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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補天）是政府認可的慈善機構，自 2011 年創立以來，一直為基層學生提供

完全免費的學習支援，現時已幫助逾 15,000 名基層學生接受免費一對一補習。為慶祝補天踏入十

週年，我們有幸獲得置地公司贊助，於交易廣塲中央大廳舉辦「十年補天慈善書畫展」；展覽邀請

了十位本地藝術家：李佳芯、陳塵（Rap Chan）、麥家碧、b. wing、水禾田、容子敏、陳紫君、

徐羨曾（阿徐）、陸潤城及華戈參與展覽作品，類別包括水墨畫、中國字畫、本地插畫家真跡、限

量印刷、雕塑陶瓷等；並特別展出已故藝術家阿虫的珍貴畫作。我們更特別邀請本地藝術家林嘉恒

@無紙用工作室，為今次書畫展繪製手繪電影風格的主題海報。 

衷心感謝十位本地著名藝術家熱心支持是次慈善藝術展，分別以全捐或慈善價形式提供作品展出義

賣。其中李佳芯、麥家碧、陳塵及 b. wing 四位藝術家會全捐作品，而水禾田、陸潤城、徐羨曾（阿

徐）、容子敏、華戈、陳紫君等七位藝術家則以慈善價提供作品予補天義賣。 

歡迎各界人士蒞臨參觀及參與義賣，幫助每個孩子擁有平等的學習機會！如有興趣請先於

https://forms.gle/rG2mFqQkpDaWbZws7 登記以便預計人數。 

場地贊助：置地公司 

支持單位：無紙用工作室、齊亮畫廊  

日期：2021 年 4 月 1 至 30 日 

時間：12:00 - 19:00 

地點：香港中環交易廣塲中央大廳（港鐵中環站／香港站 A 出口） 

活動網站：https://www.principalchan.org/art-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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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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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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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s.gle/rG2mFqQkpDaWbZws7
https://www.principalchan.org/art-exhibition
mailto:info@hkcnc.org.hk
mailto:tkt@hkcnc.org.hk


2 

 

參展藝術家及作品一覽： 

李佳芯 

 

李佳芯（Ali）是香港女演員、主持及模特兒，生於基層家庭，在香港土生土

長。Ali 自小醉心水墨畫等藝術，畢業自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的視覺藝術

副學士，師承台灣著名畫家胡凱評，曾跟一班同學合作開設畫展。她曾擔任

多個體育和綜藝節目主持，現時專注戲劇演出，主演了多部本地深受大眾歡

迎的電視劇集。今次展覽將展出 Ali 的陶瓷作品，這是她人生首次公開的陶

瓷藝術。 

陳塵 

 

陳塵是本港插畫家，2005 年為個人療傷而創作了《Dustykid》，透過簡單畫

作及鼓勵字句治愈心靈，引起大眾共鳴。他於 2012 年尾推出 Dustykid 

Facebook 專頁，每天在網上以簡單文字和繪圖連繫塵民，在網上感動了超過

20 萬的粉絲群。現時 Dustykid 已成為著名品牌，其系列繪本、心靈著作、

文創產品更成為不少年輕人的精神食糧。 

麥家碧 

 

麥家碧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後與澳洲著名兒童故事作家 Margaret 

Wild 合作，推出首本個人作品《Belinda's Blanket》。其後與謝立文共同創作

麥嘜第一本漫畫故事書《成年人童話》並創辦兒童刊物《黃巴士》，先後共

出版麥嘜麥兜系列圖書逾 200 本，各式譯本亦發行至中、台、日、韓及法國

等地。 她同時為麥兜系列動畫擔任美術總監，參與的電影多次榮獲國際影

展及獎項肯定，包括：三度獲頒台灣金馬獎「最佳動畫長片」及法國安錫國

際動畫節（2003）「最佳動畫長片大獎」等。 

b. wing 

 

2002 年，b.wing 從英國國立密德薩斯大學畢業，及後從倫敦回流返港，並開

始嘗試不同的藝術形式。她做過時裝設計師及平面設計師，最後創作出名叫

A 仔的角色，而 b.wing 與 A 仔亦迅速在香港、亞洲及海外竄紅。2006 年，

她出版第一本畫冊《我會永遠愛你，直到你死》（I will love you till you die），

多年來共出版了九本畫冊。她大膽的畫風，混合來自不同時代的影響，向觀

眾呈現現代藝術並捕捉此刻的時代精神；亦吸引了包括 agnès b.、Chanel、

Kiehl's、Samsung 及 Yahoo 等國際品牌邀約推出產品，作品涵蓋插畫、動畫、

藝術裝置、產品設計以至包裝等。 

水和田 

 

水禾田本名潘炯榮，是著名的跨媒體創作藝術家，出生於廣東南海，畢業於

香港。1985 年，他獲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獎、1988 年獲香港藝術聯、第一屆

攝影家獎、2005 年獲中國上海馬爹利頒藝術家年獎和中國濟南大學美術糸

客座教授。歷年來均有出版攝影集、畫集及遊記，並於世界各地展出其攝影

及繪畫作品。經常體驗大自然的他，深度地提升出山水的精華，用極具魅力

的技巧，描繪下他內心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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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子敏 

 

容子敏於香港出生，取得公大中國人文學科文碩士（OUHK）、中國繪畫專業

文憑（HKU SPACE），師從區大為老師習書法篆刻及熊海老師習水墨。他曾多

次參與香港及英國、美國、韓國、新加坡等海外展覽；並曾入選「香港當代

藝術獎 2012」、「超以象外—中國抽象繪畫作品展 2008」、「香港藝術雙年展

2005」等。他的作品獲香港藝術館、企業機構及私人收藏。 

陳紫君 

 

TK Chan 陳紫君出生於香港，在學時期到了蘇格蘭發展 10 年，畢業於英國

愛丁堡著名學府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設計系碩士。2013 年 3 月，

她與鍾臻智合作成立了香港齊亮畫廊 (BLINK Gallery) 。2017 年創辦了藝術

公司 1 TK。她的作品曾於倫敦、香港、上海、新加坡、韓國等多個地方展出，

大受各地收藏家歡迎。她的作品於 2017 至 2019 年在新加坡 33 拍賣和保利

廈門成功拍出。她也參與了保良局 2017-2018 年度及 2020 年度「V54 年青藝

術家駐留計劃」。 

阿徐 
阿徐，本名徐羨曾，本地插畫家、設計師、舞台創作演員。1970 年代香港

土生土長，從事設計及插畫工作多年，現為 Shammer Creative Studio 主理人。

阿徐曾任職商台美術指導，負責多個演唱會宣傳品及舞台設計；穿梭於商業

與藝術之間，多年來一直透過創作分享生活。 

陸潤城 

 

陸潤城的藝術生涯始於七十年代：他入讀法國西部 Brest 省美院及巴黎國立

高等美術學院，接受正式的藝術培訓。他醉心油畫藝術，其畫作曾於巴黎、

布魯塞爾、中國內地及香港展出，澳門十六浦索菲特大酒店及香港喜來登酒

店亦收藏了他的商業作品。現時他從事藝術教育工作，並擔任不同企業的藝

術顧問。自九十年代起，他致力研究以西洋藝術媒介呈現東方哲學；近年則

專注雕塑繪畫，以玉石及各種木材為題繪製不同作品。 

華戈 

 

華戈本名馮兆華，是本港著名書法家。華戈幼承庭訓，在父輩耳濡目染下對

傳統書法由好奇而至酷愛，尤喜勤習行草書風。華戈靈動沉穩之筆法廣為電

影界及社會各界認同，例如電影《跛豪》、《食神》、《葉問前傳》、《一念無明》

等；「帝京酒店」、「沙田新城市廣場」、「英華書院」等名稱的題字，皆出自

他的手筆。 

阿虫 

 

一位畫家，一位智者，一個香港人耳熟能詳的名字。阿虫原名嚴以敬，香港

著名禪意水墨畫家，1933 年生於廣州。早年從事時事漫畫創作近 20 年，名

噪一時。1984 年舉家移民美國，開始以「阿虫」為名，用最謙和態度面對

逆境，創作一系生活智慧小品，開創了禪意水墨漫畫的先河。阿虫的畫，簡

單淋漓筆墨，配有三言兩語機靈文字，畫中有話，蘊含生活哲理。閱後往往

令人拍首頓悟、豁然開朗，走入無數喜愛他的讀者心靈，成為本港有名的畫

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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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目錄 
 
 

P1-3 陳校長的話/慈善書畫展  P11 心聲分享 
 

 
P4-7 目錄/活動回顧  P12-13 善款鳴謝 

 

 
P8 義補現況/義師嘉許  P14 物資鳴謝及募捐 

 

 
P8 新加入義師  P15 籌募及宣傳資訊 

 

 
P9-10 新配對師生    

 

  

 
    

 

【三國演義 - 狼人殺活動 5/2】 

狼人殺為時下最火熱的桌遊之一，是一款多

人參與的、以語言描述推動的、較量口才和

分析判斷能力的策略類桌面遊戲。今次活動

我們讓三國演義的角色混入狼人殺的遊戲，

好使小朋友更快地熟悉歷史故事中不同人物

的個性。看見小朋友緊張的接著發言，由起

初不敢表達，到最後大家都勇於發表意見，

相信小朋友都好投入今次的活動！ 另外亦

都謝謝捐贈者送出三十冊三國演義的圖書給

小朋友，好使他們能夠更生動活潑地在家中

了解歷史～ 

【《腹有詩書──全港小學校際中國語文常

識問答比賽》試賽環節 1/2】 

感謝灼見名家邀請中心的學生參與《腹有詩

書──全港小學校際中國語文常識問答比

賽》的試賽環節。在賽上，各位學生斗智斗

勇，力爭晉級之位。而透過這次活動，學生

們不但能學會更多與中國語文有關的常

識，亦提升了對中國語文的興趣，對學生來

說，這是一次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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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來整炮竹 6/2】 

轉眼間農曆年也到來囉！老師和學生

們動手做了應景的鞭炮掛飾，讓學生們

對於過年有更多的感受，將去年的利是

封帶來中心做小手工，不但有意義更加

非常環保，認識了「春」和「福」兩個

字，再加上一串串閃亮喜氣的鞭炮掛在

牆上，就很有熱鬧的過年氣氛喔！ 

【新年利是派發活動 6/2】 

面對疫境，我們相信今年一定是不容易的

一年。 今年校長安排 2 間分社為超過 300 

個基家庭送上小小心意。 當天活動我們更

安排了財神一同參與，希望為家長和學生

帶來歡樂！ 

【玩轉牛大年 10/2&11/2】 

這是香港第一次要在疫情期間度過的新

年，但是我們依然風雨不改！都會和補

天的學生一同感受新年的氣氛和喜悅！

小朋友一邊玩遊戲一邊學懂很多不同賀

詞，即使隔住一個熒幕，我們都感受到

小朋友很投入於遊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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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輪基層學生網上學習支援計劃】 

感謝「陳張敏聰夫人慈善基金」資助補天

的「第四輪基層學生網上學習支援計劃」，

派發平板及手提電腦予補天學生，供他們

在學輕鬆學習，提升學習成效。電腦更附

設由出版商 Scholastic 提供之英語學習軟

件，有助提升學習英語興趣及動力。 

 

 

 

 

 

 

 

 

 

 

 

 

【社區自然探索(戶外) 27/2】 

疫情期間，停課又停學，又不能外出。感

謝義工們帶領小朋友到荔枝角公園進行戶

外探索，以五感去體驗大自然，及聽取指

令，去完成任務！ 而活動的最高潮就是學

生以望遠鏡在公園裏進行觀鳥，觀察每種

鳥類的不同特徵，其間義師更細心講解每

種鳥類的不同習性~雖然當日天公不造

美，但學生都相當投入，以親身體驗的方

法去學習生活社區中大自然知識。 

【義師活動-星空帆布袋繪畫體驗班 20/2】 

最近流行 Diy 手作 Do it Yourself ! 今次就讓

我們各位參加的義師來一起學習自己設計屬

於自己的星空帆布袋啦！畫畫導師十分細心

和有耐性，由挑選顏色到整個設計星空圖，都

給予參加者自由發揮的空間，並提供建議及改

進的方法。最後在短短 2 小時內，各位義師參

加者們已經成功繪畫出各自的作品，大家都十

分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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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冬季補天義師迎新會】 

「2020 冬季補天義師迎新會 」已完滿結束，

感謝各位參加者於寒冬中準時出席！當天參

加者反應相當熱烈，隔住螢幕都感受到各位新

加入義師既熱誠。在此感謝每一位義師對補天

的支持！ 當日的精華分享片段現已上載至

YouTube，歡迎所有補天義師觀看/重溫：  

義師分享︰https://youtu.be/PQXvFjie6VM 

陳校長分享： 

https://youtu.be/jF-CUHk9gX8 

補習服務流程分享: 

https://youtu.be/fsxP9lQzw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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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寶財富管理大學生獎學金 2020 - 分享會] 

感謝「盛寶財富管理有限公司」連續第二年贊助

補天設立「盛寶財富管理大學生獎學金」，嘉許

於 2019/20 年度中學文憑試中考獲優異成績並

成功入讀本地大學學士課程之補天學生。恭喜今

年 8 位得獎之學生，早前於 2 月 27 日(六)於大

角咀中心舉辦了「盛寶財富管理大學生獎學金

2020 - 分享會」，邀請了「盛寶財富管理有限

公司」營運總監陳偉漢先生、補天創辦人陳葒校

長、8 位得獎學生及其義師前來參與，過程中分

享了疫情中艱苦奮鬥的過程、與義師間之相處及

未來的目標路向，透過分享互相勉勵及支持。 

 

從分享中得知透過義師無私的付出，一對一補習

除了協助學生提升學業成績，更重要的是協助學

生建立信心及正面價值觀，有助面對將來更多的

挑戰。得獎學生將會成為義師或實習生，幫助更

多基層學生，傳承補天精神!再次感謝「盛寶財

富管理有限公司」及各義師支持，並祝願得獎學

生前程錦繡! 

https://youtu.be/PQXvFjie6VM
https://youtu.be/jF-CUHk9gX8
https://youtu.be/fsxP9lQzw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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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21 年 3 月 1 日)  

學生人數：18,360 人    

義師人數：17,166 人    

配對總數：15,478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以下義師已為其學生補習剛超過一年，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李鍵忠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以下義師已為其學生補習剛超過半年，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譚穎新 

 

 
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 

方紅 王朗昕 王鉦綱 石凌峰 何承松 何嘉敏 何駿杰 吳泳霖 

宋嘉慧 李采蕎 李偉成 李景瑶 李焯霖 李翠珊 李遵樂 李鎧晴 

周子喬 林希妍 林靖欣 林曉桐 俞從禮 胡素琳 香占璋 娜若 

徐嘉浩 崔慧琳 張偉豪 梁焯靈 梅天恩 陳思年 陳敏思 陳敬揚 

黄宇 勞進誠 勞穎茵 曾令宜 曾令欣 曾詠屏 曾嘉豪 曾慶暉 

温智彥 童盼語 黃娉 黃嘉俊 黃綺雯 楊健銘 董兼瑜 董偉程 

甄尉琳 劉文靜 劉柏姸 劉偉良 劉惠芳 劉韻瑜 劉鐁謍 潘俊軒 

潘㯋朗 潘穎昭 蔡林峰 蔡朗皓 蔡潁妍 鄧穎怡 鄭家欣 鄭愛霖 

黎瑩 戴志輝 鍾少霞 關嘉茵 蘇敏儀 Kaur Pavendeep Lam Mei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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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8 日) 

導師   黃耀德 +  學生 高靜茹 將軍澳 
 
導師   黃頌林 +  學生 楊佳祺 深水埗 

導師   陳慧兒 +  學生 林玉茵 將軍澳 
 
導師   袁晧晴 +  學生 李嘉盈 觀塘 

導師   梁皓朗 +  學生 黃靖好 深水埗 
 
導師   鄭浩德 +  學生 左維維 長沙灣 

導師   陳美炫 +  學生 陳家謙 黃大仙 
 
導師   李文慧 +  學生 周業成 荃灣 

導師   賴傲天 +  學生 黃愛瞳 西環 
 
導師   林穎詩 +  學生 陳梓霖 九龍灣 

導師   方祉文 +  學生 林咏珊 荃灣 
 
導師   孔嘉炘 +  學生 許佩文 元朗 

導師   林皓妍 +  學生 梁淑梅 深水埗 
 
導師   麥珮琦 +  學生 周曉瑩 元朗 

導師   顏爾豪 +  學生 周嘉濠 九龍城 
 
導師   李安安 +  學生 袁心悅 屯門 

導師   吳小寶 +  學生 陳宇婷 慈雲山 
 
導師   王星華 +  學生 易昱鑫 元朗 

導師   張雪 +  學生 朱震琦 元朗 
 
導師   勞嘉希 +  學生 鄧曉穎 秀茂坪 

導師   陳芷琳 +  學生 羅卓盈 觀塘 
 
導師   陳穎怡 +  學生 陳詩琪 觀塘 

導師   林碧琪 +  學生 張祺雲 油麻地 
 
導師   謝燕霞 +  學生 吳錦玲 大角咀 

導師   梁倬嘉 +  學生 吳錦熙 荃灣 
 
導師   謝淑雯 +  學生 劉志熙 柴灣 

導師   黃頌恆 +  學生 陳慧璇 黃大仙 
 
導師   江倩婷 +  學生 何翎令 沙田 

導師   勞穎茵 +  學生 李沛敏 長沙灣 
 
導師   邱美儀 +  學生 劉美樂 上水 

導師   李文適 +  學生 戚曉婧 粉嶺 
 
導師   潘俊軒 +  學生 鄭子萱 寶琳 

導師   潘穎昭 +  學生 戴珮瑩 葵涌 
 
導師   卓曉枬 +  學生 李卓霖 紅磡 

導師   曾令宜 +  學生 呂衍霖 沙田 
 
導師   龍燦軍 +  學生 劉子聰 鑽石山 

導師   董振明 +  學生 張景藝 九龍城 
 
導師   林翠芬 +  學生 趙嘉麗 葵涌 

導師   林志源 +  學生 陳嘉豪 黃大仙 
 
導師   劉泳均 +  學生 羅重朝 觀塘 

導師   王蓉 +  學生 羅利滿 樂富 
 
導師   許思慧 +  學生 梁健朗 柴灣 

導師   伍朗晴 +  學生 劉柏昊 青衣 
 
導師   潘慶鉅 +  學生 劉靜怡 香港仔  

導師   黃嘉敏 +  學生 莫恒健 觀塘 
 
導師   鄭愛霖 +  學生 陳珮珊 觀塘 

導師   楊曉樂 +  學生 鄧俐欣 九龍塘 
 
導師   王鉦綱 +  學生 馮傑 大角咀 

導師   張佩詩 +  學生 周柱恩 沙田 
 
導師   董兼瑜 +  學生 陳樂瑶 炮台山 

導師   吳永耀 +  學生 李源基 香港仔 
 
導師   鄭宏輝 +  學生 劉玥璘 紅磡 

導師   何世緣 +  學生 姜梓峰 香港仔 
 
導師   李冠慧 +  學生 葉瑩瑩 太子 

導師   袁逸筠 +  學生 李依林 葵芳 
 
導師   馬佳祥 +  學生 鍾宛芝 長沙灣 

導師   李支民 +  學生 黃凱颖 觀塘 
 
導師   程萱萱 +  學生 鍾啟鳴 大圍 

導師   蘇蔚瑚 +  學生 楊柳晴 屯門 
 
導師   馬樂瑤 +  學生 巫曉仁 沙田 

導師   陳映竹 +  學生 江錦熒 香港仔 
 
導師   戴佳倩 +  學生 郭慧恩 柴灣 

導師   謝麗詩 +  學生 余錦沛 筲箕灣 
 
導師   李景瑶 +  學生 鄭正楠 西貢 

導師   葉靖瑤 +  學生 林鈞熺 鴨脷洲 
 
導師   林希妍 +  學生 聶君穎 樂富 

導師   呂肇勤 +  學生 劉彥希 將軍澳 
 
導師   歐憶孝 +  學生 張健成 黃大仙 

導師   高芷祈 +  學生 馮棠然 荃灣 
 
導師   梁焯靈 +  學生 孫嘉俊 深水埗 

導師   陳慧嫻 +  學生 劉婷婷 筲箕灣 
 
導師   劉嘉珍 +  學生 施兆源 沙田 

導師   李偉聰 +  學生 曾銘祈 沙田 
 
導師   王先得 +  學生 張樂怡 沙田 

導師   王先得 +  學生 張樂威 沙田 
 
導師   蔡靈智 +  學生 李樂軒 調景嶺 

導師   劉耀駿 +  學生 陳逸賢 大角咀 
 
導師   程光敏 +  學生 陳鎰朗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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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黃慧儀 +  學生 盧偉傑 香港仔 
 
導師   黃慧儀 +  學生 盧以蕎 香港仔 

導師   張倩穎 +  學生 王佳慧 黃大仙 
 
導師   童盼語 +  學生 李穎茵 沙田 

導師   梁家耀 +  學生 廖廣霖 黃大仙 
 
導師   黃綺雯 +  學生 陳冠臻 元朗 

導師   鄧俊傑 +  學生 朱皓麟 灣仔 
 
導師   周琬淇 +  學生 周詩茵 北角 

導師   彭兆東 +  學生 吳嘉俊 荃灣 
 
導師   吳振禧 +  學生 余睿軒 柴灣 

導師   吳振禧 +  學生 余欣瀠 柴灣 
 
導師   蘇敏儀 +  學生 李家富 沙田 

導師   梁凱雯 +  學生 吳雅静 北角 
 
導師   周靜華 +  學生 張紫玲 粉嶺 

導師   周靜華 +  學生 張雲豪 粉嶺 
 
導師   陳思年 +  學生 司徒美君 葵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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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免費一對一補習 – 給義師的信】  

 

 

學生 :  張穎翹        義師 : 黃妙珠               

多謝您一直以來耐心的教導，多謝你這麼細心地教導我，以後我定會加倍努力學習，不會再讓你操

心。雖然我學習時並不容易學會，但您還是很有耐心地教導我，還要謝謝您送給我的禮物，請我去

餐廳吃東西，這些都讓你破費了，感謝您常常愛的鼓勵，不辭勞苦的教導和無私的奉獻，真的希望

您能一直的教導我， 非常的感謝您黃老師！ 

 

 

學生 :  鄧斌豪      義師 : 吳嘉怡       

非常多謝義補導師的愛心幫助，義師不僅用心輔導學科，第一堂還幫我們講解心理方面溝道，增強

了我們的親子關繫，感恩遇見。再次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願所有的莘莘學子學業有成！祝福

大家身體健康！加油！ 

 

 

學生 :  魏利云      義師 : 李萍萍          

萍萍老師，雖然您剛開始給心儀補習一個月左右，但是作為家長，我是非常感激的。看到心儀用您

教她的知識教回小妹妹，我好感恩！感恩您無私的奉獻，有您的幫忙，我可以更多點時間照顧初升

小一的小女兒。在生活與社會的各種壓力下有人搭個手拉一把，真的能減輕好多！ 

 

 

學生 :  余健恒      義師 : 李玉滿          

我非常感謝 Miss Lee 的教導，她十分耐心的教我，在考試前還特意加時補習，在她的幫助下我的

英文成績也由以前的六十分升至八十多分，我對英文信心和興趣在她幫助下加強了，無論是冬天還

是夏天她都準時遠道而來，我真的十分感謝 Miss Lee 的教導！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給我的平

台。祝 Miss Lee 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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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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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mani / Fiori Hong Kong  2,000.00  

ASIA STEEL & METALS LTD 10,000.00  

Ayurveda Beauty Limited 400.00  

Ayurveda Beauty Limited 10,300.00  

Chan Chak Ming 800.00  

Chan Wai Kai 100.00  

Cheung Yee Kit Helen 50,000.00  

Choi Hio Yi Ivy 300.00  

Choi Ip Lan Rachel 100.00  

Choi Ip Lan Rachel 100.00  

Fung Chi Chung 100.00  

Fung Chi Chung 100.00  

Hongkong Land Limited 32,900.00  

Lam Ching Yu Jeanne 100.00  

Lam Yam Wa 2,000.00  

Lee Fung Ching Vivienne 2,000.00  

Ma Sai Tong 1,000.00  

Mak King Wong Debbie 1,000.00  

Mr Lam Sum Ming Samuel 200.00  

Ms Man Tat Yan 108.00  

Ng Ching Yin 2,000.00  

Pets pat pat 2.00  

Pets pat pat 2.00  

Poon Ka Wai Doris 500.00 

SK Leung 200.00  

So Lok Yan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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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金額 (HK$)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498,527.81  

The PCD Charitable Trust 150,150.00  

Wong Ka Man 10,000.00  

Wong Wai Ching 800.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Ying Kit 2,400.00  

王沛祺 100.00  

有心人 300.00  

有心人 500.00  

有心人 100.00 

有心人 1,000.00  

有心人 300.00  

有心人 200.00  

有心人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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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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er – 1 部 

有心人 電子琴- 1 部 

SOLENT GROUP 文具 – 1 袋 

社職 新春禮品包 – 3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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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二手手提電話 – 2 部 

酒精搓手液(細支) – 300 枝 

mailto:info@hkcn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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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及宣傳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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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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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旗購買流程 
1) 進入補天 E 旗網站 www.principalchan.org/e-flags 

或掃描以下二維碼 QR code，「購買 E 旗」欄目中
總共有 16 款 E 旗，每款 HK$10，選購心儀的 E 旗，
按下「新增到購物車中」按鈕。      

 
 
2) 按下右邊「瀏覽購物車」按鈕檢視貨品（手機版則自

動跳轉至貨品頁面）；可選擇以信用卡／Stripe（藍
色「結帳」按鈕）或 PayPal（黃色按鈕）付款。  

 
3) 依網站提示成功付款後，網站將顯示下載連結及發送

到提供的電郵地址，連結有效期為 30 天。  
 
4) 歡迎大家下載 E 旗後，自行打印出來，寫上對方姓名

和心意文字送給對方；又或者在檔案上加上對方名字
和心意文字，再傳給對方。 

https://forms.gle/j41CAsW2piAN8EodA
http://www.principalchan.org/e-fla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