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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www.hkeama.org.hk

HKEAMA

StewardsPooi Tun Secondary School, 162Hammer Hill Road, Diamond Hill, Kowloon, Hong Kong

九龍鑽石山斧山道 162 號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轉交本會 E-mail:info@hkeam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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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校長、副校長、活動主任、學校會員代表及個人會員台鈞：

「啟發學生創意的藝術教育」及「模擬飛行體驗」分享會
暨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會員大會
本會一直致力推動香港課外活動發展，本學年在疫情下仍積極舉辦多項的
研討會、工作坊及比賽，讓課外活動的同工及中小學學生停課不停學，繼續參
與課外活動。

義務醫事顧問：
李家仁醫生
2020-21 年(第 37 屆)幹事會：
主席
： 陳國柱先生
副主席 ： 文達聰先生 (中學)
副主席 ： 陳潤華先生 (小學)
義務司庫 ： 林家俊先生
義務祕書 ： 譚智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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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秀玲小姐
曾婉堯小姐
陳劍鋒先生

本會是次舉辦的分享會分別邀請樂善堂王仲銘中學梁敏婷老師及駐校藝術
家計劃曾德平先生主講及進行導賞活動；同時，本會委員將分享如何在校內推
行模擬飛行體驗活動的經驗。本會現具函邀請 貴校代表參與上述舉行的活
動，詳情請參閱隨函附上之程序表。是次分享會只供會員報名(每校名額兩
位)，如有意參加者，請於 2021 年 8 月 18 日或之前於網上填妥報名表格，成功
報名者將於分享會舉行三天前收到 whatsapp 確認通知。本會於同日亦會舉辦會
員大會，敬請會員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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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志榮先生 殷秀汶小姐

本會將於會員大會舉行當日派回早前已舉行的「2021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
學生表揚計劃頒獎禮」尚未領取的獎座，以及本學年第一次會員大會後仍未領
取由 BYD 贊助 Single Use Surgical Mask FE2311 HA 的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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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花小姐
吳嘉星先生 司徒雪萍小姐

敬祝
教安

課程及學術委員會：
曾永康博士 (召集人)
林偉才校長 鄺文慧博士 朱惠玲小姐
文達聰先生 鄭金洪先生 陳國柱先生
環境生態文化網上學習課程委員會：
朱惠玲小姐（召集人）
陳國柱先生 文達聰先生 陳淑琳小姐
李綺妮小姐 刁振邦先生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主席
陳國柱 謹啟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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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 年(第 37 屆)幹事會：
主席
： 陳國柱先生
副主席 ： 文達聰先生 (中學)
副主席 ： 陳潤華先生 (小學)
義務司庫 ： 林家俊先生
義務祕書 ： 譚智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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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秀玲小姐
曾婉堯小姐
陳劍鋒先生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啟發學生創意的藝術教育」及「模擬飛行體驗」
分享會暨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會員大會
日期：2021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3:00 至下午 4:45
地點：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九龍城樂善道 161 號，大會不提供車位)
查詢：info@hkeama.org.hk / whatsapp 98205028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網頁：http://www.hkeama.org.hk
內容
設計 . 藝術 . 社區教育學習分享
-《逍遙・字在水彩間》展覽導賞

駐校藝術家計劃
曾德平先生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梁敏婷老師

蒜頭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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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志榮先生 殷秀汶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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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花小姐
吳嘉星先生 司徒雪萍小姐

講者 / 負責人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梁敏婷老師

駐校藝術家計劃
曾德平先生
模擬飛行體驗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林家俊先生

程序：

課程及學術委員會：
曾永康博士 (召集人)
林偉才校長 鄺文慧博士 朱惠玲小姐
文達聰先生 鄭金洪先生 陳國柱先生

3:00-3:05

登記/分享會簡介

3:05-3:35

設計 . 藝術 . 社區教育學習分享
-《逍遙・字在水彩間》展覽導賞

環境生態文化網上學習課程委員會：
朱惠玲小姐（召集人）
陳國柱先生 文達聰先生 陳淑琳小姐
李綺妮小姐 刁振邦先生

3:35-3:50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會員大會

3:50-4:00

小休

4:00-4:30

1. 蒜頭燈製作
2. 模擬飛行體驗

4:30-4:45

答問時間/合照/公佈選舉結果/領取各項協會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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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有限公司
2020-2021 年度會員大會

義務法律顧問：
莊耀洸律師

日期：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三時至下午四時四十五分
地點：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義務會計師：
江子榮會計師

議程：

義務醫事顧問：
李家仁醫生
2020-21 年(第 37 屆)幹事會：
主席
： 陳國柱先生
副主席 ： 文達聰先生 (中學)
副主席 ： 陳潤華先生 (小學)
義務司庫 ： 林家俊先生
義務祕書 ： 譚智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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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秀玲小姐
曾婉堯小姐
陳劍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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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志榮先生 殷秀汶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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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花小姐
吳嘉星先生 司徒雪萍小姐
課程及學術委員會：
曾永康博士 (召集人)
林偉才校長 鄺文慧博士 朱惠玲小姐
文達聰先生 鄭金洪先生 陳國柱先生
環境生態文化網上學習課程委員會：
朱惠玲小姐（召集人）
陳國柱先生 文達聰先生 陳淑琳小姐
李綺妮小姐 刁振邦先生

1.

通過 2019-2020 年度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2.

2020-2021 年度會務報告

3.

聘任 2021-2022 年度核數師

4.

選舉 2021-2022 年度(協會第 38 屆)幹事會

5.

其他事項

註：「啟發學生創意的藝術教育」及「模擬飛行體驗」分享會將同日
在會員大會內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