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博德學校家長教師會 

歷屆委員名單 
 

屆別 年度 主席 副主席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一 1998-2000 梁永全 馮滿夏  蘇炳輝 張麗玲  曾成源  梁玉芳  胡美娟  葉寶基 

莫淑賢  吳瑞芳  顧嘉寶  鄭樹嬌  夏瑞薇 

劉穎燕  衛愛珍  李  笑 

黃淑萍  梁淑芬  林美珊 

廖婉薇  胡婉嫻 

二 2000-2001 梁玉芳 葉寶基  吳淑蕙 夏瑞薇  陳笑蟬  黃少媚  胡美娟  鄭樹嬌 

梁美玲  李  笑  何鴻坡  林麗意  麥肖英 

許秀琴  何笑鈺  鄒雲卿     

黃煥蓮  王嘉敏  許若芳 

關慧琪  周嘉燦 

三 2001-2002 陳笑蟬 張美玲  吳淑蕙 何鴻坡  陳惠連  許秀琴  林翠鳯  何潔芳 

伍納謙  黃玉珠  梁美玲  夏美蘭  麥肖英 

李麗嫻  林麗意  方惠芬 

 

四 2002-2003 張美玲 黃玉珠  吳淑蕙 許秀琴  夏美蘭  林翠鳯  柯慧梅  李麗嫻 

何鴻坡  黃愛英  梁婉儀  伍納謙  游玉蘭 

林麗意  薛慧聰  吳潤桂  黃志達  歐陽美華 

黃月華  沙若瑟  陳偉英 

陳月顏  張麗思 

五 2003-2004 梁婉儀 黃愛英  吳淑蕙 薛慧聰  陳惠連  胡美娟  朱慧玲  杜惠珍 

陳錦華  陳清紅  李新鳯  林宗蓮  廖潤芬 

張美鳯  黃玉玲  吳  娟  梁佩儀  黃志達 

吳潤桂  曾美蘭 

郭慧寶  江德文  陳秀娟   

張楚珍  陳智恆 

六 2004-2005 陳笑蟬 梁婉儀  李  華 陳清紅  黃愛英  陳貴華  杜惠珍  梁佩儀 

蔡愛珍  楊惠蘭  陳順好  黃少英  李新鳯 

洪澤璇  江鳯群  吳文瑩  韋業坤 

郭慧寶  許若芳  黃  羽 

吳家輝  周樂君 

七 2005-2007 羅婉兒 黃少英  李  華 楊惠蘭  王金莉  陳貴華  杜惠珍  林  雪 

韋業坤  趙  碧 

郭慧寶  鄒珊珊  蔡美玉 

黃秀雯  陳可欣 

八 2007-2009 黃少英 葉偉梁   李  華 李麗芳  周振德  賴淑萍  謝斯雅  杜惠珍 

吳春惠 

郭慧寶  梁淑芬  簡頌詩 

程展欣  蔡  瑤 

郭慧寶  江德文  徐婉明 

劉雪華  林麗香 



九 2009-2011 蘇慧月 謝斯雅  江德文 李麗芳  銀  珍  蕭素芳  廖仕平  李小平 郭慧寶  李  華  魏淑芳 

葉小寧  甘家盈 

郭慧寶  林春曉  黃寶賢      

呂梅玉  吳汝璧 

十 2011-2012 蘇慧月 顏考頤  江德文 李麗芳  蕭素芳  李小平  謝斯雅  林艷珊 郭慧寶  鄒珊珊  關慧琪 

何雅雯  黃靜儀 

2012-2013 顏考頤 林艷珊  江德文 李麗芳  蕭素芳  林美花  謝斯雅  廖仕平 郭慧寶  魏淑芳  徐婉明 

黃文靈  呂梅玉 

十一 2013-2015 林美花 黃妙桃  江德文 楊冰玲  謝斯雅  鄭昌蓮  刁琼珍  房偉珍 郭慧寶  王嘉敏  蔡美玉  

簡頌詩  曾淑賢 

郭慧寶  陳偉洪  馬紫欣  

劉惠芝  黎秀儀 

十二 2015-2017 崔詠詩 刁琼珍  江德文 楊冰玲  徐江琼  范露艷 謝麗芬  田妃冉 

劉惠梅  黃元美  陽  麗 

郭慧寶  陳智恆  唐如碧 

陳可欣  蔡  瑤 

郭慧寶  魏淑芳  黃寶賢 

甘家盈  林春曉 

十三 2017-2019 崔詠詩 徐江琼  江德文 李麗芳 林鮮艷 潘立婷  李燕生 陳映雪 

郭錦星 馬  林  田妃冉 

郭慧寶  林麗香 陳智恆 

黃秀雯 關慧琪 

郭慧寶  黎寶珍 馮雁翔 

魏淑芳 張盈盈 

十四 2019-2021 陳映雪 許芷珮  江德文 李麗芳  郭錦星  陸佩貞  馬  林  曾文鳳 

楊  芳 

郭慧寶  陳智恒  林春曉 

劉雪華  劉慧賢 

十五 2021-2023 黃詠賢 譚倩童  江德文 唐  方  胡瑤興  古文娟   徐麗貞  朱少鳳  

鄧日紅  符美仙 

郭慧寶  陳偉洪  黃秀雯 

謝芷瑩  鍾曉智 

郭慧寶  陳智恒  馬紫欣 

劉惠芝  黃靜儀 

十六 2023-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