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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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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入會共 478 人，現時有效會員 233 人 

 

（三） 第八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14-2016) 

主  席 :  黃靜雯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副主席 :  賴炳華校長 (李求恩紀念中學） 

秘  書 :  關雪明校長 (香港真光中學) 

  陳綺雯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司  庫 :  招雄標校長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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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德基校長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林結儀校長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司徒瑞萍校長(東華三院洪王家琪幼兒園) 

  廖亞全校長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榮休) 

  楊靜嫻校長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榮休) 
                       

（四） 舉行會議(2015-2016 年度) 

日期：2015年 11月 12日、2016年 2月 18日及 2016年 4月 21日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五） 會務簡要 

 

5.1 本會委員於 2015 年 7 月 6 日與中聯辦王新立處長及吳招勝處長會晤及晚膳，交

流教育議題及內地交流的可行性，多謝歷任主席及委員出席支持。 

 

5.2 本會於 2015 年 9 月支持「香港教育界慶祝國慶籌備委員會」活動及加入主席團，

籌備委員會由賴炳華校長代表，周年聯歡晚宴會由陳綺雯校長、司徒瑞萍校長代

表參與。 

 

5.3 本會委員獲中聯辦邀請參與 2015 年 10 月「香港教育界國慶訪北京、承德暨專業

交流團」，伍德基校長、陳綺雯校長、司徒瑞萍校長及鍾穎欣校長代表參與。 

 

5.4 本會於 2015 年 11 月份向全港中學、小學及幼稚園郵寄本會上年度會務報告，以

及入會/續會通知，附有會員更新資料表，並徵詢會員是否同意用電郵及電話訊

息，以助日後與會員有更緊密的聯繫。 

 

5.5 本年中大教育學院 50 周年，於 2015 年 11 月 28 日晚上於沙田麗豪酒店舉行晚宴，

黃靜雯校長、伍德基校長、招雄標校長、廖亞全校長、曹美娟校長、關雪明校長、

 



賴炳華校長出席參與。 

 

5.6  中大校友事務處已於 2015 年 11 月 28 日(星期日)舉行「中大校友日」，邀請校友

重聚校園，多謝賴炳華校長代表本會出席參與活動及啟動儀式。 

 

5.7 本會於 2016 年 1 月 18 日與中文大學副校長許敬文教授、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

王淑英教授、校友事務處處長鄭健文先生於崇基教職員餐廳舉行午膳交流會，討

論中大收生要求、如何促進中學與大學之間聯繫等議題，多謝歷任主席及中學委

員出席支持。 

 

5.8 本會獲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校友會邀請，參與 2016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 10:00-下午 12:00 於何添樓 2 樓 B5 室舉行之新春團拜，當

天黃靜雯校長及賴炳華校長出席參與，有助加強本會與中大教育學院的聯繫。 

 

5.9  本會獲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及教育學院校友會邀請，協辦「模擬面試工作坊」，

於 2016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至 5 時於康本國際學術園舉行，本會派出

8 位中學校長協助模擬面試，多謝賴炳華校長代表統籌及跟進，招雄標校長協助

短講，向學員分享面試心得。 

 

5.10 為加強與本會會員溝通，早前徵得大部份會員同意，於 3 月分別開設中學、小學、

幼稚園會員電話群組(同意者才加入)，以便向會員發放本會活動消息。 

 

5.11 為加強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及校友事務處的聯繫，2016 年 6 月 23 日一眾委

員及會員校長，與王香生教授及校友事務處鄭健文處長進行聚餐，彼此交流，探

討會務發展。 

 

（六） 舉行「中小幼課程銜接分享會(常識科/通識科)」 

日    期：2016 年 3 月 12 日    地    點：九龍真光中學 

出席人數：104 人(幼稚園/幼兒園 42、小學 54、中學 8) 

 

活動內容：  

- 專題講座 1：通識教育科課程理念的實踐 

(主講：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通識教育/跨課程學習) 戴偉森先生) 

- 專題講座 2：創造自主學習空間︰從常識及通識科課程看中小幼的教與學 

(主講：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楊秀珠教授 吳本韓博士) 

- 實踐分享 1：提升中學生學習思維及研習能力 

(主講：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 實踐分享 2：常識科中小銜接課程規劃與實踐 

(主講：慈雲山天主教小學、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 實踐分享 3：讓幼兒愛上探究學習 

(主講：香港靈糧堂幼稚園) 

- 實踐分享 4：「生活教育」在校園的服務分享－增潤常識科課程，配合健康校園政策 

(主講：生活教育計劃活動經理) 

 

活動概況： 

是次活動收回問卷 59 份，超過八成參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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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後本會將問卷分析資料

電郵所有分享嘉賓。 

 

  



 

（七） 舉辦「深圳教育及前海考察團」 

日    期：2016 年 5 月 13 日     

出席人數：34 人(幼稚園/幼兒園 17、小學 6、中學 10、大學 1) 

 

活動內容： 

本會組團前往探訪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共 34 位香港中、小、幼校長及教育同工參加，

獲阮健驄副校長及協理副校長李霞教授接待，介紹校園建設及發展，並有四位學生代表

分享校園生活及參與海內外交流的學習體驗，隨後參觀圖書館，並獲款待於校園內共晉

午餐，交流甚歡。中大（深圳）成立兩年多，發展漸見規模，同學的表現優異，眾與訪

者皆感欣喜及鼓舞。下午考察團前往福田保稅港區，參觀敦豪全球貨運物流（中國）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DHL），隨後前往前海區參觀前海展示廳及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了解深圳前海自由貿易區與香港的緊密合作及發展。 

 

活動概況： 

活動收回問卷 32 份，活動整體滿意度達 100%(滿意佔 53%非常滿意佔 47%)，對參觀中

大校園及分享會議最為深刻，可讓他們擴闊國際教育視野。問卷中亦咨詢參加者對日後

舉辦同類活動的建議，普遍認為可加入多些與當地青年對話的機會，並了解中、小、幼

教育制度的參觀元素。 

 

（八） 2015-2016 專題講座暨周年大會 

 

日 期：2016 年 6 月 23 日（星期四）         時 間：下午 3 時 

地 點：香港中文大學 陳國本樓             講座報名人數：160 人 

 

(1) 專題講座 

講    題：校長及中層領導的挑戰與機遇 之『消費文化對學校管理的影響』 

主講嘉賓：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許敬文教授 

             內    容：Youth Consumption: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for Parents and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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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新一屆執行委員會 

          5. 臨時動議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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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醫事) ：陳達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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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靜雯校長 (2012-2016)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事務支援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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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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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德基 

黃靜雯 梅綺玲 劉瑤紅 鄧卓莊 藍志偉 郭兆輝 林翠玲 張翠儀 陳翠珍 曹美娟 

黃明孝 關雪明 封華冑 盧秀枝 袁彼得 司徒瑞萍 曾有成 曾潔貞 丁德貞 梁達衡 

鄭安娜 吳少明 陳淑兒 關  珊 鍾穎欣 曾嘉麗    (156 人) 

 

2015-16 年度入會/續會名單： 

永久會藉 

丘莜美 周慶中 張如卉 徐區懿華 楊美娟 葉栢麟 謝國貞 蔡若蓮 溫志倫 李惠敏 

陳綺雯         (11 人) 

一年會藉 

何振傑 謝潤明 張欽龍 陳永傑 韋靜萍 鄭金妹 吳華敏 歐振强 顏婉瑩 羅錦城 

薛鳳鳴 陳淑雯 謝祖璇 方順源 吳文健 陳婉婷 譚笑芬 黃定康 柳子權 伍日明 

葉樹華 梁鳳兒 朱蓓蕾 黃偉德 黃頴東 王頌恩 梁慧芬 梁志堅 馮敏兒 李伊瑩 

郭玉蓮 司徒瑩 游美斯 溫美玉 楊文德 葉偉儀 彭君華 馮瑞興 李美嫦 盧佩敏 

鄺永燊 翁美茵 蘇詠思 洪之龍 麥詠詩 梁文珊 陳嘉碧 譚潤明 黃少玲 沈明輝 

鄭繼霖 鄭禮林 李志霖 葉慧貞 吳宏基 潘詠儀 戴伯成 林艷玲 郭明英 朱國華 

葉慧勤 鄭美菁 羅勤忠 黃仲奇 馮志德 羅慧媚    (6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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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