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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顧問： 

馮以浤先生 

專業發展顧問：  

程介明教授  鄭燕祥教授 

黃毅英教授  曾永康博士 

陳德恒校長  郭偉祥校長 

洪楚英校長  林偉才校長 

龔萬聲博士 

義務法律顧問： 

莊耀洸律師 

義務會計師： 

江子榮會計師 

義務醫事顧問： 

李家仁醫生 

2019-20 年(第 36 屆)幹事會： 

主席         ：陳國柱先生 

副主席     ：文達聰先生(中學) 

副主席     ：朱惠玲小姐(小學) 

義務司庫 ：陳潤華先生 

義務祕書 ：曾婉堯小姐(中學) 

梁慧盈小姐(小學) 

委員         ： 羅愛萍小姐 

鄭金洪先生 

陳浩文先生 

林家俊先生 

趙秀玲小姐 

譚智聰先生 

 

附設委員會 

編輯委員會(會訊及網頁)： 

 鄭愛遠先生 (召集人) 

 陳國柱先生 曾婉堯小姐 

林家俊先生 

考察交流活動委員會： 

 文達聰先生(召集人) 

羅愛萍小姐 陳潤華先生 

 陳浩文先生 趙秀玲小姐 

陳劍鋒先生 

福利委員會： 

 梁慧盈小姐（召集人） 

 文達聰先生 譚智聰先生 

課程及學術委員會： 

 曾永康博士 (召集人) 

林偉才校長  鄺文慧小姐 

 朱惠玲小姐  文達聰先生 

 鄭金洪先生 

 

 

2020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獲獎名單 (首輪公佈) 

 
學校名稱 學校類別 獲獎學生姓名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小學 袁晞妍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小學 羅心怡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小學 陳衍諾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 小學 陳愉欣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小學 黃芷彤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小學 關剛濤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小學 李歷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小學 龔佳楊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小學 歐雪怡 
元朗官立小學 小學 鄧賀穗 
天水圍官立小學 小學 黃芊軼 
北角官立小學 小學 楊采茵 
台山商會學校 小學 陳枷璇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小學 葉倩妤 
民生書院小學 小學 黃熙程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小學 陳思妤 
合一堂學校 小學 鄧浩諺 
佐敦道官立小學 小學 Mohammad Junaid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小學 簡邑潔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小學 蕭奕彤 
杯澳公立學校 小學 陳穎晴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小學 陳卓軒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小學 葉泳潼 
青松侯寶垣小學 小學 何柳恩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小學 李紀㜣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小學 林卓恩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學 鄧敬業 
迦密梁省德學校 小學 冼尹施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小學 李志遠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 小學 張文熹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小學 温梓晴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小學 張懿淳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小學 廖嘉灝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小學 馬滋琳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小學 劉嘉熹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小學 戴卓宏 
海壩街官立小學 小學 古仲言 
粉嶺公立學校 小學 黎嘉儀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小學 周睿孜 
馬頭涌官立小學 小學 陳璟樂 
國民學校 小學 陳海靖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小學 黃遨晴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小學 陳籽莎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小學 吳鈊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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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小學 鄭苑霆 
景林天主教小學 小學 周綽琪 
港大同學會小學 小學 吳悅怡 
黃大仙官立小學 小學 云永帥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小學 戴瑩瑩 
圓玄學院陳國超興德小學 小學 范浩宸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小學 何朗曦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小學 廖幸兒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小學 韋承宏 
聖公會奉基小學 小學 余曉桐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小學 黃芷澄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小學 何爵藍 
聖安多尼學校 小學 曾毅翔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小學 吳綽翹 
聖嘉祿學校 小學 麥凱堯 
滬江小學 小學 陳詩傑 
漢師德萃學校 小學 馮哲 
福榮街官立小學 小學 張皓月 
福德學校 小學 吳珀羽 
德萃小學 小學 方昫逸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小學 鍾凱彤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小學 萬沐怡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小學 王樂仁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小學 陳可懿 
寶血會嘉靈學校 小學 鄺振昇 
靈光小學 小學 鄧子晴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中小學 馮焯晞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中小學 黃濬婷 
九龍三育中學 中學 陳嘉樂 
九龍真光中學 中學 駱苡晴 
上水官立中學 中學 林靜雯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中學 陳希來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中學 林炳泰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中學 彭惠思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中學 王晞藍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中學 連恩童 
五育中學 中學 羅南杰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中學 歐海杰 
元朗商會中學 中學 勞慧雅 
天水圍香島中學 中學 劉佳慈 
天主教新民書院 中學 梁華釧 
孔聖堂中學 中學 JAYMA TRISTAN  

BENJ UNO 
屯門天主教中學 中學 李嘉泓 
民生書院 中學 盧芷慧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中學 Gurung Dikshya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中學 紀雅華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中學 顏嘉展 
佛教大雄中學 中學 黃日平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中學 馮念照 
協恩中學 中學 顧凱盈 
明愛胡振中中學 中學 ALCONABA MATHEW 

JOSHUA VILLAPANDO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中學 蘇楚棋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中學 蘇學言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中學 陳子龍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中學 陳偉榮 
玫瑰崗中學 中學 LOPEZ ESTRELJAN 

GABRIELLE M 
青年會書院 中學 馮琳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中學 陳卓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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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中學 林錦培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中學 李可欣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中學 姚蒨縈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中學 許展博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中學 郭耀軒 
皇仁舊生會中學 中學 吳穎妍 
英華女學校 中學 黎敏言 
英華書院 中學 陳耀升 
迦密中學 中學 賴稟禧 
迦密愛禮信中學 中學 陳大鈞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中學 馮詩雅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中學 馮天樂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中學 梁嘉淳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中學 趙朗盈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中學 陳冠霖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中學 黃家欣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中學 林宜蓉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中學 曾冠皓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中學 蔡卓衡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中學 彭藝雪 
高雷中學 中學 李雪瑩 
基督書院 中學 譚兆晶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中學 楊軒欣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中學 賴依亭 
張祝珊英文中學 中學 徐孫堯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中學 馮樹文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中學 付慧菁 
梁式芝書院 中學 陳淨嵐 
陳瑞祺(喇沙）書院 中學 嚴中鈴 
創知中學 中學 段弘亮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中學 陳倩彤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中學 曾珮喻 
惠僑英文中學 中學 盧蔚鋒 
曾璧山中學 中學 鄭逸朗 
棉紡會中學 中學 李星輝 
港青基信書院 中學 韋樂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中學 周珈琪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中學 鄧秀蓮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中學 郭婉情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中學 馮家晴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中學 區綵珊 
新界喇沙中學 中學 李嘉豪 
新會商會中學 中學 姚洛銘 
獅子會中學 中學 黎梓希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中學 陳思哲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中學 鄧澤鋒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中學 羅斯鏝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中學 馮栢怡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中學 冼焯軒 
聖母書院 中學 鄭仲雯 
聖若瑟書院 中學 Hossain Fahim 
聖貞德中書 中學 張日朗 
聖嘉勒女書院 中學 鄧安兒 
聖羅撒書院 中學 羅譽馨 
葵涌循道中學 中學 李薇 
裘錦秋中學（屯門） 中學 彭欣雅 
閩僑中學 中學 蔡蓓怡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中學 曾承成 
德望學校 中學 黎堃旭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中學 鄧紫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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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中學 陳怡君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中學 譚詩茵 
潔心林炳炎中學 中學 林育仟 
潮州會館中學 中學 徐偉倫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中學部） 中學 李思逸 
嶺南中學 中學 董懿瑩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中學 馬一波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中學 李樂言 
賽馬會官立中學 中學 劉沚芊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中學 吳凱欣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中學 王紫慧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特殊學校 陳俊傑 

 
 
 
 由於疫情影響，本會為鼓勵學校推薦合適學生參加「2020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

揚計劃」，如仍未提名的會員學校，本年將特別增設(第二輪)提名時段，敬請留意

協會網頁及 WhatsApp 群組通知。另外，本會仍在構思頒贈方式，如有進一步安排通

知各獲獎學校。 

 

 如對上述獲獎學校及學生資料查詢或更正，請透過本會 WhatsApp 群組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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