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19-2020 年度 全面復課(2020年 6月 8日至 6月 19日) 

1A班上課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5-08:30 早會及班主任節 

08:30-08:55 中史 設計與科技/ 

科技與生活 

數學 科學 體育 

08:55-09:20 中文 視覺藝術 中文 體育 

09:20-09:45 數學 科學 視覺藝術 中文 中文 

09:45-10:00 小息一 

10:00-10:25 德育 數學 視覺藝術 音樂 數學 

10:25-10:50 通識 中文 中文 數學 通識 

10:50-11:15 英文 通識 普通電腦 中史 基本商業 

11:15-11:30 小息二 

11:30-11:55 英文 通識 普通電腦 普通話 德育 

11:55-12:20 科學 基本商業 英文 英文 英文 

12:20-12:45 科學 英文 通識 英國文學 

放學 
12:45-13:10 

數學學習 

支援班 

英文學習 

支援班 
通識 

中文學習 

支援班 

放學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19-2020 年度 全面復課(2020年 6月 8日至 6月 19日) 

1B 班上課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5-08:30 早會及班主任節 

08:30-08:55 中文 視覺藝術 基本商業 德育 科學 

08:55-09:20 中文 視覺藝術 基本商業 通識 科學 

09:20-09:45 英國文學 視覺藝術 英文 通識 中文 

09:45-10:00 小息一 

10:00-10:25 德育 英文 音樂 中文 數學 

10:25-10:50 中史 中文 中文 普通話 通識 

10:50-11:15 英文 普通電腦 體育 數學 
設計與科技/ 

科技與生活 

11:15-11:30 小息二 

11:30-11:55 英文 普通電腦 體育 數學 
設計與科技/ 

科技與生活 

11:55-12:20 通識 科學 數學 科學 英文 

12:20-12:45 通識 數學 通識 英文 

放學 
12:45-13:10 

數學學習 

支援班 

英文學習 

支援班 
中史 

中文學習 

支援班 

放學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19-2020 年度 全面復課(2020年 6月 8日至 6月 19日) 

2A班上課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5-08:30 早會及班主任節 

08:30-08:55 科學 科學 中史 英文 中文 

08:55-09:20 通識 科學 英文 英國文學 通識 

09:20-09:45 通識 基本商業 音樂 數學 數學 

09:45-10:00 小息一 

10:00-10:25 數學 德育 數學 中文 視覺藝術 

10:25-10:50 基本商業 通識 普通話 中文 視覺藝術 

10:50-11:15 英文 數學 中文 
設計與科技/ 

科技與生活 
視覺藝術 

11:15-11:30 小息二 

11:30-11:55 英文 英文 中文 
設計與科技/ 

科技與生活 
科學 

11:55-12:20 普通電腦 中文 科學 通識 英文 

12:20-12:45 普通電腦 中史 體育 通識 

放學 
12:45-13:10 

數學學習 

支援班 

英文學習 

支援班 
體育 

中文學習 

支援班 

放學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19-2020 年度 全面復課(2020年 6月 8日至 6月 19日) 

2B 班上課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5-08:30 早會及班主任節 

08:30-08:55 數學 數學 音樂 英文 中文 

08:55-09:20 中史 中文 英文 數學 英國文學 

09:20-09:45 通識 英文 英文 中文 中史 

09:45-10:00 小息一 

10:00-10:25 中文 通識 科學 德育 英文 

10:25-10:50 中文 通識 科學 視覺藝術 數學 

10:50-11:15 
設計與科技/ 

科技與生活 
科學 數學 視覺藝術 普通電腦 

11:15-11:30 小息二 

11:30-11:55 
設計與科技/ 

科技與生活 
科學 基本商業 視覺藝術 普通電腦 

11:55-12:20 英文 體育 通識 基本商業 科學 

12:20-12:45 普通話 體育 通識 通識 

放學 
12:45-13:10 

數學學習 

支援班 

英文學習 

支援班 
中文 

中文學習 

支援班 

放學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19-2020 年度 全面復課(2020年 6月 8日至 6月 19日) 

3A班上課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5-08:30 早會及班主任節 

08:30-08:55 英文 數學 設計與科技/ 

科技與生活 

通識 中史 

08:55-09:20 英文 基本商業 通識 普通電腦 

09:20-09:45 普通話 中文 數學 中文 普通電腦 

09:45-10:00 小息一 

10:00-10:25 中文 通識 通識 英國文學 體育 

10:25-10:50 中文 德育 通識 英文 體育 

10:50-11:15 數學 英文 科學 數學 英文 

11:15-11:30 小息二 

11:30-11:55 通識 英文 科學 數學 德育 

11:55-12:20 視覺藝術 音樂 中文 中史 中文 

12:20-12:45 視覺藝術 科學 基本商業 科學 

放學 
12:45-13:10 視覺藝術 

6月 9日 

基本商業 

6月 16日 

科學 

6 月 10日 

視覺藝術 

6 月 17日 

基本商業 

6月 11日 

中史 

6月 18日 

電腦 

放學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19-2020 年度 全面復課(2020年 6月 8日至 6月 19日) 

3B 班上課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5-08:30 早會及班主任節 

08:30-08:55 德育 體育 普通話 通識 英文 

08:55-09:20 數學 體育 數學 通識 數學 

09:20-09:45 通識 數學 英文 英文 視覺藝術 

09:45-10:00 小息一 

10:00-10:25 中文 科學 德育 數學 視覺藝術 

10:25-10:50 音樂 科學 通識 中史 視覺藝術 

10:50-11:15 英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通識 

11:15-11:30 小息二 

11:30-11:55 英文 英文 中文 中文 通識 

11:55-12:20 英國文學 普通電腦 基本商業 設計與科技/ 

科技與生活 

基本商業 

12:20-12:45 中史 普通電腦 科學 

放學 
12:45-13:10 科學 

6月 9日 

視覺藝術 

6月 16日 

科學 

6 月 10日 

基本商業 

6 月 17日 

電腦 

6月 11日 

基本商業 

6月 18日 

中史 

放學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19-2020 年度 全面復課(2020年 6月 8日至 6月 19日) 

4A班上課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5-08:30 早會及班主任節 

08:30-08:55 視覺藝術 數學 體育增潤 視覺藝術 數學 

08:55-09:20 視覺藝術 數學 體育增潤 視覺藝術 英文 

09:20-09:45 視覺藝術 通識 體育增潤 視覺藝術 家政增潤 

09:45-10:00 小息一 

10:00-10:25 英文 通識 通識 英文 家政增潤 

10:25-10:50 通識 通識 通識 英文 家政增潤 

10:50-11:15 中文 體育 數學 音樂 中文 

11:15-11:30 小息二 

11:30-11:55 中文 體育 數學 音樂 中文 

11:55-12:20 數學 英文 英文 數學 通識 

12:20-12:45 數學 英文 中文 中文 
放學 

12:45-13:10 英文 中文 中文 通識 

放學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19-2020 年度 全面復課(2020年 6月 8日至 6月 19日) 

4B 班上課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5-08:30 早會及班主任節 

08:30-08:55 視覺藝術/ 

資訊及通訊 

科技/ 

旅遊與款待 

數學 組合科學/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中史 

視覺藝術/ 

資訊及通訊 

科技/ 

旅遊與款待 

數學 

08:55-09:20 數學 英文 

09:20-09:45 通識 
組合科學/ 

企財/中史 

09:45-10:00 小息一 

10:00-10:25 英文 通識 通識 英文 組合科學/ 

企財/中史 10:25-10:50 通識 通識 通識 英文 

10:50-11:15 中文 音樂 數學 體育 中文 

11:15-11:30 小息二 

11:30-11:55 中文 音樂 數學 體育 中文 

11:55-12:20 數學 英文 英文 數學 通識 

12:20-12:45 數學 英文 中文 中文 
放學 

12:45-13:10 英文 中文 中文 通識 

放學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19-2020年度 全面復課(2020年 6月 8日至 6月 19日) 

5A班上課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5-08:30 早會及班主任節 

08:30-08:55 中文 通識 數學 英文 中文 

08:55-09:20 中文 英文 數學 英文 中文 

09:20-09:45 數學 英文 中文 通識 通識 

09:45-10:00 小息一 

10:00-10:25 通識 中文 英文 通識 英文 

10:25-10:50 電影及超媒體 中文 英文 電影及超媒體 英文 

10:50-11:15 電影及超媒體 數學 通識 電影及超媒體 體育 

11:15-11:30 小息二 

11:30-11:55 電影及超媒體 數學 通識 電影及超媒體 體育 

11:55-12:20 音樂 
視覺藝術/ 

酒店營運 

視覺藝術/ 

酒店營運 

中文 數學 

12:20-12:45 音樂 數學 
放學 

12:45-13:10 通識 數學 

放學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19-2020年度 全面復課(2020年 6月 8日至 6月 19日) 

5B班上課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5-08:30 早會及班主任節 

08:30-08:55 中文 通識 數學 英文 中文 

08:55-09:20 中文 英文 數學 英文 中文 

09:20-09:45 數學 英文 中文 通識 通識 

09:45-10:00 小息一 

10:00-10:25 通識 中文 英文 通識 英文 

10:25-10:50 組合科學/ 
企財/中史/ 
電影及超媒體 

中文 英文 組合科學/ 
企財/中史/ 
電影及超媒體 

英文 

10:50-11:15 數學 通識 音樂 

11:15-11:30 小息二 

11:30-11:55 
組合科學/ 
企財/中史/ 
電影及超媒體 

數學 通識 
組合科學/ 
企財/中史/ 
電影及超媒體 

音樂 

11:55-12:20 體育 視覺藝術/ 
資訊及通訊科技/ 
旅遊與款待/ 
酒店營運 

視覺藝術/ 
資訊及通訊科技/ 
旅遊與款待/ 
酒店營運 

中文 數學 

12:20-12:45 體育 數學 
放學 

12:45-13:10 通識 數學 

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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