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 名 職稱/授課科目 電話 電郵

00 何建宗 校監 2712-1111 supervisor@puiching.edu.hk

01 何力高 校長 通識 戲劇 2712-1111 pc-hlk@puiching.edu.hk

02 鍾偉東 副校長/ 電腦 2767-3309 wtchung@puiching.edu.hk

03 鄭景亮 副校長/ 體育 2767-3308 kingsir@puiching.edu.hk

04 梁廼文 副校長/ 生物 2767-3317 pc-lnm@puiching.edu.hk

05 李敏儀 助理校長/ 中文科主任 II / 中文 2767-3374 pc-lmyc@puiching.edu.hk

06 梁振忠 基督教事工主任 / 歷史 生命教育 2767-3315 pc-lcc@puiching.edu.hk

07 黃子榮 學務主任/ 化學科主任/ 化學 2767-3313 pc-wtw@puiching.edu.hk

08 歐震國 訓導主任/ 數學 延伸數學 2767-3322 pc-ack@puiching.edu.hk

09 尹重儀 輔導主任/ 數學 生命教育 2767-3320 pc-wcy@puiching.edu.hk

10 呂艷蘭 升學就業輔導主任/ 電腦 2767-3314 pc-lyla@puiching.edu.hk

11 潘嘉衡 課外活動主任/ 體育 歷史 2767-3311 pc-pkh@puiching.edu.hk

12 區志玲 事務主任/ 家政科主任/ 家政 2767-3318 pc-acl@puiching.edu.hk

13 馬凱雄 資訊科技統籌主任/圖書館主任/電腦 2767-3310 pc-mhh@puiching.edu.hk

14 林慧嫻 公民教育主任/ 生命教育 公民教育 2767-3321 pc-lwhc@puiching.edu.hk

15 吳雯靜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輔導助理/

通識 生命教育
2767-3397 pc-nmcp@puiching.edu.hk

16 黃祖佑 助理學務主任/ 數學  生命教育 2767-3387 pcwcy2@puiching.edu.hk

17 李灝峰
助理學務主任 / 助理數學科主任/

數學 延伸數學
2143-1123 pc-lhf@puiching.edu.hk

18 陳永鏗
助理課外活動主任/設計科技科主任/

設計科技
2767-3312 pc-cwh@puiching.edu.hk

19 陳孟斌 助理事務主任/ 數學 媒體藝術 2767-3398 pccmb@puiching.edu.hk

20 李鳳華 訓導助理/ 化學 2767-3323 pc-lfw@puiching.edu.hk

21 陳曉瑩 訓導助理/ 體育 2767-3324 pc-chy@puiching.edu.hk

22 馬億洋 訓導助理/ 英文 通識  中史 2767-3316 pc-myyw@puiching.edu.hk

23 錢  澄 訓導助理/ 英文 通識 2767-3325 pc-cc@puiching.edu.hk

24 林溢朗 輔導助理/ 中文 生命教育 2767-3395 pc-lyl@puiching.edu.hk

25 熊潔婷 輔導助理/ 中文 生命教育 2767-3396 pc-hkt@puiching.edu.hk

26 羅子揚
升學就業輔導助理/ 通識 經濟

公民教育
2767-3351 pc-lty@puiching.edu.hk

27 潘曉玲
公民教育助理/ 中文 中國歷史

生命教育
2767-3332 pc-phl@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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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梁柏鍵
中文科主任 I /中國歷史科主任/

中文 中國歷史
2767-3362 pc-lpk2@puiching.edu.hk

29 段麗珊
中國文學科主任 助理中文科主任 /

中文 中國文學
2767-3371 pc-tls@puiching.edu.hk

30 馮君玲 助理中文科主任 / 中文 生命教育 2767-3370 pc-fkl@puiching.edu.hk

31 李家傑 英文科主任 I/ 英文 2767-3356 pc-lkk@puiching.edu.hk

32 譚詠嫺 英文科主任 II/ 英文 2767-3347 pc-twh@puiching.edu.hk

33 張浩嘉 助理英文科主任/ 英文 生命教育 2767-3336 pc-chk1@puiching.edu.hk

34 李國柱 數學科主任 I/ 數學 2767-3392 pc-lkc@puiching.edu.hk

35 梁偉雄 數學科主任 II/ 數學 延伸數學 2767-3391 pc-lwh@puiching.edu.hk

36 羅子軒 助理通識科主任/ 通識 2767-3379 pc-lth@puiching.edu.hk

37 張嘉亮 歷史科主任/ 歷史 2767-3354 pc-ckl@puiching.edu.hk

38 郭慧蘭 經濟科主任/ 經濟 生命教育 2767-3338 pc-kwl@puiching.edu.hk

39 葉天健 物理科主任/ 物理 2767-3388 tkyip@puiching.edu.hk

40 龍麗貞 生物科主任/ 生物  科學 2767-3382 pc-llc@puiching.edu.hk

41 楊偉樂
科學科主任/ 化學 生物 科學

生命教育
2143-1126 pc-ywlw@puiching.edu.hk

42 梁文傑 電腦科主任/ 電腦  生命教育 2767-3386 mkleung@puiching.edu.hk

43 黃志偉 地理科主任/ 地理 2767-3383 pc-wcwm@puiching.edu.hk

44 鍾少雲 音樂科主任/ 音樂 生命教育 2767-3360 pc-cswe@puiching.edu.hk

45 鍾靈秀 體育科主任/ 體育 2767-3331 pc-clsl@puiching.edu.hk

46 司徒志輝 視覺藝術科主任/ 視藝 媒體藝術 2767-3389 pc-scf@puiching.edu.hk

47  林向秀 中文 2767-3378 pc-lhs@puiching.edu.hk

48 黃佩儀 中文 2767-3367 pc-wpy@puiching.edu.hk

49 陳雅君 中文 生命教育 2767-3373 pc-cnk@puiching.edu.hk

50 虞美曄 中文 2767-3375 pc-ymw@puiching.edu.hk

51 許麗天 中文 2767-3368 pcslt@puiching.edu.hk

52 趙翠琼 中文 中國歷史 生命教育 2767-3372 pc-cck@puiching.edu.hk

53 王錦虹 中文 中國文學 生命教育 2767-3376 pc-wkh@puiching.edu.hk

54 陳思敏 中文 中國歷史 2767-3369 pc-csm@puiching.edu.hk

55 陳雁容 英文 生命教育 2767-3341 pc-cny@puiching.edu.hk

56 陳嘉蓁 英文 生命教育 2767-3337 pc-ckc@puiching.edu.hk

57 陸雁璇 英文 生命教育 2767-3352 pc-lnsa@puiching.edu.hk

58 鄭英煒 英文 生命教育 2767-3342 pc-cyw@puiching.edu.hk

59 周慈蓮 英文 生命教育 2767-3344 pc-ccl@puiching.edu.hk



60 鄧巧思 英文 2767-3353 pc-ths@puiching.edu.hk

61 蔣肇麟 英文 生命教育 2767-3343 pc-cj@puiching.edu.hk

62 胡基信 英文 英語會話 2767-3348 pc-net@puiching.edu.hk

63 楊新苗 英文 生命教育 2767-3349 pc-ysm@puiching.edu.hk

64 吳美芬 英文 2767-3345 pc-nmf@puiching.edu.hk

65 沈昕華 英文 生命教育 2767-3340 pc-syw@puiching.edu.hk

66 甘麗芳 英文 生命教育 2767-3346 pc-klfj@puiching.edu.hk

67 梁子敏 數學 延伸數學 2767-3366 pc-ltm@puiching.edu.hk

68 王敏瑒 數學 生命教育 2143-1124 pc-wmy@puiching.edu.hk

69 蘇栢揚 數學 電腦 2143-1128 pc-soso@puiching.edu.hk

70 黃偉豪 數學 生命教育 2143-1127 pc-wwh@puiching.edu.hk

71 關旻浩 數學 延伸數學 2767-3380 pc-kmh@puiching.edu.hk

72 黃小燕 物理 科學 2767-3377 pc-wsy@puiching.edu.hk

73 林紫媚 生物 2767-3381 pc-lcm@puiching.edu.hk

74 羅恩銘 電腦 體育 2143-1125 pc-billy@puiching.edu.hk

75 陳卓偉 電腦 生命教育 2767-3385 pc-ccwa@puiching.edu.hk

76 李少媚 歷史 2767-3350 pc-lsmj@puiching.edu.hk

77 李冠儀 音樂 生命教育 2767-3364 pc-lky@puiching.edu.hk

78 謝淑晴 音樂 生命教育 2767-3365 pc-tsc@puiching.edu.hk

79 黃麗賢 地理 2767-3393 pc-wlyj@puiching.edu.hk

80 譚嘉銘 地理 經濟 2767-3355 pc-tkm@puiching.edu.hk

81 何卓蘊 地理 通識 2767-3384 pc-hcw@puiching.edu.hk

82 曾靜雯 中國歷史 生命教育 2767-3363 pc-tcm@puiching.edu.hk

83 蔣嘉俊 科學 化學 生命教育 2143-1130 pc-ckc1@puiching.edu.hk

84 許懷恩 科學 2143-1131 pc-hwy@puiching.edu.hk

85 陳俏華 通識 英文 2767-3358 pc-ccw@puiching.edu.hk

86 王明輝 通識 歷史 2767-3357 pc-wmf@puiching.edu.hk

87 廖國靖 媒體藝術 物理 2143-1129 pc-lkc1@puiching.edu.hk

88 陳曉晴 通識 2767-3359 pc-chc@puiching.edu.hk

89 李苑賢 教學助理(中文) 2767-3361 ta-chi@puiching.edu.hk

90 郭卓穎 教學助理(英文、生涯規劃) 2767-3307 ta-eng@puiching.edu.hk

91 羅與轅 教學助理(數學) 2767-3390 ta-maths@puiching.edu.hk



92 黃趣儿 教學助理(公民教育、輔導) 2767-3327 ta-civic@puiching.edu.hk

93 張均樂 學校體育推廣主任 2143-1180 pc-ckl1@puiching.edu.hk

94 莫均翹 活動助理(體育) 2143-1180 pc-ta1@puiching.edu.hk

95 林培烽 資訊科技技術員(統籌) 2767-3330 pc-tss@puiching.edu.hk

96 謝寶倫 資訊科技技術員 2767-3330 pc-tss3@puiching.edu.hk

97 梁子呈 舞台及多媒體技術員 2767-3330 pc-ta8@puiching.edu.hk

98 劉婉微 實驗室技術員聯絡(化學) 2143-1147 pc-lym@puiching.edu.hk

99 葉劍初 實驗室技術員(物理) 2143-1144 pc-ykc@puiching.edu.hk

100 鄧慧漣 實驗室技術員(科學) 2143-1145 pc-twl@puiching.edu.hk

101 周錦棠 實驗室技術員(生物) 2143-1148 pc-ckt@puiching.edu.hk

102 方文英 行政主任 2767-3328 pc-eo1@puiching.edu.hk

103 曾美美 秘書 2767-3301 pc-tmm@puiching.edu.hk

104 歐慶良 會計主任 2767-3326 pc-ahl@puiching.edu.hk

105 林偉傑 執行主任 2767-3330 pc-tss1@puiching.edu.hk

106 梁玉琼 助理執行主任 2767-3303 pc-lykj@puiching.edu.hk

107 林映青 書記 2767-3334 pc-lyc@puiching.edu.hk

108 黎嘉文 書記 2767-3306 pc-lkmk@puiching.edu.hk

109 陳婉婷 助理書記 2767-3329 pc-cytl@puiching.edu.hk

110 徐海茵 助理書記 2767-3302 pc-chy1@puiching.edu.hk

111 郭永琴 會計文員 2767-3305 pc-kwk@puiching.edu.hk

112 尤文祺 社工 2767-3319 pc-ymkm@puiching.edu.hk

113 岑嘉怡 社工 2767-3319 pc-sky@puiching.edu.hk

114 麥穎輝 社工 2767-3319 pc-mwf@puiching.edu.hk

115 鍾珮琪 教育心理學家 2767-3319 -

116 丘敬峰 通識科主任/進修一年 - pc-ykfgc@puiching.edu.hk

更新日期：25, Oct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