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 2019年度
周年會員大會

日期： 2018年11月9日(五)
時間： 2:30p.m. – 5:00p.m.
地點： 天主教普照中學

「從案例透視校園內的法律陷阱」



程序

時間 活動內容 負責人

下午2:15 - 2:30 報到及登記 鄭繼霖校長

下午2:30-2:55 歡迎辭及主席報告 梁冠芬校長

下午2:55-3:00 財政報告 李劍華校長

下午3:00-4:30 主題分享
「從案例透視校園內的法律陷阱」

林壽康教授

下午4:30-4:55 問與答
鄭繼霖校長

下午4:55-5:00 報告

下午5: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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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劍華 天主教普照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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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沛勝 曾壁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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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 何沛勝

考評局校本評核檢討委員會 鄭繼霖



3. 2017 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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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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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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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
2017 香港師生觀摩團

18/11/2017 15學校共90位校
長及師生參與

澳門培正STEM及電子學習教
育考察

11/1/2018 八學校共27位校長
及老師參與

思科創意解難挑戰賽 5/2017--
5/2018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合辦超過100隊學
校隊伍參與

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

院公眾科學日暨粵港澳大灣區
創新科學教育基地成員學校內
地與香港姐妹校簽約儀式

19/5/2018 9學校校長及老師
參與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科學教育基

地聯校創科營
4-7/7/2018 19學校共95位校

長及師生參與





4. 2017 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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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9/12/2017 10學校共40位校長及師
生參與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

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
院新校園啟動慶典

9-10/12/2017 8學校共8位校長參與

臺灣教育參訪團 21-
23/12/2017

9學校共10位校長及老師
參與

韓國升學教育展2018 5,6/1/2018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合辦

亞洲、梨花女子、漢陽、
韓東國際、慶熙、建國、
延世及西江大學

韓國升學考察 3-7/4/2018 與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合辦







4. 2017 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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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高等教育考察團 5-9/6/18 14學校共24位校長及老師參與

恒生管理學院
即場面試收生

11/7/18 嘉諾撒培德書院(港島南)
浸信會永隆中學(新界西)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
學院即場面試收生

11/7/18 北區、新界西、港島東

澳門旅遊學院即場面
試收生暨升學講座

13/7/18 即場面試收生暨升學講座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上海高校訪問團 14-16/10/2018 11學校共20位校長及老師參與







4. 2017 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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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如何打造辯論精英分享會 26/6/2018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史丹福大學CSET 教師培訓計劃 7-11/8/2018 13學校共19位校長及老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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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第55次334學制校長諮詢會會議 14/11/2017
教育局中學學位分配委員會17/18 學年第一次會議 22/11/2017

2017 內地高等教育展開幕典禮 2/12/2017
與教育局局長會面交流 30/11/2017

致函教育局局長「就現行大學入學要求的意見」 11/12/2018
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蘇國生博士交流 5/1/2018

與中聯辦余彬處長、華僑大學董事會香港辦事處蔡錦鐘主
任及李咏樂副主任交流

5/1/2018

全港中學「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第十四屆)頒獎典禮 20/1/2018
繽紛有禮文化學習計劃啟動禮 29/1/2018
澳門旅遊學院升學交流會 29/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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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 周年聚會 6/2/2018

中國科學院先進院創客學院會議 12/2/2018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考評服務發展座談會 24/2/2018

教育局中學學位分配委員會17-18學年第二次會議 28/2/2018

教育局財政預算案簡報會 28/2/2018

致函教育局局長「就姊妹學校恆常化的建議」 6/3/2018

教育局第56次334學制校長諮詢會會議 14/3/2018

2017-18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第三次籌委工作會議 16/3/2018
2017-18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教師講座：拿什麼告訴學
生？你需要多讀文學

16/3/2018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第十屆執委會就職典禮暨主題演講 16/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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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電台教學有心人：台灣留學 17/3/2018

民生脈絡智庫會長團就職典禮 19/3/2018

學友社邁向七十周年新春聚餐 26/3/2018

教育局第57次334學制校長諮詢會會議 28/3/2018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Slash 多職青年新世代」研討會 7/6/2018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會議 5/3/2018

台灣升學展說明會 27-28/4/2018

教育局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 10/5/2018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公開考試行政安排諮詢委員會第22次會議 15/5/2018

2017-18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頒獎典禮 19/5/2018

AFS國際文化交流35周年會慶 25/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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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中學生作文大賽籌委會 28/8/2018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 19/9/2018

Stanford CSET教師培訓檢討會 5/9/2018

CIC 2019 Core Group Meeting 7/9/2018

中聯辦公眾開放日 9/9/2018

台灣高等教育展籌備會議 11/9/2018

台灣高等教育展訪問 3/10/2018

中國海外交流中心會議 5/10/2018

2018施政報告教育界會議 10/10/2018

台灣升學展記者會 30/10/2018

教育局與香港中學議會及十八區中學校長會聯席會議 15/10/2018

香港中學議會及十八區中學校長會聯席會議 12,22/10/2018









臺灣教育參訪團2019
28/4-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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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思科創意解難挑戰賽

香港青年協會徐悲鴻藝術空間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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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創客學院
「2018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創新科學大賽」

2018-19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台灣生命教育暨創新教育



ASF國際交流計劃
史丹福大學CSET 教師培訓計劃

李立中校長



財政報告

李劍華校長





2018 - 2019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主題講座

從案例透視校園內的
法律陷阱

主講嘉賓：林壽康教授
（退休大律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客座副教授，著作
有《香港教育法：疏忽侵權篇》、《香港教育法：教師註冊及
僱傭合約篇》、《香港教育法：教師註冊及僱傭合約篇》）



問與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