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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隨著新型肺炎疫情穩定後，教育局亦宣佈分階段復課安排，補天服務亦陸續恢復： 

 

1. 免費一對一補習 

因疫情關係，一對一補習自 2 月起暫停新配對，另已配之師生亦暫停在連鎖餐廳進行補習，以保

障師生安全。當疫情逐漸穩定，一對一補習於 5 月 4 日恢復服務，短短一個月已成功配對 150 對

師生，雖早前為停課階段但服務需求仍很大，如你或朋友有興趣成為義師，可到

https://hkcnc.org.hk/volunteer_teacher/apply_online/登記以幫助更多正等候配對之學生。 
 
2. 才藝班 

隨著教育局宣佈分階段復課安排，補天的才藝班亦將於 6 月 15 日復課，鑑於疫情仍然持續，前來

上課之學生及其陪同之家長將獲中心派發口罩一個，學生上課時亦須遵守中心防疫指引包括須配戴

口罩，量度體溫及座位保持距離等，以保障各師生安全。另由於各才藝班急需義務中心導師，以持

續 提 供 各 免 費 及 多 元 化 才 藝 課 程 給 學 生 參 與 ， 歡 迎 各 位 到 

https://hkcnc.org.hk/volunteer/talent_class_teacher/登記。 
 
3. 學前班 

學前班將繼續停課直至教育局公布最新幼稚園低年級之復課安排。 
 
4. 義師支援 – 義師中心及義師有計工作坊 

由於一對一補習已恢復，如義師於補習時需課本或補充練習協助，可於辦公時間到義師中心借閱書

藉。另疫情後首場義師有計工作坊亦擬於 6 月 20 日(六)舉行，主題為「基礎行為及情緒管理: 初

小篇」，有興趣參加之義師可到 https://forms.gle/KmH6ghP6LbjE7ApSA 了解詳情及報名。 

中心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 

官永義總社 香港九龍長沙灣大南西街 609 號永義廣場 20 樓 C 室 3621 0925 3621 0935 info@hkcnc.org.hk 

鄭裕彤葵涌學習中心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430-436 號偉賢樓地下 B 舖 3956 3877 3956 3870 kc@hkcnc.org.hk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九龍大角咀櫸樹街 88 號奧柏御峯 2 樓 205-206 號舖 2866 7927 2866 2857 tkt@hkcnc.org.hk 

義師中心(籌募及推廣辨事處) 香港九龍太子砵蘭街 450-454 號 HQ14 樓 B 及 C 室 2782 2700 2782 2900 fp@hkcnc.org.hk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補天)，   

2011 年成立，是香港政府認可   

之非牟利慈善機構，專為基層   

弱勢學生提供免費教育支援。 

天地通訊(2020 年 5 月號) 

 

若閣下希望取消以郵寄或電郵方式接收由本機構發出之通訊，            

請電郵至 info@hkcnc.org.hk、傳真至 3621 0935 或致電 3621 0925 與我們聯絡。 

(如無法投遞，請退回本機構總社) 

https://hkcnc.org.hk/volunteer_teacher/apply_online/
http://hkcnc.org.hk/volunteer_teacher/apply_online/
https://hkcnc.org.hk/volunteer/talent_class_teacher/
https://forms.gle/KmH6ghP6LbjE7ApSA
mailto:info@hkcnc.org.hk
mailto:tkt@hkcn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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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困難時候，感謝各機構，有心人及義師們對學生不離不棄，更以不同方式支援學生，以致停

課期間得到生活，學習及經濟上的支援，相信復課後學生有機會於短時間要追趕學校課程或應付考

試，期望補天能繼續於學習方面支援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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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活動】 

 

 

 

 

 

 

 

 

 

 

 

 

 

 

 

 

 

 

 

 

 

四一募捐計劃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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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有限，故未能招募更多的義務教師，增添教學設備及教

材，無法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弱勢青少年。   

 

此四一募捐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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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

連結進入 :  https://hkcnc.org.hk/donation/donation_program/ 

 

【星期日檔案訪問(貧二代)】- 四一募捐計劃 

在嚴峻疫情影響下，如早前星期日檔案訪問的，許多基層學生及其家庭受到好大壓力，補天

一直留意情況，盡量為學生提供即時協助。踏入六月，疫情開始緩和，學校開始逐步恢復正

常上課，補天在 5 月已回復配對會面及各中心活動安排。補天仍需要社會各界善心人幫助，

你可以用劃線支票、銀行入數、Payme、轉數快(FPS)、網上 PayPal 轉帳等捐助。

https://hkcnc.org.hk/donation/donation_method/ 

多謝各位支持。謝謝。 

 

https://hkcnc.org.hk/donation/donation_program/
https://hkcnc.org.hk/donation/donation_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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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及資訊】 

 

 

 

 

 

 

 

 

 

 

 

 

【補天知多少 – 服務流程篇】 

一對一免費補習係補天嘅重點服務，趁住暑假時間比較彈性，我

們會特別努力招募有心人加入義師行列，協助學生補回進度。 

要成功配對一對師生需要經過四大流程，包括「登記」、「電話

配對」、「會面」、「跟進」。想了解呢四大流程？即刻去圖！ 

請按此連結完成義師登記表格： 

https://hkcnc.org.hk/volunteer_teacher/apply_online/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一對一免費補習 

#歡迎應屆 DSE 考生登記成為義師 

＃義師招募 

＃服務流程 

 

【義師招募】 

因想過一個充實的暑假？ 

各位應屆 DSE 畢業生，唔好猶豫，請將您的知識分享給有需要的學生。 

目前尚有二千名基層學生仍在等候一對一免費補習服務，期待您的加入，一星期只需抽一小時，

就能幫助一位基層學生義補，亦能將您的暑假變得更有意義 

請即登記成為義師：http://hkcnc.org.hk/volunteer_teacher/apply_online/ 

 

 

 

https://hkcnc.org.hk/volunteer_teacher/apply_online/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99%B3%E6%A0%A1%E9%95%B7%E5%85%8D%E8%B2%BB%E8%A3%9C%E7%BF%92%E5%A4%A9%E5%9C%B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osBwGZIHCsaAqhouDFxVQSDqK_TNGOGOQqYPe-j4roD87jq61V0D0BBt5nBOZY3LdHiiXkT_KFZWP7hwGZMtdIztFwVcgmhmZPshvPXorPqp3GQcdUQLYBskURmuCSjlD25ubIalIh-rZz28MUCuQ8KvL980n36xD9Ffgg_cOu8jXNOJB3zETxIXIocUsEx9nWqjHYeg4mbRk363_u5uyD3DF6d7rzdiDpQLxrYKtJVoMc2N7P8EKgFvGchT5vZ_kjuyd85nTEw2zjGP73D5yh5qCuW8X28uwOcAdOJfGje4gNe44GKXakE7RuVjBJ_b3Oxc3-nCpoIU9lchC0zytfg&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4%B8%80%E5%B0%8D%E4%B8%80%E5%85%8D%E8%B2%BB%E8%A3%9C%E7%BF%92?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osBwGZIHCsaAqhouDFxVQSDqK_TNGOGOQqYPe-j4roD87jq61V0D0BBt5nBOZY3LdHiiXkT_KFZWP7hwGZMtdIztFwVcgmhmZPshvPXorPqp3GQcdUQLYBskURmuCSjlD25ubIalIh-rZz28MUCuQ8KvL980n36xD9Ffgg_cOu8jXNOJB3zETxIXIocUsEx9nWqjHYeg4mbRk363_u5uyD3DF6d7rzdiDpQLxrYKtJVoMc2N7P8EKgFvGchT5vZ_kjuyd85nTEw2zjGP73D5yh5qCuW8X28uwOcAdOJfGje4gNe44GKXakE7RuVjBJ_b3Oxc3-nCpoIU9lchC0zytfg&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AD%A1%E8%BF%8E%E6%87%89%E5%B1%86dse%E8%80%83%E7%94%9F%E7%99%BB%E8%A8%98%E6%88%90%E7%82%BA%E7%BE%A9%E5%B8%A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osBwGZIHCsaAqhouDFxVQSDqK_TNGOGOQqYPe-j4roD87jq61V0D0BBt5nBOZY3LdHiiXkT_KFZWP7hwGZMtdIztFwVcgmhmZPshvPXorPqp3GQcdUQLYBskURmuCSjlD25ubIalIh-rZz28MUCuQ8KvL980n36xD9Ffgg_cOu8jXNOJB3zETxIXIocUsEx9nWqjHYeg4mbRk363_u5uyD3DF6d7rzdiDpQLxrYKtJVoMc2N7P8EKgFvGchT5vZ_kjuyd85nTEw2zjGP73D5yh5qCuW8X28uwOcAdOJfGje4gNe44GKXakE7RuVjBJ_b3Oxc3-nCpoIU9lchC0zytfg&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7%BE%A9%E5%B8%AB%E6%8B%9B%E5%8B%9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osBwGZIHCsaAqhouDFxVQSDqK_TNGOGOQqYPe-j4roD87jq61V0D0BBt5nBOZY3LdHiiXkT_KFZWP7hwGZMtdIztFwVcgmhmZPshvPXorPqp3GQcdUQLYBskURmuCSjlD25ubIalIh-rZz28MUCuQ8KvL980n36xD9Ffgg_cOu8jXNOJB3zETxIXIocUsEx9nWqjHYeg4mbRk363_u5uyD3DF6d7rzdiDpQLxrYKtJVoMc2N7P8EKgFvGchT5vZ_kjuyd85nTEw2zjGP73D5yh5qCuW8X28uwOcAdOJfGje4gNe44GKXakE7RuVjBJ_b3Oxc3-nCpoIU9lchC0zytfg&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9C%8D%E5%8B%99%E6%B5%81%E7%A8%8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osBwGZIHCsaAqhouDFxVQSDqK_TNGOGOQqYPe-j4roD87jq61V0D0BBt5nBOZY3LdHiiXkT_KFZWP7hwGZMtdIztFwVcgmhmZPshvPXorPqp3GQcdUQLYBskURmuCSjlD25ubIalIh-rZz28MUCuQ8KvL980n36xD9Ffgg_cOu8jXNOJB3zETxIXIocUsEx9nWqjHYeg4mbRk363_u5uyD3DF6d7rzdiDpQLxrYKtJVoMc2N7P8EKgFvGchT5vZ_kjuyd85nTEw2zjGP73D5yh5qCuW8X28uwOcAdOJfGje4gNe44GKXakE7RuVjBJ_b3Oxc3-nCpoIU9lchC0zytfg&__tn__=%2ANK-R
http://hkcnc.org.hk/volunteer_teacher/apply_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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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天實習計劃 – 總社實習生感言】 

六個女仔由不相識，到相遇，再一齊成長，絕對係一件唔容易嘅事！ 

上年嘅補天總社實習生就由六個嚟自不同學校、不同背景嘅女仔組成，由策劃師生同樂日，到走

訪 18 區探訪義補師生，都係由他們一手一腳，互相扶持咁去努力完成。 

補天祝願她們，繼續團結一心，不要忘記幫助基層學生的初衷！其他實習生感言已上載至補天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hkcnc) 

 

 

【基層學生網上學習支援計劃 - 平板電腦及 WIFI 蛋】 

因疫情關係，學生需長時間停課在家，學校為免影響學生學習進度，多改做網上上課，令很多

基層學生沒法上堂，在學習上更加困難，家長沒有錢購買設備，會感到內疚。感恩得到有心人

的捐助，補天便馬上安排了『基層學生網上學習支援計劃』，在五月份第一期我們在葵涌及大

角咀中心派送了 34 部平板電腦給有需要學生，另外，租借了 30 套 WIFI 給沒有寬頻設備家庭

使用。期望有關物資能有助學生完成學校功課，追回學習進度，繼而增加學習興趣。 

https://www.facebook.com/hk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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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20 年 6 月 1 日)  

學生人數：17,013 人    

義師人數：15,752 人    

配對總數：14,399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2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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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君豪 王志祥 朱銳明 余永賢 吳妙瑜 呂穎珊 李子蔚 李倩妮 

李業勤 李裕生 李澄泇 沈旖曼 阮栩傑 阮浩然 冼芍穎 林尚賢 

林泳彤 林婉珊 林慧姬 林樹綱 姚健聰 姚懿珈 紀曦婷 孫顥溵 

徐可恩 高靜敏 區梓靖 張天慧 張睿珈 張穎愉 梁國威 莫志剛 

郭志杰 郭嘉權 陳玉玲 陳俊賢 陳柏衡 陳曉欣 陳曉琳 陳靜儀 

陸楠 黄一心 傅競賢 彭勃珍 曾惠賢 湯嘉銘 黃倩珩 黃家雄 

黃愛霖 黃錦英 楊澤俐 葉穎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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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穎妍 賴奕龍 龍晟 

謝天慧 謝嘉善 羅家杰 羅書華 譚翠嫺    

 

截至 202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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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㛄婷 江詠珊 余倩蕊 余桓甄 吳兆倫 吳鈺汶 吳碧蓮 李文健 

李梓霙 李頴美 李蘊華 李灌軒 阮穎琳 周冠仁 侯珮琪 唐蒨玲 

孫文亮 徐嘉恩 荊朗悅 張倩兒 張荔茵 張梓恒 梁永堂 梁彥芝 

梁嘉欣 許延鋒 郭淑婷 郭穎聰 陳玉儀 陳佩儀 陳明思 陳柏謙 

陳家雯 陳梓盈 陳曉鈴 陳蕙嫺 陸卓熙 麥志昌 黃加詠 黃尚明 

黃婉盈 黃渝斐 黃詠嵐 黃嘉瑩 黃麗芳 黃麗施 黃靄怡 楊子聰 

楊綺敏 葉盈枝 雷高明 廖以芹 劉子杰 劉凱欣 劉嘉珍 潘少冰 

練永賢 蔡子軒 鄭嘉豪 賴綺雯 鍾沅霖 鍾易琳 鍾雅娜 鍾離衞 

簡旭明 鄺麗瑩 關詠之 龐孟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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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尹思穎 尹曦媛 文庭彥 王力興 王佳怡 王珮淇 王慧煊 王穎彤 

司徒楚儀 玉家敏 甘倩茹 石凱欣 任咏儀 伍小薇 伍卓妍 伍苑綸 

伍家妍 伍梓恒 伍詩雅 伍寶臨 朱汶蕙 朱卓廷 朱凱祈 朱睿宜 

江奕昌 江曉瑩 何明德 何泳姿 何美婷 何雋逸 余小燕 余宛倩 

余泇茵 余敏萓 余善姿 余詠芝 余傲兒 吳少玲 吳文東 吳玉瑛 

吳秀玲 吳卓豐 吳承澤 吳泳潼 吳秉俊 吳施鋇 吳洛林 吳若琳 

吳啟賢 吳喻殷 吳雯惠 吳嘉蓉 吳漢傑 吳曉霞 呂仲權 宋嘉盈 

李立中 李志斗 李旻禧 李易諾 李芷慧 李俊浩 李思慧 李秋鳳 

李衍澄 李倩瑩 李浩明 李尉瑜 李清弦 李嘉汶 李碩 李慧君 

李樂遙 李潔盈 李曉琳 李穎詩 李鴻羽 李麗怡 杜俊彥 杜浩賢 

杜樂遙 汪嘉敏 沈采怡 貝玉花 卓欣 周文靜 周卓怡 周振昇 

周茗琛 周學林 周穎琪 屈曼祺 幸曉欣 林玉韻 林式姿 林希悅 

林攸良 林沛思 林灼南 林卓伶 林欣怡 林思欣 林政惟 林庭樂 

林悅娉 林浩深 林荏驊 林甜甜 林凱欣 林琼 林詠諭 林嘉歡 

林潁蓁 林穎雯 林韻琪 林麗珊 林麗媛 林鑫萱 邱洛琪 侯紹昇 

冠夏榕 姚天樂 姚卓彥 姚浩賢 姚德偉 柯穎彤 胡洛僖 胡梓泳 

胡銘潔 胡學謙 胡麗賢 范樂欣 韋沛盈 倪嘉倫 凌朗僖 唐曉炘 

孫妙宜 徐志強 徐逸嵐 徐煡崳 徐瑋彤 留詠愉 馬家耀 馬楹姿 

馬曉曦 馬錦雯 高金香 高淑明 區嘉瑩 張以琳 張丞裕 張卓薇 

張信盈 張珀寧 張健怡 張富愉 張詩芬 張肇庭 張賢賢 張學賢 

張曉彤 張曉藍 張韻晴 張譽霖 梁以靖 梁保根 梁倩若 梁詩朗 

梁嘉晞 梁嘉穎 梁穎兒 梁曦賢 章貝安 莊子傑 莊希雯 莊協權 

莊啟鑫 莊晞琳 莊雅婷 莊耀禧 莫佩琳 莫嘉穎 許永欣 郭天安 

郭展濤 郭紹鵬 郭逸文 郭鎧琳 陳子欣 陳允 陳天龍 陳少斌 

陳文權 陳正林 陳兆鴻 陳君婷 陳君煒 陳志軒 陳志賢 陳沚攸 

陳卓霖 陳宗瑩 陳欣彤 陳欣婷 陳俊朗 陳俊樺 陳咲穎 陳奐璇 

陳思穎 陳政東 陳映璇 陳洛珩 陳珈桓 陳祉昕 陳美婉 陳美賢 

陳展衡 陳恩橋 陳浩賢 陳景朗 陳雯迪 陳溢騫 陳瑋浚 陳裕謙 

陳嘉怡 陳嘉晴 陳嘉源 陳嘉蕙 陳潔縈 陳澔儀 陳曉彤 陳曉雯 

陳穎怡 陳穎淇 陳穎愉 陸弘熙 陸正睿 陸卓怡 麥小姸 麥沛盈 

麥綽瑤 麥寶茹 彭思微 曾子雅 曾婉嫻 曾梓禧 曾穎詩 曾麗儀 

湯雯伊 程珊美 程茵 馮亮勳 馮思慧 馮穎敏 黃匡儀 黃志誠 

黃依靜 黃欣婷 黃芷欣 黃信銘 黃施桓 黃家溢 黃浩賢 黃海琳 

黃康晴 黃敏寧 黃淑鈴 黃惠娜 黃進生 黃雅芝 黃雅亭 黃愛萍 

黃敬宏 黃靖瑜 黃榣 黃德聖 黃慧儀 黃樂呈 黃曉彤 黃熾明 

黃諾崙 楊勇傑 楊浩鳴 楊淑慧 楊詠彤 楊頌偉 楊嘉敏 楊曜瑋 

楊麗詩 溫慧明 葉子悅 葉秀玲 葉明蓁 葉珉希 葉凌霜 葉展鵬 

葉恩彤 葉潔芝 葉穎芬 葉臻 葉麗蘇 葉灝茵 詹梓洋 廖婉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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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翰瑜 甄焕雄 趙子銘 趙致朴 趙智康 趙樂晴 劉丹娜 劉天恩 

劉天樂 劉永康 劉君正 劉卓盈 劉承楷 劉芷螢 劉宣杏 劉彥翎 

劉凱欣 劉愷霖 劉嘉韻 劉綽欣 劉穎儀 歐陽植烜 潘國亨 潘景文 

蔡映嵐 蔡悅兒 蔡桂俊 蔡富之 蔡曉儀 蔡穎怡 鄧匡廷 鄧昭妤 

鄧恩琪 鄧偉傑 鄧梓英 鄧詠恩 鄧筠琳 鄧嘉怡 鄧嫣倩 鄭元亨 

鄭廷晴 鄭灼仁 鄭建威 鄭美琪 鄭鈞耀 鄭瑋晴 鄭瑞群 鄭裕琛 

鄭詩敏 鄭榕 鄭漫真 黎明駿 黎欣欣 黎思奇 黎哲衡 黎朗謙 

黎惠思 黎嘉琍 黎劍虹 黎曉睿 黎曉澄 盧加曼 盧沅蔚 盧佩生 

盧穎彤 蕭敏晴 錢凱琳 霍允瑩 霍淑賢 霍愉文 駱林尉 駱靄汶 

繆少年 謝亦鈞 謝卓龍 謝敏 鍾志揚 鍾晴 鍾曉彤 鍾穎 

韓晉 聶敬愈 鄺玉清 鄺秀玲 鄺雋皓 鄺曉茵 顏星現 魏爾信 

羅子珊 羅天珩 羅世傑 羅政彥 羅津津 羅浩然 羅梓允 羅詠如 

羅慧賢 譚希信 譚俊揚 譚詠之 譚境霆 譚漪霆 關子晴 關希嵐 

關頌沂 蘇秀如 蘇俊穎 蘇對瑚 蘇樂堯 蘇曉欣   

Cheng Lacus Cheung Ting Ting Lam Cheuk Kwan Lee Ching Mei 

Leung Wing Yee Ng Suet Ping Wong Mo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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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日) 

導師   陳明傑 +  學生 葉崑 筲箕灣 
 
導師   任子豪 +  學生 張晟殷 屯門 

導師   彭珮堯 +  學生 列詠錡 大圍 
 
導師   黃小玉 +  學生 張晞桐 沙田 

導師   陳壯為 +  學生 周子烽 藍田 
 
導師   梁明昌 +  學生 楊熙 將軍澳 

導師   鍾思思 +  學生 趙穎欣 荔枝角 
 
導師   鄧卓蓉 +  學生 黃佩君 油麻地 

導師   周統滙 +  學生 姚詠芝 將軍澳 
 
導師   陳炯鏗 +  學生 王尚仁 柴灣 

導師   曾詠賢 +  學生 李嘉軒 大圍 
 
導師   吳玉瑛 +  學生 李欣桐 沙田 

導師   余卓瑩 +  學生 朱祐晴 柴灣 
 
導師   劉珮珊 +  學生 張婧希 藍田 

導師   颜桐光 +  學生 范國棟 深水埗 
 
導師   張雅姿 +  學生 劉麗淇 天水圍 

導師   盧薇 +  學生 盧曉彤 將軍澳 
 
導師   張佩琳 +  學生 馬綽浠 天水圍 

導師   周雪瑩 +  學生 廖澤軒 上水 
 
導師   陳秉浩 +  學生 張穎希 油塘 

導師   梁嘉樂 +  學生 陳智琛 長沙灣 
 
導師   鄭啟航 +  學生 林穎遙 石硤尾 

導師   張子健 +  學生 歐杰兒 彩虹 
 
導師   張弼弘 +  學生 郭曉桐 藍田 

導師   李瑞欣 +  學生 周家祥 大圍 
 
導師   余曉欣 +  學生 蘇健諾 天水圍 

導師   陳壯為 +  學生 鄭諾謙 藍田 
 
導師   鍾曉彤 +  學生 林芷童 大圍 

導師   何婉心 +  學生 陳浚穎 藍田 
 
導師   林欣怡 +  學生 黎冬勝 美孚 

導師   李傲潛 +  學生 陳再興 美孚 
 
導師   王永怡 +  學生 王業昇 彩虹 

導師   彭俊強 +  學生 陀勇 天水圍 
 
導師   陳梓豪 +  學生 朱穎欣 荃灣 

導師   張琳儀 +  學生 李尚燃 大圍 
 
導師   黃寶茵 +  學生 黃雅維 筲箕灣 

導師   馮永信 +  學生 劉梓澄 深水埗 
 
導師   林英傑 +  學生 林嘉莉 上水 

導師   陳曉虹 +  學生 毛曉恩 天水圍 
 
導師   潘廣堯 +  學生 陳曉琪 調景嶺 

導師   楊勇傑 +  學生 蘇倩兒 觀塘 
 
導師   蔡卓君 +  學生 鄭澤林 秀茂坪 

導師   張景搴 +  學生 賴俊逸 油塘 
 
導師   歐艷霞 +  學生 鄧嘉儀 長沙灣 

導師   崔楚婷 +  學生 陳漪杭 九龍灣 
 
導師   葉湉文 +  學生 李珈慧 沙田 

導師   周悅詒 +  學生 駱橞婷 馬鞍山 
 
導師   周悅詒 +  學生 駱橞晶 馬鞍山 

導師   祝敏姸 +  學生 張雯婷 彩虹 
 
導師   李萍萍 +  學生 鍾心儀 長沙灣 

導師   周鏵寧 +  學生 梁慧欣 粉嶺 
 
導師   梁詩朗 +  學生 劉少華 黃大仙 

導師   陳欣婷 +  學生 周柱恩 黃大仙 
 
導師   呂仲權 +  學生 林凱琦 南昌 

導師   呂仲權 +  學生 林冠衡 南昌 
 
導師   李曉華 +  學生 樊俊輝 紅磡 

導師   鄭堯迅 +  學生 譚朗悦 大埔 
 
導師   區素婷 +  學生 張德睿 馬鞍山 

導師   陳奐璇 +  學生 黃彥寜 藍田 
 
導師   關希嵐 +  學生 陳晶晶 九龍灣 

導師   鄭美寶 +  學生 張潔雯 長沙灣 
 
導師   李銘諾 +  學生 羅詠嘉 荔枝角 

導師   盧燕虹 +  學生 李卓耀 荃灣 
 
導師   詹曉男 +  學生 賴以立 天水圍 

導師   劉綽欣 +  學生 何穎琪 九龍灣 
 
導師   張澤鋒 +  學生 鄭子慶 荃灣 

導師   鄧彩梨 +  學生 何穎心 觀塘 
 
導師   蘇曉彤 +  學生 余明俐 大窩口 

導師   陳穎姸 +  學生 吳雪桐 天水圍 
 
導師   林浩深 +  學生 余樂怡 荃灣 

導師   林浩深 +  學生 余栢樂 荃灣 
 
導師   楊曜瑋 +  學生 巫曦嵐 慈雲山 

導師   程光敏 +  學生 陳宇婷 黃大仙 
 
導師   楊淑慧 +  學生 池雅凝 樂富 

導師   姚天樂 +  學生 朱梓錡 荔枝角 
 
導師   倪嘉倫 +  學生 吳婉瑩 大窩口 

導師   李咏嫻 +  學生 劉凱桐 太子 
 
導師   陳展衡 +  學生 陳佩玟 佐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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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王永怡 +  學生 羅惠姸 九龍灣 
 
導師   陳美賢 +  學生 蘇健南 天水圍 

導師   伍鎧汶 +  學生 梁寶玲 上水 
 
導師   梁曦賢 +  學生 葉鎮鋒 元朗 

導師   陳咲穎 +  學生 卓苑雯 牛池灣 
 
導師   鍾麗麗 +  學生 劉嘉楹 深水埗 

導師   蔡寶欣 +  學生 張愷恩 元朗 
 
導師   蔡悅兒 +  學生 梁曉君 葵芳 

導師   玉家敏 +  學生 陳依琳 太子 
 
導師   黃海琳 +  學生 陳招豪 九龍灣 

導師   馮穎敏 +  學生 葉恩妮 荃灣 
 
導師   盧佩生 +  學生 林雨涵 上水 

導師   邱洛琪 +  學生 陳佩詩 秀茂坪 
 
導師   黃秋明 +  學生 胡智強 葵芳 

導師   李旻禧 +  學生 胡婧瑩 深水埗 
 
導師   許玉翎 +  學生 馮紫榆 旺角 

導師   張志強 +  學生 林曉絢 天水圍 
 
導師   陳凱盈 +  學生 周泳瑩 葵芳 

導師   盧穎彤 +  學生 吳靄澄 大圍 
 
導師   梁雅雯 +  學生 陳釺姿 荔枝角 

導師   盧佩生 +  學生 林志亮 上水 
 
導師   鄭康宏 +  學生 萬欣婷 長沙灣 

導師   陳可欣 +  學生 楊雅靜 旺角 
 
導師   黃匡儀 +  學生 楊溢灝 九龍灣 

導師   鄭罡宜 +  學生 何家銘 深水埗 
 
導師   李偉麟 +  學生 顏澤鋒 觀塘 

導師   董曉琳 +  學生 吳文靜 彩虹 
 
導師   董曉琳 +  學生 吳文心 彩虹 

導師   任美霞 +  學生 盧智華 紅磡 
 
導師   葉穎芬 +  學生 葉籽希 油塘 

導師   梁卓衡 +  學生 王璟懋 青衣 
 
導師   李樂遙 +  學生 方梓殷 觀塘 

導師   李可盈 +  學生 黃子健 石硤尾 
 
導師   袁敏琪 +  學生 吳梓甄 紅磡 

導師   陳偉康 +  學生 徐麗淇 旺角 
 
導師   陳偉康 +  學生 徐永光 旺角 

導師   黃康晴 +  學生 王文宏 土瓜灣 
 
導師   陳欣彤 +  學生 林曉澄 九龍灣 

導師   楊倩桐 +  學生 陳米希 黃大仙 
 
導師   曾穎彤 +  學生 方炬明 慈雲山 

導師   梁嘉樂 +  學生 徐嘉怡 荔枝角 
 
導師   葉尚承 +  學生 鄭裕樺 葵興 

導師   梁璟儀 +  學生 陳梓健 觀塘 
 
導師   林荏驊 +  學生 陳旭燊 大埔 

導師   陳銘詩 +  學生 溫芷恩 大窩口 
 
導師   陳裕謙 +  學生 彭子灃 天水圍 

導師   黎惠思 +  學生 張嘉頴 美孚 
 
導師   郭振宇 +  學生 達也比

Tayiba 

Bibi 

觀塘 

導師   陳洛珩 +  學生 陳若晴 九龍灣 
 
導師   郭紹鵬 +  學生 錢繼軒 觀塘 

導師   周文靜 +  學生 胡靜玉 葵芳 
 
導師   周文靜 +  學生 胡倩玉 葵芳 

導師   曾子雅 +  學生 蒲翹鋒 鑽石山 
 
導師   李君龍 +  學生 龎紫晴 屯門 

導師   吳施鋇 +  學生 江岢穎 天水圍 
 
導師   羅世傑 +  學生 鍾彥 西環 

導師   廖婉晶 +  學生 李釗儀 石硤尾 
 
導師   陳天龍 +  學生 梁溰楓 屯門 

導師   陳朗婷 +  學生 謝可珊 堅尼地城 
 
導師   區嘉瑩 +  學生 陳妍霏 九龍灣 

導師   林麗珊 +  學生 張諾悠 奧運 
 
導師   李慧君 +  學生 楊家詠 九龍灣 

導師   陳澔儀 +  學生 林美雅 東涌  導師   范詠晴 +  學生 張津誠 九龍城 

導師   梁倬嘉 +  學生 陳志鵬 筲箕灣  導師   潘倩婷 +  學生 李秀玲 香港仔 

導師   麥浿枬 +  學生 鄧春宇 藍田  導師   梁贊廉 +  學生 陳斯進 屯門 

導師   王珮淇 +  學生 郭妍心 葵芳  導師   司徒楚儀 +  學生 李子樂 柴灣 

導師   黃慧儀 +  學生 周嘉雯 秀茂坪  導師   陳雯迪 +  學生 鄭子萱 油麻地 

導師   羅家琪 +  學生 陳宇禧 石硤尾  導師   莊晞琳 +  學生 李明陽 藍田 

導師   陳述恩 +  學生 謝成業 何文田  導師   歐陽植烜 +  學生 徐鵬鑫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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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免費一對一補習】  

 

學生 : 劉澤翰      義師 : 甄翰霆 

親愛的 Ryan 哥哥 ，謝謝您這幾年的教導，令我學會更多知識，在每一堂中，您都會認真講解，

每一題我不明白的題目， 謝謝您。  

 

學生 : 劉欣怡      義師 : 甄翰霆 

親愛的 Ryan 哥哥，感激您在這三年來的熱心教導。在每次課堂中，您都會有耐性解答我所困惑的

難題，而且也十分認真地向我講解重點課題。除了在課堂時間，您也會在課餘時間用心地透過

whatsapp 解答我功課上的問題，這令我在考試和測驗中有明顯的進步，並得到老師的肯定，Ryan

哥哥，謝謝您。 

 

學生劉澤翰及劉欣怡  家長 

我是欣怡和澤翰媽媽，我在此衷心感謝甄翰霆導師三年來的細心安排和付出寶貴的時間幫助兩姐弟

補習，令欣怡可以順利升上理想的中學。兩孩子在課後遇到學習困難，甄哥哥總是亳無保留地透過

語音認真講解，也經常鼓勵澤翰，令他建立自信心和不斷進步。謝謝您無私的奉獻。亦要感謝您陳

校長，為基層學生提供這個寶貴平台，不斷地為基層學生和家庭提供支援，您們無私奉獻的精神是

我們的榜樣。感激不盡，感恩有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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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以下善長致謝，多謝他們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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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g Ka Fei Vivian 月捐 100.00 

Kwok Ng 月捐 300.00 

Lo Chi Hung 月捐 500.00 

Ma Kai K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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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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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長芳名 金額 (HK$) 

Ally 300.00  Dammon Mak 500.00  

Andy Hei Ltd 2,000.00  David Lee 500.00  

Angela Chan 1,000.00  Fanny Lam 1,000.00  

Angela Leung 1,000.00  g6herbwork 100.00  

Annie Choi 10.00  Helen Li 100.00  

Anthony Luk 600.00  Henry Yu 100.00  

Au Wai Hung 100.00  Ho Ka Yue Joseph Ralph 1,000.00  

Caitlyn Chiu 100.00  Ho Kit Hung Phoebe 20.00  

Cara Ngan 200.00  Hui Kit Yee Carrie 100.00  

Chan Chak Ming 300.00  Hui Pik Yuk 500.00  

Chan Cho Nam Caleb 1,000.00  Hung Wai Wai 300.00  

Chan Hei wah 300.00  Ip Lan Choi 100.00  

Chan Kin Lok 300.00  Ip Lan Choi 100.00  

Chan Suk Chung Joe 1,000.00  Ip Lan Choi 100.00  

Chan Wai Man Mandy 1,000.00  Kan Chi Kin 1,000.00  

Chan Wai Sze Agnes 1,000.00  Keith Law 2,000.00  

Cherry Chan 108.00  Kenneth Kwan 1,000.00  

Cheung Ping Wang 1,000.00  Kwok Ng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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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Wai Keung 1,000.00  Kwong Yuk Yu 300.00  

Chik Wai Yan 100.00  Lam Ching Yu Jeanne 500.00  

Ching Ying Ying 100.00  Lam Ching Yu Jeanne 500.00  

Ching Ying Ying 100.00  Lam Ching Yu Jeanne 500.00  

Ching Ying Ying 100.00  Lam Kwong Ha Jovy 500.00  

Chiu Chi Kwan Jennifer 300.00  Lam Lai Ying 100.00  

Chiu Ling Yee Winky 20,000.00  Lam Yam Wa 2,000.00  

Choi Ip Lan 100.00  Lau Wing Fun Janice 30.00  

Choi Ip Lan 100.00  Lee Fung Ching Vivienne 2,000.00  

Choi Ip Lan 100.00  Lee Pik Shan 100.00  

Choi Ip Lan 100.00  Lee Pik Shan Rachel 50.00  

Chu Fung Yee Grace 100.00  Lee Pik Shan Rachel 100.00  

Clement Chan 300.00  Ms Li Yuk King 200.00  

Lee Tat Cheong 1,000.00  Ms Tang Yee Wah Eva 1,000.00  

Leung Cheuk Man 160.00  Nancy 300.00  

Leung Chun Pong  10.00  Ng Fei Lan 2,000.00  

Leung Wai Kuen 500.00  Salena Chung 2,000.00  

Li Iris 300.00  
Sham Lai Sheung 

Eugenie 
300.00  

Lo Yik Hei Isaac 1,000.00  So Yin Wai, Alex 1,000.00  

Lo Yuen Yi 1,000.00  
Suen Chi Sun Charitable 

Foundation 
168,000.00  

LU'S FOUNDATION 

LIMITED 
60,000.00  Sun Wai Kei 100.00  

Mak Wing Yee Winnie 500.00  Sun Wai Kei 100.00  

Miss Chan Yuet Chun 10,000.00  Sun Wai Kei 100.00  

Miss Hui Chi Yan 

Helena 
50,000.00  Sun Wai Kei 50.00  

Miss Ng Ching Yin 1,500.00  Sydney Carton 10.00  

Miss Tong Mei Tak 500.00  Tang Wing Hang Eric 100.00  

Mr Cheung Kwok Ming 1,000.00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7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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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Suen Ka Nang Tony 100.00  Tse Chi Ho 2,000.00  

Wong Wing Him 300.00  Venus Lo 200.00  

Wun Yee Kung 100.00  
Wellington Management 

Hong Kong Ltd. 
190,970.00  

Yuna Li 1,000.00  
Wellmake Investments 

Limited 
30,838.00  

一群中六學生 78.00  Wingo 300.00  

有心人 1,000.00  Wong Ka Bun 300.00  

林逸東 400.00  Wong Shan Shan 200.00  

金在奐 527.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Wai Yee 100.00  Wong Wai Kei 100.00  

梁基榮先生 500.00  麥兆華 5,000.00  

梁樂天 500.00  黃達強 1,000.00  

陳永超先生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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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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人 口罩 - 6 箱 

UA Global Sourcing Limited 

檯 – 4 張 

Box Files – 5 箱 

文件櫃 – 1 個 

活動白板 – 1 個 

簿 – 1 箱 

Mr. Paul Lam 口罩 – 2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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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部 

 全新或二手活動文件櫃(細) – 1 個 

 成人口罩 – 大量 

 兒童口罩 – 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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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