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院士陳保琼博士讚辭 
 
校董會主席先生： 
 
耀中教育機構校監陳保博士畢生致力奉獻教育，與各地教師分享其豐富經驗及教學知識，惠

澤本地及海外無數年輕學子，貢獻實多。 
 
陳博士尊萱曾楚珩女士早年為耀中、耀華學校奠定穩固基石。陳博士接武前修，克紹箕裘；

迄今耀中、耀華學校已分佈於香港、上海、北京、重慶、青島、煙台、深圳以至美國矽谷等

地，為中外人士提供優質國際教育。陳博士近年還在香港創立耀中社區書院。 
 
1932 年建校伊始，耀中韞玉懷珠，如今成為蜚聲國際的教育機構。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陳博

士自海外學成歸來，謹承慈命管理耀中，成為本港幼兒教育先驅之一。陳博士重新構建耀中

成為體驗式學習中心，放棄以課本及考試為本的教學法，令學習充滿樂趣。陳博士又引入以

遊戲為主及以個性為本位學習理念，利用音樂啟發兒童發展智能，並設立學習閣等。上述理

念如今雖已廣泛應用，當年實為大膽創新之舉。1989 年，陳博士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第一

屆「二十一世紀幼兒教育」國際研討會主席，該研討會實當年盛事之一。 
 
陳博士植根豐富跨文化經驗，深諳本土教育不能完全引用外地教材，複製西方教學模式。因

此，陳博士成功融合東西方最優秀教育理念、方法，創設雙語及雙文化教學模式，獨樹一幟，

融通兩種世界語言和文化，俾能在教學及行政管理上扮演同等重要角色。陳博士和她的教學

團隊在如斯教學環境中，悉心培育新一代世界公民，帶領他們打破課室藩籬，於成長坦途之

上邁步前行。 
 
陳博士於夏威夷大學取得教育學士及碩士學位，並獲美國大學婦女協會獎學金，負笈美國伊

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在 BernardSpodek 教授督導下修讀博士課程，中道不得已回港重履耀中

職務，之後轉赴美國聯合學院追隨 RoyFairfield 教授，取得博士學位。1973 年起，她成為美國

斐德塔卡帕基金會終身會員，亦為該會首批女性終身會員之一。2010 年，更獲美國伊利諾大

學香檳分校頒授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表揚陳博士致力推動幼兒教育工作及倡導整體優質教

育。 
 
陳博士公務倥傯繁重，仍積極投身教育界及社會服務，曾獲委任為教育及人力統籌局語文教

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成員凡六年，亦曾任師訓及師資諮詢委員會、以及上訴委員會（教育事

宜）委員。教育公職以外，她目前兼任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榮譽主席。 
 
教育事業上，陳博士屢創先河。2004 年，她在德國杜爾塞多夫的國際教育聯盟會議上發表主

題演講，成為該會議首位華人主題演講者。2006 年，她創立太平洋區幼兒教育研究學會香港

分會，並於去年獲選為該研究學會國際主席。 



 
主席先生，為表揚陳博士對香港及國際教育的重大貢獻，我謹代表香港教育學院，恭請 閣

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陳保琼博士。 
 
  



榮譽院士鄭國江先生讚辭 
 
校董會主席先生： 
 
鄭國江先生乃香港傑出的中文歌曲填詞人，為香港樂壇殿堂級人物。作品勵志雋永，發人深

省，實為啟導香港人奮發向上的文化恩物。鄭先生本身為教師，1965 年畢業於本校前身院校

之一的葛量洪教育學院，畢業後執教鞭達 30 年。他公餘時，以至退休後，因個人興趣，一直

為香港中文歌曲填詞，凡 40 載。 
 
鄭先生就讀葛師期間修讀美術，畢業後於伍華書院小學下午校（即天主教伍華小學前身）任

教英文、數學及美術勞作科，直至退休。六十年代後期，鄭先生公餘時因參與電視台兒童節

目策劃及編劇工作，開始為兒歌填詞；其後協助綜藝節目播出，為節目中的歌唱短劇填詞，

從此開展他的曲詞藝術創作生涯。 
 
鄭先生填寫的曲詞健康勵志，充滿正能量和教育意義。為人熟悉的名曲多不勝數，如《一點

燭光》、《阿信的故事》、《喝采》和《真的漢子》等，均口碑載道，深入人心。早期的兒歌，

如《小時候》、《香蕉船》和《跳飛機》等，亦充滿童趣和歡樂，曾陪伴一代香港人成長，現

已成為兒歌經典。 
 
鄭先生屬多產填詞人，作品逾 2,000 首；自 1987 年起連續六年，獲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

（簡稱 CASH）頒贈「個人最多作品演出獎之作詞家獎」；其曲詞造詣之深，亦為他贏得不少

獎項，包括由 CASH 頒發「CASH 音樂成就大獎」（2002）、香港電台授予「金曲銀禧大獎」（2003）、
香港戲劇協會頒予「傑出填詞獎」（2008）。 
 
1996 年退休後，鄭先生轉而學習多種藝術創作，如國畫、陶瓷、茶藝和粵劇創作等；其中更

編寫兒童粵劇，包括《少年楊家將》、《木蘭花香》及《胡地蠻歌》等劇目，期望兒童從粵劇

中學習到中國傳統忠孝仁義等道德價值。 
 
鄭先生自 2008 年起教授作詞技巧，曾於香港浸會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鄭先生更為本校

創意藝術及文化榮譽文學士課程其中一個單元課程：「流行音樂與社會」，擔任客席講師。 
 
主席先生，鄭先生實為本校出色的校友。不論是正職的教師工作，還是公餘的填詞創作，乃

至退休後編寫兒童粵劇，都與教育相關，或極具教育意義。有感於鄭先生對教育的貢獻，以

及其曲詞藝術的造詣，並在香港樂壇獲得如此驕人的成就，本人謹代表香港教育學院，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鄭國江先生。 
 
  



榮譽院士張寶雯女士讚辭 
 
校董會主席先生： 
 
張寶雯女士是香港教育學院的傑出校友，一直致力推動視覺藝術教育，成績斐然。張女士於

1996 至 2012 年間，分別四度在本校進修教師資歷，至 2012 年取得教育碩士學位，主修視覺

藝術教育。她不單在其任教十五年的小學推行多項藝術活動，更於全港層面拓展藝術教育，

不遺餘力。 
 
張女士現任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視藝科科主任，該校有九成學生來自非華裔背景家庭。

她悉心設計多姿多彩的藝術活動，讓少數族裔學生融入社區，效果理想，深獲家長和學校支

持。張女士的教學設計更備受同工嘉許，多年來更因而獲得多個教學獎項，包括由香港傑出

教師會頒發的「第五屆傑出教師優勝獎」（2003）、「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藝術教育）」

（2006-2007）及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的「傑出藝術老師獎」（2012-2013）；而張女士任教的

學校亦分別於 2008、2009 及 2010 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教育獎銅獎、金獎和銀獎。 
 
校外，張女士亦積極參與藝術教育義務工作。她於 2004 年成為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執委，至今

更為該會會長；期間長期推動全港性的藝術教育，因應本地藝術發展及教師需要，籌辦多個

活動。例如推行「見證香港藝術」計劃、「展藝跳躍」建共融慈善計劃，讓不同學生藉著藝術

創作，發揮個人潛能。 
 
張女士認為藝術教育是全人發展不可缺少的一環，她希望藉著她的工作，能推動視藝科老師

的專業發展，加強社會人士對視覺藝術教育的重視。張女士亦深信藝術創作往往是由天馬行

空的構想開始，因此十分鼓勵學生大膽構思，不斷嘗試，將想像中的世界化作一件件活現眼

前的藝術品，使藝術成為不少學生的快樂泉源。 
 
此外，張女士經常獲邀出席本地及海外的教學交流會，任分享嘉賓，又於 2005 至 2008 年獲

香港藝術發展局邀請出任審批員（藝術教育）一職；2006 年應澳門文化局之邀，擔任「澳門

塔石藝文館社區藝術教育計劃－專題研習工作坊」導師。張女士對藝術教育的努力廣受肯定，

並因而獲選為 2013 年十大傑出青年之一。 
 
主席先生，有感於張女士推動本港藝術教育貢獻良多，為香港成為創意之都努力耕耘，本人

謹代表香港教育學院，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張寶雯女士。 
 
  



榮譽院士張永明博士讚辭 
 
校董會主席先生： 
 
張永明博士為香港教育鞠躬盡瘁，多年來服務的機構，包括香港教育學院，以及本港多所院

校與學術機構。 
 
今天，資訊科技已是學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們也許再記不起沒有平板電腦及互聯網

的年代，教育是怎麼一回事。可是，早在 1980 年代，張博士已洞察先機，確立教育邁進科技

發展的未來方向。1987 年，他作為其中一位先驅者，率先在香港倡導電腦教育，並為教師團

隊培訓人才，付出六年心血。 
 
張博士博學多聞，目前是香港、國內、英國及澳洲多所教育機構的顧問。2004 至 2010 年間，

他先後擔任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的副秘書長及秘書長等要職，可說是本港評核改革的核心人物。

他更曾任牛津大學教育評核中心國際顧問小組成員，以及內地天津考試院專家顧問，任內與

各方分享其寶貴經驗。 
 
至於香港教育學院，我們對張博士多年來盡心竭力的服務，以及前瞻性的領導，實在感激不

已。就個人而言，我曾和他共事，參與國際研究項目，從他身上獲益良多。張博士曾任香港

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校監，並任本校研究與發展中心的首席講師及副總監，隨後更成為教務

長。任職教院期間，他曾帶領團隊籌劃本校首個榮譽教育學士學位課程。此外，他亦是本校

院校檢討過程中的前線人物，成功令本校的教育課程獲得自我評審資格。此外，張博士過去

更為本校學術人員籌組及舉辦不少研究講座。 
 
張博士累積數十年的豐富經驗，為本港無數委員會及辦學團體服務，尤其天主教教區。他為

各級教育機構，包括幼稚園、中學及特殊學校擔任顧問，並應邀為多所學校，就教師、校長

及校監的專業發展，主持講座、座談會及工作坊等。此外，他還領導多個本地及國際的教育

研究項目。張博士獲嘉獎無數，而最為人稱頌的，是 2002 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發榮譽

勳章，以表揚他為香港優質教育發展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主席先生，為表揚張博士多年來全然委身本港的教育事業，我謹代表香港教育學院，恭請 閣

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張永明博士。 
  



榮譽院士朱鄧麗娟女士讚辭 
 
校董會主席先生： 
 
朱鄧麗娟女士關愛兒童，始於五十年代末期。1959 年，她任教於天台小學，當時一般市民生

活艱苦，多晝出晚歸，為口奔馳，以致幼童乏人看管。她有一名七歲學生，因乏人教養，變

得頑劣，因而觸動她憐愛之心，便立志報讀社會福利署的「基本兒童福利課程」，從此投身幼

兒教育，至今已逾半個世紀。 
 
朱女士為幼兒教育孜孜不倦，關心幼兒的身心發展需要。六十年代，她在孤兒院實習，目睹

幼嬰愈早喪失親人，心靈創傷也愈大。如何讓稚童在人生起步點獲得適切栽培，使他們在備

受尊重、關懷和公平的環境下全面成長，成為她日後的努力方向。 
 
1962 年，香港明愛在荃灣籌設第一所幼兒園，朱女士正是開荒拓展者。她的熱誠和才能很快

得到賞識，並獲推薦進修，以期日後協調機構內各類幼兒服務。她敬佩明愛首位協調總監法

蘭根女士關愛兒童，重視服務質素的理念，並渴求新知識。1969 年，她修讀幼教課程，得到

羅畢美莉女士、陳保博士及陳陳淑安女士等專家教導和啟發，更堅定她的信念，努力進修和

參加國際研討會，以廣傳適切幼兒成長的哲理。 
 
1980 至 2004 年，朱女士擔任明愛扶幼服務協調總監。今日，香港明愛已是本港極具規模的

社會服務機構，設有幼兒學校、幼稚園、學前兒童教育資料參考中心，及提供輕度弱能幼兒、

暫託幼兒與延長時間幼兒等多元服務。 
 
朱女士與時並進的精神，足為後輩楷模。她深信在資訊爭鳴的年代，各門學問發展迅速。她

鼓勵幼教同工放開胸懷，持守向學，不斷研究和吸納社會需要的教育理念，使廣大幼兒有所

裨益。 
 
作為幼教服務的積極一員，朱女士不時為幼教發展出力獻策，包括：1978 年為越南難民提供

幼兒服務；80 年促成幼兒工作從業員協進會的組成，以團結業界及提升幼兒服務水平；代表

業界先後就 86 年的「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二號報告書」、90 年的「跨越九十年代，香港社會福

利白皮書」及 91 年的「防止兒童被獨留家中無人照顧的措施」，向政府建言。 
 
朱女士在幼兒教育及社會服務方面的卓越貢獻，贏得各界讚譽。2002 年，她獲頒行政長官社

區服務獎狀。 
 
主席先生，朱女士為幼兒教育矢志不渝，積極服務社會，為下一代謀幸福。本人謹代表香港

教育學院，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朱鄧麗娟女士。 
  



榮譽院士關祺先生讚辭 
 
校董會主席先生： 
 
關祺先生從事教育工作逾三十年，積極參與教育及社會多方面服務，尤其於推廣田徑活動及

香港童軍發展方面，貢獻良多。 
 
關先生在 1975 年畢業於本校前身羅富國教育學院，主修體育；在校期間，曾當過學生會主席，

已見其對教育及學生事務之關注。他其後投身教育事業，任教於張振興伉儷書院，至 2007 年

退休為止；期間繼續進修，並於 1991 年同時獲得伍爾弗漢普頓大學前身之伍爾弗漢普頓理工

學院，以及廣州體育學院，頒授教育學士學位。 
 
關先生一向致力發展香港田徑運動，1988年起任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委員會委員，已甚有建樹。

其後於 2009 年，他開始肩負主席一職，全方位培育運動員、教練、裁判及專業行政人員，提

升香港田徑的成績及健康形象，令田徑成為香港最多人數參與的體育運動；更協助田徑總會

籌辦不同距離的長跑比賽，包括一年一度的渣打香港馬拉松大賽等。2005年香港田徑隊成立，

他積極推動田徑總會與各教練為運動員提供支援及不同階段的訓練計劃，加上運動員的努力，

成績不斷提昇；過去多個比賽報捷令整個香港田徑隊士氣大增。 
 
關先生曾率領香港田徑隊參加多次國際性大賽，先後當過 1996 年阿特蘭大奧運會及 2006 年

多哈亞洲運動會香港田徑代表隊之領隊，以及 2009 年東亞運動會香港田徑組委會主席等。此

外，他更屢獲國際田徑聯會、國際殘疾人奧林匹克委員會，以及亞洲田徑聯合會，任命為「國

際技術官員」，協助大型運動會（包括 2010 年新德里英聯邦運動會及 2012 年倫敦奧運會等）

的工作。 
 
童軍服務方面，關先生在 2007 年獲委任為香港童軍總會「同步大露營」活動總主任，以「團

隊挑戰」為主題，積極發揮童軍特色和精神，響應同年的「世界童軍大露營」盛事；而自 2008
年起，他更榮任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總監，任重道遠。 
 
此外，關先生也曾獲委任多項公職，包括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委員會主席、衛奕信勳爵文物

信託委託人委員會成員等，建樹良多。 
 
為了表彰他的貢獻，尤其在田徑運動及童軍服務方面，關祺先生分別在 2008 年及 2013 年，

獲政府頒授民政事務局嘉許獎狀及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主席先生，有感於關先生三十多年來對香港多方面的默默付出，並在推廣香港田徑與童軍活

動上卓越的成就，本人謹代表香港教育學院，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關祺先生。 
 



榮譽院士李百強先生讚辭 
 
校董會主席先生： 
 
李百強先生從事教育工作逾 40 年，全心投入教育專業與考評事務。心思縝密，態度認真，向

為師友稱頌。他在 1953 年畢業於澳門蔡高中學，即考入葛量洪教育學院。1954 年起，先後

在循道小學、薄扶林官立小學任教，期間在官立文商學院中文系進修，畢業時獲巢坤霖獎。

1960 年調任柏立基教育學院，講授社會科教學法，其後又增授視聽教育、經濟及公共事務、

中國語文科。13 年間為師範生實習觀課超過 4,000 次，培訓教師達 5,000 餘人。 
 
他在 1967 年起入讀中大新亞書院，主修藝術，副修中國文學，獲一級榮譽學位。1973 年奉

調賽馬會官立中學，任教中文科，績效顯著。又負責德育訓練，每天對全校學生作精神講話，

激勵上進。1976 年調入教育司署考試組，負責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及中國文學科試題工作。

李氏曾在中大教育學院修讀，獲阮中鎏獎；稍後又取得文學碩士學位。1978 年獲考試局（現

稱為考評局）聘為中文科科目主任，為高等、高級程度會考的中國語文及文學科籌劃和協調

考試工作，殫精竭慮。90 年代考試局創辦普通話水平測試，李氏兼任該試首兩屆秘書，奠下

規模。李氏處理公開試考評事務，持正秉公，贏得清譽。 
 
李氏曾參與編纂《新教育》月刊，寫成有關教育觀察、中文教學心得的長文短論五萬言，並

作公開演講；曾兼任中大校外課程部主講藝術設計，亦為中大教育學院作視導工作，又擔任

香港學校朗誦節、全港學生中文學藝的演講比賽及中文書法比賽等評判。 
 
李氏葛師畢業後，即加入校友會為委員，歷任秘書、副主席等職，為現屆主席，致力聯繫校

友，興學育才。他在 80 年代起出任會內各屬校校董；2011 年起任葛師黃埔學校校監、法團

校董會主席。年前主編《葛師的歲月》一書，以慶祝葛師鑽禧。他關注香港教育學院的發展，

支持本校有關活動，曾任何雅明獎學金委員。李氏生平喜愛詩詞書畫，常為人題字，又參與

畫展，是位文人雅士。1996 年退休後，鍾情於粵曲，以藝名「天弼」登台演唱。近年著有《粵

曲腔韻探微》及《粵韻風腔薈萃》，共 70 萬言，旨在弘揚此項文化遺產。 
 
主席先生，有感於李氏數十年來熱心香港教育事務，肩負公開試考評重責，更長期聯繫校友，

多方協助本校，各項事工均見佳績。本人謹代表香港教育學院，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

予李百強先生。 
 
  



榮譽院士凌劉月芬女士讚辭 
 
校董會主席先生： 
 
凌劉月芬女士熱心教育，獻身特殊教育服務逾三十年，尤其致力發展特殊教育和推廣智障人

士體育活動，貢獻良多。在公共及社會服務方面，表現同樣傑出；先後當過香港特殊學校議

會主席、課程發展議會成員、家長教育導向委員會成員、交通諮詢委員會成員、香港展能精

英運動員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平等機會委員會成員、上訴委員會成員，以及沙田區議會委

任議員等公職，並於 1996 和 2002 年兩度獲頒榮譽勳章，及於 2007 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頒發銅紫荊星章。 
 
凌劉月芬女士於香港教育學院前身師範院校葛量洪教育學院畢業後，當過小學英文老師；由

於希望能委身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和接受新挑戰，十多年後毅然踏上特殊教育之途，修

讀特殊教育。她於1982年當上剛成立的沙田公立學校校長，為六至十八歲輕度智障學生服務；

1989 年還創立自閉症兒童輔導組，成效顯著。期間，她更致力支援主流學校，開設名為「奮

進計劃」、加強主流及特殊學校間的交流項目，又提供外展服務和培訓工作，分享教師培訓及

推廣學校成功的經驗。此外，她十分重視家長教育，認為學校與家長必須互相加強溝通，令

雙方進一步了解學生的需要。凌劉月芬女士在沙田公立學校服務二十五年後，於2007年榮休，

但仍繼續擔任該校辦學團體校董會主席。 
 
為了盡量發揮有特殊教育需要人士的潛能，她安排一些體育成績優異的學生，出外接受專業

訓練和參加比賽，因為她相信只要予以信任及期望，他們能夠克服身體的障礙。在她的鼓勵

和領導下，香港傷殘運動員在近數屆特殊奧運會中屢獲殊榮，揚威海外；但她更感欣慰和滿

足的，卻是看到他們戰勝逆境，逐步成長與成熟。 
 
凌劉月芬女士現任香港特殊奧運會主席、香港弱智人士體育協會副會長。多年來不斷為運動

員謀求福祉，加強對運動員的支援及教練培訓，並開設更多項目，令更多人受惠。如為運動

員提供初新發展的地板曲棍球級訓練，並派出隊伍參與融合隊制賽事；又積極推動機能活動

訓練計劃，安排教練到機構，為被評定為嚴重智障的人士，提供服務等。 
 
主席先生，有感於凌劉月芬女士對教育的滿腔熱誠，全然委身於特殊教育服務及推廣特奧活

動的貢獻，本人謹代表香港教育學院，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凌劉月芬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