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節 時段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05-8:35

1 8:35-9:05 數學 英文 中文 數學 中文

2 9:05-9:35 數學 英文 電腦 體育 中文

3 9:35-10:05 中文 視藝 宗教 單週 常識
雙週 圖書

常識

10:05-10:20

4 10:20-10:50 中文 視藝 音樂 常識 數學

5 10:50-11:20 英文 體育 英文 英文 英文

11:20-11:35

6 11:35-12:05 英文 數學 常識 英文 英文

7 12:05-12:35 常識 中文 數學 中文 宗教

8 12:35-13:05 音樂 中文 生活教育 中文 東天繽紛樂

9 13:05-13:15*

* 星期五班主任節時段為 13:05-13:20

科任老師資料：

中文(陳麗明老師)、英文(黃曉澄老師)、數學(林毅老師)、常識(蔡淑賢老師)

音樂(朱嘉興老師)、體育(林蘭智老師)、視藝(黃穎妍老師)、電腦(曾卓軒老師)

宗教(鍾菁菁老師)、生活教育(班主任)

早會 / 早讀 / 班主任節

小息

小息

班主任節

東涌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2021-2022 年度 2A 班上課時間表 (10月4日開始使用)

班主任：陳麗明老師、蔡淑賢老師



課節 時段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05-8:35

1 8:35-9:05 數學 宗教 英文 體育 英文

2 9:05-9:35 常識 常識 英文 數學 英文

3 9:35-10:05 體育 數學 中文 英文 中文

10:05-10:20

4 10:20-10:50 音樂 數學 中文 英文 中文

5 10:50-11:20 中文 中文 宗教 視藝 單週 常識
雙週 圖書

11:20-11:35

6 11:35-12:05 中文 中文 常識 視藝 常識

7 12:05-12:35 英文 英文 數學 音樂 數學

8 12:35-13:05 電腦 英文 生活教育 中文 東天繽紛樂

9 13:05-13:15*

* 星期五班主任節時段為 13:05-13:20

科任老師資料：

中文(徐春春老師)、英文(黃穎妍老師)、數學(譚少東老師)、常識(蘇德賢老師)

音樂(陳知諾老師)、體育(林蘭智老師)、視藝(黃穎妍老師)、電腦(曾卓軒老師)

宗教(麥婉珊老師)、生活教育(班主任)

早會 / 早讀 / 班主任節

小息

小息

班主任節

東涌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2021-2022 年度 2B 班上課時間表 (10月4日開始使用)

班主任：黃穎妍老師、譚少東老師



課節 時段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05-8:35

1 8:35-9:05 音樂 數學 體育 視藝 英文

2 9:05-9:35 數學 宗教 音樂 視藝 宗教

3 9:35-10:05 單週 圖書
雙週 常識

英文 英文 常識 體育

10:05-10:20

4 10:20-10:50 常識 英文 英文 數學 數學

5 10:50-11:20 中文 中文 數學 英文 中文

11:20-11:35

6 11:35-12:05 中文 中文 數學 英文 中文

7 12:05-12:35 英文 電腦 中文 中文 常識

8 12:35-13:05 英文 常識 生活教育 中文 東天繽紛樂

9 13:05-13:15*

* 星期五班主任節時段為 13:05-13:20

科任老師資料：

中文(呂民進老師)、英文(麥婉珊老師)、數學(譚少東老師)、常識(蘇德賢老師)

音樂(陳知諾老師)、體育(林蘭智老師)、視藝(張敏老師)、電腦(林毅老師)

宗教(鍾菁菁老師)、生活教育(班主任)

早會 / 早讀 / 班主任節

小息

小息

班主任節

東涌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2021-2022 年度 2C 班上課時間表 (10月4日開始使用)

班主任：麥婉珊老師、呂民進老師



課節 時段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05-8:35

1 8:35-9:05 宗教 常識 英文 數學 英文

2 9:05-9:35 常識 體育 英文 電腦 英文

3 9:35-10:05 數學 數學 視藝 英文 音樂

10:05-10:20

4 10:20-10:50 數學 英文 視藝 英文 體育

5 10:50-11:20 中文 中文 常識 單週 圖書
雙週 常識

中文

11:20-11:35

6 11:35-12:05 中文 中文 數學 常識 中文

7 12:05-12:35 英文 宗教 中文 中文 數學

8 12:35-13:05 英文 音樂 生活教育 中文 東天繽紛樂

9 13:05-13:15*

* 星期五班主任節時段為 13:05-13:20

科任老師資料：

中文(張曉桐老師)、英文(李慧娜老師)、數學(何美欣老師)、常識(梁詠詩老師)

音樂(陳知諾老師)、體育(梁志賢老師)、視藝(王怡聞老師)、電腦(歐淑嫻老師)

宗教(麥婉珊老師)、生活教育(班主任)

早會 / 早讀 / 班主任節

小息

小息

班主任節

東涌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2021-2022 年度 2D 班上課時間表 (10月4日開始使用)

班主任：張曉桐老師、李慧娜老師



課節 時段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05-8:35

1 8:35-9:05 英文 數學 音樂 數學 數學

2 9:05-9:35 音樂 常識 數學 常識 體育

3 9:35-10:05 數學 宗教 英文 英文 英文

10:05-10:20

4 10:20-10:50 數學 電腦 英文 英文 英文

5 10:50-11:20 中文 中文 單週 常識
雙週 圖書

視藝 中文

11:20-11:35

6 11:35-12:05 中文 中文 常識 視藝 中文

7 12:05-12:35 常識 英文 中文 中文 宗教

8 12:35-13:05 體育 英文 生活教育 中文 東天繽紛樂

9 13:05-13:15*

* 星期五班主任節時段為 13:05-13:20

科任老師資料：

中文(朱雅怡老師)、英文(許月盈老師)、數學(鍾菁菁老師)、常識(譚紫蔓老師)

音樂(陳知諾老師)、體育(梁志賢老師)、視藝(王怡聞老師)、電腦(歐淑嫻老師)

宗教(李慧娜老師)、生活教育(班主任)

早會 / 早讀 / 班主任節

小息

小息

班主任節

東涌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2021-2022 年度 2E 班上課時間表 (10月4日開始使用)

班主任：鍾菁菁老師、譚紫蔓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