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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由於武漢肺炎肆虐，全城正努力抗疫的期間，補天賣旗日籌委會決定取消定於 2020 年 4 月 11 日

的全港賣旗日，感謝各界朋友對賣旗日的支持。自去年 12 月接獲得知有幸成功抽籤可舉辦全港賣

旗日，補天已開始籌備工作，十分感恩各界鼎力協助，短時間內成立籌委會，獲得旗紙設計及金旗

印刷贊助，更開心旳是成功售出金旗 100 套及招募接近 500 位賣旗義工等，這些對於小型機構於

短時間籌備已是不錯的成績。雖然賣旗日取消了，相信這次的籌備有助補天將來累積經驗，再有機

會舉辦時必定能事半功倍。 

 

由於教育局停課至 3 月 16 日，補天也會停課至相同日子。在這一段非常時間，補天不忘為學生

提供學習上支援，包括上載教學短片至 Youtube 供學生進行網上學習，亦會邀請大角咀及葵涌中

心的外籍教師及其他義師拍攝短片，相信不同類型的題材有助學生汲取知識。而我也會定期在個人 

Facebook 推介書籍鼓勵大家閱讀，鼓勵大家以輕鬆形式學習。 

 

至於對學生的生活支援，補天從部分家長及義師反映得知部分補天學生面對口罩短缺的情況，幸得

有心人捐出口罩予補天。由於需求甚大但數量有限，早前已透過 Facebook 義師群姐收集有需要

的補天學生名單，成功登記學生將獲贈口罩以解燃眉之急。 

這些支援期望有助學生渡過這段時間，義師亦可適時給予鼓勵及保持良好溝通。大家都保重身

體，齊齊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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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0+ 報名學生 

14800+ 報名義師 

14000+ 一對一免費補習 

3000+ 免費才藝班學生 

2000+ 免費學前班 

300+ 升讀大專 

100+ 升讀大學 

在這些數字的背後，就是這班傻傻的人。                                                                          

【團年晚宴 14/1】   

他們當中有的放棄高職而來，有的自願減薪而來，有的是一畢業就來，有的是在職場兜兜轉

轉才在這裏安頓下來。他們都不介意無錢的補天人工低福利少，留下來的原因大概就是如歌

詞所講的「為著道義為兒童」吧！ 

沒有這班人，也許仍會有補天，但一定不會有這串成效和意義並俱的數字！ 

在日前的團年飯上，我為這班傻傻的同事送上我重新填詞的歌曲--《一起補天的日子》，以

表達我最真摯的感謝。在此亦與大家分享。

https://www.facebook.com/100001174095231/videos/2716502321732211/ 

#歌喉是業餘請見諒，歌詞是重點請欣賞。 

#原曲是劉德華的一起走過的日子 

#感謝 Louis 結他伴奏 

#感謝 Mike 拍攝並配上歌詞 

#補天無錢有義 

                         

                                                                  

https://www.facebook.com/100001174095231/videos/271650232173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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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第八屆年度嘉許禮  4/1】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第八屆年度嘉許禮已於 2020 年 1 月 4 日(六)完滿結束，好榮幸邀請到富

通保險董事會副主席及執行董事方林先生蒞臨主禮。 

當天嘉許禮頒發了富通保險獎學金，得獎學生早前經過面見並由評審團選出冠亞季軍，表現優

秀，同場亦頒發才藝獎學金，及嘉許過去一年支持補天的各協作機構及義師們，更有學生為活

動表演包括苡嫚同學為活動揭開序幕，其後有小提琴，長笛及跆拳道，帶動全場氣氛，連同得

獎學生出席人數超過 600 人。 

已上載第八屆年度嘉許禮台上照片活動照片至機構 Facebook 供大家下載。                                                                       

【盛寶財富管理有限公司晚會(獎學金頒發)  10/1】        

今年獲盛寶財富管理有限公司贊助「盛寶財富管理大學生獎學金」，其中 6 位獎學金得獎學生於

1 月 10 日應邀參與盛寶財富管理有限公司周年晚會，同場頒發盛寶財富管理大學生獎學金。 

另聯合創辦人暨營運總監陳偉漢先生更即場表演並呼籲各善長仁翁支持購買金旗，為補天籌集善

款，十分感謝盛寶財富管理有限公司對補天的支持。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2788123637947089&type=3&__xts__%5B0%5D=68.ARD4VCgK82op9pUJd6YOSfZw1Fw7exdzT0SSg1ZQJN2L88sIgOhouwsrzD6dlcTAjYuHjiBO89H26jw1tArtufk2vprcNQMmZLiwDDtVawyiPLhGcCGTPfmqQ815u416ZEEDJczBn1ouI-kQ6kP-tQ4Gb_tlYc5X858CfeggpNuv1GrqzPXJuo-rnq9un6ZqydEI571TtYjbBw7IfCi9fop37ErL0OWfUh0I3r6oxpxbifflkWRV-fx2fKKDYBbervSb2kSwMco1ZndgvErZSZbkL3ooq2Jep5vPxEbKRI-02l5075rTMYhU_HwVYUztLEcEif_Lih6z9kRBFz2mWPW9VpYMK4ozaG273PGPmSZi09yNm0raJKt0E03_RD60xynUCE9LahuQtAWa3xqWdW9IEBZEOtrkHOGKhOFLJJnjYAu_INYaGQ-Yr5tMZdatS2e5vS6SbfLOCjLCayvs&__tn__=-UC-R


4 

 

 

 

 

 

 

 

 

 

 

 

【送暖行動 – 探訪老人院」5/1】   

早前，義工家長們製作了的毛巾熊終於大派

用場了。本中心義工家長及小朋友們一起到

康福護老院和老友記們一起玩遊戲、派毛巾

熊和聊天交流。玩遊戲時，小朋友為老友記

們帶來了不少歡樂。老友記們收到毛巾熊時

也十分開心，讚小朋友們又乖又體貼，這次

送「暖」大行動的暖暖愛意正是來自家長們

和小朋友的關懷，老友記們都感受到了！                                                                  

【參觀活動+屏山傳統盆菜午宴活動」19/1】 

上星期日我地又同咗中心嘅小朋友同家長參

加咗由水務署舉辦嘅滴滴遊縱深導行！我地

由金山郊野公園出發，行到去欣賞石梨貝水塘

同九龍副水塘等等設施。 

最後，我地去咗天水圍食屏山盆菜。盆菜相當

豐富！各位小朋友同家長亦都非常滿意當日

嘅活動！在此再一次感謝「屏山傳統盆菜」！                                           

【才藝班培訓成果 - 小提琴班】 

恭嘉學生李俊杰成功通過小提琴三級考

試！在此衷心感謝義師 Miss 鍾對學生的教

導與栽培！以及義師 Miss Lee 協助學生進

行考試鋼琴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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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藝班培訓成果 - 空手道班 】 

恭喜五位空手道班學生成功通過八甲色帶考試！ 

 

心聲分亨 :  

 

學生 : 梁家俊 

謝謝陳校長及中心的姐姐及老師，謝謝陳校長有這個空手道活動給予我機會學，謝謝師

兄師姐悉心指導使我現在考級，我會加倍繼續努力學好考到黑帶。 

學生 : 吳錚淼 

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這個大舞台，讓我有機會參加空手道班的學習，多謝師兄師姐

的熱心教導，使我不斷成長和進步，雖然我掌握得比較慢，但在日后我會更加努力學習！

能夠升級為黃帶，我非常高興！我會倍加珍惜和努力.......感恩！ 

學生 : 唐嘉祺 

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感謝思華會，使我能有機會參加空手道升級試，增加經驗和

自信。感謝師兄及豆豆師姐的悉心教導和推薦。使我再次能在這平台學到更多知識和技

能，衷心感謝！ 

學生 : 蔣大偉 

多謝陳校長一直支持，讓我長時間可以學習空手道，而在學習過程中可鍛練體能，而今

次考試成功，很多謝師兄師姐悉心教導，希望以後每次考試或升級，我都會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 

學生 : 吳榮瀚 

好多謝陳校長及中心里的姐姐，好多謝陳校長有這個空手道活動給我學，多謝空手道的

師兄師姐悉心指導使我現在考到八甲級，我會努力學好考到黑帶。                                                           



6 

 

義補現況 (截至 2020 年 2 月 4 日)  

學生人數：16,745 人    

義師人數：14,962 人    

配對總數：14,191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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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贊晴 王珮 何彤茜 何杏香 何金堂 吳佳緣 李雲皓 周恩琪 

林家灝 姚善勇 施瑋君 柯穎淳 洪淑利 洪霆鏗 胡源鋒 區鳳蓮 

張汝芳 張哲綾 張素兒 戚務信 郭沛鈿 陳嘉欣 陳曉琳 麥志昌 

曾學柔 湯穎之 雷衞寧 廖素姿 甄力鈞 翟瑞珠 劉偉恒 歐陽沛瑩 

潘子傑 潘慶鉅 潘蔚晴 鄭詠詩 盧怡豐 錢颺 羅婉寧 Chiu Chun Yat 

 

截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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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永杰 王浩霖 王梓謙 王諾謙 司徒志源 伍明珠 朱詠恩 余巧兒 

余耀華 吳可溋 吳玉燕 吳旨朗 李玉翠 李宇軒 李沅蓉 李昆璘 

李國鈞 李穎思 李錦江 卓桐 招詠賢 林希婷 林炳坤 林穎雯 

林禮德 胡嘉榮 袁子惠 商可欣 張柏賢 張嘉穎 梁雅斯 郭振宇 

陳欣諾 陳浩燊 陳鼎華 陳慧娥 陳瑩基 陳諾妍 陳錦玲 陳艷碧 

雲永傑 馮麗盈 黃沛晴 黃卓琳 黃筠琳 黃熙傑 黃錦芝 楊永寧 

溫莉琪 葉麗清 劉中偉 劉綺嫻 潘嘉聰 蔡美姿 鄭可楓 鄭永灝 

黎匡庭 蕭厚基 謝溥恩 鍾慧寶 簡翠珊 鄺煥潔 羅美華 蘇筠宜 

 
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孔健秀 尹子甄 文嘉欣 王巧彤 王倩瑜 包依儒 任子豪 江志恆 

何德盈 何曉彤 吳卓健 吳東偉 吳逸勤 呂依嵐 岑祉欣 李茵晴 

李梓茵 李瑞欣 李䔝晴 杜永 冼逸朗 周學樑 林其龍 林梓楓 

林紫瑤 林菲 施閏偉 施曉琳 洪琪欣 徐嘉汶 袁是貞 張恩翹 

張嘉希 張慧㘣 曹乃心 曹穎 梁海滴 梁凱雯 梁雅雯 梁雋桀 

梁輝武 許育玫 許盈 陳壯為 陳志豪 陳奕雯 陳振南 陳桂冰 

陳雋淇 陳嘉敏 陳嘉嘉 陳熙洳 陳銘詩 陳寶琪 麥家儀 麥曉彤 

彭俊強 彭珮堯 測試人員 黃千真 黃小玉 黃慧儀 寗嘉茵 楊志文 

楊淑貞 楊詠淇 溫妙儀 溫佩賢 葉栢榮 趙敏兒 劉子萱 劉寶華 

歐珮芝 蔡豐丞 鄧可忻 鄧皓峯 鄧鳯儀 鄭嘉琪 黎洳因 盧慧琪 

盧蔭球 薛詠暉 謝家怡 鄺慧賢 羅巧瑤 羅伊敏 羅柏倫 羅智賢 

羅琛 蘇彩珊 冯宇婷 
  

   

Angelica Tong Phuc Toan Nguyen Yayang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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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 31 日) 

導師   鍾志宏 +  學生 鄧漢明 粉嶺  導師   周濟棠 +  學生 林孜弢 粉嶺 

導師   謝奕 +  學生 陳芯堯 元朗  導師   林汝琪 +  學生 周靖霏 將軍澳 

導師   李綺珊 +  學生 羅雪瑩 將軍澳  導師   冼嘉裕 +  學生 安喬 寶琳 

導師   顧樂文 +  學生 陳穎怡 黃大仙  導師   黃慕賢 +  學生 林耀康 馬鞍山 

導師   梁汝佩 +  學生 翁佩妍 荃灣  導師   張梓恒 +  學生 游頌兒 九龍灣 

導師   邱浚峰 +  學生 譚皓月 長沙灣  導師   余亦兒 +  學生 潘傲晞 屯門 

導師   張萃浠 +  學生 張芷瑛 觀塘  導師   張萃浠 +  學生 張振霆 觀塘 

導師   李菁 +  學生 黃希雯 彩虹  導師   林雅瑩 +  學生 何凱兒 兆康 

導師   黃錦洳 +  學生 張曉君 筲箕灣  導師   馮曉彤 +  學生 鄺曉彤 何文田 

導師   劉曉彤 +  學生 林愷晴 青衣  導師   劉曉彤 +  學生 林朗宜 青衣 

導師   王芷晴 +  學生 陳俊言 鴨脷洲  導師   楊江鋒 +  學生 周曉瑩 天水圍 

導師   周文婷 +  學生 李晶晶 坑口  導師   張定生 +  學生 蘇伊麥 黃大仙 

導師   何晉行 +  學生 呂頌樂 屯門  導師   毛嘉怡 +  學生 張素敏 鑽石山 

導師   容寶欣 +  學生 王佳豪 九龍灣  導師   馮峻峰 +  學生 施樂健 何文田 

導師   黃琬婷 +  學生 張健超 觀塘  導師   丁聰林 +  學生 范錦泳 葵涌 

導師   陳傑康 +  學生 何曉男 荃灣  導師   賴鳳華 +  學生 楊俊霖 天水圍 

導師   周詠茵 +  學生 李松謙 鴨脷洲  導師   李英揚 +  學生 陳寅仁 深水埗 

導師   李䔝晴 +  學生 袁心悅 屯門  導師   黃廣惠 +  學生 覃裴嘉彥 屯門 

導師   洪琪欣 +  學生 鄭明晨 葵興  導師   梁雋桀 +  學生 黃家希 屯門 

導師   冼逸朗 +  學生 夏子恒 大埔  導師   吳俊儒 +  學生 符策博 大角咀 

導師   王倩瑜 +  學生 盧峰清 紅磡  導師   吳東偉 +  學生 譚偲茵 上水 

導師   王紹齊 +  學生 連凱晴 東涌  導師   陳桂冰 +  學生 金仲熙 天水圍 

導師   楊淑貞 +  學生 楊宇詩 鰂魚涌  導師   邱愛霖 +  學生 何家怡 石硤尾 

導師   陳泳彤 +  學生 方宥蓁 西營盤  導師   關穎妮 +  學生 吳享順 黃大仙 

導師   梁曉桐 +  學生 馬熙駿 大埔  導師   潘韋熹 +  學生 李思諭 柴灣 

導師   劉寶華 +  學生 鄭婷予 荔枝角  導師   何潔川 +  學生 黄泳然 觀塘 

導師   馮琳琳 +  學生 宗穎賢 大圍  導師   伍綺琳 +  學生 周永傑 元朗 

導師   伍綺琳 +  學生 周永慧 元朗  導師   梁思朗 +  學生 張汶鈺 屯門 

導師   何曉彤 +  學生 何靖洳 上環  導師   梁馨文 +  學生 楊詠晴 青衣 

導師   盧蔭球 +  學生 安聲耀 東涌  導師   何晉行 +  學生 温家軒 朗屏 

導師   余嘉琪 +  學生 黃晞藍 秀茂坪  導師   蔡寶兒 +  學生 莫詩敏 大埔 

導師   蔡寶兒 +  學生 莫旭輝 大埔  導師   蔡沛婷 +  學生 吳籽萱 坑口 

導師   馮梓維 +  學生 曹可怡 屯門  導師   李文晞 +  學生 許堙琳 荃灣 

導師   羅伊敏 +  學生 蔡祥兒 馬鞍山  導師   張秀珍 +  學生 鍾天嬌 黃大仙 

導師   胡靜婷 +  學生 徐熙浵 秀茂坪  導師   吳旻熹 +  學生 陳俙彤 大角咀 

導師   曹穎 +  學生 梁熙雯 屯門  導師   梁樂欣 +  學生 鄧懿城 筲箕灣 

導師   趙敏兒 +  學生 施勇杰 天后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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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免費一對一補習】  

大專大學生得獎感言： 

義師 : 陳炯禈       學生 : 李津兒              升讀院校 : 香港科技大學 

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帶給我生命中不可多得的良師益友。 

Mike 是港大醫科生，他同時幫我補習英文、數學、生物，在他的幫助下，我取得了不少進步。他

對學業嚴謹而一絲不苟，生活中卻是溫暖而細心的，他給我寫過長長的兩封信，鼓勵我努力向學，

希望我將來也能回饋社會。我內心十分感動，決心將來也要像他那樣，去幫助更多的人。他是我的

好榜樣，好朋友。 

我如願考入香港科技大學，我將以感恩的心努力學習，將來有能力展翅高飛時，一定做個回饋社會，

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大角咀免費學前班-衍生贊助】  徐琬彤家長 

不知不覺琬彤在大角咀才藝中心已上課一年多，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平地提供這個免費的學習平

台，讓我們這些基層家庭的孩子都可以得到免費的優質教育，小女從一開始見到小朋友都不願意接

近小朋友，不願意分享，到現在上課能跟着老師，打拍子、跳舞，真的進步很大，特別是 2019 年

4 月這期的 pre-schoo，從剛開始的幾堂簡直是不願意入課室的，到後來慢慢能主動輕鬆同我講

byebye，見到小女這樣的轉變真的很開心，這對 9 月要入讀幼稚園來說大有幫助。 

 

【大角咀免費學前班-衍生贊助】  胡顥峰家長 

小朋友在中心參與學前課程後，轉變在於增加了跟父親的互動，學會分享，性格上也有好的轉

變，可以冷靜地聽爸爸媽媽說，學會慢慢溝通，而不是一味要父母遷就，獨立能力亦大大提升 

（穿鞋、吃飯、穿衣……），感謝中心讓我們參加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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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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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rian Chan & Tristan Chan 500.00  

Asia Steel & Metals Limited 10,000.00  

Au King Fai 300.00  

Chan Wan Ping 1,000.00  

Cheung Yuk Ching 300.00  

Chow Mei Lan 1,000.00  

Gan Kim See Wendy 500.00  

Hui Kit Yee Carrie 105.00  

Hui Kit Yee Carrie 104.00  

Hui Kit Yee Carrie 500.00  

Ip Lan Choi 100.00  

Ip Lan Choi 100.00  

Ip Lan Choi 1,136.00  

Ko Ka Yee 300.00  

Lam Kam Wing 500.00  

Lee Fung Ching Vivienne 3,000.00  

Lee Hysan Foundation 1,749,000.00 

Lee Shing Kan 2,000.00  

Lee Shing Kan 2,000.00  

Lee Yee Sing 300.00  

Lee Yuet Hei Irene 100.00  

Leung Man Yee Liza 100.00  

Leung Man Yee Liza 100.00  

Miss Ng Ching Yin 2,000.00  

Miss Tong Mei Tak 500.00  

Mr Wong Ying Kit 2,400.00  

Mr. Chong Ching Yin, Jackie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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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Lai Chi Lok Juanna 1,000.00  

Ngai Chun Telecom Services Co. 3,000.00  

Poly Production Company Limited 300.00  

The PCD Charitable Trust 120,120.00 

Wellmake Investments Limited 30,838.00  

Winnie Wong 900.00  

Woon Leung 100.00 

Wong Ka Man 3,000.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Wai Kei 500.00  

Wong Wing Koon 100.00  

Yeung Sui Fan  500.00  

Yeung Yiu Nam 300.00  

有心人 50,000.00  

有心人 1,500.00  

余富強博士 300.00  

吳友生先生 600.00  

吳保光博士 300.00  

呂偉先生 300.00  

李遠發先生 1,000.00  

林煒耀先生 600.00  

香港健康水處理有限公司 600.00  

唐偉國博士 200.00  

區宇凡先生 500.00  

崔建昌先生 300.00  

陳沁妶女士 300.00  

陳其鑣教授 1,500.00  

陳寧英先生 500.00  

陳慶生先生 600.00  

單銘賢先生 300.00  

馮志明先生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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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路乾先生 500.00  

黃燕儀女士 500.00  

鄭文聰教授 500.00  

鴻記金屬製品廠 300.00  

譚啟聰先生 3,000.00  

嚴惠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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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 Wan Weh, Wendy 玩具及兒童圖書 – 2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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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兒童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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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