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MASTERS’ ASSOCIATION LIMITED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www.hkeama.org.hk

HKEAMA
P.O. Box 68029, 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 Hong Kong

香港東九龍郵政局 郵政信箱 68029 號 陳國柱收 轉交本會 E-mail:info@hkeama.org.hk

創會顧問：
馮以浤先生

尊敬的 課外活動 / 聯課活動 / 學生活動 /全方位學習/其他學習經歷
統籌主任及老師：

專業發展顧問：

本會現誠邀 貴校參加
「2021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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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日期延至2022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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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旨在發掘及表揚在課外活
動方面有傑出表現的學生，並鼓勵學校積極推動課外活動的發展。凡於
2021-2022 年度加入本會成為會員的學校，每校可提名一位就讀於 貴校的
學生成為 貴校的得獎者。

李家仁醫生
當然顧問：
陳國柱先生
2021-2022 (第 38 屆)幹事會：
主席
：梁慧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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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秘書 ：譚智聰先生(中學)
雷志榮先生(小學)
委員
：羅愛萍小姐
鄭金洪先生
陳劍鋒先生
殷秀汶小姐
李綺妮小姐
李春花小姐
司徒雪萍小姐
刁振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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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志榮先生
福利委員會：
吳嘉星先生（召集人）
文達聰先生 譚智聰先生 李春花小姐
刁振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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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柱先生
文達聰先生 鄭金洪先生
環境生態文化網上學習課程委員會：
朱惠玲小姐（召集人）
文達聰先生 陳淑琳小姐 李綺妮小姐
刁振邦先生

提名準則
被提名學生須具備下列條件：
⚫ 2021-2022 學年就讀於本地提供全科課程的小學或中學，而提名學校
已成為 2021-2022 年度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的學校會員。(如未續
會/新加入本會學校，可填妥入會表格於22年1月21日前寄回本會)
⚫ 在 2019-2020 或 2020-2021 學年內參與課外活動範疇有傑出的表
現，對參與學生活動充滿熱誠。
⚫ 獲校長及課外活動主任/全方位學習統籌主任/其他學習經歷統籌主任
等負責課外活動發展的教師推薦。

提名辦法
⚫

學校可於 2021 年 12 月 6 日起至 2022 年 2 月 15 日登入本會設定
的Google Form 表格及填妥提名資料。

⚫

獎項
⚫ 每位得獎學生均可獲頒發「2021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獎座及證
書。
提名此表揚計劃的費用全免，請支持課外活動優秀的學生。
敬祝
教安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梁慧盈主席 謹啟
2022 年 1 月1 2 日

主辦：

歡迎 2021-2022 年

支持機構：

度「香港課外活動主
任協會」學校會員提

2021
香港課外活動
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因受暫停面授課堂影響，
截止提名日期延至

名學生參加！
每校可提名一位學生
以表揚及肯定學生在
課外活動方面的成
就。

學生可獲頒發獎座及
證書

2022年２ 月１５日。
詳情可查閱提名章程

截止提名日期：
2022 年 2 月 15 日

WEBSITE :

FACEBOOK :

EMAIL : ECA@HKEAMA.ORG.HK
WHATSAPP : 852-9820 5028

圖片來源：2019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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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支持機構：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2021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簡介
「2021-2022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旨在發掘及表揚在課外活動方面有傑出表現的學生，
並鼓勵學校積極推動課外活動的發展。凡於 2021-2022 年度已加入本會成為會員的學校，每校可提名一
位就讀於其校的學生成為該校的得獎者。

宗旨
⚫
⚫

表揚及肯定對課外活動方面有傑出表現的學生。
鼓勵學生多參與課外活動，發揮個人潛能，並培養健康而積極的生活模式。

提名準則
被提名學生須具備下列條件：
⚫ 2021-2022 學年就讀於本地提供全科課程的小學或中學，而提名學校已成為 2021-2022 年度香港
課外活動主任協會的學校會員。(如未續會/新加入本會學校，可填妥入會表格盡快寄回本會)
⚫ 在 2019-2020 或 2020-2021 學年內參與課外活動範疇有傑出的表現，對參與學生活動充滿熱誠。
⚫ 獲校長及課外活動主任/全方位學習統籌主任/其他學習經歷統籌主任等負責課外活動發展的教
師推薦。

提名辦法
⚫ 學校請於 2021 年 12 月 6 日至 2022 年 2 月 15 日登入本會設定的 Google Form 表
格及填妥提名資料。

獎項
⚫ 每位得獎學生均可獲頒發「2021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獎座及證書。
⚫ 請留意如填寫學生姓名有誤而影響製作獎座，該學生最後只會頒發證書，以茲證明。

查詢
⚫ 獲獎學生名單及頒獎禮詳情會於 2022 年 3 月份於本會網頁公佈；如對計劃有任何疑問，歡迎透
過 Whatsapp 98205028 或電郵 eca@hkeama.org.hk 向本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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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機構：

主辦：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 本會收集及保存提名學校、學生及其提名教師的個人資料作 2021-2022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
揚計劃及本會聯絡及通訊等用途。
⚫ 凡參與 2021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的學校及學生同意本會使用其個人資料顯示於本會
有關的網頁、facebook 及刊物等。
⚫ 一般而言，有關提名表格的個人資料會被保存一年，其後將會銷毀。
備註：獲頒發獎項學生有機會獲本會邀請接受訪問、拍攝及表演等，而有關刊登及使用版權屬本會管
有。

主辦機構資料：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於 1984 年成立為非牟利專業教育團體，會員以學校為單位，1993 年，本會成立
小學支部 ，2001 年，修改會章合併中學部及小學支部，2003 年，註冊成為有限公司 (No:845300)及慈
善社團提高全港中、小學的課外活動素質，提升活動主任、導師及老師的專業水平。2020-2021 學年全
港中小學會員學校數目多達 350 間。
本會歷年舉辦及協辦不同類型的專業發展講座、教師研習課程、研討會、工作坊和組識教師境外專業
考察交流團等。本會同時與香港中文大學和專業教育團體合辦多項中、小學活動專業管理課程，以協
助會員解決於組織，推廣及帶領課外活動時遇到的行政管理困難，以達致均衡優質教育的目標。

歡迎加入本會成為 2021-2022 年度學校/個人會員
⚫ 凡成為協會 2021/22 年度學校會員，獲送贈新書乙本：
曾永康、黃毅英（主編）（2021）。《香港學校課外活動發展史》。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
社。全書共 304 頁，原價 HK$188，2021 年 7 月 1 日出版。策劃及作者包括馮以浤、黃毅英、曾
永康、郭偉祥、龔萬聲、陳德恒及霍炳坤。
⚫ 凡報名參加本會主辦或協辦的比賽、聯誼活動、專業發展研討會，境內外交流團、獲取出版的
課外活動刊物，以及諮詢有關學校課外活動發展的意見等，都以會員學校福利為先。
Website

: http://www.hkeama.org.hk

Facebook

: https://www.facebook.com/hkeama/

Email

: info@hkeama.org.hk

WhatsApp

: 852-9820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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