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別: P4A 班主任：鄧嘉慧老師

時段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宗教 資訊科技 體育 數學 視覺藝術 中文

謝廣進老師 蔡雅芬老師 梁曉敏老師 鄧嘉慧老師 陳嘉敏老師 陳麗明老師

中文 常識 中文 英文

陳麗明老師 何雅婷老師 陳麗明老師 張穎珊老師

英文 英文 英文 數學

張穎珊老師 張穎珊老師 張穎珊老師 鄧嘉慧老師

音樂 中文 數學 生活教育

朱嘉興老師 陳麗明老師 鄧嘉慧老師 鄧嘉慧老師

左邊為:單週 右邊為:雙週

同一課節

P4A 直播課堂時間表

11:10 - 11:50

08:05 - 08:50

09:10 - 09:50

10:10 - 10:50

星期二

常識

何雅婷老師

英文

張穎珊老師

中文

陳麗明老師

班別: P4B 班主任：陳嘉敏老師

時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視覺藝術 常識 數學 體育 資訊科技 中文

張曉桐老師 何雅婷老師 蔡榮烈老師 梁曉敏老師 何美欣老師 陳嘉敏老師

中文 中文 音樂 英文

陳嘉敏老師 陳嘉敏老師 朱嘉興老師 曾卓軒老師

英文 英文 英文 數學

曾卓軒老師 曾卓軒老師 曾卓軒老師 蔡榮烈老師

常識 宗教 中文 生活教育

何雅婷老師 謝廣進老師 陳嘉敏老師 陳嘉敏老師

左邊為:單週 右邊為:雙週

同一課節

P4B 直播課堂時間表

11:10 - 11:50

08:05 - 08:50

09:10 - 09:50

10:10 - 10:50

星期四

中文

陳嘉敏老師

英文

曾卓軒老師

數學

蔡榮烈老師

小四 Zoom網上課堂時間表 



 

 

 

 

班別: P4C 班主任：張曉桐老師

時段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視覺藝術 數學 常識 中文

陳少燕老師 李琴霞老師 蘇峻弘老師 張曉桐老師

中文 常識 中文 英文

張曉桐老師 蘇峻弘老師 張曉桐老師 沈瑩瑩老師

英文 英文 英文 數學

沈瑩瑩老師 沈瑩瑩老師 沈瑩瑩老師 李琴霞老師

宗教 資訊科技 體育 中文 數學 生活教育

殷倩敏老師 蔡榮烈老師 譚紫蔓老師 張曉桐老師 李琴霞老師 張曉桐老師

左邊為:單週 右邊為:雙週

同一課節

P4C 直播課堂時間表

11:10 - 11:50

08:05 - 08:50

09:10 - 09:50

10:10 - 10:50

星期二

中文

張曉桐老師

音樂

朱嘉興老師

英文

沈瑩瑩老師

班別: P4D 班主任：陳綺薇老師

時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四 星期五

常識 音樂 中文 中文

譚紫蔓老師 朱嘉興老師 陳綺薇老師 陳綺薇老師

中文 常識 體育 資訊科技 宗教 英文

陳綺薇老師 譚紫蔓老師 譚紫蔓老師 何美欣老師 鍾菁菁老師 陳知諾老師

英文 英文 英文 數學

陳知諾老師 陳知諾老師 陳知諾老師 林蘭智老師

視覺藝術 中文 數學 生活教育

陳少燕老師 陳綺薇老師 林蘭智老師 陳綺薇老師

左邊為:單週 右邊為:雙週

同一課節

陳綺薇老師

P4D 直播課堂時間表

11:10 - 11:50

08:05 - 08:50

09:10 - 09:50

10:10 - 10:50

數學

星期三

林蘭智老師

英文

陳知諾老師

中文



 

 

 

班別: P4E 班主任：鄧海汶老師

時段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中文 資訊科技 體育 數學 常識 中文

劉旨君老師 黎力豪老師 梁志賢老師 鍾菁菁老師 鄧海汶老師 劉旨君老師

音樂 中文 中文 英文

黃曉澄老師 劉旨君老師 劉旨君老師 吳浩銘老師

英文 英文 英文 數學

吳浩銘老師 吳浩銘老師 吳浩銘老師 鍾菁菁老師

宗教 常識 數學 生活教育

鍾菁菁老師 鄧海汶老師 鍾菁菁老師 鄧海汶老師

左邊為:單週 右邊為:雙週

同一課節

P4E 直播課堂時間表

11:10 - 11:50

08:05 - 08:50

09:10 - 09:50

10:10 - 10:50

星期二

中文

劉旨君老師

英文

吳浩銘老師

視覺藝術

張曉桐老師

班別: P4F 班主任：林婉碧老師

時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常識 英文 音樂 中文

殷倩敏老師 林婉碧老師 黃曉澄老師 李俊英老師

數學 中文 中文 資訊科技 體育 宗教

何美欣老師 李俊英老師 李俊英老師 黎力豪老師 梁志賢老師 鍾菁菁老師

英文 視覺藝術 英文 英文

林婉碧老師 張曉桐老師 林婉碧老師 林婉碧老師

中文 數學 常識 生活教育

李俊英老師 何美欣老師 殷倩敏老師 林婉碧老師

左邊為:單週 右邊為:雙週

同一課節

P4F 直播課堂時間表

11:10 - 11:50

08:05 - 08:50

09:10 - 09:50

10:10 - 10:50

星期四

中文

李俊英老師

數學

何美欣老師

英文

林婉碧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