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行政架構
法團校董會(2019-2020年度) 
校  監：歐陽兆基牧師  
校  牧：歐陽兆基牧師 
校  董：歐陽兆基牧師、陳梁玉華女士、李育余先生、何瑞坤先生、陳凱先生、植頌偉先生
        梁瑞珍女士、袁志平先生、朱偉基先生、王思紅女士、余翠珊女士、羅桂芳女士、黃佩珊女士

教職員(2019-2020年度) 
校  長：朱偉基  
副校長：鄭焯施、王思紅
主  任：(發展)張文珊、(課程)林慧屏、(教務)李俊龍、(訓導)梁志明、(學務)吳慧儀、
          (校務)譚少玉、(特教)譚榮芬、(形象)唐子慧、(訓導)余翠珊
學生輔導主任：孔秀雯、蘇穎怡
教育心理學家：林鈞鴻先生

各科組負責人：
(中文) 梁詩詠老師、劉小慧老師、陳秀蓮老師    (英文)張文珊主任、李偉銘老師、陳嘉琪老師
(數學) 黃妙玲老師、任樂堃老師、倪皓穎老師    (常識)梁慧茵老師、鄭子峯老師、雷志偉老師
(視藝) 蒙若菁老師                            (音樂)柯瑋琪老師   
(體育) 劉世傑老師                            (宗教)洪瑞儀老師、魏少紅老師
(電腦) 李洛鏗老師、陳允諾老師                (普通話)唐子慧主任
(德育及公民教育) 李嘉麗老師                  (電子學習)李偉銘老師
(優教) 彭永賢老師、胡潔珊老師                (學校形象)唐子慧主任、郭安寶老師 (學校行政事務)文曉薇女士 (資訊科技) 王思紅副校長
(學業輔導) 甘詠瑤老師                        (輔導) 陳文琛老師、孔秀雯姑娘
(啟發潛能教育) 曹諾樂老師、陳嘉詠老師        (活動) 陳安琪老師、黃慧美老師、蘇愷晴老師
(交流) 王詠詩老師、劉穎琛老師                (家長義工) 伍碧蓮老師、麥慧田老師
(學生支援) 譚榮芬主任、王琇怡老師、葉慧儀老師
(幼童軍) 陳安琪老師                          (基督少年軍) 劉穎琛老師
(公益少年團) 譚少玉主任                      (少年警訊) 葉慧儀老師
(家教會) 麥慧田老師                          (校友會) 王琇怡老師
(學校福音事工組) 魏少紅老師                  (福利組) 吳慧儀主任
(STEAM特別工作組) 王思紅副校長、鄭子峯老師、干嘉維老師、黎文豪老師
(十周年校慶工作組) 鄭焯施副校長、黃佩恩老師、蒙若菁老師、王詠詩老師、李偉銘老師
                  柯瑋琪老師、劉穎琛老師、葉惠儀老師、吳慧儀主任、任樂堃老師
                  梁詩詠老師、陳嘉琪老師
(生命教育組) 洪瑞儀老師、魏少紅老師、梁志明主任、李嘉麗老師、麥慧田老師、孔秀雯姑娘

班主任： 
1A 陳安琪老師、1B 任樂堃老師、1C 蘇愷晴老師、1D 劉穎琛老師、2A 李嘉麗老師
2B 陳嘉詠老師、2C 魏少紅老師、2D 彭永賢老師、2E 雷志偉老師、3A 陳允諾老師
3B 劉世傑老師、3C 黃慧美老師、3D 劉小慧老師、4A 柯瑋琪老師、4B 倪皓穎老師
4C 陳嘉琪老師、4D 郭安寶老師、5A 李洛鏗老師、5B 甘詠瑤老師、5C 李偉銘老師
5D 蒙若菁老師、6A 鄭子峯老師、6B 麥慧田老師、6C 陳文琛老師、6D 陳秀蓮老師

非班主任：
曹諾樂老師、軒琳老師、洪瑞儀老師、干嘉維老師、黎文豪老師、梁詩詠老師
梁慧茵老師、伍碧蓮老師、黃妙玲老師、王琇怡老師、王詠詩老師、胡潔珊老師
葉慧儀老師

外籍英語教師：Miss Estelle Pienaar、Miss Vandra Jean Joseph 
圖書主任：黃佩恩老師

學校行政主任:文曉薇女士
書    記：陸群英女士  
助理書記：李玥珮女士、郭佩貞女士、江鳳琼女士 
校 務 員：楊佩詩女士、林敏霞女士、何靜恩女士、鍾浩斌先生 
技 術 員：何錦民先生、原家駿先生、黃煒杰先生
教學助理：洪璇女士、葉曉微女士、洪琳洁女士、劉依汶女士、劉靖同女士、蔡穎文女士、曾慶倍女士
工    友：羅玉珍女士、魏碧霞女士、何玉冰女士、郭金妹女士、李慧珊女士、李才先生
          伍志明先生

STEAM特別工作組  王思紅副校長 鄭子峯老師
                 干嘉維老師 黎文豪老師
十周年校慶工作組 鄭焯施副校長 黃佩恩老師 蒙若菁老師
                 王詠詩老師 李偉銘老師 柯瑋琪老師
                 劉穎琛老師 葉惠儀老師 吳慧儀主任
                 任樂堃老師 梁詩詠老師 陳嘉琪老師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行政組織架構(2019-2020年度)

班主任： 
1A 陳安琪老師 1B 任樂堃老師 1C 蘇愷晴老師 1D 劉穎琛老師 2A 李嘉麗老師
2B 陳嘉詠老師 2C 魏少紅老師 2D 彭永賢老師 2E 雷志偉老師 3A 陳允諾老師
3B 劉世傑老師 3C 黃慧美老師 3D 劉小慧老師 4A 柯瑋琪老師 4B 倪皓穎老師
4C 陳嘉琪老師 4D 郭安寶老師 5A 李洛鏗老師 5B 甘詠瑤老師 5C 李偉銘老師
5D 蒙若菁老師 6A 鄭子峯老師 6B 麥慧田老師 6C 陳文琛老師 6D 陳秀蓮老師

非班主任：
曹諾樂老師 軒  琳老師 洪瑞儀老師 干嘉維老師 黎文豪老師 梁詩詠老師
梁慧茵老師 伍碧蓮老師 黃妙玲老師 王琇怡老師 王詠詩老師 胡潔珊老師
葉慧儀老師

外籍英語教師：Miss Estelle Pienaar Miss Vandra Jean Joseph 
圖書主任：黃佩恩老師

學校行政主任：文曉薇女士
書    記：陸群英女士  
助理書記：李玥珮女士 郭佩貞女士 江鳳琼女士 
校 務 員：楊佩詩女士 林敏霞女士 何靜恩女士 
技 術 員：何錦民先生 原家駿先生 黃煒杰先生
教學助理：洪  璇女士 葉曉微女士 洪琳洁女士 劉依汶女士 劉靖同女士 蔡穎文女士 曾慶倍女士
工    友：羅玉珍女士 魏碧霞女士 何玉冰女士 郭金妹女士 李慧珊女士 李  才先生 伍志明先生

各科組負責人：
中文 梁詩詠老師 劉小慧老師 陳秀蓮老師
數學 黃妙玲老師 任樂堃老師 倪皓穎老師
視藝 蒙若菁老師
體育 劉世傑老師
電腦 李洛鏗老師 陳允諾老師
德育及公民教育 李嘉麗老師
優教 彭永賢老師 胡潔珊老師
學業輔導 甘詠瑤老師
啟發潛能教育 曹諾樂老師 陳嘉詠老師
交流 王詠詩老師 劉穎琛老師
學生支援 譚榮芬主任 王琇怡老師 葉慧儀老師
幼童軍 陳安琪老師
公益少年團 譚少玉主任
家教會 麥慧田老師
學校福音事工組 魏少紅老師

教職員
校  長：朱偉基  
副校長：鄭焯施 王思紅
主  任：發展 張文珊  課程 林慧屏  教務 李俊龍 
        訓導 梁志明  學務 吳慧儀  校務 譚少玉
        特教 譚榮芬  形象 唐子慧  訓導 余翠珊

英文 張文珊主任 李偉銘老師 陳嘉琪老師
常識 梁慧茵老師 鄭子峯老師 雷志偉老師
音樂 柯瑋琪老師   
宗教 洪瑞儀老師 魏少紅老師
普通話 唐子慧主任
電子學習 李偉銘老師
學校形象 唐子慧主任 郭安寶老師 
學校行政事務 文曉薇女士
資訊科技 王思紅副校長
輔導 陳文琛老師 孔秀雯姑娘
活動 陳安琪老師 黃慧美老師 蘇愷晴老師
家長義工 伍碧蓮老師 麥慧田老師
基督少年軍 劉穎琛老師
少年警訊 葉慧儀老師
校友會 王琇怡老師
福利組 吳慧儀主任
生命教育組 洪瑞儀老師 魏少紅老師
           梁志明主任 李嘉麗老師
           麥慧田老師 孔秀雯姑娘

法團校董會 
校  監：歐陽兆基牧師  
校  牧：歐陽兆基牧師 
校  董：歐陽兆基牧師 陳梁玉華女士 李育余先生 何瑞坤先生 陳凱先生 植頌偉先生 梁瑞珍女士
        袁志平先生 朱偉基先生 王思紅女士 余翠珊女士 羅桂芳女士 黃佩珊女士

學生輔導主任：孔秀雯 蘇穎怡
教育心理學家：林鈞鴻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