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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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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補天慈善藝

術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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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今次藝術展繪製手繪電影風格的主題海報。 

「十年補天慈善藝術展」已於 4 月 1 日開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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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日當天獲多位藝術家前來支持，為活動打

開頭炮，另自藝術展開幕以來已獲多位善長人翁支持，義購情況十分踴躍，有關善款將為基層學生

提供免費教育支援。另亦有多位補天義師親臨現場打氣，表示對補天的支持。其他公眾人士亦透過

活動了解更多補天的服務，表示認同機構理念並會登記成為義師支援基層學生。活動除了籌集善款

外，更是連結社區資源，為活動添上另一重意義，衷心感謝各界支持。 

展覽日期至 4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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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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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至 15 日（三至四）暫停開放) 

時間：10:00 - 19:00（星期一至六及公眾假期）11:00 - 16:00（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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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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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rincipalchan.org/art-exhibition
mailto:info@hkcnc.org.hk
mailto:tkt@hkcn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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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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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補天慈善藝術展開幕日】 

補天很榮幸於 4 月 1 日邀請到置地公司及藝術家代表前來支持藝術展開幕日，校長當

天頒發感謝狀以表達對他們的謝意。 

【新春有畫兒】 

今個新年，學生有'畫'兒, 學生透過參與

畫畫比賽，將她們的心聲告訴我們！ 我

們收集了超過 20 份的作品，讓學生們

透過畫作表達出新一年的願望！ 



 

 

3 

 

   

 

 

 

 

 

 

 

 

 

 

 

 

 

 

 

 

 

 

【學前班戶外學習日 - 448 農莊 4/3】 

雖然今天下著微微細雨，亦無阻礙參加

者的興致跟隨導賞員四周參觀。農莊飼

養了很多可愛的小動物，例如小白兔、

鸚鵡等等。還有一些罕有的爬蟲類動

物，小朋友看得十分興奮，令他們大開

眼界。參觀完畢後，農莊安排了非常特

別的親子活動「自製雪糕」，讓他們度

過了一個愉快又甜蜜的上午！ 

【(親子活動) 黑暗中對話 3/3】 

今日好榮幸可以與補天的親子來到黑暗中對

話體驗館，在漆黑的環境裡面，每組親子只

有一支白手杖，而每位小朋友則有負責帶領

自己父母的重任。在完全看不到的情況下，

小朋友需與父母調換角色，平常都自己父母

安撫兒女的情緒，而這次需小朋友反過來保

護及引導著自己爸媽。體驗結束後，家長分

享體驗的感覺，發現原來小朋友其實都有很

多貼心的一面！另外亦很感謝體驗館的職

員，令小朋友認識視障人士，是一個好特別

的親子活動體驗。 

【玩轉牛大年 6/3】 

新年即便過了一段時間，但都不改我

們和學生共同分享新年的樂趣！今

日和小朋友一起玩了好幾個遊戲，不

知是否因為疫情有一段時間困在家

裡，學生們今天都特別投入，希望以

後大家都可以多多一齊分享節日的

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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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天新春義工聚會(網上版) 6/3】 

陳校長與一眾補天義工義師在線上

相聚，除左通過 10 條小問題加深到

補天既認識，還有互相交流分享的時

間。十分感謝大家的參與以及真誠既

分享。期望之後有更多機會以不同形

式與義工義師相聚。 

 

 

 

 

 

 

 

 

 

 

 

 

 

 

【歡樂迎新春活動 6/3】 

經過一整年受疫情困擾嘅生活，小朋友常

常需要留在家中無所事事。有見及此，得

知確診數字有回落的跡象，中心決定讓少

部份學生到中心參與新年活動，當天我們

安排於了不同的攤位遊戲給學生，輕輕鬆

鬆度過一個愉快的下午。 

【《成為孩子的玩樂設計師》家長講座 19/3】 

很榮幸能邀請到嚴小姐來到給予建議給中心

的家長，在短短兩小時內已提及到很多有關

如何與小朋友建立及維持良好的相處模式和

玩遊戲的方法！而在講座結束後，家長均有

反映可透過了解自己小孩子的玩樂習慣，能

夠看出小朋友個性的傾向，甚至是最基本用

最簡單的材料亦能夠給予小朋友很多樂趣！

大家都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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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大師培訓課程 27/3】 

又是一個可以比小朋友『放電』的大好

日子啦！好開心可以與這麼多位小朋友

及家長前去挪亞方舟的珍愛地球館參

觀，展館內的主題層出不窮，由書本上

學會的拼音至天馬行空的科學原理，小

朋友都可以一邊探索一邊學習。除了可

以去觀摩不同主題的小展館，挪亞方舟

職員還教學生們畫梵高畫作 - 星夜，更

加明白到我們要保護天上的星星，做個

環保小天使，減少光污染！ 

【醒目理財更您想 - 網上教室 20/3】 

感謝 FTLife HK 富通保險 及慈善團體 

Junior Achievement Hong Kong / 

JAHK 支持，舉辦網上理財學堂讓 60

多位補天學生一同參與，在富通保險義

工帶領下學習金錢管理觀念及習慣。 

同學們渡過了一個愉快而充實的早

上，獲益良多。 

【義師活動 - 紅十字會『戰區 90』 23/3】 

這次和義師一起體驗 90 分鐘不一樣的旅

程，用第一身的身份代入戰場時會遇到的一

切有可能發生的事情！過程緊張緊湊，途中

根本沒有很多思考的時間，但是卻要做出的

選擇會影響之後會發生的事情，而這些選擇

都是會一步步牽涉到我們的性命。而在體驗

旅程結束後，亦有一些反思的時間，反思我

們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及關係。義師最後亦提

及到戰區體驗各自深刻的片段及感受，我相

信在這次活動之後，大家都獲益良多，帶到

很多不一樣的感受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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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介】 

 

 

 

 

 

 

 

 

 

 

 

【補天 X 社企 AfterSchool】 

補習界有心人相遇，攜手為基層學生出力。AfterSchool 與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隆重宣佈，雙方達成合作協議，AfterSchool 將於本年 5 月開始，為陳校長補習

天地的學生提供免費網上補習服務。與此同時，補天義師在繼續服務補天的學生

的同時，如有興趣進一步發展補習教學事業，AfterSchool 亦非常歡迎他們加入。

更多詳情請瀏覽網頁 https://afterschool-hkcnc.paperform.co/ 

【補天十周年全港愛心商戶支援基層學生大行動】 

 

補天踏入 2021 年十週年，為左籌集更多資源幫助

弱勢學童，邀請各大小商店加入成為「補天愛心商

戶」，支持補天既義務教育工作。支持方法有好多(例

如：於商店/機構設置補天捐款箱、以公司名義作定

額捐款等)️ 

如果有興趣支持，歡迎 whatsapp 5212 0839、電

郵至 caring@hkcnc.org.hk 或掃描右方二維碼

WhatsApp 與馬先生或黃小姐聯絡 

https://afterschool-hkcnc.paperform.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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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義師迎新會- 網上直播】 

迎新會提供讓義師溝通、交流和分享的平台，誠邀所有近月新加入的義師

出席迎新會，與我們交流 

日期：2021 年 5 月 8 日 (星期六) 

時間：10:30am - 12:30pm 

形式：Zoom 直播及分組討論 

對象：新加入 或 未曾參加過迎新會的補天義師 及 對補天服務感興趣之

公眾人士 

活動內容： 

> 陳校長分享 

> 義師分享 

> 配對流程介紹 

> 義補經驗交流  

注意事項： 

＊參加者請預先自行下載 Zoom 軟件，無需註冊帳戶 

＊截止及抽籤後將透過 whatsapp 通知 Zoom 連結 

＊期望參加者可配備咪及視象鏡頭參與活動 

請按此連結報名：https://forms.gle/JZT7J4HwoXrnHoF39 

義師有計工作坊 

「專注力秘笈」-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專注力講座（小學篇）】 

相信各位義師補習時都遇過小朋友唔集中、心散既情況，今次工作坊針對

提升學生既學習動機及專注力，歡迎義師報名參加 

日期：2021 年 4 月 24 日(六) 

時間：10:00am-11:30am 

形式：Zoom 

對象：本機構義補老師 （現配/等配對小一至小六學生） 

重點內容： 

1. 專注力之定義 

2. 低專注力及學習動機之原因 

3. 學生坐不定，做習作時發呆，怎麼辦？ 

4. 提升學生專注力之 3 個要素 

5.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專注力之技巧 

講者背景： 

Mr. Chris Man 文正康先生 (註冊社工、教育碩士、親職教練(ACMC)，NLP

導師及 MBTI 顧問，3 年全職爸爸，超過 15 年親職教育經驗，曾為超過 100

所幼、小、中學及大專舉辦親職講座及培訓課程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x4M54AK8mEweLn8d6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forms.gle%2FJZT7J4HwoXrnHoF39%3Ffbclid%3DIwAR1VSwbnq0V3C5TaG9zTiGmEGkPS2yBSqTWSVCJ8xv7RA2tv4vSthx7Fhs8&h=AT0JM2QlYIztoSSoQQM7YQwKLjh3xZm7wvJy7yS8M2Mr0HCvRKCDTGLdtF0rQ4p725R7XQgS0lXxLhE2fpRfRLnBHRU72Mr7voPe-hpsutd9HSAMyLX-XRBtGLibbI-2MYU&__tn__=-UK-R&c%5b0%5d=AT37WQ_cUeGsiekS7SYqmsQ2VQYIK2mRkwXlQkLnYZJ6Bk8MWW0qLcAgI0HLCuEXQMlt7sYT5qoY06Vkzu86wORljSEtNtxkAd9pRD9w_g8Aj6vYJ7VXR3VHw1ESMup76Np_sLtP0fjiafgm-EkBMEJiTnSn4frfb7GsoBZWRAYhyC8GdeFgorqM3ptM_pV6Gbneu88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forms.gle%2Fx4M54AK8mEweLn8d6%3Ffbclid%3DIwAR12nLrBqPiu_4C2IJ1WdANK3PMnlOt4uxtvKstWckAhAozSjmuujJAk0Ho&h=AT0FsT0Xm17Ol4JCZb7T5GW51HGAOg-TIHYlSXSZ7ClskXFpLyEfmRKOnnWS0EY-q6lUdRNFq4h6eX9UX8HDoSwvwqD88JzL4iiMvcv3ifBhhSCq7cjsmW0OMeOda_cz6XA&__tn__=-UK-R&c%5b0%5d=AT0Ijh_c0lrebxBXnkQG62o92ovNIlwEPmcEcyba6uxN30Ni7zGSKvaTvQSOGO4B6FrSE0q79R9Ep2eFGiG2SbuqW3L0yUZ3-mOeKk--5bDn4JL5Pfqh83LjpBC6yw_m6QxXUzk9f6EY5x_bzpnY4mxchBAo6ryK8crcnA1zPIdlvZ_m6v95qVNCghDbvpjn7FiKq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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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學生人數：18,552 人    

義師人數：17,269 人    

配對總數：15,678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這個月沒有補習剛超過一年的義師。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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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憲佳 王景俊 王嘉晴 丘琦昌 伍明珠 庄金潮 江曉瑩 余文琪 

余宛倩 利本衡 吳佳緣 李兆基 李倩瑩 李穎彥 周元天 林旭君 

林璟熙 胡穎欣 唐芷澄 容梓瑋 祝慧雯 馬漢華 張志恒 張富愉 

梁倩若 梁紫晴 梁慶強 莊協權 郭梓琳 陳安德 陳妙香 陳偉康 

陳國曦 陳梓軒 陳淑群 陳雋侒 陳嘉麗 陳潔縈 陳歷安 陳穎怡 

陳寶琪 麥穎旻 曾子澄 曾憲邦 湯偉勤 湯雯伊 程茵 黃浩維 

楊浩鳴 葉秀寶 樊潔穎 鄧沅翹 鄭浩榮 鄭量文 黎佑明 錢凱琳 

戴健暉 藍潁鍶       

 

 

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尤天昕 方麗盈 王格格 王婧茹 伍曉川 朱軒緯 朱雄健 江可晴 

江琛 江詠恩 何麗莎 余皓然 吳思奇 吳穎欣 吳靜儀 呂敏莉 

李昊駿 李芷欣 李朗妮 李頌然 李樂童 李頴桐 林可沂 林芷霆 

林思穎 林榮富 姚卓偉 姜鈞淳 姜穎賢 胡雨紅 徐冠維 秦超舜 

翁慧娜 袁天逸 馬灝揚 康芷穎 張立衡 張星蕊 張嘉蕙 張慧琳 

張穎欣 張躍德 張鐵夫 梁文斌 梁俊慧 梁凱然 梁慧如 莊婉靖 

莊曉澄 許秀嫻 郭真銘 陳子健 陳文熙 陳志豪 陳奕君 陳桂瑩 

陳婷楓 陳智偉 陳榕 陳翰林 陶偉雄 麥展維 曾令敏 曾卓山 

曾采恩 黃文康 黃可晴 黃冠嶽 黃進豪 黃鉦驊 黃嘉儀 黃端紅 

黃錫霖 黃駿傑 楊泳儀 楊愷瞳 楊溢珩 楊銘瑜 楊曉冬 葉雅瑩 

葉瞬霖 甄可怡 劉政禧 劉茜茜 樊靖男 潘懿珩 蔡少綿 鄧稀芬 

鄭匡廷 黎文敬 盧佩妍 盧綺君 賴鳳萍 戴愛茹 鍾苑麗 羅家顯 

羅淑雯 譚曉思 關嘉寶 饒高賢 Cody Man Jayaprakash Meghana Ken Ngai 

Ngai Wa Chau Tang Mei Fong Vivian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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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1 日) 

導師   黎劍虹 +  學生 張堉煒 上水 
 
導師   楊逸舜 +  學生 吳詠琴 粉嶺 

導師   蕭素卿 +  學生 潘心茹 調景嶺 
 
導師   林紀欣 +  學生 梁詠雪 油塘 

導師   甄尉琳 +  學生 談相如 元朗 
 
導師   何嘉敏 +  學生 李嘉謙 天水圍 

導師   劉志文 +  學生 胡漫妮 油塘 
 
導師   梁雅睿 +  學生 蒲紫瑩 天水圍 

導師   余亦兒 +  學生 李紫琳 屯門 
 
導師   劉思穎 +  學生 鄭彩芳 粉嶺 

導師   蔡漢文 +  學生 卓振濤 大埔 
 
導師   胡素琳 +  學生 吳詠儀 觀塘 

導師   梁瑋峻 +  學生 彭鎧汛 寶琳 
 
導師   鍾少霞 +  學生 高泳嵐 柴灣 

導師   吳泳霖 +  學生 彭欣怡 天水圍 
 
導師   方紅 +  學生 曾沛城 粉嶺 

導師   呂嘉慧 +  學生 蔡明格 柴灣 
 
導師   黎瑩 +  學生 費沛琳 灣仔 

導師   黃敏儀 +  學生 蔡子紳 寶琳 
 
導師   吳昌傑 +  學生 洪正燃 油麻地 

導師   敖艷洋 +  學生 蕭宏剛 佐敦 
 
導師   莊普迪 +  學生 何國銘 天水圍 

導師   林全山 +  學生 宋沛潼 南昌 
 
導師   王家敏 +  學生 周穎瑩 土瓜灣 

導師   王家敏 +  學生 周穎芝 土瓜灣 
 
導師   謝培珊 +  學生 鄭榆潼 黃大仙 

導師   謝培珊 +  學生 鄭燿權 黃大仙 
 
導師   黃嘉俊 +  學生 劉晟俊 土瓜灣 

導師   鄒靄蕎 +  學生 楊曉悠 屯門 
 
導師   陳子晧 +  學生 李永康 上水 

導師   潘㯋朗 +  學生 梁貝琪 深水埗 
 
導師   王朗昕 +  學生 鄧雅蔓 粉嶺 

導師   葉翠盈 +  學生 鄚曉琳 九龍城 
 
導師   李浩霖 +  學生 蘇倩桐 九龍灣 

導師   黃振業 +  學生 何文朗 荃灣 
 
導師   勞進誠 +  學生 周煒婷 馬鞍山 

導師   李靜微 +  學生 李明蔚 深水埗 
 
導師   江寶慈 +  學生 林廣森 大埔 

導師   陳理明 +  學生 曹智揚 九龍城 
 
導師   盧佩妍 +  學生 王昭君 深水埗 

導師   梁佩芬 +  學生 游芷錡 土瓜灣 
 
導師   香占璋 +  學生 李俊熙 佐敦 

導師   林靜 +  學生 王希晴 元朗 
 
導師   馬詠端 +  學生 許梦涵 炮台山 

導師   黃佩詩 +  學生 吳文軒 坑口 
 
導師   廖倩昕 +  學生 翁啟恆 荃灣 

導師   李雪蕾 +  學生 李瑜晴 北角 
 
導師   游子霖 +  學生 鄧斌豪 觀塘 

導師   譚仲軒 +  學生 范應朗 荃灣 
 
導師   劉華康 +  學生 陳俊宇 馬鞍山 

導師   陳敬揚 +  學生 葉嘉洛 土瓜灣 
 
導師   黃梓榮 +  學生 盧敬烽 北角 

導師   關愛蓮 +  學生 安峻希 北角 
 
導師   俞從禮 +  學生 張晴朗 將軍澳 

導師   陳君俊 +  學生 鄧俊陽 西營盤 
 
導師   任咏儀 +  學生 蔡梓珮 青衣 

導師   阮肇峰 +  學生 周子然 大圍 
 
導師   鄒慧玲 +  學生 梁芷盈 青衣 

導師   劉柏姸 +  學生 郭珞霖 九龍灣 
 
導師   潘焱彬 +  學生 吳梓甄 土瓜灣 

導師   馮秀明 +  學生 陳招豪 九龍灣 
 
導師   陳曉琦 +  學生 陳穎琦 鴨脷洲 

導師   陳君婷 +  學生 林嘉一 炮台山 
 
導師   潘曉敏 +  學生 何曉琳 北角 

導師   潘曉敏 +  學生 何东霖 北角 
 
導師   葉家寶 +  學生 沙碧霞 葵興 

導師   黃文祐 +  學生 夏子恒 大埔 
 
導師   羅子敏 +  學生 羅家霖 粉嶺 

導師   黃挺 +  學生 梁家耀 荃灣 
 
導師   陳宏傑 +  學生 倪志宏 藍田 

導師   曾慶暉 +  學生 馮凱琳 西環 
 
導師   周子喬 +  學生 黃千盈 火炭 

導師   鄧嘉怡 +  學生 楊伊琳 葵興 
 
導師   黃美雪 +  學生 謝泳珊 大埔 

導師   何曉蔚 +  學生 羅詠詩 堅尼地城 
 
導師   陳宇曼 +  學生 陳敏莉 馬鞍山 

導師   羅智賢 +  學生 鄧佳業 秀茂坪 
 
導師   曾令欣 +  學生 魏俊傑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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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曾令欣 +  學生 魏璐瑶 太子 
 
導師   關嘉茵 +  學生 朱延生 藍田 

導師   林美慧 +  學生 吳鎮豪 長沙灣 
 
導師   陳敏思 +  學生 劉妍均 寶琳 

導師   蔡林峰 +  學生 胡雅汶 土瓜灣 
 
導師   陳泳霖 +  學生 黃蔓琪 粉嶺 

導師   麥穎欣 +  學生 梁芷茵 青衣 
 
導師   陳智偉 +  學生 陳衍錦 北角 

導師   王曦晴 +  學生 蘇怡 北角 
 
導師   郭卓欣 +  學生 李思妤 調景嶺 

導師   黎永祥 +  學生 鄭詠宇 荃灣 
 
導師   岑翠瑶 +  學生 黃瀞瑤 元朗 

導師   蔡曼英 +  學生 譚樂兒 北角 
 
導師   黃月有 +  學生 李嘉銘 九龍塘 

導師   鍾思思 +  學生 吳彩媚 何文田 
 
導師   鍾思思 +  學生 黃希敏 荔枝角 

導師   何倩琦 +  學生 李健林 銅鑼灣 
 
導師   陸榮華 +  學生 張愷恩 元朗 

導師   董偉程 +  學生 植永强 屯門 
 
導師   馬梓瑜 +  學生 李念聰 旺角 

導師   鄭永灝 +  學生 黃穎詩 藍田 
 
導師   曾詠屏 +  學生 胡展鵬 土瓜灣 

導師   伍佩施 +  學生 丘佳琪 筲箕灣 
 
導師   林穎如 +  學生 吳冠霆 慈雲山 

導師   林文翔 +  學生 鄧惠瑜 樂富 
 
導師   黎芷君 +  學生 羅樂潼 深水埗 

導師   陳詩雨 +  學生 陳泳丞 大圍 
 
導師   黃鉦驊 +  學生 麥紫揚 紅磡 

導師   黃鉦驊 +  學生 麥紫熹 紅磡 
 
導師   劉惠芳 +  學生 吳晨昕 火炭 

導師   石凌峰 +  學生 梁穎雯 長沙灣 
 
導師   蔡少綿 +  學生 吳綽妍 沙田 

導師   譚正強 +  學生 林文熙 柴灣 
 
導師   周樂心 +  學生 江詩惠 柴灣 

導師   李文健 +  學生 袁張凱恩 柴灣 
 
導師   羅淑雯 +  學生 陳新營 觀塘 

導師   林志華 +  學生 吳梓軒 天水圍 
 
導師   林碧君 +  學生 楊鎂欣 薄扶林 

導師   黃良精 +  學生 王穎兒 葵興 
 
導師   黃卓喬 +  學生 王潔瑩 荃灣 

導師   楊瑞萍 +  學生 譚寶桐 油塘 
 
導師   陳祉澄 +  學生 曾湘淇 觀塘 

導師   余皓然 +  學生 葉文彬 葵芳 
 
導師   黃文傑 +  學生 林俊懷 黃大仙 

導師   謝嘉駒 +  學生 施勇杰 炮台山 
 
導師   陳子健 +  學生 李梓健 觀塘 

導師   張星蕊 +  學生 陳祉凝 觀塘 
 
導師   關天慈 +  學生 陳靖盈 藍田 

導師   關天慈 +  學生 陳靖豪 藍田 
 
導師   黃嘉儀 +  學生 胡彥祺 大圍 

導師   林國華 +  學生 紀傳恩 藍田 
 
導師   劉盈 +  學生 李鎧敏 屯門 

導師   趙詠詩 +  學生 吳尚謙 九龍灣 
 
導師   梁宇霆 +  學生 何善恆 天水圍 

導師   林曉桐 +  學生 蔡紹軒 觀塘 
 
導師   馬繼強 +  學生 陳以康 荃灣 

導師   潘廣堯 +  學生 麥娟嫻 觀塘 
 
導師   鍾思思 +  學生 蘇偉龍 荔枝角 

導師   張立衡 +  學生 梁家琪 天水圍 
 
導師   陳麗霞 +  學生 李麗雯 長沙灣 

導師   羅家顯 +  學生 黃浩鋒 將軍澳 
 
導師   馬灝揚 +  學生 葉梓焱 馬鞍山 

導師   楊溢珩 +  學生 林鈺妍 筲箕灣  導師   林靖欣 +  學生 譚咏兒 北角 

導師   龍景雲 +  學生 楊宸糧 東涌  導師   張慧琳 +  學生 謝嘉欣 油麻地 

導師   呂敏莉 +  學生 何廣源 柴灣  導師   陳善盈 +  學生 譚淑儀 北角 

導師   馬漢華 +  學生 劉凱怡 天水圍  導師   徐嘉浩 +  學生 許善兒 香港仔 

導師   劉鐁謍 +  學生 黃嘉慧 銅鑼灣  導師   林芷霆 +  學生 李穎宣 荃灣 

導師   戴志輝 +  學生 黏本杭 葵興  導師   李偉成 +  學生 李俊熙 將軍澳 

導師   江詠恩 +  學生 彭敏莉 黃大仙  導師   姜穎賢 +  學生 林瑋柏 大埔 

導師   李朗妮 +  學生 余樂怡 荃灣  導師   李朗妮 +  學生 余栢樂 荃灣 

導師   鄭威文 +  學生 呂汶健 長沙灣  導師   劉澤儀 +  學生 劉浚安 灣仔 

導師   蔡潁妍 +  學生 羅卓鏗 大埔  導師   蔡富之 +  學生 吳東羽 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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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黃駿傑 +  學生 洪芷晴 鑽石山  導師   梁文斌 +  學生 岑卓希 上水 

導師   何婉诗 +  學生 陳靄玟 大角咀  導師   關嘉寶 +  學生 張綺娜 九龍塘 

導師   湯凱呈 +  學生 潘俊辉 筲箕灣  導師   顏楚楠 +  學生 梁證康 坑口 

導師   黃珮儀 +  學生 吳雨翹 慈雲山  導師   鄭凱齡 +  學生 尹嘉慧 將軍澳 

導師   何沅瞳 +  學生 劉偉璘 旺角  導師   朱軒緯 +  學生 張慧盈 屯門 

導師   張覓真 +  學生 夏佩玲 深水埗  導師   呂勵志 +  學生 周海敏 屯門 

導師   周殷而 +  學生 施凱桐 秀茂坪  導師   周彩英 +  學生 顏珮宜 葵芳 

導師   李佩樺 +  學生 安穎珊 元朗  導師   馬繼強 +  學生 陳以喬 荃灣 

導師   彭潔薇 +  學生 何昱燁 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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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大專大學生得獎感言】  

 

學生 :  湯信哲      義師 : 吳玉燕     升讀 :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應用日語高級文憑 

 

我好多謝吳老師對我嘅教導，由以前對中文有好大的恐懼感，到現在已經冇對中文產生任何恐懼的

感覺，也是因為得到吳老師對我一直的悉心教導。小時候因為一些原因，我一直對中文產生恐懼感，

使我的中文成績一直比其他同學差，進步不大。在接受了陳校長免費補習之後，我認識了吳老師。

她由最簡單的地方開始教，即使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她也沒有嫌棄地繼續教我。非常感謝她對我的

教導。我亦想多謝陳校長補習天地為我提供這個補習的機會，讓我能夠得到改善中文成績的機會。 

 

 

學生 :  翟詠詩      義師 : 鄭慧中    升讀 :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應用歷史高級文憑 

 

過去一年非常感謝有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提供補習服務，令自己的成績有不少改進。現時的大小型

補習社補習費用昂貴，不是每位家長負擔得起。而免費補習服務正正幫助了這一類學生，解決了學

習上的疑難。此外，陳校長免費補習服務申請手續快捷，在學生補習前後都有足夠的支援。 

在此我最希望感謝我的導師，作為忙碌的大學生仍然不介意為學生補習，即使沒有薪酬。在學習問

題上就算有多少問題她也會耐心教導，又親自製作筆記。鄭導師後來到了美國留學，她也很願意解

答自己在升學上的疑難。 

 

 

學生 :  符婷婷      義師 : 何偉傑    升讀 :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視覺傳意高級文憑香 

 

藉著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所提供給我的免費補習服務，以及義師的悉心教導，使我的數學成績進步

不少。本來我的數學成績不堪入目，可是義師由淺入深去教導我，令到我能理解到一些數學公式如

何去拆解，並不會像從前般逃避數學。在過程中我曾換了兩位數學老師，他們都很耐心教導我，並

經常鼓勵我不要放棄，盡力考好 DSE，故此我十分感激他們不求回報的付出及耐心指導。同時也

十分多謝有這項免費補習服務去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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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他們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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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i Kwun Sing 月捐 38,000.00 

Yao Fat Ying Christine 月捐 100.00 

有心人 月捐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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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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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ing Fund Ltd. 10,000.00  

Chan Chak Ming 800.00  

Chan Chi Fai Stanley 3,000.00  

Chen Yen Hwa 500.00  

Choi Ip Lan Rachel 100.00  

Choi Ip Lan Rachel 100.00  

Choi Ip Lan Rachel 100.00  

Choi Ip Lan Rachel 100.00  

Choi Ip Lan Rachel 100.00  

Choi Ip Lan Rachel 100.00  

Choi Ip Lan Rachel 100.00  

Choi Ip Lan Rachel 100.00  

Choi Ip Lan Rachel 100.00  

Commercial Radio Productions Limited 1,026.40  

Crystal Wong 2,000.00  

Fung Ka Yiu 1,000.00  

Honcho Green Limited 3,100.00  

Isis Ngai 500.00  

Jimmy Chu 1,000.00  

Kathy Ng 1,000.00  

Kids Castle Education Group Limited 500.00  

Lam Ching Yu Jeanne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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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Ching Yu Jeanne 300.00  

Lee Fung Ling Fion 1,000.00  

Lee Hysan Foundation 1,014,420.00  

Lim Soon Tiong 10,000.00  

Liu Yim Man 1,000.00  

Maliwal Gopi 5,000.00  

Maliwal Gopi 5,000.00  

Maxim’s Caterers Limited 7,920.00  

Miss Wong Yuk Yin 2,000.00  

Mr Mak Wing Kwong Tony 5,000.00  

Mr Suen Ka Nang Tony 100.00  

Mr Yim Yat San 2,000.00  

Ng Ching Yin 2,000.00  

Parfumerie Trésor 430.50  

Pets pat pat 2.00  

Poon Ka Wai Doris 2,000.00  

Shirley Tsou 1,000.00  

So Lok Yan 1,000.00  

Star Lee 20.00  

Wan Sik Hei 200.00  

Wellmake Investments Limited 123,352.00  

Wong Lung Wai 200.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Wai Kei 100.00  

Yan Wai Cheong 2,000.00  

Yuen Suk Wai 1,000.00  

ZS Finance Limited  500.00  

有心人 100.00  

有心人 300.00  

有心人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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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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頌宏、林詠虹 英文圖書、練習 – 1 箱 

香港電台 筆袋、豬仔錢甖 – 20 份 

有心人 音樂及樂器書籍 – 3 箱 

房協獎學金同學會 圖書 – 200 本 

ASUS TECHNOLOGY(HK) LTD. i7demo 手提電腦 – 16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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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線木結他 – 1 個 

  小童口罩 – 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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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