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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補天一年一度的嘉許禮今年改為線上舉行，於 2 月 26 日剛剛結束。在香港風雨飄搖之際，補天依

然舉行線上嘉許禮，有著三重意義。 
 

一. 過去一年在艱難的困 境中堅持補習的師生值得嘉許，有進步甚

至取得優異成績的學生，更值得嘉許。我們不想他們應得嘅榮譽

和讚賞被這個疫情所扼殺，我們不要敗給這個疫情。 

二. 對於此時此刻同樣在困境中堅持的補天師生，這個嘉許禮也是一

種無言的鼓勵和支持。他們會因此明白，無論環境多麼惡劣，補

天也不會無視或忽略他們的努力，如果明年的處境依然坎坷，他

們今天的堅持和付出同樣會得到嘉許。 

三. 在第五波疫情爆發後，香港教育界面臨前所未有的教學混亂，香

港的基層孩子面對前所未有的學習困難。借著這個嘉許禮，補天

再一次表明，不管前面如何風狂雨暴，補天依然會與基層學童風

雨同路，結伴同行。 
 

「和基層孩子同行」於補天而言，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串行動。這兩年來，補天義師因應疫情變

化，線上線下不斷轉換，無間斷地堅持為近萬名基層學生一對一補習。補天也籌集了總值超過二百

萬的電腦送給缺乏電腦上網課的學生，同時自己也製作了超過 6,000 條的中英數教學短片，上載

補天 YouTube 頻道供同學免費使用。至於防疫上的物資，從最初的口罩到現在的快速測試包，補

天都一直持續支持著基層學生及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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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聰葵涌學習中心 新界葵涌祖堯邨祖堯坊 E 座 1 樓 101-10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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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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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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日前香港政府突然宣佈的提早暑假，我們為支援被疫情困於家中，無從學習的基層學生，已召

集各路義師，籌備一個為期一個月的《香港戰疫自學網》，為初中及高小基層學生提供 100 節應

試和非應試課堂，涵蓋知識才藝思維品格範疇，包括情緒管理精神健康在內的生命教育。 

 

短短的網課義師報名期已截止，報名參與義教的有心人超過七十位，提供的課堂已遠遠超過原定

100 堂的目標。報名義師有本地的，也有身在德國、英國、蘇格蘭、台灣和大陸的。有在職的，也

有來自各專業行業，擁有不同知識技藝的。當中更有不少業界猛人和天王名師。課堂的主題內容亦

百花齊放多元精彩。 

 

人生在世，難免風雨。風雨之後，或有彩虹。而更重要的是，當我們置身風雨之中，一定要在自己

的心間，亮起一道自信自強的彩虹！一定要在人與人之間，搭起一道互信互助的彩虹！  

 

再次感謝每一位義師！感謝你們在疫境香港下，擔起一位教育人乃至香港人的責任和義務，為我們

的孩子，戰了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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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介】 

【香港戰疫自學網】 

《香港戰疫自學網》由補天創辦人陳葒校長聯同一群教育有心人設立，首個計劃是在三四月的提早

暑假期間，為有需要的小學及初中學生提供過百課堂免費線上課堂。 

 

成立目的： 

1. 在香港疫情最危急之時，在香港教育最紊亂之際，盡力負起教

育人乃至香港人之責任和使命。 

2. 為基層學童提供更多學習機會，減少他們在停課期間因缺乏學

習資源而引致的學習損失。 

3. 為因提早暑假而疲於奔命的教師減輕網上教學的工作量，使其

有更多空間專注照顧自己和學生的心身需要。 

 

課堂由 3 月 14 日到 4 月 14 日，逢星期一至五，上午課堂由 10:00 到 12:00，下午課堂由 14:00

到 16:00。每堂課都有列明適合上課學生的年齡或年級。我們亦歡迎家長旁聽甚至共學，這也是一

種很好的親子活動。請注意，無需報名或登記。亦非先到先得。課堂不限人數，只需到時登入以下

網站，就會見到網課連結，Click 入去就可以上堂啦。 

 

觀看「#直播課堂」連結： 

1.『三月百課』網站（https://freeclassroom.online ) 

 

2. YouTube 頻道直播（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YJspv_S3RiR4S31Ybv44Sg ） 

  

3. Facebook 直播（https://www.facebook.com/freeclassroom.online） 

 

 

香港戰疫自學網推出短短一星期，全部課堂嘅總流覽量已經去到 20 萬人呀。嚟緊嘅哩個禮拜，同

樣精彩嘅課堂陸續有來。所有直播課堂將會於課堂結束後 24 小時，上載於 YouTube 頻道重溫。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YJspv_S3RiR4S31Ybv44Sg） 

https://freeclassroom.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YJspv_S3RiR4S31Ybv44Sg
https://www.facebook.com/freeclassroom.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YJspv_S3RiR4S31Ybv44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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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戰疫自學網時間表】 

《三月百課》由超過 70 位義務導師教授，課堂內容及題材涵蓋極廣，包括世界首位華裔極

地嚮導張偉賢分享極地體驗、星級瑜伽導師王馨平教授青少年瑜伽、軟件工程師鄧耀豪博

士教玩 NFT 遊戲、軍事達人 Keith Leung 講解戰爭武器等。此外，更提供包括中英數、通

識、STEM 和編程、繪本、音樂、美術、生活技能、情緒管理、生涯規劃等涵蓋知識、技藝、

思維及品格的課程，豐富多元，益智有趣，讓學童放眼世界，與時並進。立即 

查看以下時間表留意精彩內容：https://freeclassroom.online/timetable.php 

【預告精彩課堂】 

 

https://freeclassroom.online/timetable.php?fbclid=IwAR3BHXaEH5IxBj5hFvc8BZ-QCu_E270PdisJ_xGOJ71W0nPsxTFXAsXYw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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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天「又」首次全港賣旗日】義工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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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掃瞄宣傳圖上的 QR code，了解賣旗日詳情。 

 

在嚴峻的疫情之下，各行各業的生活都不容易。慶幸還有許多熱心商戶及機構支持補天賣旗日，為

基層學生送上善意及暖意。特此答謝彩騰印刷工業有限公司全數贊助旗紙印刷。 

 

對於補天這種沒有恆常政府資助、點滴資金都依靠民間捐款的小型慈善機構而言，賣旗活動實在是

彌足珍貴的籌款途徑，希望各界團體能與補天攜手同行，一起幫助基層學生渡過艱難時刻！ 

 

如團體有興趣透過參與戶外賣旗／代為宣傳招募賣旗義工／擺放捐款箱等方式支持補天賣旗日，歡

迎於以下網頁登記：https://forms.gle/8UG2cVxDgrHywhd59 

💻補天賣旗日網站：https://www.principalchan.org/flagday2022 

🙋🏻♂️個人義工報名表：https://forms.gle/GUYKVQnjhRC9nDMM9 

🙋🏻♀️團體義工報名表：https://forms.gle/cR2TCRM9TtfMFiQKA 

 

 

   

https://forms.gle/8UG2cVxDgrHywhd59
https://www.principalchan.org/flagday2022
https://forms.gle/GUYKVQnjhRC9nDMM9
https://forms.gle/cR2TCRM9TtfMFiQ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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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補天第十屆年度嘉許禮】 

補天每年一度的嘉許禮今年改為線上舉行，近

400 名參加者在 Zoom 與我們碰面。 

感謝一眾協作夥伴、善長、義師、學生及家長

的支持！ 疫情下補天會努力堅守岡位，繼續與

基層學生同行！  

活動錄影片段及得獎學生名單將逐步上載至補

天 Facebook 專頁，供大家重溫，敬請期待！ 

【親子活動-日本光雕工作坊】 

今日好開心邀請到老師來教大家製作一個如

此漂亮的光雕製品。過程繁複而又細膩，見

到小朋友都好用心去嘗試使用用具，遇到問

題更加踴躍詢問導師。即是使用該道具是有

難度，需要既小心又仔細的功夫。好多家長

都在安全的情況底下，很放心地交給小朋友

自己落手落腳，好讓小朋友擁有一個 DIY 手

作的體驗。 

【「專注力秘笈」家長講座】 

究竟專注力可以如何訓練? 大人成日話

小朋友坐不定，但原來大人都會有機會專

注力不能集中的！今日好高興邀請到文

先生在 ZOOM 與我們講解一下小朋友專

注力的三個要素。相信家長過了今天，都

掌握到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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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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會已於 3 月進行了第六場並邀請了星級嘉賓陳欣欣女士 

歡迎點擊影片觀看表演及捐款。https://youtu.be/UlT1HDD0vBc  

【補天自學頻道 Story Time】  

學生今年提早左放暑期，中心外籍導師 Mr.Harsh 早前於暑假期間（3 月 9 日至 3 月 16 日）

一連八日早上 10 點透過 Facebook 直播為學生講故事，有關片段已上載至補天自學頻道

YouTube 供學生重溫。 

 

 

《Clifford is Too Big》 

 

 

《Norma Jean, Jumping 

Bean》 

 

 

《Jolly Hungry Jack》 

 

 

《Who’s Coming to the 

Party》 

 

 

《Vicky is Unreasonable》 

 

 

 

《Seasons》 

 

 

《A Great Day for Soccer》 

 

 

 

《Baby Bird Rescue》 

 

歡迎大家緊貼補天其他類型的自學短片，以下步驟為訂閱【補天自學頻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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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ipalChanFTW 

2. 然後按 訂閱 / Subscribe 即可 

 

「補天線上籌款音樂會 - [星級嘉賓-陳欣欣]」  

https://youtu.be/UlT1HDD0v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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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cft__%5b0%5d=AZXCmDhD7FMwz-oBmr4hCtBOrT0sB0sFQeyddh0Yw-F5I7OCCBoR8_gjBimSK1cktAzTskOEHUY0TvAeh8E5EH5wJmXyuxnb9ZMYiI0wPM9tl_3H-DPo6llIK37RJt9IAXLzopq388I6oQVYA003Y29r2uSlwF3pPBLYkysIFs5oRVO55b08hnh2_Mzn5LImgvg&__tn__=*NK-R
https://www.youtube.com/PrincipalChanFTW?fbclid=IwAR2S1TxDmPUmjMm_Ral4hhDyYZL3hjjoFyJvviaBVyhehhP9le2MBrLpCY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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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  

學生人數：20,766 人    

義師人數：18,781 人    

配對總數：17,625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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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嘉炘 王先得 江倩婷 吳小寶 李支民 李冠慧 李景瑶 周琬淇 

周靜華 林希妍 高芷祈 張倩穎 梁家耀 梁凱雯 梁皓朗 陳穎怡 

勞穎茵 程光敏 童盼語 黃綺雯 黃慧儀 董振明 劉耀駿 潘俊軒 

潘慶鉅 潘穎昭 鄧俊傑 鄭宏輝 謝淑雯 謝麗詩 蘇敏儀 蘇蔚瑚 

 

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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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若農 王珈琳 王韶寶 伍智鋒 伍雁霞 朱雪荑 何嘉朗 余思慧 

余嘉鴻 呂靜儀 李兆基 李志忠 李宣萱 李建楹 李惟惠 李梓浩 

李逸朗 李漢庭 李樂妍 李澤聰 周慧珊 宗正朗 屈牧瀚 林秀蕾 

林喜怡 邱洛琪 宣月瑛 柯穎 洪櫻淇 胡海軒 容梓瑋 徐淑怡 

徐愛海 海韵 袁素青 崔雅儀 張愔怡 張慧卿 張靜欣 梁卓峯 

梁嘉豪 莊慧淇 莫俊耀 陳少斌 陳玉儀 陳向文 陳佩珊 陳芷婷 

陳美儀 陳倩敏 陳家樂 陳惠英 陳雲青 陳嘉欣 陳鳳麗 麥子欣 

麥嘉蕙 麥穎思 曾港燊 湯致耀 馮小純 馮汶秀 馮果樂 馮雅彬 

黃秀卿 黃冠淳 黃衍靜 黃晋謙 黃偉冠 黃偉豪 黃凱欣 黃智勤 

黃鳳美 黃穎婷 黃禮添 楊子欣 楊美琪 楊淑貞 葉美怡 葉國輝 

葉潔芝 葉錦坤 趙冠文 趙娉妤 劉俊佑 劉浩遠 劉凱晴 歐家豪 

蔡小婷 蔡思雅 蔡美鳳 蔡朗言 蔡浩鈞 蔡照華 蔡穎詩 鄭弘智 

鄭秋明 鄭錦榮 鄭麗蓉 蕭鎧誼 謝欣穎 韓志定 聶敬愈 藍蕙詩 

鄺悅喬 鄺智君 羅綽然 譚日桐 關嘉偉 蘇嘉宜 顧金樂 

 

 

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 

任政朗 任婉瑩 伍穎欣 安穎心 何忻佾 何鳳菁 吳俊儀 张佩 

李詩程 杜立毅 周碧琪 林可晴 林星學 林嘉姻 胡崇楷 孫葆莹 

徐美思 徐雪婷 徐諾然 袁志德 張泳瑜 戚琛妍 梁栢芝 莫曉澄 

許展博 郭子諾 陳佩文 陳愷妍 陳樂融 陳穎雅 陳諾諺 陸桐德 

彭遠怡 馮己言 馮洛軒 馮紫晴 黃卓怡 黃明忻 黃泳儀 黃詠雪 

詹嘉欣 翟碧琪 趙惠芳 劉方婷 劉俊榮 劉嘉卉 劉穎濤 樊綺敏 

潘嘉欣 鄭家曦 謝卓彤 謝家汶 鄺保羅 關樂妍 蘇劭韜 蘇穎雅 

Chong Sze Teng Chow Cheuk Yee Hele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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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增配對及完成初次會面 (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 

導師 鄺嘉欣 +學生鄧雅文 慈雲山 

 

導師 楊振廷 +學生吳可兒 油塘 

導師 麥綽瑤 +學生鄺煒婷 寶琳 

 

導師 梁建熙 +學生李竹馨 黃大仙 

導師 羅俊聲 +學生洪穎言 兆康 

 

導師 黃子霖 +學生彭菁華 青衣 

導師 梁啟傑 +學生胡朗 土瓜灣 

 

導師 劉耀光 +學生劉振聰 元朗 

導師 丁家欣 +學生周海敏 屯門 

 

導師 林善瑜 +學生鍾子琳 觀塘 

導師 吳智佳 +學生劉泳淇 沙田 

 

導師 翟鳳娟 +學生施偉皓 柴灣 

導師 張凱婷 +學生吳卓銘 沙田 

 

導師 陳諾諺 +學生劉詠寶 慈雲山 

導師 伍穎欣 +學生林蔓伶 牛池灣 

 

導師 詹嘉欣 +學生羅雨韓 觀塘 

導師 陳曉心 +學生蔡茵茵 何文田 

 

導師 杜立毅 +學生曾鈺婷 何文田 

導師 孫葆莹 +學生李凱琳 屯門 

 

導師 LEUNG 

AI TI HEIDI 

+學生李穎芝 藍田 

導師 潘嘉欣 +學生雷烯文 黃大仙 

 

導師 周倬而 +學生呂嘉棋 大埔 

導師 謝卓彤 +學生呂美賢 元朗 

 

導師 戚琛妍 +學生蔣晨曦 慈雲山 

導師 胡崇楷 +學生阮照贊 秀茂坪 

 

導師 劉俊榮 +學生區偉業 深水埗 

導師 黃泳儀 +學生黃詩瑩 葵涌 

 

導師 劉方婷 +學生利穎珊 秀茂坪 

導師 樊綺敏 +學生翁子涵 觀塘 

 

導師 朱貴麟 +學生姚健朗 馬鞍山 

導師 李春燕 +學生黃梓琳 天水圍 

 

導師 徐詠芝 +學生邵子晨 葵涌 

導師 蘇劭韜 +學生方雪芬 土瓜灣 

 

導師 麥永倫 +學生盧翠珊 沙田 

導師 譚佩瑜 +學生鄧穎怡 秀茂坪 

 

導師 譚佩瑜 +學生鄧梓洋 秀茂坪 

導師 彭華洲 +學生吳錦熙 荃灣 

 

導師 梁慶強 +學生王俊傑 何文田 

導師 張釗銘 +學生馮傑 深水埗 

 

導師 陳穎雅 +學生蘇阮寶儀 上環 

導師 李青 +學生譚朗悦 大埔 

 

導師 方桂怡 +學生王鎧汶 屯門 

導師 秦耀權 +學生周婧嵐 青衣 

 

導師 鄭珈宛 +學生梁雅然 紅磡 

導師 謝家汶 +學生陳有 東涌 

 

導師 黃志誠 +學生黃俊華 銅鑼灣 

導師 高弘雋 +學生曾栢禧 大圍 

 

導師 徐美思 +學生陳靖盈 秀茂坪 

導師 羅國恩 +學生梁嚴斤 黃大仙 

 

導師 梁慶強 +學生关爱莎 葵涌 

導師 曾卓威 +學生李志豪 屯門 

 

導師 安穎心 +學生朱騏深 葵涌 

導師 黃明忻 +學生袁煒霖 青衣 

 

導師 羅曉婷 +學生梁讚修 屯門 

導師 羅曉婷 +學生洪梓榕 屯門 

 

導師 許展博 +學生吳美寳 大圍 

導師 凌志良 +學生李思婷 荃灣 

 

導師 劉嘉卉 +學生鍾子晴 秀茂坪 

導師 彭遠怡 +學生葉芸翠 葵涌 

 

導師 張慧琳 +學生楊朗焮 土瓜灣 

導師 歐陽植烜 +學生林諾希 石硤尾 

 

導師 翟碧琪 +學生許惠珽 沙田 

導師 劉浩遠 +學生梁詠雯 堅尼地城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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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2020 富通保險獎學金 – 小學生得獎感言】  

 

學生 : 嚴立森    年級 : 小三   義師 : 黄彩文    

義師評語  : 立森明顯長大了，不怕成敗，願意嘗試新事物。他喜歡學習，不怕辛苦，初時他會 

因怕錯而不願做，但現在在英文補習上他已經克服，願意作多方面的嘗試。 

得獎感言  : 我好榮幸能夠獲得奬學金，我會好好利用，感謝富通保險、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與

義師對我的肯定，我會繼續努力，我會好好利用這筆奬學金。 

 

學生 : 陳耀文    年級 : 小三   義師 : 沈翠蓮    

義師評語  : 學習態度良好，因當時耀文剛升小一，學習障礙影響，專注力不足，需要用極大的 

耐心，協助他坐定定學習。耀文性格活潑，單純，補習表現尚可。 

得獎感言  : 非常感謝獲發獎學金，讓我能夠學習結他，吃美味的自助餐，我會好好學習，不會 

辜負你們對我的期望，我會成為一個勇敢的人和樂於助人，孝順父母的好男孩。謝 

謝，祝願每人都身體健康、幸福快樂。 

 

學生 :  蘇倩婷     年級 : 小五  義師 :  丁海燕      

義師評語  : 初認識的倩婷是個乖巧，沈默及沒有自信的女孩。數學成績約六十分左右，對於她 

自己不懂的題目，絕對不敢試做試答。相處之後我卻發現她是一個積極學習的小女 

孩，每星期肯上二至三天課，課餘時間勤做課外練習，學習應試技巧，結果在第一 

次呈分試取得九十分的佳績，甚感欣慰。她積極學習的態度也反映在她主動提出補 

習英文科的要求。這次申請獎學金的目的是希望對一個積極學習的女孩作出鼓勵， 

並肯定她的付出，對加強她的自信心會有很長遠正面的作用。 

得獎感言  : 得知自己獲得奬學金後，我感到很驚喜，這是對我莫大的鼓舞和動力，使我繼續努 

力下去的動力。我相信只要我付出更多時間和努力，就有可能做到不可能的事。我 

非常感謝我的義師，因為她令我學到更多知識，成績明顯進步。我都要感謝媽媽， 

因為是她申請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補習才能進步。最後，我要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 

天地配對義師幫助我們學習。另外，我也很感謝富通保險頒發獎學金幫助、鼓勵及 

肯定學生們在學習過程中的努力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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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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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成 月捐 300.00 

陳賢馳 月捐 500.00 

Chan Fong Yuen 小朋友 月捐 100.00 

胡淑君 月捐 500.00 

Chan Yat Lam 月捐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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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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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 BEST INDUSTRIES LTD 2,000.00 

Amy Li 300.00 

Andrew Yuen 168.00 

Ann Ng 425.00 

Casey Casey Cheng 200.00 

CBC VI LTD 1,150.00 

Chan Ka Po 168.00 

Chen Min Ting 1,000.00 

Cindy Cheung 200.00 

Cy Cy 1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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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同大家拜年 504.00 

Daniel Li 168.00 

Debby Ng 168.00 

E.Chu 1,000.00 

Eminence Enterprise Limited 30,838.00 

Esther Tang 200.00 

Fok Wing Man Fiona 168.00 

Fung Chi Chung 100.00 

Gordon Ho 3,000.00 

Hilllll L 500.00 

Hui Kit Yee Carrie 102.00 

Hui Tze Ching Jacqueline 168.00 

Judy Chan 168.00 

Kim Hung Ko 10.00 

Kin Wai Chiang 25.00 

Kitz Wong 2,400.00 

Lam Mei Yee Irene 1,000.00 

Lau Oi Shan 100.00 

Law Lok Kei Rocky 300.00 

Law Tung Wing 1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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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Kwan Chu 200.00 

Lee Pik Shan 400.00 

Leung Ka Ho 168.00 

Li Kwan Lok Ringo 1,135.00 

Mak Wing Yee Winnie 500.00 

Mei Ling Cheng 496.00 

Miranda Ho 168.00 

Miss Li Yuk King 200.00 

Mr Cheung Ka Leung 1,000.00 

Muriel Yeung 10.00 

My So 20.00 

Nana Cheng 300.00 

Ng Lai Ping 200.00 

Paul Wg 500.00 

Poon Chui Lai 500.00 

Rick Chan 168.00 

Sheung Yam Kwok 200.00 

Siu Wing Shan 300.00 

Siu Wing Sze 300.00 

Sung Ka Man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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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ng Yuk Wai 100.00 

Wan Ka Ki 123.00 

Wong Ka Bun 300.00 

Wong Ka Man 4,000.00 

Wong Lai Sheung 500.00 

Wun Ka Wai 168.00 

Yat Heung Ling 168.00 

Yip Fai Ma 1,000.00 

Yip Ming Yan 500.00 

甘子楓小朋友,  甘子鎣小朋友 100.00 

有心人 1,000.00 

有心人 116.00 

有心人 100.00 

有心人 306.14 

利俊延 100.00 

李俊熙先生 300.00 

李麗群 200.00 

林乾銘 100.00 

林燕萍 1,000.00 

姜糖@Czana Wong 1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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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濤 123.00 

翁楚慧 500.00 

袁淑淑 1,200.00 

陸漢思牧師愛心基金 6,000.00 

曾路特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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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林先生 

2. 董事 Helena  

 

 

快速測試包  -  1000 份 

快速測試包  -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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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