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5A 5月23日 5月24日 5月25日 5月26日
5月27日

6月24日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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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至美老師、

鄧藹婷老師

(6916167284)

吳沛樺老師

(7878025587)

趙志偉老師

(6252251312)

陳志球老師

(9950513160)

區少銓老師

(2130658406)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陳志球老師

(9950513160)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李慕琦老師

(2670558902)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校本)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下午沒有全方位學習課程

5A 5月30日 5月31日 6月1日 6月2日 6月3日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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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至美老師、

鄧藹婷老師

(6916167284)

簡國榮老師

(5893802675)

莊廣衡老師

(4584278222)

09:30 - 10:15 音樂 數學 英文 數學 09:30 - 10:15 音樂 數學 英文 數學 體育
盛荻芹老師

(8737595427)

10:30 - 11:15 數學 英文 數學 英文 10:30 - 11:15 數學 英文 數學 英文 體育
盛荻芹老師

(8737595427)

吳沛樺老師

(7878025587)

趙志偉老師

(6252251312)

12:30 - 13:15 電影及超媒體 中文 通識 電影及超媒體 12:30 - 13:15 電影及超媒體 中文 通識 電影及超媒體

英文 通識 通識中文 英文 數學

6月17日

通識

電影及超媒體

中文

12:30 - 13:15

中文

通識

數學

電影及超媒體

電影及超媒體

英文

英文

通識

電影及超媒體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音樂 通識

電影及超媒體通識

回校上課

英文 數學

上午ZOOM課堂

下午面授全方位學習
單數週

星期五

英文

端午節假期

通識

08:30 - 09:15 數學 中文

14:30-14:45回校

14:55 - 16:15

全方位學習課程(面授)

中文

12:15-14:30

午膳及回校

數學08:30 - 09:15

11:30 -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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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校上課

下午面授全方位學習
雙數週

星期五

英文

中文

通識

通識
區少銓老師

(2130658406)

11:30 - 12:15 中文 英文
張健恒老師

(7166289396)

10:30 - 11:15 中文 通識

12:15-13:15

週會

中文

09:30 - 10:15 中文 通識 電影及超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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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0日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單數週

數學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08:30 - 09:15

11:30 - 12:15

雙數週

10:30 - 11:15 英文

08:30 - 09:15 數學 中文電影及超媒體

09:30 - 10:15 電影及超媒體

11:30 - 12:15 英文

通識12:30 - 13:15

回校上課

中文

音樂

中文

通識

https://zoom.us/j/6916167284
https://zoom.us/j/6916167284
https://zoom.us/j/6916167284
https://zoom.us/j/7878025587
https://zoom.us/j/7878025587
https://zoom.us/j/6252251312
https://zoom.us/j/6252251312
https://zoom.us/j/9950513160
https://zoom.us/j/9950513160
https://zoom.us/j/2130658406
https://zoom.us/j/2130658406
https://zoom.us/j/9950513160
https://zoom.us/j/9950513160
https://zoom.us/j/2130658406
https://zoom.us/j/2670558902
https://zoom.us/j/2670558902
https://zoom.us/j/7166289396
https://zoom.us/j/6916167284
https://zoom.us/j/6916167284
https://zoom.us/j/6916167284
https://zoom.us/j/5893802675
https://zoom.us/j/5893802675
https://zoom.us/j/4584278222
https://zoom.us/j/4584278222
https://zoom.us/j/8737595427
https://zoom.us/j/8737595427
https://zoom.us/j/8737595427
https://zoom.us/j/8737595427
https://zoom.us/j/7878025587
https://zoom.us/j/7878025587
https://zoom.us/j/6252251312
https://zoom.us/j/6252251312
https://zoom.us/j/2130658406
https://zoom.us/j/2130658406
https://zoom.us/j/7166289396
https://zoom.us/j/7166289396


附件一

5B 5月23日 5月24日 5月25日 5月26日
5月27日

6月24日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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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寶齡老師、

張健恒老師

 (4688747134)

電影及超媒體 電影及超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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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

組合科學(生物) 組合科學(化學) 組合科學(生物) 組合科學(化學)

電影及超媒體 電影及超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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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

組合科學(生物) 組合科學(化學) 組合科學(生物) 組合科學(化學)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資訊及通訊科技 資訊及通訊科技 資訊及通訊科技 資訊及通訊科技

旅遊與款待 旅遊與款待 旅遊與款待 旅遊與款待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資訊及通訊科技 資訊及通訊科技 資訊及通訊科技 資訊及通訊科技

旅遊與款待 旅遊與款待 旅遊與款待 旅遊與款待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酒店營運

資訊及通訊科技 資訊及通訊科技 資訊及通訊科技 資訊及通訊科技

旅遊與款待 旅遊與款待 旅遊與款待 旅遊與款待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下午沒有全方位學習課程

5B 5月30日 5月31日 6月1日 6月2日 6月3日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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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寶齡老師、

張健恒老師

 (4688747134)

莊廣衡老師

(4584278222)

谷又義老師

(4927466736)

09:30 - 10:15 體育 數學 英文 數學 09:30 - 10:15 體育 數學 英文 數學 音樂
鄧藹婷老師

(7347455581)

10:30 - 11:15 數學 英文 數學 英文 10:30 - 11:15 數學 英文 數學 英文 音樂
鄧藹婷老師

(7347455581)

趙志偉老師

(6252251312)

鍾寶齡老師

(4688747134)

電影及超媒體 電影及超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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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

組合科學(生物) 組合科學(化學) 組合科學(生物) 組合科學(化學)

通識 英文 數學

中文 英文 數學 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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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ZOOM課堂

下午面授全方位學習

12:15-14:30

午膳及回校

11:30 - 12:15 中文

08:30 - 09:15 數學

12:30 - 13:15中文

單數週

星期五

通識 中文 通識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端午節假期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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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6月17日

14:30-14:45回校

14:55 - 16:15

全方位學習課程(面授)

12:30 - 13:15 通識

11:30 - 12:15 中文 英文

張健恒老師

(7166289396)

蔡蕊賢老師

(5309917163)

12:15-14:30

午膳及回校

英文

通識

通識

區少銓老師

(2130658406)

簡安敏老師

(3191226686)

10:30 - 11:15 中文 通識

區少銓老師

(2130658406)

簡安敏老師

(3191226686)

6月10日

08:30 - 09:15 數學 中文 中文

趙志偉老師

(6252251312)

鍾寶齡老師

(4688747134)

09:30 - 10:15 中文 通識

雙數週

星期五

英文

中文

通識 英文 數學

通識

中文 通識

中文 英文

中文 通識

12:15-13:15

週會

12:30 - 13:15

雙數週

單數週

11:30 - 12:15

通識

11:30 - 12:15 英文 數學中文

英文

通識

英文

通識

08:30 - 09:15 數學 中文

08:30 - 09:15

09:30 - 10:15

12:30 - 13:15

10:30 - 11:15

回校上課

體育

https://zoom.us/j/4688747134
https://zoom.us/j/4688747134
https://zoom.us/j/4688747134
https://zoom.us/j/6252251312
https://zoom.us/j/4688747134
https://zoom.us/j/2130658406
https://zoom.us/j/3191226686
https://zoom.us/j/2130658406
https://zoom.us/j/3191226686
https://zoom.us/j/7166289396
https://zoom.us/j/5309917163
https://zoom.us/j/4688747134
https://zoom.us/j/4688747134
https://zoom.us/j/4688747134
https://zoom.us/j/4584278222
https://zoom.us/j/4584278222
https://zoom.us/j/4927466736
https://zoom.us/j/4927466736
https://zoom.us/j/7347455581
https://zoom.us/j/7347455581
https://zoom.us/j/7347455581
https://zoom.us/j/7347455581
https://zoom.us/j/6252251312
https://zoom.us/j/6252251312
https://zoom.us/j/4688747134
https://zoom.us/j/4688747134
https://zoom.us/j/7166289396
https://zoom.us/j/7166289396
https://zoom.us/j/5309917163
https://zoom.us/j/5309917163
https://zoom.us/j/2130658406
https://zoom.us/j/2130658406
https://zoom.us/j/3191226686
https://zoom.us/j/3191226686
https://zoom.us/j/2130658406
https://zoom.us/j/2130658406
https://zoom.us/j/3191226686
https://zoom.us/j/3191226686
https://zoom.us/j/6252251312
https://zoom.us/j/6252251312
https://zoom.us/j/4688747134
https://zoom.us/j/4688747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