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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會務報告(第十一屆) 
 

2021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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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學校校長及副校長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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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有效會員共 248人。 

2020-2021入會總人數 26位，其中 25位校長，1位副校長。 

 

（三） 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20-2022) 
 

主    席 : 司徒瑞萍校長（東華三院洪王家琪幼兒園） 

副 主 席 : 黃靜雯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司    庫 : 鄭金妹校長   (宣道會雷蔡群樂幼稚園) 

外務秘書 : 李靜雯校長   (香港紅十字會甘廼廸中心) 

內務秘書 : 陳淑兒校長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聯    絡 : 溫志倫校長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幼稚園) 

           陳章華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學    術 : 陳綺雯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鄭禮林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邱少雄校長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何沛勝校長   (曾璧山中學) 

總    務 : 賴炳輝校長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張翠儀校長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黃定康校長   (棉紡會中學) 
 

（四） 舉行會議(2020-2021年度) 
 

次數 日期 地點 

1  2020年 10月 9日 曾璧山中學 

2 2021年 1月 7日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後因疫情改 Zoom) 

3 2021年 4月 29日 香港中文大學何添樓會議室 

 

（五） 本會獲邀擔任活動支持機構(2020-2021)  
 

（1） 香港教育城邀請本會為 2020年「學與教博覽會」的支持機構。 

（2）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邀請本會為「中學生兩文三語 菁英大賽」支持機構，同時

感謝學術陳綺雯博士的擔任大會評判工作。 

 

 



（六） 舉行課程經驗分享會「當網課成為日常：如何應對新常態」 
 

日    期：2020年 11月 23日 

形    式: 視像會議 (Zoom) 

參與人數：超過 260人(包括中小幼特學校校長，副校長、主任、老師及其他教育工作者) 
 

活動內容:  

時 間 安排 

2:15-2:30 登  入 

2:30-3:15 

專

題

分

享 

新常態的教學啟示 

教育局總發展主任 

(資訊科技課程教育) 

何永銓  博士 

疫情下香港教育研究  - 高質素網課理念與實踐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課程及教學學系 

趙建豐  教授 

 

3:15-4:15 

學

校

實

踐

分

享 

如何辦好網課  - 從規劃到實踐 

內容：安排網課的行政規劃及執行要點 

曾璧山中學 

何沛勝  校長 

規劃高質素網課 

內容：高質網課的關注點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陳章華  校長 

藍小萍 副校長 

校本課程：網課製作示範 

內容：即場示範如何製作一節幼稚園網課 

宣道會雷蔡群樂幼稚園 

鄭金妹  校長 

點止網課咁簡單! 

內容：在新常態下如何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及家長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李靜雯  校長 

黃考秀 副校長  邱淑莊 副校長 

4:15-4:30 
總結及答問 

棉紡會中學 黃定康校長主持 

     

活動概況： 

是次活動後，超過九成參與者表示，講座有助了解如何辦好網課，有助學界適應新常態下教

學轉變。根據參與人數及問卷數據，反映是次活動相當成功，並對日後考慮籌辦其他科目的

中小幼特學校分享會，具參考作用。 

 

（七）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專訪，邀請本會副主席黃靜雯校長分享對校服的意見。 

 

（八）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模擬面試工作坊」 

目標：協助教育學院的準老師掌握面試技巧，為香港的教育界接棒，作好準備 

日期：2021年 6月 10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4:00 

形式：Zoom 

對象：應屆畢業同學 

 



 

（九） 本會出席下列活動(2020-2021)  
 

（1） 本會主席司徒瑞萍校長、副主席黃靜雯校長代表本會於 2020年 10月 1日出席 

國慶香港教育界 71周年慶祝國慶會。 

（2） 本會學術陳綺雯博士出席香港教育界慶祝國慶籌備委員會，本會更獲邀請為

2022年執行主席的團體，可喜可賀！ 

（3） 本會主席司徒瑞萍校長於 2020 年 11 月 4 日出席由教育局贊助,敬師運動委

員會主辦「向老師致敬活動」。 
  

（十） 參觀「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日期 : 2021年 2月 6日 

地點 :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沙田澤祥街 9號(毗鄰港鐵大學站) 

出席 : 司徒瑞萍校長、頼炳華校長、黃靜雯校長、鄭金妹校長、陳淑兒校長、 

     李靜雯校長、陳綺雯博士、鄭禮林博士、何沛勝校長、陳章華校長、 

     溫志倫校長、賴炳輝校長、伍德基校長、李少鶴校長、楊静嫻校長、 

     姜遠群校長、譚笑芬校長、黃穎詩副校長、麥偉麟副校長、岑靜雯副校長 

 

（十一）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同學實習計劃」 

主 辦 機 構： a.)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 

b.)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校長會 
日     期： 2021年 5月至 8月 

目       的： a.) 豐富理學院同學的大學學習生活及開闊同學的眼界 

b.) 讓有意於畢業後在教育界發展的理學院同學，認識和體驗學校的工作環

境 

c.) 體現「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校長會」心繫母校，關顧師弟師妹成長的創會

精神 

d.) 強化「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校長會」的協作關係，為

未來開展嶄新的協作項目作準備 

 
協 辦 機 構： a.)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事務處 

b.)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事務處 
 

計       劃：   同學反應非常熱烈，並有 10間學校參與，參與率高。 



 

（十二） 2020-2021周年會員大會 
 

日 期：2021年 5月 22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 2時 

地 點：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1） 專題講座 

主    題： 

內    容：1.「中西合璧醫學實踐解碼」講座 

          2. 「吃得健康，活得快樂」 

          3. 「家庭醫學與你」 

主講嘉賓：1.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中西醫結合醫務中心註冊中醫 

     2.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註冊營養師 

          3.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家庭醫學專業應用副教授 
              

             周年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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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臨時動議 

 

 

(十三) 致謝 
      

本會顧問： 香港中文大學           段崇智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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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事顧問 : 陳達醫生 
 

法律顧問 : 劉嘉華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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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賴炳華校長 (2016-2020)   李求恩紀念中學 

 
主席 : 司徒瑞萍校長 謹啟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