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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3 年 10 月 22 日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中學／夜校資料一覽表  
中 學 電話 傳真 校長 地址、網址、電子郵箱 

01.�英華書院 23368838 23361920 鄭鈞傑校長 九龍深水埗英華街 1 號 
http://www.yingwa.edu.hk 
ywc-mail@hkedcity.net 

02.�九龍真光中學 36550000 36550110 李伊瑩校長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真光里 1 號 
http://www.ktlms.edu.hk 
mail@ktlms.edu.hk 

03.�培英中學 25503632 28758633 黃慧文校長 香港薄扶林華富道 55 號 
http://www.puiying.edu.hk 
info@puiying.edu.hk  

04.�英華女學校 25463151 28588669 石玉如校長 臨時校舍：九龍深水埗青山道 101 號 
http://www.ywgs.edu.hk 
school@ywgs.edu.hk 

05.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

書院 

24596354 24572648 葉天祐校長 新界屯門新墟青山公路 28 號 
http://www.hftc.edu.hk 
hft-mail@hftc.edu.hk 

06.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

學 

23204557 23251715 爾區巧芬校長 九龍黃大仙東頭邨道 161 號 
http://www.keiheep.edu.hk 
email@keiheep.edu.hk 

07.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

學 

23422954 23445392 阮德富校長 九龍觀塘瑞寧街 20 號 
http://www.keichi.edu.hk 
keichi@school.net.hk 

08.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

院 

27784512 27883729 陳紹才校長 九龍石硤尾偉智街 1 號 
http://www.cccmyc.edu.hk 
mingyin@cccmyc.edu.hk 

09.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

院  

23923963 21427376 陳潔貞校長 九龍大角咀橡樹街 16 號 
http://cccmkc.edu.hk 
cccmkc@cccmkc.edu.hk 

10.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

中書院 

25775778 25775016 鄒秉恩校長 香港銅鑼灣大坑道大坑徑 17 號 
http://www.cccklc.edu.hk 
klc@cccklc.edu.hk 

11.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

學 

24205050 24841431 黃偉耀校長 新界葵涌邨上角街 15 號 
http://www.chuenyuen.edu.hk 
cyc@chuenyuen.edu.hk 

12.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

學 

26693906 26693583 翁港成校長 新界粉嶺蝴蝶山路 8 號 
http://www.keisan.edu.hk 
mail@keisan.edu.hk 

13.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

院 

23234265 23233258 朱啟榮校長 九龍慈雲山蒲崗村道 171 號 
http://www.ccchwc.edu.hk 
info@ccchwc.edu.hk 

14.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

學 

23381971 23383748 歐陽家強校長 九龍龍翔道 157 號 
http://www.rotary.edu.hk 
info@rotary.edu.hk 

15.�真光女書院 23851491 27825300 譚劍虹校長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4 號 A 
http://www.tlgc.edu.hk 
tlg-mail@hkedcity.net 

16.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

書院 

27276371 23483900 葉信德校長 九龍觀塘曉明街 20 號 
http://www.cccmmwc.edu.hk 
info@cccmmwc.edu.hk 

17.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

院 

23879988 23868814 梁國基校長 新界青衣牙鷹洲街 12 號 
http://www.yenching.edu.hk/ 
info@yenching.edu.hk 

18.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

中學 

25711285 28070085 陳綺雯校長 香港北角雲景道 62 號 
http://www.ccckws.edu.hk 
kw2-mail@kw2.hkcampus.net 

19.�沙田培英中學 26917217 26020411 邱藹源校長 新界沙田禾輋邨豐順街 9 號 
http://www.pyc.edu.hk 
info@pyc.edu.hk 

20.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

校（中學部） 

23417422 23419715 姚靜儀校長£ 九龍觀塘順利邨基順學校 3 樓 
http://www.ccckss.edu.hk 
ccckss@ccck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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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學 電話 傳真 校長 地址、網址、電子郵箱 

21.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

學 

24750331 24745663 陳俊傑校長 新界元朗鳳攸東街 
http://ccckyc.edu.hk 
ky-mail@hkedcity.net 

22.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

學 

24754781 24747344 羅紹明校長 新界元朗鳳攸南街 8 號 
http://www.keilong.edu.hk 
mailbox@keilong.edu.hk 

23.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

紀念中學 

26516033 26509629 余嘉蓮校長 新界大埔寶湖道 22 號 
http://www.flk.edu.hk 
flk@school.hk 

24.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

芬紀念中學 

24522422 24400304 方順源校長 新界屯門新墟新和里 10 號        
http://www.tllf.edu.hk 
tll-mail@tllf.edu.hk 

25.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

中學 

24455833 24455252 吳俊雄校長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業路 6 號 
http://www.fywss.edu.hk 
info@fywss.edu.hk 

26.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

學 

26271028 26270555 鄧陳慧筠校長 九龍土瓜灣崇安街 28 號 
http://www.ccckeito.edu.hk 
enquiry@ccckeito.edu.hk 

�為區會有關中學   £為署理校長 
 

夜 校 電話 傳真 校長 地址、網址、電子郵箱 

01.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

夜中學 

24599790 24575777 雷仕勳校長 新界屯門新墟青山公路 28 號 
http://www.ccchftec.edu.hk 
ccchftec@gmail.com 

02.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

夜校（天水圍事工） 

24466626 30180517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業路 6 號方潤華中 

學內 
fywes@hkcccc.org 

 
（註：如發現上述資料出錯，或需增／刪／修改其中資料，請將資料電郵至本會網頁編輯 webeditor@hkcccc.or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