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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委員會

容永祺先生，SBS，MH，JP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麥志強博士

委員

秘書

翟瑞恒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主席

副主席

蘇國生博士 工程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李沙崙先生 (課程發展議會)

尤曾家麗女士，GBS，JP (職業訓練局)

康陳翠華女士 (教育局)

梁伯和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

周偉立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

林日豐先生，MH (獅子會中學)

黎妙儀女士 (金文泰中學)

吳友強先生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梁翠珍女士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鄭惠儀女士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李曠怡先生 (大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熊運信先生 (李偉斌律師行)

鄭中正先生 (HLB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章曼琪女士 (龍門創建諮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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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上訴覆核委員會

向考評局委員會就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及教師語文能力評核處理上訴個案的相關政策及程序提出
建議；檢視公開考試委員會及教師語文能力評核小組就考試異常事件所作出的決定；檢視有關
覆核成績程序和試卷評分的上訴覆核的申請，並作出最後裁決

石永泰先生 (資深大律師)
(至2018年12月31日) (由2019年1月1日起再獲委任)

主席

洪珀姿女士 (洪珀姿律師事務所)

副主席

李王鍏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秘書

委員

鄭惠儀女士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5日起再獲委任)

王淑英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尤曾家麗女士，GBS，JP (職業訓練局)
(至2018年12月31日)

李曠怡先生 (大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由2019年1月1日起)

鄭中正先生 (HLB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由2018年10月5日起)



策略發展委員會

檢視考評局發展事宜及策略，並向考評局委員會就相關政策提出建議 

容永祺先生，SBS，MH，JP
(考評局主席) 

主席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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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瑞恒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秘書

麥志強博士
(考評局副主席)
(公開考試委員會主席)

康陳翠華女士
(教育局)

鄭中正先生
(財務委員會主席)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5日起再獲委任)

章曼琪女士
(審計委員會主席)

吳友強先生
(人力資源委員會主席)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5日起再獲委任)

蘇國生博士 工程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

李王鍏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總監–公開考試)



鄭中正先生 (HLB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5日起再獲委任)

主席

副主席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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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日豐先生，MH (獅子會中學)

黃東寶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秘書

容永祺先生，SBS，MH，JP
(考評局主席) 

陳婉嫻女士 (教育局)
(至2019年3月1日)

區蘊詩女士 (教育局)
(由2019年3月2日起)

李曠怡先生 (大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由2018年10月5日起)

馬振峰先生 (港大零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5日起再獲委任)

蘇國生博士 工程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翟瑞恒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財務委員會

建議每年財政預算及考試費，並審核總額超過港幣一千萬的購置物資建議



審計委員會

監控及檢討考評局的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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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曼琪女士 (龍門創建諮詢有限公司)

主席

副主席

委員

鄧惠萍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秘書

鄭惠儀女士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5日起再獲委任)

容永祺先生，SBS，MH，JP
(考評局主席) 

陳婉嫻女士 (教育局)
(至2019年3月1日)

區蘊詩女士 (教育局)
(由2019年3月2日起)

呂志宏先生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由2018年10月5日起)



人力資源委員會

就秘書處人事事宜提供意見及聘用秘書處職員，並就薪酬及表現檢視事宜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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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友強先生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5日起再獲委任)

主席

副主席

委員

蔡美淳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秘書

容永祺先生，SBS，MH，JP
(考評局主席) 

陳婉嫻女士 (教育局)
(至2019年3月1日)

區蘊詩女士 (教育局)
(由2019年3月2日起)

熊運信先生 (李偉斌律師行)

蘇國生博士 工程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翟瑞恒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尤曾家麗女士，GBS，JP (職業訓練局)



公開考試委員會

審批文憑試的評核大綱，就文憑試事宜提供意見，以及向其屬下委員會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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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志強博士

李王鍏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主席

副主席

許婉清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秘書

委員

蘇國生博士 工程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程瑋琪教授 (香港大學)

馮浩然先生 (香港理工大學)

鄭鄺潔貞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鄒港永教授 (嶺南大學)

麥勁生教授 (浸會大學)

文英玲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

李沙崙先生 (教育局)

吳友強先生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陳千里先生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梁東榮先生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黃健威先生 (英華書院)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5日起再獲委任)

黎志榮先生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何仲廉博士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5日起再獲委任)



資訊科技委員會  

檢視考評局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的運作和表現，並監察資訊科技服務及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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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兆斌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秘書

黎妙儀女士 (金文泰中學)
(由2018年10月5日起)

黎妙儀女士 (金文泰中學)
(至2018年10月4日)

梁伯和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
(由2018年10月5日起)

主席

副主席

委員

容永祺先生，SBS，MH，JP
(考評局主席) 

陳婉嫻女士 (教育局)
(至2019年3月1日)

區蘊詩女士 (教育局)
(由2019年3月2日起)

林日豐先生，MH (獅子會中學)
(由2018年10月5日起)

梁翠珍女士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劉嬋儀女士 (香港浸會大學)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5日起再獲委任)

蘇國生博士 工程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翟瑞恒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研究及發展委員會 

建議研究議程，評鑑研究計劃的成果，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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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冠中博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至2019年2月28日)
黃曉婷博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由2019年3月1日起)

秘書

鄭惠儀女士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5日起再獲委任)

周偉立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

主席

副主席

委員

李沙崙先生 (教育局)

梁貫成 健泰基金教授，BBS (數學教育)(香港大學)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5日起再獲委任)

龔大胃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5日起再獲委任)

曹希銓博士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中學部))

黎妙儀女士 (金文泰中學)

吳燕芬女士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楊威遜先生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蘇國生博士 工程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趙玥博士 (香港大學)



基本能力評估諮詢委員會

檢視考評局執行基本能力評估項目的運作及就有關事宜提供意見及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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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玲芝博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秘書

黎歐陽汝穎博士 (香港大學)

主席

委員

李潔冰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林日豐先生，MH (獅子會中學)

鄧振強先生，MH，JP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張勇邦先生，MH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孔偉成先生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鄧茵茵女士 (海壩街官立小學)

張偉德先生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楊博文先生 (教育局)

羅冠中博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至2019年2月28日)

黃曉婷博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由2019年3月1日起)



退休金計劃監察委員會

馬于婷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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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日豐先生， MH (獅子會中學)

主席

馬振峰先生 (港大零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29日起再獲委任)

副主席

委員

徐力航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至2018年11月30日)(由2018年12月1日起再獲委任)

黃東寶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蔡美淳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翟瑞恒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黎偉林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投標委員會

黃東寶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至2018年10月28日)

胡允文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由2018年10月29日起)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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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振峰先生 (港大零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29日起再獲委任)

主席

李曠怡先生 (大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由2018年10月29日起)

副主席

委員

林日豐先生， MH (獅子會中學)

翟瑞恒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黃東寶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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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l Drave博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秘書

梁東榮先生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主席

委員

文英玲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

何仲廉博士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22日起再獲委任)

黃廖笑容女士 (教育局)
(至2018年11月21日)

李惠萍女士 (教育局)
(由2018年11月23日起)

簡陳惠坤女士 (教育局)

李王鍏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蔡筱坤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教師語文能力評核專責小組



特殊需要考生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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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舜隆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秘書

李王鍏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主席

委員

張蓓蓓女士 (香港理工大學)

許明得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

蔡博麒先生 (香港心理學會)
(由2018年10月22日起)

李穎怡博士 (教育局)
(由2018年10月22日起)

黃幗宜女士 (教育局)
(由2018年10月22日起)

曹達明先生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李靜雯女士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由2018年10月22日起)

黎鳳波女士 (香港耀能協會高福耀紀念學校)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22日起再獲委任)

陳志達先生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趙必良先生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黎志超先生 (心光學校)

許加恩先生 (路德會啓聾學校)



特殊需要考生事務上訴委員會

60

附錄1

朱舜隆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秘書   

廖嘉怡醫生 (衞生署)

主席

委員

柳子權先生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蔡雯雯女士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李錦明先生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陳南昌紀念學校)

曾淑雯女士 (教育局)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22日起再獲委任)

何主平先生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22日起再獲委任)



附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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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需要考生事務委員會轄下的小組) 

朱舜隆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秘書   

李王鍏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主席

委員

陳瑞卿女士 (聖公宗(香港)中學委員會有限公司)

曾綺霞博士 (衞生署)

潘紀恩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
(由2018年10月22日起)

陳祉傑先生 (教育局)
(由2018年10月22日起)

陳彥慧博士 (教育局)
(由2018年10月22日起)

譚劍虹先生 (真光女書院)

游美斯女士 (香港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郭勝南先生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
(由2018年10月22日起)

李㰕琳女士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蔡筱坤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許婉清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溫德榮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學障考生事務專責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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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明浩博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秘書

陳千里先生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22日起再獲委任)

程瑋琪教授 (香港大學)

鄭鄺潔貞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22日起再獲委任)

李沙崙先生 (教育局)

黃健威先生 (英華書院)
(至2018年8月31日)(由2018年10月22日起再獲委任)

梁東榮先生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李王鍏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主席

委員

公開考試水平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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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委員會名單

科目委員會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共設27個科目委員會，其中包括中學和高等院校教師、教育局及職業
訓練局職員參與工作。科目委員會的重要工作乃檢討每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及教師語文能力評
核，並向考評局委員會及公開考試委員會提交報告及提供有關改善考試的建議。科目委員會成
員由各高等院校、學校、教育局及職業訓練局提名。考評局對各委員的義務工作，付出的時間
和心血，協助考評局提供服務，謹致衷心謝意。

生物科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化學科
中國歷史科 
中國語文科 
中國文學科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經濟科 
英國語文科
倫理與宗教科 
地理科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歷史科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綜合科學科 
通識教育科 
英語文學科 
數學科 
音樂科 
體育科 
物理科 
科技與生活科 
旅遊與款待科 
視覺藝術科 
應用學習科

英國語文科 
普通話科

香港中學文憑科目委員會

教師語文能力評核科目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