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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3 月是第五波疫情最嚴峻的時候，確診數字為本港歷來最高，市民均人心惶惶。補天自三月

初起收到不同人士送來的抗疫物資，望能於困難時候向基層學生施以援手。補天團隊面臨人手

不足的情況下安排彈性上班時間及在家工作等措施，以降低集體感染風險，同時亦加強中心消

毒及清毒。同事馬不停蹄包裝送來的抗疫物資，於短時間發出抗疫物資包給超過 1,000 個基層

學生，以解各家庭之燃眉之急，全賴團隊的快速應變及合作精神。同時補天於 3 月收到超過 140

位善長捐款支持補天服務，感謝各界於困難時間對基層學生的支持。 

除此以外，補天的網上課程有助學生充實假期及改善親子關係，家長及學生對於突如其來

特別假期無所適從，通知時間倉卒未及安排活動，再者疫情嚴峻亦未能外出活動，家長及學生

在狹小的空間難免會增加磨擦。感激一眾補天義師於學生特別假期仍提供各類型線上課堂，其

中包括「 香港自學網」、「 一對一免費補習」及「 才藝課程」等，協助學生追趕學習進度及透過

多元化課堂提高學習興趣。教育局宣佈最快於 4 月 19 日恢復面授課堂，屆時補天中心可陸續對

外開放及恢復面授課程，以提高學生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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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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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info@hkcnc.org.hk
mailto:tkt@hkcn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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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介】 

 

【香港自學網 Free Classroom Online】 

由陳葒校長夥拍一群教育有心人籌辦的免費網上自學平台「三月百課」，自推出以來大獲好評，

成功體現「自主自學」的學習模式與精神。「三月百課」將會徇眾要求延續使命，正式改名為

「香港自學網」，並將於 4月 21推出全新一系列切合學生未來發展需要的免費網上課程《Google 

智慧數碼城市課程系列》，由多名來自不同背景及專業知識的 Google 達人、YouTube 創作者、

開發者、數碼行業專家、以及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AiTLE）會員教師，以義務性質主理四大

主題課堂系列包括「出口成 Code」，「YouTube 爆 View 有計」，「做個數碼領袖」及「學

得智 Smart」系列，敬請留意「香港自學網」社交平台的最新課程時間表。 

 

直播課堂及錄影課堂均於官方 YouTube 頻道播放，請搜尋 YouTube 頻道(Free Classroom 

Online)網址 : https://bit.ly/3tf6b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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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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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天春季義師迎新會 - 2022 網上版】 

我們定期每季舉行義師迎新會，提供平台讓新加入的

義師與陳校長、資深義師們互相交流，分享義補期望

與經驗，彼此支持共勉。誠邀各義師報名，資料如下： 

 

日期 : 2022 年 4 月 23 日 (星期六) 

時間 : 10:00 am - 12:00 nn 

形式 : Zoom 直播及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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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即報名： https://forms.gle/dCcfmGP7FVJWRygWA 

【 補天「又」首次全港賣旗日 義工招募 】 

補天是小型機構十分需要社會募捐，疫情持續兩年補

天未能籌辦籌款活動，以小型機構並沒有政府營運資

助，實在是補天艱難的時刻。 

 

補天很高興成功中籤並將於 5 月 28 日舉行全港賣旗

日，需要大量義工人手協助當日活動的進行，想誠邀

您們幫手成為義工一齊幫補天籌募更多善款協助基層

學生，希望你可以一同幫手出一分力！ 

歡迎於以下網頁登記：

https://www.principalchan.org/flagday2022 

 

【香港自學網 學生作品】 

『香港自學網』的課堂都有不少堂上和課

後習作，連日來家長都在平台提交同學的

作品，大多都很有創意，右邊是其中部分

精彩作品供參考，期待更多作品稍後與大

家分享。 

https://forms.gle/dCcfmGP7FVJWRygWA
https://www.principalchan.org/flagday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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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天抗疫物資包派發】 

感謝有心人捐贈不同抗疫物資，補天已透過郵寄出

抗疫物資包，物品包括快速測試包，口罩，酒精搓

手液，超市及餐飲現金券，防疫包已陸續寄送到超

過 500 個補天家庭。 

 

補天鳴謝以下機構捐出物資，排名不分先後 (截至

3 月 24 日) 

1. 富通保險有限公司 

2. 環球全域電訊（環電） 

3. 聯合石化亞洲有限公司 

4. 義務工作發展局 (一群關心你的律師) 

5. 香港馬爾他騎士會 

6. 港澳台灣慈善基金 

7. 扶輪社 

8. 個人名義捐出的有心人 

以下節錄部份學生的感言，感謝捐贈者的支持！ 

吳同學：多謝善心人士捐助的物資，這些幫助對我和家人有好大的幫助，在這個逆境的情況下 

心情得以安慰，謝謝有心人！ 

許同學：感謝補天及善心人士的捐赠，足夠的物資讓我在疫情期間都能專心地學習。 

林同學：感謝善長人翁的贊助，讓我們能得到寶貴的抗疫物資，令我們安心抗疫，非常感謝！ 

祝各位平安！ 

羅同學：收到補天抗疫包時非常開心！在這個疫情嚴重的日子這個包裹對我們的家庭非常重 

要！衷心感謝捐贈人和機構！ 

 

 

基層學生抗疫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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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通- 數據卡派發】 

疫情底下，相信同學在家時間變多了，感

謝「富通保險有限公司」給我們中心會員

送出數據卡，讓他們可以無阻礙地繼續學

習、增進知識。 

【扶輪社- 檢疫物資派發】 

3-4 月疫情嚴峻，除了口罩外，快速抗原測

試包也成為了另一類必需品。我們衷心感謝

「扶輪社」捐贈快速抗原測試包給我們中心

會員，這一陣及時雨在這個困難的時刻裹，

舒緩了大家的燃眉之急。 

  

[新世界發展平台網上平台「Share for Good 

愛互送」] 

補天早前經新世界發展成立的大型捐贈配對

網上平台「Share for Good 愛互送」籌集了

過萬件抗疫物資，物資將轉發給補天受助家

庭，減輕他們於疫情中的生活壓力。 

早前校長及學生雅霖代表補天接受物資，再

次感謝新世界發展及各界人士的支持! 

基層學生抗疫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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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活動-釘線畫工作坊】 

用釘子和線来作畫的繞線畫藝術，只要掌握了

繞線的規律，搭配不同顏色，大家都可以輕鬆

做出美麗的繞線釘畫。 

【12 月至 2 月生日之星生日會】 

又到舉辦生日會的時間了！疫情之下都不改小朋

友對小動物的興趣~即使是 ZOOM 活動好多小

朋友都表現出活躍同興奮的情緒。當主持人問到

各種與動物有關的冷知識，大家都十分踴躍提問

及回答。希望疫情都快快散去，下一年可以與各

位小朋友面對面一齊玩游戲。 

【學生活動-急救班】 

提早放暑假又未能外出，學生都在家中感到悶悶不

樂。有幸於疫情期間得到由太陽獅子會舉辦 4 堂的

網上急救班，有意思又實用！ 

有關課程會由 4 位註冊護士分別教授，讓小朋友學

習基本急救概念及技巧，學生都十分投入課堂，主

動發問。 

【義師有計工作坊 - 為何學生愛追星？】 

義師有計工作坊—「為何學生愛追星？」已完滿結束。 

感謝輔導心理學家 Augusta 為我們講解青少年在追

星背後的心理需要。追星的好處，及如何讓義師陪伴

他們理解自己。 感謝眾多參加者抽空出席和積極參

與！錄影已上載至補天自學頻道，歡迎義師重溫：

https://youtu.be/YwQqqIgiJ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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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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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學生人數：20,843 人    

義師人數：18,849 人    

配對總數：17,765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2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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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敏 王朗昕 任咏儀 伍佩施 何沅瞳 何婉诗 何曉蔚 余亦兒 

呂敏莉 李佩樺 李浩霖 李靜微 周彩英 林全山 林志華 林芷霆 

林美慧 林靖欣 林碧君 林穎如 林靜 姜穎賢 胡素琳 香占璋 

徐嘉浩 馬詠端 馬漢華 馬灝揚 梁文斌 梁佩芬 梁瑋峻 郭卓欣 

陳子健 陳子晧 陳宇曼 陳君婷 陳理明 陳智偉 陳曉琦 曾詠屏 

黃文傑 黃卓喬 黃美雪 黃振業 黃挺 黃珮儀 黃梓榮 黃嘉儀 

楊逸舜 葉家寶 董偉程 鄒慧玲 劉華康 劉澤儀 潘焱彬 潘廣堯 

蔡林峰 蔡富之 鄧昭怡 黎劍虹 謝嘉駒 鍾少霞 羅淑雯 關嘉寶 

 

 

 

截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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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若農 白竣榕 伍志雄 伍麗盈 朱子清 朱雪荑 江榮佳 何善施 

何詩琹 吳世明 吳宇謙 吳承澤 吳洛衡 李振威 李詠琳 李鈺怡 

李藝寧 冼匡盈 周浩強 林雨雨 林亮廷 林嘉欣 姜穎雯 秦瑞麟 

翁純敏 袁健強 袁淑華 張心悅 張立衡 張晴旻 梁永裕 梁佩琪 

梁宴嘉 梁家意 梁晶 梁順明 梁禮謙 郭安琪 郭志賢 郭家彤 

郭軒慈 郭熲恩 郭韻瑩 陳沛聰 陳卓恒 陳明傑 陳芷君 陳俊希 

陳偉雄 陳敏才 陳梓峰 陳凱瀅 陳惠娟 陳景朗 陳雯莊 陳葉 

陳熙南 陳錦志 陳寶琪 陸穎琛 彭俊富 曾子晴 覃通 辜穎藍 

項鍵 馮希兒 馮美蘭 黃丞佑 黃啟剛 黃敏寧 黃詠欣 黃曉霖 

黃韻鳴 黃櫻子 葉家齊 樊慧欣 蔡沛恩 蔡芷希 蔡祥兒 蔡曉儀 

鄭海晴 黎嘉瑜 黎曦茹 盧天慧 盧銘杰 盧慧琳 蕭柏洋 駱采雯 

謝穎良 鍾海榮 鍾曉彤 藍蕙詩 羅晧霖 關卓曦 關凱文 關嘉莉 

關潔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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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王美驊 朱慧敏 何焯昕 余昕鴻 余慧妍 吳文熙 呂淑儀 李祉瑤 

李秋敏 李美儀 李迦霖 李晴怡 李詩華 李曉宜 杜小瑩 冼慧敏 

周志豪 周殷彤 林麗珊 金慧怡 柯佩儀 紀欣善 胡善貽 高飛燕 

張偉祺 張堅明 張詠欣 張瑋怡 張爾容 曹熙樂 梁進 梁嘉威 

梁穎琪 莫世龍 郭燕妮 郭寶怡 陳小龍 陳奕華 陳建志 陳善恒 

陳絡妍 陸巧怡 麥芷芯 馮紀立 黃一正 黃世昌 黃芷淇 黃焯彤 

黃溱 黃慧雯 楊卓姿 楊淑貞 楊筵樂 葉冰銦 雷晉鳴 廖芷澄 

劉偉斌 劉國輝 劉嘉勇 歐敏琳 蔡芷珊 鄭瑋昕 黎曦 盧德欣 

戴學琳 謝蘊詩 鍾淑君 簡以琳 魏梓惠 譚德霖 嚴靜慧 

 

 

本月新增配對及完成初次會面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導師 伍志偉 +學生 Shiloh Dyllan B. 

Malavega 

銅鑼灣 導師 劉穎濤 +學生王佳怡 秀茂坪 

導師 關樂妍 +學生蔡添威 牛頭角 導師 蘇穎雅 +學生伊碧兒 東涌 

導師 吳哲宇 +學生林曉程 秀茂坪 導師 黃詠雪 +學生李梓玲 油塘 

導師 吳國偉 +學生 Singh Jodhbir 大圍 導師 何鳳菁 +學生雷子謙 青衣 

導師 鄧丞志 +學生沙正德 青衣 導師 林其龍 +學生鄭月杏 筲箕灣 

導師 黃卓怡 +學生杜心豆 石硤尾 導師 鄺保羅 +學生湯鎧璟 元朗 

導師 司徒浩豐 +學生郭麗棋 葵芳 導師 胡喜童 +學生容善柔 九龍城 

導師 李立芬 +學生梁紫琪 九龍灣 導師 羅毅樑 +學生伊美雅 東涌 

導師 林星學 +學生陳晨翀 葵涌 導師 吳希汶 +學生伍曉琳 屯門 

導師 林可晴 +學生張洛軒 將軍澳 導師 霍毅桐 +學生張錦樺 深水埗 

導師 劉雅麗 +學生鍾卓楠 薄扶林 導師 林嘉姻 +學生蔡舒悅 觀塘 

導師 周碧琪 +學生葉彤欣 觀塘 導師 黃凱欣 +學生吳啟煌 薄扶林 

導師 袁志德 +學生黎宇瑩 深水埗 導師 鄧樸華 +學生莊鈞杰 上水 

導師 鍾紫程 +學生飯沼玲 長沙灣 導師 楊婉芬 +學生卓嘉軒 葵涌 

導師 曹熙樂 +學生翟汝翹 青衣 導師 陳佩文 +學生葉子甄 牛頭角 

導師 區桓諭 +學生胥珽鈺 深水埗 導師 徐諾然 +學生梁穎濠 大埔 

導師 葉蔚姸 +學生劉蘊宜 大角咀 導師 詹淑芬 +學生梁雅悠 紅磡 

導師 李國賢 +學生馮瑾暄 屯門 導師 雷東紫 +學生黃嘉茵 東涌 

導師 陳佰宏 +學生陳哲 粉嶺 導師 陳樂融 +學生王曉燕 慈雲山 

導師 符敏言 +學生張曉晨 筲箕灣 導師 劉國輝 +學生蕭海迪 葵芳 

導師 吳俊儀 +學生林昊弘 觀塘 導師 李小寶 +學生林希 筲箕灣 

導師 麥銘熙 +學生 Aamar 

Mahmood 

何文田 導師 麥銘熙 +學生 Ilsa Mahmood 何文田 

導師 戴穎旻 +學生羅芷晴 屯門 導師 馮自強 +學生余睿軒 小西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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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戴仲嵐 +學生曾俊軒 秀茂坪 導師 黃樂天 +學生陳柏臻 大圍 

導師 戴詠茵 +學生容曉潼 秀茂坪 導師 戴詠茵 +學生黃子瑜 牛頭角 

導師 何詮義 +學生蔡子宜 彩虹 導師 吳小凡 +學生陳志洋 石硤尾 

導師 吳小凡 +學生毛泳睎 長沙灣 導師 盧德興 +學生黎婕妤 石硤尾 

導師 張鈺瑜 +學生陳欣宜 秀茂坪 導師 鄭瑋昕 +學生鄭熙雯 天水圍 

導師 黃翠欣 +學生張泳琳 東涌 導師 梁進 +學生范耀樺 葵涌 

導師 黃溱 +學生葉晉豪 西環 導師 张若霏 +學生張嘉儀 屯門 

導師 熊佩蘭 +學生陳詩穎 大圍 導師 雷惟惟 +學生黎晉熙 調景嶺 

導師 馮洛軒 +學生招奕翔 屯門 導師 熊麗英 +學生何佩螢 柴灣 

導師 楊彬彬 +學生張嘉琦 觀塘 導師 廖芷澄 +學生李澤熙 大圍 

導師 劉思穎 +學生馮穎妍 屯門 導師 朱慧敏 +學生蔡明臻 小西灣 

導師 郭寶怡 +學生張斐惠 屯門 導師 簡以琳 +學生曾雅晴 觀塘 

導師 雷晉鳴 +學生羅少柔 沙田 導師 周殷彤 +學生黎思熠 沙田 

導師 李樂怡 +學生葉子瀅 石硤尾 導師 張瑋怡 +學生蔡晴雯 九龍城 

導師 方國輝 +學生鄭月桐 筲箕灣 導師 盧巧君 +學生鄧舒藍 黃大仙 

導師 樊文偉 +學生葉梓軒 屯門 導師 李迦霖 +學生陳安琪 觀塘 

導師 黃一正 +學生周櫻琪 牛頭角 導師 姚發英 +學生楊栢 馬鞍山 

導師 莊梓鋒 +學生崔真鸣 青衣 導師 劉家棡 +學生謝兆嬅 大角咀 

導師 陳諾誼 +學生林姒怡 黃大仙 導師 王美驊 +學生麥紫珊 彩虹 

導師 徐雪婷 +學生蘇烺僑 彩虹 導師 陳愷妍 +學生林嘉茹 大窩口 

導師 楊淑貞 +學生黃雪兒 彩虹 導師 姚德偉 +學生李龍 葵涌 

導師 黃芷淇 +學生梁泳茵 太子 導師 鍾淑君 +學生邱于琪 石硤尾 

導師 賴敏儀 +學生余俊熙 觀塘 導師 楊筵樂 +學生歐陽家梁 長沙灣 

導師 何民亮 +學生林千洳 葵涌 導師 黃芷晴 +學生潘嘉怡 彩虹 

導師 張丞裕 +學生張洪焱 元朗 導師 張丞裕 +學生蔡靖雯 天水圍 

導師 嚴靜慧 +學生關展康 Kwan 

Davis Darren Tyler 

葵涌 導師 馮紀立 +學生馬蔚雯 牛頭角 

導師 鄭家曦 +學生陳逸謙 北角 導師 呂淑儀 +學生譚素瑩 黃大仙 

導師 馮永信 +學生李俞葳 石硤尾 導師 謝蘊詩 +學生陳志健 九龍灣 

導師 汪梓煒 +學生何靜怡 天水圍 導師 羅焯桓 +學生鄭茵怡 元朗 

導師 高飛燕 +學生徐心悠 上水 導師 楊卓姿 +學生郭睿盈 慈雲山 

導師 唐思穎 +學生胡奕林 深水埗 導師 黃廣惠 +學生鄧芷榣 屯門 

導師 蔡芷珊 +學生洪崇義 葵芳 導師 莫世龍 +學生關卓杰 調景嶺 

導師 余昕鴻 +學生羅曉晴 葵芳 導師 戴栢源 +學生博家希 葵芳 

導師 鄭正廉 +學生王琬珊 秀茂坪 導師 李思齊 +學生江莉娜 樂富 

導師 杜俊彥 +學生林灝翔 紅磡 導師 陳子恩 +學生璐愛晴 荔景 

導師 李汶樂 +學生黃世隆 北角 導師 劉偉斌 +學生劉梓澄 石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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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徐懿 +學生霍佳雨 深水埗 導師 陳建志 +學生林錫源 大窩口 

導師 陳小龍 +學生鍾梓洛 粉嶺 導師 梁嘉威 +學生王語嫣 石硤尾 

導師 郭子諾 +學生蔡紹軒 觀塘 導師 紀欣善 +學生康曉玲 九龍城 

導師 莊偉安 +學生陳嘉楠 堅尼地城 導師 劉雅麗 +學生劉曉漫 荃灣 

導師 張泳瑜 +學生石翠渝 天水圍 導師 周詠朗 +學生莊丹怡 上水 

導師 吳紀瑤 +學生簡亞林 葵涌 導師 黃名睿 +學生莫煒琪 太子 

導師 葉冰銦 +學生黃詩雅 葵涌 導師 黎曦 +學生葉恩妮 大窩口 

導師 黎曦 +學生李承恩 荃灣 導師 梁穎琪 +學生 Lo Oi Mei 荔景 

導師 余慧妍 +學生龐敏怡 火炭 導師 陳絡妍 +學生林彩娜 石硤尾 

導師 李秋敏 +學生丘子童 沙田 導師 黃寶婷 +學生沙浩樂 東涌 

導師 彭君葦 +學生陳樂詩 九龍城 導師 麥承卓 +學生張詩雪 東涌 

導師 李晴怡 +學生林子涵 葵涌 導師 周浚鈿 +學生劉子聰 鑽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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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浩銘    年級 : 中一   義師 : 洪俊濠    

義師評語：浩銘於過去一年，在疫症反覆停課的情況下，亦參與有限度網上補習課或面授課堂。

升至中一後，漸見成熟，課堂中的對答，向學之心，皆較小學時，更顯積極。學習的

自信心，亦進步不少。浩銘更向我分享，指經疫症大停課一疫，反成學習的源動力，

自我努力學習與複習，令下學期的英文科成績「突飛猛進」，令家長、學生和本人大

為感動及欣慰！一年努力，能見此進步，實在不易，十分值得表揚！ 

得獎感言：很開心能夠獲發獎學金，很多謝富通保險和陳校長免費補天地，以及義師洪老師。

有你們的付出，我才在學業上有進步。 

 

學生 : 香賀平    年級 : 中三   義師 : 吳子暉    

義師評語：賀平本年度表現積極，除於一對一補習時段討論學校功課外，會主動提出討論及研 

究課外習作。補習時段外，賀平會透過通訊軟件主動詢問閲讀英文課外書的問題。

今年度他的英語水平，不論是會話、閲讀及寫作都有顯著進步。上年度賀平在通訊 

軟件上跟我溝通仍是用中文，今年度我們的溝通已用英文了！另外，上星期他還代 

表學校參與加英文辯論比賽。作為義師，能見到他在學習態度和整體英語水平都有 

明顯進步，實在深感安慰！ 

得獎感言：非常榮幸能夠獲得富通保險及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的認可和鼓勵。補天對於我這種

有特別需要的學生是一個非常有幫助的平台。在和義師吳老師長達兩年的學習中，

我除了在學習上獲大幅進步，在為人處事的態度和道理亦有所得。 

 

學生 :  鄭美琪     年級 : 中四  義師 :  廖柏年      

義師評語：美琪初初較內向，漸漸積極發問，且成績表現有進步，值得鼓勵！ 

得獎感言：很開心和榮幸可以獲頒獎學金，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給予我一個學習的機會，也

很感謝我的義師廖老師用心的教導，令我成績有明顯的進步。這次得獎無疑是對我

的一種肯定和鼓勵，我會繼續努力爭取最好的成績報答義師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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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Chi Yuen 月捐 100.00 

Ryan Au 月捐 500.00 

Shun Yu Yau 月捐 100.00 

Winnie Lau 月捐 300.00 

Wong Tan Yee Denise 月捐 300.00 

李永浩 月捐 300.00 

有心人 月捐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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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cnc.org.hk/donation/donation_program/)
或致電 3621 0925 查詢。 
 
 
在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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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長芳名 金額 (HK$) 

Alan Lam 168 Catherine Fung 201.6 

Alex Cheung 108.6 Catrina Yeung 100.8 

Andrew Yuen 16.8 Chan Chak Ming 800 

Angel Lau 36 Chan Cho Kwan 1,000.00 

Annie Chan 100.8 Chan Ka Po 218.4 

Annie Tam 5000 Chan Lai Lee 168 

Ashley Li 10 Chan Man Va Yvonne 285.6 

Au Yeung Ching Sum  100 CHAN NGOT HTAIN ALICE 336 

Au Yeung Chung Lok 201.6 Chan SW Maggie  100.8 

Candy Ma 528 Cheng Mei Ling 369.6 

Candy Wan 562.8 Cher Ay 100.8 

Canny Chan 708 Cherry Li 100.8 

Carmen Cheng 33.6 Cheung King Man 800 

Carmen Lau 84 Cheung Lai Yee 168 

Catherine Chow 100.8 Cheung Suk Yee 336 



 

 

13 

 

Cheung Yuen Hung 100.8 Iris Chan 168 

Ching Ying Ying 100 Issac Cheng 16.8 

Chiu Chi Kwan Jennifer 489.6 Janet Chan 268.8 

Chiu Sing Hei Summy 100.8 JB Kong 69.6 

Chris Chak 2476.8 Jeremy KIRKMAN 5,000.00 

Chu Fung Yee Grace 100 Joanna Cheng 336 

Chu Wing Ki 168 Josephine Kwok 1368 

Chui Ying Hung 

Franklineson 
33.6 Ken Lau 100 

Chun Sing Chee Edmond 50 Kennis Pang 168 

Cora Hung 100.8 Kin Kwong Tse 16.8 

Cy Cy 268.8 Lai Ka Man 600 

D Wong Wong 168 Lai Shuk Yee 10,000.00 

Debby Ng 178.08 Lam Wai Lun 100.8 

Doris Chow 33.6 Lam Yuk Lan 168 

Dorothy Tse 16.8 Lau Oi Shan 100 

Easy Ring Investment Ltd 2,000.00 LEE HIU FUNG RUFFIN 2000 

Eminence Enterprise 

Limited 
30,838.00 Lee Hysan Foundation 647,288.00 

Eric Ngai 1,000.00 Lee Kit Ying Winnie 168 

Eva Kuo 100.8 Lee Pik Shan 100 

Fanny Mok 168 Leung Ching Ching 33.6 

Felix Kwok 100.8 Leung Wai Kee 134.4 

Fung Chi Chung 100 Leung Wai Man May 100.8 

Fung Ka Yiu 1,000.00 Leung Wing Sang Vincent 5,000.00 

Gan Kim See Wendy 1000 Li Ka keung 168 

Heriatta Ho 168 Li Kwan Lok Ringo 1210 

Ho Shuk Yi Debby 268.8 Mabel So 168 

HO SZE LUEN 1,500.00 Man Pun Leung 43.68 

Hui Hei Chong Emily 168 Mei Fung Leung 16.8 

Hui Kit Yee Carrie 102 Mei Ling Cheng 336 

Hui Pok Man Eymon 100.8 Ming Hei Ng 100.8 

Ip Siu Fan Fanny 168 Minge Kwan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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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ca Woo 100.8 Yeung Ka Chun 1.68 

Mr Suen Ka Nang Tony 100 Yuen Han Alice Fok 201.6 

Mr Wai Yik Lai 100.8 Yuen Shun Cheung 168 

Ms Mok Kar Yee 100.8 Yuen Suk Ching 360 

Ms Wong Tze Kwan 200 丘太 168 

Nathan Au 168 有心人 1108 

Ng Mei Po 1,738.00 招承業先生 16.8 

Sean Li 36 林敏 100.8 

SF Cheung 504 馬慧儀 8,500.00 

Shuk Yi Debby Ho 100.8 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697.01 

So Lok Yan 2,000.00 張惠蓮 500 

STEAMaker Limited 1,200.00 陳玉晶 168 

T C 168 彭慧玲女士 16.8 

Tin Tik Chuen John 100.8 曾振能 100 

Tin Wai Jane Shum 16.8 蕭先生 300 

TO WAI KI 168 羅振熙 150 

Tong Sze Man 1,000.00 嚴一山先生 2,000.00 

Tse Kin Kwong 168   

Valen Wong 100.8   

Vikki Ho 100   

Vily Leung 16.8   

Walter Ko 18.48   

Wan Miu Yan Canny 100.8   

Winnie Mak 33.6   

Wong Chung Ping 168   

Wong Ho Ming 1,000.00   

Wong Ka Man 7,500.00   

Wong Lai Wah 436.8   

Wong Pui Man Asta 600   

Wong Wai Kei 400   

Wong Yuk Lui 168   

Wun Ka Wai 168   

Yan Wai Ch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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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LCM Holdings Limited 

2. 趙先生 

3. Christina Wong 

4. Queenie Li 

5. 蘇慧音小姐 

6. 無名氏  

7. HGC 環電 

8. 聯合石化亞洲有限公司 

 

9. Vivian 朋友 

10. 義務工作發展局 (一群關心你的律師) 

 

11. 香港馬爾他騎士會 

12. 港澳台灣慈善基金 

13. 扶輪社(湯校長作聯絡中間人) 

 

1. 幼兒口罩 – 160 盒 

2. 檢測包 – 75 盒 

3. 中童口罩 – 52 盒 

4. 檢測包 – 100 盒 

5. 檢測包 – 1000 盒 

6. 檢測包 – 400 盒 

7. 快速測試包 – 1000 盒 

8. 快速測試包 – 500 盒、成人口罩- 100 盒、 

中童口睪- 200 盒 

9. 快速測試包 – 1500 盒 

10. 快速測試包(5 支裝) – 250 盒、消毒噴霧 – 125 支 

口罩- 625 個、百佳現金卷 500 張 

11. 快速測試包 – 2000 盒 

12. 快速測試包 – 2000 盒 

13. 快速測試包 – 3000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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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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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