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廿五周年校慶聚餐

席位編排

姓名 枱號

張煊昌中學榮譽校董會主席 張煊昌博士

張煊昌夫人

張煊昌中學校監 殷巧兒太平紳士

中大校友會聯會教育基金會 關彩華副主席

張煊昌中學 李金鐘榮譽校董

張煊昌中學 劉世鏞榮譽校董

張煊昌中學 何萬森榮譽校董

張煊昌中學 梁廣林校董

張煊昌中學 王香生校董

張煊昌中學 游應森校董

張煊昌中學 陳碧橋校董
中大校友會聯會會長 譚天樂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事務處 鄭健文處長

張煊昌中學前校董 葉永生律師

張煊昌中學 歐陽兆基校董

張煊昌中學 鄧國偉校董

張煊昌中學 黃世照校董

張煊昌中學 梁裕龍校董

中大校友會聯會教育基金會 李介明先生

中大校友會聯會教育基金會 吳遠興義務司庫

中大校友會聯會前會長 林曉鋒博士

中文大學校友 林偉雄先生

張煊昌中學教學顧問 文綺芬教授
張煊昌中學 伍德基校長

教育局元朗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吳婷女士

新界校長會主席 余大偉校長

深圳市潛龍學校 蔡曼校長

深圳市石岩公學 許家雄副校長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永遠名譽會長 楊毓照太平紳士

屏山鄉鄉事委員會主席 曾樹和議員

元朗區議會 周永勤議員

中華基督教天晴會所 許繹標督導主任

中文大學校友 何毅歡女士

天悅邨辦事處房屋事務主任 趙汝強先生

張煊昌中學 馬永康校友校董
張煊昌中學 彭俊剛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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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教育學院校友會 張福英會長

中大教育學院校友會 顏龍先生

中大教育學院校友會 劉明基校監

中大教育學院校友會 楊彩霞女士

中大教育學院校友會 李少鶴先生

中大教育學院校友會 周成海先生

中大教育學院校友會 區永佳先生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劉景騰博士

中大教育學院校友會 劉鴻昌先生

中大教育學院校友會 張浩榮先生

中大教育學院校友會 何婉玲小姐
中大教育學院校友會 嘉賓

培僑書院前校長 溫霈國校長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何世昌校長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鄧錦明校長

張煊昌中學前教員 葉翠珊老師

張煊昌中學前教員 徐兆漢老師

張煊昌中學前教員 張慧德老師

張煊昌中學前教員 謝潤生老師

張煊昌中學前教員 蘇惠儀老師

張煊昌中學前教員 盧漢煥老師

張煊昌中學 柳偉德副校長

張煊昌中學 陳啟康聯課活動主任
張煊昌中學 鄧加迅主任

張煊昌中學前教職員 元振林先生

張煊昌中學前教職員 梁寶林先生

張煊昌中學前教職員 陳國鏘先生

張煊昌中學前教職員 馮惠霏女士

張煊昌中學前教職員 黃玉英女士

張煊昌中學前教職員 鄧惠敏女士

張煊昌中學前教職員 吳英女士

張煊昌中學前教職員 阮照先生

張煊昌中學教職員 蔡淑儀女士

張煊昌中學教職員 陳慎威先生

短片訪問-校友 葉志斌先生
短片訪問-校友 黃曦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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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石岩公學 王松平IB國際部校長

深圳市石岩公學 覃建軍初中部校長

深圳市潛龍學校 宋真課程教學處主任

深圳市潛龍學校 王俊珍教研處主任

深圳市潛龍學校九年級級長 黎騰飛老師

香港教育大學校友會 朱國強校長

香港通識硏究協會 馬震寧會長

張煊昌中學 黃秀琴中文科主任

張煊昌中學 賴長山中文科副主任

張煊昌中學 馮詡彪通識科主任

張煊昌中學 徐麗菁老師

張煊昌學校 梁滿榮校董

順德聯誼總會總幹事 文桂媚校長

張煊昌學校創校校長 黃民泰校長

張煊昌幼稚園 潘惠平校長

張煊昌學校 劉愛民校長

中大校友會陳震夏中學 周厚峰校長

生命勵進基金會(活力集團) 陳銳強先生

生命勵進基金會(活力集團) 黃志豪先生

張煊昌中學 李述輝教務主任

張煊昌中學 鄺秀慧升學輔導主任

張煊昌中學 關慧玲公民教育主任
張煊昌中學 陳嬌榮企財科主任

元朗商會中學   葉慧貞校長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陳滿林校長

光明學校   邢毅校長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陳志雄校長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鍾淑英校長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陳嘉碧校長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陶群眷校長

宣道會陳李詠貞紀念幼稚園 林琼美校長

聖馬提亞堂肖珍幼稚園 蕭連英校長

佛教慈光幼稚園 蔡文娟校長

元朗信義會生命堂幼稚園 譚燕南校長
殷翠幼稚園 李惠芳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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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震夏幼稚園 沈敏玲校長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黃佩嫦副校長

元朗官立小學家長常委 謝少芳女士

元朗官立小學家長常委 黃佑烽先生

元朗區升中支援組主席 陳淑霞女士

元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林佩珍會長

陳震夏幼稚園家教會主席 游婉儀女士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 鄧佩珊家長校董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 陳文偉替代家長校董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 溫玉華主席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黃志強先生
張煊昌中學 辜金駿訓導主任

中華基督教天澤會所 樊耀全中心主任

駐校社工 張健文姑娘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高級專案經理 黎子中先生

實習社工 官單琪姑娘

實習社工 陳玉玲姑娘

嘉賓 鄭珀麟同學

嘉賓 Cheng Nim Pong

嘉賓 Wong Mei Yi Agnes

張煊昌中學 林泳施輔導主任

張煊昌中學 陳百源資訊科技主任

張煊昌中學 卓 婷老師
張煊昌中學女子籃球隊教練 劉善平小姐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謝鳳章女士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陳桂珍女士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王玉枝女士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黎根耀先生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文卓思卿女士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姜褔強先生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陳瑞玉女士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馬東海先生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鄭玉芳女士

張煊昌中學 鄭禮順家校合作主任

張煊昌中學 梁潔玲老師
張煊昌中學 王小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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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麥寶貞女士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朱瑞芳女士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吳福娣女士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范春桃女士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黎笑梅女士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周   瑩女士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李秀萍女士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麥李翠瓊女士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張佩英女士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張淑儀女士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王麗娟女士
張煊昌中學家教會名譽會員 鄧   麗女士

陳震夏幼稚園 張潔貞主任
陳震夏幼稚園 鍾淑嫻主任
陳震夏幼稚園 陳頴儀主任
陳震夏幼稚園 曾豔梅校務統籌
陳震夏幼稚園 程愷琳行政助理
陳震夏幼稚園 朱文燕老師
陳震夏幼稚園 曾淑萍老師
陳震夏幼稚園 周淑瑜老師

陳震夏幼稚園家教會司庫 黃麗萍女士
順龍仁澤幼稚園 伍詠恩主任
順龍仁澤幼稚園 袁佩琪老師
順龍仁澤幼稚園 張敏瑛老師

短片訪問-校友 李顥謙先生
短片訪問-校友 許樂軒先生
短片訪問-校友 鍾倬韋先生
1415中六畢業 鄭錡澤先生

張煊昌中學教職員 曾皓揆先生
校園電視臺-在校生 1D 陳嘉明同學
校園電視臺-在校生 2A 鄭盈如同學
校園電視臺-在校生  3B 歐陽林鋒同學
校園電視臺-在校生 3B 施焯軒同學
校園電視臺-在校生 3B 黎靖彤同學
校園電視臺-在校生 4A 魏鑾同學

攝影-在校生 5D 張靖晴同學
攝影-在校生 5C 黃澄煒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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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 2A 蔡兆鋆同學

2A 蔡兆鋆家長 甄麗瓊女士

在校生 2B 張凱婷同學

在校生 2B 張凱婷同學

2B 張凱婷家長 張惠龍先生

2B 張凱婷家長 于惠玲女士

2B 張凱婷家人 2B 張凱婷弟弟

在校生 2B 劉崇現同學

2B 劉崇現家長 陳月霞女士

在校生 2C 程冠雄同學

在校生 2C 程冠雄同學
1314中六畢業 黃志豪先生

在校生 2A 陳婉怡同學

2A 陳婉怡家人 2A 陳婉怡妹妹

2A 陳婉怡家長 陳光澤先生

2A 陳婉怡家人 4D 陳婉婷同學

在校生 2A 陳婉怡同學

2B 吳若謙同學 曾海芳女士

2B 吳若謙家人 2B 吳若謙弟弟

在校生 2B 吳若謙同學

在校生 2A 蘇恩慈同學

2A 蘇恩慈家長 蘇志強先生

2A 蘇恩慈家長 馮麗珊女士
4C 林焯穎家長  周美玲女士

舊生會會長，司儀 蘇敏彤會長

司儀 林俊榮先生

司儀 鍾燕榕小姐

鍾燕榕小姐母親 魏飛英女士

司儀 梁曉桐小姐

候任校友校董 羅瑞平小姐

0910中五畢業 關浩賢先生

0910中七畢業 馬顯揚先生

0910中七畢業 陳廣慶先生

0910中七畢業 林豔豔小姐

0910中七畢業 王翠萍小姐
校友 莊鳳雯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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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 1A 江曉揚同學

1A 江曉揚家長 黃麗芬女士

在校生 1C 劉美佳同學

1C 劉美佳家長 陳金華女士

在校生 1C 羅兆希同學

1C 羅兆希家長 黃靜儀女士

在校生 1D 陸凱敏同學

1D 陸凱敏家長 李小群女士

在校生 1B 鄭家瑩同學

在校生 1B 鄭家瑩同學

在校生 1B 鄭家瑩同學

張煊昌中學教職員 林慧欣小姐

張煊昌中學教職員 黃新梅女士

張煊昌中學教職員 關達權先生

張煊昌中學教職員 朱仁鳳女士

張煊昌中學教職員 陳佛章女士

張煊昌中學教職員 陳文珍女士

張煊昌中學教職員 陳笑冰小姐

張煊昌中學教職員 郭彩霞小姐

張煊昌中學教職員 陳玉晶小姐

張煊昌中學教職員 余茜茜小姐

張煊昌中學教職員 劉子澄小姐

劍道表演-在校生 4D覃夢圓同學

劍道表演-在校生 2D 莫宗稀同學

劍道表演-在校生 2A 司徒詠琦同學

魔術表演-校友 陳梓軒先生

流行樂隊表演-在校生 6A 梁紫晴同學

流行樂隊表演-在校生 6A 香沛盈同學

流行樂隊表演-在校生 5A 梁雪盈同學

流行樂隊表演-校友 周宇星先生

流行樂隊表演-校友 石嘉俊先生

流行樂隊表演-校友 鄭振權先生

流行樂隊表演-校友 譚韻婷小姐
流行樂隊表演-在校生 馮俊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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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 4B 黃家禧同學

在校生 4B 黃家禧同學

4C黃婷翊家長 張慧嫻女士

在校生 4C黃婷翊同學

5A陳愷盈家長  姚丹女士

5A陳愷盈家長 陳銘權先生

在校生 5B 林心言同學

5B林心言家長 何皎羚女士

0102中五畢業 詹秀玲小姐

0102中五畢業 曾景常小姐

0607中五畢業 林俊傑先生

0607中五畢業 林俊傑先生親友

陳劍威老師 殷愛珍老師

談錫華老師 蕭知慈老師

趙月華老師 林照明老師

吳仕強老師 萬克媚老師

廖嘉儀老師 鄭 豔老師

許雪芬老師 陳偉良老師

曾忠強老師 鄧家豪老師

劉志芬老師 陳穗香老師

孫彗甄老師 姜淑儀老師

盧耀泉老師 何嘉莉老師

吳麗明老師 陳百源老師

謝華興老師 伍海麗老師

李瑞春老師 呂楚禧老師

田楚文老師 呂素芳老師

梁婉兒老師 蘇佩儀老師

呂麗慶老師 林旭明老師

蔡君恬老師 魏樹生老師

潘景明老師 李楚冰小姐

張子建老師 周欣儀小姐

黃嘉怡老師 溫嘉寶小姐

葛毅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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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年中六畢業 佘建希先生

1112年中六畢業 李頌恩小姐

1112年中六畢業 何鳳妮小姐

1213年中六畢業 文永彬先生

1112年中六畢業 游華鉅先生

1112年中六畢業 歐陽慧小姐

1112年中六畢業 李欣怡小姐

1112年中六畢業 鍾澄蔚小姐

1112年中六畢業 羅智先生

1112年中六畢業 周芷靖小姐

1112年中六畢業 黃寶怡小姐
1112年中六畢業 鄧嘉寳小姐

9798中五畢業 孫美儀小姐

9798中五畢業 嚴泳鳳小姐

9798中五畢業 陳展揚先生

9798中五畢業 黃志強先生

9798中五畢業 陳美彬小姐

9798中五畢業 黃燕容小姐

9798中五畢業 張漢強先生

9596中三畢業  鄒彩眉小姐

9798中五畢業 盧震宇先生

9798中五畢業 盧震宇先生

9798中五畢業 盧震宇先生
9798中五畢業 盧震宇先生

0607中五畢業 游堉君小姐

9394中五畢業 唐智穎小姐

9394中五畢業 許淑英小姐

0001中七畢業 鄧睫兒小姐

0001中七畢業 劉佳小姐

9798中五畢業 陳潔玲小姐

9798中五畢業 黃金枝小姐

0001中七畢業 廖翠君小姐

0001中七畢業 林飛虹先生

9798中五畢業 徐步良先生

9798中五畢業 郭志廣先生
9798中五畢業 林敬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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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周年校慶聚餐

席位編排

姓名 枱號

0809中七畢業 王家靜小姐

0809中七畢業 郭建良先生

0809中七畢業 賴美怡小姐

0809中七畢業 程世盛先生

0809中七畢業 余炳恒先生

0809中七畢業 湯佩怡小姐

0607中五畢業 黃子建先生

0809中七畢業 林洋穩先生

0809中七畢業 王貝如小姐

0809中七畢業 吳秋霖小姐

0910中七畢業 李卓麒先生
0809中七畢業 劉錦輝先生

0708中五畢業 陳敏婷小姐

0708中五畢業 李錦傑先生

0708中五畢業 梁旭波先生

0708中五畢業 林釗源先生

0910中七畢業 羅嘉誠先生

0910中七畢業 余奕怡先生

0910中七畢業 陳家寶小姐

0708中五畢業 霍玉婷小姐

0708中五畢業 彭曉婷小姐

0910中七畢業 劉倩文小姐

0910中七畢業 陳燕雲小姐
0809中五畢業 鄧楚婷小姐

0910中七畢業  陳啟邦先生

0708中五畢業 黃靜小姐

0708中五畢業 葉東燕小姐

0708中五畢業 曾宇源先生

0708中五畢業 劉騫驥先生

0708中五畢業 翁少鋒先生

1011中七畢業 莫皓龍先生

1112中七畢業 黃世和先生

1011中七畢業 邱科科先生

0708中五畢業 梁進邦先生

0910中七畢業 姚俊業先生
0809中五畢業 黃浩妮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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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周年校慶聚餐

席位編排

姓名 枱號

97年畢業 周文傑先生

97年畢業 楊振邦先生

9899中七畢業 鄧紀源先生

97年畢業 顏詠嘉小姐

97年畢業 陳榮傑先生

97年畢業 陳秀蘭小姐

97年畢業 郭嘉君小姐

97年畢業 吳翠儀小姐

97年畢業 徐麗君小姐

9899中七畢業 李偉豪先生

97年畢業 周文傑先生
97年畢業 周文傑先生

9596中五畢業 蘇文傑先生

9596中五畢業 張曉詩小姐

9596中五畢業 朱曉雯小姐

9596中五畢業 唐文珊小姐

9596中五畢業 蔡桂貞小姐

9596中五畢業 陳俊麒先生

9596中五畢業 陳甄悅小姐

9596中五畢業 梁永基先生

9596中五畢業 黎加慧小姐

9596中五畢業 鄔兆榮先生

9596中五畢業 杜秀儀小姐
9596中五畢業 鄔卓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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