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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第十九屆理事會名表 

  
贊 助 人：  李美嫦女士 JP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首席名譽會長： 李宗德博士 

 
 GBS, OStJ, JP 

 
 莊創業先生 BBS, JP 

 
名譽會長： 鄺啟濤博士 MH 

 
 李小萍博士 

 
 鄧錦雄博士 BBS, MH 

 
 李誠權先生 BBS, MH 

 
 佘卓銓先生 

 
 朱天恒先生 

 
義務法律顧問： 程彥棋律師 

 
名譽主席： 梁紹川校長 

 
 林湘雲校長 

 
 張志鴻校長 

 
 梁兆棠校長 MH 

 
 賴子文校長 MH 

 
 張勇邦校長 MH 

 
主 席： 鍾麗金校長 寶覺小學 

副主席： 周瑞忠校長 
 

 陸國森校長 聖公會蒙恩小學 

 何凱瑤校長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黃悅明校長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秘書主任： 陳淑儀校長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鄭筱薇校長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財務主任： 朱慧敏校長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張漪薇校長 JP 油蔴地街坊會學校 

政策主任： 甘艷梅校長 
 

 朱偉基校長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權益主任： 宋慧儀校長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孔偉成校長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公關主任： 何亦儀校長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周劍豪校長 荃灣商會學校 

總務主任： 陳嘉文校長 聖公會基愛小學 

 黃秀雯校長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學術主任： 黃智華校長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張麗珠校長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陳瑞良校長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康樂主任： 林偉才校長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李楚安校長 
 

 梁志文校長 福德學社小學 

會籍主任： 溫志揚校長 聖公會基樂小學 

 曾偉漢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 

福利主任： 張昌明校長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審查主任： 許加路校長 福德學校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2020年度周年會員大會暨第十九屆理事補選 

程 序 表 
 
日  期：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日（星期二） 

時  間：下午 2:30  

地  點：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海泓道) 

紀  錄：林偉才校長 

司  儀：鄭筱薇校長、溫志揚校長 

主禮嘉賓：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 JP  
 

時  間 事   項 負責人 

2:30–3:00 （一）會員簽到 名譽會員組 

3:00–3:05  （二）奏唱國歌 - 

3:05–3:10 （三）致歡迎辭 
主席 

鍾麗金校長 

3:10–3:30 （四）主禮嘉賓致辭  
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先生 JP 

3:30–3:35 （五）宣佈第十九屆理事會補選選舉結果  
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先生 JP 

3:35–3:55 （六）頒發第十九屆理事及第九屆名譽會員部理事委任狀 
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先生 JP 

3:55–4:05 （七）頒發資深會員校長長期服務獎勵計劃證書及紀念品 
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先生 JP 

4:05–4:10 （八）頒發長期服務理事紀念品 
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先生 JP 

4:10–4:15 （九）頒發離職理事服務感謝狀及紀念品 
首席名譽會長 

莊創業先生 BBS,JP 

4:15–4:25 （十）頒發會員校長榮休紀念狀及紀念品 
首席名譽會長 

莊創業先生 BBS,JP 

4:25–4:30 
（十一）頒發第九屆「啟濤名譽會長盃」全港區際校長足球 

比賽 (2019-2020) 

名譽會長 

朱天恒先生 

4:30–4:35 （十二）致送主禮嘉賓紀念品 
副主席 

何凱瑤校長 

4:35–4:40 （十三）大合照 
副主席 

黃悅明校長 

4:40–4:45 （十四）省覽及通過 2019年會員周年大會會議紀錄 
秘書主任 

陳淑儀校長 
4:45–4:50 （十五）省覽及通過 2019-2020年度會務報告 

4:50–4:55 （十六）省覽及通過 2019-2020年度財務報告 
財務主任 

朱慧敏校長 

4:55–5:30 （十七） 交流 -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二零一九年周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日期：2019年 11月 11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 

地點：聖公會基福小學  

 

(1)  齊集（出席人數 56 人） 

 

(2)  致歡迎詞 
歡迎各位會員撥冗出席 2019年度周年會員大會，今天特別感謝教育局副局長

蔡若蓮博士 JP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與我們分享心得，多謝蔡副局長對本會

多年的支持，並分享她的真知灼見。此外，更要多謝各位在座的會員校長在

社會事件影響下仍來臨出席，支持本會。本會的工作雖然未必達致盡善盡美，

但實在要感謝各位理事盡心盡力地推動各項會務及教育事工，為學校、老師

及學生爭取更好的環境，大家對你們的努力付出作出肯定和回饋。最後，再

一次多謝各位對本會一直的支持和鼓勵，亦感謝新一屆理事接任並為會務作

出無私的付出，祝願各位工作順利，健康愉快。謝謝！。 

 

(3) 主禮嘉賓致詞 
–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 JP 

 

(4) 與副局長專業交流 
–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 JP 

 

(5) 宣佈第十九屆理事會選舉結果 
–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 JP宣佈： 

東區由何亦儀校長當選 

 灣仔區由鍾麗金校長當選 

中西區由黃秀雯校長當選 

南區由何凱儀校長當選 

油尖旺區由陳淑儀校長及張漪薇校長當選 

深水埗區由周瑞忠校長及陳嘉文校長當選 

九龍城區由黃智華校長及甘艷梅校長當選 

黃大仙區由林偉才校長及許加路校長當選 

觀塘區由溫志揚校長當選 

西貢及將軍澳區由黃悅明校長及陳瑞良校長當選 

沙田區由李楚安校長當選 

大埔區由張麗珠校長及朱偉基校長當選 

北區由梁志文校長當選 

元朗區由宋慧儀校長及孔偉成校長當選 

屯門區由陸國森校長及鄭筱薇校長當選 

荃灣區由朱慧敏校長當選 

葵青區由周劍豪校長及張昌明校長當選 

離島及東涌區由曾偉漢校長當選 

 



(6)  致送主禮嘉賓紀念品 
– 副主席周瑞忠校長致送 

 

(7)  省覽及通過 2018年周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 秘書主任何凱瑤校長報告 

– 陸國森校長動議，宋慧儀校長和議；議案在無反對下，一致通過。 

 

(8)  省覽及通過 2018-2019年度會務報告 
– 秘書主任何凱瑤校長報告 

– 陳淑儀校長動議，許加路校長和議；議案在無反對下，一致通過。 

 

(9)  省覽及通過新修訂會章  
– 秘書主任何凱瑤校長報告 

– 議案在無反對下，一致通過。 

 

(10) 省覽及通過 2018-2019年度財務報告 
– 財務主任郭超群校長報告 

– 朱慧敏校長動議，林偉才校長和議；議案在無反對下，一致通過。 

 

(11) 交流/茶點 
– 副主席周瑞忠校長主持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2020年會員周年大會 

會務報告 

 

(一)    會員人數 

截至 31/10/2020止本會會員人數共 362名，[其中包括永久會員 357，普通會員 

5名]，名譽會員部人數為 383名。 

 

(二) 教育政策回應 

        1.  有關理順小學同工職級及薪酬架構事宜 

            過去一年，教育界經歷不少風風雨雨，令前線教職員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和 

挑戰。面對如此情況，校長及教師團隊仍能團結一致，恪守專業，繼續為學 

生的福祉而努力，其表現實在令人尊敬和欽佩。然而，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 

雖然已於 2019 年 9 月實施，但理順小學校長及副校長職級與薪酬，以及額 

外增加主任級(PSM)教師職位數目方面，卻因社會事件延遲了相關的討論。 

本會期望在立法會的延任一年內有關議案能得到通過，為小學校長和教 

師創造空間，讓校長及教師的專業得到應有的尊嚴和尊重，提高小學教育質 

素，為社會提供更優質的小學教育。 

 

        2.  有關小一適齡學生人數下降對策事宜 

            本會與津貼小學議會(簡稱兩會)成立了「關注小一適齡人口下降專責小 

組」，向教育局提出不同的舒緩措施，包括保留超額老師、降低批班人數準 

則、不斷審視情況落實小班教學、因應部分學生仍未能回港入學，於學期初 

的「在學人數」點算時，以寬鬆手法處理等。另外，兩會除了發信予全港會 

員學校，呼籲業界團結，共負一軛，減收小一叩門位外，亦向教育局提出要 

求增加小一入學委員會委員人數，以配合近年小一入學的不斷變化及家長日 

趨重視小朋友入讀小學的需要。 

 

3. 因應 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之停課及復課安排 

  本會經教育局聯繫，與狄志遠團隊商討為小學復課準備，供應中童口罩。局 

方一直與本會保持聯繫，就「停課不停學」、「小一入學及小六升中」、「小 

五呈分試」，以及「校園清潔防護措施」等聽取業界聲音。本會亦坦誠與局 

方交流意見，為停課及復課安排作好準備。 

 

4.  本會主席及理事代表本會參與教育局轄下各委員會 / 小組為代表，包括:  

 中學學位分配委員會會議 

 小一入學委員會會議 

  教育局校本管理專責小組會議 

 教育局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 

  教育局政策諮詢會議 

  教育局外籍英語老師招聘委員會 

  兩會關注小一適齡人口下降專責小組會議 



  主流學校推行融合教育工作小組會議 

  施政報告教育政策會議 

 「深港校長論壇」2019論文匯編發表文章 

  財政預算公佈後教育局局長簡介會 

 

          5. 參與其他機構 / 部門的委員會 / 小組包括: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 

  康文署學生體育活動統籌小組委員會會議 

 創新科技署《城市創科大挑戰》諮詢會委員會 

 兒童事務委員會會議 

  警務處副處長交流會議 

 《財政預算案》諮詢會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會議 

  育苗計劃會議 

  教育城學與教博覽諮詢委員會會議 

  教育界圓桌會議 

  敬師運動委員會會議 

 教育高峰論壇港區國安法與《國歌條例》落實會議 

 慶祝七十一周年國慶籌備委員會主席團會議 

  「商湯科技」AI 教育示範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顧問委員會 

  中華電力教育基金督導委員會 

 「香港地方志中心」(小學)會議 

 

(三) 權益 / 福利 
1. 歡迎各會員領取本會領呔及絲巾。 

2. 本會網頁經常上載本會活動資訊，網址是 www.apsha.org.hk，歡迎會員瀏覽。 

 

(四) 康樂活動 
本會積極關注各會員身心健康，加強會員聯繫，舉辦不少康體文娛活動，其中主

要包括： 
 

1. 第九屆「啟濤名譽會長盃」全港區際校長足球比賽【2019-20】 

比賽地點：香港教育大學真草足球場 

比賽結果：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新界西 龍西 新界南 新界東 香港 

 

2. 第九屆「啟濤名譽會長盃」全港區際校長籃球比賽【2019-20】 

因 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暫停舉辦。 

 

(五) 周年聚餐安排 
鑑於 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上年度的周年聚餐已取消，因已繳付相關訂金， 

現聚餐將暫定延至 2021年 2月 5日舉行。一切有待疫情進展才可確實相關安排。 

 

 



(六) 財務報告 



 

 

 



活動花絮 

 

 

 

 

 

 
 

 

 

 

 

 

 

 

 

 

 

 

 

 

 

 

 

 

 



表揚校長貢獻 
 
資深會員校長長期服務紀念獎勵計劃 (2019-2020) 

編號 校長姓名 現任學校名稱 總年資 

1.  蘇碧婷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25 

2.  吳羨君 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 24 

3.  陳淑儀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15 

4.  陳詠賢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15 

5.  任竹嬌 路德會沙崙學校 11 

6.  陳小燕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11 

7.  何麗君 聖家學校 11 

8.  鍾美珍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10 

9.  劉偉傑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10 

10.  周德輝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10 

11.  朱小芳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10 

12.  梁潤蓮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0 
 
會員校長榮休紀念 (2019-2020) 

編號 校長姓名 現任學校名稱 總年資 

1.  李楚安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32 

2.  呂焯權 保良局錦泰小學 28 

3.  周瑞忠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24 

4.  吳羨君 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 24 

5.  甘艷梅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24 

6.  何永聰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23 

7.  黃麗娥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17 

8.  梁永湛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12 

9.  劉餘權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4 
 
長期服務理事紀念 

編號 校長姓名 現任學校名稱 總年資 

1.  何亦儀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5 

2.  林偉才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5 

3.  陳淑儀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5 
 
離職理事服務紀念 

編號 校長姓名 現任學校名稱 

1.  周瑞忠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2.  甘艷梅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3.  李楚安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第九屆「啟濤名譽會長盃」全港區際校長足球比賽 (2019-2020) 

名次 地區 領獎代表 

冠 軍 新界西 陸國森 

亞 軍 龍西 溫志揚 

季 軍 新界南 翟智康 

殿 軍 新界東 李楚安 

第五名 港島 郭達華 

 



 

 

 

鳴謝 
 

 

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先生 JP 主禮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海泓道) 

借出場地 
 

 

 

 

 
通訊地址: 香港跑馬地山光道 11號   寶覺小學 

 
電話：2573 7911  傳真：2572 4364           

電子郵件：info@apsh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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