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主 教 鳴 遠 中 學  

Catholic Ming Yuen Secondary School
上學期考試溫習室取錄通知書 

敬啟者：  
貴子女已被取錄參加今期考試溫習室，由一月八日至十八日止。以下是考試溫習室的上

課時間表及注意事項，敬請 貴家長留意，並著令 貴子女準時出席。 
  此致  
貴家長台照  

天主教鳴遠中學校長 
                                                       關怡清 啟 

（初中生活教育主任代行） 
二零零七年一月四日 
（一）各級上課時間表及温習科目： 

堂數 日期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一 08/01/2007（一） 4:15pm 至 5:15pm 

(中文) 
4:15pm 至 5:15pm 

(中文) 
4:15pm 至 5:15pm 

(中文) 

二 09/01/2007（二） 10:00am 至 11:00am 
(英文閱讀及文法) 

10:00am 至 11:00am 
(英文閱讀及文法) 

11:45am 至 12:45pm 
(英文) 

三 10/01/2007（三） 09:45am 至 10:45am 
(英文寫作技巧) 

09:45am 至 10:45am 
(英文寫作技巧) 

11:15am 至 12:15pm 
(經公) 

四 11/01/2007（四） 09:45am 至 10:45am 
(中文) 

09:45am 至 10:45am 
(中文) 

09:45am 至 10:45am 
(數學) 

五 12/01/2007（五） 10:00am 至 11:00am 
(數學) 

10:00am 至 11:00am 
(倫理) 

11:15am 至 12:15pm 
(地理) 

六 15/01/2007（一） 11:15am 至 12:15pm 
(綜合人文) 

09:45am 至 10:45am 
(數學) 

09:45am 至 10:45am 
(歷史) 

七 16/01/2007（二） 09:45am 至 10:45am 
(倫理) 

11:15am 至 12:15pm 
(綜合人文) 

09:45am 至 10:45am 
(中史) 

八 17/01/2007（三） 09:45am 至 10:45am 
(科學) 

09:45am 至 10:45am 
(中史) 

09:45am 至 10:45am 
(科學) 

九 18/01/2007（四） 09:45am 至 10:45am 
(中史) 

09:45am 至 10:45am 
(科學) 

09:45am 至 10:45am 
(倫理) 

 
（二）上課地點：  

中一級：A 組—202 室；B 組—203 室  中二級：403 室  中三級：503 室 
（三）各級取錄名單見後頁 
（四）須帶備有關課本或筆記溫習，如有缺席者，班主任將會通知  貴家長跟進 

------------------------------------------------------------------------------------------------------------------------------------------------------------- 

回    條（請於 5/1/2007 將回條交班主任） 
敬啟者： 

本人知悉子女已被取錄參加上學期考試溫習室，並定當督促其準時出席溫習室。 
 
此覆 

天主教鳴遠中學校長   關       
  中____ 班學生 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                  
緊急聯絡電話：              

日期：二零零七年一月   日 



 
上學期考試温習室取錄名單 

中一級：A 組(202 室) 
一甲  陳澤鈞 一甲  盧佳良 一甲  卜子恩 一丙  李雄毅 
一甲  符國政 一甲  吳梓峰 一甲  張瑋恩 一丙  李英偉 

一甲  葉家榮 一甲  吳宏浚 一甲  李嘉燕 一丙  安聲達 

一甲  劉煒雄 一甲  黃儆豐 一甲  李葦琛 一丙  葉俊傑 

一甲  羅禾發 一甲  謝健文 一丙  張頌軒 一丙  陳曉彤 

一丙  陳沛珊 一丙  陳紫君 一丙  林熙彤 一丙  劉巧儀 

一丙  廖嘉麗 一丙  袁丹娜   

中一級：B 組(203 室) 
一乙  陳智宇 一乙  洪俊杰 一丁  郭文達 一丁  周韻怡 
一乙  周駿興 一乙  羅志遠 一丁  利仲賢 一丁  何莉娜 

一乙  周梓海 一乙  余瑋�  一丁  彭  信 一丁  梁嘉茵 

一乙  何卓培 一乙  鄭健儀 一丁  施璟熙 一丁  梁蔚婷 

一乙  何榮天 一乙  麥碧心 一丁  冼浩添 一戊  何湧康 

一戊  李浚明 一戊  吳嘉輝 一戊  吳嘉豪 一戊  彭康桓 

一戊  楊文浩 一戊  葉文聰 一戊  陳玉鳳 一戊  馮苡廷 

一戊  胡嘉敏 一戊  鄺嘉瑩   

中二級：(403 室) 
二甲  陳超權 二乙  李詠詩 二丙  梁詠均  二戊  林子聰 
二甲  陳嘉傑 二乙  盧愷欣 二丁  馮日烺 二戊  李駿健 

二甲  李張鏗 二丙  陳華豐 二丁  劉錦誠 二戊  梁家龍 

二甲  嚴宜燊 二丙  林劍銳 二丁  劉紹熙 二戊  彭俊 

二甲  陳嘉宜 二丙  吳孝威 二丁  梁文俊  二戊  鄧惠文 

二甲  周遠嬌 二丙  曾偉豪 二丁  柯雋揚  

二乙  黃永豪 二丙  李蒨衡 二丁  彭梓揚  

中三級：(503 室) 
三甲  周慶隆 三甲  譚慧欣 三丙  林浚明 三戊  樊潤南 
三甲  馮澤文 三甲  黃寶恩 三丙  林冠聰 三戊  尹富榮 

三甲  冼家健 三乙  葉懷通 三丙  吳俊文 三戊  黃柏淳 

三甲  蕭堅承 三乙  黃澤昌 三丙  吳耀榮 三戊  張樂宜 

三甲  鄧浩生 三乙  黃達威 三丙  黃奕堃 三戊  梁嘉琪 

三甲  歐陽嘉儀 三乙  李子瑩 三丙  楊永健 三戊  伍康婷 

三甲  劉靜雯 三乙  余潔玉 三丙  張靜雯  

三甲  戴嘉麗 三丙  陳衍仲 三丁  胡羽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