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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各位義師、家長、學生、各位朋友： 

 

欣喜得到社會各界的善心贊助，支持我們本年度成立不同獎學金以嘉許奮發向上、表現卓越的

基層學生，並鼓勵他們繼續努力，爭取更大進步。 

 

首先，非常感謝善長鍾俊傑先生第三年冠名設立成績進步獎學金，頒發對象為於 2015/16 學年

曾接受我們所安排的一對一免費補習後，成績有進步或成功考入大學大專院校的弱勢貧困學生。 

而另一針對南亞裔或新來港學生而設的「湯志全先生獎學金」，設有 12 個得獎名額，凡義補後

中文或英文科成績有進步的合資格學生即可申請。 

 

除了學業方面，我們亦得到 SmarTone 支持成立才藝獎學金，對參與中心免費才藝班並有傑出

表現或獲得義師推薦的學生進行嘉許。得獎組別分音樂、舞蹈、科學、藝術和體育共五組，每

季將甄選出共十名得獎學生。 

 

各個獎學金現已公布詳情並接受報名，歡迎各位學生或家長提交申請，亦希望義師們能鼓勵及

提名學生參與。查詢可電 3621 0925 或電郵至 info@hkcn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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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1.) 9 月 10 日 － 紀錄片首映會  

由 Google 贊助，我們與童心設計師協會合辦的「童創社區」活動，當日於奧海城二期 the 

sky Cinema 進行有關活

動的紀錄片電影首映。在

此特別鳴謝 Teelocker 服

裝贊助及嘉禾院線 the 

sky 提供慈善場地租借價

及贊助爆谷汽水。 

 

紀錄片內容圍繞二十多位

基層小學生經過多月來親

身走訪觀塘、油尖旺和葵青區，感受社區不足的地方，再運用創意並實踐成行動，為社區和

街坊帶來更美好的生活環境。 

 

2.) 9 月 19 至 22 日 － 中心參觀  

耀中社區書院的一眾師生親身到訪我們的葵涌和大角咀中心，了解更多我們的日常服務和義

工參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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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月 24 日 － 秋季迎新會  

我們定期每季舉行義師迎新會，提供平台讓

新加入的義師與陳校長、資深義師們互相交

流，分享義補期望與經驗，彼此支持共勉。 

是次 7-9月秋季迎新會於機構新成立的賽馬

會創新教育工作室內舉行，有約 35 人參與。 

 

 

 

 

 

4.) 9 月 26 至 27 日 － 樹仁入校宣傳  

我們與香港樹仁大學社區服務團合作，一

連兩日在樹仁校舍三十五周年廣場擺設攤

位，招募熱心大學生加入義師義工行列。 

 

 

 

 

 

5.) 9 月 27 至 30 日 － 恒管入校宣傳  

得到樂群書院全力支持，我們於恒生管理學

院內擺設宣傳攤位及進行招募講座，為有興

趣加入義工行列的同學簡介中心服務理念。 

 

 

 

6.) 9 月 28 日 － 浸大講座分享 

陳校長於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慶 60週年活動

中的公開講座系列擔任分享嘉賓，講述創立補習

天地的背後理念，兼談貧弱學生的困境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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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尹淑馨 尹曉琳 文麒瑋 王采嫣 王德茵 

司徒美霞 布皓菻 石麗沙 刘姗 朱佩珊 

朱琼有 朱碧儀 江欣恩 何卓瑜 何廸恆 

何倩明 何梓蕙 何漢華 余若蕾 余嬌洋 

吳秀慧 吳泳航 吳桂玲 吳淑屏 吳灝思 

呂珈瑩 岑翠茵 李聿嘉 李妍欣 李咏嫻 

李衍樂 李剛豪 李梓雋 李淑兒 李翔鵠 

李愛茵 李詩傲 李穎賢 李鍵樺 汪倩 

沈曼樺 冼彥伶 周文厚 周嘉慧 林洛廷 

林家毓 林肇麒 林寶如 邱璧榆 邵餘豐 

姚清嫦 姚慧明 柯偉廉 洪綽蔆 洪鋮志 

倪日昌 夏令意 容國強 容舜華 徐志英 

徐蔚玲 馬淑儀 高志東 崔鳳明 張永康 

張海慧 張國輝 張培中 張婉婷 張敏儀 

張强 張弼弘 張錦棠 曹樂鈞 梁冠恆 

梁浩斌 梁軒海 梁詠賢 梁鳳英 梁錦章 

梅惠賢 莊啟程 莊達祺 莊鵬 郭兆熙 

郭慧婉 陳志達 陳美寶 陳苑棋 陳倩雯 

陳浩銘 陳偉賢 陳婉萍 陳雪琴 陳凱盈 

陳瑞賢 陳頌媛 陳嘉希 陳樂銦 陳鴻柏 

麥婉姬 麥嘉倩 黄穎聰 彭皓德 彭應迦 

曾仲琳 曾栢芝 曾浚淇 曾素格 曾淑美 

曾麗芳 馮英豪 馮菲 馮韻暉 黃志強 

黃坤成 黃珊珊 黃啟綱 黃梓晴 黃嘉琦 

黃銘雪 黃韻妍 黃寶儀 楊子琪 楊永城 

楊念德 楊明強 楊惠慈 楊翠顏 楊曉晴 

楊鴻威 楊寶貞 葉承廸 葉俊宏 葉嘉杰 

廖佩賢 廖嘉蔚 甄子洋 劉子淇 劉慧欣 

劉樂琳 劉鎧潼 歐陽翠蘭 潘秋盈 潘叡 

潘諾儀 蔡小珠 蔡采汶 蔡凌玥 蔣一鳴 

鄧健華 鄭先生 鄭佩蘭  鄭彩霞 

鄭曉珊 黎小雯 黎碧蓮 蕭倚汶 賴偉豪 

賴綽嵐 霍俊希 薛雅雲 謝君立 謝恩 

謝榮發 鍾健東 鍾粕晞 鍾翠穎 韓小姐 

鄺俊雄 譚旋芬 譚慧銘 譚樂生 關可瑤 

關偉賢 關結盈 關綺霞 嚴之將 蘇少媚 

蘇文軒 蘇智富 蘇甄宜 蘇德謙 龔毓麟 

毕鹤     

Fung Mei Yi Kinnie Lai 
Kwok Ling Lai 

Lillian 
Leung Chan Ryan Lo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5 

義補現況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學生人數：9,752 人    

義師人數：8,958 人    

配對總數：7,841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以下義師已為其學生補習超過一年，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方倩瑜 古子璐 石朗妍 石穎妍 伍樂施 伍潔雯 朱暖暉 

江寧 何一鳴 何汶穎 何啟賢 何麗儀 余碧瑩 吳尚謙 

吳美儀 吳韻 岑雪瑩 李少蘭 李民康 李光耀 李志偉 

李明揚 李倩盈 李淑嫻 李婷婷 李德銘 周諾勤 林倩彤 

林溢謙 林穎儀 柯梅燕 馬庭章 高宇安 高雅君 張家晴 

張掁彦 張景珊 張棹灃 梁苡妮 連美琼 郭紫妍 郭嘉螢 

郭曉茵 陳巧珍 陳守建 陳忠賢 陳健強 陳淑汶 陳靖焄 

麥展誠 麥潔婷 傅玉章 曾書娟 賀心俞 黃彥彤 黃彥翀 

黃耘娸 黃慧詩 黃鵬 楊家穎 趙慧華 劉詠敏 潘敏玉 

蔡志煒 蔡芍淇 蔡敏怡 鄧思齊 鄧麗婷 鄭榮德 黎輝娥 

錢景達 錢慧芬 謝沛倫 謝偉雄 鍾尚昀 鍾凱樺 鍾慧 

鍾寶強 顏靖軒 羅少儀 譚頌禮 關韻童 蘇恩華 Alaine Young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以下義師已為其學生補習超過半年，我們致以衷心感謝! 

 

方啟華 王芳珠 王楚雯 包美瑤 司徒智銘 朱詠珊 江浩德 

何汝翹 何奕熙 何彥婷 何恩瑤 何樂思 何耀輝 吳靖雯 

吳碧蓮 李明怡 李樂勤 杜志得 周安之 林芍嘉 林家慜 

林詠青 林穎君 林麗培 洪兆言 胡皓恩 胡雅瑩 范達勝 

韋樂欣 崔樂怡 張文祺 張啓邦 張淑娟 張澤深 張韻雯 

梁日恆 梁展雲 梁珮珊 梁崇康 梁萬泉 郭芷菱 郭庭般 

郭偉傑 郭蔚昕 陳加峯 陳加進 陳可瑩 陳國明 陳焯均 

陳曉彤 陳靜儀 黃少欣 黃少烈 黃婉君 黃楚雄 黃頌然 

黃樂兒 黃燕怡 楊宇俊 葉子謙 葉錦華 鄒卓裕 趙家頌 

劉詠淇 蔡柏恆 蔡婉貞 鄧寶兒 鄭卓恩 鄭皓斌 盧建榮 

賴達成 鍾佩玲 鍾覺笙 藍麗蓉 羅素文 關淑美 龔浩江 

Teresa Vong Wong Yan 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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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增配對及完成初次會面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導師 周安之 +  學生 何梓欣 九龍塘 

導師 黎凱晴 +  學生 朱志榮 東涌 

導師 陳浩光 +  學生 周嘉喬 元朗 

導師 張潔榆 +  學生 李宣澄 黃大仙 

導師 余承賦 +  學生 謝俊榮 荃灣 

導師 曾清林 +  學生 陳永熙 油塘 

導師 伍燕葵 +  學生 Mustaqeem Jalal 筲箕灣 

導師 周芷君 +  學生 薛康瑩 九龍塘 

導師 劉卓妍 +  學生 蘇悦銘 西貢 

導師 趙凱澄 +  學生 黎震楠 藍田 

導師 鍾愷妍 +  學生 牛瑞璽 天水圍 

導師 趙泳 +  學生 何曉臨 藍田 

導師 梁鳳薇 +  學生 邱銘捷 北角 

導師 吳秋鳳 +  學生 李嘉俊 屯門 

導師 羅家暉 +  學生 江爾軒 朗屏 

導師 何文影 +  學生 黃穎藍 青衣 

導師 戴月真 +  學生 劉壑毅 青衣 

導師 梁家凌 +  學生 歐陽蓁鴻 黃大仙 

導師 莊文謙 +  學生 單美雪 九龍灣 

導師 孟紀欣 +  學生 葉東政 大圍 

導師 盧文建 +  學生 謝俊鋒 荃灣 

導師 黃可欣 +  學生 毛靖儀 長沙灣 

導師 吳銘琛 +  學生 黃家俊 紅磡 

導師 陳慶雲 +  學生 謝嘉欣 油麻地 

導師 廖錦明 +  學生 蔡嘉琪 鑽石山 

導師 周彩蓮 +  學生 劉芷妍 油塘 

導師 黎曙冰 +  學生 王穎婷 彩虹 

導師 黎曙冰 +  學生 王穎嵐 彩虹 

導師 朱健東 +  學生 陳倩童 黃大仙 

導師 張肇晉 +  學生 吳秋娟 深水埗 

導師 洪秋燕 +  學生 張洁穎 元朗 

導師 馮子敏 +  學生 莫嘉颖 粉嶺 

導師 黎彥伶 +  學生 李心語 柴灣 

導師 李詠恩 +  學生 王天愉 北角 

導師 王媛媛 +  學生 王海彥 藍田 

導師 黃潤華 +  學生 黃泳頤 九龍塘 

導師 王貝渝 +  學生 陳朗婷 石塘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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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廖佩賢 +  學生 林希 筲箕灣 

導師 蔡培炘 +  學生 張詠恩 大埔 

導師 何梓嘉 +  學生 梁卓華 上水 

導師 張鳳珠 +  學生 余卓榮 天水圍 

導師 黃先生 +  學生 馬森 油麻地 

導師 戴詠昕 +  學生 蔡善鈺 沙田 

導師 李健豐 +  學生 廖泳淇 大圍 

導師 何國杰 +  學生 鍾楚兒 沙田 

導師 蔡嘉明 +  學生 鄧卓文 天水圍 

導師 林宛慧 +  學生 陳永榕 深水埗 

導師 黎可晴 +  學生 楊新毅 筲箕灣 

導師 劉子淇 +  學生 張旨言 馬鞍山 

導師 Iris Lam +  學生 潘李莉 大埔 

導師 鄺俊雄 +  學生 林葉青 紅磡 

導師 歐慧彥 +  學生 區芷淇 葵芳 

導師 周洛筠 +  學生 蔡浚彥 柴灣 

導師 譚偉雄 +  學生 蔡浩彥 杏花邨 

導師 陳衡 +  學生 楊萬軒 石塘咀 

導師 鄭欣祈 +  學生 潘思羽 大埔 

導師 鄭欣祈 +  學生 潘春菲 大埔 

導師 黃心如 +  學生 曾泳航 北角 

導師 黃雅麟 +  學生 王皓良 九龍塘 

導師 蔡健君 +  學生 歐綺晴 樂富 

導師 王沛嬈 +  學生 陳铷湘 筲箕灣 

導師 尹浩賢 +  學生 陳嘉銘 九龍灣 

導師 陳嘉希 +  學生 陳海琪 天水圍 

導師 徐凱瑩 +  學生 周樂瑜 鑽石山 

導師 譚敏晴 +  學生 劉美琪 坑口 

導師 張婉婷 +  學生 潘李莎 大埔 

導師 劉嘉麗 +  學生 楊新佩 筲箕灣 

導師 梁冠恆 +  學生 林潤浠 荔枝角 

導師 梁冠恆 +  學生 林綽謙 荔枝角 

導師 王澄 +  學生 郭俊求 黃大仙 

導師 謝欣平 +  學生 王希雯 大埔 

導師 謝欣平 +  學生 王嘉雯 大埔 

導師 張展慧 +  學生 劉寶榮 藍田 

導師 王德茵 +  學生 李穎妍 九龍灣 

導師 陳盈君 +  學生 黃沅詩 太子 

導師 袁珮琪 +  學生 陳俊均 薄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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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吳灝思 +  學生 翁梓皓 荔枝角 

導師 楊惠慈 +  學生 曾俊源 大圍 

導師 賴偉豪 +  學生 陸詠俊 銅鑼灣 

導師 席仲敏 +  學生 陳倩彤 太子 

導師 張頌恩 +  學生 陳俊熙 美孚 

導師 吳寧興 +  學生 Farhad Shoaib 筲箕灣 

導師 劉鎧潼 +  學生 黃頌宇 坑口 

導師 歐陽翠蘭 +  學生 張可兒 九龍城 

導師 李衍樂 +  學生 彭國輝 天水圍 

導師 石麗沙 +  學生 陳瑩 青衣 

導師 謝君立 +  學生 黃浩熙 觀塘 

導師 張辰 +  學生 徐嘉淇 旺角 

導師 麥慶霖 +  學生 陳禮彥 天水圍 

導師 謝英鋒 +  學生 譚志桐 屯門 

導師 潘叡 +  學生 黄詠妍 大角咀 

導師 潘叡 +  學生 黄鎮華 大角咀 

導師 鄭穎君 +  學生 錢澤標 柴灣 

導師 岑翠茵 +  學生 羅子凌 荔枝角 

導師 岑翠茵 +  學生 羅癸涵 荔枝角 

導師 馮菲 +  學生 羅嘉棋 上水 

導師 馮菲 +  學生 羅嘉煒 上水 

導師 梁錦章 +  學生 翁馨環 屯門 

導師 蔡麗華 +  學生 車栩瑩 大角咀 

導師 黃曉琳 +  學生 房思彤 屯門 

導師 鄭紫珊 +  學生 葉智成 觀塘 

導師 曾淑美 +  學生 侯卓嵐 深水埗 

導師 張弼弘 +  學生 楊子晴 沙田 

導師 馮英豪 +  學生 陳有康 太子 

導師 張國義 +  學生 梁錦滔 何文田 

導師 嚴之將 +  學生 沙浩嵐 Saad Habibullah 沙田 

導師 黃志強 +  學生 翁誠澧 荃灣 

導師 鄭彩霞 +  學生 莫峻豪 荔枝角 

導師 陳偉賢 +  學生 林思傑 荃灣 

導師 周嘉慧 +  學生 黃彥寧 藍田 

導師 譚慧銘 +  學生 蘇雪琳 屯門 

導師 譚慧銘 +  學生 蘇綽翹 屯門 

導師 鄭佩蘭 +  學生 梁家豪 荃灣 

導師 鄭佩蘭 +  學生 梁家耀 荃灣 

導師 楊子琪 +  學生 彭子豪 將軍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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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何瑶瑶 +  學生 王文宏 土瓜灣 

導師 陳穎琪 +  學生 黃明珠 黃大仙 

導師 彭皓德 +  學生 段陽昌 大窩口 

導師 郭耀豐 +  學生 顏廷宇 九龍城 

導師 陳志達 +  學生 陳俊鴻 天水圍 

導師 霍俊希 +  學生 嚴景毅 青衣 

導師 霍俊希 +  學生 嚴景康 青衣 

導師 汪倩 +  學生 譚雅心 馬鞍山 

導師 周德慧 +  學生 梁嘉為 大窩口 

導師 林焯謙 +  學生 黎芷姸 薄扶林 

導師 謝昀軒 +  學生 陳俊廷 薄扶林 

導師 洪鋮志 +  學生 黃嘉灝 沙田 

導師 高志東 +  學生 文竣岍 黄大仙 

導師 陳樂銦 +  學生 王煒 屯門 

導師 楊曉晴 +  學生 陳芷穎 荃灣 

導師 李咏嫻 +  學生 洪麗而 太子 

導師 鄧䁱彤 +  學生 羅曦晴 慈雲山 

導師 韓素薇 +  學生 林冠衡 深水埗 

導師 韓素薇 +  學生 林凱琦 深水埗 

導師 徐子聰 +  學生 馬澤楷 筲箕灣 

導師 黃韻妍 +  學生 盧家希 沙田 

導師 黎舒雅 +  學生 鄭美琪 葵涌 

導師 潘樂遙 +  學生 鄺曉瑩 屯門 

導師 麥嘉倩 +  學生 梁俊興 葵興 

導師 尹淑馨 +  學生 彭國烯 天水圍 

導師 鍾漪華 +  學生 潘詠儀 葵涌 

導師 麥婉姬 +  學生 洪琪美 馬鞍山 

導師 李淑兒 +  學生 郭潔怡 石硤尾 

導師 梅惠賢 +  學生 范家瑤 天水圍 

導師 陳雪琴 +  學生 庾麗紅 深水埗 

導師 關結盈 +  學生 石蕊慈 荃灣 

導師 潘駿生 +  學生 梁靜 黃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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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義師  Sukie 

曾經，我長時間住在醫院裡，經歷過心臟手術及其他緊急手術，那段日子，在病床上聽著電台

節目解悶。有一次，陳校長接受電台訪問，講述成立免費一對一補習的理念，他的故事，觸動

了我，令我也萌生了幫助弱勢社群的決心。在大大小小的手術中，我的身體輸入了捐贈者的血，

把我續命；今天，我不能捐血，唯有用另一個方法回饋社會。 

出院後，待我身體漸漸康復過來，我正式加入了機構，至今擔任義

師兩年，如果健康狀況一直良好，我會繼續服務下去。 

一年前，我先生(余師傅)也加入義師行列，擔任義務功夫班的導師。

他憶述：第一天上功夫班，一個小妹妹穿著上學的皮鞋來到，余師

傅問她何以不穿運動鞋來學功夫？孩子答到：『我家只有這一雙是

沒破的鞋子。』及後，我們在朋友群中作出呼籲，捐贈家中沒穿過

的多餘波鞋，結果，送了一對新波鞋給小妹妹，她很珍惜。 

現今香港，表面上似很富足，但實際上還有很多基層家庭仍在掙扎

求存，我們未必有很多財富去捐贈，但我們可付出我們的

時間和技能，幫助孩子，讓他們有信念地成長。我們除了

擔任老師的角色之外，還可啟蒙孩子，令他們培養正確的

價值觀，並發揮所長，為目標𡚒鬥。 

今天，我們幫助了孩子；將來，他們有能力時，也會回饋

社會，把愛心傳揚下去。 

======================================================== 

家長  學生葉穎霖 

在我爲女兒英文差而煩惱的時候，透過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的幫助，認識了義師︰嚴老師。嚴

老師是一位很有責任心，對小朋友很有愛心的好老師。嚴老師很細心，對女兒在英文方面的不

足都不厭其煩的教完一次又一次。在嚴老師的幫助下，女兒的英文從不及格到現在看著她不斷

的進步。我非常感謝嚴老師對女兒的耐心教導。嚴老師，謝謝你，辛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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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郵寄旺角花園街 250-252 號曉翠閣 1 樓 B 室【陳校長免

費補習天地】收，字數不拘，謝謝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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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鳴謝 

 
謹向以下善長致謝，多謝他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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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Hon Wah 月捐 500.00 

* 此計劃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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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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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Pui Sun 100.00 Miss Wu Wai Fan Brenda 1,000.00 

Cheng Chi Yip 200.00 Miss Zeng Qiong Hua 1,000.00 

Cheung Wai Yin 1,000.00 Mr Ng Muk Hing Franics 2,000.00 

Chow Siu Lai 250.00 
MR TANG CHUNG WAH 

ARTHUR 
1,080.00 

Chu Ching Man 250.00 Mr Tong Hon Fai 24,000.00 

Chu Wing Yi 300.00 MS LO SIU ON 500.00 

Ho Ka Chi 1,000.00 MS LUI MEI GI MAGGI 10,000.00 

Ho Ka Yue Joseph Ralph 2,000.00 MS TSANG MING WAI 2,000.00 

HYC Foundation Limited 10,000.00 
MS WU WAI SIM &  

MR WAN CHUN FOON 
72,160.00 

Lai Kuen Chan 100.00 MS YUENG YIN 20,000.00 

Lee Fung Ching Vivienne 1,500.00 
Stephi Merchandising 

Solutions 
2,000.00 

Lee Kwok Ying 500.00 Tao Tze Wan 500.00 

Li Chi Heung 900.00 Trading 100.00 

Lin Sui Kwong Enoch 1,000.00 Tsoi Ka Wo 1,000.00 

Lui Chuen Kwan 1,000.00 
Wellington Management 

Hong Kong Ltd. 
1,498.45 

Mak Ka Yu 1,200.00 Wong Man Hon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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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金額 (HK$) 

 

善長芳名 金額 (HK$) 

Miss Choi Kit Yu 3,000.00 Yeung Yan Ming Oscar 500.00 

Yeung Yan Shing Mason 500.00 Yim Lai King 1,000.00 

Yu Lai Ping Candice 1,500.00 有心人 1,000.00 

有心人 2,000.00 有心人 300.00 

周二旅行隊慈善基金 5,000.00 無名氏 3,000.00 

鄭娟娟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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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長芳名 捐贈物資 

羅先生 手提電話六部 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 電子辭典 25 箱 

鄭美羣女士 智能電話一台 Patience Lee 古箏一部 

鍾俊傑先生 積木兩箱 陳小姐 大提琴一個 

玩具樂園 文具及玩具一箱 受惠學生家長 補充練習兩本 

有心人 A3 紙三箱 Diana Barmett 練習一袋 

甄詠蕎 書本、練習一箱 Becky Wan 練習一袋 

黃燕萍老師 DSE 中文作文手冊 150本 吳玉蓮小姐 文儀用品一袋 

Sofie Yuen 練習兩袋 何愛蘭義師 文具及玩具五袋 

杜志得 練習一本 黃浩彥 練習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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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譜架 

 木管樂及銅管樂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