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幼稚園、小、中學教育學校 

傳真及電郵記錄 

1. 九澳聖若瑟學校  幼小初中教育  校長: 朱裳 www.sjkaho.edu.mo 
澳門路環九澳村聖母馬路 1151號  st.jose.kaho@sjkaho.edu.mo   

Tel： 
28870400 

Fax： 
28870450 

2. 下環浸會學校  幼兒小學教育    校長: 林英傑  
下環街 46-48號 schoolhvcv@macau.ctm.net  www.hwbschool.net 

28572396 28963151  

4. 北區中葡小學     幼小教育    校長: 林炳煥 
青洲收容所街 35號 EBNorteA@dsej.gov.mo  www.lcbn.k12.edu.mo 

28234083 28233725 

5 同善堂中學  幼小中教育   校長: 歐宇雄 
澳門庇山耶街 64號,  tst_mail07@yahoo.com.hk  http://tst.edu.mo 

28920484 28923453 

6 何東中葡小學   幼小中教育   校長: 何艷華 icleong@eslc.k12.edu.mo 
得勝馬路    ehotung@dsej.gov.mo  www.lcht.k12.edu.mo 

28573035 28530773 

8 沙梨頭坊眾學校   幼小學教育  代校長: 任蜜莎  
麻子街 99號 sfcps@macau.ctm.net  www.fcp.edu.mo   

28576838 28580122 

9. 沙梨頭浸信學校   幼兒小學教育   校長: 譚惠珍  
沙梨頭海邊街 169號 S  

28316527 28259430 

12 明愛學校  仔里斯本街 299、371、387號 http://www.caritaskg.org 
校長: 張錫釗  escolacaritas@macau.ctm.net 

28880034 28882205 
we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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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4 青洲小學   幼小教育 青洲大馬路 496號    校長: 張捷 

 iv1@macau.ctm.net  www.iv.edu.mo  
28573710 28551578 

Email 
15 海星中學  高樓街 36號, 幼小中學教育   www.edmschool.net 

edm@edmschool.net      校長: 黃彪  
28572293 28976252 

Email 
16 海暉學校  關閘廣場新寶花園二樓     校長: 戴燦林 幼小教育 

 hoif@macau.ctm.net  http://home.macau.ctm.net/~hoif  
28319444 28933783 

Email 
17 高美士中葡中學  士多紐拜斯大馬路, 中學教育 

 icleong@eslc.k12.edu.mo  www.eslc.k12.edu.mo 校長: 梁祐澄  
28331093 28523208 

Email 
18 商訓夜中學  馬楂度博士大馬路 539號     中學教育 

  seongfan@macau.ctm.net  www.esf.edu.mo 校長: 鄭洪光  
28313099 28368531 

Email 
19 培正中學  高士德馬路 7號   校長: 高錦輝 kkf@puiching.edu.mo 

pcms@macau.ctm.net  www.puiching.edu.mo 幼小中學教育 
28529333 28339056 

Email 



 

 

20 培華中學  海洋花園第二街 90號   校長: 李秋林 幼小中學教育 
mspuiva@macau.ctm.net; puiva@macau.ctm.net  http://www.puiva.edu.mo 

28811019 28811021 
Email 

21 培道中學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263號    http://pooito.edu.mo  
校長: 李寶田 幼小中學教育 

28782257 28782142 
Email 

22 婦聯學校  黑沙環新填海區 E1街區     http://www.fuluen.edu.mo/ 
校長: 汪東 幼小教育   info@fuluen.edu.mo 

28353595 28353589 
Email 

23 教業中學  冼星海大馬路無門牌  校長: 賀誠 
kaoyip@schoolnet.edu.mo  www.kaoyip.edu.mo 幼小中學教育 

28750013 
Email-x 

28750120 
28750139 

24 啟智學校  松山晨運斜坡     www.amha.org.mo特殊教育 
校長 : 高慧嫻    kailungc@gmail.com；kaihongc@macau.ctm.net；casasmc@macau.ctm.net；
early-education@kaichi.edu.mo; amha@macau.ctm.net; kaichi@macau.ctm.net;  

28761191 28761203 
28226058 

13 東南學校  幼小初中高中教育  賈伯樂提督街 138號  代校長楊燦基 
tongnam1@macau.ctm.net  www.tongnam.edu.mo  info@tongnam.edu.mo  www.tongnam.edu.mo/

28573510 28362077 
Email 

25 陳瑞祺永援中學  得勝馬路 28號   校長: 張湧秀 
cskphc@macau.ctm.net www.cskphc.edu.mo/ 小中學教育 

28315486 28559970 
Email 

26 陳瑞祺永援中學(分校)  消防隊巷九號 G    phcsuc@macau.ctm.net 
www.phcsuc.edu.mo  校長: 陸琴莉 幼小學教育 

28373429 28362039 
Email 

27 創新中學  澳門新口岸倫斯泰特大馬路 238號中土大廈   高中教育 
mssmllc@macau.ctm.net  www.mss.edu.mo 校長: 崔寶峰  

28755205 
Email 

28755206 
87952188 

28 勞工子弟學校   和樂坊第二街 163 號  louhau@macau.ctm.net 
www.louhau.edu.mo 校長: 鄭杰釗 幼小中學教育 

28234381 28234108 

 
B 

29 菜農子弟學校   關閘馬路 40 號   choinongebox@gmail.com 
www.choinong.edu.mo 校長: 王國英 幼小中學教育 

28435575 28439412 

30 慈幼中學  風順堂街 16號  校長: 余富強 幼小中學教育 
 smacau@macau.ctm.net  www.ism.edu.mo  

28573734 28518444 

31 新華夜中學  青洲大馬路 355號嘉應花園三樓    校長: 李明基 
xhess@macau.ctm.net  http://i.campus.xinhua.ctm.net 中學教育 

28263669 28221780 

32 新華學校  北區馬埸永定街    www.xinhua.edu.mo  
校長: 何宇 幼小中學教育 xinhuams@macau.ctm.net 

28233997 28234318 

33 路環中葡學校  路環十月初五馬路  校長: 陳燕芬 特殊教育 28882104 28882099 



 

 

ecoloane@dsej.gov.mo www.elctp.k12.edu.mo/info/info2_je/EColoana/index.html  
34 粵華中學  德勝馬路 18號   校長: 陳文彬 幼小中學教育 

ywc@yuetwah.edu.mo  www.yuetwah.edu.mo  
28315484 28339302 

35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澳門馬度博士大馬路 266號   幼小中學教育 
skhcks@macau.ctm.net  www.choikou.edu.mo 校長: 陳志君 

28345013 28353471 

36 聖公會中學(澳門)  北安徐日昇寅公馬路 109-117號  幼小中學教育 
admin@acm.edu.mo www.acm.edu.mo 校長: Robert Richard Alexander  

28850000 28850022 

37 聖安東尼幼稚園  南灣大馬路 743號一樓  校長: 蘇烯敏 
stankn@macau.ctm.net  www.stanthonysmacau.com 

Tel:28322088 Fax: 
28370227 

38 聖玫瑰學校 老人院前地 14號  幼小初中 http://hk.yoshioris.com 
sanrosa@macau.ctm.net  www.rosario.edu.mo 代校長: 劉炎新 

28373063 28367697 

39 聖保祿學校    幼小中學教育   校長: 蘇輝道  
黑沙灣斜坡 12-14號  espaulo@esp.edu.mo  www.esp.edu.mo 

28519364 28521260 

40 聖若瑟教區中學  大堂街十九號   校長: 羅玉成  
cdsj@schoolnet.edu.mo  www.cdsj.edu.mo   幼小中學教育   
cdsj1@cdsj.edu.mo; sjose@cdsj.edu.mo; sjose@cdsj.edu.mo; sjose@cdsj.edu.mo;  

28270580, 
28375954 

28270579, 
28372297 

41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幼小中學教育 cdsj5@macau.ctm.net 
台山中街 253號    www.cdsj5.edu.mo 校長: 郭華邦  

28574255 28226299 

42 聖家學校     幼小學教育   校長: 林淑華  
新橋羅白沙街十五號 macausf@yahoo.com.tw  www.edsf.edu.mo 

28574124 28211693 

43 聖善學校  嘉路士米耶大馬路   校長: 吳世華 
edjp@macau.ctm  www.edjp.edu.mo 學幼小學教育 

28827534 28827960 

 

C 
44 聖瑪沙利羅學校   校長: 楊白燕    幼小學教育 

下環街 103號 mazarelo@macau.ctm.net  www.esmm.k12.edu.mo 
28345168 28960192 

45 聖德蘭學校 青洲大馬路 592號  校長盧桂芳 www.santateresa.k12.edu.mo 
幼小學教育 stteresamj@gmail.com   bookshop@catholiccentre.org.hk; 
dychk@dychk.org; dyd@dychk.org; sze@dychk.or 

28573494 28233680 

46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澳門南灣加辣堂街 21號  幼小中學教育   28713702 28309402 



 

 

www.santarosasc.edu.mo 校長: 羅玉清代校長 srlcs@macau.ctm.net 
47 聖羅撒英文中學  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367號   校長吳秀慧 小中學教育 

srleng@yahoo.com  srleng@esrleng.edu.mo www.srleng.edu.mo/     
28573619 28782023 

48 嘉諾撒聖心中學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 75號   校長: 蘇映璇  
shccinfo@yahoo.com.hk  www.shcc.edu.mo    幼小中學教育   

28572422 28210422 

49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校長: 葉慧明 info@shcces.edu.mo 
雅廉訪大馬路 86號    www.shcces.edu.mo 小學中學教育   

28573489 28565640 

50 雷鳴道主教紀念學校  九澳村道   校長: 林啟輝 contact@edlv.edu.mo  
lvbishop@macau.ctm.net  www.edlv.edu.mo    小中學教育   

28870418 28871121 

51 瑪大肋納嘉諾撒學校  筷子基俾若翰街 28號   校長: 劉美玲 
www.madalena.edu.mo 幼小學教育  info@madalena.edu.mo 

28225739 28564110 

52 福建學校  台山李寶椿街   校長: 蘇薇蘋 fukien@efk.edu.mo 
ekfschool@yahoo.com.hk  www.efk.edu.mo   幼小學教育 

28237505 28237517 

53 樂富中葡幼稚園  校長: 梁顯娟    jgirassz@dsej.gov.mo   
勞動節大馬路裕華大廈 www.elctp.k12.edu.mo/info/info2_je/JGirassol/index.html 

28455017 28455018 

54 廣大中學  筷子基街筷子基社屋   www.kwongtai.edu.mo校長陳建邦 
幼小中學教育 ktms@kwongtai.edu.mo; ktmsb@kwongtai.edu.mo 

28367585 28358537 

58 魯彌士主教幼稚園 士多紐拜斯大馬路 校長 Lola Flores Couto do Rosário 

apimdjcn@macau.ctm.net; secretariadjcn@gmail.com  www.jidjcn.com/   
28533544 28524552 

59 澳門三育中學   仔學院路  校長 : 徐友德(學校代表) info@msy.edu.mo; 
www.msy.edu.mo    小中學教育 msyms@macau.ctm.net 

28825562 28840138 

60 澳門中德學校  漁翁街 90號   校長: 林少培 幼小學教育   
ct115@macau.ctm.net  www.chongtak.edu.mo   info@chongtak.edu.mo 

28719621 28719623 

61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澳門仔大連街 BT-34地段 info@asum.edu.mo 
www.asum.edu.mo/ 校長: 盧蘭馨 幼小中學教育  it@asum.edu.mo, 

28841242 28840630 

 

D 
3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幼小中教育  校長劉麗妹 info@fatima.edu.mo 

台山花地瑪教會街  www.fatima.k12.edu.mo   fatima@fatima.edu.mo 
28266990 28232527  



 

 

7 利瑪竇中學    幼小中學教育 校長: 張慧玲 info@ricci.edu.mo 
大三巴巷 1號A ricci@macau.ctm.net www.ricci.edu.mo sfcps@macau.ctm.net

28965344 Fax:28962834
em 

63 澳門坊眾學校  長壽大馬路 355號     www.emm.edu.mo  
校長: 江超育 幼小初高中教育  info@ugamm.org.mo, info@emm.edu.mo 

28422665 28422671 

64 澳門浸信中學  幼小中學 黑沙環中街410號 校長李焯堅www.mbc.edu.mo
 mbc@mbc.edu.mo; macaubaptist@macau.ctm.net sfcps@macau.ctm.net 

28470388 28470601 

65 澳門國際學校  偉龍馬路澳門科技大學 K座 
www.tis.edu.mo 校長: Howard Norman Stribbell 幼小中學教育   
info@tis.edu.mo;tiscounseling@tis.edu.mo;recruitment@tis.edu.mo 

28533700 28533702 

66 澳門葡文學校  澳門殷皇子大馬路    小中學教育   
www.epmacau.edu.mo 校長: Manuel Augusto Martins Peres Machado  
info@epmacau.edu.mo; secretaria@epmacau.edu.mo; 

28572240 28710473 

67 澳門演藝學院  澳門高士德大馬路 
www.conservatory.gov.mo 校長:  中學教育  info.cm@icm.gov.mo; 

28352766 28352700 

68 嶺南中學  松山白頭馬路一號   校長: 區金蓉 幼小中學教育 
Cam1123@macau.ctm.net www.lingnan.edu.mo  info@lingnan.edu.mo 
Lingnan@lingnan.edu.mo 

28573377 28572778 

69 濠江中學  亞馬喇馬路 3號   校長: 尤端陽 幼小中學教育 
hkcc@macau.ctm.net; hkccmo@yahoo.com  www.houkong.edu.mo  

28337954 28717570 

70 鮑思高粵華小學   澳門亞馬喇馬路六號   dboscoyw@macau.ctm.net 
www.dbyw.edu.mo/ 校長: 黎意芬 幼小學教育  info@dbyw.edu.mo 

28337927 28722157 

71 聯國學校  米尼奧街  校長: Nair, Vivek Vasudevan 幼小中特殊教育   
admin@schoolofthenations.com  www.schoolofthenations.com  

28701759 28701724 

72 鏡平學校  馬場大馬路 389號  校長: 黎世祺 幼小中學教育   
keangpeng@yahoo.com.hk  info@keangpeng.edu.mo www.keangpeng.edu.mo  

secondary@keangpeng.edu.mo; primary@keangpeng.edu.mo; keangpengalumni@gmail.com;  

28423118 28423120 

73 
 
氹仔坊眾學校  沙維士街     www.fct.edu.mo  
校長: 梁詠琴 幼小初高中教育 fct@fct.edu.mo; info@fct.edu.mo; 

28833686 28833689 

74 氹仔中葡學校  氹仔巴波沙總督前地   校長: 葉惠瑜 幼小學教育 
etaipa@dsej.gov.mo  www.lct.k12.edu.mo  info@lct.k12.edu.mo 

28827822 28827784 

 



 

 

E 
10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幼小中學特殊教育    校長: 林劍如  

澳門馬德里街 183號珠光大廈南座  csse@macau.ctm.net 
28378582 28234562 

2400-x 
11 明愛幼稚園      黑沙環勞動節大馬路金海山花園  info@caritaskg.org 

校長: 李佩詩      jcmacau1994@yahoo.com.hk  www.caritaskg.org  
28762301 28762300 

55 德明學校  澳門祐漢市場街樂富新村一樓   
校長: 張偉光 幼小學教育  www.ancientec.com info@ancientec.com;  

28300837 28318741 

56 蓮峰普濟學校  罅些喇提督大馬路蓮峰廟側,  
www.lfpc.edu.mo   校長: 何敏輝 幼兒小學教育  info@lfpc.edu.mo  

28562241 28520625 

57 鄭觀應公立學校  台山菜園涌邊街   幼小中學教育 
eozgy@dsej.gov.mo  www.eozgy.k12.edu.mo/ 校長: 胡潔  

28236394 28236390 

62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澳門台山李寶椿街   初中高中教育 
 kljc@kljc.edu.mo, www.kljc.edu.mo 校長呂吉實  

28221711 28221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