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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鑑於最近疫情漸趨嚴重，補天課堂作出以下安排以保障師生安全： 

疫情下課堂安排  

一對一補習 師生將按情況商議補習形式，決定是否繼續補習、改為網上補習或延後補習。若義
師、學生及家長討論後決定繼續面授，請確保安全時刻戴上口罩及定期洗潔雙手。 
義師中心將暫只接受已預約之人士進內，預約方法如下： 
電話：2782 2700，Whatsapp: 5212 0839 

才藝班 所有小班教學之才藝面授課堂均暫停，義師將按課程內容決定會否以 ZOOM 進行。
一對一之音樂課程將會繼續如常上課。地區中心將會按情況調整開放時間，詳情請
留意各中心於 Facebook 的公告。 
葵涌中心：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83381632480920  
大角咀中心：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20226084718149  

學前班 所有面授課堂均暫停，學生可在家觀看補天自學頻道短片學習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iwTk5hhfVpbgkMp6M7AqMA)。 

以上安排為按教育局於 1 月 11 日的最新指引，補天將密切留意疫情狀況並作出適切安排，大家小

心注意健康。 

葵涌中心搬遷 

現時葵涌中心將會於 3 月 1 日搬遷至祖堯邨商場，最後上課日期為 1 月 31 日。新中心承蒙陳張敏

聰夫人慈善基金贊助營運資金及設備等，使補天服務能於葵青區延續，新中心現時正在裝修，將會

於 3 月以全新面貌服務基層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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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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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com/groups/183381632480920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20226084718149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iwTk5hhfVpbgkMp6M7AqMA
mailto:info@hkcnc.org.hk
mailto:tkt@hkcn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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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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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天「又」首次全港賣旗日義工招募 】                                  

等一等，點解要加個「又」字呢?! 

2019 年，補天成功抽中首次賣旗日🥰 

2020 年，疫情下取消了補天首次賣旗日 

2021 年，補天首次賣旗日抽籤落空 

2022 年，中籤喇﹗補天「又」首次賣旗日喇 

足足橫跨四年的補天全港賣旗籌款活動，終於可以同大家見面喇﹗ 

今次， 旗紙不變 - Dustykid 義務為補天設計 4️ 款旗紙 

        招募義工人數不變 - 5,000 名義工 

        目標籌款不變 - 100 萬 

        初心更加不變 - 為基層學生免費學習支援計劃籌款 

變的， 只有補天受助學生日漸增加的人數 - 等待配對學生已經超過 3,000 人 

在 2022 年 5️月 28 日，讓我們都成為「補天人」。  

..以善心、善行和善款，為香港的基層孩子補出一個平等教育的海闊天空，立即掃瞄 

右邊 QR Code 了解更多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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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富通保險獎學金面試日】 

感謝富通保險有限公司連續第三年與陳校長

免費補習天地攜手推出「富通保險獎學金

2021」，以嘉許接受義師一對一免費補習後

成績有顯著進步的補天學生，鼓勵他們發奮

向上，向著目標進發，獲嘉許學生平均每年

約 300 人！ 

獎學金面試已於 12 月 4 日完成並順利選出

小學及中學組金銀銅獎得主，在此感謝富通

保險代表及義師幹事擔任評審。所有獎項將

會於機構 2 月 26 日舉辦的嘉許禮頒發。 

【補天免費模擬文憑試】 

為了讓正接受免費補習之高中學生得到更全面

和平等的學習支援，我們每年都會舉辦免費模

擬文憑試，透過模擬公開試的現況，減低他們

在真正考試時的緊張和不安。今年度與學友社

合作舉辦文憑試，感謝學友社免費提供並批改

試卷，以及香港浸信會聯會專業書院免費提供

舒適場地，讓考試得以順利進行。欣賞所有考

生的認真和努力！祝學生們一切順利！ 

【義師有計工作坊：壓力管理及教學熱誠】 

感謝輔導學碩士 Matthew 向我們解釋教學

容易失去熱誠的成因，並指出如何透過改變

想法來重拾對教學的熱誠，內容相當受用。 

 

同時感謝眾多參加者抽空出席和積極參與

互動環節，錄影已上載至補天自學頻道，歡

迎義師重溫！義師有計工作坊約兩個月舉

行一次，歡迎義師(等配或已配)參與 。 

【義師幹事聖誕聚會】 

聖誕前與義師幹事聚會及開會，感謝幹事

們對補天支持！ 

義師幹事會由一群義補經驗豐富的義師組

成，定期開會就提升義補教學服務和質素

提出建議。 

協助舉辦義師活動 (如義師迎新會、義師

交流會等)，增加義師間的交流及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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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天 x 香港社會創投基金有限公司

(SVHK) x 瑰麗聖誕派對】 

感謝 SVHK 和香港瑰麗酒店安排了兩天的

活動給本機構學生，分別是瑰麗酒店星級甜

品大師班及聖誕派對。 

小朋友第一次到五星級酒店都表現得十分

好奇和興奮，兩天都由外籍小義工帶領本機

構學生進行活動，雖然小朋友一開始有點害

羞，但透過小遊戲及小食時間，所有小朋友

和小義工都打成一片了。今次活動為本機構

學生帶來一個不一樣的聖誕節。 

【補天X BIG BIG AIR好大個網ｘ華星冰室 

聖誕禮物派發活動】 

本機構衷心感謝「BIG BIG AIR 好大個網」

和「華星冰室」在今次聖誕禮物派發活動中

贊助了十分豐富聖誕禮物，讓每位小朋友都

能夠滿載而歸。 

我們亦很高興可以與他們合作舉辦是次活

動，讓基層小朋友可以提前收到聖誕禮物，

愉快地渡過今個聖誕節。 

【聖誕同樂日】 

今年疫情緩和本中心終於可以復辦聖誕同

樂日了！首先，感謝扶輪社一同舉辦攤位遊

戲及送出大量禮物給學生。 

 

今次活動總共有 8 個攤位遊戲，吸引了接近

200 位會員參與，本中心實施了人流管制，

感謝各位會員都耐心等候入場，令活動舉行

得十分順利，能看到每一位小朋友都面帶滿

足的笑容是我們最大的聖誕禮物！ 

【聖誕 FUN FUN FUN】 

今次邀請到企業義工們來到中心與補天學

生一齊過聖誕，大家一齊進行了簡單小遊戲

之後即建立默契，還一起唱聖誕歌及製作水

晶球。過程中都好享受，補天學生均十分滿

意製成品，感謝企業義工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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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幼兒同樂日】 

感謝來自Hasbro Global Day of Joy 的企業義工
們來到中心舉辦聖誕活動，對象為小一至小三之
補天學生。義工與補天學生們一同製作精緻的聖
誕花圈，為家中添上新裝飾。 

【澳水漁風大澳之旅】 

本機構衷心感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的贊助，讓補天的家長和同學可以參

加今次的「澳水漁風大澳之旅」。在這

個風和日麗的日子裡，他們認識了大澳

特有的漁村文化和水鄉風情。 

 

小朋友表示很高興當日可以乘坐觀光船

到海上尋找中華白海豚，以及可以欣賞

到各種美麗的壁畫，並拍下美照、留下

倩影。 

 

最後，還可以與家人一起製作和享用糯

米磁，為今次的大澳之旅畫上完美的句

號。 

【滴滴深導遊】 

雖然已經踏入 12 月，但仍然秋高氣爽。

大角咀中心同一班學生家長參加了由水

務署主辦的滴滴深導遊。 

 

由兩位資深導賞員帶領一班學生家長沿

大潭水務文物徑參觀，一路講解水塘的歷

史和沿途罕見植物，過了一個輕鬆悠閒又

健康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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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 LEGO 製作活動】 

小朋友永遠都是創意力無窮的。今次同學們來到

中心，與家人一齊砌積木。小朋友可以把天馬行

空的想法，透過 Lego 呈現出來，相信各位小朋友

都好開心可以把自己的完成品，分享給爸爸媽媽。 

 

另外，參加活動的每一位學生都有一盒 Lego 作為

聖誕禮物，相信各位小朋友在家中，都可以繼續

發揮創意力！ 

【親子相簿製作活動】 

感謝義工來到中心與學生及家長們一同

製作親子相簿，大家都好開心地製作屬

於他們的相簿！ 

 

他們一邊製作，一邊回顧相片中去過的

地方，透過互動增進親子關係！ 

【親子浮游花擺設工作坊】 

浮游花製作方式簡單，卻有無限變

化，可因應各人喜好，隨季節、擺設

的場合搭配瓶子與花材。家長和學生

今天發揮他們藝術靈敏，創作獨一無

二的浮游花。 



 

 

7 

 

 

 

 

 

 

 

【NLP 孩子管理家長講座】 

中心於 12 月 15 日邀請了親職教

育專業培訓學會文正康先生來到

中心，同家長分享 NLP 親子溝通

方法。 

 

原來適當地用語氣或者一些措辭

都會影響到小朋友的自尊同自我

價值。相信家長們經過今日的講

座，掌握到更加好的管教方法，

同小朋友相處更加和諧。 

 

 

 

 

【益力多電影講座】 

於 12 月 22 日多位來自益力多公司的義

工們來到中心與補天學生講解關於腸道

健康的知識！ 

過程中進行了簡單小遊戲，補天學生均

投入參與並踴躍與義工們互動。 

【帆船體驗日】 

疫情下，大家是否很久都沒有到過海邊輕鬆

一下？中心小朋友於 12 月 7 日到西貢白沙

灣體驗坐帆船，由一開始不太了解帆船的運

作，以至可以順利控制帆船，小朋友都表示

好興奮。 

 

除了可以體驗帆船，更認識了帆船歷史，是

次體驗日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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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22 年 1 月 3 日)  

學生人數：20,584 人    

義師人數：18,651 人    

配對總數：17,394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2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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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虹匡 陳熙鏞       

 

 

截至 202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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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豪 王家霖 王從如 丘素晶 朱浩銘 朱善行 江可晴 吳承謙 

吳燕玲 吳麗嫦 呂家晴 李偉明 李淑鈞 李銘澤 李慧美 李霓珊 

李麗幗 車學頤 卓文鈺 周浩威 周麗娟 林安琪 林素莉 林婉珊 

林淑明 林淑銣 林煒銘 林嘉樂 林碧瑤 冠夏榕 姜寶晴 胡雅雯 

凌浩倫 翁文輝 馬杏兒 馬凱榕 區浩鈞 張子豐 梁子慧 梁巧瑩 

梁凱鳴 莫嘉穎 許嘉俊 郭嘉俊 陳子康 陳玉芬 陳希宇 陳怡穎 

陳芷茵 陳朗謙 陳康妮 陳景熙 陳綽瑤 陳樂怡 陳曦陽 麥沛盈 

曾家軒 曾綺帆 黃千愷 黃志康 黃凱燕 黃智行 黃寧琛 黃樂陶 

楊位恒 楊芷筠 葉湉文 葉詠喬 甄麗玲 趙浚 趙婷 趙慧妍 

劉子娸 劉安榮 劉祉攸 劉曉琳 樊潔穎 蔡詠同 蔡遠騰 鄧惟恩 

鄧諾琳 鄭羨瑩 鄭鈺樑 黎子滔 黎彥彤 黎梓諾 盧穎欣 鍾敏超 

鍾曉華 簡名儀 羅若楠 羅啟仁 關詠霖 蘇慧儀 蘇樂䔄 

 

Li Mary Cecilia       

 

 

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方慧薇 王加茵 古嘉欣 伍樂怡 朱潔雯 江俊豪 何毓光 何鳳雯 

佘梓俊 吳小凡 吳天兒 吳敏儀 吳旋玲 李衍進 李悅晴 李國賢 

李詠琪 李穎敏 招愷謙 易稜皓 林映霞 林珈穎 邱家寶 胡錦恩 

唐思穎 徐精言 高璇 張以均 張志慶 張倩瑜 梁可盈 梁啟傑 

許麗清 郭紹基 陳冠樺 陳婉婷 陳寶欣 傅海嵐 曾寶如 黃智仁 

黃耀宗 楊朗堅 溫約嶺 葉家耀 熊麗英 劉炎權 劉健朗 劉智欣 

劉慧蕎 鄧杰今 鄭淑嫻 鄭瑋賢 鄭詩諾 黎婉儀 盧巧君 盧姿尹 

繆美欣 謝有傑 羅卓謙 羅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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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增配對及完成初次會面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導師   吳佩珊 +  學生 冼朗堅 天水圍  導師   林朗生 +  學生 劉永興 觀塘 

導師   潘景文 +  學生 林書垣 屯門  導師   李天欣 +  學生 李培勇 堅尼地城 

導師   萬國龍 +  學生 蔡俊烯 屯門  導師   李立文 +  學生 李嘉雯 荃灣 

導師   陳兆祺 +  學生 余嘉慧 深水埗  導師   張妙然 +  學生 陳美蓁 沙田 

導師   葉菁怡 +  學生 呂雅雯 觀塘  導師   姜采婷 +  學生 陳嘉隆 香港仔 

導師   何昌遠 +  學生 崔健安 秀茂坪  導師   林菲 +  學生 何國銘 坑口 

導師   馮紹明 +  學生 温家晴 九龍灣  導師   莊裕嬋 +  學生 譚迦浚 上水 

導師   陳瀟 +  學生 吳淑婷 奧運  導師   周凱倫 +  學生 許展豪 香港仔 

導師   董清穎 +  學生 周寶貝 

RATANA

SOPHA 

Teay Jelly 

深水埗  導師   伍詠詩 +  學生 李慧欣 荃灣 

導師   伍詠詩 +  學生 李承恩 荃灣  導師   吳子峰 +  學生 林德霖 深水埗 

導師   林秉熙 +  學生 柳朗霆 九龍城  導師   陳家俊 +  學生 袁浚鴻 大窩口 

導師   鄧俊傑 +  學生 許日曦 天水圍  導師   陳柏言 +  學生 潘曼莉 將軍澳 

導師   伍明璇 +  學生 謝穎懿 青衣  導師   許欣馨 +  學生 魏俊傑 旺角 

導師   許欣馨 +  學生 魏璐瑶 旺角  導師   黃樂天 +  學生 劉浩言 大圍 

導師   鍾汶殷 +  學生 許展誠 薄扶林  導師   黃晓薇 +  學生 鄭家怡 沙田 

導師   張志慶 +  學生 陈梓茵 奧運  導師   程婉毅 +  學生 余梓欣 長沙灣 

導師   胡承欣 +  學生 陳穎怡 觀塘  導師   胡承欣 +  學生 陳文烽 觀塘 

導師   張芯鳳 +  學生 盧筱穎 將軍澳  導師   黃錦芝 +  學生 周晉宇 旺角 

導師   梁頌言 +  學生 劉萃茵 上環  導師   陳諾謙 +  學生 郭子羲 沙田 

導師   邱家寶 +  學生 李妙蓮 太古  導師   周恨霖 +  學生 梁雅雯 長沙灣 

導師   林凱程 +  學生 Moheen 

Khan 

柴灣  導師   林朗生 +  學生 甘瑞媛 黃大仙 

導師   劉泳均 +  學生 陳依琳 太子  導師   汪志伟 +  學生 林楠 太古 

導師   李淳軒 +  學生 王俊然 屯門  導師   孔劍峯 +  學生 李婉君 元朗 

導師   劉美怡 +  學生 陳錦洪 屯門  導師   陳詩溦 +  學生 杜熺樂 東涌 

導師   何少挺 +  學生 鍾曉穎 小西灣  導師   曾寶如 +  學生 羅慧娜 大埔 

導師   楊耀興 +  學生 謝卓鏗 沙田  導師   李玉卿 +  學生 李芷靜 鴨脷洲 

導師   劉苑婷 +  學生 鄭欣桐 旺角  導師   劉美儀 +  學生 徐嘉昇 樂富 

導師   梁偉彬 +  學生 鄭人君 九龍城  導師   林春花 +  學生 Malaika 

Khanan 

咪家根 

藍田 

導師   闫美君 +  學生 魏啟新 屯門  導師   江俊豪 +  學生 黃思螢 寶琳 

導師   戴賀雲 +  學生 張博弈 樂富  導師   陳欣欣 +  學生 黎嘉欣 觀塘 

導師   陳欣欣 +  學生 謝凱燕 觀塘  導師   潘麗 +  學生 吴新雅 太子 

導師   陳秀誼 +  學生 甘詠恩 沙田  導師   吳頴兒 +  學生 王小陽 奧運 

導師   梁曉雯 +  學生 王嘉慧 深水埗  導師   林映霞 +  學生 梁睿心 大角咀 

導師   唐敬恩 +  學生 張文輝 葵芳  導師   蕭婉之 +  學生 司徒穎嵐 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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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梁春燕 +  學生 劉湘 奧運  導師   鍾少文 +  學生 張紫晴 旺角 

導師   張采怡 +  學生 崔曉桐 鑽石山  導師   蔡傑明 +  學生 謝卓盈 大埔 

導師   溫約嶺 +  學生 陳卓熙 馬鞍山  導師   方紅 +  學生 武欣瞳 上水 

導師   凌子軒 +  學生 林鈞熺 天后  導師   蔡麗儀 +  學生 李若晞 上水 

導師   謝有傑 +  學生 呂建成 油塘  導師   梁柏謙 +  學生 李志陽 葵芳 

導師   黎婉儀 +  學生 伍偉樂 寶琳  導師   還珮儷 +  學生 柏智堯 旺角 

導師   羅卓謙 +  學生 陳紫萱 堅尼地城  導師   馬梓瑩 +  學生 劉楠昌 彩虹 

導師   雷高明 +  學生 周美婷 九龍灣  導師   雷高明 +  學生 周日郎 九龍灣 

導師   李詠琪 +  學生 黃素芯 粉嶺  導師   黃鎮培 +  學生 李樂瑤 樂富 

導師   陳塏晴 +  學生 曾曦儀 粉嶺  導師   盧姿尹 +  學生 陳紫晴 深水埗 

導師   陳婉婷 +  學生 翁靖茹 柴灣  導師   伍樂怡 +  學生 梁淑梅 深水埗 

導師   劉慧蕎 +  學生 莫宇明 大圍  導師   馮漢球 +  學生 張旨政 馬鞍山 

導師   馮漢球 +  學生 張旨進 馬鞍山  導師   洪嘉儀 +  學生 胡振賢 堅尼地城 

導師   劉苑婷 +  學生 梁雪兒 佐敦  導師   鄭淑嫻 +  學生 覃嘉晞 黃大仙 

導師   鄭淑嫻 +  學生 覃嘉歡 黃大仙  導師   陳悅頤 +  學生 趙欣怡 柴灣 

導師   胡錦恩 +  學生 陳泳林 屯門  導師   吳天兒 +  學生 鄺浩彬 旺角 

導師   馮永信 +  學生 王芷萱 深水埗  導師   劉理麒 +  學生 羅浩文 太子 

導師   李詠研 +  學生 譚樂兒 北角  導師   李詠研 +  學生 譚淑儀 北角 

導師   楊晉榮 +  學生 鍾皓峻 鰂魚涌  導師   葉家耀 +  學生 鍾晉 奧運 

導師   林珈穎 +  學生 陳曉彤 馬鞍山  導師   陳寶欣 +  學生 戴紫妍 太和 

導師   陳寶欣 +  學生 戴紫晴 太和  導師   鄺悅喬 +  學生 李鴻皓 沙田 

導師   高璇 +  學生 馮欣彤 元朗  導師   傅海嵐 +  學生 莊嘉寶 長沙灣 

導師   傅海嵐 +  學生 莊嘉儀 長沙灣  導師   許麗清 +  學生 颜兆欣 青衣 

導師   黃耀宗 +  學生 翟宏熹 青衣  導師   馬俊文 +  學生 謝兆龍 沙田 

導師   方慧薇 +  學生 黃美玲 堅尼地城  導師   盧曉恩 +  學生 鄧子瑩 灣仔 

導師   李錦生 +  學生 賴港俊 九龍灣  導師   鄭詩諾 +  學生 薛承旭 黃大仙 

導師   劉子懿 +  學生 陳淑瑩 沙田  導師   梁耀禧 +  學生 劉偉成 鑽石山 

導師   陳偉雄 +  學生 李俞葳 九龍塘  導師   何毓光 +  學生 蔡畇添 天水圍 

導師   梁可盈 +  學生 郭美霞 將軍澳  導師   招愷謙 +  學生 李健林 銅鑼灣 

導師   梁律仁 +  學生 林江陽 油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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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可怡      義師 : 葉穎霖       修讀 : 香港專上學院 -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 

 

在一次偶然嘅機會下認識和參加了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記得首次在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職員的協

助下與義師與首次見面時的緊張和激動，到後來與義師培養出亦師亦友的感情，義師除了會教導我

英語，亦會為我解答的許多關注升學的難題。我很感激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提供免費補習服務和義

師的悉心教導，好開心可以獲得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頒發的獎學金，我會利用這筆獎學金購買書籍

以幫助自己學習， 希望能夠成為對社會有幫助的人，從而回饋社會，謝謝! 

 

 

學生 :  甘倩茹     義師 : 吳世明、簡為謙      修讀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 中醫學副學士 

 

本人十分榮幸可以獲得這次富通保險獎學金，亦十分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這個平台給予了來自低收入

家庭學生可以補習課業不足的機會。同時這個優秀的平台當然少不了不惜犧牲自己空閒時間幫忙補習的義

師們。在這幾年的補習過程中，有幸得到簡老師的幫助才能有額外的資源學習對於我來說難以應付的英文

；後來亦有幸得到吳老師的幫助讓我更加掌握令人頭疼的高中生物課程知識。因為有了來自義師們的幫助

讓我在應付課業時更加得心應手，所以希望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這個平台能夠得到更多人的關注，這樣一

來就可以讓更多的人能夠受惠。 

 

 

學生 :  吳麗恩   義師 : 盧嘉俊    修讀 : 香港伍倫貢學院 - 文學副學士（雙語傳意） 

 

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這個地方提供了一個免費補習的地方，現在在外面補習價格都很昂貴，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提供免費的幫助，讓我可以得到義師的幫助，解答我的疑難，他們十分有耐

心教導我，督促我，令我不放棄。義師與出面補習社導師相比不上上下，甚至與導師成為了朋友

，交流心得。雖然我最後在文憑試的分數未能入到我最心儀的學系但系最後的分數我也很滿意，

在我預期內。最後，十分感謝陳校長補習天地，日後我會向有需要的朋友推薦陳校長補習天地，

甚至日後有望成為義師一員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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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善款鳴謝 

 
 
謹向以下善長致謝，多謝他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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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Wing Hong 月捐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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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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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on Ng 10.00  

Audrey 100.00  

Bull Foundation Limited 50,000.00  

Chan Chak Ming 800.00  

Chan Ka Po 168.00  

Chan Ka Po 168.00  

Chan Pui Shan 100.00  

Chiu Chun Chun 1,000.00  

Choi Ip Lan Rachel 100.00  

Choi Ip Lan Rachel 300.00  

Choi Ip Lan Rachel 100.00  

Choi Ip Lan Rachel 300.00  

Chow Tai Fook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406,400.00  

Eminence Enterprise Limited 30,838.00  

Hui Kit Yee Carrie 103.00  

Jason Chui 168.00  

Jason Chui 168.00  

Kan Chi Kin 4,000.00  

Lam Ching Yu Jeanne 300.00  

Lam Ching Yu Jeanne 100.00  

Lam Ching Yu Jeanne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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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 Oi Shan 20.00  

Lee Kit Ying 100.00  

Lee Pik Shan 300.00  

Lee Pik Shan 300.00  

Lee Pik Shan 100.00  

Leung Ka Ho 168.00  

Leung Man Yee Liza 106.00  

Leung Man Yee Liza 105.00  

Leung Man Yee Liza 107.00  

Li Kwan Lok Ringo 200.00  

Li Kwan Lok Ringo 1,200.00  

Li Kwan Lok Ringo 200.00  

Li Kwan Lok Ringo 500.00  

Lo Fung Ping 10,000.00  

Mak Wing Yee Winnie 800.00  

Miss Li Yuk King 200.00  

Mr Edward Yeung 100,000.00  

Ms Wong Tze Kwan 100.00  

Paul Wg 500.00  

So Lok Yan 1,500.00  

Sun Yee Ting Olivia 168.00  

Sun Yee Ting Olivia 168.00  

Terratec Ltd 10,000.00  

Wong Ka Bun 300.00  

Wong Ka Man 500.00  

Wong Tsun Wing 250.00  

Wong Wai Kei 100.00  

Wong Wai Kei 100.00  

Wun Ka Wai 168.00  

Wun Ka Wai 168.00  

Yeung Mee Yee 300.00  

Yvonne Industrial Co., Ltd 10,000.00  

司徒仲強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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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蕊 50,000.00  

有心人 1 100.00  

有心人 2 100.00  

有心人 3 200.00  

有心人 4 1,000.00  

曾路特 500.00  

曾路特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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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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孩子寶 

2. Little Possie 小可能 

3. Unipec Asia Company Limited 

4. 恒隆集團 

5. Big Big Air 好大個網 

6. 華星冰室 

7. 基督教宣道會葵涌堂 

 

兒童玩具 -  44 箱 

禮物包 -  15 份 

禮物包 -  30 份 及 口罩  -  100 盒 

禮物包 -  10 份 

玩具  -  50 份 

小食及飲品 -  50 份 

禮物包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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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L 電熱水壺 – 1 個 

⚫ 筆記釘裝機 – 1 部 

⚫ 全新/二手電子鋼琴 – 1 部 

 

 

 

 

mailto:info@hkcn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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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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