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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2020 年 4 月 11 日，是補天創辦九年來第一個賣旗日。以一個全港地

區性質的賣旗日來說，只有四個月的籌備時間實在非常倉卒。但對只

靠民間捐款營運的補天來說，賣旗籌得的善款絕對是雪中送炭。幸好

有很多有心人願意幫助，包括傳授籌辦賣旗日心得的路向四肢傷殘人

士協會的總幹事 Lilian，設計旗紙和金旗的 Dustykid 團隊，免費提供

金旗製作的印刷商路雅先生等，並且短時間內籌組了賣旗日籌委會，

成員來自不同界別並踴躍提供不同意見及渠道宣傳招募義工。這些幫

助都為補天團隊帶來很大的鼓舞。由於賣旗日需要大量義工以籌集更多善款，現誠邀各位不論家

長，學生，義師或公眾人士均可成為賣旗義工，並發動身邊朋友家人響應呼籲，由於是全港地區的

賣旗，港九新界各區均可供大家選擇。報名詳情可參考內頁方法，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7822700

與籌募部同事聯絡，衷心感謝！踏入 2020 年，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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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介：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全港賣旗日」 

2020 年 4 月 11 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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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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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GqXM3nXXHHBQ9AA48
https://forms.gle/RdwBKpYvr7fLW7b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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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2019 補天服務簡介會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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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冬季義師迎新會  7/12】                                                                                        

冬季義師迎新會 2019 已完滿結束，當日的精華分享片段現已上載至 YouTube，歡迎各位觀看/重溫。                                                                                                                                                         

陳校長分享：https://youtu.be/EBiuuk4TW6I                                                                                              

義師分享︰https://youtu.be/SnW_bV936HE                                                                                                 

補習服務流程: https://youtu.be/GlqgqYJWtdY                                                                                                

我們定期每季會舉行義師迎新會，讓大家與陳校長、資深義師們互相交流，分享義補期望與經驗，彼

此支持共勉，歡迎所有義師及對補天服務感興趣的公眾人士參與。 

https://youtu.be/EBiuuk4TW6I
https://youtu.be/SnW_bV936HE
https://youtu.be/GlqgqYJWt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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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調手工工作坊 7/12】  

感謝保信慈善基金的支持，讓補天學生可以有

機會接觸沖調。花茶香氣清淡而優雅；咖啡味

濃而熱烈，今天，補天學生可以在短短兩小時

的課程感受兩種截然不同的飲品，而且還可以

用花茶渣加上精油製造香薰，利用咖啡渣製造

環保肥皂梘，又是一個豐收的早上！                                                                                 

【社區親子 STEM 工作坊 14/12】   

「流體力學」的「帕斯卡原理」究竟是什麼？

感謝「培正專業書院」的導師讓家長和學生一

起製作模型，透過製作模型令他們了解到液體

壓力的傳動去實現升降功能，亦令大家了解到

液壓也可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學生家長亦非常

滿意自己的模型作品。                                                                               

【親子花藝興趣班-聖誕鮮花擺設 14/12】   

今日花藝師特別設計了聖誕節氣氛濃厚的

花環，艷紅的一品紅拼上紅豆子，配合小

雪人的擺設，讓整個課室立時氣氛騰飛，

親子關係又一次被緊緊湊合！ 

感謝保信慈善基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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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喝彩繽紛聖誕 SHOW 15/12】   

在香港基層家庭普遍難以負擔學習才藝的高昂費用，即使有機會學習，大部分學童也難有對外展示學習成

果的機會。有見及此，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補天)舉辦「為我喝彩」計劃，將舉辦五次活動，除提供讓補

天學童公開表演和展示才藝的機會，希望藉此增強他們的學習動力和自信心，亦會邀請學童的家長及親友

出席，增進親子關係外，亦同時讓家長和公眾人士明白孩童全能發展的重要性。 

是次繽紛聖誕 SHOW，由分別來自鄭裕彤葵涌學習中心及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的 34 組表演者，為

大家帶來小提琴、鋼琴、長笛、結他、古箏、肚皮舞、歌唱等精彩演出。 

感謝攜手扶弱基金的贊肋，讓一眾熱愛音樂、跳舞等才藝的孩子能夠公開展示他們努力的成果，希望在分

享音樂的同時，也可以提升孩子們的自信和成功感。                                                           

【義師聖誕聯歡 15/12】   

是次活動邀請陳校長到來和義師們作簡短的分享，中心可以順利地開辦不同興趣班，真的十分感謝義師們

無私的付出！為了報答他們，中心準備了禮物袋，由陳校長親自送給他們。小小心意，表達感謝！ 

是次參加聯歡的義師們都踴躍參與遊戲。我們一起吹聖誕卡、踩氣球、還有估大字。不要看他們平時正正

經經，玩遊戲的時候卻很熱情奔放！輪到交換禮物的環節，大家收到對方送的禮物都十分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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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劇-灰姑娘 8/12】   

本中心有幸獲得「香港青年芭蕾舞劇團」贈送門票，親子們一起前往柴灣青年廣場欣賞芭蕾舞劇「灰姑娘」。

小朋友未入場前已經表現興奮雀躍，觀看表演時更是認真投入！王子、灰姑娘、以及仙子等等平時在故事

書裡看到的角色，竟然活生生在眼前優雅地跳芭蕾舞，對於小朋友來說，既真實又夢幻啊！ 

另外，舞蹈員的表演十分專業，閃爍耀眼的戲服和華麗的舞會令人目不暇給！十分感謝「香港青年芭蕾舞

劇團」的落力演出，為親子們製造了難忘又開心的回憶！                                         

【Hasbro Global Day of Joy X 聖誕幼兒同樂日 12/12】   

感謝企業義工為本中心學前班幼兒舉辦了「Hasbro Global 

Day of Joy X 聖誕幼兒同樂日」義工們十分熱心地協助小朋友

投入遊戲，而小朋友們也十分活潑，對於每一個遊戲都盡情

參與。義工們還精心為小朋友準備了「講故事」的環節！真

的十分有心思呢！ 

最後，小朋友唱完了「Goodbye song」，拿了豐富的禮物，

和義工們影了大合照。「聖誕幼兒同樂日」就此完滿地結束

了！ 

                                                         

【恒隆數學繽紛樂班】 

非常感謝恒隆集團一班義工到本中心做

義務服務，為我們學生開辦恒隆數學繽紛

樂班，學生可以透過不同的小遊戲學習數

學，從而提升對數學的興趣。學生透過學

習整蛋糕學識分辨體積，又嘗試過到超級

巿場購物學習元和角，更嘗試透過運動賽

學習分和秒。 



 

 

7 

 

 

 

 

 

 

 

 

 

 

 

 

 

 

 

 

 

 

 

 

【品學開筆禮-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12/12】   

補天早前到獅子會何德心小學進行品學開筆

禮，於他們的文化日當中讓學生了解中國的

傳統文化及學習的意義。 

【聖誕童樂日 22/12】   

每年聖誕節除咗學生期待之外，我哋一班

義工同職員都非常期待。因為可以透過聖

誕童樂日與學生多作溝通同了解更多他們

的需要。活動當天，我們一班義工安排了

不同小遊戲給學生參與，另外今年仲整咗

薑餅人甜品，學生於活動時更學習唱出不

同聖誕歌，之後去到中心門外報佳音，希

望將呢份喜悅分享俾街坊，最後，當然唔

少得聖誕老人嚟派禮物啦！ 

【聖誕童樂日 22 & 24/12】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又來臨了！本中心為了讓更

多小朋友一起分享佳節的快樂，共舉辦了兩次

聖誕聯歡。在過程中，小朋友一起玩遊戲、收

禮物、還有享受豐富食物！大家都很愉快！尤

其在送禮物的環節，雖然遊戲計分分了勝負，

但是大家所收到的獎品禮物都很豐富！小朋友

玩遊戲享受過程，其實輸贏也不要緊啦！最重

要是，在過程中認識了組員而成為好朋友，友

誼還更珍貴呢！聖誕節當然要開開心心啦！在

此，本中心的所有職員祝各位小朋友聖誕快

樂！福杯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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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師活動-STEAM WORKSHOP 28/12】 

補天的義師今天身份大轉變，懷著好奇興奮

的心情步入課室，頓時變了淘氣的學生，在

專業 STEAM 導師 WILLIAM SIR 的悉心指

導下，透過數理程式，再結合高科 3D 打印

技術，大家完成了節日氣氛濃厚的聖誕雪花

球裝飾及無限鏡相，窺探高端創科的面貌。 

【非洲風暴救援任務-親子工作坊 23/12】 

家長和小朋友們到樂施會「無窮世界」互動教育

中心體驗非洲風暴救援任務。在小朋友的日常生

活中，極少聽聞世界另一端的非洲災民一直以來

都頑強地與大自然共存，經過非洲風暴救援任務

的體驗，相信小朋友已經明白生存原來極不容易。 

透過製作 STEM 工具，增加小朋友對救災的認

知，家長也十分有耐性地在旁協助，製作了手動

電燈、食水過瀘器、以及運送物資工具。在場職

員熱心講解，過程生動有趣，內容又有教育孩子

珍惜資源的意義。 親子們透過玩樂增加對風災的

認知，製作工具絕不馬虎，相信他們已經是合資

格的「世界小小公民」了。 
【創意填色畫畫比賽】 

早前本中心舉辦了創意填色畫畫比賽，希望學

生可以用自己的小宇宙畫出一幅於新年有關的

作品，我們收到不同作品，並由校長選出冠亞

季軍。作品將會於為我喝彩藝術展擺放， 如果

你有興趣欣賞作品，非常希望你到時前來參觀。 

資料如下： 

活動：為我喝彩藝術作品展 

日期：2020 年 1 月 8 日至 11 日 

時間：上午 10 時至 9 時 

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L2 平台 

(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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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學生人數：16,629 人    

義師人數：14,852 人    

配對總數：14,110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19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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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偉 甘頌文 何廷鈺 何翺穎 呂峰 李向輝 李沛瀅 李金倫 

李惠嬋 周葆文 林世豪 林梓楷 林華熾 林鳳辰 林億群 林禮婷 

范麗珠 徐樂希 馬康晉 馬樹宏 張巧恩 梁萬泉 梁霈琪 梁穎童 

梅綺如(蔡太) 陳宇穎 陳晧弘 陳龍澤 陳耀彤 麥婉芬 曾杰濤 黃榆淇 

黃麗容 葉盈盈 甄嘉彤 鄭偉鵬 鄭頌欣 黎昊燃 鍾影雅 
 

 

 

截至 2019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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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國宏 朱慧君 江錦昌 何家欣 吳肇韜 李思齊 李柏慧 李雪君 

李學峰 林彥璋 林愛琼 胡慧詩 唐子淇 唐崢輝 容兆文 耿詠恒 

屠凱甯 張峻熙 張堅兒 梁春燕 梁曉琳 莫凱期 莫羲達 許潔盈 

郭佩華 陳柏文 陳敏妍 陳慷駿 曾偉鑫 黃忠揚 黃俊浩 黃家俊 

黃家恩 黃曼宜 黃曉均 黃寶茵 楊綺翹 葉建新 熊瑞斌 趙純懿 

劉勁芳 歐陽詠詩 蔡穎賢 鄧曉陽 黎翰恩 禤瑩 鍾宛彤 譚雅文 

關靜儀 蘇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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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文靖怡 毛嘉怡 王芷晴 王紹齊 古家晴 石煉楸 任朗僖 何秉謙 

何瑞儀 何穎童 何駿怡 何駿彥 余嘉祐 余嘉琪 利昶儒 吳旻熹 

吳俊儒 呂本澔 李子聰 李弘 李佩茵 李咏詩 李銘婷 周文婷 

周柏希 周濟棠 林汝琪 林庭敏 林雅瑩 林綺玲 邱愛霖 洪庭詣 

胡靜婷 袁逸筠 高寶兒 區素婷 張秀珍 梁永昌 梁樂欣 梁曉桐 

梁耀權 郭婉鳳 陳子曰 陳佩儀 陳珈汶 陳敏偉 陳傑康 陳楨蓬 

傅家敏 曾展 馮曉彤 黃心妍 黃詩軒 黃慕賢 楊江鋒 溫婉怡 

溫楚盈 葉家暉 賈翔安 趙樂琳 趙薇 劉淑霞 劉溢豐 潘宗浩 

潘家偉 蔡豐楷 蔡豐裕 鄧玉明 鄧敏華 鄧鎮江 鄧藝棋 黎永祥 

黎凱兒 賴欣然 鍾志宏 鍾麗麗 簡燕珊 聶雲 羅嘉莉 譚頌禮 

Soo Bee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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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 

導師   劉穎彤 +  學生 龐紫晴 元朗 

 

導師   符美儀 +  學生 張鈺雪 大圍 

導師   方秀華 +  學生 蘇寶儀 上環 

 

導師   汪仲豪 +  學生 何敏豪 沙田 

導師   劉詩宇 +  學生 甘紫烽 粉嶺 

 

導師   吳國偉 +  學生 蔡銘皓 沙田 

導師   馬炳逢 +  學生 黃文軒 沙田圍 

 

導師   林曉麗 +  學生 李卓怡 深水埗 

導師   繆迪生 +  學生 陳兆堂 太古 

 

導師   彭永泰 +  學生 李祐承 太和 

導師   陳儷文 +  學生 容曉嵐 天水圍 

 

導師   張凱善 +  學生 梁誠恩 荔景 

導師   鄧紹文 +  學生 彭亮閒 元朗 

 

導師   鄧紹文 +  學生 彭亮晶 元朗 

導師   黎頌恩 +  學生 葉寶琳 大埔 

 

導師   余永康 +  學生 黎錦瑩 沙田 

導師   張秀琼 +  學生 葉青藍 赤柱 

 

導師   文靖怡 +  學生 詹家晴 上水 

導師   何錦斌 +  學生 馮健鵬 堅尼地城 

 

導師   陳錦發 +  學生 陳星宏 馬鞍山 

導師   劉晴晴 +  學生 陳焯峯 葵涌 

 

導師   李世彬 +  學生 黃聖權 葵興 

導師   黃凱琳 +  學生 任芯頤 屯門 

 

導師   廖俊晧 +  學生 盧律希 上水 

導師   謝靄貞 +  學生 王隆 紅磡 

 

導師   梁佩貞 +  學生 方妍 大圍 

導師   陽輝 +  學生 羅凱莉 長沙灣 

 

導師   黎姵希 +  學生 劉瑩盈 旺角 

導師   李梓霙 +  學生 陳妤欣 北角 

 

導師   鍾思思 +  學生 董晨晨 荔枝角 

導師   楊子晴 +  學生 張芷萱 薄扶林 

 

導師   陳樂施 +  學生 蕭嘉耀 將軍澳 

導師   陳志忠 +  學生 袁慧蘭 北角 

 

導師   潘家偉 +  學生 列欣兒 天水圍 

導師   張琳儀 +  學生 趙煖心 大圍 

 

導師   鄭嘉豪 +  學生 沈嘉源 紅磡 

導師   楊尤蘭 +  學生 游家欣 柴灣 

 

導師   陳卓妍 +  學生 李敏銣 上環 

導師   張善泯 +  學生 楊甜甜 樂富 

 

導師   余亦兒 +  學生 彭海茵 天水圍 

導師   詹曉男 +  學生 陳景朗 天水圍 

 

導師   曾婉秋 +  學生 龐敏怡 荃灣 

導師   區羨敏 +  學生 王藍欣 鑽石山 

 

導師   廖柏年 +  學生 鄧藝屏 深水埗 

導師   陳穎欣 +  學生 歐陽子富 紅磡 

 

導師   甘翠薇 +  學生 黃伊夢 黃大仙 

導師   余柏祥 +  學生 林正浩 九龍灣 

 

導師   梁嘉雯 +  學生 池奕進 大埔 

導師   馬熙鈿 +  學生 劉凱婷 西環 

 

導師   李子琳 +  學生 李宜霏 柴灣 

導師   鄧燕妮 +  學生 羅柏賢 屯門 

 

導師   熊佩蘭 +  學生 李善恆 大圍 

導師   許施樂 +  學生 林衍文 天水圍 

 

導師   羅嘉莉 +  學生 李嘉銘 樂富 

導師   溫婉怡 +  學生 何景熹 黃大仙 

 

導師   洪翔 +  學生 甘采琳 荃灣 

導師   孫穎婷 +  學生 翁曉錤 柴灣 

 

導師   傅家敏 +  學生 余欣瀠 柴灣 

導師   劉泳均 +  學生 邱建寧 太子 

 

導師   周穎心 +  學生 黄胤雄 美孚 

導師   區敏華 +  學生 吳紫慧 太子 

 

導師   林泓秀 +  學生 溫濤睿 北角 

導師   黃心妍 +  學生 馮心怡 將軍澳 

 

導師   蔡豐楷 +  學生 梁堅強 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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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何駿怡 +  學生 譚敏盈 荃灣 

 

導師   陳瑩基 +  學生 潘泳怡 深水埗 

導師   袁麗嫻 +  學生 何抒函 深水埗 

 

導師   陳佩儀 +  學生 郭可恩 大圍 

導師   李佩茵 +  學生 梁逸詩 太子 

 

導師   岑志恆 +  學生 張俊熙 土瓜灣 

導師   李展維 +  學生 思寧滌 美孚 

 

導師   馬淑儀 +  學生 麥潔瑩 天后 

導師   鄧敏華 +  學生 楊焯瑩 大角咀 

 

導師   鄭永發 +  學生 龔柏熙 屯門 

導師   賴欣然 +  學生 陳漢智 元朗 

 

導師   李禮江 +  學生 何國偉 紅磡 

導師   雷偉傑 +  學生 勞權達 深水埗 

 

導師   湯旻昇 +  學生 黃凱堯 荃灣 

導師   鄧藝棋 +  學生 曹欣怡 藍田 

 

導師   蔡豐裕 +  學生 鄭悅穎 太和 

導師   古家晴 +  學生 李彥沚 調景嶺 

 

導師   何駿彥 +  學生 韋懋基 青衣 

導師   梁滙淇 +  學生 何太龍 筲箕灣 

 

導師   鄧玉明 +  學生 袁瑞瓊 長沙灣 

導師   黃禧兒 +  學生 牛子誠 北角 

 

導師   趙樂琳 +  學生 胡佳祈 屯門 

導師   黎學銘 +  學生 何韋樂 荃灣 

 

導師   黃詩軒 +  學生 李昱麟 東涌 

導師   梁偉彬 +  學生 陳柏楊 九龍城 

 

導師   李宛瑩 +  學生 仇芷慧 九龍城 

導師   林庭敏 +  學生 馮活泉 新蒲崗 

 

導師   梁永昌 +  學生 黃龍興 深水埗 

導師   蔡貝妍 +  學生 張品妤 元朗 

 

導師   賈翔安 +  學生 何昱燁 沙田 

導師   張之麗 +  學生 莫煜琳 深水埗 

 

導師   任朗僖 +  學生 周琮熹 將軍澳 

導師   鄧頌恩 +  學生 徐惠淇 柴灣 

 

導師   陳琪琪 +  學生 古珺希 大圍 

導師   王靖雯 +  學生 葉柔缨 元朗 

 

導師   Soo Bee Lee +  學生 洪欣欣 筲箕灣 

導師   劉淑霞 +  學生 鍾鈺婷 觀塘 

 

導師   楊匡民 +  學生 羅浩林 長沙灣 

導師   高寶兒 +  學生 黃淑玲 屯門 

 

導師   丁海燕 +  學生 蘇倩婷 牛頭角 

導師   李咏詩 +  學生 譚皓盈 土瓜灣 

 

導師   黎凱兒 +  學生 丁俊傑 旺角 

導師   李子聰 +  學生 譚曉桐 將軍澳 

 

導師   關穎妮 +  學生 黃雲靖 九龍灣 

導師   何秉謙 +  學生 林廣森 大埔 

 

導師   曾展 +  學生 張思浩 青衣 

導師   曾展 +  學生 洪偉銘 青衣 

 

導師   呂本澔 +  學生 鄒立彬 油麻地 

導師   陳鼎華 +  學生 孫遠鑫 大埔 

 

導師   李蔓馨 +  學生 黃文龍 馬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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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暮雪家長感謝義師黎杏妍： 

我好感激導師悉心教導小女，考試前會講解，由未補習時英文 8 分，現在 50 滿分考到 33.5 分,而

數學當時只有 25 分，現在 53 分，我好開心呀！好多謝導師！ 

 

【免費一對一補習】 石曉瑩家長感謝義師蘇志誠： 

很感激導師為我女兒石曉瑩耐心補習。得到蘇導師的教育，我女兒终于考試合格。從未有過的喜悅

在女兒臉上出現。女兒和我說 :“這次數學考試是她歷史以來最想去做的試卷。”我聽到後，心中

無限感激。好多謝導師為我女兒的付出。 

 

 

【大角咀免費學前班-衍生贊助】  黃鈺坤家長 

首先很感恩坤坤可以參與中心的學前預備班課程。記得上第一堂課，坤坤入到教室差不多大半堂課

都在哭着找媽媽。上第二堂課也哭着入教室，但入去沒多久就沒聽到哭聲了。想不到上咗三堂課後

已有很大進步了，不但沒哭，還自覺跟着同學排隊入教室，即使放學回到家也會跟我說上課時的情

況，表現得很雀躍，有時還自個兒一邊跳舞一邊哼着學校教的兒歌音律，玩完玩具也識得收拾好。

見到鄰居還會同人講 good morning。雖然坤坤還有很多不足之處，但每次見到老師在手冊上的

評語同在家中的種種表現和行為都有很大的轉變，真的令我很安慰。真心感謝中心的每一位。 

 

【大角咀免費學前班-衍生贊助】  徐曉燕家長 

小朋友在中心上堂後，不論在外在家都有所改變和學會了不同的知識，例如：英文能力有所提升，

在中心學了的英文生字回到家中也會說出來，在朋友面前也夠膽說。另外也學懂了跟人相處和溝通

也會分享，不論玩具還是零食等，都會同別人一齊去分享，也不會和別人爭搶，在規矩上也學會到

遵守，例如：排隊，感覺到她成長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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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他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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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t Ying Chi 月捐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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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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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Yuk Ching 300.00  

Chi Tao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20,000.00  

Esther Ka Wai Wong 50,000.00  

Ho Ka Yue Joseph Ralph 2,000.00  

Hui Kit Yee Carrie 106.00  

Hui Kit Yee Carrie 104.00  

Hui Kit Yee Carrie 104.00  

Ip Lan Choi 100.00  

Ip Lan Choi 100.00  

Ip Lan Choi 300.00  

Kim See Wendy Gan 100.00  

Kwan Chi Ching 1,000.00  

Leung Man Yee Liza 100.00  

Lin Wing Fai 10,000.00  

Liza Leung 100.00  

Liza Leung 100.00  

Macy Ng 500.00  

Miss Ng Ching Yin 2,000.00  

Miss Tong Mei Tak 500.00  

Mr Edward Yeung 100,000.00  

Mr Pong Kai Man 10,000.00  

Pacific Coffee Company Limited 48,443.00  

Suki Pui Yin Sew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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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atec Ltd 10,000.00  

United Parcel Service 82,240.06  

Wellmake Investments Limited 30,838.00  

Wong Pui Ki 100.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Wai Kei 100.00  

有心人 5,000.00  

曾路特 1,000.00  

廖鳳儀 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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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諾環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及信諾環球保險有限公司   梳化及枱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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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地碎紙機 – 1 台 

 3”Box File – 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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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