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徑裁判研習班 2021-2022 
 

日    期： 2021 年 9 月 25 日 (星期六) 

地    點：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禮堂 

 

 

程   序 

時間   

  

08:45 參加者報到  

  

09:00 講座開始  

  

10:30 ~ 10:40 小休  

  

12:15 提問時間  

  

12:30 講座完畢  及  領取出席證書  

  
 

 

 

(2021-9-21) 



註： (1) 請各參加者依時出席並核對下列資料，以便編印聽講證書。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1 9182) 與本會港九地域辦事處 (小學組) 周小姐聯絡。謝謝！

(2) 請各參加者於報到時提供所屬編號，以減省報到時間。

No. 區分會 學校名稱 姓名 No. 區分會 學校名稱 姓名

1. 港島東 香港嘉諾撒學校 龔偉昌 29. 九龍南 黃埔宣道小學 林永鍵

2. 港島東 丹拿山循道學校 陳樂謙 30. 九龍南 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 梁栩衡

3. 港島東 丹拿山循道學校 黃思遠 31. 九龍南 天主教領島學校 周德禮

4. 港島東 寶覺小學 賴仲南 32. 九龍南 天主教領島學校 陳志文

5. 港島東 寶覺小學 蔡鏡成 33. 九龍南 香港培正小學 吳煒彤

6. 港島東 寶覺小學 梁嘉祺 34. 九龍南 香港培正小學 麥子健

7. 港島東 慈幼學校 戚偉健 35. 九龍南 香港培正小學 于正坤

8. 港島東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葉文智 36. 九龍南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戴美儀

9. 港島東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黃昕鈴 37. 九龍西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黃雪鄉

10. 港島東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黎子聰 38. 九龍西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蔡幗雅

11. 港島東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 王俊洛 39. 九龍西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江翠茵

12. 港島西 聖嘉勒小學 黃芷程 40. 九龍西 新會商會港青基信學校 施映而

13. 港島西 聖嘉勒小學 林娟群 41. 九龍西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陳慶順

14. 港島西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張詠逵 42. 九龍北 九龍塘宣道小學 李智忠

15. 港島西 漢鼎書院 肖君蘭 43. 九龍北 福德學校 陳樂怡

16. 九龍東 佛教慈敬學校 林駿傑 44. 九龍北 福德學校 吳紫玲

17. 九龍東 佛教慈敬學校 黃潤蔚 45. 九龍北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利芷瑩

18. 九龍東 佛教慈敬學校 吳浩賢 46. 九龍北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鄭狄麟

19. 九龍東 迦密梁省德學校 錢應豪 47. 九龍北 啟思小學 袁廷芝

20. 九龍東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莊世傑 48. 九龍北 啟思小學 李方洋

21. 九龍東 保良局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 熊美玲 49. 九龍北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冼慧媚

22. 九龍東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吳永傑 50. 九龍北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劉世傑

23. 九龍東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邱正希 51. 九龍北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譚加娸

24. 九龍東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陳皓宜

25. 九龍東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黃國豪

26. 九龍東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吳智燊

27. 九龍東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吳仕泉

28. 九龍東 聖若瑟英文小學 呂慧思

田徑裁判研習班 2021-2022

參加者名單【港九地域】

日期：2021年9月25日 (六)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禮堂     時間：上午9:00 - 中午12:30【報到時間：上午8:45】



註： (1) 請各參加者依時出席並核對下列資料，以便編印聽講證書。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1 9182) 與本會港九地域辦事處 (小學組) 周小姐聯絡。謝謝！

(2) 請各參加者於報到時提供所屬編號，以減省報到時間。

No. 區分會 學校名稱 姓名 No. 區分會 學校名稱 姓名

1.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廖建森 26. 屯門 五邑鄒振猷學校 郭珮琪

2.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麥浩楠 27. 屯門 五邑鄒振猷學校 雷晞文

3.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莊嘉敏 28. 屯門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陳樹基

4. 大埔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鄭樂童 29. 屯門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余宛汶

5. 大埔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莊國鋒 30. 屯門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譚崇延

6. 沙田 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 朱焯彬 31. 屯門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黃偉才

7. 沙田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唐偉源 32. 屯門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林俊生

8. 西貢 西貢中心李少欽紀念學校 俞淑娟 33. 屯門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楊日雄

9. 西貢 西貢中心李少欽紀念學校 張芝鍵 34. 屯門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張綺嫺

10. 西貢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陳敏珠 35. 屯門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顏定邦

11. 西貢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劉薾蔓 36. 屯門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林智聰

12. 西貢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吳睿琳 37. 屯門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劉偉國

13. 西貢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蔡慧茹 38. 屯門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徐佩琪

14. 西貢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王力可 39. 長洲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 鄭樂鈴

15. 西貢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蕭貝莎 40. 長洲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 易建恩

16. 元朗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林澤文 41. 長洲 南丫北段公立小學 陳耀中

17. 元朗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廖智銘 42. 荃灣 海壩街官立小學 陸靜娜

18. 元朗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溫子康 43. 荃灣 寶血會思源學校 吳鴻略

19. 元朗 潮陽百欣小學 陳樂彤 44. 葵涌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 陸志祥

20. 元朗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鄧誦希 45. 葵涌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莫家俊

21. 元朗 光明學校 李樂謙 46. 葵涌 慈幼葉漢小學 羅展維

22. 元朗 光明學校 楊駿賢 47. 葵涌 慈幼葉漢小學 黃偉強

23. 元朗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鍾家浩 48. 葵涌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曾思瑩

24. 元朗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廖烙敏 49. 葵涌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陳輝成

25. 元朗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鍾振威 50. 葵涌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黎慶維

51. 青衣 保良局世德小學 潘正亮

52. 青衣 保良局陳溢小學 周嘉琪

53. 青衣 荃灣商會學校 張鯤濤

54. 青衣 荃灣商會學校 廖瑞家

55. 青衣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劉君鈴

田徑裁判研習班 2021-2022

參加者名單【新界地域】

日期：2021年9月25日 (六)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禮堂     時間：上午9:00 - 中午12:30【報到時間：上午8:45】

Updated on 
23/9/2021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地址：九龍 長沙灣 東京街 18號 
(長沙灣港鐵站 A2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