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 2020年度
周年會員大會

日期： 2019年11月26日(二)
時間： 2:00p.m. – 5:00p.m.
地點：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為未來而教」



程序

時間 活動內容 負責人

下午2:00 - 2:15 報到及登記 鄭繼霖校長

下午2:15-3:00
歡迎辭及主席報告 梁冠芬校長

財政報告 何沛勝校長

2019-21執行委員會選舉 李立中校長

下午3:00-4:45
主題分享

「為未來而教」
葉丙成教授

下午4:45-4:55 問與答
鄭繼霖校長

下午4:55-5:00 報告

下午5:00 散會



通過2018-19年度
周年大會會議紀錄

梁冠芬校長





1. 執行委員會職位
職 位 姓 名 學 校

主 席 梁冠芬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副主席 邱潔瑩 粉嶺救恩書院

外務秘書 李立中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內務秘書 鄭繼霖 浸信會永隆中學

司 庫 何沛勝 曾壁山中學

公 關 吳友強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總 務 簡偉鴻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委 員 譚日旭 林大輝中學

委 員 招祥麒 陳樹渠紀念中學

委 員 張翠儀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委 員 黃少玲 嘉諾撒培德書院

主席報告



2. 本會執行委員代表出席各委員會
主席報告

活動名稱 本會代表

中學學位分配委員會 梁冠芬

初中成績評核委員會 李立中

334學制校長諮詢會議 梁冠芬

考評局HKDSE諮詢會議 邱潔瑩

康文署學生體育活動統籌委員會 吳友強

全國中學生作文大賽籌委會 張翠儀

教師中心管理委員會 黃少玲

考評局校本評核檢討委員會 鄭繼霖



3. 2018 至 2019 年度升學推薦計劃/聯繫大學
主席報告

海外

已簽協議的台灣大學

澳門旅遊學院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聯合國際學院

福建華僑大學校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已簽協議的韓國八所大學



3. 2018 至 2019 年度升學推薦計劃/聯繫大學
主席報告

本地
東華學院

香港恒生大學
珠海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4. 2018 至 2019 年度舉辦之聯會活動
4.1 STEM課程發展

主席報告

會議/活動 日期
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2018

香港師生觀摩團

17/11/2018

思科創意解難挑戰賽2018
(超過160隊參與)

10/2018--5/2019

STEM專室考察：參觀理光 (香港) 29/1/2019
中華大學@台灣矽谷夏令營 15-19/7/2019

CocoRobo（可可樂博）機械人對抗賽 10-11/2019

思科創意解難挑戰賽2019 11/2019—5/2020







思科創意解難挑戰賽2019

鑑於近日社會情況，「第三屆 Cisco 思科創意解難挑戰賽」
的報名截止日期將再延至11月29日。

詳情：https://cicgps.hkace.org.hk/ 報名：http://gg.gg/CICGPS

https://cicgps.hkace.org.hk/
http://gg.gg/CICGPS


4. 2018 至 2019 年度舉辦之聯會活動
4.2 多元出路

主席報告

會議/活動 日期 備註

澳門升學講座 9/12/2018 澳門大學
旅遊學院

美國升學講座 23/3/2019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弗雷斯諾)
臺灣教育參訪團 23-27/4/2019 18學校

共30位校長及老師參與
文憑試放榜支援計劃 10-11/7/2019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珠海學院
香港恒生大學
澳門旅遊學院







4. 2018 至 2019 年度舉辦之聯會活動
4.3 專業發展

主席報告

會議/活動 日期

史丹福大學 CSET 學校領導培訓計劃 16-18/4/2019

台灣生命教育及創新教育考察 23-27/4/2019
一帶一路考察—馬爾代夫校長教師考察 2-7/6/2019

史丹福大學CSET 教師培訓計劃2019 10-14/6/2019

「尋回初心重塑教育」台灣生命教育分享會 30/8/2019



「一帶一路」校長及教師考察計劃

+

「李文俊慈善基金」全額資助





台灣生命教育及創新教育考察



「尋回初心重塑教育」台灣生命教育分享





5. 各執委代表本會出席會議/活動/交流
主席報告

會議/活動/交流 日期

教育局中學學位分配委員會18/19 學年會議 29/11/2018

致函教育局局長就「SEN津貼及職業英語」提出意見 29/11/2018

2018內地高等教育展開幕典禮 1/12/2018

澳門旅遊學院升學交流會 18/1/2019
內地港生回港實習就業講座：教師專題講座 22/1/2019

教學語言政策諮詢會 24/1/2019

全港中學「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第十五屆)頒獎典禮 26/1/2019

致函教育局局長「就中一自行收生提早公布安排的意見」 1/2/2019

334學制校長諮詢會會議 20/2/2019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9考評服務發展座談會 23/2/2019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第十一屆執委會就職典禮暨主題演講 25/2/2019



5. 各執委代表本會出席會議/活動/交流
主席報告

會議/活動/交流 日期

教育局財政預算案簡報會 27/2/2019

334學制校長諮詢會會議 11/3/2019
2019 香港恒生大學校慶日暨大學正名興慶祝 16/3/2019

華僑大學升學交流會 19/3/2019

學友社成立七十周年晚會 10/4/2019
STEM暨傳統文化上海夏令營籌備會議 18-20/4/2019

台灣升學展說明會 12-13/5/2019

2018-19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頒獎典禮 18/5/2019
2019台灣高等教育展籌備會議 6/8/2019

致函教育局就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提出建議 10/9/2019



5. 各執委代表本會出席會議/活動/交流
主席報告

會議/活動/交流 日期

教育局局長與校長會代表會面 21/8/2019

我們能為這城市做什麼？新學年的輔導需要、支援及資源研討會 21/8/2019

特首與校長會代表會面 29/8/2019
尋回初心重塑教育 台灣生命教育分享會 30/8/2019

2019-20年度文學之星籌委會會議 17/9/2019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湯濤教授校長就職典禮

25/9/2019

Joint Committee on the arrangements for SSPA 2020 10/10/2019
台灣高等教育展2019 18-19/10/2019

334學制校長諮詢會會議 21/11/2019









5.本會擔任支持機構的活動
主席報告

會議/活動/交流
2018「內地高等教育展」
香港教育城「學與教博覽」

思科創意解難挑戰賽

香港青年協會徐悲鴻藝術空間
《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西區扶輪社
「全港中學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

2019-20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第25屆香港國際教育展

第26屆香港國際教育及就業展覽



財政報告

何沛勝校長





2019-21執行委員會選舉

李立中校長





香港中文中學聯會2019-2021年度執委會選舉

請在○加上ü號 代號 校長姓名 任職學校

○ 1 李立中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 2 何沛勝 曾璧山中學

○ 3 邱潔瑩 粉嶺救恩書院

○ 4 吳友強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 5 吳俊雄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 6 黃少玲 嘉諾撒培德書院

○ 7 梁冠芬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 8 張翠儀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 9 鄭繼霖 浸信會永隆中學

○ 10 蔡子良 明愛馬鞍山中學

○ 11 簡偉鴻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最多可選七位校長



2019 - 2020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主題講座

為未來而教

主講嘉賓：葉丙成教授



主講嘉賓簡介



問與答



報告
公布選舉結果
敦聘顧問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