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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為補天的每月通訊寫這段話的時候，補天 528 全港賣旗日的善款數字還沒有統計出來。不過結

果如何已經不重要了，不管這一次補天最終籌得多少，我對大家的感激，大家給我的感動，都

是無窮無限，無可復加！ 

 

這一次補天創辦一十一年以來的首次賣旗得以順利完成，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太多。明知一定

掛一漏萬，但實在太想言謝，故亦盡力為之。疏忽錯漏之處，懇請大家見諒！ 

 

感謝 DUSTYKID 免費幫忙設計那麼可愛的旗紙！並且在其網頁積極呼籲其粉絲參與。看到那些

忠實粉絲回留言回復，都是因為阿塵才首次參與賣旗或首次直接放下五百大元買旗。 

 

感謝彩騰印刷公司的 DANNY 和同事把那麼可愛的旗紙免費印出來！並且還主動提出日後要為

補天義師免費印製給學生加油打氣的貼紙。 

 

感謝一直支持補天的 HQ 大廈業主和負責人，免費借出一個星期的場地讓我們整理和存放旗袋，

並且在大廈擺放補天捐款箱。 

 

感謝借出自己做生意的地方作補天旗站的好心老闆:  

BEAN’S CAFÉ 的阿 JOE。他已是我和補天的老友記了；「武吉士」餐廳的孫太。她只跟負責同

事自我介紹說是我的舊生。我正在努力查尋這個善心的舊生是誰；「嘉信西藥房」的林嘉威林

SIR，他曾做過補天義師，也算是自己人了；「茶餐廳 2.0」的 Benson 和聯絡人 Paul Tai，Benson 

是荃灣扶輪會主席，一直熱心公益，之前也有過一面之緣！ 

 

感謝補天賣旗日的一眾籌委：鄭偉傑、Astrid、鄭太、林家勵、Isaac、Nicky、袁煒烽，他們之

中有市民，義師，前同事，前實習生和去年剛升讀大學的補天學生，都是不為虛名默默實幹的

真正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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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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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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答應支持並安排師生參與賣旗的幾位相熟校長：陳黃淑芳紀念中學的劉碧珊校長，佛教沈

香林紀念中學的呂恆森校長，新會商會學校的呂錦強校長，宣道會宣基中學的潘淑嫻校長，伍

少梅中學的李建文校長。報名賣旗的那段時間，學校剛剛復課，正是校長和學校師生最忙碌的

時候，我厚顏地 WS 請托他們幫忙，他們都沒有推卻。這份人情和友情我當然會記得。 

 

感謝幫忙向學校推介的老師，我所知道的有匯知時的同事吳翠儀和徐振邦，前者現於循道衞理

聯合教會衞理中學任教，後者現是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的老師。還有小島學園的

家長黃珊珊老師，在她的推介下，保良局金銀業貿易場張凝文學校的學生家長參與了賣旗。應

該還有其他老師有向自己任教的學校推介，但沒有告訴我，我都估到，感謝你們！ 

 

感謝我的母校皇仁書院在 TERENCE 的穿針引線下，派出師生參與賣旗。感謝同樣由皇仁師兄陳

校監引荐的皇仁舊生會中學在校內擺設捐款箱。感謝我曾工作過的機構屬校賽馬會毅智書院，

並沒有忘記我這個離開多年的舊人，也安排師生參與了是次賣旗。 

 

感謝以下和我並不相熟甚至不相識的學校校長和老師，他們參與補天賣旗，純粹出於教育工作

者兼負的道義和熱心。他們都明白，對補天這個香港唯一專門支援基層學生學習的弱小慈善機

構，身為教育界的一份子，更加要幫一把。他們是：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大角嘴天主教

小學(海帆道)、聖公會仁立小學、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沙田

崇真學校、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石籬天主教小學、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宣道會

雷蔡群樂幼稚園、聖若瑟書院、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迦密愛禮信中學、靈糧堂怡文中學、茘

景天主教中學、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聖言中學、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我衷心地向這些學校的校長師生表示深深的敬意！ 

 

感謝以下參與賣旗或擺放捐款箱的機構：環球全域電訊有限公司、香港培康聯會婦女區會、周

大福珠寶集團、感恩互助中心、風穎教育、伊索、思儕有限公司、香港學生輔助會樂富兒童之

家、樂行商龍會、WIN District、Fat Cat Education Centre、兒童港教育中心、正麻辣茶雲吞、

諾榮美容顧問有限公司、香港兒童數學協會、創憶有限公司、Fun To Learn English Learning 

Centre 

 

感謝代為宣傳招募賣旗義工的機構：Get Set Parents、智研教育中心、Eden Education、慧子

婚紗、MoNmusic 琴室、自悠坊戶外用品公司、信望愛基金、華星冰室、北河同行。 

 

感謝陽光洗衣集團的創辦人 APPLE 和 RINGO，萬賢堂的創辦人 WINNIE 和 BILLY，他們不但親

身上陣，還呼籲朋友捐款，更動員公司同事甚至家人一同參與。這兩對商界伉儷同樣都曾受教

於霍轁晦老師，學有所成亦無負師門，一直是商人中的商仁典範。 

 

感謝三位傻人酒友：HOKAHOKA 的何會長，黃巴士的許總編輯、不遺餘力宣傳補天賣旗日。

感謝 KATY KWOK（她即將離職所以無需提及現有機構名）不務正業地為補天賣旗日奔波。 

 

感謝以下幫忙宣傳的有心人。有眾多 FB 粉絲的余媽媽主動表示可於她的 Facebook Page 幫手

宣傳賣旗，而且還 POST 不只一次；義師幹事 Toby 找來親朋好友連日於大埔區揼石仔，逐家店

舖問可否貼賣旗日海報；Tony@ET Creation Limited 不但積極介紹其合作伙伴參加補天賣旗

日，自己公司還捐了款，不但自己捐了款，更特意為補天賣旗日舉辦籌款活動；感謝義務工作

發展局協助招募攝影義工於各區協助拍攝賣旗花絮，其中包括賣旗日跟著我遊走數區的街道天

橋去找去碰賣旗義工的瑞士哥。而我在自己的 FB 上也看到不少舊生和友好 SHARE 補天賣旗日

的貼文，在此亦一併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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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近百位旗站義工，這個繁重又繁瑣的崗位大多由同事、前同事和他們的親朋戚友擔任，感

覺是一次補天家族的大聚會。 

 

感謝數十位義工車手。這批義工之中，我只見過在賣旗日車我去各區向賣旗義工致謝，自己出

時間出體力又出油錢的大力。但從他身上，我看到我未見過到的其他義工這種支持補天，支持

基層學生而完全付出全心奉獻的熱心和熱血。 

 

感謝近三千位的賣旗義工。當日早上我只有時間在中環碼頭、官塘、九龍灣、葵涌和灣仔向找

到和遇到的賣旗義工親身致謝，所見到的雖然只有數十位，但已經包括七十多歲的婆婆和三四

歲的小女孩，包括老師和學生，包括專業人士和家庭主婦，包括老闆和打工仔。有一個人的，

有一家人的，有一群人的。這個就是補天支持者的光譜，這個就是關心並願意用實際行動支持

基層學生的香港人光譜。這個成份多元而色彩繽紛的光譜，是如此的美麗而動人。 

 

最後要感謝的，是當日將錢放進那個深綠色補天旗袋的數十萬香港市民。賣旗日的下午及之後

的幾天，我在 FB 上看到不少賣旗義工貼文，也有不少參與賣旗的朋友 WS 我，他們說的都有以

下類似現象: 

1. 有市民本來不想理會，當聽到是補天賣旗之後，便停下來掏錢。 

2. 有市民本來只是象徵式掏出一枚硬幣，當知道是補天賣旗後，便掏出紙幣。 

3. 本來隨手買完已走了十多步，看到旗紙才知道是補天賣旗，便又折返再投放更多的錢。 

4. 有市民向賣旗義工表示，因為補天才第一次買旗。 

5. 有市民托賣旗義工轉達對我和補天的祝福。 

 

肯定還有其他熱心市民的反應和回饋我無從得知，但就憑已知的一斑足以窺未見的全豹，正如

我之前關於宣傳賣旗的貼文所寫：「補天這種獨特的服務性質和形式的慈善機構，大概只能在香

港這個地方出現並且生存。」，因為補天的存在必須依靠無數仁人義士的支持和支撐，「而香港

地，正是一個仁義之地。而香港人，正是一群仁義之人。」 

 

結束這篇感謝文章之前，本來還應該感謝我的補天同事，但，都係等大家揸住酒杯是當面再講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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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DSE 考生登記成為義師】 

 

各位 2022 年 DSE 考生，恭喜您地終於完成整個 DSE 考試，喺放低心頭大石，放低個書包

迎接暑假之時，您又會唔會想有個新體驗，嘗試成為義務補習導師呢? 

 

你可能會諗：「我啱啱畢業，成績未算好好，唔知教唔教得嚟」其實義補可以選擇你想補習

嘅年級，想補小學又得，補中學都可以，又可以揀擅長嘅科目嚟補。絕對可以應付到！ 

 

另外，義務嘅時間同地點可以隨意挑選，擔心疫情亦可以選擇網上補習，只係每星期一小時

嘅時間，可以靈活彈性咁完成三個月嘅義工服務，啱哂暑假多節目嘅同學仔！ 

好多義師升上大專大學都同我地講，義補嘅經

驗好幫到佢喺未來生涯發展，面試時候可以分

享義補時嘅點點滴滴同當中意義，又可以儲到

服務青少年嘅經驗，對有意投身社福界、教育

界或服務業嘅同學仔都好有幫助！ 

 

所 以 仲 等 咩 呀 ， 快 啲 報 名 成 為 義 師 啦 ：

https://hkcnc.org.hk/volunteer_teacher/apply

_online/ 

 

請備註 :「2022 DSE 畢業生」 

https://hkcnc.org.hk/volunteer_teacher/apply_online/
https://hkcnc.org.hk/volunteer_teacher/apply_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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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補天賣旗花絮 

【感謝支持 補天 528 全港賣旗日】 

衷心感謝 3,000 多位來自各界的賣旗義工，為補天籌募更多善款予基層學生。您們的支持就

是對我們工作的肯定和認同，亦是我們努力不懈、提供平等學習機會的原動力。我們定當繼

續竭盡所能、全力以赴，與基層學生同行。 

 

謹向每位賣旗義工及鼎力支持的團體致謝﹗有關善款將會用作補天服務的開支包括一對一

補習，才藝班及學前班等，以提供更多元化課程及招募更多義師縮短學生輪候補習時間等，

提升基層學生學生的動力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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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 陳卓賢】 

早前補天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學

生陳卓賢成功通過了四級鋼琴考試，取得

Distinction 佳績。 

 

學生感想 :   

學習綱琴給我帶來快樂，也帶來煩惱。即

使每天有很多功課，我也會堅持每天都彈

鋼琴，直到我進了補天中心，中心在我考

四級前還特別安排了鋼琴老師教我，令我

順利考了鋼琴四級優異的成績。 

 

我希望以後可以考到更高的級別，成為老

師幫助更多小朋友！ 

      免費鋼琴班學生 陳卓賢 

才藝班培訓成果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公開賽 2021】 

早前補天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4 名學生參加了由香港兒童文化藝術

協會主辦的「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公

開賽 2021」，獲得不錯的成錯！ 

 

陳子璐 青少年組(主題：玩具) 金獎 

陳曉羿 青少年組(主題：玩具) 銀獎 

李穎兒 青少年組(主題：節日) 銀獎 

吳錦玲 青少年組(主題：節日)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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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師有計工作坊—「偽自信現象」】 

工作坊已完滿結束，感謝輔導心理學家

Augusta 向我們解釋真自信及偽自信的分

別，以及如何避免無意地為學生建立「偽自

信」，感謝眾多參加者參與！ 

  

錄影已上載至補天自學頻道，歡迎義師重溫： 

https://youtu.be/eA_1hC0BAu8 

[畫出希望-和諧粉彩 x 正向心理學] 

和諧粉彩藝術被喻為「希望藝術」，學

生當天只要運用手指調和粉彩，便能輕

鬆創作具有個人特色的畫作。另外， 義

工配合正向心理學的技巧，小朋友繪畫

和諧粉彩有助發掘個人優點，提升自

信，培養兒童專注力。 

[馬卡龍蠟燭工作坊] 

今次小朋友同家長一起製作馬卡龍形

狀的香氛蠟燭，在疫情期間在家中點

香氛蠟燭絕對能趕走憂鬱，在工作坊

期間見到小朋友都用於挑戰，比較難

的部分都想自己親歷親為自己落手

做。最後成品十分精緻，大家都做得

好好呀！ 

活動回顧 

【家長活動：靜觀親職講座】 

今日很高興又邀請到譚先生為我們講解

何謂是「靜觀親職」。過程中譚先生先讓

家長初步了解「靜觀親職」的理論及基

礎，讓大家更了解「靜觀親職」的五大範

疇及具體做法。各位家長十分專注，希望

家長可從中找到與子女相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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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花花世界』ZOOM 活動] 

今天再次榮幸與青雲社的哥哥姐姐合作。母

親節將至，疫情之下都不方便與同媽媽一起

外出，小朋友亦都未有能力買到大大一束花

送給媽媽。 

今天有青雲社的哥哥姐姐帶領小朋友一同

製作獨一無二的手工來送給媽媽。用一張平

平無奇的紙，用巧手將其變成一朵朵玫瑰

花！見到有小朋友完成後即刻去送比媽

媽，十分溫馨，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母親節手提花盒] 

今年的母親節,我們特意邀請了義師開辦

教授學生／家長制作一個 精緻可愛、以

康乃馨及玫瑰配搭的手提花盒， 讓她們

送給她們的至愛！ 

[義師有計工作坊 —「提昇學生學習動機及

專注力工作坊」] 

感謝講者 Hiro 帶領參加者探討學生欠動力的

原因，並分享提升學習動機的方法。 

提升自主性及師生關係，有助提升學生的內

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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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現況 (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  

學生人數：21,107 人    

義師人數：19,089 人    

配對總數：18,054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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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子甄 王子龍 王梓榮 王頌媛 伍梓恒 何卓南 何柏強 李立中 

杜健行 周子諾 周詠茵 周駿軒 林志光 林竣喬 姚輝熊 洪蕾 

容子陶 翁麗琼 張倩瑜 張哲浩 梁俊慧 梁偉彬 梁詠怡 梅天榮 

莫家希 郭逸文 郭鎧琳 陳沄風 陳凱彤 陳雲青 陳鈺雯 陶偉雄 

麥心怡 麥愷容 彭泳詩 馮禮德 黃月有 黃佩怡 黃鈺婷 黃綺霞 

黃慧琪 黃燕琴 楊匡民 楊泳儀 葉曉樺 葉錦華 趙金昀 劉政禧 

劉暢 蔡欣穎 鄧志僑 鄧昭妤 鄧鈞尤 鄧慕嚴 鄭秋明 黎千琳 

盧玉英 謝詩韻 韓常輝 顏烈聰 譚皓階 譚寶怡 關志輝 Richard Mun 

 

 

截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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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秀華 王仁亨 王允佑 王淑嫻 王詩敏 甘達晟 石清如 龙恩 

龙情 任芷恩 伍子偉 江浩民 江皓芯 吳伽豪 吳淑怡 吴岱遠 

呂亦勤 呂伊玲 呂匡 李玉滿 李佩茵 李孟蓉 李倬延 李浩民 

李溢楠 李裕生 李達安 李綺珊 李靜雯 杜伊庭 邢威 周文軒 

周美欣 周茗琛 林智權 林璟蓉 林麗貞 施惠雅 柯棹藍 洪建定 

唐秀連 容棨銘 徐嘉禧 袁俊庭 張士彥 張永樂 張兆峰 張芷穎 

張浩天 張歆 張裕昇 曹乃心 梁佩芬 梁雪瑩 梁曉彤 梁曉悠 

梁蘊嫻 章莉 符文玥 莊朝龍 許思柔 連皓賢 郭佩昕 郭衍東 

郭燕鈴 郭穎琳 陳百強 陳若羚 陳家俊 陳浩輝 陳海燕 陳小姐 

陳紫瑩 陳楨蓬 陳嘉懿 陳綺淇 陳儆祈 陳澤森 陳麗霞 麥婉婷 

麥銘熙 彭剛毅 曾靖媛 温朗琳 湯銘賢 馮小嫻 馮錦生 黃成滿 

黃志清 黃俊輝 黃凱晴 黃靖 黃潔儀 黃麗芳 溫建國 葉海舟 

雷懿德 趙家頌 劉宗誠 劉欣愈 劉苑婷 劉理麒 劉詠恩 劉溢豐 

劉嘉俊 潘淑美 蔡文智 蔡沛恩 蔡家盈 鄧煒熹 鄭欣欣 鄭懷寧 

盧芷瑤 蕭潔芳 賴雅雯 謝俊澤 謝凱倫 羅國良 譚倩影 譚焯瑤 

蘇子聰 蘇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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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 

尹姵婷 王君正 王卓瑤 王梓丞 王智煒 王頌雯 王綺婷 朱恩宏 

江綺雯 何玉儀 何沚羲 何佩瑤 何婉彤 何筱瑜 何曉明 余可彥 

余曉瀅 吳依穎 吳昊倫 吳易修 吳海琳 吳梓菁 吳善誠 吳嘉欣 

吴紫韵 李心兒 李安瑤 李彥 李美琼 李婉彤 李凱雯 李逸婷 

李嘉怡 李嘉然 李凝晞 李穎樺 李諾怡 沈可嵐 冼綽琦 周嘉盈 

周耀聰 周露明 林永彬 林培輝 林進軒 林雋皓 林嘉栢 林嘉瑩 

林靜怡 邱焯謙 洪高源 洪琛 洪詩茵 洪嘉榮 胡潔雯 苟承欣 

夏江澐 徐賢龍 烏珞瑤 袁鐿澄 馬玉鳳 馬嘉歡 高子晴 高宇航 

區啟朗 張子迅 張天樂 張淑芬 張竣銘 張詠儀 張嘉慧 張樂澄 

張曉文 戚頴妍 梁俊森 梁凱婷 梁詠芝 梁楚筠 梁潔雯 梁曉烔 

莫嘉鴻 許莉容 郭宇恩 郭芷欣 郭彥汝 陳少雄 陳心宜 陳卓文 

陳卓姿 陳芷珊 陳長有 陳思璇 陳柏澔 陳倩亭 陳熙蕾 陳睿謙 

陳慧琳 陳慧雯 陳學儀 陳靜怡 麥懿嘉 勞梓琪 彭思琪 彭海嵐 

曾淑賢 曾韻穎 温宣楹 湯英湋 馮思韻 馮嘉寶 馮福明 黃玉梅 

黃佩霞 黃承軒 黃欣鈴 黃芯怡 黃朗謙 黃健維 黃莫思 黃銘珠 

黃樂欣 黃曉鋒 黃澤强 黃澤鈞 楊千樂 楊熙桐 葉文浚 葉貫程 

廖苑希 趙珮雅 劉芍霖 劉浩宏 劉敏瑤 劉紫浵 劉詩韻 劉曦婷 

歐芷遙 潘琬琪 潘詠揚 盤慧賢 蔡宇泓 蔡志恒 蔡芍瑩 蔡慧婷 

蔡璧共 蔣玟晴 鄧進揚 鄧雅詩 鄧雅韻 鄧穎煦 鄭家輝 黎晓雯 

黎善婷 盧仲瑜 盧曉欣 蕭敬心 蕭寶睛 謝少紅 謝文燁 謝鈺恆 

鍾佩恩 顏嘉琪 羅文鋒 羅衍恆 譚玉華 譚韻寧 龐子蔚 釋爲懷 

Charles A Brainard Kitty Chiu Stephanie Kam Tse Yuk Hang 

WAY Natalie    

 

 
 

本月新增配對及完成初次會面 (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 

導師 吳永耀 +學生 馮文昌 深水埗 導師 何梓琪 +學生 陳靜愉 天水圍 

導師 黃永鏗 +學生 徐俊朗 九龍城 導師 譚棋允 +學生 謝凱晴 旺角 

導師 陳慧珊 +學生 周樂晴 葵芳 導師 莊翹鳳 +學生 黃善汶 葵涌 

導師 黎秀玲 +學生 高漢釗 藍田 導師 蔡綠茹 +學生 賴鈺欣 葵涌 

導師 林凱雄 +學生 傳卡雍措 荃灣 導師 蔡澤華 +學生 舒盈盈 大角咀 

導師 何嘉豪 +學生 文駿熙 葵涌 導師 陳紹斌 +學生 陳俊杰 天水圍 

導師 陳穎妍 +學生 徐嘉蔚 黃大仙 導師 容頌言 +學生 彭竣茗 秀茂坪 

導師 曾衍霖 +學生 梁家宏 長沙灣 導師 林秋彤 +學生 王伽儀 大埔 

導師 鄭文傑 +學生 洪睿希 牛頭角 導師 张佩 +學生 李嘉欣 大角咀 

導師 林可榮 +學生 張凱晴 石硤尾 導師 劉承楷 +學生 鍾漢權 小西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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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張雨晴 +學生 劉家溱 秀茂坪 導師 蕭君浩 +學生 陳家曦 秀茂坪 

導師 李永琪 +學生 鍾心意 牛頭角 導師 李城輝 +學生 周雯欣 九龍灣 

導師 黃琬婷 +學生 蘇倩儀 中環 導師 李鎧欣 +學生 鄧穎 秀茂坪 

導師 梁翠兒 +學生 林書垣 屯門 導師 陳深培 +學生 董明權 西環 

導師 陳芷珊 +學生 王芷萱 石硤尾 導師 李婉冰 +學生 謝曉盈 何文田 

導師 黃源龍 +學生 林慧巧 沙田 導師 劉笑英 +學生 林若茜 荃灣 

導師 吳碧蓮 +學生 楊安琪 石硤尾 導師 李逸婷 +學生 鄧宏曦 九龍灣 

導師 戴詠茵 +學生 吳霈珈 大圍 導師 林詠青 +學生 黃蔓琪 粉嶺 

導師 林詠青 +學生 黃梓軒 粉嶺 導師 李錦生 +學生 何詠詩 大圍 

導師 庾慶章 +學生 邢善希 大圍 導師 張詠儀 +學生 鄭芷怡 深水埗 

導師 李雪華 +學生 蒙源希 葵涌 導師 劉瑩 +學生 翁凱威 柴灣 

導師 楊千樂 +學生 蘇奕嬅 上水 導師 鍾巧盈 +學生 蔡倩如 美孚 

導師 區子謙 +學生 池滙雋 粉嶺 導師 庄子杰 +學生 范卓琳 葵芳 

導師 還珮儷 +學生 鍾健業 旺角 導師 盧曉欣 +學生 蔡濼霖 筲箕灣 

導師 陳柏澔 +學生 林祖賜 九龍灣 導師 陳柏澔 +學生 廖韻希 九龍灣 

導師 冼綽琦 +學生 張頌蕎 藍田 導師 黃偉民 +學生 高展澄 大圍 

導師 林春花 +學生 莊錦柏 藍田 導師 陳卓文 +學生 劉宇軒 葵涌 

導師 李婉彤 +學生 黃詠詩 太和 導師 吴紫韵 +學生 黃靖晴 秀茂坪 

導師 麥懿嘉 +學生 黃億欣 沙田 導師 蕭敬心 +學生 張鈃妍 鰂魚涌 

導師 潘培峰 +學生 楊素穎 土瓜灣 導師 周嘉盈 +學生 余子琪 秀茂坪 

導師 陳心宜 +學生 陈翌 葵涌 導師 鐘思思 +學生 杜寶琳 沙田 

導師 李海瑛 +學生 黎皓信 觀塘 導師 黃浚銨 +學生 黃鏮霖 元朗 

導師 馮嘉寶 +學生 刁銳傑 沙田 導師 楊熙桐 +學生 劉靜怡 黄大仙 

導師 馮思韻 +學生 馮家欣 沙田 導師 譚詩茵 +學生 范軒誠 西環 

導師 葉穎芬 +學生 余梓瑤 石硤尾 導師 潘曉虹 +學生 黃曼綺 北角 

導師 鄧劉坤 +學生 王靜雯 西貢 導師 張詠欣 +學生 黎思棋 天水圍 

導師 黃少烈 +學生 吳鏞坤 荃灣 導師 盧德欣 +學生 黃芷茵 油塘 

導師 胡潔雯 +學生 李凱霖 荃灣 導師 區啟朗 +學生 石蕊慈 葵涌 

導師 林雋皓 +學生 黃聖斯 青衣 導師 林雋皓 +學生 陳嘉瑩 葵涌 

導師 許莉容 +學生 李淑儀 大圍 導師 余可彥 +學生 陳紫盈 藍田 

導師 陳睿謙 +學生 吳淇淇 葵涌 導師 陳心宜 +學生 陳凱妍 葵涌 

導師 陳睿謙 +學生 戴俊杰 秀茂坪 導師 徐賢龍 +學生 何尚謙 土瓜灣 

導師 郭璐琳 +學生 丘芷晴 沙田 導師 江樂琳 +學生 鄺欣怡 沙田 

導師 黃曉鋒 +學生 盧銘希 上水 導師 勞梓琪 +學生 劉梓晴 九龍塘 

導師 蔡宇泓 +學生 方念敏 九龍灣 導師 林雋皓 +學生 董綽言 葵涌 

導師 林雋皓 +學生 余家宜 葵興 導師 梁潔雯 +學生 方皓楠 藍田 

導師 黃澤鈞 +學生 林宇浩 太子 導師 蔡芍瑩 +學生 黎宜灝 黃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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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蔡芍瑩 +學生 黎顥燐 黃大仙 導師 邱焯謙 +學生 余健成 太子 

導師 伍苡珩 +學生 鄒敏浠 油塘 導師 吳淑琦 +學生 劉少華 黃大仙 

導師 陳學儀 +學生 李盈盈 太子 導師 丘曉雯 +學生 沙正義 

MUSTAFA UMAN 

青衣 

導師 陳慧琳 +學生 鍾瀚森 葵涌 導師 陳慧琳 +學生 區芷淇 葵涌 

導師 梁俊森 +學生 李嘉軒 上水 導師 梁俊森 +學生 李致源 沙田 

導師 黃欣鈴 +學生 鄭麗燕 荃灣 導師 曾韻穎 +學生 鄭嘉欣 沙田 

導師 周耀聰 +學生 陳樂儀 觀塘 導師 蔡宇泓 +學生 黃智堅 九龍灣 

導師 林培輝 +學生 梁恩健 長沙灣 導師 梁俊森 +學生 黃瑞華 元朗 

導師 何曉明 +學生 鍾宛芝 長沙灣 導師 何曉明 +學生 歐家權 長沙灣 

導師 王梓丞 +學生 閻瑤華 大角咀 導師 陳睿謙 +學生 顏德成 天水圍 

導師 陳睿謙 +學生 梁惠靖 樂富 導師 潘琬琪 +學生 譚森怡 長沙灣 

導師 莊依澄 +學生 張煥璇 九龍灣 導師 吳梓菁 +學生 黃依晴 屯門 

導師 吳梓菁 +學生 郭懿漩 油塘 導師 盤慧賢 +學生 李樂晴 深水埗 

導師 李穎樺 +學生 吳玉樺 沙田 導師 龐子蔚 +學生 歐陽穎芯 鑽石山 

導師 陳靜怡 +學生 胡嘉翀 荃灣 導師 吳昊倫 +學生 方浩泓 油塘 

導師 張曉文 +學生 陈嘉颖 觀塘 導師 陳思璇 +學生 陳浚軒 九龍灣 

導師 馮思韻 +學生 蓝艳婷 黃大仙 導師 林瑋聰 +學生 劉良基 香港仔 

導師 林瑋聰 +學生 陳桓禧 長沙灣 導師 黎晓雯 +學生 林裕軒 長沙灣 

導師 譚韻寧 +學生 利玲 黃大仙 導師 陳倩亭 +學生 陳新營 觀塘 

導師 李心兒 +學生 曾曉晴 觀塘 導師 何美瑩 +學生 陸振程 將軍澳 

導師 何美瑩 +學生 陸振熙 將軍澳 導師 張樂澄 +學生 羅昊朗 荔枝角 

導師 梁俊森 +學生 吳晶晶 柴灣 導師 周耀聰 +學生 彭婧怡 秀茂坪 

導師 吳梓菁 +學生 洪靖鈞 屯門 導師 吳梓菁 +學生 楊苑玲 新蒲崗 

導師 李美琼 +學生 黃俊傑 大圍 導師 盧巧君 +學生 何梓杰 葵涌 

導師 梁劍雄 +學生 施悅威 牛頭角 導師 林瑋聰 +學生 李曉琪 屯門 

導師 余曉瀅 +學生 黃傑鴻 牛頭角 導師 謝文燁 +學生 劉家淇 上水 

*衷心感謝上述義師的無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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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2021 富通保險獎學金 – 高中組】  

 

學生 : 黃凱穎      義師 : 李支民     金獎 

感想 :  十分感激富通保險和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舉辦這次獎學金，我也十分高興能夠獲得這個 

獎項，這就像認可了我一直以來的努力，我會繼續加油，在數月後的文憑試中盡我所能， 

獲取最好的成績。最後，也感謝我的義師一直以來的教導和支持，謝謝你們！ 

 

學生 : 鍾力波      義師 : 曾子晴     銀獎 

感想 :  起初我沒有信心自己能僥倖入圍，始終「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最終伴隨父母無私的 

支持和信任提交了。收到這份面試入圍通知書我亦是一驚一乍，當然要感謝補天為我 

們這班學生謀福利，也少不了感恩富通保險給了我們關懷和支持，給予我們肯定。金 

錢是冰冷的，但從獎學金中我感覺到溫度，我一定會把獎學金用得其所，增值自己、 

省察自己，以最好的姿態踏出社會，回饋大眾，不會辜負大家對我的支持和鼓勵。最 

後我在此衷心多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和富通保險，感激萬分！ 

 

學生 : 胡雅汶     義師 : 蔡林峰    銅獎 

感想 :  感謝機構、義師、父母為我的付出。如果沒有機構，我沒有機會獲得這筆獎學金；如 

果不是義師的推薦，我也不能參加這個活動；同時，如果不是父母推薦，我也不會在 

這個活動之中。這筆獎項不僅僅是一種榮譽，也是機構對我的殷切關懷，激勵著我繼 

續學習不斷進步。對於學生來說，這鼓舞鼓勵著我們學習的熱情，幫助學生自力更新， 

維持我們的學習。無論取得什麼成就，這都是過去我們，應該更努力為未來繼續加油。 

 

 

評審 : 張美怡女士 / 富通保險首席人力資源總監   

很高興連續第三年為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富通保險獎學金擔任評審，三年間看到不少的同學讓

學習而努力付出，令我感觸良多。不論有否受疫情影響，年齡多小，小學還是中學，他們仍能

維持那份對學習的熱誠，令我非常感動。我亦深切地致謝「補天」對學生的援助，令學生在學

習上有不一樣的轉變，亦見到同學對「補天」亦懷有一顆感恩之心。在此希望「補天」繼續其

使命，為基層學童提供幫助，同時富通保險亦會與「補天」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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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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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子球 月捐 100.00 

陳靜莉 月捐 100.00 

鄭凱羽 月捐 100.00 

鄭羲承 月捐 100.00 

陳月 月捐 100.00 

鄭天盛 月捐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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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y Kong  100.00  Josephine Kwok  168.00  Sindy Lau  100.00  

Agnes  100.00  Julian Tse  100.00  So Lok Yan  1,000.00  

Agnes Siu  100.80  Kam Hiu Wah  300.00  Stef Do  168.00  

Alex So & Co.  600.00  Kathy Chung  150.00  Sunta Chemical 

Limited 

 3,000.00  

Almond Lee  200.00  Kaye Leung  500.00  Sze Wa Cissy Hon  100.00  

Amy Garrett  100.00  Kelvin Li  500.00  Teka Yiu  100.00  

Amy Li  500.00  Kent Cheng  500.00  Terence Wong  300.00  

Andrew Yuen  168.00  Kevin Ho  100.00  Teresa Chan  100.00  

Angie Liu  100.00  Kevin Lee  500.00  Terrence Cheng  88.00  

Anita Lau  60.00  Khanview 偉健  100.00  The Government              

(保就業) 

 20,000.00  

Anna Siu $100.8 x 2  201.60  Kidd Chu  300.00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535,6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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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金額 (HK$) 善長芳名 金額 (HK$) 善長芳名 金額 (HK$) 

Anne Fung  300.00  Ko I Ka  200.00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50,000.00  

ANNIE LAW  300.00  Koo Ka Lai (Buddhist 

Kok Kwong 

Secondary School) 

 300.00  The PCD Charitable 

Trust 

 100,000.00  

Au Yin Yee  600.00  Kwo Lok Fung  100.00  Tianna Lee  200.00  

Bows Wong  100.00  Lam Ding Fung  1,200.00  Tin Tik Chuen John  336.00  

Calvin Lam Ng  100.00  Lam Ka Man Jeannie  2,000.00  Tong Mei Ting  300.00  

Candice Chow  168.00  Lau Ching Hay  300.00  Tsang Chiu Kin  300.00  

Candy Wan  100.80  Lau Sau Fung 

Florence 

 300.00  Tse Kin Kwong  168.00  

Canny Chan  168.00  Lau Wing Yi  300.00  Tse Wen Sei  300.00  

Carmen   300.00  Lavinia Bride 

Makeup 

 300.00  Tsz Wai Florence Li  500.00  

Catherine Chow  100.80  Lee Fung Ching 

Vivienne 

 2,000.00  Tze Man Soong  100.00  

Chan Chak Ming  800.00  Lee Ngo Chim  900.00  Vane Wong  100.00  

Chan Chung Leung 

Johnny 

 500.00  Lee Siu Fung  100.00  Vicki Wei  168.00  

Chan Hing Yan, Lydia  600.00  Lee Sze Wing  300.00  Wai, Yik Lai  168.00  

Chan Hiu Yan Joanna  300.00  Lee Yin Man Carmen  100.00  Walter Ko  0.60  

Chan Ka Po $100.8 x 

3 

 302.40  Leung Chi Ho  73.00  Wendy Chan  319.20  

Chan Ka Yan  300.00  Leung Chingching  268.80  Winnie Mak  16.80  

Chan So Shan  300.00  Leung Man Pun  16.80  Winnie Poon  100.00  

Chan So Wing  300.00  Leung Man Yee  300.00  Wong Chung Ping  504.00  

Chan SW Maggie   100.80  Leung Tak Fai  600.00  Wong Fung Yee  300.00  

Chelsea Ng  100.00  Li Cindy Seen Yee  300.00  Wong Ho Wai  300.00  

chen meilian  100.00  Li Ka Keung  168.00  Wong Oi Yee  300.00  

Cheng Chi Chung  200.00  Li Kwan Lok Ringo  1,055.00  Wong Tat Keung  1,100.00  

Cheng Mei Ling  168.00  Li Yun Lam  100.80  Wong Tsz Ling  1,000.00  

Cherry Yin  200.00  Lo Lap Kwan  16.80  Wong Wai Kei  300.00  

Cheung Kin Ming  100.00  Lo Yuen Lam  200.00  Wong Wing Fat  1,200.00  

Cheung Man Chung  168.00  Lok Ting Lo  100.00  WT Wong  100.00  

Cheung Suk Yee  168.00  Louise  300.00  Wung Pui Ling  100.00  

Chiu Chi Kwan 

Jennifer 

 16.80  Lui Cheuk On  12,500.00  Yan Yan Toynbee Lau  100.80  

Chloe Chiu  100.00  Lui Chi Hong  100.00  Yang Jing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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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金額 (HK$) 善長芳名 金額 (HK$) 善長芳名 金額 (HK$) 

Choi Tsz Hin  300.00  Luk Chui Kiu Kennis  300.00  Young Jonathan  1,000.00  

Chris Chak $168 x 8  1,344.00  Luk Kwai Sheung  300.00  Yu Sin Man Cecilia  300.00  

Christine Chan 

 

 100.80  Macy Cheng  168.00  Yuen Han Alice Fok  856.80  

Christine Ma  168.00  Mak Ka Wai (嗚謝:新

會商會學校 4A 班徐翱

弘) 

 300.00  小晴  100.00  

Chui Bik Kong  168.00  Mak Wai Ching  100.80  丹拿山循道學校 2022

年 6A 班家長 

 1,100.00  

Chung Salena  5,180.00  Mak Wing Yee 

Winnie 

 600.00  文  300.00  

Chung Wing Shan  100.00  Man Cho  300.00  王道學學生  1,000.00  

Commercial Radio 

Productions Limited 

 753.18  Man Yuk Au  168.00  有心人  500.00  

Cora Hung  100.80  May Chan $100.8 x 2  201.60  有心人  168.00  

Cordia Lam  1,680.00  Mazyver Ng  50.00  有心人  100.80  

Cordia Lam  1,668.00  Mei Ling Cheng  168.00  有心人  100,000.00  

Cristy Wu  100.80  Mi Chan  100.00  有心人  300.00  

Debby Ng $100.8 x 2  201.60  Michelle C  300.00  有心人  32.00  

Doris Lo  100.00  Mindy Lu  300.00  有心人(賣旗 2022 年 5

月 28 日) 

 3,266.99  

E Lee  1,688.00  Miss Chiu Wai Fong 

Alice 

 1,500.00  羊咩咩 Tsang  200.00  

E.T.Creation Limited  5,080.00  Miss Hui Chi Yan 

Helena 

 10,000.00  何鳳鳴  168.00  

Edan Lui  120.00  Miss Li Yuk King  200.00  余鳳珊  600.00  

Emily Kwok  168.00  Miss Wu Mei  500.00  利俊延  100.00  

Eminence Enterprise 

Limited 

 30,838.00  Mo Chi Sze  100.00  呂爵安＆爵屎  500.00  

Ericaceae Florist  500.00  Mr Chan Kee Huen 

Michael 

 3,000.00  李卓軒  100.00  

Eva Chan  168.00  Mr Cheng Chin Pang  5,000.00  李結英  100.00  

Felix Kwok  100.80  Mr. Shek Ka Ho  4,000.00  李鍩浠，李碧霖  168.00  

Fok Wai Yi Louisa   168.00  Ms Wong Tze Kwan  100.00  林敏  168.00  

Fung Chi Chung  100.00  MTL Catering 

Consultants Limited 

 30,000.00  契丹遼人  300.00  

Fung Sau  300.00  Nam N  1,000.00  胡慧詩  100.00  

Fung Yee Kei Jenniful  300.00  Nathan Au  100.80  莊敏婷  100.00  

Grace Yim  100.00  Nathan Au  168.00  莫強基先生  100.00  

Ho Wan Yee  300.00  Ng Chung Keung  300.00  陳立基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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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金額 (HK$) 善長芳名 金額 (HK$) 善長芳名 金額 (HK$) 

Hokahoka  6,300.00  Ng Ngai Sing  500.00  麥佩雄，黃家雄 

 

 5,000.00  

Hui Chun Hung 

Connie 

 200.00  Ngai Wai Ling  300.00  麥棨諾  10,000.00  

Hui Hei Chong Emily  100.80  Nicole Tsang  100.00  創研坊  600.00  

Hui King Chiu  100.00  Oohoohoh …  200.00  彭劍秋先生  500.00  

Hung Kwan Martin 

Hui 

 100.80  Oohoohoh …  300.00  曾路特  100.00  

Hung Kwan Martin 

Hui 

 100.80  Pamela Cheung  300.00  黃景龍  300.00  

Irene  100.00  Peggie Poon  100.00  趙 sir  300.00  

Ivy Luk  108.00  Po Po Tsui P  16.80  潘韻芝  300.00  

Janice Yip  300.00  Poon Chun Kiu  5,000.00  蔡芷珊  400.00  

Jas Wong  168.00  Prudence To  100.80  黎學臻  300.00  

Jas Wong  168.00  Rebecca Lee  200.00  謝寶顏  1,000.00  

Jeanasis Suen  168.00  Sandra Leong  500.00  羅振熙  100.00  

Jennifer Chiu  168.00  Sf Cheung $168 x 4  672.00  Shuk Yi Debby Ho  168.00  

Joanna Cheng              

$168 x 5 

 840.00  Shirley Cheung $16.8 

x 2 

 33.60  Shum Yuen Ping  168.00  

Joan Wong  100.00  Joe  300.00  Jenny Tao  168.0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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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ex Logistics International (HK) Ltd.  & Sinpex 

Connection Logistics Limited 

2. 有心人 

3. 有心人 

4. 有心人 

 

 

1. 成人口罩 – 589 盒 

快速檢測 – 48 盒 

2. 平板電腦 – 1 部 

3. 全新電子鋼琴 – 1 部 

4. 移動式佈告板 –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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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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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