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姓名 時段一 時段二 時段三

3A01 陳壕 歷史 地理 經濟

3A02 陳子卓 資訊 視藝

3A03 陳葉楓 歷史 企業 經濟

3A04 鄭浩宏 地理 視藝

3A05 張正謙 地理 物理 經濟

3A06 招均樺 化學 生物 經濟

3A07 莊淳凱 歷史 中史 經濟

3A08 鍾哲譽 歷史 生物 經濟

3A09 鍾忻倫 歷史 地理 經濟

3A10 馮世明 地理 企業 經濟

3A11 何宗林 化學 物理 數延二

3A12 許智鴻 歷史 地理 經濟

3A13 洪家文 經濟 企業 數延二

3A14 楊銘賢 化學 生物 數延二

3A15 高宇飛 化學 生物 經濟

3A16 郭梓城 歷史 企業 經濟

3A17 林榮星 歷史 地理 經濟

3A18 劉浩然 化學 生物 經濟

3A19 劉嘉浩 地理 生物 經濟

3A20 李浚民 經濟 企業 數延二

3A21 李梓軒 歷史 生物 經濟

3A22 李澤煒 化學 生物 經濟

3A23 連梓渝 地理 中史 經濟

3A24 廖樂天 資訊 企業 數延二

3A25 莫兆豐 地理 視藝 經濟

3A26 伍梓肇 地理 企業 經濟

3A27 彭思蘢 歷史 中史 經濟

3A28 蕭蔚霆 化學 生物 經濟

3A29 蘇渭軒 經濟 企業

3A30 譚兆康 資訊 物理 數延二

3A31 徐暉 化學 生物

3A32 黃鈞堯 化學 生物 經濟

3A33 王冠傑 化學 生物 經濟

3A34 黃文亨 資訊 物理 經濟

3A35 王耀霆 歷史 企業 經濟

3A36 王源琦 化學 生物 數延二

3A37 王源琛 化學 物理 數延二

3A38 俞錦韜 歷史 企業 數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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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時段一 時段二 時段三

3B01 陳嘉添 化學 生物

3B02 陳建庭 資訊 企業

3B03 張迪朗 化學 生物

3B05 馮學賢 化學 物理

3B06 熊冠杰 化學 生物 經濟

3B07 黎浩澄 化學 物理 數延二

3B08 林狄祖 資訊 視藝

3B09 林凱鴻 資訊 地理

3B10 林錦豪 化學 生物

3B11 林羽軒 資訊 企業

3B12 羅卓然 經濟 地理

3B13 李梓鴻 資訊 中史

3B14 李文皓 資訊 地理

3B15 李海民 資訊 物理

3B16 盧柏謙 地理 中史

3B17 馬俊灝 資訊 地理

3B18 莫梓峰 地理 中史

3B19 吳國濤 經濟 中史

3B20 吳一言 資訊 地理

3B21 魏柏軒 資訊 地理

3B22 冼駿傑 歷史 企業 經濟

3B23 鄧煥爔 化學 生物

3B24 謝文騫 地理 生物 經濟

3B25 謝明杰 歷史 中史

3B26 徐卓然 經濟 地理

3B27 徐立群 經濟 地理

3B28 黃進熙 化學 中史

3B29 黃旌樂 經濟 企業

3B30 黃達 資訊 中史

3B31 黃梓俊 經濟 企業

3B32 王穎亨 經濟 企業

3B33 黃俞泳 經濟 地理

3B34 楊棨泓 地理 生物

3B35 邱正林 經濟 企業

3B36 鄭昂揚 地理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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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01 陳澤鋒 歷史 中史

3C02 陳鎮星 經濟 企業

3C03 陳君翰 地理 物理

3C04 陳樂然 歷史 中史

3C05 鄭子聰 經濟 視藝

3C06 卓潤燊 化學 地理

3C07 張駿生 資訊 中史

3C08 張宇盛 經濟 企業

3C09 鍾嘉禧 歷史 企業

3C11 何永棠 資訊 中史

3C12 江濠 歷史 中史

3C13 郭士傑 經濟 地理

3C14 林子皓 資訊 中史

3C15 劉俊輝 資訊 中史

3C16 李子駿 地理 物理

3C17 李梓諾 歷史 視藝

3C18 李豫桁 歷史 中史

3C19 李卓謙 資訊 地理

3C20 單焯基 經濟 生物

3C21 蕭洛汶 資訊 生物

3C22 司徒煜傑 地理 企業

3C23 王志恒 經濟 企業

3C24 黃日君 經濟 企業

3C25 楊澤輝 歷史 中史

3C26 余賢昊 經濟 企業

中四選修科試派結果 17 - 18



學生姓名 時段一 時段二 時段三

3D01 陳振曦 化學 物理

3D02 程子康 經濟 地理

3D03 朱嘉鑫 經濟 地理

3D04 傅政 化學 生物

3D05 馮韋昊 經濟 地理

3D06 何立煌 資訊 中史

3D07 何柏錡 歷史 生物

3D08 韓智楷 歷史 中史

3D09 黎索希 經濟 地理

3D10 林天寶 經濟 地理

3D11 劉柏男 化學 地理

3D12 羅智勤 資訊 中史

3D13 羅俊熙 化學 企業

3D14 林曉毅 資訊 企業

3D15 文邦熙 地理 視藝

3D16 魏浚鎕 資訊 中史

3D17 曾超麟 經濟 中史

3D18 曾繁天 化學 視藝

3D19 曾浩俊 歷史 視藝

3D20 屈子軒 經濟 物理

3D21 黃子浩 地理 生物

3D23 丘一恒 資訊 地理

3D24 葉鈞浲 資訊 企業

3D25 鄭炳俊 經濟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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