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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各地同學會會長及通訊處

香港培正同學會
The	Hong	Kong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Limited

黎藉冠會長	(83 凱 )Mr.	Lai	Chik-Kun	Michael

地址：	九龍窩打老道 80 號香港培正小學

電話：（852）2713	4093

電郵：	info@puiching.org	/mcklai@hotmail.com

傳真：（852）2715	2100

澳門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Macau)	Association

莫志偉會長 (89 禮 )

地址：澳門高士德馬路 7號澳門培正中學

電話：853-2852-9333	ext	181

電郵：pcms@macau.ctm.net

傳真：（853）2833	9056

台灣培正校友聯誼會
Pui	Ching	Alumni	(Taiwan)	Association

劉安乾會長	(67 恆 )Lao	On	Kin	Paul

地址：	台灣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333 號

													十四樓	10669	

													泰興工程顧問公司營建部副理

電話：(886)	2-2376-8014

電郵：paullao@ms17.hinet.net

傳真：(886)	2-2738-2006		

美國西北培正同學會 ( 西雅圖 )
America	North	West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關潔群會長 (60 正 )	Chow,	Katty	Kwan

地址：	11208	SE	64th	Street,	Bellevue

													WA	98006,	USA

電話（Home）：425-226-2288

電郵：	chiuhchow@hotmail.com

美國二埠培正同學會（加省會）
Pui	Ching	Alumni	California	Association

Sacramento,	USA

羅根合會長 (54 匡 )	Mr.	Lo	Gan	Hop	

地址：	673	Capela	Way,	Sacramento

													CA	95831-4525,	USA

電話（Home）：916-424-8832

電郵：cl41938@yahoo.com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周榮超會長 (67 恆 )	HESTON	CHAU

地址：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0083,	USA

電話（Home）:	415-567-8800

電郵 :sfpcaa@gmail.com/hestonchau@aol.com

美國聖地牙哥培正同學會 (San Diego)
Pui	Ching	Alumni	(San	Diego)	Association

金宜忠會長 (55 忠 )	Mr.	Lee	King

地址：	13121	SIERRA	MESA	CT.

													SAN	DIEGO	,CA	92129,USA

電話：434-978-2916

電郵：LjKing13121@gmail.com

美南培正同學會（德州）
Pui	Ching	Alumni	(Texas)	Association

許國華會長 (69 昇 )	Mr.	Hui	Kwok	Wah

地址：	4507	MIMOSA	DR.

													BELLAIRE,	TX	77401,	USA

電話：1-713-937-0016

電郵：	hui.kwok@gmail.com

美中培正同學會（芝加哥）
Pui	Ching	Alumni	(Chicago)	Association

關德深會長 (67 恆 )	Mr.	Kwan	Tak	Shum	Samuel

地址：	839	W.	College	Parkway,

													Chicago	IL	60608,	USA

電話：312-463-2468	/312-286-6077

電郵	:	stk4007@aol.com

紐英崙培正同學會（波士頓）
Pui	Ching	Alumni	(Boston)	Association

陳振煥會長	(53 誠 )Mr.	Frank	Chin

地址：26	Lexington	Road,	Wellesley,

												MA	02482,	USA	

電話（Home）：1-781-235-3808

電郵：loraconeg@gmail.com

大湖區培正同學會（密茲根）
The	Great	Lakes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錢元國會長 (68 仁 )	Chin	Yuen	Kwok	Steve

地址：	5137	SERENA	DRIVE,

												TROY,	MI	48098,	USA

電話（Home）：1-248-641-8601

電郵：	steveykchin@yahoo.com

美國羅省培正同學會（美南加州洛杉機）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Southern

California	Chapter	USA

吳秉銳會長	(68 仁 )Mr.	Wong	Mun	Fai	Norman

地址：	PO	BOX	998,	Palos	Verdes	Estates,

													CA	90274,	USA

電話：626-292-1496

傳真：626-292-1015

電郵：raypng@aol.com	

美國美京培正同學會（華盛頓）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Washington	DC

吳堉洲會長	(73 勤 )Mr.	Eddie	Ng	

地址：	4826	Waltonshire	Circle,

												Olney,	MD	20832	USA

電話	301-570-8648(H)	/	717-919-6143(Cell)

電郵：puichingdc.eddieng@gmail.com

美東培正同學會（紐約）
Pui	Ching	Alumni	(New	York)	Association

常健會長	(65 耀 )Mr.	Stephen	Seung

地址：	297	Haven	Road,	Franklin	Lakes

													New	Jersey	07417,	USA

電話：201-337-3375	212-732-0030

傳真：212-227-5097

電郵：stephenkseung@aol.com

夏威夷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Hawaii)	Association

劉立環會長	(75 昕 )Ms.	Lau	Lap-Wan,	Grace

地址：	98-364	Kaonohi	Street,

													#2	AIEA	HI	96701,	USA

電話（Home）：808-486-7813

電話（Cellular）：808-228-3683

電郵：	gracelam@airseatvl.com

溫哥華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Vancouver)	Association

顧曾輝會長 (77 傑 )	KU	TSANG	HUI	JEFFREY

地址：	1688	WEST	62ND	AVE.,

													VANCOUVER	B.C.	V6P	2G2

													Canada

電話：604-267-0816/778-998-0410

電郵：	jeffrey.ku@telus.net	/	

													jku1462@hotmail.com

加拿大卡城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Calgary)	Association

李兆堂會長 (65 耀 )	Mr.	Paul	Shiu	Tong	Lee

地址：	313-222	Riverfront	Avenue,	S.W.

													Calgary,	Alberta	T2P	0A5,	Canada

電話：403-262-1820	/	403-456-0317

傳真：403-265-6925

加拿大亞省（愛明頓）培正同學會
Canada	Alberta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顧錚會長 (70 謙 )	Ms.	Chang,	Koo	Chang	Anne

地址：楊光浩Mr.	Kwong-Ho	Yeung

												1603-106	Street	NW

												Edmonton,	AB,	T6J	5M1

												Canada

電話：780-436-5130

電郵：	annekoochang@yahoo.com	/		

												kyeung@telusplanet.net

加京 ( 加拿大渥太華 ) 培正同學會 
Ottawa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劉永堂會長 (76 捷 )	Mr.	Lau	Wing	Tong,	Robin

地址：	21	Acklam	Terrace	Kanata,

													Ontario	K2K	2N1,	Canada

電話：613-591-0395（H）

												613-952-4461（H）

電郵：	robinlau@sympatico.ca

加拿大安省培正同學會（多倫多）
Pui	Ching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of	Ontario

劉永安會長	(78 英 )	Elwood	Lau

地址：	P.O.	Box	42006,	2851	John	Street

													Markham,	Ontario	L3R	5R7,	Canada

電話：647-895-9330

電郵：	elwood.lau@rogers.com	/		

													info@puichingon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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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緬省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Manitoba)	Association

吳拱明會長 (68 仁 )	Mr.	Eng	K.	M.

地址：	71	Mariner	Cres,	Winnipeg	MB

													R2P	0V6,	Canada

電話（Home）：1-204-633-9571

電話（Off）：633-9571

加拿大沙省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Saskatchewan)	Asociation

曾梓會長	(56 瑩 )Mr.	Tsang	Gee

地址：	1309-902	Spadina,	Crescent	E.,

													Saskatoon	Saskatchewan	S7K	0G8,

													Canada

電話：306-664-9298

電郵：geetsang@sasktel.net

坎培拉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Act	Australia

龍基逸會長 (57 輝 )	Mr.	K.	Y.	Loong

地址：	48	Dwyer	Street	Cook,	Act	2614,

													Australia

電話（Home）：612-6251-7749

電郵：	kyloong123@gmail.com

悉尼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Sydney

Australia

徐兆敏會長 (75 昕 )	Mr.	Benjamin	Chui

地址：	UNIT	1502,	2	BOND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電話：61-2-9247-6668	/	61-410-568-827

電郵：	sydneypuiching@gmail.com	/

													chuibenjamin@msn.com

澳洲墨爾本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Melbourne)	Association

唐逸堯會長 (62 旭 )

地址：	15	Howard	Street,	Glen	Iris

													Vic	3146,	Australia		

電話：613-98859090

電郵：davidy.tong@bigpond.com

紐西蘭培正同學會（奧克蘭）
The	New	Zealand	Auckland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徐德輝會長	(65 耀 )Tsui	Tak	Fai	Fred

地址：	119	Archmillen	Ave.,	Pakuranga	Heights,

												Manukau	2010,	Auckland,	

												New	Zealand

電話：	64-9-5774093

電郵：	fdtsiu@xtra.co.nz

法國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France)	Association

郭若蘊會長	(67 恆 )Madame	Yerk	Wun	Prouzet

地址：	16	Rue	de	Chaillot,	75116	Paris,	France

電話（Home）：01-4549-1109

手提：	06-6099-1109

電郵：	m.prouzet@wanadoo.fr

傳真：	01-4548-3639

英國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British)	Association

吳仁灼會長 (71 剛 )	DR.	UNG	IAN	CHEOK

地址：	Elm	Lodge,	Cricket	Green,	Mitcham

													Surrey	CR4	4LB,	U.K.

電話（Home）：020-8646-2000

電郵：	icung@aol.com

泰國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Thailand)	Association

劉冠慶會長 (68 仁 )	Mr.	Chaleon	Laoprapassorn

地址：	Ruang	Chan	Co.,	Ltd.

													30	Soi	Sriarksorn,	Chua	Ploeng	Rd,

													Sathorn,	Bangkok	10120,	Thailand

電話（Off）：6-62-249-0261	to	4

電話（Mobile）：6-681-810-2595

電郵：	peerala@hotmail.com

傳真：	6-62-249-8318

新加坡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Singapore)	Association

鄭保卿會長 (67 恆 )	Mr.	Albert	B.	H.	Cheng

地址：	13	Serangoon,	North	Ave	5,

													5547876,	Singapore

電話（Home）：65-6556-2002x228

電郵：	chengalb@yahoo.com	/					

													chengalb@banshing.com

傳真：	6556-4084

馬來西亞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Malaysia)	Association

江尚鈺會長	(50 弘 )Mr.	Kong	Seng	Yoke

地址：	No.	21	SS	2/37,	473003	Petaling

													Jaya,	Salangor,	D.E.,	West	Malaysia

電話（Home）:	60-03-7875-3441

傳真：	649-5358384

菲律賓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Philippine)	Association

陳仁倫會長 (68 仁 )

地址：	P.O.	Box	1237,	Manila	2800,

													Philippines

電話（Home）：63-917-817-2888

傳真：	632-440-0072

電郵：	alt_pc68@hotmail.com

2014 年各地同學會會長及通訊處

北京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Beijing)
Association
潘漢典會長 (40 毓 )
地址：北京東城東總布胡同
												19 號 104 室
郵政編號：100005
電話（Home）：(86-10)65243056
傳真（fax）：(86-10)65243056
電郵：	mazhuwu@sohu.com

廣東中山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Zhongshan)
Association
唐啟恩會長 (60 正 )
地址：	廣東省中山市洪家
													基正街 14 號 402 室
電話（Home）：86-760-8826503

廣州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Guangzhou)
Association
董洪穗會長 (76 敏 )
地址：廣州市東山培正路二號
電話（Office）：86-20-87754713
（Mobile）：13725362685
電郵：	donghongsui@163.com
傳真：	86-20-87759913

2014 年中國內地同學會會長及通訊處
廣東江門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Jiang-men)
Association
冼賓虹會長 (56 瑩 )
地址：	江門市高城村五邑大學
													177 信箱	植瑞鏗收
電話（Home）：86-750-3334452
電郵：	zhiruikeng@sina.com

廣東台山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Taisan)
Association
林欽崇會長 (58 銳 )
地址：	台山市台城鎮城北區
													僑苑新村大街後山
郵政編號：529200
電話（Home）：86-750-561-0123
電郵	:　tspztxh@163.com

上海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Shanghai)
Association
陳灝珠會長 (42 斌 )
地址：	上海徐家匯路 558 弄一號
													雙錢公寓 18 樓 G座
郵政編號：200025
電話（Home）：86-21-6415-3069
電郵：huanghb@188.com

廣東珠海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Zhuhai)
Association
梁鴻佳會長
地址：	中國廣東珠海市拱北
													駿發山莊聯安路 188 號
													C 棟 2602 號
電話：	86-756-8185599

廣西梧州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Guangxi)
Association
江愛萍會長
地址：	廣西梧州市萬秀區
													阜民路培正里 1號
電話：	86-138-0774-0371
電郵：	wzpzxx@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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