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徑裁判研習班 2022-2023 
 

日    期： 2022 年 9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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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5)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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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九龍南 天神嘉諾撒學校 蕭詠妮

2. 港島東 寶覺小學 蔡鏡成 34. 九龍南 香港培道小學 譚樂銘

3. 港島東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羅秀玲 35. 九龍南 香港培道小學 歐陽渭文

4. 港島東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葉麗鳴 36. 九龍南 香港培道小學 陳靜儀

5. 港島東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甘家嵐 37. 九龍西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龍永光

6. 港島東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周淑薇 38. 九龍西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潘玉蘭

7. 港島東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吳美琪 39. 九龍西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陸韋彤

8. 港島東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徐堯欣 40. 九龍西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柯健成

9. 港島東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朱民豪 41. 九龍西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饒佩怡

10. 港島東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 王俊洛 42. 九龍西 長沙灣天主教小學 溫美儀

11. 港島西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陳景俊 43. 九龍西 長沙灣天主教小學 葉曉豐

12. 港島西 聖安多尼學校 何舒雅 44. 九龍西 長沙灣天主教小學 黃家輝

13. 港島西 聖安多尼學校 鍾麗琼 45. 九龍西 聖公會基福小學 梁靖嵐

14. 港島西 聖嘉勒小學 林娟群 46. 九龍北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樊煒善

15. 港島西 聖嘉勒小學 金沅霖 47. 九龍北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何俊希

16. 港島西 聖若瑟小學 李偉健 48. 九龍北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蔡靜儀

17. 港島西 聖若瑟小學 黃沅嵐 49. 九龍北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高志東

18. 港島西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江嘉敏 50. 九龍北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郭梓峰

19. 港島西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林浩程 51. 九龍北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蔡茜茜

20. 港島西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郭曉彤 52. 九龍北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鄭狄麟

21. 港島西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區婥靈 53. 九龍北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李兆庭

22. 港島西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黃志軒 54. 九龍北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鄭曉琳

23. 港島西 漢鼎書院 肖君蘭 55. 九龍北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吳寶兒

24. 港島西 漢鼎書院 劉馨蔚 56. 九龍北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徐詠彤

25. 九龍東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唐寶芝

26. 九龍東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黃奮棠

27. 九龍東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何保光

28. 九龍東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譚志賢

29. 九龍東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李珮雯

30. 九龍東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陳慧懿

31. 九龍東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羅永雄

32. 九龍東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衛紫燊

4. 請各參加者於報到時提供所屬編號，以減省報到時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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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徑裁判研習班 2022-2023

參加者名單【港九地域】

日期：2022年9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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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所有參加者必須在活動當日出席前量度體溫及進行快速抗原測試，並獲陰性結果後於「健康申報表」作申報。

　健康申報表可於本會網頁(www.hkssf.org.hk) > 港九地域小學/新界地域小學 > 研習班 下載。

3. 請依時出席並核對下列資料，以便編印聽講證書。

2. 參加者須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規定進入學校。

Updated on 
22/9/2022 



註：

No. 區分會 學校名稱 姓名 No. 區分會 學校名稱 姓名

1.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楊詠琳 35. 屯門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陳柏樺

2.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陳憲樺 36. 屯門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傅韋麒

3.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張美萍 37. 屯門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朱軒逸

4.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陳家傑 38. 屯門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沈文曲

5.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林卓軒 39. 大嶼山 杯澳公立學校 李焯鋒

6. 大埔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羅琛賢 40. 大嶼山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譚咏芝

7.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廖焯斌 41. 大嶼山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羅偉峰

8.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張俊亨 42. 大嶼山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梅俊達

9.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陳欣恒 43. 長洲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 易建恩

10. 大埔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江世民 44. 長洲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 鄭樂鈴

11. 大埔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麥愷金 45. 長洲 長洲聖心學校 梁曉峰

12. 大埔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俞嘉瑤 46. 長洲 長洲聖心學校 徐詠梅

13. 大埔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倪桂婷 47. 荃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伍時輝

14. 大埔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羅啟聰 48. 荃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陳秀群

15. 沙田 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 盧綺欣 49. 荃灣 靈光小學 司徒育諭

16. 沙田 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 賴志文 50. 荃灣 深井天主教小學 陳詩雅

17. 沙田 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 李灝霆 51. 荃灣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陳潔婷

18. 沙田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李海生 52. 荃灣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杜威民

19. 沙田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林寶欣 53. 葵涌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關澤輝

20. 沙田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葉耀堂 54. 葵涌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鍾小燕

21. 沙田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胡迪希 55. 葵涌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張昊言

22. 西貢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王志紅 56. 葵涌 慈幼葉漢小學 許銀瑛

23. 西貢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蔡慧茹 57. 葵涌 慈幼葉漢小學 劉小雯

24. 西貢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張芷澄 58. 葵涌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陳輝成

25. 元朗 香港潮陽小學 安錦銘 59. 葵涌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曾思瑩

26. 元朗 香港潮陽小學 翁鈺兒 60. 葵涌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黎慶維

27. 元朗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蔡卓縈 61. 青衣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 鄧梓謙

28. 元朗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樊啟聲 62. 青衣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葉勁松

29. 元朗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張正心

30. 元朗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魏征

31. 元朗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魏廷謙

32. 元朗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陳慧儀

33. 元朗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龔晴茵

34. 元朗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方浩輝

4. 請各參加者於報到時提供所屬編號，以減省報到時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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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徑裁判研習班 2022-2023

參加者名單【新界地域】

日期：2022年9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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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所有參加者必須在活動當日出席前量度體溫及進行快速抗原測試，並獲陰性結果後於「健康申報表」作申報。

　健康申報表可於本會網頁(www.hkssf.org.hk) > 港九地域小學/新界地域小學 > 研習班 下載。
2. 參加者須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規定進入學校。

3. 請依時出席並核對下列資料，以便編印聽講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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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