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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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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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中學組獲獎名單) 
中學組編號 學生中文姓名 學校中文名稱 

S001 梁岸田 九龍三育中學 

S002 關愫心 九龍真光中學 

S003 張宏洋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S004 陳詩彤 上水官立中學 

S005 陳雪蕎 大埔三育中學 

S006 楊梓瑩 中華基金中學 

S007 林靜煥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S008 高嘉豪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S009 蕭正均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S010 陳灝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S011 陳慧敏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S012 梁琸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S013 崔子晴 五育中學 

S014 黃弘朗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S015 倪仲麒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S016 陳佳聰 元朗商會中學 

S017 唐琳琳 天主教新民書院 

S018 歐為健 天主教鳴遠中學 

S019 梁焯軒 孔聖堂中學 

S020 林雅汶 屯門天主教中學 

S021 蔡偉民 北角協同中學 

S022 李沛珈 民生書院 

S024 陳樂軒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S025 林常達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S026 吳卓穎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S027 林晁賢 佛教黃鳳翎中學 

S028 區樂詒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S029 錢繼軒 扶輪中學 

S030 陳鴻耀 李惠利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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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編號 學生中文姓名 學校中文名稱 

S031 姚可翹 沙田蘇浙公學 

S032 林天詠 協恩中學 

S033 陳玉淋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S034 蔡一政 明愛胡振中中學 

S035 蘇楚棋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S036 劉楚朗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S038 李芍諾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S039 張榮軒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S040 Das Josh Dunmore 玫瑰崗中學 

S041 鍾嫚真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S042 伍栢誼 青年會書院 

S043 李昊昀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S044 曹爾桓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S045 羅倚菲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S046 宋昕朗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S047 楊靜雯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S048 張海澄 皇仁舊生會中學 

S049 鍾慕瑩 英華女學校 

S050 陳耀升 英華書院 

S051 羅慧盈 迦密中學 

S052 張尹穎 迦密愛禮信中學 

S053 鄧浩銘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S054  張熹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S055 黃柏皓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S056 陳淦峰 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學校 

S057 洪丞之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S058 徐慢芳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S059 陳珏汛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S060 馮晴昕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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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編號 學生中文姓名 學校中文名稱 

S061 吳希敏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S062 黃振裕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S063 劉奕琳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S064 SINGH Karndeep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S065 麥天欣 恩主教書院 

S066 楊喜媛 神召會康樂中學 

S067 楊諾維 荃灣聖芳濟中學 

S068 譚穎燃 荔景天主教中學 

S069 江梓澄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S070 翁彩鑫 基督書院 

S071 曾卓琳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S072 馬菁華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S073 陳卓琳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S074 蕭穎嵐 基督教崇真中學 

S075 馮敬 基督教聖約教學堅樂中學 

S076 胡以茜 張祝珊英文中學 

S077 林洛熹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S078 李晞程 梁式芝書院 

S079 蔡曉東 陳瑞祺（喇沙）書院 

S080 胡溢朗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S081 林昱嵐 棉紡會中學 

S082 王明杰 港青基信書院 

S083 李瑋湞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S084 徐渝焮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S085 黃卓彥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S086 鄺嘉楊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S087 黃嘉兒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S088 申浩瑩 新界喇沙中學 

S089 高春雨 新會商會中學 

S090 吳依琳 滙基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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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編號 學生中文姓名 學校中文名稱 

S091 鄧嘉怡 獅子會中學 

S092 曾晉熹 萬鈞匯知中學 

S093 袁晞咏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S094 黃梓晴 聖公會李炳中學 

S095 鄭智敏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S096 范耀丰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S097 洪易乾 聖公會聖匠中學 

S098 楊樂遙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S099 衛卓南 聖母書院 

S100 游峻榮 聖貞德中學 

S101 黃靖桐 聖嘉勒女書院 

S102 黃諾謙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S103 馮晞庭 聖羅撒書院 

S104 楊巧晴 葵涌循道中學 

S105 楊惠莎 裘錦秋中學（屯門） 

S106 黃小佳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S107 曾善雅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S108 陳晞桐 寧波第二中學 

S109 陳芊彤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S110 余卓禧 德望學校 

S112 楊愷琪 德蘭中學 

S113 馬桐樂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S114 馮漢平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S115 吳天盈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S116 林詩媛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S117 鄭天欣 潔心林炳炎中學 

S118 林芷晴 潮州會館中學 

S119 湯家寶 衞理中學 

S120 李凱彤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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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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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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組獲獎名單) 
 
 
 
中學組編號 學生中文姓名 學校中文名稱 

S121 陳子銘 賽馬會官立中學 

S122 李芷瑩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S123 郭芷晴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S124 陳靖霖 蘇浙公學 

S125 容榮溢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S126 關穎茵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S127 吳俊傑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S128 林澤群 閩僑中學 

S129 張建豪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S130 劉利恩 天水圍香島中學 

S131 洪海 嶺南中學 

S132 盧曉彤 香港真光書院 

S133 李頌奇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S134 黃熙陶 香港華仁書院 

S135 楊凱喬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S136 林務翰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S137 簡心詠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當中未使用 S023、S037 及 S110 的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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