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姓名 時段一 時段二 時段三

3A01區景強 歷史 地理 經濟

3A02陳澤君 經濟 企業

3A03陳俊杰 地理 企業 經濟

3A04陳承軒 化學 物理 數延二

3A05鄒志濠 地理 中史 經濟

3A06陳康樂 地理 物理 數延二

3A07陳晟 歷史 中史 經濟

3A08陳天浩 歷史 中史 經濟

3A09趙俊 歷史 中史 經濟

3A10趙灝倫 地理 企業 經濟

3A11周譽强 化學 物理 經濟

3A12朱慶麟 地理 物理 數延二

3A13鍾智浩 資訊 地理 經濟

3A14馮灝樑 化學 物理 數延二

3A15何智聰 化學 物理 經濟

3A16何霆軒 化學 生物 經濟

3A17韓澤禧 歷史 中史 經濟

3A18瞿志宏 歷史 中史 經濟

3A19劉峻 資訊 物理 數延二

3A20羅昊麟 歷史 中史 經濟

3A21李浩源 地理 中史 經濟

3A22李立穎 化學 生物

3A23陸浚賢 化學 生物 經濟

3A24伍彥龍 經濟 物理 數延二

3A25白嘉浩 化學 生物 數延二

3A26施嘉煌 資訊 生物

3A27岑添朗 資訊 企業 經濟

3A28譚嘉雋 資訊 企業

3A29曾宇耿 化學 生物 經濟

3A30黃智熙 地理 視藝 數延二

3A31黃楚杭 地理 企業 經濟

3A32黃雋傑 地理 物理 數延二

3A33王溢龍 化學 生物 經濟

3A34丘卓熹 資訊 視藝 經濟

3A35邱達志 化學 生物 數延二

3A36楊立嵊 歷史 地理 經濟

3A37楊樂賢 資訊 物理 數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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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時段一 時段二 時段三

3B01區智榮 化學 地理 經濟

3B02陳禧樂 地理 物理

3B03陳浩鋒 經濟 地理

3B04陳家志 資訊 物理

3B05陳義培 地理 企業 經濟

3B06陳彥謙 經濟 中史

3B07張振飛 地理 企業

3B08周詠哲 --- 物理

3B09蔡傳本 地理 企業

3B10朱尚禮 地理 物理

3B11霍兆希 地理 物理 經濟

3B12馮浩泓 歷史 地理

3B13馮嘉鐫 化學 物理 數延二

3B14馮建衡 地理 企業

3B15黃靖 地理 生物

3B16許宏翰 資訊 地理

3B17梁嘉鋒 化學 生物

3B18梁柏康 經濟 企業

3B19梁偉灝 經濟 企業

3B20李耀聰 資訊 地理

3B21雷栢軒 地理 物理

3B22陸駿業 資訊 視藝

3B23馬宇鋒 化學 生物

3B24梅進宇 資訊 地理

3B25區晉齊 地理 物理 經濟

3B26潘文希 地理 物理

3B27蕭政傑 資訊 地理

3B28曾浩然 經濟 企業

3B29曾建萌 經濟 地理

3B30王智浩 經濟 中史

3B31黃璟楠 化學 地理

3B32甄浩楷 地理 生物

3B33余可揚 經濟 地理

3B34左傑泯 資訊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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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時段一 時段二 時段三

3C01張家文 資訊 地理

3C02張樂源 經濟 地理

3C03趙浩賢 經濟 物理

3C05蔡卓言 資訊 地理

3C06朱家宏 經濟 視藝

3C07崔家豪 經濟 生物

3C08仲佳佳 經濟 企業

3C09范軾廉 地理 生物 倫宗*

3C10傅存正 經濟 物理

3C11鞠子謙 經濟 中史

3C12何立煌 經濟 企業

3C13黃俊傑 化學 生物

3C14甘永業 經濟 地理

3C15江俊逵 經濟 地理

3C16江傑 歷史 中史

3C17黎梓聰 資訊 中史

3C18羅頌程 化學 生物

3C20羅靖傑 資訊 物理

3C21文浚彥 歷史 地理

3C22吳梓謙 資訊 生物

3C23蘇冠齊 資訊 地理

3C24譚健明 經濟 企業

3C25鄧彰翹 經濟 地理

3C26黃萬昌 歷史 地理

3C27黃敏充 資訊 生物

3C28楊卓然 地理 中史

3C29楊嘉俊 化學 生物

3C30楊灝鑾 化學 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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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時段一 時段二 時段三

3D01歐啟敏 地理 物理

3D02陳澤鋒 --- 企業

3D04鄭子聰 資訊 視藝

3D05朱進堯 資訊 中史

3D06鍾俊穎 化學 地理

3D07鍾森華 經濟 視藝

3D08禤俊翹 化學 生物

3D09劉冠禧 歷史 中史

3D10羅諾堯 化學 生物

3D11羅宇軒 化學 生物

3D12李灝軒 經濟 生物

3D13梁梓健 經濟 企業

3D14李銘軒 經濟 視藝

3D15文柏康 化學 視藝

3D16彭天朗 經濟 地理

3D17譚志舜 地理 生物

3D18曾浩俊 歷史 生物

3D19崔德祥 資訊 地理

3D20尹健揚 化學 生物

3D21溫梓勇 資訊 視藝

3D22王智雄 化學 物理

3D23黃浩錩 地理 物理

3D24黃敏駿 資訊 企業

3D25黃大衛 經濟 視藝

3D26王天揚 地理 物理

3D27黃子昇 資訊 地理

3D28胡璟楠 化學 物理

3D29丘均裕 資訊 地理 倫宗*

3D30楊立天 地理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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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宗* 逢周六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