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職稱/授課科目 電話 電郵

陳之望 校監 2712-1111 supervisor@puiching.edu.hk

譚日旭 校長 2712-1111 principal@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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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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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力高
副校長  通識科主任 I / 通識

/ 中史
2767-3317 pc-hlk@puiching.edu.hk

梁振忠
基督教事工主任 / 歷史

生命教育
2767-3315 pc-lcc@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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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震國 署理訓導主任/ 數學 2767-3322 pc-ack@puiching.edu.hk

劉寶貞 輔導主任/ 經濟  生命教育 2767-3320 pc-lpc@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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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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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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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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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英煒 公民教育主任/ 英文 生命教育 2767-3321 pc-cyw@puiching.edu.hk

陳永鏗
助理課外活動主任/設計科技科主任

/ 設計科技  媒體藝術
2767-3312 pc-cwh@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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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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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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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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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麗珊
中國文學科主任 /  中文

中國文學
2767-3370 pc-tls@puiching.edu.hk

林向秀 普通話科聯絡/ 中文 生命教育 2767-3376 pc-lhs@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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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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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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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偉雄 助理數學科主任(高部)/ 數學 2767-3391 pc-lwh@puiching.edu.hk

尹重儀
助理數學科主任(初部)/ 數學

生命教育
2767-3365 pc-wcy@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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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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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敬峰
署理通識科主任 II / 通識

英文 生命教育
2767-3339 pc-ykfgc@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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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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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迺文
科學科主任/ 生物 科學

生命教育
2767-3380 pc-lnm@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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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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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伊玟 音樂科主任/ 音樂 生命教育 2767-3364 pc-cym@puiching.edu.hk

鍾靈秀 體育科主任/ 體育 2767-3378 pc-clsl@puiching.edu.hk

司徒志輝
視覺藝術科主任/ 視覺藝術

媒體藝術 生命教育
2767-3389 pc-scf1@puiching.edu.hk

梁蕙蘭 中文 視覺藝術 2767-3371 pc-lwlv@puiching.edu.hk

黃佩儀 中文 生命教育 2767-3367 pc-wpy@puiching.edu.hk

熊潔婷 中文 生命教育 2767-3369 pc-hkt@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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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美曄 中文 生命教育 2767-3375 pc-ymw@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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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麗天 中文 生命教育  2767-3368 pcslt@puiching.edu.hk

林溢朗 中文 中史 中國文學 生命教育 2767-3395 pc-lyl@puiching.edu.hk

潘曉玲 中文 生命教育    2767-3361 pc-phl@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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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君玲 中文 中國歷史 2767-3394 pc-fkl@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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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嘉蓁 英文 2767-3337 pc-ckc@puiching.edu.hk

陸雁璇 英文 2767-3352 pc-lnsa@puiching.edu.hk

張浩嘉 英文 生命教育 2767-3336 pc-chk1@puiching.edu.hk

周慈蓮 英文 英國文學 2767-3344 pc-ccl@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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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景桓 英文 生命教育 2767-3340 pc-kkw@puiching.edu.hk

胡基信 英文 2767-3348 pc-net@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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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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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億洋 英文 通識 生命教育 2767-3346 pc-myyw@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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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映彤 英文 生命教育 2767-3357 pc-wytq@puiching.edu.hk

黃永雄 英文 支援教師 (輔導) 2767-3325 pc-sup4@puiching.edu.hk

黃祖佑 數學 2767-3387 pcwcy2@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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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卓偉 數學 電腦 2767-3385 pc-ccwa@puiching.edu.hk

陳孟斌 數學 科學 生命教育 2767-3390 pccmb@puiching.edu.hk

林芬芬 數學 2767-3396 pc-lff@puiching.edu.hk

李灝峰 數學 2767-3397 pc-lhf@puiching.edu.hk

蘇栢揚 數學 科學 媒體藝術 2767-3303 pc-soso@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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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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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恩銘 電腦 2767-3379 pc-billy@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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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少雲 音樂 生命教育      2767-3360 pc-cswe@puiching.edu.hk

陳頴麟 音樂 2767-3384 pc-cwl1@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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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嘉銘 地埋 通識 2767-3355 pc-tkm@puiching.edu.hk

羅子軒 通識 歷史  2767-3342 pc-lth@puiching.edu.hk

羅子揚 通識 經濟 生命教育 2767-3351 pc-lty@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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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  玲 教學助理 (中文) 212 pc-ta3@puiching.edu.hk

沈韻詩 教學助理 (英文/通識) 212 ta-eng@puiching.edu.hk

黃偉豪 教學助理(數學) 212 ta-maths@puiching.edu.hk

施年豐 教學助理(通識) 212 ta-ls@puiching.edu.hk

梁文健 教學助理(公民教育) 227 ta-civic@puiching.edu.hk

鄧柏駿 教學助理(生涯規劃) 2767-3304 ta-lifeplan@puiching.edu.hk

潘嘉俊 活學助理(音樂) 227 ta-music@puiching.edu.hk

莫均翹 活動助理(體育) 208 pc-ta1@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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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偉傑 資訊科技技術員 2767 3330 pc-tss1@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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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銘達 資訊科技技術員 2767 3330 pc-ta8@puiching.edu.hk

李永明 實驗室技術員聯絡(生物) 213 pc-lwmd@puiching.edu.hk

劉婉微 實驗室技術員(化學) 214 pc-lym@puiching.edu.hk

葉劍初 實驗室技術員(物理) 216 pc-ykc@puiching.edu.hk

鄧慧漣 實驗室技術員(科學) 215 pc-twl@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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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兆康 執行主任 2767-3307 pc-eo2@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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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月嫦 書記(會計) 2767-3326 pc-cys@puiching.edu.hk

林映青 書記 2767-3329 pc-lyc@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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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玉琼 事務員 2767-3302 pc-lykj@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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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月娥 助理書記 2767-3305 pc-off1@puiching.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