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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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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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組獲獎名單) 

 
小學組編號 學生中文姓名 學校中文名稱 

P001 黃荻堯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P002 吳悅霖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P003 陳穎康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P004 陳愉欣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 

P005 何恩慈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P006 何睿珩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P007 何天穎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P008 張家歡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P009 陳凱彤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P010 邱瑩瑩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P011 招驊晉 元朗官立小學 

P012 許建雄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P013 朱雅瞳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P014 陳芷喬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P015 
MOHAMMAD OSCAR 

MOHAMMAD HANIF 佐敦道官立小學 

P016 鄭皓家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P017 梁靖欣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P018 倪詠 杯澳公立學校 

P019 王子豪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P020 馬慕涵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P021 張思瀚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P022 黎駿熙 保良局金銀業貿易場張凝文學校 

P023 王晴俙 保良局錦泰小學 

P024 楊華匡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P025 陳慧甄 迦密梁省德學校 

P026 張瑤霖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P027 陳天悅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 

P028 黃苡庭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P029 蘇芷柔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P030 黃天樂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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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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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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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編號 學生中文姓名 學校中文名稱 

P031 邱莉之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P032 劉冠烽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P033 楊凱雯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P034 藍子晴 海壩街官立小學 

P035 尹可欣 粉嶺公立學校 

P036 張紫霖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P037 羅千奕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P038 龔睿心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P039 王鍩怡 馬頭涌官立小學 

P040 蔡昊言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P041 梁天宇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P042 容納生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P043 黎鎧澄 港澳信義會小學 

P044 陳雯麗 黃大仙官立小學 

P045 葉冰菱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P046 鄧朗軒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P047 徐顥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P048 楊凱晴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P049 王騰鋒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P050 雷凱博 聖方濟愛德小學 

P051 黎佾垚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P052 曾啟翔 聖安多尼學校 

P053 何芍穎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P054 劉明鋒 聖嘉祿學校 

P055 楊麗菁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P056 顏昊朗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P057 林浚霆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P058 陳思睿 滬江小學 

P059 王雅瑜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P060 張玉婷 福榮街官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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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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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獲獎名單) 
 

 

 

小學組編號 學生中文姓名 學校中文名稱 

P061 胡浩寬 福德學校 

P062 謝東宜 鳳溪第一小學 

P063 葉卓霖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P064 吳敏婷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P065 羅景曦 寶血會嘉靈學校 

P066 鍾錦浩 靈光小學 

P067 呂少影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P068 張靜嵐 獻主會溥仁小學 

P069 霍希玹 北角官立小學 

P070 張可樂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如補交或更正上述獲獎學校及學生資料，請於四月三十日或之前透過以下

Google Form 交回。 

https://forms.gle/adwNqVU8tzVN6sB38 

如有查詢，請以本會 WhatsApp  (98205028) 聯絡。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主席 梁慧盈 謹啟 

2022 年 4 月 1 日 

 
 

 

 

 

 

 

 

 

 

 

 

 

 

 

 

 

 

 

https://forms.gle/adwNqVU8tzVN6sB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