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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班別

班別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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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 營名

營名營名

營名

F1A 18 吳之順 電腦C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A班

F1A 5 趙梓桓 電腦C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A班

F1A 1 歐陽良杰 電腦A室 智能創意營—玩轉micro:bit

F1A 6 鍾卓軒 物理實驗室 生物發現營 –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科學

F1A 17 羅家林 初一丙 趣味數學

F1A 13 劉智杰 初一丙 趣味數學

F1A 9 金浩然 初一丙 趣味數學

F1A 16 劉澤仁 初一丁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A班

F1A 15 李梓謙 初一丁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A班

F1A 19 吳駿權 初二乙 「飛」不是夢—航空航太探究營

F1A 21 敖文熙 初一乙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B班

F1A 26 王璨瑋 F4A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A班

F1A 11 關天維 F4A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A班

F1A 7 何俊滔 F4A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A班

F1A 2 陳梓頎 F4A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A班

F1A 25 譚家榮 初二甲 機械手工模型製作營

F1B 19

PAULO NASCIMENTO, MIGUEL

高二丁 百「辯」奇才—辯論體驗班

F1B 4 鄭林斌 電腦A室 智能創意營—玩轉micro:bit

F1B 9 高煒延 初一丙 趣味數學

F1B 25 黃嘉泓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1B 10 郭文灝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1B 13 劉子聰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1B 23 鄧嘉成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1B 3 謝兆軒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1B 12 劉焯熙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1B 2 陳世聰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1B 11 黎軒樺 F4A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A班

F1B 5 蔡浚文 初二甲 機械手工模型製作營

F1B 8 龔梓鏵 初二甲 機械手工模型製作營

F1C 16 李浩華 圖書館 閱讀越專業

F1C 6 徐曉言 電腦C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A班

F1C 1 陳洛書 電腦C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A班

F1C 20 梁迪圖 電腦C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A班

F1C 5 趙宏諾 電腦A室 智能創意營—玩轉micro:bit

F1C 24 蘇子昊 電腦A室 智能創意營—玩轉micro:bit

F1C 10 林凱滔 F5B Arduino電路設計入門

F1C 27 曾浩洹 物理實驗室 生物發現營 –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科學

F1C 11 林偉樂 物理實驗室 生物發現營 –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科學

F1C 2 陳炫皓 物理實驗室 生物發現營 –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科學

F1C 22 黃萬新 初一丙 趣味數學

F1C 14 李俊軒 初一丙 趣味數學

F1C 12 劉倬熙 初一丁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A班

第二屆學科創意營第二屆學科創意營第二屆學科創意營第二屆學科創意營————錄取結果錄取結果錄取結果錄取結果



F1C 7 朱映丞 初二乙 「飛」不是夢—航空航太探究營

F1C 9 葉湋淇 F4B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B班

F1C 25 戴嘉宏 F4B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B班

F1C 18 李耀匡 F4B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B班

F1C 19 梁卓謙 F4B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B班

F1C 13 劉俊杰 初二甲 機械手工模型製作營

F1D 13 簡偉豪 電腦C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A班

F1D 9 霍德霖 電腦A室 智能創意營—玩轉micro:bit

F1D 19 林嘉祈 物理實驗室 生物發現營 –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科學

F1D 20 繆宇軒 初二乙 「飛」不是夢—航空航太探究營

F1D 26 姚兆亨 初二乙 「飛」不是夢—航空航太探究營

F1D 1 陳殷灝 F4B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B班

F1D 4 張家俊 F4B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B班

F1D 5 蔣昀陞 F4B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B班

F1D 15 劉俊明 F4B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B班

F1D 10 何家齊 初二甲 機械手工模型製作營

F1D 14 林卓謙 初二甲 機械手工模型製作營

F1D 23 冼峻晞 初二甲 機械手工模型製作營

F1D 24 蕭俊濠 初二甲 機械手工模型製作營

F1E 3 周健哲 高二丁 百「辯」奇才—辯論體驗班

F1E 12 許日藍 電腦C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A班

F1E 17 連星華 電腦C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A班

F1E 15 劉俊鋒 電腦C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A班

F1E 2 陳柏熙 電腦C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A班

F1E 26 黃文俊 電腦C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A班

F1E 4 謝健濠 電腦C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A班

F1E 6 張兆瑋 電腦A室 智能創意營—玩轉micro:bit

F1E 10 何浩燃 物理實驗室 生物發現營 –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科學

F1E 9

GONCALVES, LORINO

物理實驗室 生物發現營 –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科學

F1E 18 劉煜斌 初一丙 趣味數學

F1E 5 鄭浩然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1E 23 吳誠一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1E 21 吳逸豐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1E 16 李嘉政 F4A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A班

F1E 1 陳清揚 初二甲 機械手工模型製作營

F1E 8 范珀滔 初二甲 機械手工模型製作營

F1E 25 黃俊彪 初二甲 機械手工模型製作營

F2A 3 陳善輝 圖書館 閱讀越專業

F2A 11 許家樂 電腦D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B班

F2A 28 王曉陽 物理實驗室 生物發現營 –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科學

F2A 16 林梓熙 物理實驗室 生物發現營 –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科學

F2A 17 林昊軒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2A 12 洪國棟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2A 15 黎柏賢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2A 29 楊宇行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2A 18 劉樺寬 F4B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B班

F2A 10 高路嘉 F4B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B班

F2B 5 賈曉力 高二丁 百「辯」奇才—辯論體驗班

F2B 18 李孝淳 高二丁 百「辯」奇才—辯論體驗班



F2B 27 黃雋頎 高二丁 百「辯」奇才—辯論體驗班

F2B 14 林穎進 電腦D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B班

F2B 2 陳俊文 電腦D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B班

F2B 28 黃家裕 F4C 科學趣趣，何處無「科學」

F2B 15 劉卓恆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2B 6 蘇衍樂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2C 20 施湘嵐 電腦D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B班

F2C 25 黃柏基 初二乙 「飛」不是夢—航空航太探究營

F2C 7 林俊軒 F4B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B班

F2D 5 鄭梓浩 電腦D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B班

F2D 9 何子揚 電腦A室 智能創意營—玩轉micro:bit

F2D 14 洪澤權 物理實驗室 生物發現營 –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科學

F2D 16 古學軒 初一丙 趣味數學

F2D 1 陳建龍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2D 15 鄺健朗 初一乙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B班

F2D 27 黃梓軒 F4B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B班

F2D 23 梁洛恆 F4B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B班

F2D 20 藍子超 F4B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B班

F2D 13 何弘傑 F4B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B班

F2D 3 陳天賜 F4B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B班

F3A 10 陳澤銘 高二丁 百「辯」奇才—辯論體驗班

F3A 33 溫俊煒 電腦B室 互動網頁及動畫設計入門

F3A 28 岳章喬 F5C 數學特技營—立體模型建構

F3A 2 陳梓權 F6C 動植物生理學初探

F3A 7 周楊鳴 F6C 動植物生理學初探

F3A 25 賴朗然 初一乙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B班

F3A 27 李俊賢 初一乙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B班

F3B 14 鄭錦輝 F5C 數學特技營—立體模型建構

F3B 24 梁穎璋 F5C 數學特技營—立體模型建構

F3B 8 陳穎進 F5B Arduino電路設計入門

F3B 19 劉梓健 F5B Arduino電路設計入門

F3B 26 廖觀漢 F5B Arduino電路設計入門

F3B 9 曾梓泓 化學實驗室 MagiChem - 化學奇幻秀

F3B 10 周家樂 化學實驗室 MagiChem - 化學奇幻秀

F3C 21 關駿軒 電腦B室 互動網頁及動畫設計入門

F3C 20 高偉軒 電腦B室 互動網頁及動畫設計入門

F3C 15 何錦興 電腦B室 互動網頁及動畫設計入門

F3C 23 賴駿軒 電腦B室 互動網頁及動畫設計入門

F3C 31 曹俊彥 F4C 科學趣趣，何處無「科學」

F3C 24 林鎮洋 F4C 科學趣趣，何處無「科學」

F3C 22 管天樺 F4C 科學趣趣，何處無「科學」

F4A 10 羅諾言 電腦B室 互動網頁及動畫設計入門

F4A 31 吳澤森 電腦B室 互動網頁及動畫設計入門

F4A 22 李隽 F5C 數學特技營—立體模型建構

F4A 6 周健榮 F5C 數學特技營—立體模型建構

F4A 25 勞澤豐 F5B Arduino電路設計入門

F4A 27 馬鈞政 F6C 動植物生理學初探

F4B 14 洪智祥 高二丁 百「辯」奇才—辯論體驗班

F4B 6 陳永駿 電腦B室 互動網頁及動畫設計入門



F4B 11 何頌文 電腦B室 互動網頁及動畫設計入門

F4B 16 林永亮 F5C 數學特技營—立體模型建構

F4B 19 李浚軒 初二乙 「飛」不是夢—航空航太探究營

F4C 17 文軍朗 電腦B室 互動網頁及動畫設計入門

F4C 13 李嘉豪 F5C 數學特技營—立體模型建構

F4C 9 劉駿宇 初一戊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B班

F5A 2 陳子森 電腦B室 互動網頁及動畫設計入門

F5A 9 鄭諾駿 電腦B室 互動網頁及動畫設計入門

F5A 26 譚凱竣 電腦B室 互動網頁及動畫設計入門

F5A 3 陳諺煒 F5C 數學特技營—立體模型建構

F5B 28 黃樂謙 F5C 數學特技營—立體模型建構

F5B 21 吳瑞丰 F5C 數學特技營—立體模型建構

F5B 20 吳卓凡 F5C 數學特技營—立體模型建構

F5B 18 廖振華 F5C 數學特技營—立體模型建構

F5B 17 梁晉榮 F5C 數學特技營—立體模型建構

F5B 12 林梓浚 F5C 數學特技營—立體模型建構

F5B 9 葉曉嵐 F5C 數學特技營—立體模型建構

F5B 22 岑政賢 F5B Arduino電路設計入門

F5B 1 區俊豪 F5B Arduino電路設計入門

F5B 5 張誠尉 F5B Arduino電路設計入門

F5B 29 黃皓賢 化學實驗室 MagiChem - 化學奇幻秀

F5B 24 田啟宏 化學實驗室 MagiChem - 化學奇幻秀

F5B 16 梁展達 化學實驗室 MagiChem - 化學奇幻秀

F5B 14 李珧光 化學實驗室 MagiChem - 化學奇幻秀

F5B 10 高智浩 化學實驗室 MagiChem - 化學奇幻秀

F5B 8 許梓信 化學實驗室 MagiChem - 化學奇幻秀

F5B 7 蔡子健 化學實驗室 MagiChem - 化學奇幻秀

F5B 6 張頌軒 化學實驗室 MagiChem - 化學奇幻秀

F5C 10 何智溢 電腦B室 互動網頁及動畫設計入門

F5C 5 周弘愉 F5C 數學特技營—立體模型建構

初一乙 6 陳鎮揚 電腦C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A班

初一乙 14 李駿朗 初一丁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A班

初一乙 25 王曉楠 F4A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A班

初一乙 10 關丞希 F4A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A班

初一丁 23 廖志傑 F2A 舌尖上的擂台陳

初一丁 30 楊子杰 F2A 舌尖上的擂台陳

初一丁 27 曹雲飛 圖書館 閱讀越專業

初一丁 21 李炫臻 物理實驗室 生物發現營 –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科學

初一丁 13 翁日朗 物理實驗室 生物發現營 –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科學

初一丁 6 陳民昊 物理實驗室 生物發現營 –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科學

初一丁 3 陳子軒 物理實驗室 生物發現營 –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科學

初一丁 30 楊子杰 #N/A #N/A

初一丁 29 黃博軒 初二乙 「飛」不是夢—航空航太探究營

初一丁 11 蔡珈珺 F4A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A班

初一丁 9 陳元濠 F4A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A班

初一丁 5 陳文曦 F4A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A班

初一丁 17 林卓希 初二甲 機械手工模型製作營

初一丁 7 周焯權 初二甲 機械手工模型製作營

初一丙 2 歐卓靈 高二丙 「遊」出我天地



初一丙 24 蘇俊澎 高二丙 「遊」出我天地

初一丙 14 李嘉浚 電腦C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A班

初一丙 1 歐陽子賢 電腦A室 智能創意營—玩轉micro:bit

初一丙 5 鄭朗 物理實驗室 生物發現營 –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科學

初一丙 9 葉俊謙 初一丙 趣味數學

初一丙 18 吳卓謙 初一丁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A班

初一丙 27 鄧子冲 F4A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A班

初一丙 15 梁皓安 F4A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A班

初一丙 7 馮嘉浩 初二甲 機械手工模型製作營

初一丙 12 劉焯然 初二甲 機械手工模型製作營

初一戊 24 岑宇軒 圖書館 閱讀越專業

初一戊 29 黃嘉熙 F4A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A班

初一甲 26 倫文宇 圖書館 閱讀越專業

初一甲 17 彭文迪 電腦A室 智能創意營—玩轉micro:bit

初一甲 8 趙澤聰 初一丙 趣味數學

初一甲 6 陳銘熹 初一丁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A班

初一甲 10 朱祐邦 初一丁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A班

初一甲 28 黃家偉 初一丁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A班

初一甲 30 葉嘉豪 F4A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A班

初一甲 16 黃昱昊 初二甲 機械手工模型製作營

初二乙 22 梁仲緯 高二丙 「遊」出我天地

初二乙 7 周家耀 高二丙 「遊」出我天地

初二乙 6 陳懷德 高二丁 百「辯」奇才—辯論體驗班

初二乙 25 施星宇 F4C 科學趣趣，何處無「科學」

初二乙 26 黃振峰 初一丙 趣味數學

初二乙 23 羅琮然 初一丁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A班

初二乙 12 阮樂賢 初一丁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A班

初二乙 3 陳顯揚 初一丁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A班

初二乙 1 陳子諾 初一丁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A班

初二丁 1 陳嘉駿 高二丙 「遊」出我天地

初二丁 17 梁昇裕 高二丙 「遊」出我天地

初二丁 16 梁家寶 電腦D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B班

初二丁 30 黃溢程 F4C 科學趣趣，何處無「科學」

初二丁 5 蔡智賢 F4C 科學趣趣，何處無「科學」

初二丁 7 馮興洋 初一丙 趣味數學

初二丁 18 林子豪 初一丁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A班

初二丙 28 薛皓文 F2A 舌尖上的擂台陳

初二丙 18 李明峻 F2A 舌尖上的擂台陳

初二丙 16 劉瑋晉 F2A 舌尖上的擂台陳

初二丙 31 余梓揚 電腦D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B班

初二丙 21 李子睿 電腦D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B班

初二丙 14 何梓謙 電腦D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B班

初二丙 11 蔡文竣 電腦D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B班

初二丙 4 鄭穎熙 電腦D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B班

初二丙 23 勞永昊 物理實驗室 生物發現營 –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科學

初二丙 8 程學林 初一丙 趣味數學

初二丙 20 梁孝桓 初一丁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A班

初二丙 7 張鎧傑 F4A 小模型、大製作—酷跑電容車A班

初二戊 19 梁學銘 高二丙 「遊」出我天地



初二戊 5 陳盛斌 F2A 舌尖上的擂台陳

初二戊 26 阮天翔 高二丁 百「辯」奇才—辯論體驗班

初二戊 12 黃嘉昇 電腦D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B班

初二戊 28 黃文暉 初一丙 趣味數學

初二戊 6 范華俊 初一丁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A班

初二戊 3 陳永堯 初一丁 扭計教室—扭計骰研習A班

初二甲 30 黃穎朗 高二丙 「遊」出我天地

初二甲 27 俞毅泓 高二丙 「遊」出我天地

初二甲 9 張煜祥 F2A 舌尖上的擂台陳

初二甲 25 李臻言 初二乙 「飛」不是夢—航空航太探究營

初二甲 3 陳海峰 初二乙 「飛」不是夢—航空航太探究營

初三乙 23 麥梓雄 化學實驗室 MagiChem - 化學奇幻秀

初三乙 26 施銘皓 F6C 動植物生理學初探

初三丁 5 陳穎珩 高二丁 百「辯」奇才—辯論體驗班

初三丁 1 區文健 圖書館 閱讀越專業

初三丁 16 盧俊揚 F5B Arduino電路設計入門

初三丁 20 歐陽子麟 F4C 科學趣趣，何處無「科學」

初三丁 12 鄺家寶 化學實驗室 MagiChem - 化學奇幻秀

初三丙 20 梁峻僑 電腦A室 智能創意營—玩轉micro:bit

初三丙 11 許志健 F4C 科學趣趣，何處無「科學」

初三丙 26 潘漢傑 F4C 科學趣趣，何處無「科學」

初三丙 18 劉浚賢 F6C 動植物生理學初探

初三丙 1 陳皓庭 初一乙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B班

初三戊 1 陳頌延 電腦D室 App Inventor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B班

初三甲 21 麥浩洋 高二丙 「遊」出我天地

初三甲 5 鄭宇剛 高二丙 「遊」出我天地

初三甲 4 周家榮 高二丙 「遊」出我天地

初三甲 11 黎鋆灝 圖書館 閱讀越專業

初三甲 7 吳子勝 圖書館 閱讀越專業

高一乙 27 黃儉豐 F2A 舌尖上的擂台陳

高一乙 8 李樂程 高二甲 IELTS—升呢班

高一乙 29 張健慶 高二甲 IELTS—升呢班

高一乙 12 葉偉良 F6C 動植物生理學初探

高一乙 19 李文達 F6C 動植物生理學初探

高一乙 2 鄭澤梁 初一乙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B班

高一乙 13 龔澤淵 初一乙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B班

高一乙 17 梁弓治 初一乙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B班

高一乙 20 麥仲賢 初一乙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B班

高一丁 16 梁富財 高二甲 IELTS—升呢班

高一丁 4 周城希 F5B Arduino電路設計入門

高一丙 27 黃傑康 F2A 舌尖上的擂台陳

高一丙 10 胡文勇 高二甲 IELTS—升呢班

高一甲 27 吳家謙 高二甲 IELTS—升呢班

高一甲 23 李國立 高二甲 IELTS—升呢班

高一甲 16 林子軒 高二甲 IELTS—升呢班

高一甲 20 林柏滔 高二甲 IELTS—升呢班

高一甲 19 林文浩 高二甲 IELTS—升呢班

高一甲 4 陳俊佳 電腦B室 互動網頁及動畫設計入門

高一甲 21 劉展佑 初二乙 「飛」不是夢—航空航太探究營



高一甲 25 盧永亨 初二乙 「飛」不是夢—航空航太探究營

高一甲 29 戴梓健 初二乙 「飛」不是夢—航空航太探究營

高一甲 6 陳亦樂 高二乙 橫玩「電」玩—電路中的邏輯

高二乙 24 白俊賢 F2A 舌尖上的擂台陳

高二乙 32 胡澤恆 高二甲 IELTS—升呢班

高二乙 18 梁耀浩 F6C 動植物生理學初探

高二乙 7 朱家成 高二乙 橫玩「電」玩—電路中的邏輯

高二乙 10 叶卓涵 高二乙 橫玩「電」玩—電路中的邏輯

高二乙 13 江志樂 高二乙 橫玩「電」玩—電路中的邏輯

高二乙 14 林家輝 高二乙 橫玩「電」玩—電路中的邏輯

高二乙 26 石偉明 高二乙 橫玩「電」玩—電路中的邏輯

高二乙 28 譚文達 高二乙 橫玩「電」玩—電路中的邏輯

高二乙 29 譚逸軒 高二乙 橫玩「電」玩—電路中的邏輯

高二乙 30 溫晉榮 高二乙 橫玩「電」玩—電路中的邏輯

高二乙 33 胡文進 高二乙 橫玩「電」玩—電路中的邏輯

高二乙 34 葉祖銘 高二乙 橫玩「電」玩—電路中的邏輯

高二乙 22 吳煜楠 初一甲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A班

高二乙 19 梁柏彥 初一甲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A班

高二乙 17 梁皓賢 初一甲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A班

高二乙 12 楊彧昊 初一甲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A班

高二乙 4 陳文權 初一甲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A班

高二丁 31 吳文傑 F2C 以「史」論事—歷史考察研究報告精寫班

高二丁 29 李世龍 F2C 以「史」論事—歷史考察研究報告精寫班

高二丁 13 何國安 F2C 以「史」論事—歷史考察研究報告精寫班

高二丁 8 葛俊彤 F2C 以「史」論事—歷史考察研究報告精寫班

高二丁 7 蔡佳城 初二乙 「飛」不是夢—航空航太探究營

高二丁 12 何興泰 初一甲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A班

高二丁 26 梁煒諾 初一甲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A班

高二丁 24 梁澤軒 初一甲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A班

高二丁 22 李祉衡 初一甲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A班

高二丁 16 鄺雨雋 初一甲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A班

高二丁 20 劉柏謙 初一甲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A班

高二丁 27 梁榮晉 初一甲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A班

高二丁 38 王天樂 初一甲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A班

高二丙 8 周俊傑 高二甲 IELTS—升呢班

高二丙 14 許耀權 F2C 以「史」論事—歷史考察研究報告精寫班

高二丙 17 楊日龍 F2C 以「史」論事—歷史考察研究報告精寫班

高二丙 33 王俊輝 F2C 以「史」論事—歷史考察研究報告精寫班

高二丙 30 孫明傑 F2C 以「史」論事—歷史考察研究報告精寫班

高二丙 34 黃灝龍 F2C 以「史」論事—歷史考察研究報告精寫班

高二丙 36 黃健龍 F2C 以「史」論事—歷史考察研究報告精寫班

高二丙 7 鄭子聰 F2C 以「史」論事—歷史考察研究報告精寫班

高二甲 19 劉家裕 F6C 動植物生理學初探

高二甲 10 徐樂僖 初一甲 玩著玩著、就愛上了數學A班

高三乙 36 黃榮偉 F6C 動植物生理學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