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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小組審批學生提名表格

玉清慈善基金網址

「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介紹 大埔區中學校長會          大埔區小學校長會  主辦                              贊助             

玉清慈善基金其中一項宗旨為支持教育工作，【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自2015
年起成為玉清慈善基金於香港推行的獎勵計劃。這計劃能夠關注本港一些努力學習，
但成績處於中游，缺乏教學支援的學生；特別優先考慮提名一些在家庭中未能提供充裕
物質條件，以及未曾獲頒其他獎學金的學生，能令更多學生受惠。因此本計劃目的為這些
學生提供獎學金，讓他們在學業成績、品格行為、體藝成就和勇於服務四方面的努力和
付出上得到鼓勵，發展潛能、健康成長。



1.民政事務總署大埔民政事務專員陳巧敏太平紳士
2.社會福利署大埔及北區福利專員任滿河先生
3.教育局大埔區總學校發展主任黃美賢女士
4.玉清慈善基金主席羅蔡玉清女士
5.晶苑國際集團主席羅樂風先生
6.玉清慈善基金受託人羅林素麗女士
7.玉清慈善基金受託人羅林盈女士
8.大埔區中學校長會主席潘慶輝校長
9.大埔區小學校長會主席張麗珠校長

程序一：主禮嘉賓上台
程序二：奏唱國歌
程序三：致歡迎辭
程序四：計劃贊助人致辭
程序五：頒獎
程序六：致送感謝狀
程序七：致謝辭
程序八：大合照

主禮嘉賓 典禮程序

1 2



1 李肯 小二 服務

2 蔡子謙小三 體藝

3 邱紫晞小四 品格

4 劉以君小四 品格

5 李尚基小五 品格

6 蔡俊威小五 服務

7 吳坤耀中二 體藝

8 譚智強中二 體藝

9 丘隽塏小二 學業

10 布思晴小三 品格

11 Maha
Hania 小三 學業

12 鄭景生小四 學業

13 何泳葭小五 品格

14 秦珮恩小五 學業

15 許綺琪中一 學業

16 侯廷章中四 品格

17 陳燦鋒中五 學業

18 文希 中六 服務

19 冼彩君中六 學業

20 謝惟嘉中六 學業

21 韓泳桐小一 學業

22 張芷涵小二 品格

23 吳鎧呈小三 學業

24 易承曜小四 學業

25 冼蔚澄小五 學業

26 吳壹洛小六 學業

27 中一 品格

匡智松嶺第三校

匡智松嶺第二校

匡智松嶺學校

學校             編號   姓名   年級  獎項

28 葉錦瑩 中二 學業

29 劉嘉祐中三 學業

30 陳碩 中四 品格

31 蘇啟迪中五 學業

32 何泳諃中六 品格

33 詹詠欣小學組 學業

34 陳樂悠小學組 品格

35 李嘉敏小學組 品格

36 區偉堅小學組 品格

37 劉嘉淳小學組 品格

38 梁梓晴中學組 學業

39 戴子恆中學組 服務

40 沈小筵中學組 學業

41 林凱涵中學組 服務

42 陳志恒中學組 學業

43 謝智敏中學組 學業

44 鄭健榮中學組 學業

45 郭鑫櫟小四 學業

46 楊淇壯小四 服務

47 賴心澄小五 品格

48 盧家聲小五 品格

49 鄧雅莉小六 學業

50 盧錦軒小六 學業

51 蔡佳馨小五 服務

52 王明慧小六 學業

53 王涵薇小六 學業

54 茅韻 小六 學業

三水同鄉會
禤景榮學校

香港耀能協會
賽馬會田綺玲學校

匡智松嶺第三校

大埔官立小學

學校             編號   姓名   年級  獎項

55 蔡嘉汶小六 體藝

56 薩夫萬小六 品格

57 李曉彤小四 服務

58 劉曉曈小四 服務

59 姚珺妤小五 品格

60 黃美茵小五 學業

61 黃俊熙小六 學業

62 黃政毅小六 品格

63 馮卓堯小三 體藝

64 何恩澄小五 品格

65 張莉貞小六 服務

66 廖曉彤小六 體藝

67 潘曉君小六 體藝

68 謝泳珊小六 體藝

69 黎晉樂小四 學業

70 朱煒軒小五 品格

71 李巧瑤小五 服務

72 陳佩雯小五 學業

73 許迪森小五 品格

74 鍾晴 小六 學業

75 楊子晴小三 學業

76 李汶羲小五 學業

77 李澤曦小五 服務

78 葉芊莜小五 學業

79 文皓 小六 學業

80 蘇俊毓小六 服務

大埔官立小學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大埔崇德
黃建常紀念學校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學校             編號   姓名   年級  獎項

82 張日朗小二 學業

83 管淳珏小三 學業

84 梁榛庭小四 學業

85 朱俊熙小五 學業

86 林炡言小六 學業

87 庄銳熙小四 體藝

88 陳銘智小五 學業

89 劉思雅小五 體藝

90 何澳霏小六 學業

91 黃樂希小六 體藝

92 楊諾恩小六 體藝

93 陳欣淇小四 體藝

94 李泳琳小六 體藝

95 林利凱小六 學業

96 徐逸曦小六 學業

97 張予涵小六 學業

98 陳雅熙小六 學業

99 李少維小五 體藝

100 屈梓峰小五 體藝

101 張思瀚小五 體藝

102 鄧楚鈺小五 體藝

103 李珈慧小六 品格

104 賴敬怡小六 服務

105

106

107

108

林村公立
黃福鑾紀念學校

天主教
聖母聖心小學

仁濟醫院
蔡衍濤小學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學校             編號   姓名   年級  獎項

得獎名單 特校           小學           中學

43

得獎名單 特校           小學           中學

Singh
Husanpreet
Sandhu

81 何爾康小一 學業

楊淽蕎小三 體藝

呂嘉棋小四 體藝

鄭芷妤小四 體藝

何曉諺小六 服務

保良局
田家炳小學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李臻頤小五 學業

118 袁晞彤小五 品格

119 郭穎樂小五 服務

120 吳智軒小六 學業

121 曹格致小六 品格

122 蔡淳名小六 品格

123 朱俊愷小四 學業

124 鄭煒帝小五 學業

125 何思睿小六 學業

126 吳銳杰小六 學業

127 馬滋琳小六 體藝

128 趙胤皓小六 學業

129 林俊宏小一 學業

130 莫家熙小二 品格

131 王銘恒小三 品格

132 李芷葭小四 品格

133 徐樂晴小五 學業

134 謝嘉泳小六 學業

135

136

香港教育大學
賽馬會小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
吳禮和紀念學校

港九街坊婦女會
孫方中小學

學校             編號   姓名   年級  獎項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江子卓中二 學業

160 李建鋒中三 學業

161 劉泳霖中四 服務

162 梁可怡中五 品格

163 溫家美中六 服務

164 曾紫蘭中六 體藝

大埔三育中學

學校             編號   姓名   年級  獎項

165 伍彥維中二 學業

166 嚴嘉欣中三 學業

167 周嘉欣中二 學業

168 梁智杰中三 學業

169 楊逸 中三 學業

170 莊銘鋒中四 學業

171 蔡嘉希中五 學業

172 邱澤勝中六 學業

173 黃樂兒中二 學業

174 楊益銘中二 學業

175 張雪 中三 學業

176 李映彤中四 品格

177 蕭佩瑤中五 品格

178 麥錦榆中六 品格

179 梁睿朗中三 品格

180 葉寶淇中三 學業

181 胡嘉汶中四 學業

182 譚家熙中四 品格

183 陳爾琛中五 品格

184 蔡欣琳中五 學業

185 尹俊超中二 學業

186 石穎桐中四 服務

187 江家誠中四 學業

188 譚宇稀中四 服務

189 曾宝怡中五 學業

190 羅綿戴中五 體藝

191 李若婷中四 品格

192 香卓余中四 服務
迦密柏雨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
馮梁結紀念中學

王肇枝中學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孔教學院大成
何郭佩珍中學

中華聖潔會
靈風中學

學校             編號   姓名   年級  獎項
193 葛灝然中四 品格

194 廖尉兆中四 學業

195 葉伶俐中六 服務

196 蘇巧如中六 服務

197 王智美中二 學業

198 李樂添中三 學業

199 練億信中三 學業

200 吳梓軒中四 學業

201 李森朗中五 學業

202 黃仲祺中六 學業

203 盧雪雯中二 學業

204 潘子進中三 學業

205 何影俊中四 品格

206 楊慧珊中五 品格

207 湯芷玲中六 服務

208 馮芷晴中六 服務

209 韓宜蒨中一 品格

210 陳家玉中二 學業

211 鄭瑋樂中三 服務

212 馮雨琪中四 品格

213 羅咏芬中五 服務

214 陳勝藍中六 服務

215 鍾顯瑋中四 服務

216 鄭琨騰中五 服務

217 簡文迪中五 服務

218 羅穎城中五 服務

219 陳以心中六 服務

220 陳凱莉中六 服務

香港紅卍字會
大埔卍慈中學

香港教師會
李興貴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學校             編號   姓名   年級  獎項

65

得獎名單 特校           小學           中學 得獎名單 特校           小學           中學

梁緻君小六 學業

盧潁謙小六 體藝

保良局
田家炳小學

聖公會
阮鄭夢芹小學

王睿楠小五 服務

凌巧澄小五 服務

聖公會
阮鄭夢芹小學

何康寧小六 品格

葉子霖小六 學業

鄧紫烔小六 體藝

蕭穎潼小六 服務

聖公會
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張卓喬小一 服務

劉恩晴小二 體藝

林旻叡小三 體藝

黃鎧迪小四 體藝

何殷霆小五 品格

曾曉潼小六 學業

保良局
田家炳千禧小學

陳逸翹小六 品格

鍾麗彤小六 品格

江柏鎧小二 品格

徐晉亨小二 品格

詹可心小三 品格

羅卓鏗小三 品格

新界婦孺福利會
梁省德學校

何浠稦小六 品格

吳梓桐小六 品格

張子軒小六 學業

張文瀚小六 學業

黃可嵐小六 學業

謝可璇小六 品格

新界婦孺福利會
基督教銘恩小學

陳展鴻小三 品格

袁嘉琪小六 學業
袁嘉瑤小六 學業

陳嘉妍小六 學業

曾可可小六 學業

楊庭鑫小六 學業

迦密柏雨中學

迦密聖道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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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清慈善基金聯同晶苑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捐贈十萬個口罩予
十七間社福機構。

基金設立食物及物資支援中心，
派發食物給石圍角邨的長者。

2019年基金主席及其丈夫親自
到醫院探望接受「復明希望工程」
免費白內障手術的患者。

玉清慈善基金介紹
玉清慈善基金於2004年10月21日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批准下成立，翌年
認可為註冊慈善團體。

玉清慈善基金宗旨
．支持貧困地區教育事業；

．提升貧困地區的醫療技術及設施；

．建立環保項目；

．助貧賑災；

．促進義務工作發展。

玉清慈善基金願意承擔照顧弱勢群體
的社會責任，所以一直以來關注貧困地區
及關懷弱勢社群的生活。玉清慈善基金的
成立，不單捐款行善，還確保每一分一毫
的捐款都能夠幫助有需要的人士，作為我
們履行社會責任的一種方式。

玉清慈善基金慈善項目範疇
．教育：獎學金計劃、捐助教學設施、
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學習支援計劃
及英語提升班；

．醫療衛生：復明希望工程、培訓醫護人員、
捐贈醫療儀器；

．慈善活動：心意送萬家，贊助社會福利
活動；

．環保：植樹；

．賑災。

玉清慈善基金網址

得獎名單 特校           小學           中學

221 胡倩珩中二 體藝

222 陳耀 中三 學業

223 葉榮皓中三 學業

224 吳家榮中六 服務

225 徐慧瑩中六 品格

226 鄧穎琳中六 品格

227 李耀霖中四 學業

228 區穎欣中四 服務

229 吳洋 中五 服務

230 黃靖康中五 服務

231 鄭卓嵐中五 服務

232 戴有澤中六 服務

233 王希雯中三 學業

234 朱香妍中三 學業

235 吳頌恒中三 學業

236 周以諾中三 學業

237 張嘉鑫中三 學業

238 鄺澤恆中三 學業

239 余沛芹中四 品格

240 賴珮莎中四 服務

241 賴榮東中四 服務

242 吳雨藍中六 體藝

243 梁珀菘中六 服務

244 歐希雯中六 品格

245

246

247

248

神召會康樂中學

救恩書院

港九街坊婦女會
孫方中書院

恩主教書院

學校             編號   姓名   年級  獎項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黃卓朗中三 學業

258 彭樂賢中四 學業

259 葉思恩中四 學業

260 凌愛蓮中五 學業

261 梁綺晴中六 體藝

262 陳樂軒中六 學業

263 許展顏中三 學業

264 劉蝀晞中三 學業

265 陳瀚揚中五 服務

266 韓心妍中五 體藝

267 張嘉城中六 品格

268 黃雪晴中六 品格

羅定邦中學

靈糧堂
劉梅軒中學

學校             編號   姓名   年級  獎項

7 8

蕭媱 中五 服務

王佳宜中六 體藝

汪嘉隽中一 學業

袁曉晴中二 學業

陳梓鑫中二 體藝

溫駿 中二 學業
新界鄉議局
大埔區中學

周思穎中三 品格

房俊承中三 服務

何雨嫣中二 學業

楊諾韻中四 學業

顏綺敏中四 學業

吳昭儀中五 學業

聖公會
莫壽增會督中學

聖公會
莫壽增會督中學



主     席﹕ 潘慶輝校長
副主席﹕吳少祺校長
秘     書﹕林廣輝校長
財     政﹕周家駒校長
學     術﹕梁秋雲校長
總     務﹕陳凱茵校長
聯     絡﹕鄭思宏校長
顧     問﹕郭永強校長、
                     何志立校長、
                     馮瑞興校長

大埔區中學校長會  執行委員會

會     長﹕ 朱景玄校長 SBS，MH，JP
副會長﹕李小萍博士
主     席﹕張麗珠校長
副主席﹕盧秀枝校長、陳喜泉校長、              

陳詠賢校長
秘     書﹕高群美校長
司     庫﹕葉億兆校長
康     樂﹕高群美校長、韋伊凌校長
學     術﹕杜莊莎妮校長、李小寶校長、          

鄭玉清校長、周明遠校長、               
陳淑兒校長、 蔡碧蕊校長、              
李綺琼校長、周麗雄校長、               
孫友民校長、高思敏校長

總     務﹕楊楚傑校長、朱偉基校長
會     籍﹕房湘雲校長、葉善恒校長
聯     絡﹕陳愛英校長、陳寶玲校長、               

何彥輝校長

大埔區小學校長會  執行委員會

「校園創意機械人」活動大合照

「校園創意機械人」活動花絮
副秘書長陳蕭淑芬女士、首席助理秘書長李錦光先生、

總學校發展主任黃美賢女士及校長大合照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與中小學校長大合照

大埔區小學校長會簡介 大埔區中學校長會簡介

大埔區中學校長會自1997年成立，致力關心香港、國內及國外教育發展及趨勢、
提昇教育同工專業發展及培育青少年成長。多年來與區內中學、政府部門及各工商社
福界別攜手協作，開展多項創新及具前瞻性的計劃。當中包括：大埔區中六聯合招生
計劃(1999-2010)、中文科單元教學先導計劃(2002)、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
(2009-2011)、健康校園測檢計劃(2011-)、校際龍舟邀請賽禁毒盃(2011-)、藝術表演
培訓計劃(2013 - )、大埔青年藝術節(2015 - )、校園創意機械人推廣教育計劃
(2016-2019)及創科@大埔(2019)等項目。

為配合新高中課程的推展；提供寬而廣的課程選擇，本會於2008年全港首創在大埔
區內的中學推行「高中課程聯網」計劃，體現了學校之間「群策群力」及「資源共享」
的無私精神。在過去幾屆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完成課程的同學累計近900多人；計劃深受
學生、家長、學校及教育局的認同及支持。

本會歷年為區內學校舉辦教師專業發展講座及培訓活動；
致力為大埔區學校營造一個健康愉快及優質的學與教社群。 

近年更為大埔區的學生舉辦多項生涯規劃教育活動，
籌辦國內及國外的升學考察、一帶一路的交流學習，大灣區
發展研習及交流。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抗疫物資非常短缺，本會更為大埔
教育界籌集擴疫物資如口罩及防護衣，幫助學校及時應急。
近年亦為學生開拓各界的資源，包括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贊助
獎學金及玉清慈善基金贊助「大埔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鼓勵及幫助有需要的學生。

大埔區小學校長會於1992年成立。成立目的旨在聯絡區內小學校長，提供交流
教育及行政經驗之機會，與教育局及有關機構聯繫發揮溝通橋樑之作用，推行及關注
與教育有關事宜。

本會每年與教育局大埔區學校發展組、大埔及北區幼兒教育校長會聯合舉辦
大埔區小學暨幼稚園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近年主題為「創新、創意」、「精神健康」
及「STEM」等，每年參與的教師過千，提供平台彼此交流，提升專業。

近年曾參與或主辦的活動有：創科@大埔、「四川熊貓課程滙香江」、與鹽田區
學校交流、「健康生活你我他，遠離毒品誇啦啦」、專題講座及齋宴賞菊活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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