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職銜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主席 馮敏威校長 漢華中學 

副主席 左筱霞校董 地利亞教育機構 
秘書 陳偉佳校長 惠僑英文中學 
司庫 林銘棠校長 中聖書院 

執行委員 譚張潔凝校長 聖瑪加利女書院 
執行委員 陳蠋餘校長 陳樹渠紀念中學 
執行委員 葉祖賢校長 培僑中學 

 
 

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職銜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主席 馮敏威校長 漢華中學 

副主席 左筱霞校董 地利亞教育機構 
副主席 陳偉佳校長 惠僑英文中學 
司庫 譚張潔凝校長 聖瑪加利女書院 
秘書 林建華校長 福建中學 
秘書 黃頌良校長 香島中學 

執行委員 招祥麒校長 陳樹渠紀念中學 
執行委員 梁炳華校長 中聖書院 
執行委員 陳葒副校長 伯裘女子中學 

 
 

第三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職銜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主席 陳偉佳校長 惠僑英文中學 

副主席 羅慶琮校長 培僑中學 
副主席 林建華校長 福建中學 
司庫 譚張潔凝校長 聖瑪加利女書院 
秘書 招祥麒校長 陳樹渠紀念中學 
秘書 陳葒校長 匯知中學 

執行委員 馮敏威校長 漢華中學 
執行委員 左筱霞校董 地利亞教育機構 
執行委員 黃頌良校長 香島中學 

增選執行委員 張灼祥校長 拔萃男書院 

增選執行委員 陳家偉校長 優才 (楊殷有娣) 學校 

增選執行委員 陳璐茜校長 港青基信書院 

 
 
 
 
 
 
 
 



第四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職銜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主席 羅慶琮校長 培僑書院 

副主席 林建華校長 福建中學 
副主席 陳偉佳校長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司庫 譚張潔凝校長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秘書 招祥麒校長 培僑中學 
秘書 陳葒校長 匯知中學 

執行委員 馮敏威校長 漢華中學 
執行委員 左筱霞校董 地利亞教育機構 
執行委員 陳璐茜校長 港青基信書院 

增選執行委員 陳鉅培校長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百老匯) 

增選執行委員 黃金蓮校長 聖保祿學校 

 

第五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職銜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主席 林建華校長 福建中學 

副主席 羅慶琮校長 培僑書院 
副主席 陳偉佳校長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司庫 譚張潔凝校長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秘書 招祥麒校長 培僑中學 
秘書 陳葒校長 匯知中學 

執行委員 黃金蓮校長 聖保祿學校 
執行委員 左筱霞校董 地利亞教育機構 
執行委員 陳璐茜校長 港青基信書院 

增選執行委員 陳鉅培校長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百老匯) 

增選執行委員 夏劉婉容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增選執行委員 陳黃麗娟校長 聖保羅男女中學 

 
 

第六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職銜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主席 林建華校長 福建中學 

副主席 陳偉佳校長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副主席 招祥麒校長 培僑中學 
司庫 譚張潔凝校長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內務秘書 黃金蓮校長 聖保祿學校 
榮譽外務秘書 羅慶琮校長 培僑書院 

活動委員 左筱霞校董 地利亞教育機構 
學術委員 夏劉婉容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總務委員 黃頌良校長 香島中學 

執行委員 杜枝生校長 匯基書院(東九龍) 

增選執行委員 陳黃麗娟校長 聖保羅男女中學 

增選執行委員 陳鉅培校長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百老匯) 

增選執行委員 陳家偉校長 優才(楊殷有娣)學校 

榮譽執行秘書 陳璐茜女士 薩凡納藝術學院 

 



第七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職銜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主席 林建華校長 福建中學 

副主席 招祥麒校長 培僑中學 
副主席 黃金蓮校長 聖保祿學校 

外務秘書 陳偉佳校長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內務秘書 黃頌良校長 香島中學 

司庫 譚張潔凝校長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活動委員 左筱霞校董 地利亞教育機構 
學術委員 杜枝生校長 匯基書院 (東九龍) 
總務委員 鄭建德校長 基督教崇真中學 

增選執行委員 陳黃麗娟校長 聖保羅男女中學 

增選執行委員 陳鉅培校長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百老匯) 

增選執行委員 黃桂玲校長 港大同學會小學 

榮譽外務秘書 羅慶琮博士 --- 

榮譽執行秘書 陳璐茜女士 --- 

 

 
 

第八屆執行委員會名單（2013-2014） 
職銜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主席 招祥麒校長 培僑中學 

副主席 林建華校長 福建中學 
副主席 黃金蓮校長 聖保祿學校 

外務秘書 陳偉佳校長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內務秘書 黃頌良校長 香島中學 

司庫 譚張潔凝校長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活動委員 左筱霞校董 地利亞教育機構 
學術委員 杜枝生校長 匯基書院 (東九龍) 
總務委員 鄭建德校長 基督教崇真中學 

增選執行委員 陳黃麗娟校長 聖保羅男女中學 

增選執行委員 陳狄安校長 港青基信書院 

增選執行委員 黃桂玲校長 港大同學會小學 

榮譽外務秘書 羅慶琮博士 --- 

榮譽執行秘書 陳璐茜女士 --- 

 

 

 

 

 

 

 

 

 



 

 

第八屆執行委員會名單（2014-2015） 
職銜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主席 招祥麒校長 培僑中學 

副主席 林建華校長 福建中學 
副主席 黃金蓮校長 聖保祿學校 

外務秘書 陳偉佳校長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內務秘書 黃頌良校長 香島中學 

司庫 譚張潔凝校長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活動委員 左筱霞校董 地利亞教育機構 
學術委員 陳狄安校長 港青基信書院 
總務委員 鄭建德校長 匯基書院 (東九龍) 

增選執行委員 陳黃麗娟校長 聖保羅男女中學 

增選執行委員 盧偉成校長 播道書院 

增選執行委員 黃桂玲校長 港大同學會小學 

榮譽外務秘書 羅慶琮博士 --- 

榮譽執行秘書 陳璐茜女士 --- 

       **2014 年 9 月杜枝生校⾧榮休，由選舉當日得票最多而未被選中的會員取代 
 

 
 

第九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15-2017） 
職銜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主席 招祥麒校長 培僑中學 

副主席 黃金蓮校長 聖保祿學校 
副主席 鄭建德校長 匯基書院 (東九龍) 

外務秘書 陳狄安校長 港青基信書院 
內務秘書 陳偉佳校長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司庫 譚張潔凝校長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活動委員 黃桂玲校長 港大同學會小學 

學術委員 盧偉成校長 播道書院 

總務委員 左筱霞校董 地利亞教育機構 
增選執行委員 陳黃麗娟校長 聖保羅男女中學 

增選執行委員 關穎斌校長 漢華中學 

增選執行委員 黃廣威校長 林大輝中學 

列席委員 徐區懿華校長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榮譽外務秘書 羅慶琮博士 --- 

榮譽執行秘書 林建華博士 --- 

榮譽執行秘書 陳璐茜女士 
（2016 年 8 月離任） 

--- 

榮譽執行秘書 林宛君女士 
（2016 年 9 月上任） 

--- 

 
 
 



 

第十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17-2019） 
職銜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主席 招祥麒校長 陳樹渠紀念中學 

副主席 鄭建德校長 匯基書院 (東九龍)  
副主席 陳狄安校長 港青基信書院 

內務秘書 黃金蓮校長 聖保祿學校 
外務秘書 陳偉佳校長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司庫 左筱霞校董 地利亞教育機構 

活動委員 黃桂玲校長 港大同學會小學 

學術委員 盧偉成校長 播道書院 

總務委員 譚張潔凝校長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增選執行委員 關穎斌校長 漢華中學 

增選執行委員 徐區懿華校長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列席委員 潘紹慈校長 聖保羅男女中學 

列席委員 封華冑校長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列席委員 黃頴東校長 伯裘書院 

榮譽外務秘書 羅慶琮博士 --- 

榮譽執行秘書 林建華博士 --- 

榮譽執行秘書 林宛君女士 --- 

榮譽顧問 黃廣威先生 --- 

 
 

第十㇐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19-2021） 
職銜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主席 陳狄安校長 港青基信書院 / 英華書院（2021 年 9 月上任）

副主席 招祥麒校長 陳樹渠紀念中學 
副主席 黃金蓮校長 聖保祿學校 

內務秘書 鄭建德校長 匯基書院 (東九龍)  
外務秘書 陳偉佳校長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司庫 左筱霞校董 地利亞教育機構 

活動委員 譚張潔凝校長 
（2021 年 8 月榮休）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活動委員 黃桂玲校長 港大同學會小學 

學術委員 關穎斌校長 漢華中學 

總務委員 徐區懿華校長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增選委員 文詩詠校長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增選委員 徐潮妹校長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列席委員 梁少儀校長 協恩中學 

列席委員 潘紹慈校長 聖保羅男女中學 

列席委員 譚日旭校長 
（2021 年 8 月榮休） 

林大輝中學 

列席委員 黃晶榕校長 創知中學 

列席委員 黃頴東校長 萬鈞伯裘書院 

榮譽顧問 羅慶琮博士 --- 

榮譽顧問 林建華博士 --- 

榮譽外務秘書 林宛君女士 --- 

 



第十二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21-2023） 
職銜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主席 陳狄安校長 英華書院 

副主席 招祥麒校長 陳樹渠紀念中學 
副主席 黃金蓮校長 聖保祿學校 

內務秘書 黃晶榕校長 創知中學 

外務秘書 鄭建德校長 匯基書院 (東九龍)  
司庫 左筱霞校董 地利亞教育機構 

活動委員 黃桂玲校長 港大同學會小學 

學術委員 關穎斌校長 漢華中學 

總務委員 文詩詠校長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增選委員 陳美娟校長 英華小學 

增選委員 陳韾校長 港大同學會書院 

增選委員 黃頴東校長 萬鈞伯裘書院 

列席委員 陳偉佳校長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列席委員 梁少儀校長 協恩中學 

列席委員 盧裕敏校長 港青基信書院 

列席委員 潘紹慈校長 聖保羅男女中學 

榮譽顧問 羅慶琮博士 --- 

榮譽顧問 林建華博士 --- 

榮譽外務秘書 林宛君女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