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A 單數週：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25/11/2022

(星期五)

09/12/2022

(星期五)

班主任節
谷又義老師
李慕琦老師

(4927466736)
早會及班主任節 早會及班主任節

陳家華老師
(6613794808)

鄧志豪老師
(2600907013)

陳家華老師
(6613794808)

鄧志豪老師
(2600907013)

李尤培老師
(2238801666)

趙志偉老師
(6252251312)

11:15 - 12:05 L4 電影及超媒體 中文 英文 電影及超媒體 電影及超媒體 學生不用上課 11:15 - 12:05 L4 電影及超媒體 電影及超媒體

12:20 - 13:10 L5 電影及超媒體 酒店營運
視覺藝術

酒店營運
視覺藝術

電影及超媒體 12:20 - 13:10 L5 公民與社會發展 週會

雙數週：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02/12/2022

(星期五)

16/12/2022

(星期五)

班主任節
谷又義老師
李慕琦老師

(4927466736)
早會及班主任節 早會及班主任節

吳峻鴻老師
(2408323501)

廖曉婷老師
(9615148712)

張健恒老師
(7166289396)

岑翠珊老師
(6512201034)

張健恒老師
(7166289396)

岑翠珊老師
(6512201034)

曾亮瑜老師
(7534139089)

葉海帆老師
(4760508362)

12:20 - 13:10 L5 英文 體驗學習 數學 公民與社會發展 12:20 - 13:10 L5 英文 週會

26/10/2022(三)至18/11/2022(五)，下午 15:30 - 16:20 網課時間表 ：

星期二 星期五

10月25日 10月28日
曾亮瑜老師

(7534139089)
葉海帆老師

(4760508362)
11月1日 11月4日

李尤培老師
(2238801666)

李尤培老師
(2238801666)

趙志偉老師
(6252251312)

趙志偉老師
(6252251312)

11月8日 11月11日
陳家華老師

(6613794808)
張健恒老師

(7166289396)
鄧志豪老師

(2600907013)
岑翠珊老師

(6512201034)
11月15日 11月18日

李尤培老師
(2238801666)

曾亮瑜老師
(7534139089)

趙志偉老師
(6252251312)

葉海帆老師
(4760508362)

21/11/2022(一)至03/01/2023(二)，下午上課時間表：
星期二 星期五

11月22日 11月25日

11月29日 12月2日

12月6日 12月9日

12月13日 12月16日

* 電影及超媒體將於 24/10(星期一) 14:30 - 17:30 及 27/10 (星期四) 12：30 - 15：30 補課。

14/11、28/11及12/12(星期一)修讀電影及超媒體學生需於14:30-17:30到503室出席實體課 。

11/11、23/11及7/12(星期三)修讀酒店營運學生需於14:30-17:30到天水圍酒店及旅遊學院出席實體課。

12月12日 12月14日 12月15日

12月5日 12月7日 12月8日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L6-酒店營運/視覺藝術/視覺藝術[校本]

L7-數學

數學 英文電影及超媒體 學生不用上課

第一學期統一測驗 聯校運動會翌日假期

11月28日 11月30日 12月1日

11月14日 11月16日 11月17日

11月21日 11月23日 11月24日

10月31日 11月2日 11月3日

11月7日

中文
酒店營運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

電影及超媒體 學生不用上課

酒店營運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

10:25 - 11:15 L3 英文

11:15 - 12:05 L4 酒店營運
視覺藝術

08:30 - 09:20 L1 公民與社會發展

09:20 - 10:10 L2 英文

中文 英文

電影及超媒體 公民與社會發展

*學生下午回校參與
全方位學習面授課堂

11:15 - 12:05 L4 英文 體驗學習 音樂 中文
酒店營運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

10:25 - 11:15 L3 公民與社會發展 體驗學習 音樂

L2 中文
酒店營運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

酒店營運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
班主任課 英文

08:30 - 09:20 L1
電影及超媒體

(學生不用上課,將另行
安排)

酒店營運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

酒店營運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

【週次 09】25/10 - 28/10

【週次 11】07/11 - 11/11

【週次 13】21/11 - 25/11

【週次 15】05/12 - 09/12

28/10/2022 及 11/11/2022

(星期五)

*學生下午回校參與
全方位學習面授課堂

【週次 10】31/10 - 04/11

【週次 12】14/11 - 18/11

【週次 14】28/11 - 02/12

【週次 16】12/12 - 16/12

【週次 18】03/01 (星期二)

04/11/2022 及 18/11/2022

(星期五)

數學 數學

數學 中文 數學 數學

班主任課 公民與社會發展 英文 中文 L3 中文  

L1 數學 08:30 - 09:20 L1 體育 英文 中文

09:20 - 10:10 L2

10:25 - 11:15 L3

體育

數學

數學 

數學 

中文  

L6-電影及超媒體
L7-英文

L6-酒店營運/視覺藝術/視覺藝術[校本]

L7-英文
L6-公民與社會發展
L7-數學

08:15 - 08:30 早會及班主任節 08:15 - 08:30

08:15 - 08:30 早會及班主任節 08:15 - 08:30

08:30 - 09:20

09:20 - 10:10 L2

11月9日 11月10日

數學 

10:25 - 11:15

L6-音樂
L7-數學

L6-酒店營運/視覺藝術/視覺藝術[校本]

L7-電影及超媒體

L6-中文
L7-體育

L6-班主任課
L7-酒店營運/視覺藝術/視覺藝術[校本]

L6-電影及超媒體
L7-體驗學習課 (公民與社會發展)

L6-體驗學習課 (中文)
L7-中文

L6-數學
L7-中文

L6-公民與社會發展
L7-數學

公民與社會發展

英文

英文

酒店營運
視覺藝術

中文 中文體育 吳峻鴻老師
(2408323501)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10月24日 10月26日 10月27日

09:20 - 10:10



5B 單數週：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25/11/2022

(星期五)

09/12/2022

(星期五)

班主任節
李瑋佳老師
趙志偉老師

(7472710713)
早會及班主任節 早會及班主任節

鄧志豪老師
(2600907013)

谷又義老師
(4927466736)

鄧志豪老師
(2600907013)

谷又義老師
(4927466736)

趙志偉老師
(6252251312)

吳沛樺老師
(7878025587)

電影及超媒體 電影及超媒體 電影及超媒體 學生不用上課 電影及超媒體 電影及超媒體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馬惠敏老師
(2522744872)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化學 化學 化學 化學老師
(4617514915)

化學 化學

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 李瑋佳老師
(7472710713)

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

12:20 - 13:10 L5

電影及超媒體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化學
中國歷史

酒店營運
資訊及通訊科技

旅遊與款待
視覺藝術

酒店營運
資訊及通訊科技

旅遊與款待
視覺藝術

電影及超媒體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化學
中國歷史

12:20 - 13:10 L5 公民與社會發展 週會

雙數週：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02/12/2022

(星期五)

16/12/2022

(星期五)

班主任節
李瑋佳老師
趙志偉老師

(7472710713)
早會及班主任節 早會及班主任節

廖曉婷老師
(9615148712)

區少銓老師
(2130658406)

岑翠珊老師
(6512201034)

羅至美老師
(6916167284)

岑翠珊老師
(6512201034)

羅至美老師
(6916167284)

酒店營運 學生不用上課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資訊及通訊科技 楊嘉豪老師
(4228651869)

資訊及通訊科技 資訊及通訊科技

旅遊與款待 王美琪老師
(4590851694)

旅遊與款待 旅遊與款待

視覺藝術 葉海帆老師
(4760508362)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12:20 - 13:10 L5 英文 體驗學習 數學 公民與社會發展 12:20 - 13:10 L5 英文 週會

26/10/2022(三)至18/11/2022(五) ，下午 15:30 - 16:20 網課時間表 ：

星期二 星期五

10月25日 10月28日
酒店營運 學生不用上課

資訊及通訊科技 楊嘉豪老師
(4228651869)

旅遊與款待 王美琪老師
(4590851694)

視覺藝術 葉海帆老師
(4760508362)

11月1日 11月4日
趙志偉老師

(6252251312)
趙志偉老師

(6252251312)
吳沛樺老師

(7878025587)
吳沛樺老師

(7878025587)
11月8日 11月11日

鄧志豪老師
(2600907013)

電影及超媒體 學生不用上課 岑翠珊老師
(6512201034)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馬惠敏老師
(2522744872)

化學 化學老師
(4617514915)

中國歷史 李瑋佳老師
(7472710713)

11月15日 11月18日

電影及超媒體 學生不用上課 趙志偉老師
(6252251312)

酒店營運 學生不用上課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馬惠敏老師
(2522744872)

資訊及通訊科技 楊嘉豪老師
(4228651869)

化學 化學老師
(4617514915)

旅遊與款待 王美琪老師
(4590851694)

中國歷史 李瑋佳老師
(7472710713)

視覺藝術 葉海帆老師
(4760508362)

21/11/2022(一)至03/01/2023(二)，下午上課時間表：
星期二 星期五

11月22日 11月25日

11月29日 12月2日

12月6日 12月9日

12月13日 12月16日

* 電影及超媒體將於 24/10(星期一) 14:30 - 17:30 及 27/10 (星期四) 12：30 - 15：30 補課。

14/11、28/11及12/12(星期一)修讀電影及超媒體學生需於14:30-17:30到503室出席實體課 。

11/11、23/11及7/12(星期三)修讀酒店營運學生需於14:30-17:30到天水圍酒店及旅遊學院出席實體課。

L6-電影及超媒體/BAFS/中史/化學

L7-英文

羅至美老師
(6916167284)

數學 谷又義老師
(4927466736)

中文 吳沛樺老師
(7878025587)

英文

11月14日 11月16日 11月17日

11月21日 11月23日 11月24日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12月12日 12月14日 12月15日

11月28日 11月30日 12月1日

12月5日 12月7日 12月8日

L6-體育
L7-數學

英文

英文

第一學期統一測驗 聯校運動會翌日假期

10:25 - 11:15 L3 公民與社會發展 體驗學習 體育

L2 中文

酒店營運
資訊及通訊科技

旅遊與款待
視覺藝術

酒店營運
資訊及通訊科技

旅遊與款待
視覺藝術

班主任課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10月24日 10月26日 10月27日

*學生下午回校參與
全方位學習面授課堂

中文

酒店營運
資訊及通訊科技

旅遊與款待
視覺藝術

酒店營運
資訊及通訊科技

旅遊與款待
視覺藝術

電影及超媒體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化學
中國歷史

公民與社會發展

英文

11:15 - 12:05 L4 英文 體驗學習 體育

數學

L2 數學

L3 中文  

09:20 - 10:10

10:25 - 11:15

08:30 - 09:20 L1 公民與社會發展

11:15 - 12:05

10:25 - 11:15 L3 數學 班主任課 公民與社會發展

L4

08:30 - 09:20 L1

音樂
鄧藹婷老師

(7347455581)

09:20 - 10:10 L2 音樂 數學 中文

08:30 - 09:20 L1 音樂 英文 中文

11:15 - 12:05 L4 中文 英文

【週次 09】25/10 - 28/10

【週次 11】07/11 - 11/11

【週次 13】21/11 - 25/11

【週次 15】05/12 - 09/12

28/10/2022 及 11/11/2022

(星期五)

*學生下午回校參與
全方位學習面授課堂

【週次 10】31/10 - 04/11

【週次 12】14/11 - 18/11

【週次 14】28/11 - 02/12

【週次 16】12/12 - 16/12

【週次 18】03/01 (星期二)

04/11/2022 及 18/11/2022

(星期五)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英文 中文

數學

數學

中文  

L6-酒店營運/ICT/THS/VA

L7-英文
L6-公民與社會發展
L7-數學

08:15 - 08:30 早會及班主任節 08:15 - 08:30

08:15 - 08:30 早會及班主任節 08:15 - 08:30

英文

10月31日 11月2日 11月3日

11月7日 11月9日 11月10日

L6-數學
L7-中文

L6-公民與社會發展
L7-數學

L6-中文
L7-音樂

L6-班主任課
L7-酒店營運/ICT/THS/VA

L6-酒店營運/ICT/THS/VA

L7-電影及超媒體/BAFS/中史/化學

L6-酒店營運/ICT/THS/VA

L7-數學

L6-電影及超媒體/BAFS/中史/化學

L7-體驗學習課 (公民與社會發展)

L6-體驗學習課 (中文)
L7-中文

公民與社會發展

英文

英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11:15 - 12:05 L4

09:20 - 10:10 L2

10:25 - 11:15 L3

09:20 - 10:10

08:30 - 09:20 L1

電影及超媒體
(學生不用上課,將另行安排)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化學

中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