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涌天主教學校 

2019-2020 上課時間表 
 

班別：小一信(P1A)  班主任：陳嘉敏老師、梁曉敏老師 

 

課節 時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5-08:50 早會 / 早讀 / 班主任節 

1 08:50-09:25 中文 常識 英文 中文 英文 

2 09:25-10:00 中文 數學 英文 中文 英文 

 10:00-10:20 小息 

3 10:20-10:55 英文 英文 資訊科技 宗教 數學 

4 10:55-11:30 宗教 英文 音樂 常識 體育 

 11:30-11:40 小息 

5 11:40-12:15 常識 中文 數學 英文 中文 

6 12:15-12:50 音樂 中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12:50-13:50 午膳及小息 

7 13:50-14:25 數學 視覺藝術 常識 數學 生活教育 

8 14:25-15:00 圖書 視覺藝術 體育 數學 
東天繽紛樂 

9 15:00-15:35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 

 15:35-15:40 班主任節 / 放學 

 

科任老師資料：        

中文：陳嘉敏老師、陳綺薇老師(非華語)、英文：梁詠詩老師、數學：梁曉敏老師 

常識：蘇德賢老師、宗教：李慧娜老師、音樂：朱嘉興老師、體育：梁曉敏老師 

視覺藝術：張曉桐老師、資訊科技：蘇德賢老師、生活教育：陳嘉敏老師、梁曉敏老師 

 



東涌天主教學校 

2019-2020 上課時間表 

班別：小一望(P1B)  班主任：林蘭智老師、李慧娜老師 

 

課節 時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5-08:50 早會 / 早讀 / 班主任節 

1 08:50-09:25 中文 英文 常識 中文 音樂 

2 09:25-10:00 中文 英文 體育 中文 數學 

 10:00-10:20 小息 

3 10:20-10:55 體育 常識 數學 視覺藝術 資訊科技 

4 10:55-11:30 常識 音樂 數學 視覺藝術 英文 

 11:30-11:40 小息 

5 11:40-12:15 數學 中文 宗教 英文 中文 

6 12:15-12:50 宗教 中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12:50-13:50 午膳及小息 

7 13:50-14:25 英文 數學 英文 數學 生活教育 

8 14:25-15:00 英文 圖書 英文 常識 
東天繽紛樂 

9 15:00-15:35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 

 15:35-15:40 班主任節 / 放學 

 

科任老師資料：        

中文：黃鴻偉老師、陳綺薇老師(非華語)、英文：李慧娜老師、數學：林蘭智老師 

常識：蘇德賢老師、宗教：李慧娜老師、音樂：朱嘉興老師、體育：林蘭智老師 

視覺藝術：張曉桐老師、資訊科技：蘇德賢老師、生活教育：林蘭智老師、李慧娜老師 

 

 



東涌天主教學校 

2019-2020 上課時間表 

班別：小一愛(P1C)  班主任：張穎珊老師、殷倩敏老師 

 

課節 時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5-08:50 早會 / 早讀 / 班主任節 

1 08:50-09:25 中文 英文 英文 中文 資訊科技 

2 09:25-10:00 中文 英文 英文 中文 常識 

 10:00-10:20 小息 

3 10:20-10:55 音樂 數學 宗教 英文 英文 

4 10:55-11:30 常識 數學 音樂 英文 數學 

 11:30-11:40 小息 

5 11:40-12:15 英文 中文 數學 體育 中文 

6 12:15-12:50 英文 中文 中文 數學 中文 

 12:50-13:50 午膳及小息 

7 13:50-14:25 數學 常識 常識 視覺藝術 生活教育 

8 14:25-15:00 宗教 體育 圖書 視覺藝術 
東天繽紛樂 

9 15:00-15:35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 

 15:35-15:40 班主任節 / 放學 

 

科任老師資料：        

中文：陳麗明老師、陳綺薇老師(非華語)、英文：張穎珊老師、數學：朱嘉文老師 

常識：殷倩敏老師、宗教：殷倩敏老師、音樂：陳知諾老師、體育：梁志賢老師 

視覺藝術：張穎珊老師、資訊科技：蔡雅芬老師、生活教育：張穎珊老師、殷倩敏老師 

 

 



東涌天主教學校 

2019-2020 上課時間表 

班別：小一禮(P1D)  班主任：潘小金老師、許月盈老師 

 

課節 時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5-08:50 早會 / 早讀 / 班主任節 

1 08:50-09:25 中文 音樂 數學 中文 數學 

2 09:25-10:00 中文 數學 體育 中文 數學 

 10:00-10:20 小息 

3 10:20-10:55 宗教 常識 視覺藝術 數學 常識 

4 10:55-11:30 常識 宗教 視覺藝術 音樂 英文 

 11:30-11:40 小息 

5 11:40-12:15 數學 中文 常識 英文 中文 

6 12:15-12:50 體育 中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12:50-13:50 午膳及小息 

7 13:50-14:25 英文 英文 英文 圖書 生活教育 

8 14:25-15:00 英文 英文 英文 資訊科技 
東天繽紛樂 

9 15:00-15:35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 

 15:35-15:40 班主任節 / 放學 

 

科任老師資料：        

中文：潘小金老師、英文：許月盈老師、數學：李琴霞老師、常識：潘小金老師 

宗教：李慧娜老師、音樂：陳知諾老師、體育：李琴霞老師 

視覺藝術：張穎珊老師、資訊科技：譚少東老師、生活教育：潘小金老師、許月盈老師 

 

 



東涌天主教學校 

2019-2020 上課時間表 

班別：小一樂(P1E)  班主任：徐春春老師、蔡淑賢老師 

 

課節 時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5-08:50 早會 / 早讀 / 班主任節 

1 08:50-09:25 數學 英文 體育 音樂 英文 

2 09:25-10:00 數學 英文 英文 常識 英文 

 10:00-10:20 小息 

3 10:20-10:55 中文 圖書 中文 中文 中文 

4 10:55-11:30 中文 資訊科技 中文 中文 中文 

 11:30-11:40 小息 

5 11:40-12:15 英文 常識 視覺藝術 英文 常識 

6 12:15-12:50 英文 中文 視覺藝術 英文 數學 

 12:50-13:50 午膳及小息 

7 13:50-14:25 常識 音樂 數學 數學 生活教育 

8 14:25-15:00 體育 數學 宗教 宗教 

東天繽紛樂 
9 15:00-15:35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 

 15:35-15:40 班主任節 / 放學 

 

科任老師資料：        

中文：徐春春老師、英文：蔡淑賢老師 、數學：謝廣進老師、常識：蘇德賢老師 

宗教：殷倩敏老師、音樂：陳知諾老師、體育：梁志賢老師 

視覺藝術：張敏老師、資訊科技：蔡榮烈老師、生活教育：徐春春老師、蔡淑賢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