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 20 List of Teaching Practicum School 實習學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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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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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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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or

啟導老師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溫衍超校長 (署理校長) 范詠妍主任 數學 盧穎堅老師

彩雲聖若瑟小學 陳燕芬校長 衛智立副校長 視藝 歐陽嘉明老師

彩雲聖若瑟小學 陳燕芬校長 衛智立副校長 體育 林志勇老師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楊潤玲校長 林燕如副校長 中文 陳芳玲老師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楊潤玲校長 林燕如副校長 中文 張進思老師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楊潤玲校長 林燕如副校長 常識 譚穎霞老師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楊潤玲校長 林燕如副校長 常識 茹麗娟老師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楊潤玲校長 林燕如副校長 常識 陳奇恩老師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李耀寶校長 陳美寶老師 中文 王綺雯老師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李耀寶校長 陳美寶老師 中文 趙雅雯老師

激活英文小學 羅煦鈞校長 李梓彤副校長 數學 陳詠彤老師

激活英文小學 羅煦鈞校長 李梓彤副校長 數學 賴承恩老師

港澳信義會小學 陳文燕校長 黎嘉穎副校長 常識 陳仕途老師

港澳信義會小學 陳文燕校長 黎嘉穎副校長 視藝 鄭麗清老師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曹希銓校長 黃影琪小姐 數學 趙啟儀老師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曹希銓校長 黃影琪小姐 數學 彭慧心老師

九龍塘官立小學 吳炎婷校長 陳嘉蕙副校長 中文 李嘉慧主任

九龍塘官立小學 吳炎婷校長 陳嘉蕙副校長 體育 李嘉升老師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何敏薇校長 甯志遠主任 數學 李潔瑩老師

聖公會基德小學 林結儀校長 彭珊瑚副校長 中文 貝雪菁老師

聖公會基德小學 林結儀校長 彭珊瑚副校長 中文 盧鏡酬老師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郭妙嫻校長
林少玲老師
鄺煒欣老師

數學 許妙嬋老師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郭妙嫻校長
林少玲老師
鄺煒欣老師

數學 冼煒琦老師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葉曼婷校長 歐陽嘉茵主任 視藝 伍軒志老師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陶群眷校長 邱詠恩主任 中文 李文綉老師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陶群眷校長 邱詠恩主任 中文 吳清雲老師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陳寶玲校長 蔡靜雯老師 音樂 傅穎兒老師

聖公會主恩小學 李明珠校長 陳漢音主任 音樂 張嵐老師

聖公會主恩小學 李明珠校長 陳漢音主任 音樂 李曉茵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趙潔華校長 王愷琦老師 體育 黃耀榮老師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余志賢校長 李明佳副校長 常識 王富華主任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余志賢校長 李明佳副校長 常識 陳淑菁主任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余志賢校長 李明佳副校長 數學 劉家浩老師

佐敦道官立小學 勞佩珊校長 馮慧清主任 常識 張韻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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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敦道官立小學 勞佩珊校長 馮慧清主任 常識 曾倩菁老師

馬頭涌官立小學 曹小燕校長 陳慧玲副校長 數學 黃健英老師

佛教慈敬學校 莊聖謙校長
林駿傑老師
黃潤蔚主任

體育 黃潤蔚主任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鍾穎欣校長 梁雪茵主任 中文 姚浩霖主任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左筱霞校長 李思曉老師 數學 林寶玲老師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陳偉佳校長 李家榮助理校長 數學 林鎧沂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劉惠珍校長 鄭紀文副校長 中文 余德光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劉惠珍校長 鄭紀文副校長 音樂 陳嘉慧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劉惠珍校長 鄭紀文副校長 數學 林楚榮老師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洪美華校長 梁淑連老師 常識 馬俊義老師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洪美華校長 梁淑連老師 數學 勞鳳萍老師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楊翠珊校長 吳玉芳主任 中文 陳隽平老師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楊翠珊校長 吳玉芳主任 數學 吳玉芳主任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曾碧霞校長 陳鳳珠老師 中文 陳曉亮老師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曾碧霞校長 陳鳳珠老師 數學 鄺美荃老師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鍾寶來校長 許秀芬主任 數學 吳婧薇老師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鍾寶來校長 許秀芬主任 數學 廖文英老師

香港培道小學 陳敏儀校長 李嘉儀主任 中文 梁麗懿老師

香港培正小學 張廣德校長 葉展漢副校長 數學 梁穎炘老師

香港培正小學 張廣德校長 葉展漢副校長 體育 朱浩霆老師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梁潤蓮校長 盧子齊老師 中文 葉惠玲老師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梁潤蓮校長 盧子齊老師 中文 黃雨欣老師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姚頌文校長 林凱欣主任 常識 劉欣瑜主任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鍾艷紅校長 楊燕萍主任 中文 蔡子文主任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鍾艷紅校長 楊燕萍主任 數學 馮俊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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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靈愛小學 謝仕泉校長 葉明兆副校長 中文 王穎婷老師

聖公會靈愛小學 謝仕泉校長 葉明兆副校長 中文 盧佩玲老師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孔偉成校長 張芝還主任 中文 黎妙恩老師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孔偉成校長 張芝還主任 視藝 鄺婉儀老師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孔偉成校長 張芝還主任 視藝 盧凱嘉老師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孔偉成校長 張芝還主任 視藝 林玉珍老師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孔偉成校長 張芝還主任 數學 陳詩韻主任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張偉菁校長 吳美霞主任 視藝 李國喬老師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張偉菁校長 吳美霞主任 數學 梁寶珠老師

聖若望英文書院（小學部） 何綺霞校長 程妙芬老師 音樂 馮志麗老師

聖若望英文書院（小學部） 何綺霞校長 程妙芬老師 數學 周詠珊老師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周德輝校長 容沁雯主任 音樂 陳穎琪主任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周德輝校長 容沁雯主任 音樂 何梓瑜老師

德信學校 郭超群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中文 何秀儀老師

德信學校 郭超群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常識 洪惠驄老師

德信學校 郭超群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數學 梁兆倫老師

德信學校 郭超群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數學 鍾廷欣老師

道教青松小學 梁卓賢校長 趙綺珊主任 音樂 王悅恩老師

道教青松小學 梁卓賢校長 趙綺珊主任 數學 方宇馳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黃靜雯校長 黎佩文副校長 中文 黎佩文副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黃靜雯校長 黎佩文副校長 中文 何婉貞老師

台山商會學校 曾子通校長 文秀賢副校長 數學 文秀賢主任

台山商會學校 曾子通校長 文秀賢副校長 數學 李佩珊老師

東涌天主教學校 陳珮珊校長 陳麗明老師 音樂 朱嘉興老師

通德學校 黃偉立校長 葉麗嫦主任 數學 魏鳳貞老師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鄒秉恩校長 林沛錞主任 中文 張景善老師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鄒秉恩校長 林沛錞主任 數學 王秀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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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余佩琴校長 任婉儀主任 常識 莫穎恩老師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余佩琴校長 任婉儀主任 常識 鄭文業老師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余佩琴校長 任婉儀主任 數學 楊朝程老師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余佩琴校長 任婉儀主任 數學 莫慧雯老師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單琬雅校長 劉嘉麗副校長 視藝 鄧之良主任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單琬雅校長 劉嘉麗副校長 視藝 廖淑霞老師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單琬雅校長 劉嘉麗副校長 視藝 黃露兒老師

育賢學校 林向榮校長 溫勵榕主任 音樂 鄭珮瑜老師

育賢學校 林向榮校長 溫勵榕主任 數學 熊兆文老師

育賢學校 林向榮校長 溫勵榕主任 數學 關嘉齊老師

育賢學校 林向榮校長 溫勵榕主任 數學 溫勵榕主任

育賢學校 林向榮校長 溫勵榕主任 數學 溫勵榕主任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陳艷祝校長 沈麗麗老師 中文 梁健明老師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陳艷祝校長 沈麗麗老師 中文 馮安兒老師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陳艷祝校長 沈麗麗老師 數學 莊春霞老師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陳艷祝校長 沈麗麗老師 數學 冼杏珍老師

漢師德萃學校 馮鑑邦校長 伍蘊寧助理校長 中文 鄒榮嘉老師

漢師德萃學校 馮鑑邦校長 伍蘊寧助理校長 數學 凌婉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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