個專注力不集中，有多動症傾向的小孩，潘惠貞老師堅持而又耐心

的教導，在這一兩年間使小兒謝淯詳的英文成績大大提升，其他科目成績也逐漸提升，連品行

也有所改善。潘老師的行為讓小兒淯詳感受到這種超越親情的關係和溫暖，讓他對學習更加充

滿熱情，在此深深感謝潘惠貞老師辛勤工作與無私奉獻，妳用那金子般的心幫助了我們這低層

貧困的孩子們，把曙光和希望帶到我們身旁，讓我們做父母鬆一口氣，不再為補習費而煩惱焦

急，使我們的生活過得有滋有味，更令我感受到香港社會的溫暖。 

 

在此更要多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平台，我真誠期望更多愛心人士加入義工隊伍中，為弱勢社

群發揮最有效的支援，傳承「新時代雷鋒精神」，將公益活動常態化，讓愛灑滿整個香港，讓更

多弱勢社群受惠。我相信他日受惠的同學，必定效法您們這種義舉，來回饋社會。 

 

善款鳴謝 
 
謹向以下善長致謝，多謝他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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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Chi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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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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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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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k Chung 180,000.00  

Chan Tak Yu 10,000.00  

Cheung Yuk Ching 200.00  

Kwok Ka Chun 150.00  

Lee Fung Ching Vivienne 5,000.00  

Leung Chung Ho 1,000.00  

Liu Yim Man 2,000.00  

Luk Ting Yan 500.00  

Millock Ltd. 10,000.00  

Miss Tong Mei Tak 500.00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63,019.75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439,913.08  

Wellmake Investments Limited 27,210.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Wai Na 2,500.00  

Yuen Fan Tsang 2,000.00  

有心人 30,000.00  

譚啟聰先生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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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銀行 乒乓球檯 1 張 

Alex So 練習 1 袋 

Ng Wing Ching Nicole 練習 1 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