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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新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教育局續宣佈停課至 4 月 20 日，補天於這段時間繼續支援學生，並於

YOUTUBE 建立了「補天自學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iwTk5hhfVpbgkMp6M7AqMA)。 

 

我於補天自學頻道拍攝了一系列短片名為「 停課讀好書」，介紹及推薦各類文學著作及其他好書，

除了讓學生明白書中內容，亦將著作的理論套用至人生哲理，適合現時面對各種困難的學生，作為

一種積極向上的動力。這個頻道的影片內容豐富，除了「停課讀好書 」外，亦包括以下幾項： 

• 五千條中小學教學短片 - 補天團隊創作 

補天多年前獲得贊助自行創作教學短片，按中小學的課堂內容製作了五千多條的教學短片，以

便學生除了於一對一補習外，亦可隨時在家觀看短片學習，這些短片以往只在補天的網上學習

平台開放，現特上載至補天自學頻道供全港學生觀看。 

• 師人指路 - 三個中文名師和嘉賓高人為你指點 DSE 文言文的光明路 

寫過幾本小說的本地寫作人的殷培基老師、教中文為業的多媒體輔導佬的周子恩老師及微型小

說作家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工作者的徐振邦老師; 以輕鬆手法、閒談形式、非單純應試的多方

面角度與同學分析十二篇文言文，每集會分為四節，當中第四節更會因應課文內容的主題邀請

嘉賓上節目一齊講東講西，為課文帶來不一樣的思考角度。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iwTk5hhfVpbgkMp6M7Aq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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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Co 學英文 - 大角咀中心實習學生 Coco 

Coco 現就讀於香港大學，她熱愛並操流利英語，故邀請她拍攝一系列十段影片分享英語拼音，

以不同英語詞語作為例子，讓學生輕鬆掌握英語讀音技巧。 

 

• 才藝類 - 補天義師 

除左一對一補習類外，補天自學頻道同補天服務一樣，有才藝類讓同學學習短片由義務老師教

授，內容涵蓋多種類型，如功夫、遊戲等，稍後更會有音樂、舞蹈、行山等。 

 

• 學前篇 - 大角咀中心外藉導師 Carol 

Carol 拍攝了三段以互動教學方式分享日常英文詞彙，其中一段她更親身前往超級市場拍攝，

以實地取材教授，適合幼兒學生觀看。 

 

所有短片均由補天團隊用心製作，希望能讓學生在家輕鬆學習，達致停課不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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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天 DSE 打氣加油站】 

今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將於 3 月 27 日舉行。

今年的 DSE 進行得並不容易，而補天今年有超過 400

位考生即將要面對一生的一次重大挑戰！ 

DSE 進入最後大直路，如果您想為一眾 DSE 考生打氣。

各位考生，DSE 加油！ 

請登入以下網址，填寫表格， 

補天會將您的心意轉達給每位考生。 

https://forms.gle/URy9hSPuh4M9zNDB8 

**收集的打氣說話將於 Facebook 及 Instagram 刊登。 

                                                 

https://forms.gle/URy9hSPuh4M9zN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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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天自學頻道】停課讀好書系列 

由陳校長親自向你介紹好書，今次會有《鼠疫》同

《盲目》兩本經典西方文學～ 

停課讀好書系列《盲目》：

https://youtu.be/05hBk0luYQI 

------------------------------------------------- 

歡迎點擊及訂閱以下【🌟補天自學頻道🌟】的連

結，一次睇哂各類型自學短片 

www.youtube.com/user/PrincipalChanFTW/                                                       

【誠意推薦 - 補天自學頻道】   

為協助各位同學停課不停學，補天於 YouTube

推出了補天自學頻道，正陸續更新不同範疇的

短片，歡迎大家點擊以下連結或跟住以下步驟

圖訂閱頻道，一次睇哂各類自學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user/PrincipalC

hanFTW 

當中有由補天義師、義工製作的學習短片，內

容包括一對一補習類、學前類及才藝類，希望

幫助各位學前班、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同學補

習學科、練習才藝，真正做到既可「停課不停

學」，亦可自主學習。 

【After School 免費學習平台】 

我們好榮幸獲得 AFTER SCHOOL 贊助

網上學習課程予補天 DSE 學生，科目包

括英文、數學、通識等，讓學生能於試前

作更好準備。

（https://afterschool.com.hk/)  

                         

https://youtu.be/05hBk0luYQI
www.youtube.com/user/PrincipalChanFTW/
https://www.youtube.com/user/PrincipalChanFTW
https://www.youtube.com/user/PrincipalChanFTW
https://afterschoo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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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20 年 3 月 4 日)  

學生人數：16,781 人    

義師人數：15,022 人    

配對總數：14,195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以下義師已為其學生補習超過一年，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任鳳儀    李皓瑜 李翠玉 汪儉棟 周凱怡 周潔恩 林天兒 林亦灝 

林承禧 袁廷光 梁芷菁 莫詠思 許琪歡 郭浩賢 郭羨男 陳朗頤 

陳勝豪 馮靜嫻 黃巧賢 黃智行 黃寶珠 楊光輝 葉錦華 廖柏年 

潘綺翠 蕭凱珊 謝藹婷 譚健忠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以下義師已為其學生補習超過半年，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方靈心 王嘉欣 何國聲 余桂茵 利彥妮 吳炳森 吳智佳 周均穎 

周寅宇 邱君浩 范詠晴 袁家雯 高詩蘊 張伊廷 張志強 張翠盈 

梁灼怡 梁展榮 陳卓宏 陳欣彤 陳悅 陳朗傑 陳嘉歡 陳翠彤 

陸倩僮 麥美惠 麥嘉龍 傅愛玲 曾兆鰲 程晴 程樂彤 黃宇威 

黃彥迅 黃善慈 黃舜筠 黃雅詩 黃榆婷 黃慧敏 楊梓希 楊璟 

楊靜 葉家寶 葉婉儀 熊運恆 歐健華 蔡倩婷 蔡鋇瑤 鄧月麗 

鄧志僑 鄧慧珊 鄧穎臻 鄭家琪 鄭澤洪 鄭穎琪 黎思慧 龍永楷 

戴健暉 戴淑蘭 謝志豪 謝佩枝 鍾雅婷 羅筠婷 羅曉彤 譚榮輝 

嚴逸曦 蘇志誠 龔㼆      

 

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 

文心雕 方佩欣 王譯生 王荟荃 田青 田傑升 伍雪宜 伍詩琪 

伍鎧汶 何世緣 何敏華 何惠淇 何曉蔚 吳啟文 吳淑儀 李萍萍 

肖斐远 周鏵寧 林家菲 俞偉峯 胡朝阳 唐星浩 翁希雯 馬澤偉 

張佩琳 張俊希 張雪 張澤鋒 梁君逸 梁嘉樂 梁慕妍 許玉翎 

郭栩健 郭懿漫 陳妙香 陳秉浩 陳朗婷 陳浩然 陳偉康 陳樹輝 

陳穎姸 曾恒豐 馮巧媛 馮永信 馮勇傑 黃卓舜 黃俊豪 黃品謙 

黃悅欣 黃穎宜 楊希明 溫麗明 萬莉莎 趙高爽 劉仲恩 蔡芷琪 

鄭美寶 鄭啟航 鄭康宏 盧紹明 霍毅桐 謝敏偉 鍾美芳 鍾凱琦 

羅婉儀 蘇皓冰 蘇曉彤 顧子豪 Wong Lok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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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 月 29) 

 

<因應新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 暫停新配對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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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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穎妮       學生 : 王思敏              升讀院校 :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很高興能獲得富通保險獎學金 2019。能得到此項榮譽，我感到非常榮幸。一向對英文沒有什麼大

興趣的我，在成長的過程中明白其重要性。不過我認為要學好英文，首要條件是— 你不要害怕

它 。在這個領域裡，我一直不斷的學習和成長，也得到了許多師長的鼓勵與教誨，真的很感謝一

路陪我走過來的家人、師長以及朋友，不斷的在身邊支持，讓我變得更成熟。而最後當然不少得教

我英文的那一位義師，比起老師與學生的關係，我們跟像是朋友。她不只會重視我學業上的成績，

她更重視我各方面的發展。她教我的知識不只是用來考試，而是隨時都能在生活中應用出來的技

巧。我在此衷心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為我配對的這位義師，亦希望在這裏為各位學生作鼓勵，

認清自己學習的目的，而不是只是盲目追求分數。 

 

 

義師 : 李裕生       學生 : 王澤銘              升讀院校 : 香港專上學院 

 

好感謝陳校長補習中心為我提供的協助。更加感謝能夠參與成為義師，讓我有幸學識物理知識的老

師，李 sir。若果沒有李 sir 和陳校長的幫助，我就沒有機會入讀我喜歡的專業。今次能夠獲得這個

獎項不單只是我自己努力所得，亦是他們精心幫助我，教導我是成果。為此我深感榮幸。其次，我

家庭背景較為貧窮，但是陳校長補習中心依然會關心我的狀況，無論在經濟上，社會幫助上，亦或

者學業上都施于援手，令我深有感觸。最後，都感謝富達保險設立獎學金幫助有需要的學生，幫助

他們解決難題。為此，我也加入陳校長補習中心，成為義師，希望能夠將補天精神傳承下去，幫助

更多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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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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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ie Tam 5,000.00  

Avondale Wealth Management Limited 6,000.00  

Cheuk Chi Keung 300.00  

Cheung Yuk Ching 300.00  

Choi Yat Wa Sarah 1,500.00  

Fung Chi Chung 300.00  

Ho Ka Yue Joseph Ralph 1,000.00  

Hui Kit Yee Carrie 202.00  

Hui San Man Sanman 300.00  

Kee Siu Chau 100.00  

Ko Ching Wah 600.00  

kwan Siu lai charlie 300.00  

Lam Mei Chi 300.00  

Late Leung Foon Wai, Theresa 5,000.00  

Lee Fung Ching Vivienne 2,500.00  

Lee Wang Fai 600.00  

Leung Man Yee Liza 100.00  

Leung Man Yee Liza 100.00  

Mak Wing Yee Winnie 200.00  

Mich Pang 300.00  

Montina Chan 1,000.00  

Mr Mak Wing Kwong Tony 5,000.00  

Mr Yim Yat San 2,000.00  

Ms Shuk Lin Chan 800.00  

Poon Wing Kan 300.00  

Tam Hau Kwong 3,000.00  

Tam Hoi Ching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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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Hon Wah 500.00  

Wellmake Investments Limited 30,838.00  

Wong Ka Man 5,000.00  

Wong Tin Hung 600.00  

Wong Wai Kei 100.00  

Yu Yee Ki 1,000.00  

有心人 2,000.00  

陳寶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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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人  Box Files – 30個及碎紙機 – 1部 
 

N Power Media Ltd 酒精搓手液 – 350 支 

Throne Legacy Capital 酒精搓手液 – 500 支 

VSP Vision Care 酒精搓手液 – 100 支 

利希慎基金 酒精搓手液 – 190 支 

富通保險有限公司 口罩- 5,000 個 

康宏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口罩- 3,000 個 

愛馬仕協會 口罩- 300 個 

救助兒童會 酒精搓手液 – 500 支 

東瀛遊 口罩- 470 個 

法國巴黎銀行 口罩- 2,0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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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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紅外線探熱器 – 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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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info@hkcnc.org.hk
https://forms.gle/j41CAsW2piAN8Eo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