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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各位朋友： 
 

  已是五年前的事了。 

那時補天還在起步的階段，鍾俊傑先生主動來總社找我，問我有什麼地方需要他幫忙。當時補

天有 2,000 名接受一對一的免費補習的學生，他們在自己的努力和義師的幫助下，一點一點地

進步著。於是我就問鍾先生能不能捐設一個進步獎學金鼓勵一下他們，鍾先生一口就答應了。 

鍾先生只是一家企業的管理人員，並不算富有。但這五年來，這個由他每年捐出近 30 萬港幣而

設立的獎學金計劃，激勵了無數勤奮的補天學生，提升了他們的自信，也幫助他們改善了學習

條件。 

 

  明年鍾先生將會退休，並且移民美國。這個以他名字冠名的獎學金也來到了最後一年了。

在此我代表補天的每一個學生和每一位同事，向鍾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謝，並祝願鍾先生移民他

鄉後的退休生活美滿如意，日子過得更加豐盛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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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1.) 11 月 3 日- Big Sister Day 藝術良藥活動 

感謝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的邀請，讓補天學生

有機會參與 Big Sister Day 藝術良藥活動，

參觀中國著名畫家、雕塑家──潘玉良先生的

展覽，了解其生平、獨特的畫作、作畫風格

的轉變等。 

 

 

2.) 11 月 3 日 - 泡泡小勇士 

感謝保信慈善基金贊助，補天學生在持牌潛水教練的指導下，體驗潛水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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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月 8 日 區義員培訓 - 第 11 場 

第 11 場區義員(分區義務聯絡員)培訓已順利舉

行，感謝出席的義工朋友！區義員的角色非常重

要，代表補天到訪各地區主持第一次師生會面，

核對師生身份及講解義補守則等，非常感謝區義

員對基層學童的無私付出！ 

 

 

 
 

4.) 11 月 10 日 綠惜樂園：天然潤唇膏製作坊 

感謝來自香港壽臣山青年獅子會的義工，讓補天

學生有機會參與天然潤唇膏製作坊，透過這次的

工作坊，學生可以親自製作潤唇膏，認識其天然

成份材料及它們的功用。 

 

 

 

 

 

5.) 11 月 10 及 17 日 - 互動英語工作坊 

感謝來自香港青年協會的青年義工，籌備和舉辦是次【互動英語工作坊】，讓補天學生透過

英文桌上遊戲、集體遊戲和卡通等等多元方法，學習英文單字以及提升對英文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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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 月 17 日 – 義師有計工作坊 - 英文教學技巧禮 

補天第 18 場義師有計工作坊以「小學英文

教學法」為主題，當日座無虛席，感謝義

師、家長及公眾人士踴躍參與。講者葉小

姐帶領參加者了解學生學習英文的困難，

並教授提高學生學習英文興趣的教學策

略。當日的精華分享片段現已上載至

YouTube，歡迎各位觀看/重溫。 

 

 

7.) 11 月 17 日 - 鍾俊傑先生獎學金 2018 面試甄選 

獎學金由善長鍾俊傑先生第五年冠名贊

助，獎勵義補後成績和表現有進步的學

生。其中中小學組金銀銅獎得主均經評審

團面試甄選，評審團由獎學金冠名贊助人

鍾俊傑先生、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義師幹

事和社會人士組成。 

 

 

 
 

8.) 11 月 24 日 – 秋季嘉年華 

感謝信願榮景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的義工，與

一眾補天學生玩集體遊戲和製作手指畫。學

生收到豐富禮物的同時，義工和學生也共渡

了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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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1 月 25 日 – 家庭照同樂日 

感謝銅鑼灣青年服務團的義工，籌備和舉辦「家庭

照同樂日」，讓補天的學生有機會透過親子小遊

戲、家庭照拍攝、小食分享，讓他們更了解對方，

建立融洽的家庭關係。 

 

 

 

 

10.) 11 月 29 日 – 電腦捐贈儀式 

謝熱心機構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對補天的支持，捐贈超過 60 部電腦予補天

學生，讓學生可以在家中進行電子學習。 

 

 

 

 

 

 

11.)  11 月 30 日 – 秋天樂悠遊 

感謝來自 Avery Dennison 的企業義工，讓

補天學生有機會親自製作風箏，給了他們發

揮創意的空間，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感受秋

天的氣息。 

https://www.bofaml.com/content/boaml/en_us/home.html
https://www.bofaml.com/content/boaml/en_us/home.html
https://www.bofaml.com/content/boaml/en_us/home.html


6 

義補現況 (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學生人數：14,763 人    

義師人數：13,273 人    

配對總數：12,255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18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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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桐 王雪儀 丘國榮 司徒清儀 朱潔茵 老藹明 何佩玲 吳子逸 

吳香如 呂峰 李芍瑩 李施明 周國駿 招康平 林君玉 林志光 

林逸晞 施曉峰 唐廣源 張素君 張錦銘 梁泰然 梁凱嵐 梁楚鋒 

許雅婷 郭泳霖 郭淑賢 陳可欣 陳保昕 陳嘉恩 陳慧儀 陳曉芳 

陳穎珊 黄思敏 曾順暐 馮兆敏 黃家儀 黃偉強 黃彩文 黃皓軒 

黃嘉韻 黃廣惠 楊蕙怡 雷寶怡 劉熹 鄭泳珊 鄭穎君 黎嘉威 

戴曦慧 鄺曉茵 羅正心 譚熙活 蘇志誠 蘇俊文 蘇瑋珊 龔浩江 

 

截至 2018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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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峰 江思蓓 何志豐 何秀儀 何家慧 何浩芊 何曉憧 佘君兒 

余永康 余蕙君 吳芷欣 吳若嵐 吳陳思慧 吳樂熙 呂立基 呂善童 

宋國匯 岑佩芝 李子杰 李玉滿 李冰红 李東 李芷珊 李芷茵 

李芷慧 李樂兒 車曉敏 周志康 周震東 林宇慧 林卓瑤 林浩楊 

林浩賢 林惠嬋 林燕 施長滿 胡嘉琪 倪嘉傑 夏鎵烯 秦善衡 

馬家雯 張德怡 張顯奇 梁小群 梁百川 梅宇軒 莫琬湄 陳巧殷 

陳樂鈴 麥荻文 曾韻琴 馮美蘭 黃姍姍 黃采寧 黃淑華 黃鍵滔 

楊曉雯 楊蕙怡 葉慕玲 甄樂兒 趙俊熙 鄭惠之 鄭雅賢 鄭翹欣 

蕭智文 褟偉就 駱綺文 謝藹婷 羅天尉 譚振威 譚羨昌 龔翠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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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 

王美恩 甘頌文 申慧琪 伍藹妍 朱樂文 何子埸 何子賢 何英傑 

何衍衡 何偉杰 余尚娬 余楚薇 吳子華 吳天穎 吳淑儀 呂麗莉 

李以茵 李向輝 李志明 李明慧 李爾庭 李樂怡 李穎怡 李禮江 

冼小東 周葆文 屈善恩 林志雲 林泓貝 林嘉雯 林億群 林曉淇 

林樹綱 邵垣英 姚慧敏 施楚翹 洪淑利 翁適存 袁林風 馬偉成 

馬德仁 區詠彥 區嘉珞 張巧恩 張宇琛 張卓綸 戚務信 梁妙平 

梁建熙 梁傲然 梁霈琪 梁穎思 莫皓欣 許宇靖 郭妍希 郭煒琳 

陳亦柔 陳先生 陳宇穎 陳彥曉 陳思思 陳恒恩 陳若望 陳浩文 

陳敏君 陳敏莉 陳雅妍 陳裕 陳耀彤 陳靉彤 麥愛群 曾杰濤 

温舒珺 覃挺逸 馮小惠 馮崇輝 馮靜嫻 黃仲良 黃妙珠 黃倩珩 

黃家煒 黃偉民 黃寶怡 楊宗善 楊健東 楊智傑 楊銘曦 葉子涵 

葉沛輝 葉佩玲 滕廣懋 潘倩婷 潘樂平 蔡俊彥 蔣子瑜 鄧鄧鄧 

鄭宜軒 鄭淑貞 鄭詠彤 鄭頌欣 黎俊謙 黎倩婷 盧敏 駱志雯 

戴友發 鍾欽强 鍾楚雯 鍾影雅 羅偉基 譚焮 關國坤 
 

Jamie Chan Marina Peline Mugdha Karanjekar Ng Ho Ying 
 

Wong Hang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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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0 日) 

導師   譚眉安 +  學生 譚淑儀 北角 
 
導師   葉俊銘 +  學生 郭浩程 荃灣 

導師   陳詠詩 +  學生 林思 葵芳 
 
導師   傅德輝 +  學生 黃麗珠 大圍 

導師   陳煥明 +  學生 陳梓軒 西環 
 
導師   邵鈞泰 +  學生 鄺泓熾 西環 

導師   黎兆泰 +  學生 彭泗瀚 九龍塘 
 
導師   張銘儀 +  學生 吳銘謙 荃灣 

導師   趙必輝 +  學生 吳祺斌 黃大仙 
 
導師   歐陽兆禧 +  學生 趙悅琳 九龍塘 

導師   許慷榕 +  學生 郭芷盈 坑口 
 
導師   余雅娗 +  學生 梁熙晴 坑口 

導師   鍾敏婷 +  學生 黎心怡 粉嶺 
 
導師   林子銳 +  學生 莊浩龍 秀茂坪 

導師   吳慧賢 +  學生 王樹敏 葵芳 
 
導師   關兆瑛 +  學生 林嘉浩 坑口 

導師   王欣 +  學生 魏應天 石硤尾 
 
導師   劉駿廷 +  學生 黃梓灝 屯門 

導師   劉家俊 +  學生 吳俊筵 紅磡 
 
導師   王明 +  學生 曹天恩 青衣 

導師   李仰廉 +  學生 陳樂錕 彩虹 
 
導師   蔡穎妍 +  學生 馮聖婷 黃大仙 

導師   鄺文心 +  學生 林夏子 九龍灣 
 
導師   馬信陵 +  學生 譚永俊 秀茂坪 

導師   沈旖曼 +  學生 施佳豪 紅磡 
 
導師   胡智仁 +  學生 文澤國 油麻地 

導師   潘倩茹 +  學生 林錫源 油麻地 
 
導師   車卓君 +  學生 蘇浩嘉 九龍灣 

導師   鳳樂庭 +  學生 唐浚瑋 秀茂坪 
 
導師   袁雋殷 +  學生 蔡景熙 大圍 

導師   蘇偉信 +  學生 張偉杰 荃灣 
 
導師   麥穎欣 +  學生 張愷恩 元朗 

導師   鄧宏安 +  學生 張嘉熙 牛頭角 
 
導師   張改玲 +  學生 何曉峰 香港仔 

導師   陳煒彤 +  學生 文庭熙 元朗 
 
導師   章訓蘭 +  學生 郭宇聰 大窩口 

導師   葉佩玲 +  學生 吳卓臻 沙田 
 
導師   黃家煒 +  學生 程婉淇 何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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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張兆基 +  學生 葉偉輝 深水埗 
 
導師   吳燦民 +  學生 黃恩婷 屯門 

導師   何妙玲 +  學生 凌頌稀 兆康 
 
導師   譚美梅 +  學生 黎心柔 坑口 

導師   蔡振興 +  學生 范耀基 九龍塘 
 
導師   鄧祺霖 +  學生 馬盛堯 天水圍 

導師   何寶珠 +  學生 林鏇欣 筲箕灣 
 
導師   龔振邦 +  學生 梁志浩 柴灣 

導師   施曉霖 +  學生 楊藝潼 沙田 
 
導師   駱耀豪 +  學生 劉勇承 兆康 

導師   朱家賢 +  學生 江文燁 油麻地 
 
導師   梁劍雄 +  學生 梁詠斯 沙田 

導師   唐瑾琳 +  學生 李紫盈 黃大仙 
 
導師   郭妍希 +  學生 湯國曦 太古 

導師   石婕希 +  學生 李鍵彬 馬鞍山 
 
導師   盧敏 +  學生 王君翠 旺角 

導師   盧敏 +  學生 王君濱 旺角 
 
導師   黃寶欣 +  學生 林紹權 觀塘 

導師   李可兒 +  學生 唐思穎 荃灣 
 
導師   張卿瑩 +  學生 陳嘉怡 堅尼地城 

導師   馬宏鋒 +  學生 鄧小敏 藍田 
 
導師   陸詒涓 +  學生 陸軍 九龍塘 

導師   黎思詠 +  學生 蘇小眉 大圍 
 
導師   葉家俊 +  學生 李曉瀅 秀茂坪 

導師   鄧煒熹 +  學生 何浩賢 土瓜灣 
 
導師   林曉沂 +  學生 李梓瑤 鴨脷洲 

導師   陳美靜 +  學生 曾琬晴 東涌 
 
導師   劉章池 +  學生 覃梓謙 長沙灣 

導師   羅莊寶 +  學生 陳柏言 調景嶺 
 
導師   唐桂康 +  學生 程彥嘉 何文田 

導師   鄭金鋒 +  學生 黃淑茵 藍田  導師   曾永權 +  學生 華希文 

Walia 

ishika 

大學 

導師   陳凱欣 +  學生 危斌杰 荃灣 
 
導師   莊佩雯 +  學生 傅思瑜 上水 

導師   陳裕 +  學生 徐伊汶 香港仔 
 
導師   區嘉珞 +  學生 陳欣琪 銅鑼灣 

導師   黃安娜 +  學生 杜俊灝 旺角 
 
導師   翁適存 +  學生 陳永東 旺角 

導師   鄭詠彤 +  學生 吳錦秋 油麻地 
 
導師   梁思樂 +  學生 李卓奇 長沙灣 

導師   容曉彤 +  學生 呂曼丹 佐敦 
 
導師   陸嘉敏 +  學生 田柏軒 觀塘 

導師   廖健亨 +  學生 陳希彤 屯門 
 
導師   吳嘉敏 +  學生 李靖琪 葵涌 

導師   彭文樂 +  學生 廖韻希 黃大仙 
 
導師   張嘉浩 +  學生 鄧勝昌 長沙灣 

導師   梁家俊 +  學生 陳浩朗 上水 
 
導師   王美恩 +  學生 蘇映彤 屯門 

導師   秦瑞麟 +  學生 張湲娉 沙田 
 
導師   施楚翹 +  學生 林嘉然 調景嶺 

導師   何子賢 +  學生 麥智誠 大圍 
 
導師   譚焮 +  學生 楊仕源 鴨脷洲 

導師   黎潔盈 +  學生 黃俊華 銅鑼灣 
 
導師   王樂兒 +  學生 周欣桐 元朗 

導師   王惟傑 +  學生 黎子俊 紅磡 
 
導師   林禮婷 +  學生 黎恩 大圍 

導師   詹曜華 +  學生 陳嘉樂 奧運 
 
導師   吳秀慧 +  學生 鍾采璇 將軍澳 

導師   吳秀慧 +  學生 鍾承霖 將軍澳 
 
導師   袁林風 +  學生 鍾昊航 坑口 

導師   馬偉成 +  學生 Abdul 

Rafay Asim 

黃大仙  導師   蕭錦志 +  學生 馬家志 太子 

導師   鄭寶欣 +  學生 劉偉璘 深水埗 
 
導師   區詠彥 +  學生 郭嘉昊 筲箕灣 

導師   鄭耀宗 +  學生 向森森 天水圍 
 
導師   申慧琪 +  學生 黃俊煒 青衣 

導師   吳淑儀 +  學生 劉逸東 土瓜灣 
 
導師   盧映而 +  學生 黃國禧 粉嶺 

導師   馮若健 +  學生 麥楷葉 筲箕灣 
 
導師   馮若健 +  學生 麥彬葉 筲箕灣 

導師   廖柏年 +  學生 林玉珠 九龍塘  導師   姚慧敏 +  學生 Ayesha 

Shoaib 

西灣河 

導師   朱樂文 +  學生 陳政浩 荔枝角 
 
導師   朱樂文 +  學生 陳奕彤 荔枝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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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張立仁 +  學生 黎心悅 粉嶺 
 
導師   黃妙珠 +  學生 張穎翹 油麻地 

導師   余啟祥 +  學生 洪嘉希 觀塘 
 
導師   戴賀雲 +  學生 廖美祺 樂富 

導師   羅少華 +  學生 鄧永樂 深水埗 
 
導師   黃籲韜 +  學生 姜鎮洋 太子 

導師   簡笋強 +  學生 劉梓澄 北角 
 
導師   袁瑋駿 +  學生 蔡童絡 調景嶺 

導師   李以茵 +  學生 余佩曦 藍田 
 
導師   蕭子津 +  學生 李家瀚 美孚 

導師   高紫慧 +  學生 穆善雅

Mohammed 

Rasheeda 

西灣河  導師   馮小惠 +  學生 蔡舒悅 觀塘 

導師   李樂怡 +  學生 張澤朗 觀塘 
 
導師   陳綺婷 +  學生 萧朗祺 鑽石山 

導師   李佳駿 +  學生 劉珈敏 天水圍 
 
導師   劉德楷 +  學生 陳嘉希 元朗 

導師   馮靄莉 +  學生 王燁華 柴灣 
 
導師   梁梓銘 +  學生 劉穎晴 天水圍 

導師   滕廣懋 +  學生 鄧婧鈺 屯門 
 
導師   黃寶怡 +  學生 林文熙 太古 

導師   楊健東 +  學生 梁堅強 粉嶺 
 
導師   陳佩儀 +  學生 麥德穎 元朗 

導師   李志明 +  學生 許淖儀 大埔 
 
導師   梁傲然 +  學生 何韋樂 荃灣 

導師   李芷瑩 +  學生 韋諾穎 青衣 
 
導師   陳敏君 +  學生 鍾子琳 觀塘 

導師   陳敏君 +  學生 鍾子晴 觀塘 
 
導師   駱志雯 +  學生 羅浩林 紅磡 

導師   李惠敏 +  學生 鍾至尚 九龍灣 
 
導師   田熾先 +  學生 程子濤 油麻地 

導師   莫皓欣 +  學生 杜子鍁 大角咀 
 
導師   莫皓欣 +  學生 杜子銣 大角咀 

導師   卓凱怡 +  學生 梁曉彤 元朗 
 
導師   何寶珠 +  學生 羅靜嫻 藍田 

導師   陳綺君 +  學生 黃詠義 坑口 
 
導師   陳淑芬 +  學生 鄧宛諭 坑口 

導師   黃浚曜 +  學生 李智榮 北角 
 
導師   葉子涵 +  學生 龐辰媛 紅磡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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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導師 韓琪琳 

透過每月定期的免費補習，可以讓到小朋友有機會去改善自己科目上的不足，希望透過補習讓

學生在英文上有所進步，加油！ 

 

鄺穎英家長 

首先非常感謝中心及導師！女兒未補習前英文成績比較差，因而不合格，自從有了導師的教導

後有明顯改進，也有了自信，眼見女兒一天天的進步，非常感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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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笛義師 鄭小姐 

當初決定教長笛，只希望可以將一己之長幫助有需要的人。侃東學習長笛，可說是由零開始。

他要同時學習吹奏技巧、音符、樂理等等，這一切對他都不容易。 

 

只是他很努力的慢慢去學，去練習，上課時更會主動發問，而這是一樣很值得欣賞的學習態度：

他有思考過課堂的知識。他有想方法讓自己進步，同時他亦由此建立起自信，學會勇敢表達自

己那些天馬行空的想法。為了每一次的表演，他都努力練習，希望能有所進步。 

 

我推薦他參加音樂考試，是要讓他有機會去接觸不同類型的考試模式，原來也有不用紙和筆的

考試！原來自己也有能力去跨過這個關卡！這一切慢慢建立在他生命中，會是無價的。 

 

在此，我十分感謝侃東和其家人對我的信任，而這份友誼絕對是義教的推動力。 

十分感謝林子暉義師能自願在每星期中抽出時間幫我補習，透過每星期的補習，我的成績也進

步了不少，十分感謝義師及補天給我這次補習機會，令基層家庭的學生也能通過補習提高成績。

我十分感謝義師對我的學習十分上心，更會體諒我，百忙中也幫我調動補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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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善款鳴謝 
 

謹向以下善長致謝，多謝他們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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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i Siu On 月捐 1,000.00 

Lam Chun Fai Jack 月捐 300.00 

 
*「四一募捐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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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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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 Steel & Metals Limited 10,000.00  

Cheng Chi Yip 200.00  

Cheung Yuk Ching 200.00  

Chun Ka Kin 500.00  

HK & Macau Taiwanese Charity Fund Limited 10,000.00  

Li Hok Fung 2,000.00  

Miss Chau Wai Man Bonnie 300.00  

Miss Tong Mei Tak 500.00  

Mr Luke Tsang 25,000.00 

Mr Wong Nga Ho 5,000.00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435,647.23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738,000.00  

Wellmake Investments Limited 27,210.00  

Wong Kam Kuen 100,000.00  

Yan Chi Wan Jackie 100.00  

Yu Hon Wing 1,500.00  

Yu Hon Wing 500.00  

有心人 1,500.00  

馬碧鳯 1,000.00  

陳瑄瑜 10,000.00  

陳潔明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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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世智先生 1,000.00  

劉慧然小朋友 300.00  

劉慧雅小朋友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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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ne Yao A4 紙 5 箱、公文袋 2 包 

寶麟貿易有限公司、香港兒童力量會 全新學生上學用皮鞋及波鞋 400 對 

李鋈麟 BBS 太平紳士 電腦屏幕 1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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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或二手投影機 

 全新或二手電視屏幕 

 全新或二手行李箱（24 寸 - 26寸） 

 全新或二手微波爐 

 二手按摩椅一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