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 教 黃 允 畋 中 學 

2022-2023  中 六 級 文 憑 試 試 前 溫 習 班 時 間 表   三 月 份 

    6A 6B 6C 6D 其他分組 

  課節 科目 科任老師 地點 科目 科任老師 地點 科目 科任老師 地點 科目 科任老師 地點 科目 科任老師 地點 

10/03 (五) 

1 經濟 陳 楊 3C05 資訊 周少宏 3N02                   

2 數學 黃德澤 4C05             通識 陳苗琳 4C06       

3 中文 李梓聰 4C05 通識 李國強 3C05 中文 徐鳳怡 3C06 中文  馮達強 4C06       

4       通識 李國強 3C05 中文 徐鳳怡 3C06 中文  馮達強 4C06       

11/03 (六)   

12/03 (日)   

13/ 03 (一) 

1       英文(B) 林國瑋 3C05 英文(C) 吳曼儀 3C06 英文 沈 音 4C06 英文(BC) 李鳳貞 5C01 

2 通識 李國強 4C05 英文(B) 林國瑋 3C05 英文(C) 吳曼儀 3C06 通識 陳苗琳 4C06 英文(BC) 李鳳貞 5C01 

3 經濟 陳 楊 3C05 資訊 周少宏 3N02              

4 數學 黃德澤 4C05       通識 陳苗琳 3C06 數學 鍾少珠 4C06       

14/03 (二) 

1 中史 李國強 4C05 經濟 陳 楊 3C05 倫理 陸競冬 3C06 資訊 周少宏 3N02 旅遊 何鳳珠 4C06 

2 中史 李國強 4C05 經濟 陳 楊 3C05 倫理 陸競冬 3C06 資訊 周少宏 3N02 旅遊 何鳳珠 4C06 

3 英文  何玉盈 4C05       中文 徐鳳怡 3C06 通識 陳苗琳 4C06       

4 英文  何玉盈 4C05 數學(B2) 陳國璋 3C05 數學(B1) 黃美寧 3C06 數學 鍾少珠 4C06 數學(B3) 符紅娟 1N01 

15/03 (三) 

1 中文 李梓聰 4C05 數學(B2) 陳國璋 3C05 數學(B1) 黃美寧 3C06       數學(B3) 符紅娟 1N01 

2 經濟 陳 楊 3C05 資訊 周少宏 3N02                   

3 生物 梁淑明 4S01 商業 林靜明 3C05 地理 杜浩賢 3N01 物理 彭欣成 4S05 視藝 李榮輝 1S03 

4 生物 梁淑明 4S01 商業 林靜明 3C05 地理 杜浩賢 3N01 物理 彭欣成 4S05 視藝 李榮輝 1S03 

16/03 (四) 

1 通識 李國強 4C05 數學(B2) 陳國璋 3C05 數學(B1) 黃美寧 3C06 通識 陳苗琳 4C06 數學(B3) 符紅娟 1N01 

2 數學 黃德澤 4C05 英文(B) 林國瑋 3C05       通識 陳苗琳 4C06       

3 中文 李梓聰 4C05 中文 黃潤佳 3C05 中文 徐鳳怡 3C06 英文 沈 音 4C06       

4 生物 梁淑明 4S01 物理 彭欣成 4S05 視藝 李榮輝 1S03             



    6A 6B 6C 6D 其他分組 

  課節 科目 科任老師 地點 科目 科任老師 地點 科目 科任老師 地點 科目 科任老師 地點 科目 科任老師 地點 

17/03 (五) 

1 經濟 陳 楊 3C05 資訊 周少宏 3N02                   

2 數學 黃德澤 4C05       英文(C) 吳曼儀 3C06 通識 陳苗琳 4C06 英文(BC) 李鳳貞 5C01 

3 中文 李梓聰 4C05 通識 李國強 3C05 中文 徐鳳怡 3C06 中文  馮達強 4C06       

4       通識 李國強 3C05 中文 徐鳳怡 3C06 中文  馮達強 4C06       

18/03 (六)   

19/03 (日)   

20/03 (一) 

1       英文(B) 林國瑋 3C05 英文(C) 吳曼儀 3C06 英文 沈 音 4C06 英文(BC) 李鳳貞 5C01 

2 通識 李國強 4C05 英文(B) 林國瑋 3C05 英文(C) 吳曼儀 3C06 通識 陳苗琳 4C06 英文(BC) 李鳳貞 5C01 

3 經濟 陳 楊 3C05 資訊 周少宏 3N02                   

4 數學 黃德澤 4C05       通識 陳苗琳 3C06 數學 鍾少珠 4C06       

21/03 (二) 

1 中史 李國強 4C05 經濟 陳 楊 3C05 倫理 陸競冬 3C06 資訊 周少宏 3N02 旅遊 何鳳珠 4C06 

2 中史 李國強 4C05 經濟 陳 楊 3C05 倫理 陸競冬 3C06 資訊 周少宏 3N02 旅遊 何鳳珠 4C06 

3 英文  何玉盈 4C05       中文 徐鳳怡 3C06 通識 陳苗琳 4C06       

4 英文  何玉盈 4C05 數學(B2) 陳國璋 3C05 數學(B1) 黃美寧 3C06 數學 鍾少珠 4C06 數學(B3) 符紅娟 1N01 

22/03 (三) 

1 中文 李梓聰 4C05 數學(B2) 陳國璋 3C05 數學(B1) 黃美寧 3C06       數學(B3) 符紅娟 1N01 

2 經濟 陳 楊 3C05 資訊 周少宏 3N02                   

3 生物 梁淑明 4S01 商業 林靜明 3C05 地理 杜浩賢 3N01 物理 彭欣成 4S05 視藝 李榮輝 1S03 

4 生物 梁淑明 4S01 商業 林靜明 3C05 地理 杜浩賢 3N01 物理 彭欣成 4S05 視藝 李榮輝 1S03 

23/03 (四) 

1 通識 李國強 4C05       數學(B1) 黃美寧 3C06 通識 陳苗琳 4C06 數學(B3) 符紅娟 1N01 

2 數學 黃德澤 4C05 英文(B) 林國瑋 3C05       通識 陳苗琳 4C06       

3 中文 李梓聰 4C05 中文 黃潤佳 3C05 中文 徐鳳怡 3C06 英文 沈 音 4C06       

4 生物 梁淑明 4S01 物理 彭欣成 4S05 視藝 李榮輝 1S03             

24/03 (五) 

1 經濟 陳 楊 3C05 資訊 周少宏 3N02                   

2 數學 黃德澤 4C05             通識 陳苗琳 4C06       

3 中文 李梓聰 4C05 通識 李國強 3C05 中文 徐鳳怡 3C06 中文  馮達強 4C06       

4       通識 李國強 3C05 中文 徐鳳怡 3C06 中文  馮達強 4C06       



    6A 6B 6C 6D 其他分組 

  課節 科目 科任老師 地點 科目 科任老師 地點 科目 科任老師 地點 科目 科任老師 地點 科目 科任老師 地點 

25/03 (六)   

26/03 (日)   

27/03 (一) 家長日補假 

28/03 (二) 

1 中史 李國強 4C05 經濟 陳 楊 3C05 倫理 陸競冬 3C06 資訊 周少宏 3N02 旅遊 何鳳珠 4C06 

2 中史 李國強 4C05 經濟 陳 楊 3C05 倫理 陸競冬 3C06 資訊 周少宏 3N02 旅遊 何鳳珠 4C06 

3 英文  何玉盈 4C05       中文 徐鳳怡 3C06 通識 陳苗琳 4C06       

4 英文  何玉盈 4C05 數學(B2) 陳國璋 3C05 數學(B1) 黃美寧 3C06 數學 鍾少珠 4C06 數學(B3) 符紅娟 1N01 

29/03 (三) 

1 中文 李梓聰 4C05 數學(B2) 陳國璋 3C05 數學(B1) 黃美寧 3C06       數學(B3) 符紅娟 1N01 

2 經濟 陳 楊 3C05 資訊 周少宏 3N02                   

3 生物 梁淑明 4S01 商業 林靜明 3C05 地理 杜浩賢 3N01 物理 彭欣成 4S05 視藝 李榮輝 1S03 

4 生物 梁淑明 4S01 商業 林靜明 3C05 地理 杜浩賢 3N01 物理 彭欣成 4S05 視藝 李榮輝 1S03 

30/03 (四) 

1 通識 李國強 4C05 數學(B2) 陳國璋 3C05 數學(B1) 黃美寧 3C06 通識 陳苗琳 4C06 數學(B3) 符紅娟 1N01 

2 數學 黃德澤 4C05 英文(B) 林國瑋 3C05       通識 陳苗琳 4C06       

3 中文 李梓聰 4C05 中文 黃潤佳 3C05 中文 徐鳳怡 3C06             

4 生物 梁淑明 4S01 物理 彭欣成 4S05 視藝 李榮輝 1S03             

31/03 (五) 

1 經濟 陳 楊 3C05 資訊 周少宏 3N02                   

2 數學 黃德澤 4C05       英文(C) 吳曼儀 3C06 通識 陳苗琳 4C06       

3 中文 李梓聰 4C05 通識 李國強 3C05 中文 徐鳳怡 3C06 中文  馮達強 4C06       

4       通識 李國強 3C05 中文 徐鳳怡 3C06 中文  馮達強 4C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