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3A 5月23日 5月24日 5月25日 5月26日
5月27日

6月24日 3A 6月6日

6月20日

6月7日

6月21日

6月8日

6月22日

6月9日

6月23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任教老師

08:15 - 08:30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08:15 - 08:30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莊廣衡老師、

高敏儀老師

 (4584278222)

08:30 - 09:15 普通話 基本商業 音樂 中文 視覺藝術 08:30 - 09:15 普通話 基本商業 音樂 中文 視覺藝術
鄧祖兒老師

(4442789607)

09:30 - 10:15 德育 德育 數學 英文 數學 09:30 - 10:15 德育 德育 數學 英文 數學
陳家華老師

(6613794808)

10:30 - 11:15 中文 英文 科學 數學 英文 10:30 - 11:15 中文 英文 科學 數學 英文
蔡蕊賢老師

(5309917163)

11:30 - 12:15 中國歷史 英文 科學 科學 班主任課 11:30 - 12:15 中國歷史 英文 科學 科學 班主任課

莊廣衡老師、

高敏儀老師

 (4584278222)

12:30 - 13:15 數學

第二階段：

高中選修銜接

（中國歷史）

第二階段：

高中選修銜接

（旅遊與款待）

第二階段：

高中選修銜接

（資訊及通訊科技）

12:15-13:15

週會
12:30 - 13:15 數學

第二階段：

高中選修銜接

（中國歷史）

第二階段：

高中選修銜接

（旅遊與款待）

第二階段：

高中選修銜接

（資訊及通訊科技）

下午沒有全方位學習課程

3A 5月30日 5月31日 6月1日 6月2日 6月3日 3A 6月13日

6月27日

6月14日

6月28日

6月15日

6月29日

6月16日

6月30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任教老師

08:15 - 08:30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08:15 - 08:30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莊廣衡老師、

高敏儀老師

 (4584278222)

設計與科技 設計與科技

科技與生活 科技與生活

設計與科技 設計與科技

科技與生活 科技與生活

10:30 - 11:15 基本商業 中文 體育 生活與社會 10:30 - 11:15 基本商業 中文 體育 生活與社會 視覺藝術
鄧祖兒老師

(4442789607)

11:30 - 12:15 英國文學 中文 體育 普通電腦 11:30 - 12:15 英國文學 中文 體育 普通電腦 視覺藝術
鄧祖兒老師

(4442789607)

12:30 - 13:15 英文 數學 英文 普通電腦 12:30 - 13:15 英文 數學 英文 普通電腦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端午節假期

14:30-14:45回校

14:55 - 16:15

全方位學習課程(面授)

6月17日

上午ZOOM課堂

下午面授全方位學習

科學
高敏儀老師

(3343932894)

星期五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12:15-14:30

午膳及回校

朱元基老師

(2425111397)

08:30 - 09:15

中文

回校上課

生活與社會 中國歷史 生活與社會

生活與社會 生活與社會 中文

回校上課

14:30-14:45回校

14:55 - 16:15

全方位學習課程(面授)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星期五

12:15-14:30

午膳及回校

下午面授全方位學習
回校上課

上午ZOOM課堂

上課堂時間表、授課科目及任教老師

(2022年5月23日至6月30日)

6月10日

生活與社會 中文

中國歷史

回校上課

09:30 - 10:15

08:30 - 09:15 生活與社會

生活與社會

單數週

09:30 - 10:15

生活與社會

雙數週

單數週

雙數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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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oom.us/j/530991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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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oom.us/j/458427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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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3B 5月23日 5月24日 5月25日 5月26日
5月27日

6月24日 3B 6月6日

6月20日

6月7日

6月21日

6月8日

6月22日

6月9日

6月23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任教老師

08:15 - 08:30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08:15 - 08:30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黃國基老師、

簡國榮老師

(3033549007)

08:30 - 09:15 數學 數學 數學 視覺藝術 普通電腦 08:30 - 09:15 數學 數學 數學 視覺藝術 普通電腦
申雨和老師

(9995167323)

09:30 - 10:15 普通話 生活與社會 中文 數學 數學 09:30 - 10:15 普通話 生活與社會 中文 數學 數學
申雨和老師

(9995167323)

10:30 - 11:15 科學 科學 體育 生活與社會 英文 10:30 - 11:15 科學 科學 體育 生活與社會 英文
羅至美老師

(6916167284)

11:30 - 12:15 生活與社會 科學 體育 基本商業 班主任課 11:30 - 12:15 生活與社會 科學 體育 基本商業 班主任課

黃國基老師、

簡國榮老師

(3033549007)

12:30 - 13:15 中文

第二階段：

高中選修銜接

（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

第二階段：

高中選修銜接

（化學）

第二階段：

高中選修銜接

（視覺藝術）

12:15-13:15

週會
12:30 - 13:15 中文

第二階段：

高中選修銜接

（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

第二階段：

高中選修銜接

（化學）

第二階段：

高中選修銜接

（視覺藝術）

下午沒有全方位學習課程

3B 5月30日 5月31日 6月1日 6月2日 6月3日 3B 6月13日

6月27日

6月14日

6月28日

6月15日

6月29日

6月16日

6月30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任教老師

08:15 - 08:30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08:15 - 08:30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黃國基老師、

簡國榮老師

(3033549007)

08:30 - 09:15 英文 英文 生活與社會 科學 08:30 - 09:15 英文 英文 生活與社會 科學 中文
鍾寶齡老師

(4688747134)

09:30 - 10:15 德育 中文 音樂 英文 09:30 - 10:15 德育 中文 音樂 英文 生活與社會
蘇健庭老師

(9294822905)

10:30 - 11:15 中國歷史 德育 英文 中文 10:30 - 11:15 中國歷史 德育 英文 中文 英國文學
Mr. Tallent

(3540786333)

設計與科技 設計與科技

科技與生活 科技與生活

設計與科技 設計與科技

科技與生活 科技與生活

視覺藝術

12:30 - 13:15 基本商業 中文 視覺藝術

11:30 - 12:15 中國歷史 英文

14:30-14:45回校

14:55 - 16:15

全方位學習課程(面授)

12:15-14:30

午膳及回校

單數週

星期五

端午節假期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中國歷史 英文 視覺藝術

基本商業 中文 視覺藝術

14:30-14:45回校

14:55 - 16:15

全方位學習課程(面授)

上午ZOOM課堂

下午面授全方位學習

6月17日

11:30 - 12:15 普通電腦
申雨和老師

(9995167323)

12:15-14:30

午膳及回校
12:30 - 13:15

上課堂時間表、授課科目及任教老師

(2022年5月23日至6月30日)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上午ZOOM課堂

下午面授全方位學習

6月10日

雙數週

星期五

回校上課雙數週

單數週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回校上課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回校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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