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祿六世書院家長教師會 

歷屆執委名單 (2000-2019) 

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00-2001) 
主席 呂永煒先生 

副主席 馬小薇女士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朱麗容女士  譚馮淑英老師 

司庫 王秀麗女士  王紀聖老師  

出版 陳德權先生  楊潘淑霞老師 

教育 葉玉兒女士  鄒歐陽淑華老師 

康樂 關蕙珍女士、陳玉娟女士 鄒歐陽淑華老師 

總務 梁美儀女士、鄭棟權先生  / 
 

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01-2002) 
主席 呂永煒先生 

副主席 馮艷卿女士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葉玉兒女士  許曾慶萱老師  

司庫 張燕薇女士  葉勝文老師 

出版 陳德權先生  楊潘淑霞老師 

教育 馬小薇女士  徐何淑貞老師 

康樂 關蕙珍女士、李美貞女士 徐何淑貞老師 

總務 陳玉娟女士、毛康權先生  / 
 

第三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02-2003) 
主席 馮艷卿女士 

副主席 周凱華女士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陸振輝先生  許曾慶萱老師 

司庫 張燕薇女士  葉勝文老師 

出版 陳德權先生  吳家望老師 

教育 陸蔚林先生  徐何淑貞老師 

康樂 李美貞女士、黃瑞群女士 徐何淑貞老師 

總務 關蕙珍女士、蔡惠賜女士  / 
 



 

第四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03-2004) 
主席 關蕙珍女士 

副主席 陸蔚林先生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陳德權先生  邱陳慧芬老師 

司庫 張燕薇女士  文麥芷珊老師 

出版 李楚英女士  范林翠兒老師 

教育 黃瑞群女士  項月秋老師 

康樂 陸國寶女士、文金蓮女士  項月秋老師 

總務 蔡惠賜女士、黃惠蘭女士  / 
 

第五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04-2005) 
主席 陸蔚林先生 

副主席 關蕙珍女士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李楚英女士  邱陳慧芬老師 

司庫 馬艷女士 文麥芷珊老師 

出版 陳德權先生 范林翠兒老師 

教育 黃瑞群女士  項月秋老師 

康樂 陸國寶女士、魏文衍女士  項月秋老師 

總務 蔡惠賜女士、黃惠蘭女士  / 
 

第六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05-2006) 
主席 李楚英女士 

副主席 陸蔚林先生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林巧兒女士 張開裕老師 

司庫 黃瑞群女士 梁永濂老師 

出版 楊錦燊先生 林黎翠兒老師 

教育 姚寶珠女士 伍靜儀老師 

康樂 李聖恩女士、蘇寶玲女士  伍靜儀老師 

總務 陳妙嬋女士、葉素儀女士  / 
 

 

 



第七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06-2007) 
主席 陸蔚林先生 

副主席 蘇寶玲女士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姜如蘭女士 張開裕老師 

司庫 徐笑銀女士 梁永濂老師 

出版 葉婉梨女士 林黎翠兒老師 

教育 楊錦燊先生 伍靜儀老師 

康樂 陳瑞芬女士、林一梅女士  伍靜儀老師 

總務 李婉葵女士、葉佩霞女士  / 
 

第八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07-2008) 
主席 陸蔚林先生 

副主席 葉佩霞女士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張碧瑚女士 葉翠珊老師 

司庫 徐笑銀女士 陳惠敏老師 

出版 葉婉梨女士 吳余美蓮老師 

教育 蘇寶玲女士 陳何惠蘭老師 

康樂 劉慕華女士、張國燕女士  陳何惠蘭老師 

總務 李婉葵女士、葉素儀女士  / 
 

第九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08-2009) 
主席 蘇寶玲女士 

副主席 葉佩霞女士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毛玉明女士 葉翠珊老師 

司庫 黎翠霞女士 陳惠敏老師 

出版 吳瑞珍女士 吳余美蓮老師 

教育 謝麗娜女士 陳何惠蘭老師 

康樂 張碧湖女士、陸 杰女士  陳何惠蘭老師 

總務 鍾嘉儀女士、趙碧怡女士  / 
 
 

 

 



第十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09-2010) 
主席 葉佩霞女士 

副主席 蘇寳玲女士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毛玉明女士 司徒潘偉欣老師 

司庫 林慧貞女士 曹啓賢老師 

出版 官翠芬女士 陳惠敏老師 

教育 陸 杰女士 林杜慧雯老師 

康樂 鄒薌英女士、謝麗娜女士 林杜慧雯老師 

總務 鍾嘉儀女士、葉佩雯女士  / 
 

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10-2011) 
主席 葉佩霞女士 

副主席 鍾嘉儀女士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毛玉明女士 司徒潘偉欣老師 

司庫 林慧貞女士 曹啓賢老師 

出版 徐鳳珠女士 陳惠敏老師 

教育 姜如蘭女士 林杜慧雯老師 

康樂 王丹鳳女士、謝麗娜女士 林杜慧雯老師 

總務 陸 杰女士、葉佩雯女士  / 
 

第十二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11-2012) 
主席 鍾嘉儀女士 

副主席 葉佩霞女士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陸 杰女士 洪曾泓老師 

司庫 林慧貞女士 譚兆永老師 

出版 潘天麗女士 譚慧欣老師 

教育 羅潔貞女士 羅蔣瑞娜老師 

康樂 王丹鳳女士、謝麗娜女士 羅蔣瑞娜老師 

總務 徐鳳珠女士、劉菊鮮女士  / 
 
 

 

 



第十三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12-2013) 
主席 鍾嘉儀女士 

副主席 潘天麗女士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林慧貞女士 洪曾泓老師 

司庫 黎子康先生 譚兆永老師 

出版 陳穎賢女士 譚慧欣老師 

教育 羅潔貞女士 羅蔣瑞娜老師 

康樂 徐鳳珠女士、潘昭材先生 羅蔣瑞娜老師 

總務 陳新生女士、劉菊鮮女士  / 
 

第十四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13-2014) 
主席 林慧貞女士 

副主席 鍾嘉儀女士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羅潔貞女士 姚婉華老師 

司庫 李惠芬女士 潘玉珊老師 

出版 陳新生女士 侯耀鴻老師 

教育 布德明先生 詹鳳儀老師 

康樂 徐鳳珠女士、Khan Nasab先生 詹鳳儀老師 

總務 潘天麗女士、劉菊鮮女士  / 
 

第十五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14-2015) 
主席 林慧貞女士 

副主席 李惠芬女士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徐鳳珠女士 姚婉華老師 

司庫 陳新生女士 潘玉珊老師 

出版 陳穎賢女士 侯耀鴻老師 

教育 羅潔貞女士 詹鳳儀老師 

康樂 陳艶寧女士、黃凱珊女士 詹鳳儀老師 

總務 譚月明女士、袁小婷女士  / 
 

 

 

 



第十六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15-2016) 
主席 李惠芬女士 

副主席 林慧貞女士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黎帶有女士 翁栩老師 

司庫 陳新生女士 潘玉珊老師 

出版 陳穎賢女士 呂志強老師 

教育 蔡璇玲女士 林王小容老師 

康樂 譚月明女士、黃凱珊女士 林王小容老師 

總務 陳艶寧女士、張靜雯女士  /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16-2017) 
主席 李惠芬女士 

副主席 譚月明女士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黎帶有女士 曾恩慈老師 

司庫 林慧貞女士 潘玉珊老師 

出版 陳穎賢女士 呂志強老師 

教育 蔡璇玲女士 鄭翰卓老師 

康樂 蔡來娣女士、張靜雯女士 鄭翰卓老師 

總務 陳新生女士、廖銳恆女士  / 
 

歷屆執委名單 (2017-2018) 
 

第十八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17-2018) 
主席 譚月明  

副主席 李惠芬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黎帶有 曾恩慈老師 

司庫 林慧貞 杜善媛老師  

出版 蔡來娣 潘玉珊老師 

教育 蔡璇玲 鄭翰卓老師 

康樂 吳慧儀、陳艷寧 鄭翰卓老師 

總務 蘇少霞、廖銳恆   / 
 
 



 

第十九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2018-2019) 
主席 譚月明 

副主席 黎帶有 廖黃桂珍老師 

秘書 陳艷寧 陳潔雲老師 

司庫 陸燕 杜善媛老師  

出版 吳慧儀 潘玉珊老師 

教育 蔡璇玲 林嘉欣老師 

康樂 溫少卿、蘇少霞 林嘉欣老師 

總務 曾玉雲、廖銳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