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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疫情至今已持續了差不多兩年，補天一直關注基層家庭的學生需要。我們深信疫情持續之久，

對基層家庭影響更大，包括經濟及心理層面等，補天亦於早前訪問補天家長情況，當中發現早前學

校停課及學生學習進度落後為家庭成員帶來壓力，例如家長因停課須長時間照顧子女日常生活外，

亦須協助其完成網上功課，資源不足及能力有限情況下，既擔心子女因而成績落後，又不知如何與

子女相處，此情境每天發生，長時間使家長身心俱疲，這是我們收集到很多基層家庭的心聲。 

很榮幸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合託基金」贊助推行「 補天 x 疫境親子同行計劃」，計劃為期

一年，補天將於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期間舉辦一系列疫情期間對基層家庭情緒舒緩及心理

支援的項目，項目特色將會是以家庭為單位，目的是提升親子關係及舒緩家長照顧壓力，加強其家

庭成員間之溝通及了解，包括強化現時之項目，如增加工作坊及外出活動之次數及人數，擴大受惠

對象至葵青區之基層家庭。另亦會加入新的項目，包括延續早前補天反應良好之「疫境自遊」親子

免費郊遊樂計劃，為基層家庭安排出租車到郊外旅遊，以及增設免費個別輔導服務，整項計劃預計

受惠學生及家長分別為 480 及 580 人。 

各義師發現個別學生有其他學習支援的需要，歡迎與補天團隊聯絡以便我們作出適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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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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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info@hkcnc.org.hk
mailto:tkt@hkcn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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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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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師有計工作坊-頌缽聲頻療癒體驗】 

香港都市生活忙碌，壓力繁重，義師百忙之中還要付
出心力為基層學童補習，有時候亦會感到疲憊。此體
驗工作坊有助療癒心靈，放鬆減壓，體驗自我連結的
當下。 有幸邀請到導師 Patricia (NGH 美國認証催眠
治療師、能量聲頻療癒師) 前來提供工作坊，活動詳
情如下： 

日期：2021 年 11 月 27 日(六)  

時間：12nn-1:30pm (1.5 小時) 

地點：補天義師中心 - 香港九龍太子砵蘭街 450- 

454 號 HQ14 樓 B 及 C 室 (近太子港鐵站出口) 

活動內容： 

1. 靜心連結當下       4. 靜心連結自己 

2. 頌缽歷史簡介       5. 頌缽沐體驗（sound bath) 

3. 聲頻療癒原理及作用 6. 頌缽舒緩痛症體驗 

7. 分享 

歡迎按此報名：https://forms.gle/8MHiJ6QFF4BZtsEb8 

【補天義師交流會】 

如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義補期間感到吃力？
想了解下其他義師用的教學方法？如果您成為
義師後都有以上疑問，歡迎參與「義師交流會」 

日期：2021 年 11 月 23 日(二) 

時間：7:30pm-8:30pm 

形式：Zoom 直播 

對象：已成功配對學生及義補超過 3 個月的義師 

活動內容： 

1. 義師們分享義補期間遇上的困難及感受 

2. 資深義師幹事分享義補經驗 

3. 交流教學心得及資源 

4. 自由討論 

按此報名：https://forms.gle/8H54BrR3RaqYyVmk8 

https://forms.gle/8MHiJ6QFF4BZtsEb8
https://forms.gle/8H54BrR3RaqYyVmk8


 

 

3 

 

 

【補天線上籌款音樂會 – 第四集『星級嘉賓—鄧梓峰』】 

「補天線上籌款音樂會 」 適逢補天十周年，我們將會以每月一集形式，舉辦共 10 場的線上音
樂會，每集均會邀請不同 星級嘉賓到來支持！每集嘉賓都會同一班來自補天音樂樂團的小朋友
一齊進行表演，希望呼籲各界善心人士捐款來支持補天基層學生音樂教育！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繼續幫助基層孩子學習和成長！ 
捐款方法： 

1. 請於付款訊息註明「MUSIC」贊助此項目，並把成功捐款之頁面截圖連同善長的姓名、地址

WhatsApp 至 9565 1304 作發出捐款收據之用。 

2. 轉數快(FPS) ID︰5428008 

3. Payme： https://qr.payme.hsbc.com.hk/2/FKL7FYxUfKmELaYSdxnchx 

4. 銀行入數 

匯豐銀行戶口 112-311683-001 或中國銀行(香港)戶口 012-929-000-37441 並於銀行入數紙

正本背頁寫上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 並註明「MUSIC」，電郵至 tkt@hkcnc.org.hk 或郵寄至

本機構。 

5. 劃線支票 

請將抬頭「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有限公司」或「Principal Chan Free Tutorial World Limited」的

劃線支票，連同善長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 並註明「MUSIC」寄回本機構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

灣大南西街 609 號永義廣場 20 樓 C 室 

「預告篇」 https://youtu.be/iymfYQBiJqM 

「第一集 [星級嘉賓-區瑞強]」 

https://youtu.be/a89GZyxnZ1E 

「第二集 [星級嘉賓-王馨平]」 

https://youtu.be/HyqzhYd-KZo 

「第三集 [星級嘉賓-姜蓓莉] 」 

https://youtu.be/ixP4R3kOjHo 

【誠邀補天人參加「開合跳挑戰」短片比賽】 
2021 年首 8 個月的虐待兒童個案，對比 2020 年同期數字增加 70％，情況令人關注。有見及此，
由香港警務處家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舉辦為期 7 星期的「童行。同心」活動正式啟動，希望

藉此提升市民保護兒童的意識，以及加強關注照顧者的精神健康。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被選為
活動的唯一受惠機構，肯定了補天過去十年和小朋友同行的義務工作。 

 
「童行 • 同心」保護兒童計劃會在 10 月及 11 月，舉辦各種宣揚保護兒童訊息的活動，包括： 

1. 「開合跳挑戰」短片比賽 
2. 親子填色及口號設計比賽 
3. 推出「童行 • 同心」網絡應用程式 
4. Let's T.A.L.K. 保護兒童研討會  

 
其中一個最好玩的挑戰「開合跳挑戰」短片比賽已經開始，誠邀補天人既你一齊發揮創意，全
民支持「保護兒童．愛中成長」。比賽希望收集到 1,120 條開合跳短片，以響應 11 月 20 日嘅
「世界兒童日」！想知道點參加，直接 click 入 http://www.JumpingJacksChallenge.hk！  

 
比賽詳情：2️ 名或以上參賽者組成參賽短片不超過 4️5️ 秒 
比賽獎項：冠亞季軍、最具創意獎、最佳服裝獎 
及最佳口號獎等一百多項，獎品包括酒店 Staycation、 
樂器、電子產品等等。期待您嘅參與！ 
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11 月 19 日 

https://qr.payme.hsbc.com.hk/2/FKL7FYxUfKmELaYSdxnchx
https://youtu.be/iymfYQBiJqM
https://youtu.be/a89GZyxnZ1E
https://youtu.be/HyqzhYd-KZo
https://youtu.be/ixP4R3kOjHo
http://www.jumpingjackschalleng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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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童心童想夢飛行】 

今日好開心有來自香港西區青年獅子會的

哥哥姐姐來到中心。每位小朋友都學習到

和諧粉彩技巧，並即場發揮創意，每幅畫

作都各有特色！ 

【機構合作：免費學前課程】 

中心外藉導師 Mr.Harsh 又黎到「社

會福利署沙田區福利辦事處南沙田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為沙田區學童帶來

為期六堂免費學前服務！" 

【分區義務聯絡員(區義員)培訓】 

感謝一眾有心人參與了 10 月 19 日及 10 月 30 日「分區義務聯絡員(區義員)」培訓，完成

培訓後將代表補天走訪不同地區，主持首次師生會面，幫助義師和學生協調補習的細節，

令義補流程更切合雙方需要！ 

各位義師和同學會面時，見到他們不辭勞苦，也可替我們說聲「謝謝」！ 

【義師有計工作坊】 

義師有計工作坊「如何有效地協助學習遲緩學

生學習」已完滿結束。感謝行為分析師 Annie

分享讓義師使用獎勵來激勵學生的小貼士！亦

感謝眾多參加者抽空出席和積極參與互動環

節，在此感謝每一位對補天的支持！ 

 

義師有計工作坊約兩個月舉行一次，分享不同

主題，歡迎義師(等配或已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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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變身活動】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萬聖節啦，小朋友

變裝成為各式各樣小怪獸、英雄人

物！一齊聽關於萬聖節的傳説故事， 

及學習與萬聖節有關的英文單字來玩

遊戲，邊學邊玩！ 

【眾裏千尋】 

有沒有想過您不再需要的物資其實對其他

人來說可能是寶藏？ 

是次活動本中心為響應環保， 一群善心人

收集了不同的新淨的二手物資或全新物資， 

讓我們一眾的家庭可以尋寶。 活動吸引了

過百個家庭前來參與，希望在短短的時間

內， 他們均可尋得自己的寶藏！ 

【南豐紗廠參觀】 

是次活動， 我們帶學生參觀了南豐紗廠的

CHAT 六廠（六廠紡織文化藝術館）。 

活動上， 學生了解到 60－70 年代紗廠的

歷史，香港紡紗工業的歷史故事及其他種

種、挑戰紡織藝術的傳統意義，並了解到紡

織物料千變萬化的表現手法和相關主題，過

了一個充實的下午。 

【萬聖節 Party 之古堡冒險】 

Trick or Treat? 

今個萬聖節， 有沒有扮鬼扮馬外出去玩？ 

本 中 心 今 年 就 係 中 心 舉 辦 了 一 個 mini 

party 比一眾學生參加， 活動包括咗不同

嘅體能遊戲， 智力遊戲， 學生們通過參

與不同遊戲去換領禮物， 過了一個刺激開

心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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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天 x 疫境親子同行計劃 7-9 月】 

感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之項目「補天 x 疫境親子同行計劃」，舉辦一系列疫情期

間對基層家庭情緒舒緩及心理支援的項目，目的是提升親子關係及舒緩家長照顧壓力，以加

強其家庭成員間之溝通及了解。以下是部分學生出遊後感想。 

大角咀中心學生  (出遊地點: 元朗大棠荔枝山莊) 

今天，爸爸、媽媽、弟弟和我到了元朗大棠荔枝山莊去遊

玩，通常平日並沒有這個機會，但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協

助我，真的很高興！ 

早上十時，我們便乘搭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的私家車，到

了元朗大棠荔枝山莊。吃過簡單的午餐後，我們便興致勃

勃地前往目的地。 在樂園期間，我們都十分高興！到了不

同的遊樂設施，例如:餵飼鯉魚、欣賞荷花、騎家庭單車、

餵飼動物……真的使我身心舒暢，投身於大自然的懷抱中，

感受到暖和的陽光，清澈的河水，春風在輕撫我的面龐……

尤其是可以和家人一起,真的感到十分幸福！ 

十分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能給予我們這次郊遊的機

會，希望下次也能繼續參與這些活動，萬分感謝。 

大角咀中心學生   (出遊地點 : 尖沙咀太空館) 

首先！十分感謝有心人士嘅贊助.還有感謝學校這次計劃的疫

境自遊項目。本來參加這次活動是希望帶小朋友去尖沙咀太空

館玩耍！誰知道去到已經沒有門票表示有一點失望。既然都來

到就帶小朋友去我們香港的旅遊景點星光大道一遊。剛好雨后

天氣沒有雨又沒有太陽很舒服。接著小朋友去找雪糕車吃雪

糕，他開心到不得了，因為他第一次吃。接著帶他去看船，還

有帶小朋友去走海港城，走到不一會兒他們兩人就走到有一點

累，便去了大食代吃下午茶，原來那邊的食物很好吃，下次有

去尖沙咀就知道哪裡有東西吃啦.吃完時間剛好司機哥哥電話

來。最後，接我們回家，旅程結束非常開心，辛苦了司機哥哥。 

 

 

 

 

 

 

 

 

 

 

 

 

 

 

 

 

 

 

 

   

 

 

葵涌中心學生  (出遊地點 : 淺水灣) 

七月十八日 ，這一天是星期日，我們一家四口

去了淺水灣遊玩。雖然天上下着雨，但不影響我

們玩樂的心情。一路上，我們坐着陳校長免費補

習天地為我們准備的私家車欣賞着風景，孩子們

都很興奮。車子很快就到了目的地，原來直達車

可以這麼快，一落車，他們就直冲去沙灘，迫不

及待玩起來，玩了一會沙就去游水。很快，够鐘

回家了。我們一家依依不捨和淺水灣告別。這一

天，很開心。謝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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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21 年 11 月 1 日)  

學生人數：20,164 人    

義師人數：18,498 人    

配對總數：17,097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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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子樂 文子晴 文嘉欣 方康豫 伍淑芳 何佩穎 何韋渝 吳芷恩 

吳洛林 吳若琳 吳逸勤 呂石鏗 呂盈諾 岑祉欣 李小英 李坦澤 

李芷慧 李靖沂 李樂遙 李灧紅 邢嘉倩 阮耀明 周月英 周穎津 

林家菲 林靜雯 柯淑芬 胡可欣 徐建芳 徐逸逾 高梓君 區曉晴 

張子渝 張王羨寧 張國偉 張凱琳 敖玉萍 梁烯文 梁詩敏 莊希雯 

莫芷茵 許雪詠 陳兆鴻 陳均灝 陳志賢 陳奕恒 陳美婉 陳應如 

陸子欣 曾恒豐 程頌翹 雲嘉麒 馮一苡 馮芷淇 黃巧晴 黃佩怡 

黃姸姸 黃運茵 黃鳳兒 黃鎮培 楊小梅 楊希明 葉凌霜 詹梓洋 

廖翰瑜 劉思顯 劉燕琴 歐子鋒 潘焱彬 鄧紹文 鄧詠意 鄧慕哲 

鄭力嘉 鄭鈞綽 黎質 黎穎霖 蕭品樞 錢佩筠 謝希霖 鍾文慧 

鍾浩旻 鍾婉怡 鍾詠琳 鍾譽軒 聶有為 鄺秀玲 鄺穎欣 羅嫣桃 

譚希信 譚國輝 譚婉盈 譚嘉嬈 蘇澤匡 顧嘉祺   

 

截至 2021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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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家欣 尤天昕 尹至好 文彥博 王格格 王婧茹 王凱雪 王智維 

石常宇 成爾生 朱曼淇 江敏怡 江裕滔 何惠淇 吳小寶 吳建樺 

吳曉彤 吳麗嫦 李子良 李文光 李芷欣 李俊延 李景鴻 李潁施 

李頴桐 杜瑞佳 林小萍 林思穎 林榮富 邱于鈴 胡雨紅 唐廣源 

徐冠維 徐凱瑩 秦超舜 翁慧娜 高悅翹 崔慧琳 張永宜 張星蕊 

張春苑 張穎欣 張躍德 梁玉嬌 梁君逸 梁凱然 梁碩玲 許秀嫻 

許珮茵 郭茂甄 郭倩明 郭真銘 陳芃霏 陳芷蕙 陳芷螢 陳冠英 

陳桂瑩 陳健平 陳凱怡 陳婷楓 陳雯迪 陳嘉欣 陳榕 陳曉霖 

陳翰林 陸國恒 麥敏婷 黄宇 彭敏琪 曾偉忠 曾德輝 馮美蘭 

黃文康 黃可晴 黃芷婷 黃彥珊 黃詠聰 黃詩思 黃鈺婷 黃榮德 

黃端紅 黃穎欣 黃靜儀 楊凱晴 楊愷瞳 楊銘瑜 葉俊謙 葉雅瑩 

詹培炫 甄可怡 劉子杰 劉芷嫣 劉偉良 樊靖男 蔡梓瑩 鄧佩雯 

鄭大偉 鄭匡廷 黎文敬 賴麗霞 錢秀翹 駱芊妤 繆炫燊 謝振煒 

還珮儷 鄺家怡 顏桐光 譚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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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王允佑 丘子宇 甘達晟 白梓瑗 石清如 任芷恩 朱玲玲 江浩民 

闫美君 何華迅 何雅欣 余卓輝 余慧鈴 吳秋兒 吳睿朗 吳曉靜 

吳麗珍 呂卓霖 张文洁 张馨文 李天欣 李如宝 李馭文 李嘉悠 

李曦蕾 杜伊庭 杜悅軒 冼佩君 冼國俊 冼樂怡 周炳霖 周滙忠 

周瑜冰 邵高致 洪詩漫 洪運高 胡佳祈 胡嘉欣 胡遵善 范康盈 

凌偉傑 徐立進 徐嘉禧 秦星池 馬碧驊 張永樂 張兆峰 張芷穎 

張栢霖 張桂芳 張穎欣 梁少文 梁若軒 梁敏熹 梁詠翠 莊梓維 

莊裕嬋 莫慶盈 連皓賢 陳玉欣 陳有為 陳重豪 陳恩如 陳海燕 

陳婉妮 陳凱珊 陳曉雋 陳穎珊 陳錫熙 陳麗好 陸秀芳 曾式恆 

馮少青 黃玉霞 黃成滿 黃俊輝 黃展鴻 黃庭樂 黃隽軒 黃詩渝 

黃鈺瀅 黃嘉曦 黃穎淇 楊彤芯 楊曉晴 董敏珊 趙芷慧 趙唯辰 

趙善盈 劉子茵 劉可澄 劉欣愈 劉芷晴 劉詠蟬 歐陽寧心 蔡鈺怡 

鄧慕天 鄭蕭峰 盧敏蓉 蕭潔芳 賴雅雯 霍軍 戴家輝 鍾汶殷 

譚焯瑤 關林豐 關嘉盛 嚴慧敏 Chan Yan Yan Joergen Du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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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增配對及完成初次會面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導師   蔡莉莉 +  學生 李俊漪 柴灣  導師   劉佩玲 +  學生 尹苑瑩 將軍澳 

導師   黃莊燿 +  學生 陳鎧童 觀塘  導師   梁勝軒 +  學生 吳依寧 東涌 

導師   鍾嘉韻 +  學生 張家寶 將軍澳  導師   單淑明 +  學生 張峰源 堅尼地城 

導師   翁惠敏 +  學生 陳詠熙 大圍  導師   余懷恩 +  學生 陳明曉 天后 

導師   羅思棋 +  學生 黃家愉 葵芳  導師   羅詩敏 +  學生 譚穎怡 西環 

導師   李俊銘 +  學生 梁礎心 九龍灣  導師   李彥熹 +  學生 黃鉬翔 旺角 

導師   莫小堅 +  學生 李可怡 天水圍  導師   李麗明 +  學生 林智湧 觀塘 

導師   廖柏年 +  學生 李映蒨 石硤尾  導師   陳天穎 +  學生 陳嘉軒 九龍灣 

導師   潘日晴 +  學生 阿伊扎 

Mahmoo

d Bibi 

Aaizah 

九龍灣  導師   李慶餘 +  學生 談錦鈺 油麻地 

導師   徐卓琦 +  學生 鍾詠欣 九龍灣  導師   梁敏光 +  學生 張家蔚 油塘 

導師   鄺証峰 +  學生 鄭嘉林 天水圍  導師   區芷穎 +  學生 黃迷可 新蒲崗 

導師   黃紀絃 +  學生 張澤熙 葵涌  導師   卓志陽 +  學生 王天聰 荃灣 

導師   陳偉樂 +  學生 李仲謙 將軍澳  導師   李思穎 +  學生 廖嘉莹 旺角 

導師   唐子泓 +  學生 Ibrahim 

Shoaib 

西灣河  導師   王焮 +  學生 鄭月杏 筲箕灣 

導師   王焮 +  學生 鄭月桐 筲箕灣  導師   梁湘宜 +  學生 鄧卓倫 長沙灣 

導師   林慧心 +  學生 張莉嫣 堅尼地城  導師   姚振輝 +  學生 夏子恒 大埔 

導師   麥業佳 +  學生 梁競濤 大角咀  導師   羅美玲 +  學生 鍾曉悅 將軍澳 

導師   羅美玲 +  學生 鍾曉寧 將軍澳  導師   楊君燕 +  學生 洪穎言 屯門 

導師   楊君燕 +  學生 洪樂言 屯門  導師   劉穎芯 +  學生 廖淼唲 九龍城 

導師   蔡家明 +  學生 何溢朗 馬鞍山  導師   鄧小姐 +  學生 陳珮珊 觀塘 

導師   許茜瑤 +  學生 嚴浩希 寶琳  導師   許茜瑤 +  學生 嚴浩傑 寶琳 

導師   陸嘉敏 +  學生 李曉樺 秀茂坪  導師   莫雅然 +  學生 曹頌恩 屯門 

導師   馬美婷 +  學生 鍾穎 石硤尾  導師   符瑞軒 +  學生 歐陽甄浩 葵芳 

導師   尹河儀 +  學生 莫凱澄 西灣河  導師   麥穎欣 +  學生 譚兆晉 黃大仙 

導師   黃宇恆 +  學生 歐梓樂 觀塘  導師   陳晞 +  學生 關嘉慧 九龍灣 

導師   陳晞 +  學生 關嘉敏 九龍灣  導師   斯雅琪 +  學生 黃偉傑 荃灣 

導師   劉笑英 +  學生 何韋樂 荃灣  導師   蔡清麗 +  學生 馮國媛 油塘 

導師   蔡曉彤 +  學生 林曉彤 長沙灣  導師   楊翠湖 +  學生 阿文 Khan 

Rehman 

天水圍 

導師   陳安 +  學生 吳緯紳 天水圍  導師   吳家傑 +  學生 蔡鎮亨 長沙灣 

導師   朱穎欣 +  學生 吳嘉敏 荃灣  導師   植兆龍 +  學生 羅家霖 粉嶺 

導師   林澤昌 +  學生 杜銘洛 將軍澳  導師   梁启安 +  學生 鄭港榕 鑽石山 

導師   楊翠湖 +  學生 阿沙

Khan 

Sad 

天水圍  導師   黃鳳美 +  學生 庄伊玲 屯門 

導師   馮自強 +  學生 曹金美 西灣河  導師   戴家輝 +  學生 高銘駿 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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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冼佩君 +  學生 陳子朗 油塘  導師   林嘉欣 +  學生 崔凌峰 深水埗 

導師   林沛思 +  學生 周子恆 薄扶林  導師   周浚鈿 +  學生 關媚予 樂富 

導師   雷高明 +  學生 吳偉江 觀塘  導師   孔慶傑 +  學生 王子怡 石硤尾 

導師   黃寶玉 +  學生 溫文熙 石硤尾  導師   李津兒 +  學生 吳芷晴 香港仔 

導師   李津兒 +  學生 吳芷銦 香港仔  導師   陳佩妍 +  學生 鄧嘉俙 屯門 

導師   陳麗好 +  學生 黃金宏 奧運  導師   李曦蕾 +  學生 李國英 將軍澳 

導師   余彦辰 +  學生 梁鈞濠 上環  導師   李思齊 +  學生 李煒汶 九龍塘 

導師   繆昊霖 +  學生 李穎彤 天水圍  導師   梁若軒 +  學生 盧霆軒 秀茂坪 

導師   彭小青 +  學生 徐景洋 屯門  導師   關林豐 +  學生 鄭麗燕 荃灣 

導師   陳芷茵 +  學生 蘇盈 屯門  導師   簡翠珊 +  學生 葉焯軒 將軍澳 

導師   冼月玲 +  學生 柯皓謙 九龍城  導師   李順愛 +  學生 林卓謙 紅磡 

導師   李馭文 +  學生 高珮盈 葵興  導師   謝瑩瑩 +  學生 譚皓富 九龍灣 

導師   阮䁱洋 +  學生 卓鋕泓 坑口  導師   吳耀華 +  學生 陳健恒 油麻地 

導師   林毅 +  學生 鄭榆潼 黃大仙  導師   陳錫熙 +  學生 鄭洛騫 九龍灣 

導師   陳樹輝 +  學生 郭嘉昊 柴灣  導師   楊佩珊 +  學生 歐陽而美 旺角 

導師   張汶烯 +  學生 洪家圓 太子  導師   張汶烯 +  學生 洪麗雅 太子 

導師   朱瑋璋 +  學生 李廷烯 調景嶺  導師   丘曉螢 +  學生 鍾樂瑤 深水埗 

導師   陳凱珊 +  學生 周勝雅 沙田  導師   楊詠程 +  學生 譚樂男 秀茂坪 

導師   洪運高 +  學生 李嘉聰 元朗  導師   王凌華 +  學生 梁靜瑤 九龍灣 

導師   郭淑儀 +  學生 Madeehah 

Bahar 

北角  導師   何宝琪 +  學生 梁雨晴 元朗 

導師   周靜華 +  學生 李天成 粉嶺  導師   楊曉晴 +  學生 鄒毅峯 葵興 

導師   梁少文 +  學生 李秀玲 香港仔  導師   楊彤芯 +  學生 郭家輝 大圍 

導師   劉詠蟬 +  學生 謝子朗 尖沙咀  導師   葉梓熹 +  學生 關雅珊 鑽石山 

導師   林嘉欣 +  學生 梁穎彤 深水埗  導師   张熙正 +  學生 劉曉桐 兆康 

導師   張穎欣 +  學生 胡雅茵 土瓜灣  導師   黃展鴻 +  學生 蔡昕津 油塘 

導師   李嘉悠 +  學生 杜亦朗 馬鞍山  導師   李如宝 +  學生 陳凱嵐 東涌 

導師   曾思梅 +  學生 楊心瑜 沙田  導師   邱巧榆 +  學生 廖希逸 元朗 

導師   薛麗凎 +  學生 陳楚棋 沙田  導師   陳穎珊 +  學生 楊鎂怡 薄扶林 

導師   嚴慧敏 +  學生 何軍賢 深水埗  導師   张若霏 +  學生 張嘉仁 屯門 

導師   盧家彥 +  學生 何倩怡 天水圍  導師   龔㼆 +  學生 黃若芸 油麻地 

導師   范康盈 +  學生 蕭梓淇 調景嶺  導師   吳睿朗 +  學生 李梓玲 油塘 

導師   陳振南 +  學生 蔡盈熙 天水圍  導師   刘畅 +  學生 麻馨儀 兆康 

導師   黃偉軒 +  學生 陳嘉馨 旺角  導師   劉志文 +  學生 張梓希 藍田 

導師   秦星池 +  學生 王浩帆 黃大仙  導師   梁琇雅 +  學生 江卓珈 香港仔 

導師   趙唯辰 +  學生 甘梓博 堅尼地城  導師   劉銨然 +  學生 彭馨誼 天水圍 

導師   張栢霖 +  學生 黎芯熒 荃灣  導師   張栢霖 +  學生 黎鎮豪 荃灣 

導師   黃庭樂 +  學生 毛靖雯 藍田  導師   鄧慕天 +  學生 鄭美琪 九龍灣 

導師   鄺灝顗 +  學生 馮泳秋 油塘  導師   呂卓霖 +  學生 葉希桐 將軍澳 

導師   吳秋兒 +  學生 程文康 沙田  導師   梁俏卿 +  學生 吳昕樺 大圍 

導師   陳嘉睿 +  學生 李澤侗 元朗  導師   陳嘉睿 +  學生 李澤軒 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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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黃鈺瀅 +  學生 邱伊晴 九龍灣  導師   黃穎淇 +  學生 周蓉 上水 

導師   冼樂怡 +  學生 陳嘉怡 堅尼地城  導師   梁溢桐 +  學生 Mukand 

kaur 

天后 

導師   何雅欣 +  學生 吳曜東 大埔  導師   邵高致 +  學生 文寶鋒 坑口 

導師   胡遵善 +  學生 陳博 坑口  導師   王婕萤 +  學生 黃淑玲 兆康 

導師   黃文心 +  學生 李欣怡 太子  導師   劉芷晴 +  學生 李峻源 馬鞍山 

導師   潘文興 +  學生 吳峻熙 天水圍  導師   黃嘉怡 +  學生 劉梓軒 大角咀 

導師   黃嘉怡 +  學生 鄭美甜 大角咀  導師   吳杞桐 +  學生 陳秋如 天水圍 

導師   趙善盈 +  學生 陳澤楓 將軍澳  導師   莫慶盈 +  學生 關卓杰 將軍澳 

導師   鄭蕭峰 +  學生 陳韵斯 葵興  導師   莊梓維 +  學生 蘇阿密 黃大仙 

導師   任美霞 +  學生 張祺雲 紅磡  導師   盧敏蓉 +  學生 李樂思 沙田 

導師   林尚恒 +  學生 張銘樺 荔枝角  導師   黃隽軒 +  學生 陳逸謙 北角 

導師   葉錦華 +  學生 唐沁瑩 粉嶺  導師   胡敏華 +  學生 林子暉 馬鞍山 

導師   周瑜冰 +  學生 劉婷婷 筲箕灣  導師   何華迅 +  學生 葉冠俐 何文田 

導師   何華迅 +  學生 葉考玲 何文田  導師   吳曉靜 +  學生 楊希瑤 粉嶺 

導師   徐立進 +  學生 麥美琪 荃灣  導師   周炳霖 +  學生 莊美穗 荔枝角 

導師   張桂芳 +  學生 蘇芷蕎 太和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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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富通大專大學生得獎感言】  

 

學生 :  鄭卓盈       義師 : 周佩玲       修讀 : 明愛專上學院 - 護理學榮譽學士 

首先，非常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和富通保險對我的肯定並頒發獎學金給我。 能得到此項榮譽，

我感到十分榮幸。我非常珍惜準備及應考文憑試時的時光，雖然最後的成績、結果未如理想，但過

程中所獲益的都是用等級形容不了的，就好像找到了我的座右銘、明確了我的目標、遇到了一位很

好很好的老師……因此，我想藉此機會亦多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為我安排的補習老師—周老師。

雖然補習的時光不長，但我確實學習到很多，理清了混亂已久的思路和概念，而每一次的補習你都

盡心盡力的教導我，為我準備筆記和練習，更是停課後不斷解答我的問題。我一定會是記住你的用

心和陪伴，真的非常感謝你一直的不計付出。如今文憑試完結，我向着理想又邁前了一大頻。我會

認清自己的！ 

 

學生 :  鄧傑龍       義師 : 郭蔚昕       修讀 :  香港浸會大學 - 文學士/ 社會科學學士 

現代學生尋補有兩大原因，第一是拔尖，而我即是後者—補底。記得初中的我對於數學一竅不通，英文連

過去式也不懂。對於學業根本無從入手，家中也沒有閒錢讓我補習。正是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的義師免費

幫我補習，耐心地教導我。慢慢地，我也追上了學校的進度，有了自我學習的能力。雖然這次補習旅程只

有短短半年，對我而言卻意義非凡。這不但為我打好基礎，也給予我進步的信心。今天的我總算吐氣揚

眉，入到大學。個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在這個旅途上幫助過我的人和事物也功不可沒。衷心感謝陳校長

免費補習天地和當年的義師。 

 

學生 :  黃嘉雯        義師 : 陳詠琳       修讀 : 國立嘉義大學 - 園藝學系 

多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給我一個免費補習機會。我的英文學習進度跟不上，家境貧寒沒有錢請

補習老師，幸好有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的義工陳老師—Wing 姐姐幫手補習三年，Wing 姐姐有耐

心、有禮貌，知識也很廣博，令到我追上了班級的學習進度。還有感謝今次的獎學金，可以舒緩

一部份讀大學的經濟壓力，衷心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的各位工作人員、義工老師和各位補習

哥哥姐姐。我會努力讀書，努力完成學業，希望以後有能力回報社會。再次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

天地工作人員和義工老師們，也多謝各位贊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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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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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 Leung 300.00  

Chan Chak Ming 800.00  

Choi Ip Lan Rachel 100.00  

Choi Ip Lan Rachel 100.00  

Choi Ip Lan Rachel 100.00  

Choi Ip Lan Rachel 100.00  

Eminence Enterprise Limited 30,838.00  

Fung Chi Chung 100.00  

Ho Chun Yi 600.00  

Honcho Green Limited 3,000.00  

Kerry Properties Limited 13,745.91  

Lam Yim Ha 200.00  

Lee Cheuk wing 300.00  

Lee Fung Ching Vivienne 2,000.00  

Lee Ling Lung 300.00  

Leung Man Yee Liza 58.00  

Leung Man Yee Liza 103.00  

Leung Man Yee Liza 107.00  

Leung Man Yee Liza 105.00  

Leung Man Yee Liza 106.00  

Leung Man Yee Liza 105.00  

Leung Man Yee Liza 105.00  

Leung Man Yee Liza 105.00  

Leung Man Yee Liza 106.00  

Leung Man Yee Liza 105.00  

Leung Wing Yin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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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Chun yin 300.00  

Lit Wing Chung 108.00  

Ng Ching Yin 6,000.00  

Ringo Li 100.00  

Ringo Li 100.00  

Ringo Li 100.00  

Ringo Li 100.00  

Ringo Li 100.00  

Ringo Li 100.00  

Ringo Li 100.00  

Ringo Li 500.00  

Ringo Li 100.00  

Ringo Li 100.00  

So Lok Yan 1,500.00  

Tam Hau Kwong 3,000.00  

Wong Ka Yan Wemyss  500.00  

Wong Tze Kwan 100.00  

Wong Wai Kei 300.00  

Wong Wai Kei 300.00  

有心人 500.00  

葉浚昇 100.00  

廖宅 50.00  

鍾馬莉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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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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仙堂慈善基金 福袋換領券 – 10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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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熱水機 –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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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j41CAsW2piAN8Eo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