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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各位義師、家長、學生、各位朋友： 

 

為了增強基層學生的應試信心，我們由往年起每年舉辦完全免費的模擬文憑試和支援講座。模

擬試設中英兩科全卷，試後更會舉辦支援講座，除作詳盡題目解析和教授應試技巧，亦會邀請

專家分享情緒管理的專業知識，紓緩學生面對公開試和放榜的壓力。 

 

今屆模擬試將於 2016 年 2 月 29 日至 3 月 12 日期間，在港島、九龍和新界三區各設置考場舉

行，共約 300 名學生參與。在此特別鳴謝下列各方的鼎力支持(排名不分先後)︰攜手扶弱基金、

遵理學校、港九潮州公會中學、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J&S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模擬文憑試現已接受報名，參加費用全免，對象為家庭領取綜或獲批全額書簿津貼的應屆中六

學生。名額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獲取錄學生將於 2016 年 2 月中旬收到電話訊息通知。歡迎

瀏覽我們的網站了解詳情或報名︰http://hkcnc.org.hk，查詢請電 3621 0925。 

 

農曆新年將至，在此預祝大家猴年進步，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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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1.) 1 月 16 日 － 學生活動 

我們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服務工作隊的義工合辦了「與你童行」活動，讓同學們透過遊戲去

學習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並增加他們的互助能力及團結精神。  

 

 

 

 

 

 

 

2.) 1 月 30 日 － 學障分享會暨教學工作坊 

我們順利舉行了名為「義路同行」的學障

分享會暨教學工作坊，當日二十多名家長

和義師到場交流，了解學障同學真正需

要、相處及教導方法，成為他們學習和成

長路上的同行者。在此非常感謝香港特殊

學習障礙協會的成員義務支持，擔任主講

嘉賓，分享專業知識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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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    

 

尹卓軒 文秀紅 方若喬 王颢颐 丘翠婷 

江浩德 何敏玲 何詮義 余奕萍 吳火有 

吳寶玲 宋凱琳 李志廣 李芷菁 李祈恩 

李晴欣 李雁飛 李學謙 杜丹蕾 沈曉呈 

林希妍 林恩如 林高進 姚若莊 洪綽廷 

胡皓恩 范子婷 倪平平 徐梓洋 柴之瑋 

翁瑋俊 馬崇雯 高峻 張芷筠 張奕愉 

張浩唯 張浩鋒 張國義 張齡心 梁文軒 

梁秋兒 梁梓軒 梁蔚彤 梁燕煇 梁錦全 

梁麗欣 許綺桐 許澤朗 陳玉儀 陳啓昌 

陳國斌 陳博思 陳裕武 陳頌恩 陳慧航 

陳曉君 陳靜儀 陳鏡東 陶若詩 曾偉康 

湯卓爾 馮梓媛 馮鳴珠 黃文康 黃活心 

黃釓寯 黃埤增 黃楚雄 黃頌雅 黃樂兒 

黃耀全 楊文 kai 楊朗堅 楊錦棠 葉麗梅 

鄒明慧 廖嘉妮 趙泳 趙俊華 歐月文 

歐陽佩珊 潘悅晴 潘慧妍 潘樂雯 蔡沂風 

蔡皓筌 蔣珏 鄧瑛桐 鄭志釗 鄭欣欣 

鄭玲玲 黎晉礽 黎達璜 霍祖傑 霍婉冰 

霍婉儀 戴芷君 謝明敏 鍾展鵬 韓友衍 

簡金蘭 龐麗芷 龔志業 
  

Jenny Lee Juline Hsiao Sin Yi Ling Wong Yan Kit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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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  

 

學生人數：8,195 人    

義師人數：7,465 人    

配對總數：6,603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16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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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玉嬋 王吉祥 王偉豪 王雲龍 王禮元 

白樂怡 伍明珠 何鎮麗 李明 李耀昌 

阮子賢 周偉傑 林芷殷 林淑晶 林雪瑩 

林慇彤 林頴怡 柯梅燕 唐國謙 徐倩兒 

馬少嫦 區佩玲 張銘峰 張潔怡 張燕儀 

張靜頤 張穗琼 戚文鋒 曹秀錕 梁宇川 

梁家的 莊詠琪 許樂暉 陳俊傑 陳胤禧 

陳貞穎 陳浩然 陳善倫 陳愷維 陳慧敏 

陳慧儀 陳曉蘭 陶紫珊 麥建輝 麥春珊 

麥蔚茵 曾子軒 湯映嵐 黃孔嘉 黃伍國群 

黃佩貞 黃俊斌 黃詠詩 黃慧琳 黃禮昌 

楊雪珠 楊楠 廖婉香 廖煦榆 翟建強 

翟鳳娟 趙穎聰 劉珈銘 劉婉儀 劉進研 

劉靄鈞 歐陽佳然 蔡沛堂 鄧世民 鄭惠成 

鄭鑄輝 黎香琪 黎彩鸞 盧玉瑩 盧穎彤 

霍景昇 霍嘉倫 鍾芷棋 聶明鋒 羅俊杰 

羅梓傑 譚浩華 譚琇麗 
  

Carmen Ko Christina Zin Eliza Kwong Wong Sau 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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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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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炎閑 王志祥 王萬蔚 王馥姸 伍狄奇 

伍嘉泳 伍錦雲 伍寶婷 朱啟暉 朱嘉榮 

朱毅楠 朱瀅諭 江雪 何景泉 余卓浩 

余茵娜 吳奇峰 吳皇昌 吳家朗 吳嘉燕 

呂綺婷 李小寶 李冰瑩 李佩儀 李杰瑩 

李迪恩 李翠琳 冼樂章 卓淑明 周沛筠 

周怡樂 林佩怡 林莉霞 林慧儀 邱駿然 

侯善霖 施彬彬 柯兆彤 紀鎮榮 范苑殷 

韋皓婷 倫嘉晴 唐佩華 唐憲鋒 容家堯 

徐凱瑩 秦瑞麟 袁凱盈 袁凱鏇 馬婉青 

馬慶儀 崔浩文 崔嘉誠 張可安 張巧兒 

張超民 張筱瑜 張曉盈 張靜儀 梁俊鎰 

梁冠峰 梁博謙 梁寶楹 莊庭匡 許家穎 

許詠琳 陳欣欣 陳柏林 陳洛怡 陳秋城 

陳琛瑜 陳雅莉 陳漢生 陳樂謙 麥思棋 

黄仁樂 彭曉怡 曾子舜 曾文燕 湯家鍵 

馮定邦 黃安怡 黃卓謙 黃美嫣 黃家倩 

黃桂英 黃浩銘 黃偉峰 黃慈影 黃澄蔚 

楊曉茵 楊靜茵 葉佩華 葉翠雅 葉駿軒 

董鎧霖 趙可瑩 劉卓非 劉欣彤 劉飛 

劉國彥 劉清敏 劉富源 劉曉彤 劉灝賢 

潘怡婷 鄧若山 鄧雲天 鄭家淇 鄭庭耀 

黎君諾 黎芷晴 黎思詠 黎詠祉 盧君柏 

盧泳嫦 賴姿雅 賴曉霖 謝貞陶 謝蓉坊 

鍾子健 韓卓瑩 藍詠彤 魏世成 魏家亮 

羅小鳳 羅毅茵 譚映彤 譚凱而 關沛軒 

關芷慧 關家欣 龔映彤 龔凱琪 
 

Fanny Fung Ruby Man 
   

 



6 

本月新增配對及完成初次會面 (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 

導師 黃建東 +  學生 蔡一政 九龍灣 

導師 關子洋 +  學生 林子超 土瓜灣 

導師 譚穎琳 +  學生 吳梓鋒 葵涌 

導師 陳佳恩 +  學生 徐鈞略 將軍澳 

導師 黃俊康 +  學生 畢偉昕 粉嶺 

導師 劉強 +  學生 周經賢 葵芳 

導師 黃文俊 +  學生 陳健泓 藍田 

導師 胡卓男 +  學生 蘇倩桐 牛頭角 

導師 胡卓男 +  學生 蘇倩兒 牛頭角 

導師 卓桂芳 +  學生 余曉薇 九龍灣 

導師 卓桂芳 +  學生 余曉馨 九龍灣 

導師   袁秀珊 +  學生 楊慧鈴 深水埗 

導師   馬佩宜 +  學生 李咏欣 油麻地 

導師   陳華達 +  學生 潘慶軍 何文田 

導師   Millie Fung +  學生 劉穎穎 銅鑼灣 

導師   庾穎欣 +  學生 羅心怡 九龍灣 

導師   王富強 +  學生 李倍瑛 油塘 

導師   方維倫 +  學生 黃天恩 葵涌 

導師   譚錦娟 +  學生 唐穎釓 長沙灣 

導師   鄭文俊 +  學生 甘寶恩 天水圍 

導師   鄭文俊 +  學生 吳寶仙 天水圍 

導師   林炳坤 +  學生 余达豪 筲箕灣 

導師   陳加莉 +  學生 楊雨澄 香港仔 

導師   Tsui Yuk Ping +  學生 李志剛 大圍 

導師   Tsui Yuk Ping +  學生 李志陽 大圍 

導師   李鴻昌 +  學生 劉寶鉦 大圍 

導師   戴璟欣 +  學生 麥穎君 粉嶺 

導師   周玉堃 +  學生 鄧小敏 藍田 

導師   黎東璇 +  學生 蔡旻橋 鑽石山 

導師   黎東璇 +  學生 蔡旻翰 鑽石山 

導師   潘子賢 +  學生 鄭欣怡 大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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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曾淦培 +  學生 盧芷琪 黃大仙 

導師   梁式妍 +  學生 吴喜漩 北角 

導師   麥中浩 +  學生 卓嘉楣 粉嶺 

導師   余嘉瑩 +  學生 蘇天珮 粉嶺 

導師   凌善彤 +  學生 關凱琳 石硤尾 

導師   朱芷欣 +  學生 黃鈞浩 大埔 

導師   丁鳳翹 +  學生 譚雅元 沙田 

導師   李振達 +  學生 鍾昊鍀 東涌 

導師   余沛雯 +  學生 曾子桐 太子 

導師   黃浩霖 +  學生 區柏倫 石硤尾 

導師   蘇趙慕潔 +  學生 黃桂峰 薄扶林 

導師   卜偉基 +  學生 郝士杰 薄扶林 

導師   何鳳如 +  學生 李卓欣 觀塘 

導師   陳德彩 +  學生 余偉智 大埔 

導師   羅樂玟 +  學生 羅心楊 筲箕灣 

導師   霍婉儀 +  學生 李蔚詩 深水埗 

導師   李學謙 +  學生 馬嘉俊 觀塘 

導師   趙國傑 +  學生 高錦鴻 筲箕灣 

導師   劉倩如 +  學生 黃敏娟 馬鞍山 

導師   劉倩如 +  學生 黃偉綸 馬鞍山 

導師   陳之庭 +  學生 林雅珊 柴灣 

導師   黃智祥 +  學生 王礎豪 灣仔 

導師   鍾梓豪 +  學生 張鈞婷 西營盤 

導師   鍾梓豪 +  學生 張鈞喬 西營盤 

導師   張倩婷 +  學生 謝秀瑩 大角咀 

導師   林明英 +  學生 陸雅君 旺角 

導師   許婷婷 +  學生 楊苑玲 新蒲崗 

導師   何秀清 +  學生 趙嘉麗 葵涌 

導師   周翠顏 +  學生 朱蕙茵 沙田 

導師   藍婷 +  學生 莫可妮 天水圍 

導師   李子燊 +  學生 林芷淇 青衣 

導師   袁柏蕙 +  學生 管寶琳 筲箕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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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粱嘉鳳 +  學生 黄泳甄 九龍灣 

導師   鄭楚穎 +  學生 陳欣穎 觀塘 

導師   區業成 +  學生 梁依霖 青衣 

導師   朱泳賢 +  學生 陳曉霖 青衣 

導師   丘翠婷 +  學生 蘇家謙 大圍 

導師   吳灝民 +  學生 鄭善恩 紅磡 

導師   牛雙賢 +  學生 葉卓樺 深水埗 

導師   陳瀚燊 +  學生 蔡曉雯 彩虹 

導師   曾琬晴 +  學生 黄詠恩 大圍 

導師   李志江 +  學生 胡婉婷 沙田 

導師   梁思敏 +  學生 吳浩霖 上環 

導師   王俊豪 +  學生 陳文悅 大角咀 

導師   伍嘉蔚 +  學生 翁凱熙 屯門 

導師   伍嘉蔚 +  學生 翁凱琳 屯門 

導師   陳穎恩 +  學生 何洸忠 將軍澳 

導師   鍾詠詩 +  學生 楊泓治 北角 

導師   卓劍明 +  學生 賴兆倫 荃灣 

導師   洪量丰 +  學生 涂堃 大學 

導師   陳寶怡 +  學生 林芷筠 油塘 

導師   譚志豪 +  學生 鄧惠方 九龍塘 

導師   彭桂平 +  學生 梁灝浚 元朗 

導師   王燕霞 +  學生 鍾兆軒 葵涌 

導師   莫泳祺 +  學生 李曉華 觀塘 

導師   韓友衍 +  學生 王煒 屯門 

導師   陳灝良 +  學生 翁誠禧 紅磡 

導師   杜泳詩 +  學生 謝曉婷 藍田 

導師   楊藝生 +  學生 李江云 薄扶林 

導師   王俊霖 +  學生 王建邦 觀塘 

導師   曾應雄 +  學生 岑仲茵 天水圍 

導師   楊朗堅 +  學生 張溢霖 大角咀 

導師   黃海恒 +  學生 葉思詠 粉嶺 

導師   李雁飛 +  學生 劉寶源 大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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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彭桂平 +  學生 廖敏芝 元朗 

導師   林威 +  學生 傅樂怡 黃大仙 

導師   田淑欣 +  學生 羅鈞庭 屯門 

導師   謝卓恩 +  學生 陳嘉琪 炮台山 

導師   陳毅成 +  學生 李嘉明 沙田 

導師   吳曉波 +  學生 金龍 屯門 

導師   趙俊華 +  學生 林曉瑩 旺角 

導師   鍾秀芳 +  學生 劉岳棟 彩虹 

導師   邱麗娟 +  學生 駱紫鯨 元朗 

導師   高峻 +  學生 黃浩賢 荔枝角 

導師   黃釓寯 +  學生 陳堯祖 天水圍 

導師   陳雪珍 +  學生 陳天敏 慈雲山 

導師   黃佳艷 +  學生 鄭駿軒 將軍澳 

導師   鄭欣欣 +  學生 陳靜怡 九龍塘 

導師   張翼藝 +  學生 徐志榮 將軍澳 

導師   陳詠欣 +  學生 陳偉傑 粉嶺 

導師   倪平平 +  學生 陳子璐 長沙灣 

導師   盧麗蓮 +  學生 朱鈞濠 深水埗 

導師   羅早儀 +  學生 鄭凱燕 屯門 

導師   袁楚瑩 +  學生 謝慧妍 鰂魚涌 

導師   鄒明慧 +  學生 李景瑤 將軍澳 

導師   黃浩賢 +  學生 姚仲瑜 西環 

導師   甄煒強 +  學生 鍾証浩 石硤尾 

導師   甄煒強 +  學生 鍾梓浩 石硤尾 

導師   梁嘉偉 +  學生 王怡惠 觀塘 

導師   李熾堅 +  學生 林𦬊凝 藍田 

導師   張健軍 +  學生 尹志豪 調景嶺 

導師   梁立強 +  學生 鄧詠怡 長沙灣 

導師   林希妍 +  學生 陳金輝 紅磡 

導師   林希妍 +  學生 陳麗瑩 紅磡 

導師   潘悅晴 +  學生 謝曉欣 柴灣 

導師   潘悅晴 +  學生 余嘉欣 柴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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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宋凱琳 +  學生 王琳 牛頭角 

導師   謝宇軒 +  學生 李慧欣 大圍 

導師   傅玉章 +  學生 阮曉欣 九龍塘 

導師   吳寶玲 +  學生 佘昱 筲箕灣 

導師   吳寶玲 +  學生 林天佑 筲箕灣 

導師   李振達 +  學生 盧景添 東涌 

導師   楊佩珊 +  學生 李頌兒 油麻地 

導師   鄧奕康 +  學生 何迦南 藍田 

導師   許澤朗 +  學生 林靖熙 筲箕灣 

導師   林慧欣 +  學生 鄭雅詩 鑽石山 

導師   洪慧思 +  學生 陸穎瑶 油麻地 

導師   何俊賢 +  學生 凌榮傑 九龍塘 

導師   馮鳴珠 +  學生 
覃裴嘉彥 Chum 

Phoebe 
屯門 

導師   馮鳴珠 +  學生 
覃裴敏彥 Chum 

Athene 
屯門 

導師   戴芷君 +  學生 鄧穎強 元朗 

導師   劉薾蔓 +  學生 石麗琳 旺角 

導師   曾偉康 +  學生 明智仁 上水 

導師   梁錦全 +  學生 黄集鑫 大埔 

導師   鄧瑛桐 +  學生 周詩堯 油麻地 

導師   馮葭露 +  學生 李文康 葵涌 

導師   李晴欣 +  學生 梁嘉怡 長沙灣 

導師   李晴欣 +  學生 梁嘉鈞 長沙灣 

導師   陳世奕 +  學生 黃俊凱 土瓜灣 

導師   周思雅 +  學生 何思情 觀塘 

導師   謝焯希 +  學生 吳寶怡 天水圍 

導師   梁政民 +  學生 唐才智 馬鞍山 

導師   李思捷 +  學生 周芷晴 土瓜灣 

導師   歐陽佩珊 +  學生 曾嘉琪 牛頭角 

導師   沈曉呈 +  學生 郭双瑜 黃大仙 

導師   梁劍鴻 +  學生 王宏僖 將軍澳 

導師   陳博思 +  學生 張志宏 慈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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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黃志文 +  學生 吳文琛 旺角 

導師   梁立兒 +  學生 梁景宜 油麻地 

導師   胡皓恩 +  學生 莫曉琳 屯門 

導師   柴之瑋 +  學生 黃詩媛 天水圍 

導師   何松庭 +  學生 梅少芬 荔枝角 

導師   李孟嫣 +  學生 傅靜香 西環 

導師   鄧詠達 +  學生 何紫銘 土瓜灣 

導師   蔣澤衡 +  學生 蘇曉婷 彩虹 

導師   翁瑋俊 +  學生 鄒欣霖 屯門 

導師   翁瑋俊 +  學生 鄒譯誼 屯門 

導師   柴蔚聰 +  學生 吳秋池 將軍澳 

導師   李穎霖 +  學生 徐淑瑤 沙田 

導師   洪綽廷 +  學生 蕭沛茹 九龍塘 

導師   龔志業 +  學生 梁宇軒 兆康 

導師   張國義 +  學生 羅旺根 何文田 

導師   郭偉謙 +  學生 黃埤增 炮台山 

導師   黎達璜 +  學生 林錦賢 西環 

導師   鍾展鵬 +  學生 徐卓立 深水埗 

導師   陳嘉茵 +  學生 李慧瑩 沙田 

導師   程惠鍶 +  學生 練翠雲 馬鞍山 

導師   張梓樑 +  學生 麥幸兒 紅磡 

導師   黃佩君 +  學生 陳雅琳 觀塘 

導師   黎家揚 +  學生 范芷晴 屯門 

導師   尹卓軒 +  學生 吳綺彤 油麻地 

導師   鄧浩樺 +  學生 余泳謙 沙田 

導師   林景輝 +  學生 錢澤標 柴灣 

導師   何正翹 +  學生 周焯邦 寶琳 

導師   林詠青 +  學生 鄭嘉健 粉嶺 

導師   張浩唯 +  學生 文俊興 大圍 

導師   潘樂雯 +  學生 楊思雅 太子 

導師   龐麗芷 +  學生 鍾珮婷 佐敦 

導師   張浩鋒 +  學生 何懿桓 樂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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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毛錫侃 +  學生 李芷晴 香港仔 

導師   何詮義 +  學生 陳淑雯 荔枝角 

導師   黃少烈 +  學生 黃靖婷 葵涌 

導師   劉得信 +  學生 吳煒瑩 大學 

導師   馬崇雯 +  學生 張婉秋 香港仔 

導師   馬崇雯 +  學生 吳浚熙 香港仔 

導師   姚若莊 +  學生 尹嘉敏 大埔 

導師   秦潇然 +  學生 胡俊宇 沙田 

導師   黃文康 +  學生 周汶瑱 九龍灣 

導師   夏玲玲 +  學生 陳樂情 東涌 

導師   黃翠茵 +  學生 梁宇軒 粉嶺 

導師   李芷菁 +  學生 陳慧琳 東涌 

導師   李芷菁 +  學生 陳慧欣 東涌 

導師   霍瑞賢 +  學生 甄瑜 黃大仙 

導師   簡金蘭 +  學生 鄭柏豪 大埔 

導師   葉麗梅 +  學生 余嘉信 太和 

導師   薛渭橋 +  學生 梁子聰 觀塘 

導師   潘慧妍 +  學生 魏俊灝 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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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學生  洪偉銘 

親愛的英姐姐，謝謝你每星期抽出寶貴時間教導我中文及英文，令我英文成績進步，並拿取獎

學金。我會繼續努力，爭取更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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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師  姚發英 

能夠有機會成為義師，幫助有需要基層學生，本人深感榮幸，感謝陳校長給予機會！看見銘仔

不斷進步，心裡十分感恩。盼望他在未來日子更上一層樓，成為一位好學生及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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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  學生蔡盈熙 

好感恩有陳校長這個平台，更感恩是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時候由陳校長這裡認識許美卿老師。非

常之感恩許老師對女兒的態度和包容，有許老師的幫忙我就好似多了一對手。好多謝你對我們

一家人的關心和體諒，真的好多謝許老師你！千言萬語我不知從何說起……容許我再講一次真的

好多謝你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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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  敖靖雯 

記得在一次偶爾的機會下，在電視節目上看到了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的訪問，讓我知悉到這個

計劃。從小由於家庭經濟困難，父母並無多餘金錢讓我上補習班，更遑論是參加興趣班。初時

父母得知我的參與均抱著懷疑的態度，在成功配對義師後，令我對學好數學科的決心增加。在

中六應考公開試前夕，為不辜負義師的期望，我自行加緊操練。結果在中學文憑試中取得合格

成績，我非常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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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郵寄旺角花園街 250-252號曉翠閣 1樓 B 室【陳校長免

費補習天地】收，字數不拘，謝謝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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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募捐計劃」 

 

四一募捐計劃簡介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營運資金全部來自社會各界熱心人士或機構的捐款，我們的主席及理

事亦全屬義務性質。 

我們現在面對的困難包括財政緊拙、人手有限，故未能招募更多的義師，增添教學設備及

教材，無法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基層學生。 

故我們推出四一募捐計劃，以一人、一年、一個月、一百元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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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更多有需要的弱

勢兒童和青少年受惠。 

如承蒙  閣下善心參與，可將現金或支票直接存入本機構下列銀行戶口︰ 

匯豐銀行戶口號碼：112-311683-001 或 中銀(香港) 戶口號碼：012-929-000-37441 

支票中文抬頭：「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有限公司」 

支票英文抬頭：「Principal Chan Free Tutorial World Limited」 

（郵寄支票地址︰香港九龍旺角花園街 250-252 號曉翠閣 1 樓 B 室） 

 

網上 PayPal 捐款/信用卡自動轉賬可於本機構網頁辦理手續︰http://www.hkcnc.org.hk  

 
 
善款鳴謝 
 
在 2016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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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Chi Yip 200.00  

cMoneyHome 4,680.00  

Edwin Chow 1,000.00  

Lai Pak Hei  200.00  

Lee Chang Chi Monica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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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Fung Ching Vivienne 2,000.00  

Li Leung Hok 500.00  

Mak Sui Hang 300.00  

Miss Lo Yuk Chun Rebecca 2,000.00  

Mr Wong Chi Hong 500.00  

Mr Woo Shui Wah 3,000.00  

Tang Chun Kwok 500.00  

Yau Wai Yu 400.00  

白皓天 1,500.00  

有心人 1,000.00  

有心人 500.00  

思傑教育中心 2,000.00  

胡湘紅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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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ie Gung 英文書一袋 

Lee Hiu Ying 文儀用品一袋 

韋少玲 英文書+練習兩袋 

Magazine88 雜誌 200 本 

Ason 相機一台、喇叭一組 

林可茵 圖書及繪圖本一箱 

有心人 枱 7 張、椅 2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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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募捐 
 
我們需要下列物資作日常辦公或中心開班之用，歡迎各有心人捐贈給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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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白紙 

 黑板 

 白板 

 電腦滑鼠 

 雜誌架 

 擴音器 

 儲物架/櫃 

 雙門雪櫃 

 Microsoft Office 軟件 

 Windows 軟件 

 低音結他 

 雨傘架 

 混音器 

 廚房不銹鋼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