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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的話 

 

各位補天人： 

 

補天不只是為基層孩子提供免費的學習支援，還一直盡力為他們提供不同種類的獎學金，其中

最主要最大型的就是年度進步獎學金。這個獎學金涵蓋所有正在接受一對一免費補習的學生，

只要其補習的科目在校考試成績有哪怕只是一分的進步，也可以得到獎勵。此外，在初小高小

初中高中四個組別，分別設立了金銀銅和優異獎，對每名升讀大學大專的學生也會給與獎學金。

這些獎學金多數都有一千到千五之間，雖然數額不算大，但對我們的基層學生卻是很大的鼓勵

和很實際的支持。 

 

這個進步獎開頭的前幾年都是靠鍾俊傑先生個人贊助支持，四年前鍾先生退休移民美國，富通

保險接手支持，承諾提供三年贊助。去年三年贊助合約期滿，需要另找新的贊助方。然而疫情

持續經年，不管是個人還是企業，經濟環境都相當艱難。一直到今年夏天，快到往年這個獎學

金接受學生報名的時候了，贊助方依然沒有著落。 

 

正當我們著急徬徨之際，何佐芝馮月燕慈善基金為我們帶來了希望。基金主席何驥先生親自面

見我們，詳細了解了補天的背景和服務成效，耐心聽取了我們關於進步獎的介紹，當堂表示願

意將贊助補天進步獎的議題提交基金董事會討論。大概兩個月之後，我們終於等到了好消息。

何佐芝馮月燕慈善基金會答應全數贊助今年的補天進步獎。 

在此我衷心地向何佐芝馮月燕慈善基金會以及何驥先生表示感謝！希望每個受惠的補天孩子也

會懂得感恩，繼續努力學習，自強不息，將來也能夠貢獻社會幫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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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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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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宣傳 

【補天網上學習平台正式啟用】 

鳴謝贊助機構—省善真堂慈善基金、宏才拓展有限公司及紅磡三約街坊福利會 (排名不分先

後)，以及合作伙伴香港教育大學的全力支持，得而開展補天網上學習平台，以滿足義師和

學生對網上學習的需要，提供更全面的學習支援。 

平台內有超過 6000 條自學短片，內容涵蓋小一至中六的中、英、數上下學期課題，並附有

小測驗亦有不同主題的自學短片，如才藝、德育、學前及家長教育等，供義師及學生觀看，

輕鬆在家學習。 

現正配對的師生將陸續透過 whatsapp 收到相關登入資料，敬請留意。 

如有疑問可致電中心 36210925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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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兩間地區中心的免費學前班 
現正招生啦! 

 

 

 

 

 

 

 

 

 

 

 

 

 

 

 

 

 

才藝班培訓成果 – 空手道 

早前補天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空手道班學生參加了「2022 年度思華會內部賽」，  

大家都好努力，取得不錯的成績！ 

其中學生蔣大偉、吳榮瀚取得綠帶 6 級資格，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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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才藝班培訓成果 – 拉丁舞班 

補天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

心拉丁舞學生參加了「第一屆

CRYSTAL CUP 香港傑出兒童

舞蹈公開賽 2022」每名學生都

施展出渾身解數，均獲得不錯

的名次！ 

【綠田園農莊親子活動】 

今次的活動好開心可以帶領小朋友到粉嶺

綠田園有機農場，讓小朋友和家長親自體

驗用石磨取代常見且方便的自動破壁機來

打磨豆漿。亦有讓小朋友發揮創意的時

刻—製作有機小麥提子乾麵包。雖然今次

活動在室外有很多蚊蟲，但是小朋友們都

玩得很盡興! 

【學前班戶外學習日】 

秋高氣爽 , 又到要去郊外的季節 , 

小寶寶們跟家長一同去了大棠有機

生態園觀賞不同的植物和動物， 更

可以嘗試餵池塘裏的小魚，小羊…

等，大家渡過了快樂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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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一路曈行>欣賞活動】 

感謝善心人士以包場形式，提供免費

門票給補天學生、家長、義師進行電

影欣賞活動！希望大家透過活動，增

加親子時間，促進感情。 

【怪誕麥提莎糯米糍工作坊】 

萬聖節除了玩 trick or treat 外， 有

無想過可以制作怪誕麥提莎糯米糍？ 

完成後， 更可以跟家人一同分享奇怪

美食。 

【萬聖節手工工作坊】 

啟發學生創意，訓練小手肌及工具使

用，一同製作與萬聖節有關的手工，

渡過了快樂的一天。 

【家鄉茶粿製作工作坊】 

今日好開心與義師們來到藍屋，一同製作茶

粿、大家一邊整一邊進行交流。雖然製作茶

粿看似簡單，但大家都係外型上花左不少心

思，每粒茶粿都與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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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師有計工作坊 - 以敍事手法覺察

孩子個人特質 建立心與心連繫】 

感謝心理學家 Jo Jo 為義師介紹敍事

手法如何鼓勵孩子表達內心想法、發掘

自己性格特質，以及當中理論。另外，

工作坊中還有繪畫小船的環節，以實踐

體會敍事手法的運作和效用。活動中見

到不少義師投入於繪 畫及分享環節

上，希望義師從中也能發掘自己性格的

特質，擴而充之。亦感謝各位義師參

與，期望下次工作坊再見！ 

【認識家庭動力 】 

為何孩子總是出現問題？因為愛的流

動有阻礙！眾所周知家庭是培養孩子

的重要場所，不良的家庭動力會讓孩子

陷於劣勢。是次講座讓各位理解家庭動

力的概念，以及透過不同的方法真實地

呈現自己的家庭動力，並從中獲得新的

洞見和見解。 

【賽馬會眾心行善： 

50+人士義工招募博覽】 

感謝聖雅各福群會的邀請，我們一連

兩日來到中環街市 1 樓擺設宣傳攤

位，感謝即場報名成為義師的人士。 



 

7 

 

義補現況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  

學生人數：22,107 人    

義師人數：19,868 人    

配對總數：18,949 對  

 

 

 

 

義師嘉許 
 
截至 2022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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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慶傑 刘畅 朱穎欣 何宝琪 何華迅 何雅欣 余懷恩 吳耀華 

李思穎 李順愛 李嘉悠 李慶餘 李麗明 冼樂怡 周恨霖 林沛思 

邱巧榆 邵高致 姚振輝 洪運高 胡遵善 范康盈 徐立進 翁惠敏 

張汶烯 張栢霖 梁少文 梁启安 梁俏卿 梁若軒 梁敏光 梁勝軒 

梁溢桐 符瑞軒 陳天穎 陳芷茵 陳晞 陳凱珊 陳嘉睿 陳穎珊 

陳錫熙 陸嘉敏 麥業佳 麥穎欣 單淑明 彭小青 黃文心 黃紀絃 

黃展鴻 黃鈺瀅 黃嘉怡 黃穎淇 黃寶玉 楊彤芯 廖柏年 趙唯辰 

劉志文 劉佩玲 劉笑英 劉詠蟬 劉銨然 劉穎芯 潘文興 蔡曉彤 

鄧小姐 戴家輝 薛麗凎 簡翠珊 鄺証峰 鄺灝顗 羅思棋 羅美玲 

羅詩敏        

 
 

截至 2022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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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珮筠 朱藹文 闫美君 何漢華 吳志鵬 吳慧瑛 呂錫斌 李奧 

李萬鈞 杜小瑩 林達宏 林麗珊 邵家樂 金慧怡 洪英略 胡善貽 

唐穎玲 夏學文 孫穎瑤 馬俊文 高望恩 區鈞翔 張力強 張以均 

張若菲 張靖林 張爾容 梁君鴻 梁萬泉 梁嘉慧 莊婉靖 許秀嫻 

郭淑儀 郭燕妮 陳若望 陳家欣 陳麗娟 麥小姸 麥永倫 黃崢嶸 

黃焯彤 黃慧雯 黃曉彤 葉敏 葉雅瑩 虞嘉熙 雷晉鳴 趙惠芳 

劉奇超 劉美姿 劉培詩 歐陽植烜 蔡少綿 鄧丞志 鄭皓翔 戴詠茵 

鄺悅喬 魏梓惠 羅顯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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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加入義師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  

丁安琳 孔卓瑤 孔蕷淇 王棟 王雅贊 王鈺霖 王禮敏 王馨晨 

仲傳欣 任健銘 伍俊樺 刘艺平 何宇軒 何嘉怡 余帕熹 余焯盈 

吳丹薇 吳秀華 张袁涛 李叶春 李紹熙 李雪穎 李雅湄 李曉慧 

李灌機 杨昕 汪江晟 辛可兒 周昀瑩 周煦樺 周樂怡 周樹陽 

林宇辰 林君灝 林晨希 林梓俊 林嘉彥 林樂軒 林蔚 罗文悦 

陈奕玮 陈港 侯敬賢 洪駿騫 胡玉洁 胡敏軒 胡嘉怡 郑惠茵 

钟心明 唐子琪 秦藝銘 袁沛聰 袁倩怡 馬采兒 張天健 張芯怡 

張芷珊 張原秀 張晉宜 張凱晴 張菲陽 張煦昌 張慧玲 梁力方 

梁丙焄 梁炎琪 梁芷盈 梁诗琳 梁振軒 梁索娜 梁雪玲 梁愷盈 

莊園 莊樹溢 莫珉僖 許雅琪 許嘉銘 郭明曦 郭錦泓 郭麗珠 

陳巧兒 陳汶詩 陳尚 陳俊宇 陳俊杰 陳倩兮 陳詠茹 陳煒茵 

陳靖洵 陳嘉露 陳麗華 陸世航 黄小笛 黄嘉欣 傅家慧 彭計康 

舒文静 谢海霞 黃心怡 黃文森 黃婉瑤 黃婉翹 黃凱晴 黃凱穎 

黃雅琳 黃道龍 黃曉恩 黃騰皓 楊永禧 楊諾詩 溫綺婷 葉巧穎 

葉伶俐 葉曉晴 甄淑賢 翟曉桐 蒙標坤 趙詠瑤 趙嘉敏 劉一瑱 

劉詠瑤 樊欣悦 潘靜雯 潘麗珠 蔡匡祐 蔡曦倫 鄧凱恩 鄧嘉儀 

鄧樂風 鄭怡萱 鄭昀 鄭美茵 鄭葆琪 鄭曉筠 黎嘉怡 霍綽霖 

薛海容 謝偉浩 謝惠敏 鍾寳玲 薩嘉嘉 鄺俊銘 羅文婷 羅嘉怡 

譚文欣 譚栩琳       

Azhar Faiza Emily Fan Lily Lai   

 

 

 

 

本月新增配對及完成初次會面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 

導師 黃喆 +學生 凌芷晴 火炭 導師 鍾君明 +學生 藍應天 深水埗 

導師 楊勇傑 +學生 陳梓陽 藍田 導師 陳可穎 +學生 洪丞亮 屯門 

導師 劉小燕 +學生 王嘉怡 紅磡 導師 譚嘉琪 +學生 商以璇 荃灣 

導師 鍾敏莉 +學生 余晞曈 何文田 導師 吳海霖 +學生 高珮盈 葵興 

導師 李曉敏 +學生 李芷晴 馬鞍山 導師 林明俊 +學生 吳卓榮 深井 

導師 葉浩鏘 +學生 湯兒 朗屏 導師 鍾麗詩 +學生 吳怡君 青衣 

導師 吳佳媛 +學生 鄭暻灆 天水圍 導師 邱添 +學生 蘇怡薇 大埔 

導師 黃幸子 +學生 張桂卿 九龍塘 導師 陳健麟 +學生 華詩捷 九龍灣 

導師 黃詠雯 +學生 王銘恒 大埔 導師 林璟蓉 +學生 吳阡溥 屯門 

導師 劉曉雯 +學生 胡善晴 葵興 導師 林羽彤 +學生 邱珊珊 觀塘 

導師 吳卓穎 +學生 黃晞華 沙田 導師 李穎雪 +學生 何永崇 天水圍 

導師 劉沛枏 +學生 張雅琳 火炭 導師 陳嘉樂 +學生 陳晞雯 大埔 

導師 黃芷晴 +學生 黃嘉晴 荃灣 導師 周庭妍 +學生 何絡民 天水圍 

導師 司徒萱蕎 +學生 郭怡嵐 青衣 導師 郭可欣 +學生 鄭敏怡 黃大仙 

導師 潘倩怡 +學生 翁曉錤 柴灣 導師 張婉渝 +學生 鄺明樂 火炭 

導師 譚瑞雯 +學生 林子熙 油尖旺 導師 陳穎彤 +學生 蔡晴雯 何文田 

導師 區倩珩 +學生 余家傑 葵涌 導師 鍾旭銘 +學生 林儷凝 天水圍 

導師 李文卓 +學生 馮鎧穎 大圍 導師 王雅妍 +學生 馮國媛 油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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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陳立禮 +學生 邱振洋 深水埗 導師 張嘉琪 +學生 李佑軒 黃大仙 

導師 黎凱晶 +學生 吳奇峰 葵涌 導師 李思朗 +學生 張紫恩 秀茂坪 

導師 劉志聰 +學生 廖韻希 九龍灣 導師 林子軒 +學生 嚴景康 青衣 

導師 劉穎詩 +學生 陳玟靖 樂富 導師 劉穎詩 +學生 陳旭麟 樂富 

導師 李嘉瑩 +學生 馬月彤 

Mamoona 

觀塘 導師 吳華桓 +學生 胡智豪 葵興 

導師 吳希如 +學生 廖俊朗 牛頭角 導師 陳曾艷 +學生 鄭子謙 沙田 

導師 楊梓澄 +學生 申家容 土瓜灣 導師 趙浩銘 +學生 何穎斯 上環 

導師 譚雅心 +學生 朱一心 慈雲山 導師 居宇萌 +學生 梁藝薰 佐敦 

導師 丁文秀 +學生 梁貝琪 深水埗 導師 董嘉美 +學生 王潔瑩 荃灣 

導師 馮嘉欣 +學生 刁嘉怡 新蒲崗 導師 陳子軒 +學生 甄智賢 九龍灣 

導師 陳芷穎 +學生 陳靜愉 天水圍 導師 詹依婷 +學生 朱芷萱 牛頭角 

導師 許柏炫 +學生 曹穎晞 荔景 導師 王雪薇 +學生 周嘉莹 深水埗 

導師 張美琪 +學生 曾文熙 彩虹 導師 蔡若琳 +學生 彭倩怡 奧運 

導師 彭筠詠 +學生 胡皓宇 慈雲山 導師 王亦龍 +學生 梁梓祺 九龍灣 

導師 林可瑤 +學生 羅筱瑜 元朗 導師 梁宸甄 +學生 陳家俊 上水 

導師 黃啟豪 +學生 黃翠婷 牛池灣 導師 曾藴希 +學生 鍾卓桐 大圍 

導師 鍾怡嫻 +學生 陳俊軒 香港仔 導師 康紫薇 +學生 陳怡霖 上水 

導師 翁嘉輝 +學生 張凱傑 石硤尾 導師 彭仲謙 +學生 李嘉俊 樂富 

導師 曾倩盈 +學生 胡頴 土瓜灣 導師 黃麗球 +學生 朱籽澄 深水埗 

導師 陳曉俊 +學生 黃煒智 西灣河 導師 呂靜儀 +學生 張梓軒 黃大仙 

導師 許逴賢 +學生 羅葆桦 兆康 導師 陳潔盈 +學生 陳思樺 葵興 

導師 殷倬楠 +學生 蘇晃綸 大埔 導師 李嘉健 +學生 古靜雯 太子 

導師 關煖希 +學生 陳啟賢 油塘 導師 林毓琪 +學生 黃芷涵 長沙灣 

導師 何匯嘉 +學生 蔡俊傑 藍田 導師 楊錦鵬 +學生 楊建民 沙田 

導師 蔡敏 +學生 陸宛珍 大埔 導師 周綽嵐 +學生 劉綽峰 黃大仙 

導師 梁樂怡 +學生 黃玉怡 沙田 導師 楊薇可 +學生 周沛謙 藍田 

導師 李润晴 +學生 范文麗 葵涌 導師 石珞瑤 +學生 王馨 上水 

導師 曾煒軒 +學生 余俊軒 寶琳 導師 司徒喜兒 +學生 陳慧妍 九龍灣 

導師 招康平 +學生 陳裕燦 九龍灣 導師 趙詠瑤 +學生 梁嘉珅 荔枝角 

導師 羅嘉怡 +學生 陳軍言 沙田 導師 朱映樺 +學生 楊烯晴 黃大仙 

導師 梁炎琪 +學生 劉柏豪 大埔 導師 侯俊傑 +學生 唐琳琳 旺角 

導師 吴冯淑仪 +學生 薛詩恬 荃灣 導師 馬俊龍 +學生 鄭霖峻 深水埗 

導師 謝懷穎 +學生 黃琦瀚 鑽石山 導師 趙健良 +學生 張皓朗 黃大仙 

導師 孫文興 +學生 郭茜瑩 上水 導師 區海琳 +學生 尹啟瑩 大埔 

導師 黃子軒 +學生 曾芷晴 兆康 導師 谢海霞 +學生 黃致皓 天水圍 

導師 高慇莛 +學生 朱智明 青衣 導師 張嘉凌 +學生 陳嘉琪 火炭 

導師 黃超怡 +學生 黃梓晴 調景嶺 導師 鍾思思 +學生 高正熹 紅磡 

導師 蒙標坤 +學生 蘇浚威 長沙灣 導師 林樂軒 +學生 劉偉璘 旺角 

導師 黃心怡 +學生 王芷萱 深水埗 導師 陳靖洵 +學生 周沛熙 藍田 

導師 陳巧兒 +學生 張嘉儀 屯門 導師 林晨希 +學生 羅詠怡 九龍城 

導師 傅晟罡 +學生 董綽言 葵涌 導師 冯警颖 +學生 蔡小琬 深水埗 

導師 戴雪莉 +學生 黃心茹 荃灣 導師 陳煒茵 +學生 王沛瑜 葵涌 

導師 鄺慧婷 +學生 張洛頤 土瓜灣 導師 胡玉洁 +學生 王雨桐 深水埗 

導師 仲傳欣 +學生 藺樂欣 黃大仙 導師 梁索娜 +學生 蘭林森 大角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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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唐华琳 +學生 馮耀輝 大埔 導師 鄺俊銘 +學生 鍾浩謙 屯門 

導師 李惠珮 +學生 蔡曉瑩 油塘 導師 黃樂怡 +學生 譚蔚藍 沙田 

導師 李溥源 +學生 張穎彤 元朗 導師 盧穎璇 +學生 陳鎧童 觀塘 

導師 劉詠瑤 +學生 葉瑾禧 大埔 導師 關浩哲 +學生 葉美熙 深水埗 

導師 葉伶俐 +學生 伍檚楹 火炭 導師 刘艺平 +學生 黄金海 屯門 

導師 周芷曦 +學生 李盈盈 旺角 導師 鄭昀 +學生 陳言希 火炭 

導師 陳雅詩 +學生 陳祉穎 馬鞍山 導師 张袁涛 +學生 叶宇珊 荃灣 

導師 陈奕玮 +學生 梁凱敏 黃大仙 導師 胡嘉怡 +學生 柯瑩瑩 土瓜灣 

導師 羅君頤 +學生 吳凱茵 九龍灣 導師 吳秀華 +學生 林潔 元朗 

導師 袁倩怡 +學生 林芝霖 牛頭角 導師 胡慧心 +學生 梁家傑 奧運 

導師 張芷珊 +學生 鍾詠儀 粉嶺 導師 李曉慧 +學生 吳若熹 堅尼地城 

導師 胡嘉愉 +學生 鍾梓柔 深水埗 導師 張原秀 +學生 周梓聰 上水 

導師 黃凱晴 +學生 區詩雅 紅磡 導師 陳嘉露 +學生 司徒俊源 九龍灣 

導師 張雪瀅 +學生 馮思穎 土瓜灣 導師 周恨霖 +學生 趙欣怡 太子 

導師 鄭怡萱 +學生 張寶滢 粉嶺 導師 陳麗華 +學生 許惠珽 沙田 

導師 郭麗珠 +學生 陳鈮 觀塘 導師 麥宗儒 +學生 鍾馨 九龍城 

導師 王明慧 +學生 劉麗儀 觀塘 導師 曾能品 +學生 陳曉瑩 香港仔 

導師 許嘉銘 +學生 温家豪 青衣 導師 黃曉恩 +學生 劉昱伶 土瓜灣 

導師 葉巧穎 +學生 梁嘉祺 觀塘 導師 譚文欣 +學生 韋嘉義 觀塘 

導師 駱熹彤 +學生 余瑞南 天水圍 導師 蕭婉之 +學生 羅珺瀅 上水 

導師 莫珉僖 +學生 林嘉瑜 天水圍 導師 盧國祥 +學生 符策珠 佐敦 

導師 林敏婷 +學生 龐詠欣 旺角 導師 黄子倩 +學生 黃文樂 屯門 

導師 鄭葆琪 +學生 楊適嘉 西灣河 導師 洪駿騫 +學生 孔令悌 柴灣 

導師 洪駿騫 +學生 孔令愷 柴灣 導師 梁丙焄 +學生 胡子豪 天后 

導師 莊禮鳴 +學生 鄧啟華 彩虹 導師 黃樂烔 +學生 董成志 荃灣 

導師 謝凱雯 +學生 周思辰 黃大仙 導師 王鈺霖 +學生 黃宇軒 葵涌 

導師 王鈺霖 +學生 黃宇淇 葵涌 導師 莊樹溢 +學生 李賞 北角 

導師 王棟 +學生 譚倚君 油麻地 導師 李叶春 +學生 麥浩峰 秀茂坪 

導師 杨昕 +學生 歐陽家梁 長沙灣 導師 閆婧瑤 +學生 鄧雅莉 大埔 

導師 陳詠茹 +學生 范耀樺 葵涌 導師 潘麗珠 +學生 張鈺晴 柴灣 

導師 潘麗珠 +學生 張鈺瀅 柴灣 導師 何乐为 +學生 歐柳君 旺角 

導師 張珮詩 +學生 關思慧 秀茂坪 導師 鍾傲君 +學生 璐愛美 荔景 

導師 洪依依 +學生 叢凱琳 葵涌 導師 丁蔚汶 +學生 羅凱樂 東涌 

導師 郭倬君 +學生 伊美雅 東涌 導師 王青瑜 +學生 曾原駿 九龍灣 

導師 吳鎧瑩 +學生 黃耀霆 筲箕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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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學大專組】  

 

學生: 何敏瑜    義師: 周芷晴  升讀院校：暨南大學 - 廣告系 

我曾經因為擔心成績不好而苦苦懇求家人出費為我尋找補習老師，但幸好獲得免費補習的機

會，讓我可以有更好的學習。我亦感謝我的導師，常常為我準備補習材料，幫我改正我的測驗

中的常犯錯誤，以及幫我準備每一次的測驗。有賴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給予的機會以及我的導

師對我的悉心教導，我深知免費補習機會實屬難得，我不能辜負機構和導師的一番心意，因此

我發奮圖強努力學習，在疫情之下仍然咬緊牙關堅持下去，才能在文憑試中獲取佳績。 

 

學生: 余嘉茵   義師: 吳達富   升讀院校：嶺南大學 -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本人感到十分榮幸能獲得是次的富通保險獎學金。在這場文憑試中，甚至是升上大學。對我來

說就像是一場夢。而在這場夢中，經歷了歡喜、憂愁，期待，百感交集。陪伴我一起經歷這些

的除了是我的家人之外亦是這位導師。還記得當初考中文時，我對自己剛才的表現信心滿滿，

馬上就與家人及導師分享喜悅，心想這是一個好的開頭。經歷數天後是考數學的大日子，前一

晚我更是睡不着，不停翻閱算式表又查計算機程式是否入得正確。就在此時，我發現計數機上

有個程式入錯了！此刻我心想大事不秒了，在這慌忙之際，我馬上聯絡導師尋求協助。儘管當

時是凌晨三點，導師也馬上回覆我信息並透過 whatsapp 隔空幫助我，使我感動萬分。考完數

學後，我心想這次應該不行了，甚至可能會不合格⋯⋯我與導師分享擔憂後，亦得到他的安慰，

與我一同度過這次不一樣的文憑試。當然最後我成功取得不錯的成績，成功入讀大學，十分感

謝導師的悉心教導。 

 

學生: 周樂瑜    義師: 徐凱瑩     升讀院校：廣州暨南大學 - 工商管理 

首先，很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給我提供了免費的補習機會。透過補習，我的英文成績得以

提升，同時也讓我在課餘時間有更多機會了解英文，鞏固知識，能夠打好基礎。每週一次的英

文補習對我的幫助甚大。我的導師會根據我的需求而專注於我的弱項，例如說話。她每次都會

要求我用英文去跟她對話，雖然我說得不好，但她總是鼓勵我嘗試，讓我能更自信地講英文「說

出口」。除此以外，因為是一對一所以我可以更親密地與我的導師相處。我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學

校中遇到的困難都會跟她請教，例如升學問題或者選科問題等等，她都會給予我很多意見。我

這次能獲獎並非我自己的功勞。所以，很感謝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給予的補習機會，也感謝讓

我遇到這麼好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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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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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ie Cheung 月捐 100.00 

Kones Chan 月捐 36.00 

Pun Yat Shun Jo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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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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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長芳名 金額(HK$) 

Ada Chan 100.80  Mr.Chau 22.80  

Ada Wong 84.00  Ms Wong Tze Kwan 100.00  

Amy Chang 16.80  Ng Ching Shan 6.00  

Angel Yang 39.20  Ng Kwan Ho Ellis 308.00  

Anna Siu 184.80  Ng Mun Yee 1,200.00  

Au Yeung Chung Lok 369.60  Ng Sau Chun 50.40  

Beans Café 九龍捐款箱 2,840.00  Ng Wai Kei Lester 36.00  

Beans Café 大埔捐款箱 673.40  Ngan Cheuk Ying 201.60  

Candice Chow 360.00  Niki Wong 156.00  

Candy 16.80  Olivia Lau 168.00  

Candy L 33.60  P W 100.80  

Candy Ma 82.80  Poon Ka Man 500.00  

Carrie Tin 478.80  Prudence To 67.20  

Catrina Yeung 16.80  Ricky Ching 436.80  

Chan Fung Ping 168.00  Ruby Chu 33.60  

Chan Hiu Ling 100.00  Sam C 50.40  

Chan Ka Po 638.40  Sammi Lam 784.00  

Chan Man Va Yvonne 168.00  Samson Wong 16.80  

Chan Yuet Yee Anny 50.40  Sf Cheung 688.80  

Cheng Siu Mo 16.80  Shum Yuen Ping 100.80  

Cheung Man Chung 436.80  Siu Wing Shan 300.00  

Chi Kin Kan 3,000.00  Siu Yuk Fan 168.00  

Ching Wai Ki 66.00  SS Lam 235.20  

Chiu Chi Kwan Jennifer 168.00  Stanley Liu 168.00  

Chiu Suk Yee Christine 16.80  Stephanie Tam 16.80  

Choi Ip Lan 300.00  Sue Lee 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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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w Wing Shan San 72.00  Suki Mok 36.00  

Chow 幸福 幸福 chow 14.64  Sun Yee Ting Olivia 84.00  

Choy Yin Ching Canness 16.80  Suoa Sieu Ho 336.00  

Chris Chak 1,320.00  T C 168.00  

Christine Ma 168.00  Tang Shum Yue 688.80  

D Wong 82.80  The Jessie And George Ho 

Charitable Foundation  

379,000 

D Wong Wong 116.40  

Daeng Saekow 16.80  Tin Tik Chuen John 268.80  

Debby Ng 229.20  Trudi Fong 100.00  

Derek Lee 100.80  Tsang Lap Fo 33.60  

Edith Cheng 168.00  Tsang Suk Fan Susan 16.80  

Ella Leung 537.60  Tse Kam Hing 16.80  

Emily Kwok 100.00  Veronica Chan 28.00  

Eminence Enterprise Limited 30,838.00  Virginia Mak 133.60  

Eva Chan 1,201.60  Virginia Ng 67.20  

Fion Jin 100.80  Wai, Yik Lai 100.80  

Fion Yu  135.20  Wallacewcp Wong 2,382.00  

Fok Yuen Han Alice 705.60  Wency K 16.80  

Fung Chi Chung 100.00  Wency K 16.80  

Fung Ka Yiu 1,000.00  Wency Kwok 16.80  

Gloria Li 16.80  Wency Kwok 16.80  

Hannah Chong 30.24  Wency Kwok 16.80  

Hazy Woo 80.00  Wendy Chan 16.80  

Heidi Wu 5.00  Wendy Chan 16.80  

Henry Lai 68.00  Wink Lau 336.00  

Heriatta Ho 540.00  Winnie Mak 33.60  

Ho Ka Ki Dominic 2,000.00  Winnie Shum 386.40  

Ho Man Ha Vienna 166.80  WN Wave  16.80  

Ho Pui Ching 168.00  Wong C K 168.00  

Hon Sze Wa Cissy 168.00  Wong Chak Keung 100.00  

Hui Siu Yee 300.00  Wong Kam Shan James 16.80  

Hui Ying Ying Liza 67.20  Wong Man Ho 168.00  

Ivan Lam 84.00  Wong Mei Ling 16.80  

Ivy Luk 84.00  Wu Hoi Ching 140.00  

Jacko Nam 403.20  Wu Kwok Wai  67.20  

Jaime Yen 168.00  Wu Pui Yee 33.60  

Janet Chan 352.80  Wun Ka wai 336.00  

JB Kong 33.60  YC Ng 158.40  

Jeanasis Suen 66.00  Yeung Ka Chun 50.40  

Jenny Tao 108.00  Yeung Oi wan 336.00  

Joanna Cheng 336.00  Yuen Chi Kwong Peter 10,000.00  

Josephine Kwok 504.00  Yuen Han Alice Fok 67.20  

K W Tsang 100.80  Zee Wai Tak Jeffrey 20,000.00  

Ka Ki Ching 1,212.00  王永鏗, 王錦榮, 黃念群,   

王永森, 伍淑嫻 

168.00  

Kaki Chan 520.80  有心人 1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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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ok Nip 100.00  有心人 16.00  

Kennis Pang 235.20  有心人 16.00  

Kim Hung Ko 76.00  有心人 16.00  

Kones Chan 90.00  有心人 16.00  

Krystal Cheung 352.80  有心人 16.00  

Kwok Pa He Wency 16.80  有心人 16.00  

Kwok Wing Yan Emily 50.00  有心人 16.00  

Kylie Fung 16.80  有心人 16.00  

La La 16.80  有心人 16.00  

Lai King Shan 50.40  有心人 16.00  

Lai Shan Shan 3,000.00  有心人 16.00  

Lam Ching Yu Jeanne 600.00  有心人 16.00  

Lam Ki Hoi 319.20  有心人 16.00  

Lau Hoi Lun Helen 300.00  有心人 16.00  

Lau Suet Mui 33.60  有心人 16.00  

Lau Yan Yan Toynbee 588.00  有心人 16.00  

Law Chun Hei 110.00  有心人 16.00  

Law Fung Chi 16.80  有心人 16.00  

Lee Fong Wan 1.68  有心人 16.00  

Lee Fung Ching Vivienne 2,000.00  有心人 16.00  

Lee Lok Hei & Lee Bi Lam Britney 336.00  有心人 16.00  

Lee Suk Yee Agnes 336.00  有心人 16.00  

Leung hiu Yan 16.80  有心人 16.00  

Leung Hoi Yi 500.00  有心人 16.00  

Li Kwan Lok Ringo 700.00  有心人 16.00  

Lin Miu Chun 1,000.00  朱韋嘉同學 72.48  

Lo Lap Kwan 210.80  朱碧青 1,000.00  

Lo Wing Fun 168.00  何東燊 300.00  

Luen Law 336.00  李結英 100.00  

Lui Shuk Ting 336.00  李鳳環, 梁景飛, 梁洛慇 36.00  

Luk Lai Ha Pamela 99.60  周靜婷 24.96  

Ma Ming Chu Christine 1,024.80  林帶珠 16.80  

Ma Yuk Fai 352.80  林敏 184.80  

Macy Cheng 537.60  金 金 16.80  

Maranda Ng 120.00  哈比 Yuen 16.80  

March C 60.00  胡凱樺 16.80  

Martin Hui 66.00  張麗儀  168.00  

May Chan 403.20  梁凱基 168.00  

May Tam 336.00  莫煜君小姐 1,000.00  

Miss Chau 476.40  陳美娟 168.00  

Miss Lam 168.00  曾路特 100.00  

Miss Pun 459.60  黃婉正 168.00  

Mr Chau 470.40  黃曙輝 285.60  

Mr Siu 300.00  劉雪梅 1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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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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浸會大學 浸大防感方湯包 – 1,000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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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衣車 – 1 個 

焗爐 – 1 個 

快速抗原測試劑盒 – 500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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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