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22年8月6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十時三十分

地點：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2021
-2
022

學年 沙田區

主辦

香港沙田區小學校長會
HONG KONG SHATIN DISTRICT 

PRIMARY SCHOOL HEADS ASSOCIATION

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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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程序

程序一................................................................ 齊集

程序二........................................................嘉賓上台

程序三........................................................奏唱國歌

程序四........................................................致歡迎辭

程序五...........................................計劃贊助人致辭

程序六................................................................ 頒奬

程序七................................................... 致送感謝狀

程序八............................................................致謝辭

程序九............................................................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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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
沙田民政事務專員

柯家樂女士 , JP

社會福利署沙田區福利專員

馮淑文女士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 ( 沙田 )

黃錦麗女士

玉清慈善基金主席

羅蔡玉清女士

晶苑國際集團主席

羅樂風先生

玉清慈善基金受託人

羅林素麗女士

玉清慈善基金受託人

羅林盈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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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組得獎名單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1

才俊學校

梁晙軒 學業獎

2 蔡宇城 服務獎

3 陳虹光 學業獎

4 凌浩綸 品行獎

5 何東添 學業獎

6 何啟銘 品行獎

7 簡心蕎 品行獎

8 葉子釗 服務獎

9 陳昱彰 服務獎

10 何乙珊 品行獎

11 李英豪 品行獎

12 李錦江 品行獎

13

沙田公立學校

葉梓朗 品行獎

14 張焯嵐 服務獎

15 余凱琳 學業獎

16 何    瀅 體育獎

17 謝兗廷 服務獎

18 徐沚澄 藝術獎

19 馮學鈞 藝術獎

20 覃朝泓 品行獎

21 李梓俊 服務獎

22 楊妙韻 品行獎

23 李    呈 品行獎

24 黎子文 品行獎

25

明愛樂群學校

黃弘瀚 藝術獎

26 林思恒 體育獎

27 麥景嵐 藝術獎

28 羅翹鋒 體育獎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29

明愛樂進學校

吳卓樺 服務獎

30 李一瓏 品行獎

31 李昱煒 服務獎

32 黃琛瑜 學業獎

33 王幗烜 學業獎

34 MUHAMMAD 
HAIDER ALI 品行獎

35 帥絡芝 學業獎

36 譚光傑 服務獎

37 鄧子緯 品行獎

38 劉曉晴 學業獎

39 陸智滔 品行獎

40 譚文華 服務獎

41

香港耀能協會
高福耀紀念學校

楊婧萄 學業獎

42 王柏森 品行獎

43 陶    煉 品行獎

44 毛稼傑 藝術獎

45 陳梓安 品行獎

46 鄒昇恒 服務獎

47 范梓晴 品行獎

48 梁芊芣 品行獎

49 譚智揚 品行獎

50 陳康楠 學業獎

51 陳子明 學業獎

52 鄭    中 體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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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得獎名單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1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潘    哲 學業獎

2 何力正 學業獎

3 羅慧琳 品行獎

4 陳君燁 品行獎

5 鄺君澔 體育獎

6 胡芯悅 服務獎

7

保良局雨川小學

鄧孝言 體育獎

8 毛鎧霖 體育獎

9 任柏熹 藝術獎

10 彭梓晉 藝術獎

11 梁芯語 服務獎

12 溫梓晴 服務獎

13

迦密愛禮信小學

周傲嵐 學業獎

14 宋愷庭 學業獎

15 巫宇峯 品行獎

16 鄧曉晴 品行獎

17 劉俊言 品行獎

18 吳芯然 服務獎

19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張衍信 學業獎

20 黃語芊 品行獎

21 顏毓霆 品行獎

22 王國恩 體育獎

23 葉子喬 體育獎

24 陳柏朗 服務獎

25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張煊昌學校

李珈僑 品行獎

26 陳海崚 品行獎

27 謝煒思 品行獎

28 鄧海嵐 藝術獎

29 王嘉琳 服務獎

30 蔡曜霆 服務獎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31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
循理小學

張栢僑 學業獎

32 李傲謙 學業獎

33 朱應曦 品行獎

34 陳上正 品行獎

35 陳宛嫺 品行獎

36 陳岱宏 藝術獎

37

循理會美林小學

何依琪 學業獎

38 陳柏韋 學業獎

39 何鑫彤 學業獎

40 陳倩君 學業獎

41 李瑞輝 品行獎

42 陳靜雯 品行獎

43

東莞工商總會
張煌偉小學

林偉鴻 學業獎

44 賴美夙 學業獎

45 葉子謙 體育獎

46 陳家隆 體育獎

47 袁影桐 服務獎

48 蔡宗基 服務獎

49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梁羽曜 體育獎

50 梁善淇 體育獎

51 黃欣翹 服務獎

52 張啓言 服務獎

53

九龍城浸信會
禧年 ( 恩平 ) 小學

趙慶業 學業獎

54 蔡智軒 品行獎

55 岑穎鑫 體育獎

56 胡悅儀 藝術獎

57 張曦文 藝術獎

58 謝芷晞 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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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59

保良局
王賜豪 ( 田心谷 ) 小學

黃政林 學業獎

60 黃柏馼 品行獎

61 吳柏其 體育獎

62 李心妍 體育獎

63 練學凝 藝術獎

64 莫詠嵐 藝術獎

65

沙田官立小學

蘇詩敏 學業獎

66 許濬庭 學業獎

67 袁梓朗 學業獎

68 張柏軒 體育獎

69 梁珈睿 體育獎

70 李思晴 藝術獎

71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黃樂怡 學業獎

72 陳嘉翹 品行獎

73 譚智朗 品行獎

74 吳泳浠 藝術獎

75 李衍喬 服務獎

76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張家堯 學業獎

77 黃愷童 學業獎

78 李耀光 學業獎

79 徐欣彤 體育獎

80 文爾雅 體育獎

81 陳皓峰 藝術獎

8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馬鞍山信義學校 

林靜希 學業獎

83 賴熙婷 學業獎

84 何舒婷 品行獎

85 劉晉暢 體育獎

86 文海彤 藝術獎

87 高沚純 服務獎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88

香港道教聯合會
純陽小學

葉淳華 學業獎

89 陳力軒 品行獎

90 歐陽博彥 體育獎

91 朱南穎 藝術獎

92 何芷澄 藝術獎

93 張皓雲 服務獎

94

九龍城浸信會
禧年小學

石展彪 學業獎

95 林穎詩 學業獎

96 楊祐熙 學業獎

97 李施瑩 品行獎

98 余沁縈 品行獎

99 葉曉童 體育獎

100

馬鞍山靈糧小學

王    美 學業獎

101 戴善敏 學業獎

102 袁家祺 品行獎

103 馬希朗 體育獎

104 林漫恩 體育獎

105 羅敏綽 藝術獎 

106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林愷婷 學業獎

107 李活文 學業獎

108 黃日朗 品行獎

109 鄭竣允 品行獎

110 黃洛勤 品行獎

111 林祉悠 體育獎

112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周永煇 學業獎

113 陳樹聖 品行獎

114 陳樹港 品行獎

115 鍾曉汶 體育獎

116 李    悅 藝術獎

117 陳嘉欣 服務獎

小學組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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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118

吳氏宗親總會
泰伯紀念學校

趙芷希 學業獎

119 葉    熹 學業獎

120 洪安柔 品行獎

121 陳綺琦 品行獎

122 張鍾燁 體育獎

123 李可晴 藝術獎

124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吳    桐 學業獎

125 侯希瞳 學業獎

126 張皓榮 學業獎

127 盧倩桐 學業獎

128 鄭斯宇 品行獎

129 馬雯萱 藝術獎

130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蔡子咏 學業獎

131 劉愷澄 品行獎

132 梁約禮 體育獎

133 鄒瀚旻 藝術獎

134 陳展鷹 藝術獎

135 羅琛玥 服務獎

136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鄺恩說 學業獎

137 黃恩言 學業獎

138 王焯瑤 品行獎

139 葉芝僮 體育獎

140 彭皚淇 體育獎

141 林雋宇 藝術獎

142

慈航學校

李晉峰 學業獎

143 陳柏衡 學業獎

144 徐凱澤 學業獎

145 梁恒睿 品行獎

146 麥振英 品行獎

147 張弘願 品行獎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148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陳本昊 體育獎

149 余霆軒 體育獎

150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羅泳婕 學業獎

151 陸奕楠 學業獎

152 簡翰琛 學業獎

153 蔡巧榆 學業獎

154 張一賢 體育獎

155 謝永成 體育獎

156

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

李柏燊 學業獎

157 鄺宇蕊 學業獎

158 周    聰 學業獎

159 黎安晴 藝術獎

160 周樂晴 服務獎

161 林偉倫 服務獎

162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盧浚賢 學業獎

163 張曦予 學業獎

164 劉佩穎 學業獎

165 高子珹 學業獎

166 溫曦潼 藝術獎

167 文日希 藝術獎

168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陳柏翹 體育獎

169 蘇國彬 體育獎

170 林奕添 體育獎

171 楊子謙 體育獎

172

沙田圍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利懿澔 學業獎

173 蕭嘉信 品行獎

174 陳康逸 品行獎

175 溫澤仁 體育獎

176 毛曦兒 藝術獎

177 鄧仟羚 服務獎

小學組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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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得獎名單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178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林諾怡 學業獎

179 吳逸羲 學業獎

180 周榆軒 學業獎

181 劉仲朗 學業獎

182 翁可澄 品行獎

183 伍學希 體育獎

184

沙田崇真學校

莫梓淇 學業獎

185 譚景天 學業獎

186 蔡凱淋 品行獎

187 楊    通 體育獎

188 陳朗謙 藝術獎

189 龔嘉禾 服務獎

190

聖公會主風小學

彭鎧澄 學業獎

191 吳宥臻 學業獎

192 蔡紫晴 學業獎

193 劉嚴澤 學業獎

194 馮貝兒 藝術獎

195 古啟兆 藝術獎

196

培基小學

蕭雅婷 學業獎

197 馮希晴 學業獎

198 鄧鎧澄 學業獎

199 陳以勤 藝術獎

200 吳悅行 服務獎

201 姚焯豐 服務獎

20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禾輋信義學校

周德孟 學業獎

203 何敏晴 學業獎

204 黃菀燊 學業獎

205 刁嘉鋒 學業獎

206 廖凱汶 體育獎

207 張仕煇 服務獎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208

天主教聖華學校

林瑞朋 學業獎

209 陳嘉儀 學業獎

210 任寶欣 品行獎

211 黎家喬 體育獎

212 葉奇燃 服務獎

213 張焯嵐 服務獎

214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陳錦峰 學業獎

215 李芯彤 品行獎

216 留嘉靖 品行獎

217 陳奕陽 體育獎

218 詹碧欣 藝術獎

219 梁達言 服務獎

220

東華三院蔡榮星小學

黃琳凱 學業獎

221 陳重銘 品行獎

222 布鉉曦 體育獎

223 蔡尹晞 藝術獎

224 廖文宇 藝術獎

225 黃昶昇 服務獎

226

培僑書院 ( 小學部 )

馮子朗 學業獎

227 韋梓晴 學業獎

228 陳頌熹 學業獎

229 蔡曉萱 藝術獎

230 鄭梓慧 服務獎

231 李恩牧 服務獎

232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呂卓行 學業獎

233 江    瀛 體育獎

234 譚    澄 體育獎

235 房伽律 藝術獎

236 何冠鋒 服務獎

237 陳雋諾 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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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37

佛教黃允畋中學

方良儒 學業獎

38 譚家名 學業獎

39 黃永樂 學業獎

40 陳朗喬 品行獎

41 李芓穎 學業獎

42 梁倩雯 體育獎

43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邵俊羲 學業獎

44 謝紫軒 學業獎

45 陸子棠 學業獎

46 李思穎 學業獎

47 羅海軒 學業獎

48 曾恩僖 學業獎

49

沙田官立中學

梁希聞 學業獎

50 朱洛希 學業獎

51 胡楚豪 學業獎

52 陳孝傑 學業獎

53 陳俊穎 學業獎

54 李承謙 學業獎

55

沙田培英中學

何永康 服務獎

56 梁蘌心 學業獎

57 潘可人 品行獎

58 伍子陽 服務獎

59 劉卓瀅 品行獎

60 葉倩彤 品行獎

61

沙田崇真中學

徐淑銘 學業獎

62 林海寧 學業獎

63 劉欣如 學業獎

64 胡景僖 學業獎

65 葉俊希 學業獎

66 姚懿珊 學業獎

67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李芷悠 學業獎

68 陳凱霖 學業獎

69 湛曉藍 學業獎

70 曾曉祈 學業獎

71 陸倩晴 學業獎

72 孔卓賢 學業獎

中學組得獎名單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1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陳震夏中學

林    琳 品行獎

2 張家杰 服務獎

3 許浚鋒 藝術獎

4 陳丁熒 學業獎

5 陳珈潁 服務獎

6 鍾卓潁 服務獎

7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江晴朗 學業獎

8 陳希朗 學業獎

9 劉立摯 品行獎

10 梁哲熙 服務獎

11 李倩賢 體育獎

12 麥泳琳 藝術獎

13

五育中學

鄭珀喬 品行獎

14 陳震東 服務獎

15 陳仲賢 品行獎

16 彭詠桐 服務獎

17 李子蔚 藝術獎

18 謝沁怡 藝術獎

19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梁浩文 學業獎

20 禤韵慈 品行獎

21 陳杰勝 品行獎

22 何澤銘 體育獎

23 何靜雯 藝術獎

24 趙雅欣 服務獎

25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劉柏麟 學業獎

26 葉晞琝 服務獎

27 蔡婉齊 服務獎

28 葉浩然 藝術獎

29 周嘉姸 藝術獎

30 周灝文 藝術獎

31

台山商會中學

周星宇 服務獎

32 許哲彰 學業獎

33 彭善柔 服務獎

34 簡健楹 服務獎

35 黎凱晴 學業獎

36 林洪妃 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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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得獎名單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103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歐俊軒 學業獎

104 陳俊境 學業獎

105 李彥宜 學業獎

106 王嘉驊 學業獎

107 李昱菁 學業獎

108 盧耀宏 學業獎

109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梁敏瑩 服務獎

110 方日楠 學業獎

111 洪韻琪 品行獎

112 梁綺婷 學業獎

113 左薇薇 學業獎

114 陳煒莉 藝術獎

115

保良局胡忠中學

黃子謙 藝術獎

116 馬家翹 藝術獎

117 陳振揚 學業獎

118 蕭芷晴 服務獎

119 張雅雯 品行獎

120 陳雪琴 體育獎

121

基督書院

楊昕悅 學業獎

122 張泓樂 品行獎

123 陳子潤 體育獎

124 李榕希 藝術獎

125 林雪欣 藝術獎

126 吳亮儀 服務獎

127

香港中國婦女會
馮堯敬紀念中學

蘇進曦 體育獎

128 章聖航 體育獎

129 李柏鋒 服務獎

130 盧凱晴 品行獎

131 陳凱靖  學業獎

132 余慧琳 學業獎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73

沙田蘇浙公學

劉弘玥 學業獎

74 周璟汶 學業獎

75 高寶恩 學業獎

76 楊曜曦 學業獎

77 蘇穎琳 藝術獎

78 吳芷嘉 服務獎

79

明愛馬鞍山中學

康韻瑜 藝術獎

80 羅美鳳 藝術獎

81 胡晉雄 學業獎

82 勞佩儀 服務獎

83 陸禹軒 服務獎

84 江少熙 服務獎

85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何子揚 學業獎

86 莫詠霖 品行獎

87 陳梓鴻 體育獎

88 曾美月 藝術獎

89 洪兆傳 服務獎

90 鮑凱婷 服務獎

91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李栢寧 服務獎

92 林嘉垚 體育獎

93 葉浠雯 學業獎

94 鮑子謙 學業獎

95 梁穎桐 學業獎

96 陸藹文 品行獎

97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黎恩彤 藝術獎

98 蔡景熙 品行獎

99 潘雋彥 服務獎

100 賴秉唯 學業獎

101 馬浩鈞 體育獎

102 李繼明 學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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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得獎名單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133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陳穎嫻 藝術獎

134 郭梓曦 服務獎

135 黃敏怡 服務獎

136 劉佩盈 服務獎

137 何芷穎 服務獎

138 何姍姍 服務獎

139

德信中學

梁智毅 品行獎

140 陳卓楠 品行獎

141 胡定國 學業獎

142 蘇嘉銚 學業獎

143 佘子文 學業獎

144 鄭丁豪 學業獎

145

曾璧山 ( 崇蘭 ) 中學

麥可靖 體育獎

146 賴嘉兒 藝術獎

147 梁佩詩 藝術獎

148 黃海嵐 藝術獎

149 陳俊宇 服務獎

150 楊樂瑤 服務獎

151

林大輝中學

葉子謙 品行獎

152 張筱萱 品行獎

153 黃柏高 學業獎

154 馮淑琪 服務獎

155 吳啟軒 學業獎

156 蘇珮瑩 服務獎

157

梁文燕紀念中學 ( 沙田 )

許芷琳 服務獎

158 孟嘉儀 藝術獎

159 鄧竣庭 品行獎

160 林采潁 體育獎

161 劉鎂恩 體育獎

162 邱斯凱 體育獎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163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區芷姸 服務獎

164 林    泓 服務獎

165 王慧姸 藝術獎

166 蔡力雄 體育獎

167 黃曉桐 品行獎

168 周穎林 學業獎

169

樂道中學

鄭紹光 學業獎

170 梁穎兒 學業獎

171 莊偉俊 學業獎

172 潘樹生 學業獎

173 黃卓琳 學業獎

174 何智文 學業獎

175

潮州會館中學

鄺芷濰 學業獎

176 張立輝 品行獎

177 王泀允 學業獎

178 陳煒翹 品行獎

179 黃志健 學業獎

180 楊致塱 藝術獎

181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袁登華 學業獎

182 林宇涵 學業獎

183 羅嘉銘 學業獎

184 許樂瑤 品行獎

185 邢少杰 學業獎

186 楊堯政 品行獎

187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陳依翹 服務獎

188 姜菱譽 服務獎

189 鄺衍麟 藝術獎

190 胡玥忻 藝術獎

191 洪富淇 體育獎

192 謝善瑜 體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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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得獎名單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193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黎嘉明 學業獎

194 巫卓霖 品行獎

195 蔡文山 體育獎

196 劉北宏 藝術獎

197 甘俊彥 藝術獎

198 余貝嘉 服務獎

199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黃蔚宜 服務獎

200 梁正康 藝術獎

201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周栢浠 藝術獎

202 周晞然 體育獎

203 黃卓謙 體育獎

204 錢斈慶 服務獎

205 梁俊傑 學業獎

206 苗卓軒 學業獎

207

聖羅撒書院

陳紫廷 藝術獎

208 陳 錡 服務獎

209 蔡慧思 學業獎

210 陳珈晞 品行獎

211 陳思蔚 學業獎

212 陳怡君 體育獎

213

賽馬會體藝中學

李    鑫 藝術獎

214 陳然樂 藝術獎

215 劉雅澄 體育獎

216 鄭樂澄 體育獎

217 陳曉澄 學業獎

218 文雅穎 學業獎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獲獎範疇

219

青年會書院

呂卓謙 品行獎

220 周卓頤 體育獎

221 曾燁晞 藝術獎

222 張嘉泓 品行獎

223 蘇聖恩 品行獎

224 張    宇 藝術獎

225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陳盈甄 品行獎

226 葉子嵐 體育獎

227

馬鞍山崇真中學

岑翠瑩 體育獎

228 陳卓言 藝術獎

229 譚智樂 品行獎

230 黎子慇 服務獎

231 袁尉哲 學業獎

232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譚皓文 學業獎

233 梁文杰 學業獎

234 倪永匡 體育獎

235 施欣儀 體育獎

236 梁慧敏 體育獎

237 李宛靜 學業獎

238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鍾晴怡 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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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清慈善基金介紹

•基金主席及其丈夫親自到醫院探望
「復明希望工程」免費白內障手術的患
者。

•基金為長者舉辦關懷長者同樂日。

•在「心意送萬家」活動中，基金主席、
受託人及一眾義工向居住在屯門的 400
位長者派發心意包。

玉清慈善基金宗旨

玉清慈善基金於 2004 年 10 月 21 日在香港特區
政府批准下成立，翌年認可為註冊慈善團體。

玉清慈善基金願意承擔照顧弱勢群體的社會責任，所以一直以
來關注貧困地區及關懷弱勢社群的生活。玉清慈善基金的成立，
不單捐款行善，還確保每一分一毫的捐款都能夠幫助有需要的
人士，作為我們履行社會責任的一種方式。

2021 年服務概覽
服務使用者人次 10,815
受惠學生人數 1,197
心意包派發數量 7,001
受惠機構數量 42

支持貧困地區的教育事業 ;
提升貧困地區的醫療技術及設施 ;
建立環保項目 ;
助貧賑災 ;
促進義務工作發展。

◆

◆

◆

◆

◆

玉清慈善基金的慈善項目範疇
1. 教育：獎學金計劃、捐助教學設施、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學習支援計劃及英語提升班
2. 醫療衛生 : 復明希望工程、培訓醫護人員、
 捐贈醫療儀器
3. 慈善活動：心意送萬家、贊助社會福利活動
4. 環保植樹及賑災

www.yukchingchar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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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沙田區小學校長會簡介

本會由一群熱心教育、銳意提升沙田區教育質素的

校長於 1996 年創立，旨在聯繫區內小學校長，交流教

育及行政經驗，發揮專業領航；並與教育局、其他政府

部門及外間團體聯繫，成為沙田區小學校長對外溝通的

橋樑。歷年來本會積極為沙田區小學校長籌辦各類型專

業交流活動，如：周年專題講座、本地教育研習活動、

境外學習交流團、小學校長送舊迎新活動等：每年，本

會皆主動聯繫教育局、同區中學校長會、幼稚園校長會

等組織，籌辦交流會，為未來教育發展或新措施交換意

見，促進彼此合作。此外，本會經常與不同政府部門、

教育團體或非牟利機構合作，為沙田區小學教師、家長

和同學舉辦多元化的學術活動。本會執行委員恆常獲邀

參與不同組織的義務工作，把專業帶進不同領域，服務

本區，當中包括出任沙田文藝協會董事、沙田區福利策

略委員會委員及沙田區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協調委員會

委員等。

秉承創會的理念，並延續歷屆執委會的使命，本會

將繼續積極聯繫區內小學校長與地區組織人士，發揮群

策群力、互助合作的精神，為沙田區市民作出貢獻。

•成立日暨第一屆執行委員就職禮 (1996 年 )。

•周年會員大會 (2019 年 )。

•芬蘭學習交流團 (2017 年 )。

•現屆執行委員互訪交流合照(2022 年)。

沙田區小學校長會執行委員會名單：
顧問︰ 陳世豪校長、蔡本讓校長、張景蘇校長、

李英華校長、冼杞烈校長、黃國強校長、

楊開將校長、湯寶珍校長、梁滿榮校長、

崔志強校長、簡佩芬校長、李楚安校長、

楊潤玲校長、吳信昌校長、袁錦翰校長、

黃華聲校長、劉愛民校長

主席︰ 蔡曼筠校長

副主席 陳錦輝校長、蕭偉樂校長

秘書︰ 楊冬梅校長、鄭思思校長

司庫︰ 洪細君校長

稽核︰ 岑韻蘭校長

康樂︰ 胡俊秋校長、王寶音校長

學術︰ 梁偉基校長、朱敏娟校長

總務︰ 溫衍超校長

會籍︰ 陳志斌校長

聯絡︰ 梁美玲校長、劉凱芝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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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中學校長會簡介
沙田區中學校長會的成立，旨在聯絡區內各中學校長，交流教育及行政經驗，

代表區內中學與教育局、有關政府部門及外界團體聯繫，發揮溝通橋樑之作用，支

持及推行與教育有關之活動。本會每年召開周年會員大會，定期召開執行委員會會

議，亦不時舉辦中學和小學交流聚會。

本會致力推動教育活動，培育青少年成長。多年來，本會與區內學校、政府部

門及社會團體合作，舉辦各種活動和比賽，讓學生展現才能，達至全人發展，例如

為以下活動擔任支持機構，包括學友社主辦的「C Me Fly 毅恆之星夥伴計劃」，協

助學生構築未來；沙田青年協會主辦的「沙田區傑出學生選舉」，表揚優秀學生；

沙田區家教會聯會舉辦的「珍 ‧ 愛沙田」活動，促進社區關係。為向區內學生提供

升學資訊，本會為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辦的「沙田區升中博覽」擔任支持機構，

本會主席亦出席支持沙田民政事務處主辦的「沙田區升學巡禮」。

為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本會支持香港美術教育協會舉辦的「視覺藝術教師表

揚計劃」，表揚教師的專業成就；為「教與學博覽 2021-2022」擔任支持機構，鼓

勵專業交流。

執行委員會成員熱心擔任不同範疇的公職，如沙田文藝協會的董事、參與沙田

福利策略委員會的會議等。本會積極聯繫不同社會團體，為區內學生謀福祉，如成

立「學生緊急援助基金」，為有需要的學生和其家庭，提供迅速的過渡援助；獲得

玉清慈善基金贊助，與沙田區小學校長會合辦「沙田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為學生提供獎學金；疫情下，獲得沙田工商總會沙田分會及沙田各界慶委會捐贈抗

疫物品，分發給區內中學，以傳遞社會人士對學生的關愛。

校長會期望在各會員學校的共同努力下，使沙田區中學的教育服務更臻卓越。

•不時舉辦區內學校交流聚會。

•主席出席支持沙田民政事務處主辦的
「沙田區升學巡禮」。

•獲捐贈抗疫物品，分發給區內中學生
( 圖片來源：大公報 )。

沙田區中學校長會執行委員會名單：
主　　席： 劉國良校長（青年會書院）

副 主 席： 王裕泰校長（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司　　庫： 溫家傑校長（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外務秘書： 何沛勝校長（曾璧山 ( 崇蘭 ) 中學）

內務秘書： 馮志德校長（基督書院）

委　　員： 彭綺蓮校長（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陳麗芬校長（沙田培英中學）

羅春平校長（德信中學）

陳雅麗校長（沙田蘇浙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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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清慈善基金其中一項宗旨為支持教育工作，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自

2015年起成為玉清慈善基金於香港推行的獎勵計劃。這計劃能夠關注本港一

些努力學習，但成績處於中游、缺乏教學支援的學生；特別優先考慮提名一

些在家庭中未能提供充裕物質條件，以及未曾獲頒其他獎學金的學生，能令

更多學生受惠。因此本計劃目的為這些學生提供獎學金，讓他們在學業成績

、品格行為、體育表現、藝術成就和勇於服務五方面的努力和付出上得到鼓

勵，發展潛能、健康成長。

玉清慈善基金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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