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陳校長的話   

各位朋友： 

 

  基層學生在家庭經濟狀況影響下大多缺乏學習支援，以致影響他們獲得學業嘉許的機會。今年

特為曾接受服務的基層學生而新增三項獎學金，為其提供成功經驗，提昇學習動機。新增之獎學金

如下： 

1. 富通保險獎學金：感謝鍾俊傑先生贊助了過去六年的補天學生進步獎學金。由今年起，這個

鼓勵了無數補天學生奮發向上的獎學金將由富通保險接手，繼續嘉許在接受義師一對一補習

後學業成績有進步的補天學生。只要成績比上學期有進步就可以申請並至少可獲 100 元的

超市禮券啦。而最高更可獲頒獎學金港幣 2,000 元(小學及初中組)，港幣 2,500 元(高中組)，

我們將在截止申請日期(10 月 16 日)後安排入圍者面試並於 1 月頒發獎學金。 

2. 盛寶財富管理獎學金：嘉許於 2018／19 年度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成績優異之學生，勉勵

表揚勤奮向學的基層學生，獲獎學生將於 11 月接獲通知。 

3. 才藝獎學金：此獎學金由不同商界單位透過七月上旬的補天籌款素宴贊助而成，嘉許一眾有

良好表現的免費才藝班學生過往一年的努力，每位得獎學生會獲得港幣 1,000 元的獎學金，

以表支持。 

 

感謝各善長仁翁對補天學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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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義師招募巡禮@教大 10-11/9】  

鳴謝香港教育大學學生事務處對補天的持續支持，再次邀請補天團隊到教大招募學生登記成為義師。當

日教大同學報名反應熱烈，希望能讓更多學生受惠！ 

【朱古力拉花工作坊 21/9 & 28/9】  

感謝保信慈善基金的支持，讓學生有機會

接觸拉花；導師除了向學生講解朱古力豆

知識、示範拉花外，還與學生分享了他的

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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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月亮回家 10/9】  

感謝來自 Avery Dennison

的企業義工來到中心，與補

天學生一同製作燈籠，大家

一起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提

早慶祝中秋節！ 

【參觀 Viutv 27/9】 

今日一班小朋友放學後一齊去了

ViuTV 作參觀，透過參觀不同的單

位讓學生初嘗做幕前、幕後製作，

大家都愉快地渡過了一個下午，讓

大家明白不同職業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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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鐘安全小站長」12/9】 

小朋友自行乘搭港鐵到青衣站的

「港鐵安全體驗天地」參觀，透過

故事、遊戲及答問環節，讓小朋友

學習乘搭港鐵時應注意的安全和有

禮的行為，大家都愉快地渡過了一

個下午，更有紀念品及小圖書，實

是滿載而歸。 

【品學開筆禮@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3/9】 

感謝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願意跟補天一起舉辦品學開筆禮，透過三個簡單的步驟「正衣冠」、

「誦明志」及「描校訓」，讓中一學生了解學習的真義，也讓補天的職員重拾校園的青春時刻。 

【品學開筆禮@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

宏學校 9/9】 

繼 8 月 30 日後，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

校願意再與補天合作，為該校的小二至小六

學生進行開筆禮活動，全校約 700 位學生更

為補天籌得$23,014 的款項以支持基層學生

的免費學習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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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慶中秋長者歡聚千人宴表演 7/9】 

感謝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邀請補天才藝班學生出席「2019 慶中秋長者歡聚千人宴」，補天拉

丁舞班及肚皮舞班學生更為長者們作精彩表演！一班老友記都看得津津有味呢！ 

【免費英語課程畢業禮 14/9】 

感謝香港遊艇會慈善基金會為我們學生開辦免費英語課程，讓學生的英語能力能大大提升！

並於最後一節課舉辦了畢業聚餐，渡過歡樂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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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學生人數：16,266 人    

義師人數：14,608 人    

配對總數：13,728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19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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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朗希 白煥林 江文蕙 佘詠彤 吳紫茵 吳嘉怡 岑承禧 李丹鈮 

李旨瑜 李俊彥 李凱婷 李詠詩 李嘉怡 阮倩薇 屈景灝 易詩棓 

林炳坤 林康浵 侯銘昆 姚展隆 柯琦琳 容家堯 梁永杰 梁律仁 

梁敏儀 章文婷 陳均杰 陳佩玲 陳泳彤 陳俊龍 陳映薇 陳國棟 

陳淑均 陳群弟 陳遠強 麥清嵐 曾子蔚 曾凱悠 黃雅佩 黃潔欣 

楊文昕 楊晧頤 葉小玲 葉泳雅 葉熙淳 雷高明 劉永皓 劉皓儀 

劉雅麗 劉潔榆 潘佩嬋 蔡雨薇 羅德 譚穎新   

 

截至 2019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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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天耀 王家敏 王梓豪 王富強 古皓鵬 朱韻珊 利本衡 吳子樂 

吳廷欣 吳志峰 吳美華 吳莉莉 吳燕妮 李丹鈮 李巧筠 李旭彤 

李汶樂 李芷然 李婉蔚 李靖雯 李穎宜 李穎然 辛沛倫 周婷 

周寶琳 林威業 林慧玲 林禮德 邱莉莎 姚業興 姚濬堅 洪欣欣 

胡柏韜 孫穎婷 徐芷君 徐雯雯 秦芷澄 區靜宜 崔嘉慧 張啓邦 

張賢輝 張藹欣 梁家城 梁展霖 梁嘉欣 梁翠怡 陳君怡 陳炳泉 

陳家華 陳惠芳 陳適之 陳鋆豪 陳穎嫻 陳鎮浩 陸榮華 曾文傑 

曾可瑩 曾瀚誼 游文輝 覃錦洹 黃旻榛 黃施欣 黃家偉 黃家煒 

黃偉傑 黃啟潮 黃淑華 黃葆茹 黃頌輝 黃犧蔓 粱思詩 葉健行 

廖柏年 廖潔麗 趙可瑩 趙汝莉 劉美靜 劉凱欣 劉嘉珍 潘韋熹 

潘慧妍 蔡雪柯 鄧紫晴 鄧鋒傑 黎杏妍 黎耀強 盧桂朗 盧德興 

蕭文琪 戴美琪 薛詠琦 謝沛倫 謝英麟 謝珮兒 鍾綺汶 羅家明 

譚可欣 譚羨昌 關可越 蘇淑詩 龔兆麒 龔紫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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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山度宗泓 文煜琳 方玉婷 王文 王妍 王綺靈 丘曉雯 古享弘 

伍倩雯 江嘉慧 何思澄 何淑貞 何棣宜 何潔瑩 余尚謙 吳洛儀 

吳晉昕 岑沛琳 李子晴 李文晞 李世柱 李海彤 李麗妍 沈瑶婷 

辛鳳儀 周子菲 周佩玲 周僈庭 林芷瑤 林金英 林冠廷 林斯慧 

林璟健 林麗紅 金朝鑄 侯静怡 姚瀟倩 施雲芳 唐嘉俊 孫文亮 

徐泳欣 馬可盈 高安怡 張子健 張心兒 張國勇 張堯信 張紫翹 

張詠霖 張鈺琳 梁詠琛 梁詩韻 梁嘉恩 梁嘉雯 梁曉岸 莫志康 

許卓勳 許詠詩 郭子僖 郭曉鈞 陳子泳 陳可彤 陳匡堯 陳君亮 

陳佩妍 陳佩珊 陳明思 陳芷晴 陳芷澄 陳柏穎 陳若嵐 陳英健 

陳哲 陳國曦 陳萍心 陳逸宜 陳煒衡 陳靖怡 陳曉晴 陳穎曦 

陳錦麟 陸善珩 陸超琪 陸煒傑 黄顯文 黄圆圆 彭韻慈 曾慶文 

馮姿 馮美鈞 馮穎詩 黃志明 黃芬 黃芷晴 黃亮熒 黃珮妤 

黃媛筠 黃詠詩 黃嘉瑩 黃燁桐 黃燕琴 黃璟瑜 黃璟寧 黃耀俊 

楊子聰 楊匡民 楊偉峰 楊婉婷 楊綺敏 葉家嵐 詹曉男 鄒想想 

雷嘉雯 廖達超 廖懷志 劉芸莉 劉啟德 劉淦霆 潘明熙 潘穎詩 

蔡貝妍 蔡嘉明 蔡穎穎 蔣婷宜 鄧韵儀 鄭宇真 鄭堯迅 鄭新鈺 

鄭運樂 賴晉銘 賴雅明 謝懿婷 鍾卓希 簡玲芬 藍蘇楨 鄺敏彤 

鄺慧如 羅國良 譚敏兒 邊策     

Karman Wong Lo Ping Fat  Sung Wing S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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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 

導師 徐倩兒 +  學生 陳煒楠 香港仔 
 
導師 謝盈 +  學生 關欣儀 長沙灣 

導師 李傲潛 +  學生 翟梓謙 深水埗 
 
導師 黎卓瑤 +  學生 羅康然 旺角 

導師 徐嘉成 +  學生 譚亦希 九龍塘 
 
導師 胡珮儒 +  學生 張芷琪 彩虹 

導師 楊嘉宜 +  學生 張愷恩 元朗 
 
導師 吳晏婷 +  學生 陳景承 沙田圍 

導師 劉俊彥 +  學生 黃文龍 馬鞍山 
 
導師 李曉姍 +  學生 王雅萍 荔景 

導師 鄧竣元 +  學生 鍾彥 西環 
 
導師 鄧竣元 +  學生 謝可珊 堅尼地城 

導師 許嘉淇 +  學生 李家富 沙田圍 
 
導師 陳逸曦 +  學生 彭美珊 柴灣 

導師 黎綺玲 +  學生 翁詩泳 深水埗 
 
導師 甄寶仙 +  學生 李峻源 馬鞍山 

導師 吳淑嫻 +  學生 楊靖 大埔 
 
導師 馬灝儀 +  學生 何翎令 沙田 

導師 李敏希 +  學生 梁籽苗 堅尼地城 
 
導師 謝穎麟 +  學生 施心朗 馬鞍山 

導師 郭彩榕 +  學生 李展恒 香港仔 
 
導師 袁子高 +  學生 鄧子聰 觀塘 

導師 顏穎詩 +  學生 張子茵 鑽石山 
 
導師 楊志演 +  學生 古達正 觀塘 

導師 賴偉鏵 +  學生 李權晉 柴灣 
 
導師 劉淑敏 +  學生 林偉健 葵芳 

導師 高振東 +  學生 方鈺佳 元朗 
 
導師 馮琳琳 +  學生 黃嘉蔚 沙田 

導師 朱詠恩 +  學生 周敏怡 天水圍 
 
導師 周力行 +  學生 陳芷心 沙田 

導師 林旻諾 +  學生 洪會俊 天水圍 
 
導師 張金豪 +  學生 梁卓軒 屯門 

導師 李珈珩 +  學生 江卓珈 薄扶林 
 
導師 莫浩湣 +  學生 余睿軒 柴灣 

導師 任諾汶 +  學生 許善兒 薄扶林 
 
導師 李錦生 +  學生 鄭駿軒 將軍澳 

導師 黃婉婷 +  學生 吳曉彤 天水圍 
 
導師 曾翠蘭 +  學生 余栢詩 將軍澳 

導師 馬灝儀 +  學生 盧凱瑤 沙田 
 
導師 鍾卓希 +  學生 陳心嵐 沙田 

導師 黃燕琴 +  學生 陳晉玄 深水埗 
 
導師 黃燕琴 +  學生 陳晉軒 深水埗 

導師 黃學君 +  學生 李凱晴 九龍塘 
 
導師 莊文庭 +  學生 冼恩儀 馬鞍山 

導師 陳若嵐 +  學生 羅智霆 藍田 
 
導師 高安怡 +  學生 曾曉恩 天水圍 

導師 李倩妮 +  學生 羅利滿 樂富 
 
導師 鄭靄婷 +  學生 周卓穎 新蒲崗 

導師 陳芷蕙 +  學生 陳亮生 元朗 
 
導師 曾紫東 +  學生 陳浩安 西灣河 

導師 鄧爾婷 +  學生 吴芷晴 香港仔 
 
導師 吳洛儀 +  學生 李凱琪 紅磡 

導師 梁思朗 +  學生 鄭皓元 屯門 
 
導師 陳玲 +  學生 袁瑋昆 將軍澳 

導師 盧耀邦 +  學生 李長彥 筲箕灣 
 
導師 陳明傑 +  學生 梁樂晴 太古 

導師 岑沛琳 +  學生 雷欣熙 大埔 
 
導師 李加琳 +  學生 徐志榮 坑口 

導師 羅穎熙 +  學生 程菲 石硤尾 
 
導師 朱康達 +  學生 莫卓熹 觀塘 

導師 丘曉雯 +  學生 王巧茹 青衣 
 
導師 鄒天朗 +  學生 吳俊誠 柴灣 

導師 梁穎嘉 +  學生 譚皓月 九龍塘 
 
導師 林梓筠 +  學生 翁誠夆 九龍塘 

導師 李子晴 +  學生 黎智諺 粉嶺 
 
導師 張子健 +  學生 范耀基 鑽石山 

導師 鄭麗霞 +  學生 楊昕諾 觀塘 
 
導師 張心兒 +  學生 周穎娥 元朗 

導師 陳萍心 +  學生 張樂怡 大圍 
 
導師 鄧詠欣 +  學生 李美卿 將軍澳 

導師 陳紫琳 +  學生 吳康琳 太古 
 
導師 莊娜莉 +  學生 黃俊華 銅鑼灣 

導師 伍淑儀 +  學生 黃敏思 青衣 
 
導師 姚光純 +  學生 余展恒 佐敦 

導師 胡安邦 +  學生 樊卓君 天水圍 
 
導師 張振剛 +  學生 田鎮軒 香港仔 

導師 蔡常彬 +  學生 劉智聰 西灣河 
 
導師 何淑貞 +  學生 余晞瞳 何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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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莫志康 +  學生 陳雨謙 長沙灣 
 
導師 陳子泳 +  學生 歐陽以晴 黃大仙 

導師 馬可盈 +  學生 陳米希 藍田 
 
導師 李世柱 +  學生 湯信恆 紅磡 

導師 梁嘉恩 +  學生 曾東好 粉嶺 
 
導師 施雲芳 +  學生 戚嘉玲 鑽石山 

導師 陳君亮 +  學生 葉梓健 馬鞍山 
 
導師 林澤民 +  學生 林偉浩 牛頭角 

導師 陳綽寧 +  學生 車栩瑩 太子 
 
導師 陳芷澄 +  學生 洪靖蘅 荔枝角 

導師 李卓桁 +  學生 何翎令 大圍 
 
導師 李文晞 +  學生 方秋玲 深水埗 

導師 唐嘉俊 +  學生 楊灝鋒 荃灣 
 
導師 黎子瑋 +  學生 李佳浩 柴灣 

導師 陳穎曦 +  學生 呂志文 美孚 
 
導師 余尚謙 +  學生 李沛姿 美孚 

導師 蘇樂怡 +  學生 黃景睎 旺角 
 
導師 楊偉峰 +  學生 曾慶隆 元朗 

導師 何潔瑩 +  學生 崔文旭 北角 
 
導師 賴雅明 +  學生 吳長穎 筲箕灣 

導師 郭子僖 +  學生 江卓倫 香港仔 
 
導師 曾兆康 +  學生 陳嘉樂 旺角 

導師 周佩玲 +  學生 鄭卓盈 火炭 
 
導師 陳倩彤 +  學生 曾健灝 青衣 

導師 林璟健 +  學生 黃淑茵 觀塘 
 
導師 李琇琇 +  學生 黃翔 將軍澳 

導師 盧慧琳 +  學生 周祉樂 牛池灣 
 
導師 馮穎詩 +  學生 張國峯 樂富 

導師 黃芷晴 +  學生 陳柔妃 油塘 
 
導師 伍慧勤 +  學生 梁靜文 青衣 

導師 何棣宜 +  學生 黃稔淇 粉嶺 
 
導師 許詠詩 +  學生 林嘉雯 荃灣 

導師 黃亮熒 +  學生 陳浚釗 馬鞍山 
 
導師 黃志明 +  學生 麥海澄 沙田 

導師 陸善珩 +  學生 余立文 大圍 
 
導師 陳逸宜 +  學生 楊宇怡 何文田 

導師 Lo Ping 

Fat 

+  學生 洪世濠 土瓜灣 
 
導師 潘明熙 +  學生 吳曉濠 筲箕灣 

導師 高安怡 +  學生 莫曉琳 屯門 
 
導師 張堯信 +  學生 曾丞旭 屯門 

導師 陳萍心 +  學生 張樂威 大圍 
 
導師 李海彤 +  學生 黎恩 沙田 

導師 郭曉鈞 +  學生 梁熙雯 天水圍 
 
導師 陳家權 +  學生 羅錦嫺 九龍灣 

導師 雷嘉雯 +  學生 鄧志謙 黃大仙 
 
導師 劉啟德 +  學生 黃偉銘 炮台山 

導師 黃媛筠 +  學生 曾貝家 筲箕灣 
 
導師 秦瑞麟 +  學生 林淑婉 筲箕灣 

導師 林彥璋 +  學生 王政康 青衣 
 
導師 林彥璋 +  學生 王茝琳 青衣 

導師 林斯慧 +  學生 劉泳淇 沙田 
 
導師 林卓雅 +  學生 梁譽釋 調景嶺 

導師 傅秀媚 +  學生 黃慧鑫 北角 
 
導師 黃珮妤 +  學生 梁淑嫺 何文田 

導師 謝懿婷 +  學生 黃億欣 沙田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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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學生余可秀家長感謝義師廖素姿： 

我是可秀媽咪，衷心感謝廖素姿導師，每次均十分耐心教導女兒，如女兒於學習上遇到有不明白的

地方，導師均都好樂意解答，經過大半年的補習，和每日 4 題網上練習，上課時做的筆記，女兒的

成績由不合格變為合格，女兒都好開心，我就跟女兒及朋友說這位導師實在是太好了，付費的也未

必找到這麼好的導師，經常叮囑女兒好好珍惜學習，不要辜負導師的教導，本人真的十分感謝陳校

長免費補習天地的幫助，謝謝你們和義師無私的付出，謝謝! 

 

 

 

 

劉燦斌學生家長感謝義師陳健強 : 

多謝陳老師 5 年來對我兒子用心的教導，每次我兒子遇到學習上的困難，陳老師都是耐心及不厭

其煩地講解每一道不懂的課題，直到我兒子明白，他有一顆真誠及公義的心，還會教導我兒子德、

智、體的全面發展，真心感謝陳老師多年來的教導。謝謝您！ 

同時也感謝陳校長補習天地各位義師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免費補習環境，多謝你們配對到一個很有責

任感的導師给我們，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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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info@hkcn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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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鳴謝 
謹向以下善長致謝，多謝他們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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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eth Chan 月捐 100.00 

She Hoi Ying 月捐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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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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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長芳名 金額 (HK$) 

Chan Man Po Crystal 500.00  朱藹兒 100.00  

Chan Mui Lai Karen 500.00  何嘉華 100.00  

Cheung Kwai Ying Cindy 200.00  呂可馨 100.00  

Cheung Kwai Ying Cindy 200.00  李柏翹 100.00  

Chong Man Kam 100.00  李輝算 100.00  

FT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300,000.00  周文勇 100.00  

Ho Wan Kei Vinky 200.00  周銘雄 100.00  

Hoi Yin Ting 5,000.00  林少娟 100.00  

Hui Kit Yee Carrie 100.00  林宇涵 100.00  

Ko Ching Yee 120.00  林宇瑄 100.00  

Lee Cheuk Wing 1,000.00  林青 100.00  

Lee Cheuk Wing 1,000.00  林洪源 100.00  

Lee Fung Ching Vivienne 3,000.00  林國威 100.00  

Lui Chuen Kwan 1,000.00  林詩儀 200.00  

Ma Sai Tong 1,500.00  林瑤琪 100.00  

Manga Wealth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200,000.00  洪銘凱 200.00  

Miss Tong Mei Tak 500.00  胡海阳 100.00  

Ng Susaner Y F 300.00  韋一 100.00  

phyllis kwan 1,000.00  袁嘉荃 100.00  

Siu Kai Yan 1,000.00  馬明強 100.00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670,721.37  張芷琳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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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Lik Hang 500.00  張博聞 100.00  

Wellmake Investments Limited 30,838.00  張瑞琪 100.00  

文耀清 100.00  張錦雲 100.00  

毛嘉敏 100.00  張麗華 100.00  

王涵 100.00  梁艾杰 100.00  

王惠姿 100.00  梁卓峰 100.00  

伍錦強先生 500.00  梁梓銘 100.00  

危俊蓒 100.00  梁焯年 100.00  

成嘉樑 200.00  畢志成 100.00  

有心人 12,000.00  莫卓盈 100.00  

有心人 390.00  許道熙 100.00  

有心人 100.00  郭樂兒 100.00  

有心人 490.00  陳世峯 100.00  

有心人 100.00  陳平宜 100.00  

有心人 370.00  陳泳 100.00  

有心人 100.00  陳俊賢 100.00  

有心人 100.00  陳衍誠 100.00  

有心人 310.00  陳偉基 100.00  

有心人 100.00  陳偉敏 100.00  

有心人 100.00  陳康祿 100.00  

有心人 400.00  陳鉅華 200.00  

有心人 460.00  陳震夏 100.00  

有心人 100.00  傅政熙 100.00  

有心人 510.00  彭小飛 100.00  

有心人 100.00  彭冬梅 100.00  

有心人 100.00  曾芬香 100.00  

有心人 100.00  曾梓桐 100.00  

有心人 100.00  黃子昊 100.00  

有心人 554.00  黃子謙 100.00  

有心人 610.00  黃子曦 100.00  

有心人 360.00  黃小英 100.00  

有心人 100.00  黃巧利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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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人 100.00  黃玉珊 100.00  

有心人 100.00  黃柏宇 100.00  

有心人 170.00  黃家皓 500.00  

有心人 100.00  黃家賢 500.00  

有心人 100.00  黃靖怡 200.00  

有心人 100.00  黃競鋒 100.00  

有心人 390.00  溫少文 100.00  

有心人 100.00  廖禹雯 200.00  

有心人 100.00  趙子龍 100.00  

有心人 330.00  趙芷宸 100.00  

有心人 210.00  趙俊文 100.00  

有心人 100.00  趙國花 100.00  

有心人 530.00  趙皓宇 100.00  

有心人 100.00  劉力城 100.00  

有心人 240.00  劉思妍 100.00  

有心人 100.00  劉智朗 100.00  

有心人 100.00  劉熠婷 100.00  

有心人 260.00  潘浩橋 200.00  

有心人 200.00  潘菊芳 100.00  

有心人 100.00  鄭源 100.00  

有心人 240.00  黎宇晴 100.00  

有心人 100.00  黎旭徵 100.00  

有心人 100.00  黎俊東 100.00  

有心人 300.00  駱建誠 100.00  

有心人 1000.00  戴嘉怡 100.00  

有心人 100.00  謝煒浩 100.00  

有心人 440.00  鍾穎善 100.00  

有心人 340.00  叢嘉妍 100.00  

有心人 180.00  簡樂兒 100.00  

有心人 100.00  羅紹安 200.00  

有心人 210.00  有心人 5,000.00  

* 感謝有心人慷慨解囊，資助補天聘請資訊科技同事，為補天的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帶來既方便又有效 

率的網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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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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ne Yao A4 紙 – 5 箱 

Christine Yao 信封 – 5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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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或二手電腦顯示器 22"或以上 – 數台 

 全新或二手手提電腦 – 1 台 

 座地水冷風機 – 1 台 

 

 

 

 

 

 

 

 

 

 

 

 

 

 

mailto:info@hkcn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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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補天書籍義購】 

今年是陳葒校長離開學校的第十年，也是他開始一對一義補的十周年。陳校長將過去這十年寫過的
有關補天的專欄文章結集成書，取名為《十年補天——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的理念和實踐》。依文
章的內容，本書分為理念篇、實踐篇、感恩篇和感想篇四部份。 

陳校長寫的書跋題目是「十年補天之前」，長達一萬多字的篇幅，從他出生寫到辭任校長那天，可
以說是一個簡略版的自傳。 

為配合今年七月五日的補天慈善素宴，本書將會以慈善價讓各位有心義購，所有收入都會撥歸補天
作為日後營運費用。這本書長達二百多頁，慈善義賣價是港幣每本港幣 150 圓正（包本地郵寄費），
每本書都有陳校長親筆簽名。 
你還可以義購本書交托我們轉贈給補天的孩子。讓他們也能分享補天的理念和喜樂，藉此培養勤奮
和感恩之心。 

希望大家積極義購支持，讓更多有需要的基層學生得到幫助，讓每一個孩子都能擁有平等的學習機會。

衷心感謝大家！ 

義購傳送門：https://forms.gle/j41CAsW2piAN8EodA 

 

 

https://forms.gle/j41CAsW2piAN8Eo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