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 2018年度
周年會員大會

日期：2017年11月8日 (星期三)

程序：2:15 – 2:30 報到

2:30 – 3:30 周年會員大會及執委會選舉

3:30 – 4:45 講座︰「在高度政治化環境下的

青年教育」



II.主席報告
1.2016至2017年度執行委員會委員

I. 通過2016-2017年度周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職 務 校長姓名 任職學校

主 席 譚日旭 香港培正中學
副主席 梁冠芬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外務秘書 李立中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內務秘書 邱潔瑩 粉嶺救恩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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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靜芬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委 員 招祥麒 培僑中學
委 員 張翠儀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委 員 鄭繼霖 浸信會永隆中學
委 員 何沛勝 曾壁山中學
委 員 黃少玲 嘉諾撒培德書院



2. 2016-2017會員學校195間。

3. 本年度共召開7次執行委員會。

4. 本會出席各教育委員會的代表如下：

活動名稱 本會代表

1 中學學位分配委員會 譚日旭

2 初中成績評核委員會 李立中

3 334學制校長諮詢會議 譚日旭

4 考評局HKDSE諮詢會議 邱潔瑩

5 康文署學生體育活動統籌委員會 吳友強

6 全國中學生作文大賽籌委會 梁冠芬

7 教師中心管理委員會 林宛君

8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 林宛君

9 考評局校本評核諮詢委員會 文靜芬



5. 本會擔任支持機構的活動︰

1) 2017「內地高等教育展」
2) 香港教育城「學與教博覽2016」
3) 「香江傳承 –歷史文化學習計劃2017」
4) 思科創意解難挑戰賽
5) 機電工程署「樂齡科技顯愛心」比賽
6) 「更生」微電影《愛重生》觀後反思徵文比賽
7) 中國文化院「2016全港中學生中華文化徵文比賽」



5. 本會擔任支持機構的活動(續)︰

8) 饒宗頤文化館「繽Fun有禮」文化學習計劃2017
9) 「回歸盃」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10) 香港青年協會徐悲鴻藝術空間2017《徐悲鴻盃國際
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11) 團結香港基金《今日中國：政制與現代社會發展》
論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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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中科創客學院「2017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創新科學
大賽」



6. 本年度代表本會出席的事務︰

1) 代表本會出席教育界圓桌會議

2) 代表本會出席中學議會及十八區校長會聯席會議

3) 本人與2位執行委員與教育局會面就學校實驗室技術員的新

編制及過渡安排的方案作討論。(3-11-2016)

4) 本人與3位執行委員拜訪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嚴重光處長，

商討2017台灣高等教育展各項安排。(12-5-2017)



6. 本年度代表本會出席的事務(續)︰

5) 本人與執行委員與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會面，表達學

校對各項就教育政策(包括新一屆政府的新教育資源)的意見。

(16-8-2017)

6) 本人與5位執行委員與中國科學院先進科技研究院處長及創

客學院院長商討2017-18合作事宜。(4-9-2017)

7) 本人與3位執行委員參與「教大持份者如何看香港教育大學

管治」討論(19-9-2017)



7.本年度工作︰

1) 於2016年9月15日向教育局發出信函，反對當局停止發放「中英
文廣泛閱讀計劃津貼」。

2) 與華僑大學簽署合作協議，推行「2017學年中文中學聯會
校長保送計劃」，讓有志負笈國內升學的學子更易成行。

3) 與珠海學院合辦「中學校長推薦學生奬勵計劃」

4) 與浸會大學國際聯合學院合辦「中學校長推薦學生奬勵計
劃」

5) 與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UIC)協議，
本會畢業生可直接申請「外交學院IPP-UIC」課程。

6) 與恆生管理學院簽署合作協議，推行校長推薦計劃。



7.本年度工作(續)︰

7) 與東華學院簽署合作協議，推出「東華學院報讀優

惠」。

8) 於2016年12月10日在信義中學舉辦「澳門升學講座」。

9) 2016年周年會員大會於恆生管理學院舉行，邀請恆生
管理學院校長何順文教授主講「香港高等教育發展前

瞻」及安排參觀恆生管理學院。

10) 會員大會於2017年5月16日在普照中學舉行，主題為
「善用STEM教育資源，打造科普創意平台」，介紹
本會與中國科學院創客學院的STEM教育合作計劃並
即場簽署合作協議。



11) 應中國科學院創客學院邀請，於5月20日赴深圳參加
「全國科技周暨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公眾科學

日」，共有10所中學45位校長及師生參加。

12) 與中國科學院創客學院於7月4-7日合辦「聯校創科
營」，共有11所中學66位師生參加。

13) 與恆生管理學院合作，於7月12日(文憑試放榜日)於港
島南區及屯門區推行一站式報名及收生服務站。

14) 與澳門旅遊學院合作，於7月14日於九龍區推行一站式
報名及收生服務站。

15) 於9月4日向教育局長發出信函，表達學校對各項就教育政策
的意見。

7.本年度工作(續)︰



16) 於9月30-10月8日舉辦美國加州升學考察團，共有15位
校長參加。

17) 與美國加州州立大學(Fresno)簽署合作協議，讓有志赴
美國升學的學子更易成行。

18) 於2017年10月27至28日舉辦「2017台灣高等教育展」，
參展大學數目達85所，為香港學生赴台升學開闢新路。

19) 應中國科學院創客學院邀請，於11月18日赴深圳參加
「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共有15所中學90
位師生參加。

7.本年度工作(續)︰





20) 將於2017年12月9日下午2:30 - 4:30舉辦「澳門升學講
座」，地點為信義中學禮堂。

21) 韓國高等教育展(2018年1月5 - 6日)

7.本年度工作(預告)︰



香港中文中學聯會2017-2018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財政報告





香港中文中學聯會2017-2019年度執委會選舉

請在○加上ü號 代號 校長姓名 任職學校

○ 1 文靜芬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 2 李立中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 3 李志文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 4 何沛勝 曾璧山中學

○ 5 李劍華 天主教普照中學

○ 6 邱潔瑩 粉嶺救恩書院

○ 7 吳友強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 8 招祥麒 陳樹渠紀念中學

○ 9 黃少玲 嘉諾撒培德書院

○ 10 梁冠芬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 11 張翠儀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 12 鄭繼霖 浸信會永隆中學

最多可選七位校長



2017 - 2018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3:30 – 4:45 「在高度政治化環境下的青年教育」
講座

主講嘉賓: 前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