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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各位朋友： 
  好消息！承蒙社會福利署批准，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首個「全港賣旗日」定於 2020 年 4 月
11 日(六)，有關的籌備工作現正如火如荼進行中。補天的營運資金全部來自社會各界熱心人士或
機構的捐款，我們的主席及幹事亦全屬義務性質。我們現在面對的困難包括財政緊拙及人手短缺
等，期望透過補天「全港賣旗日」增加資源發展服務，幫助更多基層學生，誠邀各界鼎力支持！ 
 
請支持我們，讓我們一起支援基層的孩子，讓他們也能擁有平等的學習權利！支持方式如下： 

賣旗義工 

 
發動家人朋友或機構職員組織義工隊參與賣旗，即日起可於以下連結登記 

 

 

認捐金旗 
補天很榮幸邀請阿塵（Dustykid）設計一系列精美金旗，歡迎大家捐款認購，詳情
稍後公佈 

放置籌款箱 
商界及友好團體可向補天申請籌款箱並放置於辦公室內，推動其員工及會員捐款，
可於以下連結登記 https://forms.gle/RdwBKpYvr7fLW7b76 

協助宣傳 
補天稍後會上傳「全港賣旗日」海報及表格至補天網頁（http://hkcnc.org.hk/），歡迎
下載並轉發給家人朋友或張貼於工作間 

捐款支持 
歡迎慷慨解囊捐款支持，捐款可存入以下銀行並電郵或郵寄交回入數紙(背面請假寫
上收據姓名，聯絡電話及地址)，捐款收據將以郵寄發出： 
賣旗日捐款戶口：015-154-68-00055-1 東亞銀行  

團體義工登記 個人／家庭

義工登記 

個人／家庭義工登記：

https://forms.gle/GqXM3nXXHHBQ9AA48 

團體義工登記： 

https://forms.gle/RdwBKpYvr7fLW7b76 

https://forms.gle/RdwBKpYvr7fLW7b76
http://hkcnc.org.hk/
https://forms.gle/GqXM3nXXHHBQ9AA48
https://forms.gle/RdwBKpYvr7fLW7b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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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通獎學金面見日 2/11】  

今年度獲富通保險贊助，設立獎學金嘉許在

接受義師一對一補習後，學業成績有進步的

補天學生。我們已於 11 月 2 日完成獎學金

面試並選出金銀銅獎，在此感謝富通保險及

一眾義師擔任評審，得獎學生將於 1 月 4

日年度嘉許禮領取獎項。 

【黃錦權醫生少數族裔獎學金 26/11】  

今年度好開心有 5 位學生獲得黃錦權醫

生少數族裔獎學金(第二期)，嘉許接受

免費一對一補習服務後成績有進步的少

數族裔學生。我們已於 11 月 26 日舉行

頒獎儀式，每位獲頒港幣 2,000 元，期

間更分享小食及互相交流，鼓勵大家繼

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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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天服務簡介會 2019 23/11】  

補天服務簡介會已順利完成，感謝每一位出席的參加者。 

來自不同背景，不同年紀的有心人聚首一堂，分享對補天的認識及了解補天不同類型的義工服務。

更有不少有心人即場登記成為補天義工，為更多有需要的小朋友服務。 

補天未來將舉辦更多不同類型活動，希望更多有心人登記成為義工！ 

【品學開筆禮」29/11】  

陳校長親臨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為 K1 至 K3 學生主持「品學開筆禮」。在過程中，親子

班的家長和小朋友，以及個人班 K2 至 K3 班的小朋友也表現愉快投入。 

小朋友們還在「我的志向」卡上畫了自己想成為如何的人，他們有的想做老師；有的想做醫生；

還有的想做畫家、足球員等等志向，圖畫充滿童趣，色彩繽紛! 他們還在「描紅帖」上寫上「人、

勇、仁、智」四個大字，透過陳校長的教導，學習做一個勇敢、有仁德和智慧的人。 

最後，小朋友們開心地與陳校長大合照，結束十分有意義的開筆禮。相信他們會被陳校長啟發

而有所得著，也祝願他們長大後可以達成自己心目中的志向。 



4 

 

 

 

 

 

 

 

 

 

 

 

 

       

感謝滙潼醫療提供 2019/20 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給補天學生，有興趣之學生請於 12 月 16 日

前到 https://forms.gle/1p8Fa39UrmRyBGNC7 並填妥資料並交至本社中心。費用全免，名額

50 名，先到先得，歡迎家長報名。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36210925 或電郵至 info@hkcnc.org.hk 與職員聯絡，謝謝! 

 

感謝保信慈善基金的支持，讓補天

學生可以學習花藝。 

鮮花是花，絲花也是花！今期花藝

導師教大家用簡單的扎花球技巧，

配上設計獨特的小水桶花器，不消

一刻，一盆略帶歐陸風格的絲花擺

設便呈現眼前，為平淡家居增添了

雅緻點綴！怪不得補天學生和家長

們都愛不釋手，讚嘆不絕！ 

【親子花藝興趣班-冬季人造絲花擺設 30/11】  

【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12/12 – 31/12 】 

日期：12 月 12 日-12 月 31 日(逢星期四，五及六) 

時間：14:30-18:00 (星期四及五); 

      09:30-12:30 (星期六) 

地點：滙潼醫療診所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 5 號海洋中心 12 樓 

  1220-21 室) 

備註：凡 9 歲以下從未接種過流感疫苗的兒童，均須 

      接種兩劑流感疫苗，而兩劑疫苗的接種時間須 

      至少相隔四個星期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1p8Fa39UrmRyBGN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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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19 年 11 月 29 日)  

學生人數：16,539 人    

義師人數：14,788 人    

配對總數：13,981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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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熾先 朱樂文 何寶珠 吳燦民 李仰廉 卓凱怡 邵鈞泰 姚慧敏 

唐桂康 袁瑋駿 馬信陵 高紫慧 區詠彥 張卿瑩 張嘉浩 張銘儀 

梁家俊 梁梓銘 梁劍雄 郭妍希 陳文雄 陳敏君 陳煒彤 陳裕 

陳綺婷 陸嘉敏 馮靄莉 黃安娜 黃妙珠 黃家煒 黃寶欣 葉俊銘 

趙必輝 劉家俊 劉章池 潘倩茹 蔡穎妍 鄧煒熹 黎思詠 蕭錦志 

羅少華 羅莊寶 譚眉安 關兆瑛 龔振邦    

 

 

截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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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君豪 王志祥 王晴澄 白皓天 朱貴麟 朱銳明 何永傑 何建霆 

余永賢 吳妙瑜 吳玟恩 吳詠彤 呂穎珊 李子蔚 李倩妮 李業勤 

李裕生 李澄泇 沈旖曼 車以琳 阮栩傑 阮浩然 冼芍穎 林尚賢 

林泳彤 林婉珊 林慧姬 林樹綱 林鎧彤 姚健聰 姚懿珈 紀曦婷 

孫顥溵 徐可恩 袁藝瑕 高靜敏 區梓靖 張天慧 張志彬 張睿珈 

張穎愉 梁國威 莫志剛 許志陽 郭志杰 郭嘉權 陳玉玲 陳旭海 

陳俊賢 陳柏衡 陳曉欣 陳曉琳 陳靜儀 陸楠 麥順傑 黄一心 

傅競賢 彭勃珍 曾俊維 曾惠賢 湯嘉銘 童梅芳 馮若健 黃俊邦 

黃倩珩 黃家雄 黃敏詩 黃善榆 黃愛霖 黃慧恩 黃蔚然 黃錦英 

黃顯婷 楊澤俐 葉穎霖 廖柏年 劉子瑄 劉笑英 劉德良 歐穎瑤 

潘少冰 潘曉虹 蔡迪鴻 蔡雪柯 蔡雲儀 鄧月令 鄧霈珊 鄭栢城 

蕭穎妍 賴奕龍 龍晟 謝天慧 謝希霖 謝嘉善 羅子樂 羅享裕 

羅家杰 羅書華 譚翠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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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 

王靖雯 王嘉晴 甘雅麗 何民亮 余亦兒 余桓甄 吳國偉 吳鈺汶 

李子琳 李世彬 李宛瑩 李倩恩 李梓霙 汪仲豪 冼嘉裕 周慧欣 

林曉麗 唐蒨玲 徐嘉恩 秦皓欣 翁芷晴 荊朗悅 袁麗嫻 馬炳逢 

馬熙鈿 區藹璿 張之麗 張倩兒 張荔茵 張凱善 張善泯 張琳儀 

梁永堂 梁汝佩 梁佩貞 梁美華 梁偉彬 梁滙淇 梁馨文 符美儀 

許妙斯 陳子健 陳浩霖 陳敏之 陳樂施 陳穎欣 陳麗娟 陳儷文 

彭順康 曾婉秋 陽輝 馮峻峰 黃尚明 黃婉盈 黃凱琳 黃琬婷 

黃禧兒 楊子晴 楊尤蘭 楊景仁 楊嘉偉 詹永康 廖俊晧 熊佩蘭  

熊思玉 劉子杰 劉晴晴 鄧頌恩 鄭永發 鄭迪珉 鄭翊邦 黎玉玲 

黎姵希 黎頌恩 黎學銘 謝煒樂 鄺麗瑩 譚栢康 龐孟嫄 劉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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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0 日) 

導師   楊子聰 +  學生 薛國偉 太和 
 
導師   陳泳芊 +  學生 莊美穗 荔枝角 

導師   林芷瑤 +  學生 房凱怡 大埔 
 
導師   黃嘉瑩 +  學生 張桂卿 鑽石山 

導師   廖以芹 +  學生 譚皓文 旺角 
 
導師   梁碧莙 +  學生 劉昆昀 馬鞍山 

導師   練永賢 +  學生 倪海豐 天水圍 
 
導師   黃渝斐 +  學生 吳卓臻 沙田 

導師   陳蕙嫺 +  學生 李凱悅 黃大仙 
 
導師   陳家雯 +  學生 黃冠謙 葵芳 

導師   陳家雯 +  學生 黃采薇 葵芳 
 
導師   陳彥楓 +  學生 陳瑩穎 大埔 

導師   鍾易琳 +  學生 冼曉晴 元朗 
 
導師   周冠仁 +  學生 劉家豪 柴灣 

導師   陸卓熙 +  學生 黃海怡 沙田 
 
導師   楊小丁 +  學生 吳紫慧 太子 

導師   黃耀俊 +  學生 蘇倩兒 九龍灣 
 
導師   陳君慧 +  學生 陳宇姮 將軍澳 

導師   黃麗施 +  學生 楊傳涵 柴灣 
 
導師   黃麗芳 +  學生 何承翰 屯門 

導師   黃麗芳 +  學生 何承武 屯門 
 
導師   陳曉鈴 +  學生 鄧巧鑫 沙田 

導師   郭穎聰 +  學生 黃梓晴 寶琳 
 
導師   陳佩儀 +  學生 陳冠臻 元朗 

導師   余倩蕊 +  學生 陳尚言 馬鞍山 
 
導師   麥志昌 +  學生 蔡嘉熙 九龍灣 

導師   楊綺敏 +  學生 朱杞賢 葵芳 
 
導師   楊綺敏 +  學生 朱杞譽 葵芳 

導師   賴綺雯 +  學生 何美琪 沙田 
 
導師   黃靄怡 +  學生 吳昕倩 紅磡 

導師   陳國曦 +  學生 賴瑞婷 藍田 
 
導師   鍾離衞 +  學生 倪志成 天水圍 

導師   劉凱欣 +  學生 馮素珍 九龍城 
 
導師   戴恩愛 +  學生 范應朗 荃灣 

導師   李灌軒 +  學生 陳天佑 鴨脷洲 
 
導師   鍾雅娜 +  學生 李慧珊 旺角 

導師   陳梓盈 +  學生 陳祉鋒 荃灣 
 
導師   鄭嘉豪 +  學生 陳亦仙 石硤尾 

導師   陳麗君 +  學生 黃敏娟 馬鞍山 
 
導師   陳麗君 +  學生 黃偉綸 馬鞍山 

導師   黃文彥 +  學生 曾沛城 元朗 
 
導師   黃婉盈 +  學生 歐子行 將軍澳 

導師   吳碧蓮 +  學生 郭嘉㬢 長沙灣 
 
導師   郭慧妍 +  學生 盧曉彤 將軍澳 

導師   雷高明 +  學生 何沅霖 觀塘 
 
導師   唐瑾琳 +  學生 林浩銳 黃大仙 

導師   唐蒨玲 +  學生 梁歡歡 筲箕灣 
 
導師   唐蒨玲 +  學生 梁樂樂 筲箕灣 

導師   李文健 +  學生 黃心怡 筲箕灣 
 
導師   吳兆倫 +  學生 秦福安 觀塘 

導師   丘㛄婷 +  學生 蔡斯慧 九龍城 
 
導師   丘㛄婷 +  學生 蔡竣皓 九龍城 

導師   侯珮琪 +  學生 陳芍僑 香港仔 
 
導師   龐孟嫄 +  學生 林沛賢 長沙灣 

導師   陳玉儀 +  學生 張佩兒 土瓜灣 
 
導師   葉盈枝 +  學生 林卓珈 堅尼地城 

導師   黃尚明 +  學生 郭綺琳 寶琳 
 
導師   張梓恒 +  學生 周焯邦 將軍澳 

導師   鄺麗瑩 +  學生 戴咏琪 天水圍 
 
導師   李蘊華 +  學生 周慧淋 荔枝角 

導師   李頴美 +  學生 趙嘉鴻 葵芳 
 
導師   梁彥芝 +  學生 關欣儀 太子 

導師   鍾沅霖 +  學生 凌家雯 觀塘 
 
導師   江詠珊 +  學生 朱展君 樂富 

導師   郭芷諭 +  學生 李煒汶 九龍塘 
 
導師   黃詠嵐 +  學生 談相如 元朗 

導師   徐嘉恩 +  學生 溫芷彤 大窩口 
 
導師   梁彥芝 +  學生 江文燁 太子 

導師   荊朗悅 +  學生 吳依寧 東涌 
 
導師   孫文亮 +  學生 李梓泓 大埔 

導師   郭淑婷 +  學生 林樹源 荃灣 
 
導師   梁永堂 +  學生 張子怡 火炭 

導師   劉子杰 +  學生 鄧芷晴 荃灣 
 
導師   陳其昉 +  學生 毛鵬坤 土瓜灣 

導師   簡旭明 +  學生 鄒永逸 上水 
 
導師   梁嘉欣 +  學生 邢惠美 黃大仙 

導師   黃加詠 +  學生 鍾采璇 將軍澳 
 
導師   黃加詠 +  學生 鍾承霖 將軍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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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余桓甄 +  學生 陳綺琳 何文田 
 
導師   阮穎琳 +  學生 林嘉茵 觀塘 

導師   關詠之 +  學生 黄梓晴 大埔 
 
導師   梁凱嵐 +  學生 王佳怡 荃灣 

導師   王嘉晴 +  學生 張子朗 大窩口 
 
導師   蔡子軒 +  學生 林美螢 樂富 

導師   陳柏謙 +  學生 陳榮浩 寶琳 
 
導師   陳麗娟 +  學生 黃杰軒 元朗 

導師   許延鋒 +  學生 施朗希 太古 
 
導師   廖寶珊 +  學生 余樂怡 荃灣 

導師   廖寶珊 +  學生 余栢樂 荃灣 
 
導師   潘少冰 +  學生 梁家怡 太古 

導師   劉嘉珍 +  學生 鄭文杰 沙田圍 
 
導師   張荔茵 +  學生 葉偉輝 太子 

導師   傅美麗 +  學生 吳芷銦 鴨脷洲 
 
導師   陳明思 +  學生 鄭曉璇 觀塘 

導師   張倩兒 +  學生 莊靜怡 荔枝角 
 
導師   李梓霙 +  學生 陳宇凡 北角 

導師   吳鈺汶 +  學生 鄧雅文 九龍灣 
 
導師   翁芷晴 +  學生 吳海燕 西灣河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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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譚世軒家長感謝陳校長免费補習天地 

我非常感謝你們給我兒子一個免費補習的機會，給他創造了良好的補習環境。特別感謝陳老師多年

的教導，她用盡自己的所能去教導他，令到他的成績有所進步，謝謝你們。 

 

 

 

學生余立文感謝黃詩敏義師 

多謝詩敏姐姐多月以來對我的用心教導，令我由英文只得 39 分到五年級期考已經有 69 分，連老

師都讚我進步神速，這一切只因有你的悉心教導，多謝你詩敏姐姐。 

 

 

 

大專大學生得獎感言   

學生 : 鄒欣霖     義師 : 翁瑋俊      (升讀 :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學士)   

升讀大學是大多數中學生們的心願，然而不是每一個學生都能得償所願。對於成績並不出眾的學

生，升讀大學的路上可謂困難重重。如果這時能夠得到課業上的幫助，對於這些學生而言是十分有

用的，但是坊間各種連鎖補習班收費高昂，一些家境並不富裕的學生未必能長期負擔得起，而這其

中便有我。 

對於自己升上大學一事，我至今仍有如身在夢境中，畢竟對於偏科的我而言，DSE 的 3322 要求

只怕會讓我被拒於升大門外。但參加這個計畫令我得到課業上的幫助，在義師的教導下令我偏科的

科目成績得到改善，因而能升讀大學，甚至得到此獎學金，實在令我喜出望外。十分感謝此計畫的

出現對我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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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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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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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 Liu 500.00  

Lo Sze Kit 614.27  

Mak Wing Yee Winnie 300.00  

Miss Tong Mei Tak 500.00  

Mr Kwong Chi Leung 3,000.00  

Ms Li Yuk King 200.00  

Sharon Lun 300.00  

Siu Kai Yan 1,000.00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489,845.44  

Wellmake Investments Limited 30,838.00  

William Tsoi 1,000.00  

Ng Siu Han 1,000.00 

李芷晴 1,000.00  

李述輝 1,400.00  

蘇志均先生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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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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Fung Ching Vivienne 英文圖書及雪糕換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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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地水冷風機 – 1 台 

 座地碎紙機 – 1 台 

 3”Box File – 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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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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