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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補天是小型非牟利機構，自 2011 年成立起一直都沒有政府機構的恆常資助，服務經費都是由民間

團體或市民自發捐贈，有賴各界支持才有今天的成績。可惜 2020 年起因疫情多項籌款活動被迫取

消包括「賣旗日」及「慈善素宴」等，以致籌款收益大減。補天現時的發展對比初起步時已較大規

模，義師人數由 100 多位至現時的 1 萬 7 千多位，所配對的學生亦同時超過 1 萬 5 千多位，另兩

間地區中心亦已服務超過 5,000 基層學生，當中服務的開支十分龐大，需要持續募集善款以維持

服務。  

 

因應最近疫情緩和，補天將於 2021 年 8 月 14 日假「九龍灣百樂門宴會廳」籌辦「2021 十年補

天同慶感恩素宴」。我們舉辦這個晚宴，並不只是為了籌款，更是要感謝這十年來曾經支持補天的

各方有心人。 

  

凡善長仁翁捐款達港幣 50 萬元可成為「2021 十年補天同慶感恩素宴」的冠名贊助，除了活動名

稱可獲冠命外，活動海報宣傳亦覆蓋港九新界包括港鐵廣告及社交媒體等。除冠名贊助外，善長仁

翁最低可以以$1,200 購買個人餐劵或$4,800 購買善心席(四人一席)，歡迎有興趣支持的善長仁翁

與補天籌募部同事聯絡(電話：2782 2700 或電郵：fp@hkcn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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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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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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天自學頻道】《學英文‧Follow “E” 》系列】 

同學仔平時學英文係唔係覺得好困難，唔知點樣入手呢？ 

補天實習生 Eva 姐姐，設計左六個單元嘅課程，由淺入深、一步一步咁帶領大家學英文 

大家一齊 Follow “E” 啦 

單元一《Tenses 1》https://youtu.be/eMQ-nBgLXBk 

單元二《Tenses 2》https://youtu.be/uauoBuF5v2c 

單元三《Conjunctions》https://youtu.be/U8ZO3A-vAJ4 

單元四《Oral 1》https://youtu.be/LPiXIYOLSqU 

單元五《Oral 2》https://youtu.be/6B5jHECMg24 

單元六《Oral 3》https://youtu.be/Xrn5bpZx6PU 

——————————————————— 

如想緊貼補天其他類型的自學短片，歡迎大家跟以下步驟訂閱【#補天自學頻道】！ 

1. 輸入網址 www.youtube.com/PrincipalChanFTW 或到 YouTube 搜尋 

PrincipalChanFTW 

2. 然後按 訂閱 / Subscribe 即可 

 

https://youtu.be/eMQ-nBgLXBk
https://youtu.be/uauoBuF5v2c
https://youtu.be/U8ZO3A-vAJ4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youtu.be%2FLPiXIYOLSqU&h=AT2AiLG99zvaCaDXt6paTs61xNB66d76WkezeM4-kFWbgjWjuV7aptna5bDjhNyofHtAmVVy1uKNSyuGeqrBCMGbWmKfmHNST-b68oYk-CqIVeDVlBxa4NfhpHge8hbVXYAE3zmWN_SxIvonW8UTQeJ2yfkM_CksgVtDGMOAw2IIwPwv7s-lE9DBJ5aggJgWSPJkiE0VRr5LwgI2OJq7FcbmicUftV4Dirs-oCzo7PuUtiXxJMkIf-3Wv0gcvNG97WwMG4HgCzDz0aI7JPCbpxVTrKhHuy4VtIhG4i_0D4rYkcW5GTTynEcRn23lHz4MFst9O-k2ynKqdJZDJm927bve9dtRWUG6WzK137TFeSJqQp0HtrvctsX3aOcRL8Tp_SxhhgCBVZJ8wewsQa6QFdNoydDoFCYY9HMdUuctw7UowkCHJUlOeTC7hNC-e5SnfeRGSKBCnjF-q32vVoBmssfbRBxm6l6SpOV0ZPwLP69MNtrVEKRzLYhpwAlktRDkCTclayNzaRan1tqfPWHhZvlRr52DEoAM69cmmNob9QPuwgWLkO7xhGU7iYU86kXb2LCFDVynoL0CT6921PsUpXfaus5DNAqkt9kG
https://youtu.be/6B5jHECMg24
https://youtu.be/Xrn5bpZx6PU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A3%9C%E5%A4%A9%E8%87%AA%E5%AD%B8%E9%A0%BB%E9%81%93?__eep__=6&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rl2VduHh6EZlZH1_ocC83qm6DlJMblyoXTQBufqbK2kEab8snktdOwCaaPGNm9TvQ2u4SwORhvgV3ydI1xEq1IDQdGzbHUHKHF7S61W88JBBpxzzZ9R1tp0bFdN3B4GFpzoC5CZupnpppP2uNG33BGpEo_1ko_1KkiqRxZaA1rdeTHHpTfkbekOhRU4KaJfSlK03LV4u3vds1aFsw0u0-CZzcIgAcxpR1Id-4B6J4SgOkdQqtehbqO-dIACyahhZ0e12qbtusQZgWSvvUOi8Ly-UY0NtnHoop6q3-M5_tWZ8mVZSMAQ&__tn__=%2ANK-R
https://www.youtube.com/PrincipalChanF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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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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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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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數快(FPS) ID︰542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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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使用其他捐款方法，可致電 2866 7927 或 WhatsApp 9565 1304 聯絡任小姐 

希望各位多多支持，繼續幫助基層孩子學習和成長！ 

* 每筆捐款都會獲發本機構正式收據  

* 本機構乃政府認可之非牟利慈善組織  

(稅局檔案編號︰91/11019)，捐款 

港幣$100 元以上之收據可作扣稅之用 

「預告篇」 https://youtu.be/iymfYQBiJqM 

 

 

 

 

 

 

 

 

 

 

                             

 

 

 

 

 

 

 

 

【義師有計工作坊 】 

「如何處理學生沉迷打機？ 12/7」 

不 少 青 少 年 利 用 網 絡 遊 戲 打 發 空 閒 時

間，甚至陷溺其中，影響日常生活及學習

動機。 歡迎義師參與，了解成癮的原因

及建議處理方法。 

日期：2021 年 7 月 12 日(一)  

時間：7pm-8:30pm 形式：Zoom 線上

直播 對象：補天義師  

報名請掃描 QR Code 

https://qr.payme.hsbc.com.hk/2/FKL7FYxUfKmELaYSdxnchx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youtu.be%2FiymfYQBiJqM&h=AT3tp324V7ufxfKoGR2skgPfpD2AT73KA1ZEcZNYmwPLkwdsEdDxjkCa7IEusO2MS0urNXJL_ClV59OAbtMZOiHk0oVJ6XujD_1mmp2Ob6peVhLfdlk_4q6eXKR2C0yUIeffYTmgL8PeEdarLrsfKsMcPtnFgHFr7jI_isdBN4SpJMYFnB4EUcwCle6yn5rSLsmHBNLPehsniFG2GJtfF6PvAbXhKPTfB5zwXV8FTFRdYV8U2vePN4D-jIjksaDMCkXk7oqRK5jhMQMZ3l9hsmk3H9A62RTciit-YMqJgUm1bIELM9PsNBSsSS94yuZmsPL_qbajGVuitjcsdrrTr2S_DJP1ZuOYcuT44ufv8UQ9A06s-J7a9lB8EPtgirdBjs8bMYKA42LY-2X9jnA156x0DpNO0AmlQUcCebES9MlVhLErnLmNlLQKBEXsgWtqIEib8JaWpAcuc2xgavI4jdGDAIKiuQj8sCGg4HZlh0vf55MhHgZilGJ2FKbifg9eLDplG1sVd2nh00DBBe9UFdXiryGz1ZjV_UwYlvh8k_YbZREpj7U4Je0jCWpulrsa8d7v2fgOK3AFAbaVZVpJzKPU48yklLu5iT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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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木工 DIY 簡約小型凳 23/5】 

今日大角咀中心聯同「匠心·活」，在

香港仔蒲窩中心與學生一齊造 DIY 木

工小凳。學生除了親手打造屬於自己

的小木凳外，更是自己一手一腳幫木

凳油上自己喜受的顏色和圖案，體驗

一日做木匠的經驗。 

【創科夢之旅 21/5】 

現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科技同生活又息

息相關， 作為一個貼近時事的學生，當然

要對科技知識要多了解。今次活動 學生跟

隨陳校長一齊到達科學園參觀，活動當天

學生除咗吸收到更多與科技有關嘅知識

外，學生們還可以坐上虛擬賽車，大展車

技，一嘗當賽車手的體驗。 

【乾花花盒製作 2/5】 

乾花花盒製作原來一點都不簡

單，感謝義工姐姐帶了很多顏色

鮮艷及不同種類的乾花來與學生

一同製作這個母親節禮物。除了

學習使用花泥插花的技巧外，還

了解到花材的配色及乾花保養的

技巧，相信媽媽收到孩子親手做

的這份禮物一定非常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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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活動 - 培養孩子的美德與品格強項 (工作坊) 28/5】 

好榮幸能再次邀請到 Augusta 來到中心給家長們上工作坊，今次探討小朋友成長的更深

層面。除去玩樂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家長又可以如何幫助孩子培養同建立良好的生活

品德呢？見到家長們踴躍舉手、提出問題，相信今次家長們都獲益良多！ 

【義師活動 - 乾花花盒製作 8/5】 

母親節將至，義師/家長義工們都十分投入製作乾花花盒 有別於新鮮花，乾花可擺放

的時間較長，可以慢慢欣賞。相信媽媽收到他們一手一腳整的禮物，一定會感受到他

們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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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生物夾心餅 30/5】  

人氣角色角落生物，相信大人小朋友

都喜歡！今日我們就敎家長同學生一

齊做角落生物曲奇夾餅。學生同家長

都發揮他們最大的創意、做出七彩繽

紛的夾餅！ 

【春季補天義師迎新會 – 網上版】  

「春季補天義師迎新會 – 網上版」已

完滿結束，感謝眾多參加者抽空出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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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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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有機農耕學習團 15/5】  

學生一點都不怕炎熱的天氣。 

非常感謝樹賢基金有限公司為

我哋提供是次的活動。活動中， 

學生參觀了環保農業，學習耕

種知識，農務體驗， 最後更一

同製作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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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學生人數：18,956 人    

義師人數：17,632 人    

配對總數：16,085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21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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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楚儀 玉家敏 余卓瑩 余曉欣 吳玉瑛 呂仲權 李咏嫻 李偉麟 

李萍萍 李傲潛 周雪瑩 林荏驊 姚天樂 范詠晴 祝敏姸 區素婷 

區嘉瑩 崔楚婷 張子健 張佩琳 張弼弘 張琳儀 張澤鋒 梁卓衡 

梁明昌 梁詩朗 梁贊廉 梁曦賢 莊晞琳 陳天龍 陳壯為 陳欣彤 

陳秉浩 陳奐璇 陳洛珩 陳炯鏗 陳美賢 陳述恩 陳展衡 陳偉康 

陳裕謙 麥浿枬 彭俊強 曾詠賢 馮永信 黃小玉 黃匡儀 黃康晴 

黃寶茵 楊勇傑 葉穎芬 廖婉晶 劉珮珊 歐陽植烜 歐艷霞 蔡悅兒 

鄧卓蓉 鄧彩梨 鄭美寶 鄭啟航 鄭康宏 鄭堯迅 盧穎彤 盧薇 

鍾曉彤 顏桐光 羅家琪 蘇曉彤     

 

 

截至 2021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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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劍峯 方詩賢 王力興 古浩琳 伍卓妍 江欣儀 余振騰 余雅婷 

余銘昕 余禧旻 吳少文 吳詠彤 李沛朗 李芷君 李思達 李秋聲 

李燕珊 邢威 周詠梅 房紀華 林天龍 林詩雅 林增毅 施子琛 

施燕燕 韋政賢 孫希澄 容鉅生 容樂謙 袁子健 袁媛儀 張士彥 

張凱琳 張雋榮 張穎煊 梁俊偉 梁珈誦 梁煒琳 梁嘉樂 梁樂珊 

梁燕萍 莫兆津 許孟夏 許善儀 許諾 連妙珍 陳文悅 陳安如 

陳均霞 陳妙芬 陳育新 陳信剴 陳郁東 陳華姿 陳雅燕 陳穎怡 

陳馨韻 陸智惠 麥凱珊 傅家聰 傅頌棠 曾婉嫻 曾萍湘 植威廉 

馮思誠 馮煒鈞 黃卓舜 黃映穎 黃秋琦 黃浩賢 黃惠芝 黃渭芯 

黃紫澧 黃麗珠 楊子瑤 楊光輝 楊烙如 楊曉楠 董佩芝 廖凱怡 

廖雅穎 趙佩竹 劉芯瑜 劉笑英 劉嘉珍 劉銘嵐 劉毅思 歐陽佳怡 

潘美彤 潘倩珩 蔡海倫 蔡穎傑 談爾諾 鄧頌欣 鄧翠嫺 鄭綺琦 

黎洳因 黎憬澄 蕭貝文 蕭芷楓 賴凱盈 霍斯祺 謝竺君 謝偉東 

鍾治安 魏朗琳 羅雅婷 羅雅媛 譚家豪 關柏芝 關潔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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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丁仕朗 方桂怡 王小莉 王仁亨 王俊豪 王從如 王梓榮 王雅雯 

王頌媛 王慧娟 叶嘉昕 司徒曉莹 白榮聰 石善妍 朱浩銘 朱善行 

朱穎欣 何卓知 何柏強 何美瑩 余进 吳旭暉 吳沚晴 吳冠華 

吳苑娜 吳凱盈 吳嘉揚 吳燕玲 吳臻 呂家晴 呂穎彤 呂靜華 

李汶穎 李秀程 李佳頤 李宗熹 李俊威 李倚湘 李海琳 李國滙 

李尊婷 李嵐嵐 李詠研 李雅芬 李雅芳 李奧 李意 李楚盈 

李嘉伶 李銘澤 李慧美 李橋悅 李澤賢 李穎心 李穎怡 李霓珊 

李藝寧 李麗幗 沈卓頤 卓文鈺 周子峻 周仲嶢 周嘉儀 周麗娟 

周鑑鎔 林安琪 林施杏 林淑明 林朝琳 林竣喬 林詠恩 林暐彤 

林煒銘 林綺雯 林劍楓 武頌欣 邵靖琳 姚輝熊 姚勵瑩 柯明議 

洪羚晃 胡玉怡 胡雅雯 孫嘉詠 容子陶 徐梓程 徐懿 翁芷瑤 

袁美琪 馬杏兒 高靜茹 張卓彤 張采怡 張思澄 張倩宜 張敏 

張善韻 張曉嵐 梁卓峯 梁珮瑜 梁凱鳴 章靜琳 莊蕙瑄 莫家希 

莫國芳 許力恒 許志豪 許卓翹 許嘉俊 許曉晴 連霖澄 郭佩昕 

郭佩琼 郭珈瑜 郭嘉俊 郭燁晴 陳又溱 陳文洛 陳孜 陳泳姍 

陳芷茵 陳信適 陳奕芃 陳美婷 陳倩敏 陳海容 陳紫芬 陳雲青 

陳塏杰 陳嘉兒 陳嘉欣 陳綽瑤 陳樂怡 陳澤森 陳穎曦 陳懷恩 

陳藹淘 陳懿君 陸嘉晴 麥心怡 麥安穎 麥愷容 傅璐璐 彭君葦 

彭泳詩 彭淑美 曾鈺華 曾綺帆 馮文薈 馮俊瑋 馮洛民 馮展鵬 

黃君怡 黃志康 黃衍靜 黃梓峻 黃凱燕 黃惠儀 黃嘉緹 黃寧琛 

黃綺霞 黃慧欣 黃樂陶 黃穎嵐 黃穎璇 黃寶敏 楊位恒 楊佩玲 

楊芷晴 楊詩麒 楊嘉烯 楊穎欣 葉心怡 葉杏桃 葉詠喬 虞嘉熙 

甄麗玲 管樂怡 趙婷 劉卓穎 劉宗誠 劉秋君 劉罡沂 劉曉欣 

劉曉琳 劉韻珩 潘卓翹 潘家忻 潘凱恩 蔡卓琳 蔡欣穎 蔡浩鈞 

蔡祥兒 蔡曉霖 鄧可恩 鄧宇嵐 鄧惟恩 鄧梓明 鄧惠庭 鄧鈞尤 

鄧寶文 鄭羨瑩 鄭鈺樑 鄭綺晴 黎子滔 黎令儀 黎詠欣 盧玉英 

賴培龍 薛家琪 薛暉 謝峻岳 謝軒婷 鍾欣樺 鍾紫程 鍾曉華 

簡名儀 簡雅勳 鄺芷瑩 鄺嘉欣 顏烈聰 羅苑瑜 羅若楠 羅倩文 

羅啟仁 羅雅婷 羅樂姸 譚詩茵 譚寶怡 關芷琪 關詠霖 蘇月琪 

蘇展霆 蘇嘉宜 蘇樂䔄 Chan Siu Ling  Cheung Pak Ho Jin Chan 

Li Mary Cecilia Simon Y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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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增配對及完成初次會面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導師   謝詩慧 +  學生 黃酉雲 葵涌 
 
導師   楊匡民 +  學生 謝振釗 美孚 

導師   謝詩韻 +  學生 連子善 屯門 
 
導師   鍾素瑩 +  學生 林愷晴 調景嶺 

導師   張哲浩 +  學生 謝子博 九龍塘 
 
導師   周子諾 +  學生 甄梓傑 旺角 

導師   陳沄風 +  學生 盧曉彥 坑口 
 
導師   楊泳儀 +  學生 陳彥晴 深水埗 

導師   葉康怡 +  學生 潘勝己 坑口 
 
導師   廖中龍 +  學生 陳昱璇 坑口 

導師   陳俊耀 +  學生 黃茵妍 觀塘 
 
導師   張俊文 +  學生 蘇亮逸 秀茂坪 

導師   歐學勤 +  學生 石矅光 柴灣 
 
導師   歐學勤 +  學生 石矅名 柴灣 

導師   游思放 +  學生 楊豐澧 坑口 
 
導師   梁俊慧 +  學生 徐家怡 九龍城 

導師   張恒培 +  學生 陳卓軒 柴灣 
 
導師   許俊傑 +  學生 王銘恒 大埔 

導師   余澤發 +  學生 朱烷棋 紅磡 
 
導師   陳靜雯 +  學生 王䁱芝 荃灣 

導師   劉暢 +  學生 黃嶧岷 上水 
 
導師   陳偉康 +  學生 蔡綺綺 旺角 

導師   謝敏偉 +  學生 楊焜皓 美孚 
 
導師   胡銘潔 +  學生 林景朗 上水 

導師   柯碧厦 +  學生 林詩茵 灣仔 
 
導師   區震宇 +  學生 張伊淘 九龍灣 

導師   馬嘉琳 +  學生 何穎蓁 荔枝角 
 
導師   張俊杰 +  學生 黃洪永 荃灣 

導師   黃錫霖 +  學生 陳栢成 元朗 
 
導師   黃月有 +  學生 林文佳 沙田 

導師   黃鈺婷 +  學生 肖浚鉉 坑口 
 
導師   陳鳳儀 +  學生 李嘉睿 沙田 

導師   梁慧瑩 +  學生 莊子晴 慈雲山 
 
導師   馮禮德 +  學生 陳振揚 沙田 

導師   陳鈺雯 +  學生 羅嘉雯 葵芳 
 
導師   梁欣朗 +  學生 陳承熙 葵興 

導師   郭逸文 +  學生 劉逸昇 沙田 
 
導師   Richard 

Mun 

+  學生 許樂恒 北角 

導師   周俊豪 +  學生 薛龍兒 大角咀 
 
導師   麥玉儀 +  學生 李靖堯 堅尼地城 

導師   盧彦樺 +  學生 譚穎茵 奧運 
 
導師   劉政禧 +  學生 許文森 九龍城 

導師   梁詠怡 +  學生 姚智藍 荔枝角 
 
導師   周達明 +  學生 梁雅莎 大埔 

導師   翁麗琼 +  學生 李靖柔 葵興 
 
導師   刘玉情 +  學生 何韻詩 紅磡 

導師   林世豪 +  學生 許洛銘 黃埔 
 
導師   陳浩妍 +  學生 陳曉霖 天水圍 

導師   關志輝 +  學生 梁詩晴 長沙灣 
 
導師   蔡木潮 +  學生 蔣大偉 奧運 

導師   張穎楠 +  學生 譚梓健 粉嶺 
 
導師   鄧慕嚴 +  學生 李潼 彩虹 

導師   鄧慕嚴 +  學生 李菡 彩虹 
 
導師   韓常輝 +  學生 張翠婷 大圍 

導師   葉錦華 +  學生 吳家義 粉嶺 
 
導師   杜健行 +  學生 劉祥 紅磡 

導師   胡諾邦 +  學生 高展澄 沙田 
 
導師   黃衍靜 +  學生 彭均堯 天水圍 

導師   周詠茵 +  學生 龍柏豪 鴨脷洲 
 
導師   冼家敏 +  學生 劉仲賢 青衣 

導師   冼家敏 +  學生 劉思盈 青衣 
 
導師   麥承卓 +  學生 陳宇航 觀塘 

導師   梁偉彬 +  學生 趙璟燊 九龍城 
 
導師   陳成德 +  學生 何致遠 黃大仙 

導師   陳信適 +  學生 李婉淇 太子 
 
導師   陳信適 +  學生 李婉瀅 太子 

導師   黃嘉熙 +  學生 徐嘉蔚 黃大仙 
 
導師   呂湫萍 +  學生 袁泳姿 元朗 

導師   梁律仁 +  學生 王昊杰 藍田 
 
導師   陳蔚欣 +  學生 林文政 觀塘 

導師   陳蔚欣 +  學生 林楚茵 觀塘 
 
導師   張子恩 +  學生 蕭籽言 深水埗 

導師   李立中 +  學生 林鈺婷 長沙灣 
 
導師   黃燕琴 +  學生 何穎斯 西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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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馬炳逢 +  學生 陳浚釗 沙田 
 
導師   胡梓泳 +  學生 楊嘉穂 石硤尾 

導師   程賽華 +  學生 彭美珊 北角 
 
導師   盧玉英 +  學生 施智妍 沙田 

導師   陳智釗 +  學生 蔡欣如 旺角 
 
導師   趙高爽 +  學生 連麗君 深水埗 

導師   李樂童 +  學生 蔡學琛 沙田 
 
導師   盧福榮 +  學生 李美恩 太子 

導師   吳俊毅 +  學生 黨少謙 太子 
 
導師   尹子甄 +  學生 徐菲汝 彩虹 

導師   蕭敏晴 +  學生 徐思敏 鑽石山 
 
導師   蕭敏晴 +  學生 徐丁敏 鑽石山 

導師   鄒偉傑 +  學生 黎思熠 沙田 
 
導師   黎寶茵 +  學生 周家如 沙田 

導師   饒梓曈 +  學生 馮健鵬 西環 
 
導師   謝穎心 +  學生 葉澤樺 上環 

導師   曾卓山 +  學生 王柳蓉 太子 
 
導師   蔡朗皓 +  學生 王飛翔 元朗 

導師   鄭秋明 +  學生 吳嘉曦 長沙灣 
 
導師   馮展鵬 +  學生 王顯杰 紅磡 

導師   陳百強 +  學生 梁家晉 紅磡 
 
導師   丁鳳明 +  學生 張祺海 紅磡 

導師   陳海渟 +  學生 胡偉豪 坑口 
 
導師   麥穎旻 +  學生 鄧斌豪 觀塘 

導師   黃煒婷 +  學生 林師凜 元朗 
 
導師   柯兆如 +  學生 盧倩妍 紅磡 

導師   鄧志僑 +  學生 吳榮瀚 大角咀 
 
導師   鄭羨凝 +  學生 顏凱澄 鑽石山 

導師   張倩瑜 +  學生 柳詩語 將軍澳 
 
導師   陶偉雄 +  學生 黎梓浩 葵芳 

導師   楊頌茵 +  學生 黃世傑 寶琳 
 
導師   李嘉霖 +  學生 梁文臻 九龍城 

導師   蔡欣穎 +  學生 梁思晴 觀塘 
 
導師   陳泳姍 +  學生 歐陽以晴 黃大仙 

導師   區巧韻 +  學生 梁心如 藍田 
 
導師   莫家希 +  學生 何卓諵 黃大仙 

導師   利本衡 +  學生 黃宇軒 筲箕灣 
 
導師   徐逸逾 +  學生 莊美穗 深水埗 

導師   林竣喬 +  學生 葉朗熙 藍田 
 
導師   陳卓宏 +  學生 黃伊洛 沙田 

導師   李銘諾 +  學生 蔡茵茵 何文田 
 
導師   容子陶 +  學生 楊錦愉 調景嶺 

導師   鄧鈞尤 +  學生 龍心悠 沙田 
 
導師   徐梓程 +  學生 張靄靄 長沙灣 

導師   洪蕾 +  學生 余幸彤 筲箕灣 
 
導師   李佩茵 +  學生 陳静怡 銅鑼灣 

導師   麥心怡 +  學生 陳紫妍 旺角 
 
導師   賴鳳萍 +  學生 李鴻皓 沙田 

導師   李春榮 +  學生 黃敏怡 大角咀 
 
導師   王子龍 +  學生 李俊毅 荃灣 

導師   陸思諾 +  學生 關紫埕 上水 
 
導師   黃佩怡 +  學生 黃靜雯 大角咀 

導師   趙金昀 +  學生 余曉林 美孚 
 
導師   練昊霖 +  學生 劉穎晴 天水圍 

導師   陳凱彤 +  學生 張潔明 粉嶺 
 
導師   梁樂融 +  學生 宋曉晴 坑口 

導師   林竣喬 +  學生 劉哲欣 油塘 
 
導師   鄒偉傑 +  學生 陳柱 沙田 

導師   王小莉 +  學生 丁紫淇 九龍城 
 
導師   劉韻珩 +  學生 連嘉怡 九龍塘 

導師   周駿軒 +  學生 徐源 沙田 
 
導師   鄧昭妤 +  學生 張寶元 大埔 

導師   葉曉樺 +  學生 周焯琳 觀塘 
 
導師   黎千琳 +  學生 梁淑儀 藍田 

導師   楊嘉烯 +  學生 李尚恆 大埔 
 
導師   黎凱兒 +  學生 陳曉彤 馬鞍山 

導師   黃芊瑜 +  學生 Adam 

Lai 

沙田 
 
導師   何琬昕 +  學生 黃梓欣 九龍灣 

導師   劉罡沂 +  學生 周永傑 屯門 
 
導師   何卓南 +  學生 陳偉祺 天水圍 

導師   李嵐嵐 +  學生 黃昊諾 荃灣 
 
導師   陳琪琪 +  學生 李怡瑤 土瓜灣 

導師   黃慧琪 +  學生 金仲熙 天水圍 
 
導師   蔡卓琳 +  學生 吳文博 坑口 

導師   吳雪萍 +  學生 曹嘉豪 筲箕灣 
 
導師   葉錦華 +  學生 曾麗璇 粉嶺 

導師   陳科吟 +  學生 邱宏傑 柴灣 
 
導師   張鐵夫 +  學生 左維維 長沙灣 

導師   麥愷容 +  學生 李嘉盈 觀塘 
 
導師   姚輝熊 +  學生 張健成 黃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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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王梓榮 +  學生 王彬垣 觀塘 
 
導師   林朝琳 +  學生 馬詠賢 天水圍 

導師   顏烈聰 +  學生 梁嘉祺 九龍灣 
 
導師   劉詠恩 +  學生 梁千欣 柴灣 

導師   陳雲青 +  學生 翁健文 柴灣 
 
導師   何柏強 +  學生 麥睿陽 沙田 

導師   郭鎧琳 +  學生 雷悅儀 土瓜灣 
 
導師   潘駿生 +  學生 王琬琪 九龍灣 

導師   武頌欣 +  學生 鄭嘉欣 沙田 
 
導師   彭泳詩 +  學生 梁淼淼 沙田 

導師   林志光 +  學生 周婧怡 九龍灣 
 
導師   羅苑瑜 +  學生 甘瑞媛 新蒲崗 

導師   王頌媛 +  學生 朱苗聚 長沙灣 
 
導師   黎彥情 +  學生 鍾浩洋 坑口 

導師   鄧惠庭 +  學生 關曉瑩 天水圍 
 
導師   林靜彤 +  學生 談相如 元朗 

導師   簡駿健 +  學生 柳小茜 寶琳 
 
導師   李海琳 +  學生 何司晴 葵涌 

導師   李橋悅 +  學生 凌子豐 沙田 
 
導師   陳景朗 +  學生 劉家希 天水圍 

導師   陳紫芬 +  學生 鄭敏怡 彩虹 
 
導師   蔡曉霖 +  學生 李衍昇 寶琳 

導師   張柏濠 +  學生 吳彥穎 大埔 
 
導師   譚明俊 +  學生 葉梓軒 屯門 

導師   伍梓恒 +  學生 石宇琛 沙田 
 
導師   黃敬宏 +  學生 吳浩賢 屯門 

導師   江敏琪 +  學生 范容榕 油麻地 
 
導師   洪羚晃 +  學生 許曉津 九龍塘 

導師   黃芷欣 +  學生 梁芷維 慈雲山 
 
導師   黃芷欣 +  學生 梁明熹 慈雲山 

導師   譚皓階 +  學生 JUAN 

ANTONIO 

BUNOAN 

鰂魚涌 
 
導師   劉嘉韻 +  學生 鄧子晴 西灣河 

導師   余進 +  學生 杜俊豪 鰂魚涌 
 
導師   黃穎璇 +  學生 郭鎧盈 新蒲崗 

導師   梅天榮 +  學生 施樂健 太子 
 
導師   管樂怡 +  學生 吳銚瑤 鑽石山 

導師   黃綺霞 +  學生 李晞汶 柴灣 
 
導師   林暐彤 +  學生 陳博 將軍澳 

導師   許玉翎 +  學生 呂其其 土瓜灣 
 
導師   孫嘉詠 +  學生 葉仲妍 葵興 

導師   譚寶怡 +  學生 林希彤 何文田 
 
導師   汪梓煒 +  學生 羅舒泳 油塘 

導師   叶嘉昕 +  學生 賴俞妃 九龍塘 
 
導師   陳海容 +  學生 葉嘉鴻 九龍塘 

導師   羅繼盛 +  學生 劉天愛 屯門 
 
導師   陳藹淘 +  學生 黎芯熒 荃灣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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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富通保險獎學金 – 大專/大學生得獎感言】  

 

學生 :  簡心悅      義師 : 鄭鴻盛    修讀 : 香港理工大學 - 放射學（榮譽）理學士 

我在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有幸認識到幫我補習英文的鄭老師，他以友善且毫無保留的課程令我得到

了很多知識以及莫大的鼓勵。「今日我幫到你，以後你都可以幫翻人地。」這是鄭老師為了讓我能

坦然接受幫助而對我說的話，我銘記在心。他不僅教會我如何讀書，更在言談舉止之間教會我如何

面對事情，因此我才能有更好的心態面對學業和生活，使我取得滿意的成績。我很感激鄭老師和陳

校長免費補習天地，亦明白到做什麼事情都取決於自己的心態，塵埃落定前，心態決定結果，塵埃

落定後，心態亦會影響自己對結果的解讀。我會帶著這份感恩，延續大家對我的幫助。 

 

學生 :  鄧穎怡      義師 : 王仕淦     修讀 : 香港中文大學 - 理學 

當我得知自己獲頒獎學金時，實在感到十分榮幸。 首先十分感激陳校長創辦補天讓基層學生有一

個平台可以去尋找適合的導師去得到學習機會；另外我亦想感謝功不可沒的義務導師，他們願意在

百忙之中抽出寶貴的時間為素未謀面的學生提供免費的補習服務。如果當初的我未有接受補習天地

的義教服務，我未必有今天的成績並能入讀大學。作為一位有能力教導師弟師妹的大學生，我日後

亦希望成為義師，將生命影響生命，將知識和這份精神傳承下去。 

 

學生 :  方柏茵   義師 : 黎國興  修讀 : 香港理工大學-食品科技與食物安全（榮譽）理學士學位 

中四時不能跟上物理科老師教法及進度，令我物理科的根基沒有打好，後來的課題愈來愈深亦要運

用基礎的知識才能理解，因此物理科的成績很差，一直徘徊在合格邊緣。中五的老師亦曾叫我考慮

放棄選修物理以空出更多時間予其他科目。但是我對物理科的部分主題頗有興趣，不想放棄。由於

家境貧困，負擔不起昂貴的補習社費用，因而到這裏報名義補。十分感恩能成功配對老師，老師願

意由頭教起，幫我重新打好物理科根基。老師亦樂意教我功課，測驗上不懂的題目，令我重拾對物

理科的信心。最後文憑試能由不合格考到第四級實在是令我十分驚喜，亦能升讀心儀的大學和科

目，實在十分感謝老師和陳校長補習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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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Ching Yu Jea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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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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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n So Yiu Cheong 200.00  

Andy Wong 500.00  

Bioyuen Ngai 100.00  

Boey Lau Chi Man 200.00  

But Yiu Kong Kenneth 200.00  

Chan Chak Ming 800.00  

Chan Pik Wa Gloria 400.00  

Chan Tze Ching 1,000.00  

Chen Yen Hwa 300.00  

Chiu Chi Kwan Jennifer 100.00  

Chiu Ching F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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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 Fong 300.00  

Chow Cheryl Lok Yi  500.00  

Chris Tsoi Wing Sze 200.00  

Christy Law Pui Chi 200.00  

Chu Fung Yee Grace 100.00  

Dr. Choi Wing Kee 1,000.00  

Elaine Lin Liling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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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ux Water Technology Co., Ltd 20,000.00  

Eminence Enterprise Limited 30,838.00  

Forster Wong Chiu Wan 200.00  

Fung Chi Chung 300.00  

Gan Kim See Wendy 500.00  

Goretti Ng Wing Man 200.00  

Honcho Green Limited 2,000.00  

Hui Kit Yee Carrie 335.00  

Ivan Chow Chun Kit 200.00  

Kelly Lo Siu Po 200.00  

Lai Choi 500.00  

Lam Ching Yu Jeanne 300.00  

Lam Ching Yu Jeanne 500.00  

Lau Shan Shan Sandy 1,000.00  

Lee Fung Ling Fion 2,000.00  

Lee Pik Shan 333.00  

Leung Man Yee Liza 52.00  

Leung Man Yee Liza 62.00  

Leung Man Yee Liza 62.00  

Leung Man Yee Liza 64.00  

Leung Man Yee Liza 103.00  

Leung Man Yee Liza 54.00  

Liliane Chan Yuen Na 200.00  

Mak Wing Yee Winnie 500.00  

Michael Ng 100.00  

Moon Lau Wai Mun 200.00  

Mr Wan Yiu Wah Paul 1,000.00  

Ms Li Yuk King 200.00  

Ms. Esther Ka Wai Wong 50,000.00  

Ms. Kathy Kathy 300.00  

On Ni Hui 100.00  

Rachel Yeung Shuk Man 200.00  



 

 

15 

 

Rebecca Tong Nga Yin 200.00  

Salena Chung 10,000.00  

So Chi Kwan 2,000.00  

Soo Koon Chau 10,000.00  

Terratec Ltd 10,000.00  

Tom 500.00  

Tom Lai 200.00  

Tommy Wong Lap Kei 200.00  

Tsui Tang King 500.00  

Tung Choi Daniel Li 100.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Wai Kei 100.00  

Wun Mei Wah 1,000.00  

Yin Kwok Wai 900.00  

Yuen Wai Man 100.00  

Yuki Yiu Wai Ling 200.00  

司徒仲強 100.00  

有心人 100.00  

有心人 500.00  

有心人 872.60  

有心人 200.00  

有心人 200.00  

黎思蔭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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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a 媽媽 古箏 – 1 部 

小熊豆豆一家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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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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長笛 – 3 支 

    辦公室扶手椅 – 6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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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info@hkcnc.org.hk
https://forms.gle/j41CAsW2piAN8Eo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