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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李金鳳小姐 

 

副主席 

楊貝珊小姐 

 
秘書 

張小屏小姐 

鄭博仁先生 

 
司庫 

胡欣綺小姐 

 

活動統籌 

林芳梅小姐 

王志彭先生 
 

資訊科技幹事 

陳均漢先生 

 

總務 

何佶儼小姐 
劉永超先生 

 
增補幹事 

林樑旭先生 
 

義務法律顧問 

譚英傑律師行 
 
義務會計 

周滿強先生 

 
 

 

天主教柏德學校校友會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一年年度幹事會選舉 

候選⼈人名單和簡介 

1. 2019⾄至21年年度幹事會選舉的提名期於2019年年10⽉月18⽇日開始⾄至

2019年年10⽉月31⽇日下午四時截⽌止，提名表格收集箱放置於天主教柏

德學校地下的校務處當眼位置，供參參選⼈人投放他們的參參選表格。 

2. 於提名期結束後，隨即在校務處打開收集箱及點算表格，參參選⼈人

數共有10位。 

3. 經核實後，確認全數10位參參選⼈人為合資格候選⼈人。 

4. 以下是2019⾄至21年年度幹事會選舉的候選⼈人名單（以他們姓名的筆

劃排序）： 

1. 李⾦金金鳳 

2. 何佶儼 

3. 林林芳梅梅 

4. 林林樑旭 

5. 陳均漢 

6. 張⼩小屏 

7. 馮瑞良 

8. 楊⾙貝珊 

9. 鄭博仁 

10. 劉劉永超 

5. 按會章第五章6.2，因競選⼈人數少於或等於幹事會職位(即⼗十位)，

宣佈各候選⼈人⾃自動正式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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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簡介： 

候選⼈人姓名 曾就讀 簡介 

1. 李⾦金金鳳 ⽜牛頭⾓角柏德學校

上午校 

1971年年柏德學校上午校第⼀一屆畢業⽣生。現

屆校友會主席，畢業40多年年間無間斷與

⺟母校師長保持緊密聯聯繫，及⾄至參參與籌組校

友會成立的核⼼心成員之⼀一。期望來來屆能繼

續為校友會效⼒力力，作出更更多貢獻，鞏固根

基，牽引各屆校友回歸柏德校園，重拾拾昔

⽇日溫馨快樂樂樂樂時光，讓柏德學校譽完更更⾼高陞

永隆隆 

2. 何佶儼 ⽜牛頭⾓角柏德學校

上午校 

畢業於⽜牛頭⾓角柏德學校上午校。現於天主

教柏德學校任教。⾄至2007年年起加入天主

教柏德學校校友會，並⼀一直擔任幹事⼀一

職。多年年來來本⼈人亦樂樂樂樂於為⺟母校服務。新⼀一

屆幹事會選舉在即，本⼈人希望能繼續服務

校友會及⺟母校，透過舉⾏行行的活動，讓校友

能夠從中了了解後⺟母校的發展，同時令校友

們有更更緊密的聯聯繫，並增強校友們對⺟母校

的歸屬感，匯集各校友⼒力力量量令⺟母校發揚光

⼤大。 

3. 林林芳梅梅 ⽜牛頭⾓角柏德學校

上午校 

畢業這麼多年年了了，還是念念念念不忘柏德的⼀一

切，這裏給我知識，培養我的品格，給我

⼀一班好朋友，當年年的老師更更是⼀一直對我們

愛護有加；柏德給我這麼多，能透過校友

會服務⺟母校是我的榮幸。由校友會成立⾄至

今⼋八個年年頭，⼀一直都在光是會服務，希望

能繼續服務下去，為⺟母校的發展盡點綿

⼒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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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林樑旭 ⽜牛頭⾓角柏德學校

上午校 

本⼈人1988年年畢業於柏德學校上午校 ，

2005年年在香港科技⼤大學⼯工學博⼠士畢

業 ，現職於科⼤大化學及⽣生物⼯工程學⽷糸從

事教學及硏究⼯工作 。 

柏德是培養我學習做⼈人的地⽅方 ，我希望

藉著參參與校友會的⼯工作 ，增加校友之間

的聯聯繫 ，回饋⺟母校。 

5. 陳均漢 ⽜牛頭⾓角柏德學校

下午校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理學⼠士，2002年年⽜牛

頭⾓角柏德學校下午校畢業⽣生，現職保險公

司資深營業經理理，從事個⼈人理理財策劃⼯工

作，並於團隊負責專業培訓⼯工作。 

柏德是我成長和建立價值觀的地⽅方，培養

我的品格，⼜又為我童年年留留下美好時光，畢

業後希望能夠透過參參與校友會⼯工作，保持

與⺟母校和校友的聯聯繫，並回饋⺟母校。 

6. 張⼩小屏 ⽜牛頭⾓角柏德學校

上午校 

1975年年畢業於⽜牛頭⾓角柏德學校上午校，源

於政府醫院⼯工作。⾃自籌委開始⾄至校友會正

式成立，籌辦各項活動，並得到校友⽀支

持，實在感到⼗十分⾼高興。未來來希望有更更多

新⾎血加入幹事會，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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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馮瑞良 ⽜牛頭⾓角柏德學校

下午校 

本⼈人馮瑞良 ( Fung Sui Leung， 

Walter ) 1970 - 1976 修讀於柏德⼩小學。

在香港鄧鏡波中學畢業後，⾄至美國 Iowa 

State University 進修電腦⼯工程。⼆二⼗十多

年年來來在香港、澳洲等地為各⼤大、⼩小公司服

務，為其電腦設施管理理及優化。2011 年年

取得香港城市⼤大學⼯工程博⼠士 （ Doctor of 

Engineering ) 學位，隨即加入香港理理⼯工

⼤大學任職專任導師 （Teaching Fellow ) 

⾄至今。硏究及教學⽅方向，是資訊保安、創

新科技、知識管理理等。 

8. 楊⾙貝珊 ⽜牛頭⾓角柏德學校

上午校 

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 

英國愛丁堡⼤大學公共衛⽣生科碩⼠士 

法律律學⼠士(倫倫敦⼤大學) 

澳洲雪梨梨⼤大學兒科⽂文憑 

香港社會醫學學院院⼠士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社會醫學) 

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公共衛⽣生科院⼠士 

英國倫倫敦⼤大學公共衛⽣生科博⼠士 

 

楊醫⽣生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助理理教授，專

⾨門從事公共健康醫學⼯工作。她曾擔任香

港衛⽣生署著之的應急反應規劃和傳染病

防治服務。除此之外，楊醫⽣生參參與各種

海海外義務⼯工作，是慈善機構的醫療志願

者。 

9. 鄭博仁 ⽜牛頭⾓角柏德學校

下午校 

於柏德學校下午校畢業，現職教師。歷任

天主教柏德學校校友會秘書，盼能繼續為

團結校友及保持校友與⺟母校的聯聯繫努⼒力力，

為⺟母校和校友會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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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劉劉永超 ⽜牛頭⾓角柏德學校

上午校 

本⼈人1981年年畢業於⽜牛頭⾓角柏德學校上午

校，有幸從2007年年開始在天主教柏德學

校任教，為⺟母校培育下⼀一代，延續⺟母校

「仁、義、勤勤、儉、」的精神，本⼈人希望

能透過參參與校友會的⼯工作，以報答⺟母校的

栽培，回饋⺟母校。 

 

此致  

各天主教柏德學校校友會會員  

 

天主教柏德學校校友會  

主曆⼆二零⼀一九年年⼗十⼀一⽉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