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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代表九龍區域家長教師會聯會）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

官立小學校長協會

荃灣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代表新界西區域家長教師會聯會）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香港非牟利幼稚園聯會

政府中學校長協會

離島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代表香港區域家長教師會聯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校長會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代表新界東區域家長教師會聯會）

香港中學校長會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香港教師會

香港私立學校聯會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津貼小學議會

聖公會小學校長會

師生互信互愛
特區政府於1997年將每年9月10日定為 「敬師日」 ，與內地 「教師

節」 同步，期望在學期伊始，憑藉慶祝這個節日，提醒教師和學生 「敬
師愛生」 的精神，弘揚師道，讓師生建立彼此互信互愛的教與學環境。

敬師會一直舉辦多元化的活動，包括 「師生共育苗」 種植活動、中文徵

文比賽、心意卡設計比賽、繪畫比賽、微電影創作比賽及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節敬師盃等。

每年過千名教師獲表揚
當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動是 「表揚教師計劃」 及 「敬師日慶典暨表揚狀

頒發典禮」 。 「表揚教師計劃」 目的是提升教師專業形象、加強社會人

士 「尊師重道」 的意識。每年全港中學、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獲邀

請參加，由學校推選兩名熱心教學，並有卓越表現的教師接受表揚。該

活動廣為教育界認同，至今已舉辦21屆，每年約有1,300名教師獲表

揚，均獲邀出席每年9月舉行的 「敬師日慶典暨表揚狀頒發典禮」 ，由教

育局局長等主禮嘉賓頒發 「表揚狀」 ，以示嘉許。敬師會將繼往開來，

積極推動 「敬師愛生」 的文化，讓教育生態持續不斷地發展。

世界各地敬師日冷知識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每年10月5日為 「世界教師日」 。世界各地，很

多國家根據歷史成立敬師節，大多放假一天。在俄羅斯，學生向教師贈

送鮮花、組織晚會、表演戲劇，電視頻道還播放獻給教師的電影和節日

晚會。阿富汗每年的教師日為學校假期，師生在學校相聚慶祝，學生準

備傳統食品、點心、音樂及禮物送給教師。捷克、斯洛伐克的教師節，

該日前後一周內兩國都舉行各種慶祝活動，向優秀教師頒發勳章或授予

榮譽稱號，學生會在教師節送花給老師。

敬師會成立廿一載 積極宣揚敬師精神
為發揚 「尊師重道」 的傳統美德，確立教師專業形

象，本港8個教育團體，包括香港津貼中學議會、香港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香港中學校
長會、津貼小學議會、香港教師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
會及香港私立學校聯會，早在1995年組成「敬師運動工
作小組」，並在1996年易名為「敬師運動委員會」（下稱
敬師會），以「提升教師專業形象，發揚尊師重道、關懷
學生的精神」為宗旨，積極推動「敬師愛生」運動。至
今，敬師會的參與團體已增至21個，層面廣闊。

▲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左七）向第20屆敬師會委員頒發感謝狀，感謝他們為敬師運動付
出的努力。

▲家校會主席湯修齊（右四）及各區家教會代表一向十分支持敬師運動

有教無類 樂於奉獻
自古以來，老師在中國社會具有權威的地位，所

謂： 「一日為師，終生為父」 。學生必須虛心受教，並

且必然要尊敬老師。隨着社會的發展、變遷，老師的地

位和權威受到很多挑戰。感恩的是一眾有如春雨的老師

仍然默默地堅守崗位，即使自己悄然無聲地消失在泥土

中，也竭盡全力來潤澤一眾莘莘學子，讓他們在知識的

海洋中逍遙遨遊，在自由的天空中振翅高飛。我期盼大

家繼續把 「敬師、愛師、尊師」 的傳統美德傳揚下去，

並對老師抱持感恩的心，感謝他們為教育事業作出的貢

獻和努力。
李少鶴校長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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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副秘書長黃邱慧清（右一）頒獎給親子填色創作比賽獲
獎學生和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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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代表與敬師運動委員會委員合照
（後排左起）委員勞露娟（i）、委員李淑秋校長（ii）、委員張燕媚校長（iii）、委員李漢武（iv）、委員林建華博士（v）、教育局姚娜、委員趙必良（vi）、
委員郭楚翹校長（vii）、委員袁廣業校長（viii）、委員劉兆南（ix）、委員簡燕玲校長（x）、委員郭美玲校長（xi）、委員陳容珍（xii）
（前排左起）委員鄧振強校長（xiii）、秘書陳仁 老師（xiv）、教育局陸靄儀、第一副主席蔡若蓮博士（xv）、主席李少鶴校長（xvi）、教育局黎錦棠、
第二副主席譚萬鈞教授（張志文校長代）（xvii）、司庫譚劍虹校長（xviii）、委員林碧珠校長（xix）
註：（i）-（xix）代表委員所屬團體，團體名單列於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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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
明我幼稚園 覃樹蓮 陳健紅
金文泰中學 施美芳 趙霖光
聖保羅堂幼稚園（北角） 張麗詠
張祝珊英文中學 歐振強 湯靈磐
福建中學（小西灣） 巫斌 THORNE ERIC LEWIS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吳兆祥 黎淑嫻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尹錦榮 高家浩
蘇浙公學 趙善為 鄭惠林
基督教康山中英文幼稚園 羅月和 梁桂芳
筲箕灣崇真學校 潘韶臻 陳婉天
明慧國際幼稚園（北角分校） 顏如君 JANET EBELING
明愛樂義學校 呂嘉賢
太古小學 徐靜 黃文龍
嘉諾撒書院 杜樹鏘 胡頴雯
香港西區扶輪社匡智晨輝學校 任慧妍 梁寶燕
銅鑼灣維多利亞幼兒園 陳捷 JUSTIN TERRY CHISLETT
維多利亞幼兒園 蔡淑瑩
聖馬可小學 梁浩偉 張敏賢
漢華中學 施團團 連偉恒
漢華中學 劉恩恩 李惠森
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黃麗玲 蕭貝詩
浸信會培理學校 馮家俊 周可欣
維多利亞幼稚園 劉東凌 CLAUDIA NG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黃志佳 曾偉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廖蘭卿 陳慧思
康怡維多利亞幼稚園 孔樂茵 李世聰
培僑小學 梁錦輝 陳天呼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賴雪梅 黃妙賢
筲箕灣官立中學 徐仲邦 王莊玉雲
銅鑼灣維多利亞國際幼稚園 李燕清 ANN FUNG 
銅鑼灣維多利亞幼稚園 曾淑文 KELLIE F MANN
培僑中學 黃密 鍾志強
北角聖彼得堂幼稚園 鄭翠君 周寶芝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陳琬澄 潘子億
衛理中學 翁麗娟 何鈞傑
張振興伉儷書院 洪穎筠 STUART ALEXANDER MEAD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譚文燕 吳浣華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馮逸麟 CHAN WATTIE
北角協同中學 劉錦盈 唐永強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張開義 陳萬儀
明我幼兒園 古旭珍 陳珊珊
香港民生幼稚園（北角） 林娜 ORALIA VERDE CIENFUEGOS
寶血女子中學 張秀娟 蘇淑貞
嶺南幼稚園（小西灣） 蔡瑩燕 蔡慧珍
文理書院（香港） 張澤文 廖詠雯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莊少靜 PINSENT-PRISO, TANYA

中西區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杜偉信 鍾耀基
聖保羅堂幼稚園 陳慧驄
聖公會聖馬太小學 陳榮妹 鄧淑雯
聖嘉祿學校 李慧芬 黃德芬
維多利亞（寶翠園）幼稚園 傅立 陳自美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吳育英 陳美娟
聖士提反堂中學 朱靈鳳 姚頴彤
高主教書院幼稚園部 傅慧玲 高敏軍
聖嘉勒女書院 吳嘉雯 丁麗娜
聖公會基恩小學 羅美蓮 司徒清儀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周慧娥 葉靜敏
仁濟醫院方江輝幼稚園 胡詩韻 袁雅貞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梁詠嘉 陳天姿
救恩學校 ( 幼稚園部 ) 施潔欣 張美玲
李陞小學 黃慧娟 劉寶芝

學校名稱 姓名 姓名 學校名稱 姓名 姓名 學校名稱 姓名 姓名 學校名稱 姓名 姓名

離島區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歐陽凱翔 辛佩兒
培英中學 梁達峰 沈雪綸
長洲官立中學 翁翠華 陳高霑
青松侯寶垣小學 鄭偉光 魏雪玲
長洲聖心學校 顏仲緯 郭英慧
聖公會偉倫小學 陳承傑 李少芬
中華基督教會大澳小學 李少英 李玉芬
國民學校漢師中英文幼稚園 劉小麗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周愛倫 葉煥鈴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鄭嘉儀 黃穎琳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陳子棋 林雪琼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歐國良 廖明泉
國民學校 陸紹恆 劉敏婷
港青基信書院 邱皓媛 JOHNSON THOMAS 
南區
鴨脷洲街坊學校 莊美蘭 MARGUERITE ALISON LONGSTAFF
明愛莊月明中學 冼劍茵 貝子儀
心光恩望學校 潘海容 王天玲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余家濂 蔣卓途
嘉諾撒培德學校 鄭秀英 陳仲兒
海怡寶血小學 許家慧 巫麗嫦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何少芳 蘇慧宜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梁雅盈 廖楚豪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梁慧珠 曾彥藍
香島道官立小學 駱慧姍 吳惠婷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王惠華 吳麗珊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鍾敏玲 古凱寧
天主教聖伯多祿幼稚園 姜芷程 王保怡
明愛胡振中中學 馬灝沂 盧美雪
華富邨寶血小學 鄺婉怡 馬淑德
香港航海學校 陳玉華 鍾毓秀
聖公會聖彼得堂幼稚園（赤柱分校） 劉佩盈 黃慧雅
灣仔區
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稚園 何潔明 伍雨文
寶覺小學 譚兆聰 程寶儀
香港真光中學 李佳慈 洪妍卿
香港真光中學 朱惠玲 許佳
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楊秋雁 姜珮瑛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岑佳泰 沈筱雁
佛教黃焯菴小學 劉敏聰 何倩儀
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 謝雪梅 魏詩蓮
何東中學 江美璇 溫炳霖
香港真光中學 戚麗嫦 高祗祈
賽馬會匡智學校 劉素潔 葉詠恩
寶血小學 方富祥 MATTHEW HOGG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時代幼兒學校 周凱棋 范嘉恩
皇仁書院 陳玉麟 葉漢基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謝寶珠 余潔美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劉俊謙 何嘉儀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陳琼珠 何佩儀
保良局金銀業貿易場張凝文學校 趙婉華 蔡振寧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 麥綺翹 馮美琼
玫瑰崗學校 葉浩威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陳美堯 黎迪康
孔聖堂中學 周榮耀 莫玉玲
九龍城區
聖公會聖匠中學 劉楚揚 李建邦
合一堂學校 呂小燕 蔡婉兒
宣道幼稚園 何慶嬋 盧頴君
嘉諾撒聖家書院 周倩瑩 周以晉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尹建雄 鄧恩儀
保良局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 譚晧天 霍嘉麗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陳小寶 王彥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曾淑媚 徐麗賢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布英傑 高宇洋
香港培道小學 李凱靜 許珮媚
香港培道小學 黎曉芯 朱耀彬
九龍塘學校 陳施敏 蔡潤芳
聖文嘉幼稚園 何嘉恩 顏麗怡
維多利亞（何文田）國際幼兒園 梁秀怡 唐君孟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羅綺華 曾寶珠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梁振輝 林景佳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黃安祺 曹俊傑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朱躍進 霍麗霞
勞工子弟中學 金卓麟 楊明佳
聖公會牧愛小學 黃偉奇 韓梅
學之園幼稚園（海逸豪園） 方敏 孔詠賢
鄧鏡波學校 程兆海 李錦鴻
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藍彩鳳 關渭之
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 溫靄慈 周奕琳
香港創價幼稚園 黃瑞華 黃寶儀
德寶中英文幼稚園（黃埔花園） 王秋霞 廖芷欣
耀中國際學校 任少冰 冼蕙儀
樂善堂小學 胡美玲 李啟宗
陳瑞祺（喇沙）小學 陸嘉朗 江芍盈
民生書院幼稚園 龍靜兒 王淑宜
天保民學校 彭家怡 趙婉筠
聖三一堂小學 單卓琼 謝兢昕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九龍城）梁永强 廖慧心
陳瑞祺（喇沙）書院 梁淑儀 李永然
余振強紀念中學 李鈞偉 ADAM JEFFERIES
九龍靈光小學 陳寶儀 潘宗揚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王一如
香港培正中學 李國柱 張嘉亮
農圃道官立小學 鄧彥祺 張思琪
觀塘區
路德會沙崙堂幼稚園 潘美美 李玉珠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陳美詩 鄺啟東
聖安當小學 葉偉冰 歐陽麗珊
聖言中學 何世炳 張凱翔
聖公會慈光堂聖匠幼稚園 李顏英 梁凱恩
寧波第二中學 麥梓偉 吳雙玲
慕光英文書院 容達君 張耀宗
NORD ANGLIA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ADAM CROSS EDWARD FIELDING
聖若瑟英文中學 黃煌奎 鍾蘭絲

西貢區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徐湯義 唐淑櫻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劉曉諮 林曉昕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許承恩 陸幗敏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幼稚園 李梅順 梁月芬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何亦橋 李月美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胡嘉汶 鄒敏儀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吳志恆 李惠蓮
學之園幼稚園（日出康城） 張彤 鍾振音
景林天主教小學 劉鳳儀 劉晶貞
將軍澳香島中學 蔡惠儀 鍾堯基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譚小慧 MARGUES CHAN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吳嘉成 梁志聰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楊安琪 林玉瑜
威靈頓教育機構張沛松紀念中學 張慧英 區敬恒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陳啟裕 束濟良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黃啟立 黃志惠
靈實恩光學校 林志豪 湯錦業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梁東源 利群歡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方玉娟 阮堯聰
迦密主恩中學 陳子榮 霍婉婷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洪潔 劉兆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周禮深 陳燕卿
匯知中學 黃建新 葉偉民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余錦才 李詠嫻
天主教鳴遠中學 劉寶珠 林詠賢
樂善堂劉德學校 馬敏婷 馮守德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 鄧銘枝 陳珮瑛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關展圖 郭惠芳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陳耀光 林令怡
東華三院力勤幼稚園 黃淑儀 譚淑君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衛之賚 殷小賡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郭錦俊 宋惠雲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李紅 陳志華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黃庭之 林川塋
深水埗區
惠僑英文中學 李良保 段玉臨
路德會救主學校 顏美芳 郭嘉玲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彭雪梅 孫柳紅
德貞女子中學 溫小芳 袁潔欣
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 鄧小梅 何嘉慧
陳樹渠紀念中學 蘇淑敏 方浩智
深水埗官立小學 趙一鳴 謝煥娣
滙基書院 陳倩如 彭海恩
廠商會中學 郭智穎 馮凱玲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馬池耀英 郭尹嘉怡
基督教崇真中學 吳家豪 鄭仲殷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呂寶玲 宗燕芬
天主教南華中學 沈浩賢 高偉釗
李鄭屋官立小學 陳玉華 呂詩韻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梁淑儀 鄭淑芬
福榮街官立小學 陳家榮 葉億汶
天主教善導小學 吳麗容 何燕芬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許新學 司徒偉洪
佛教大雄中學 阮文慧 張慶楣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麥詠欣 林國偉
德雅中學 羅艷桃 黃愛娟
啓基學校 洪小英 袁珮詩
大坑東宣道小學 周宇健 鄺青蘭
白田天主教小學 譚美榕 黎秋月
東華三院群芳啓智學校 孔淑雯 何淑萍
保良局劉陳小寶幼稚園 趙慧麗 廖頌恩
九龍工業學校 楊翠玉 鄧子筠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謝慧雯 蕭惠蓮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石硤尾幼兒學校 江佩琳 羅婉敏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丘學熹 黃耀輝
路德會協同中學 黎熲仙 徐俊楠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顏源峰 何智盈
聖公會基愛小學 李薛萍 黎敦彥
聖母玫瑰書院 馬慧儀 陳雪玲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李鄭屋幼兒學校 謝婉玲 黃麗霞
寶血會嘉靈學校 許靜儀 林綺琪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大坑東幼兒學校 袁晅雯 張栢茵
中聖書院 李嘉倫 李秀明
英華小學 何樂美 關越雄
香島中學 張文華 謝育元
黃大仙區
保良局金卿幼稚園 陳玉琼 崔靜儀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李文豪 黃文川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陳熙棠 黃麗霞
慈正邨菩提幼稚園 陳麗萍 黃淑慧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葉寶麗 倪明威
聖母幼稚園 麥慧瑩 陳淑珍
聖文德書院 朱秀詠 賴嘉成
黃大仙官立小學 梁碧琪 陳嘉惠
文理書院（九龍） 梁智君 許嘉樂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黎錦銀 黃光榮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龍世驊 黎佩珊
華德學校 黃小鳳 朱家樑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馮潤之 張曉揚
獻主會溥仁小學 陳麗怡 林潔玉
聖公會慈光堂柯佩璋幼稚園 朱慧儀 鍾玉銀
禮賢會恩慈學校 劉佩珊 江婷
聖母小學 鄧耀群 紀夏燕
天主教博智小學 鄭雪雲 郭慧蘭
彩雲聖若瑟小學 蔡慧貞 黎迦南
浸信會天虹小學 梁淑璧 謝幸兒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黃偉倫 葉庭恩
潔心林炳炎中學 陳美玲 盧慧姿
聖公會基德小學 彭珊瑚 林敏怡
保良局謝黃沛涓幼稚園 林詠雯 鄧小玲
福德學校 梁雁瑩 馬衍衡
天主教伍華小學 劉曉音 許素娟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李國喬 劉育晏
德愛中學 黃秀冰 洪秀如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侯英持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何卓欣 吳嘉美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宗志深 任青雲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周銘基 陳文珊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謝詠竹 楊茜雯
油尖旺區
德信學校 黎志茵 毛潔儀
九龍三育中學 游慧寶 張悅欣
明我幼兒園（奧運校） 李雪娥 陳希汶
明我幼稚園（奧運校） 袁卓琳 徐韻怡
天主教新民書院 徐昶明 虞浩威
真光女書院 吳慧婷 鄧月儀
學之園幼稚園（凱帆薈） 黃麗芬 NICOLE NORDEN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廖正宜 朱春煦
深培中英文幼稚園 歐陽仲欣 陳秀玲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文德恩 陳珮琳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雋匯幼兒學校 蘇曉盈 陳詠渝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啓愛學校 紀嘉真 劉瑞玲
聖公會諸聖中學 何嘉敏 李德卿
拔萃女小學 盧麗娟 蘇錦兒

北區
育賢學校 洪小軍 余佩詩
基督徒信望愛堂華明幼稚園 徐佩珠 林瑋琪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梁玉娟 李紅妹
神召會華人同工聯會景盛幼稚園 黃嘉慧 何寶兒
神召會華人同工聯會彩蒲幼稚園 陳鎧琳 何雅雯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王潤強 黨家忠
鳳溪第一中學 林栢勤 朱源勝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梁錦耀 于宗麒
嘉寶中英文幼稚園（粉嶺） 黃慧霞 劉秋華
上水惠州幼稚園（分校） 李燕婷 陳紫珊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張敏英 STAVROULA ANDREADAKIS
石湖墟公立學校 梁麗儀 劉瑋德
比諾中英文幼稚園 楊菁菁 王燕儀
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 鄔芝英 張少芳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唐佩雯 梁佩欣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黎佩華 梁玉華
粉嶺官立小學 杜振聰 汪慧珠
東華三院徐展堂幼稚園 歐陽淑貞 何卓玲
真理浸信會何袁惠琼幼稚園 伍鳳珊 尤惠儀
聖公會陳融中學 梁鑽淇 許家尉
鳳溪第一小學 葉治浩 林嵐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薛詠詩 陳智健
比諾中英文幼稚園 鄭明妮 文美玉
上水官立中學 郭健光 劉松基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黃希姿 陳靜瑩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 吳慧珊 梁祖波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陳淑怡 邵曉盈
聖芳濟各書院 霍綺琪 趙義山
寶血會培靈學校 朱慧珍 吳于寧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周盈盈 游欣妮
鳳溪創新小學 陳玉瑟 李頴賢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鄧樂然 溫栢英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陳玉英 鍾斯雅
救世軍石湖學校 陳可茵 林志明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黎坤耀 陳奕倫
東莞學校 周啟良 侯思敏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林小玲 趙端儀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黎德音 陳靖豐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黃雯湘 盧少瑛
太平幼稚園 符雲 林愛玲
沙田區
明愛馬鞍山中學 謝嘉俊 袁之彤
五育中學 黃智強 霍展熙
迦密愛禮信小學 尹淑儀 馬鳳娟
綠茵英文幼稚園（馬鞍山） 何玉霞 鄭詩慧
香港聖瑪加利女書院 郭家敏 張沛諾
保良局瀝源幼稚園 余文珮
保良局莊啓程小學 王袁成 盧麗霞
真理浸信會幼稚園 羅敬業 李靜
培僑書院 莊珊珊 連文嘗
培僑書院 黃騰達 李幼雯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張爾詠 馬昊欣
沙田崇真學校 廖正然 鍾雅禧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高嘉茵 彭慧詩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曹映雯 王志寶
潮州會館中學 何少珍 吳麗然
馬鞍山崇真中學 王振銘 譚振宇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吳靜嫻 梁芷雯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楊平俊 丁美麗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羅杏珍 張樂恩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劉依婷 丘鴻海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江麗明 李紹安
海福中英文幼稚園 袁慕玲 吳曼琪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林潔貞 陳鳳翔
沙田公立學校 葉芷欣 侯志業
沙頭角中心小學 何健明 何冠輝
才俊學校 關曉暉 甄美華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 黃倩雲 周燕儀
慈航學校 陳紫健 唐岱森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駱曉恩 陳齊欣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黃淑慧 王欣欣
好時光幼兒學校（沙田廣場） 李靜欣 何詠琳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阮偉樑 高威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 何世創 蕭貝莎
明愛樂進學校 鄺香雲 馬瑞賢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陳潤華 陳秀英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李慧蓮 雷慧芬
聖羅撒書院 王文靜 余思蔚
青年會書院 李雋恩 石欣儀
保良局雨川小學 譚秀媛 李玉雲
循理會美林小學 謝怡 黃雅琳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呂浩榮 梁以豪
保良局胡忠中學 鄭德智 李紫媚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王恆偉 李浩峰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何思穎 ASHWINI PRADHAN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郭嘉欣 陳韻芝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幼稚園 劉潔儀 戴卓賢
東華三院呂馮鳳紀念幼稚園 林仲欣 岑靜雯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何倩儀 張啟彥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黃佩思 張雪芬
曾璧山中學 左錦輝 鍾偉強
沙田崇真中學 陳曉瑩 陸仲豪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崔燕玲 陳寶珠
香港耀能協會高福耀紀念學校 周詠妍 陳靜儀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陳崧好 梁有華
樂道中學 嚴可琼 劉念恩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羅淑芳 余明思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黃小玲 楊惠芬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鄭大龍 余逸賚
大埔區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蔡惠儀 余詠芬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幼稚園（富善邨） 甄秀青 譚樂芝
王肇枝中學 陳雪恆 鄭思宏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楊愛蘭 曹潔如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陳靜雯 羅雅麗
神召會康樂中學 黎立仁 潘翠華
迦密聖道中學 黃天生 吳嘉慧
大埔官立小學 陳綺紅 張美怡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鄭少燕 李嘉賢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李漢英 SENTHMARAI S. PILLAY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黃志文 鄧思雅
匡智松嶺學校 葉善恒 古淑芬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吳惠芝 葉智勇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崔燕霞 張麗珊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鄧紹賢 曾珮珊
基督教宣道會太和幼稚園 詹惠琪 杜穎姍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曾嘉麟 關倩芬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陳淑霞 盧逸龍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譚亦靈 何秀珍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龔萬聲 黃毅兒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梁麗明 陳奕楷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馬慶明 陳家傑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 HEATHER ANDREW PAUL
大埔三育中學 林君妮 單穎怡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陳敬忠 林治彬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林麗華 曾素婷
保良局鄧碧雲紀念幼稚園 謝柳芳 黃楚瑩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麥翠珠 馬愛玉
葵青區
裘錦秋中學（葵涌） 邱振強 楊博陵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王凱華 許玉華
迦密愛禮信中學 劉靜雯 黃倩愉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 鍾容好 孫麗賢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幼稚園 陳慧敏 梁惠萍
皇仁舊生會中學 黃秀明 何君諾
嘉言中英文幼稚園 李世鳳 吳凱珊
香港聖公會聖尼哥拉幼兒學校 嚴舒欣 余嘉欣
善正幼稚園 林美玲 郭方莉
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 單文偉 葉竹娟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吳文興 李鴻基
亞斯理衛理小學 嚴天樂 高美寶
荃灣商會邱健峰幼稚園 梁冬妮 蕭玉蓮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林美霞 徐愛珠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吳安茜 容啟謀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靈工幼兒學校 周頌寧 黃舒婷
保良局陳溢小學 鄺寧珈 尹秀霞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羅梓欣 潘寶葉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郭金泰 區美儀
祖堯天主教小學 譚清儀 趙玉蘭
慈幼葉漢小學 陳楚琪 曾家敏
保良局陳百強伉儷青衣學校 陳雋庭 黃秀祝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朱立夫 楊淑敏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鍾天舒 黃孝明
荃灣商會朱昌幼稚園 聶寶麗 莫凱欣

荃灣區
福來邨錦全幼稚園 徐煖賢 陳順珠
廖寶珊紀念書院 陳瑞榮 BYRON J WALLIN
荃灣官立小學 彭慧琳 譚月娥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蔡創 何道生
荃灣聖多明尼幼稚園 梁美婷 林芷詠
天佑小學 曾芷寧 陳雅雯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李婉華 蕭德良
荃灣天主教小學 梁德堅 葉祉汝
寶血會思源學校 羅燕琼 郭敏儀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易嘉雯 張穎棋
海壩街官立小學 鄺慧敏 俞景慈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方劍男 ROSS HESTER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李婉明 梁超嫻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劉強 曹愷琦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蔡慧貞 杜宇翔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幼稚園 彭愛琼 招美琪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謝倩文 鍾美欣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陳柳茵 麥淑儀
荃灣潮州公學 張美陽 石虹英
深井天主教小學 潘惠玲 馬嘉慧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劉美娟 譚光德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劉偉明 何鳳雯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徐桂枝 ARNOLD ANDREW ERON
聖公會李炳中學 吳道喜 陳偉雄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王淑芬 王少梅
屯門區
仁德天主教小學 羅淑貞 關彩蓮
崇真書院 胡文安 黃慧儀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羅錦華 蔣愛娜
新會商會中學 鄭頴思 古志超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梁建立 曾綺霞
天后中英文幼稚園 曾婉微 蕭靜寶
香港紅卍字會屯門卍慈小學 余健輝 趙曉晴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黃美娟 何穎雅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羅耀華 楊錫基
匡智屯門晨曦學校 鍾麗芳 梁奕瑜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葉淑萍 陳蓉
珈琳幼稚園（屯門分校） 倪嘉媛 梁夢蘭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陳雅施 夏愛琴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 趙倩兒 李根泉
天后中英文幼稚園（二校） 朱月敏 WEN VILMA PASION
台山商會學校 吳燕梅 黃秉槐
浸信會永隆中學 李智恒 施小聰
五邑鄒振猷學校 陳寧欣 黃昭芸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林鳳姿 梁進賢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葉存楫 程志華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區少銓 李慕琦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李運璿 黃雪儀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曾素華 陳泳秋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左佩珊 張榮康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潘潔華 楊健文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湯泰方 劉鳴
南屯門官立中學 陳靜茵 李應材
伊斯蘭學校 巫振良 林惟敬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袁紫華 張柱謙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林美雲 石德順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陳碧琪 曾秀娥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劉餘權 雲文艷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鍾偉成 余國康
裘錦秋中學（屯門） 吳少琼 李劍鋒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龔凱凝 林美玲
青松侯寶垣中學 蕭偉權 夏碧琪
深培中學 吳家揚 廖永恒
保良局志豪小學 陳雅君 周好月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楊淑儀 林佩詩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謝秀儀 陳素蕾
珈琳中英文幼稚園（龍門居分校） 李樂詩 余曉恩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梁詩韻 CELIA ANNE CLAASE
屯門天主教中學 黃慧萍 吳家立
屯門官立小學 周惠蓮 文永昌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屯門分校） 何鏸文 DAVID GRIFFIN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蔡聖龍 孫永康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方愛媚 岑詠詩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楊建琳 李博文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唐念慧 馮益豐
元朗區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劉永坤 謝志文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何麗儀 馮惠瑜
神召會禮拜堂天澤幼兒園 黃佩嫻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羅志民 黃淑茵
八鄉中心小學 DARLAMEE PRAMILA GURUNG DAM BAHADUR
元朗東莞同鄉會熊定嘉幼稚園 陳惠英 陳港蓮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盧毅豪 林如寶
博愛醫院朱國京夫人紀念幼稚園 鄧愛霞 陳潔貞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卓婷 田楚文
圓玄幼稚園（天逸邨） 李紫珊 黃嘉麗
宣道會陳李詠貞紀念幼稚園 官紫婷 莫潔恩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彭月華 連俊興
元朗公立中學 張子宏 劉德培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馮麗儀 區文韶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鄧之良 王致人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陳燕華 黃立光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幼稚園 陳頴儀 陳玉珍
裘錦秋中學（元朗） 馮文健 陳金祥
翰林幼稚園（天水圍） 周煒健 黎穎嫻
元朗寶覺小學 周永雄 潘浩威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陳俊平 葉以琳
佛教榮茵學校 許定國 蕭美儀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楊世倫 吳志騰
匡智元朗晨曦學校 周潔靜 麥穎怡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陳惠芳 陳筱坤
光明學校 林詠潔 陳鳳儀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周宋主愛幼兒園 鄧海儀 黎泳敏
元朗商會小學 鄭家寶 黃淑嫦
賽馬會毅智書院 江新明 劉穎君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趙凱勳 崔淑華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謝煒珞 黃愛雲
元朗官立小學 陳綺瑂 周永浩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龍子弘 康夏斯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林沛錞 方雪芳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蔡慶苓 王惠珠
天水圍官立小學 李錦添 廖綺文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黃小儀 徐玉霞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李麗兒 謝兆基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馬德華 李佩茜
天水圍香島中學 何永豪 曾曉靜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鄧淑萍 洪雅文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吳幼祥 盧其信
激活英文小學 黃筱瑩 彭櫸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胡敏華 陳淑儀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劉秀蕙 王美玲
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 劉咏晶 吳銘詩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郭楚群 劉嘉儀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陳鑫鋒 吳北海
伯裘書院 陳艷芬 陳秋雲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黃嘉兒 王俊傑
通德學校 楊廣 黃紫盈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勞佩玲 GARY MATTHEW HOLMAN 
元朗信義會生命幼稚園 楊穎瑜 張芷欣
天主教培聖中學 黃見儀 羅文湛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胡燕存 袁文峰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陳宇 蘇穎鳳
青衣商會天水圍幼稚園 鄭頌雅 PAUL TURNER
潮陽百欣小學 黃曉妮 姚日昇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天恒幼兒學校 呂婉婉 林藹文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 祝志紅 林婀妮
基督教聯合醫務協會幼兒學校 周慧儀 姚菁怡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陳穎雯 劉穎思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蔡美雲 李美寶
秀明小學 梁志群 黃耀勤
官塘浸信會幼稚園 劉靖喬 謝素芬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梁凌鵬 趙錦珊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林逸濂 倪優紅
聖公會基顯小學 鄭碧如 何欣欣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呂銘倫 孫鳳芝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劉巧兒 關寶明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許文俊 阮琪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嚴佩筠 許佳溢
天主教佑華小學 黃佩儀 張潔媚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余永祥 郭美雲
五邑司徒浩中學 李碧茵 邱敏詩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觀塘幼兒學校 盧麗雅 崔詠恩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周鐵良 陳慧欣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李瑞玲 陳青雲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幼稚園 黃振宇 梁美容
圓玄幼稚園（平田邨） 聞翠薇 黃芷茵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陳佩芬 李俊求
梁式芝書院 黎漢宗 區淑英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蔡淑敏 袁小燕
滙基書院（東九龍） 周照星 劉振華
高雷中學 徐國堅 葉倩意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王孟婷 譚曼君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陳思穎 郭佩齡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黃靜儀 李國浚
聖若瑟英文小學 張偉安 黃潔欣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黃婉湘 陳耀華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林少英 倫鳳儀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LOPEZ JENNIFER
迦密梁省德學校 梁麗開 李燕輝
寧波公學 李文韜 胡仲賢
閩僑小學 許玉茹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崔善彤 吳荷冰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陸蘊霞 陳藹欣
福建中學 曾蔚茵 梁維恩
佛教慈敬學校 張少玲 莊聖謙
坪石天主教小學 林春鈴 楊瑛瑜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梁業榮 黎耀銘
順利天主教中學 梅浩賢 黃菱茵
聖公會九龍灣基樂小學 馮小鳳 陳麗琴
聖公會基樂小學 梁佩華 單寶玲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羅佩萍 馮菀菁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陳志雯 陳麗妹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莫詠怡 許頴詩
綠茵國際幼兒園（浪澄灣）II 劉嘉莉 孫鳳蓮
綠茵英文國際幼稚園（浪澄灣） 崔善雯 高雅慧
綠茵國際幼兒園（浪澄灣） 鄭寶瑩 LISA FLIGELSTONE
蔚思幼稚園 蔡雯詩 曾旖琍
協康會康苗幼兒園 黃樂欣 鍾妙珍
路德會沙崙學校 文淑賢 葉燕群
明慧國際幼稚園（太子分校） 沈妍 張天娜
明慧國際幼兒園（太子分校） 馮嘉銘 賴君儀
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學校 葉慧兒 黃晁娸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羅美婷 陳雅芬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許珊珊 梁泳敏
滙豐幼兒學校 鄒燕玲 林穎欣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尹淑芬 周港泰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方壯華 蔡億玲

世佛會文殊幼兒學校 林惠儀 黃莉玲
保祿六世書院 郭嬋賢 王小容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黃淑惠 許俊江
伊斯蘭博愛幼稚園 林定美 何倩恩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何安琪 陳冠宇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尹定業 鄭美鳳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袁敬禹 劉淑霞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李一諤紀念學校 林詠妍 黃寶鳳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黃燕蘭 劉永康
石籬天主教中學 鄧焯威 連詠思
荃灣商會學校 鄭慶年 何慶榮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陳笑鳳 吳澤輝
學之園幼稚園 張婧 巫珍莉
東華三院王胡麗明幼稚園 賴岢夌 馮嘉雯
保良局世德小學 黃瑞嫦 朱敏儀
荔景天主教中學 楊際澎 王國清
石籬天主教小學 金麗 何綺華
聖公會主恩小學 傅美珠 吳萃賢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孔佩玲 徐麗珍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黃杰良 史頌勤
青衣商會小學 郭秋華 蕭佩清
棉紡會中學 施上海 李志堅
仁濟醫院董伯英幼稚園 何雁婷 李翠碧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吳非微 梁敏琪
李惠利中學 李楚宜 徐少敏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趙曼娜 羅順銘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方月媚 蔡淑寧
葵涌循道中學 潘的宜 葉佩詩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楊秋霞 余詠欣
明愛聖若瑟中學 李立德 何潔儀
聖公會仁立小學 陳二嬌 蘇淑賢
樂景幼稚園 鄭燕芳 葉巧璇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袁達枝 雷淑銘
葵涌蘇浙公學 李豪俊 林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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