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校長會  
CUHK School Heads Alumni Association 
2012-2013年度第七屆執行委員會  

會務報告(節錄) 
 

（一） 簡史及宗旨 

       本會成立於 2000年 5月，由香港中文大學畢業之中小幼學校長及副校長組成，旨在加

強中小學校友校長之間的聯繫，就香港教育事務表達專業意見，發揮影響力，以期對中

大及社會作出貢獻，並支持及協助推動母校教育學院的發展。 

 

（二） 會員 : 本會自創會至今，現時有效基本會員共 385 人 

 

（三） 第七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12-2014) 

主  席 : 黃靜雯校長（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副主席： 楊靜嫻校長（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秘  書： 關雪明校長 (香港真光中學) 

陳綺雯校長（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司  庫： 招雄標校長 (順德聯誼會胡兆熾中學) 

學  術： 陳偉佳校長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鍾穎欣校長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莫苑萍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幼稚園/幼兒園) 

委  員： 廖亞全校長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賴炳華校長（李求恩紀念中學） 
林結儀校長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四） 舉行會議(2012-2013年度) 

次數 日期 地點 

1 2012年 6月 13日 香港中文大學 

2 2012年 11月 6日 香港城市大學 

3 2013年 2月 26日 香港中文大學 

4 2013年 5月 31日 灣仔上海鷺鷺酒家 

 

（五） 舉行「中小幼課程銜接分享會(中國語文科) 」 

日    期：2013年 3月 16日 

地    點: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出席人數：183人(幼稚園/幼兒園 41、小學 126、中學 15) 

活動內容:  

- 專題講座 1「從首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看課程銜接」 

(主講：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張珮珊女士) 

- 專題講座 2「從閱讀能力發展的角度探討不同學習階段中國語文科的教學策略與銜接」 

(主講：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劉潔玲教授) 

- 實踐分享 1「幼小銜接課程分享(寫作教學) 」 

(主講：信生中英文幼稚園 及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 實踐分享 2「中小銜接課程分享(古詩文) 」 

(主講：沙田培英中學 及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活動概況： 

是次活動收回問卷 83份，超過八成參加者認為對這分享會感到滿意、認為分享會的目

的可以達到、內容切合主題、講者的分享讓參與者有所得益等 

 



（六） 2012-2013周年大會 

 

日 期：2013年 6月 13日（星期四）        時 間：下午 4時 

地 點：九龍真光中學 

（1） 專題講座 

講    題：締造「調解為先」的和諧校園 

主講嘉賓：香港家庭福利會服務總監葉潤雲女士、鄒明麗姑娘、黃凱珊姑娘 

             內    容：1. 調解的概念和實踐 

                       2. 透過調解教育締造「調解為先」的和諧校園文化 

                       3. 學校推行「朋輩調解計劃」經驗分享 

（2） 周年大會  

議   程： 1. 省覽及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2. 主席報告 

3. 財務報告 

4. 其他事項 

(七) 致謝 

     本會顧問： 香港中文大學         沈祖堯校長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梁湘明院長 

     事務支援：香港中文大學校友事務處 

     歷屆主席：吳奇壎校長 (2000-2002)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伍德基校長 (2002-2004)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李少鶴校長 (2004-2006)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廖亞全校長 (2006-2008)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楊靜嫻校長 (2008-2012)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會 員 名 單 
名譽/永久會員名單： 
王玉棠 吳信昌 何奇韜 黃廣智 吳奇壎 李少鶴 李永鏗 葉秀華 麥麗英 梁滿榮 

李世基 劉天祿 鍾呂傍 羅婉明 曾安琪 黃秀琴 梁淑儀 黃素珍 杜子瑩 楊耀忠 

梁燕婷 吳汝欽 關慕儀 陳紹才 陳建熊 郭民亮 廖麗香 李培生 石玉如 張美玲 

廖亞全 區炳威 梁照良 林綺華 陳依力 馮家正 康文海 陳錦洲 馮瑞芬 譚萬鈞 

曾弍慶 姚啟榮 林日豐 任蔡藹怡 周厚峰 區綺雯 袁國輝 黃詩麗 黃健忠 黃騰達 

劉明基 歐陽崇勳 鍾妙嫦 羅發強 何藹瓊 余昌寧 譚日旭 梁綺雲 胡國賢 何世敏 

陳  勵 郭月娟 陸瑩珮 許俊炎 尤漢基 徐蔣鳳 周錫輝 郭文坤 周海傑 吳韡春 

葉淑屏 吳羡君 丘頌云 成偉邦 黃頌良 林結儀 楊美熙 羅燦輝 吳婉華 陳長洲 

邱藹源 劉煦元 蘇炳輝 英汝興 方濟民 楊  清 張志鴻 沈彩蓮 許小光 吳容輝 

羅靈芝 李寶雄 辛列有 鍾銑玲 麥愛英 羅世光 盧淑宜 齊忠森 何明生 莊潤祥 

梁贊榮 楊靜嫻 林律光 張文彪 莫仲輝 邱靄賢 黃燕薇 羅啟康 李帶生 陳漢齡 

梁炳華 龔廣培 蘇蘊珩 丘日謙 區月晶 鄭祖澤 李守儀 李敬忠 曾有成 朱懿坤 

朱啟榮 陳桂芝 葉偉明 吳釗美 黃順琪 梁耀華 柯何艷清 黃廣威 曾潔貞 黃靜雯 

 

2012-13年度入會/續會名單： 
何燕雯 吳釗美 李守儀 姜遠群 袁彼得 陳桂芝 陳偉佳 陳福根 陳綺雯 曾有成 

游美斯 馮志德 黃淑芬 黃順琪 黃廣威 黃顈東 葉偉明 劉振鴻 潘慶輝 鄭建德 

鄺德啟 關雪明 温家傑 王頌恩 袁家頌 梁耀華 梁逸恆 邱少雄 曹美娟 莫苑萍 

陳樹基 顏婉瑩 司徒瑞萍        

多謝各會員支持，如對上述會籍資料有任何查詢，請與本會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