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2020-2021 3A 班 半天課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科目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2 英文 中文 普通話 音樂 NET

3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宗教(單週）

圖書(雙週）

4 常識 常識 視藝 科學科技 英文

5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11:10-11:55

(網課 11:10-11:45）

11:55-12:40

(網課 11:55-12:30）

8:15-8:30

8:30-9:15

(網課 8:30-9:05）

9:15-10:00

(網課 9:15-9:50）

10:00-10:45

(網課 10:00-10:35）

10:45-11:10

班務

小息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2020-2021 3B 班 半天課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科目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2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3
宗教(單週）

圖書(雙週）
常識 常識 視藝 中文 

4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音樂

5 NET 科學科技 普通話 英文 數學

8:15-8:30

8:30-9:15

(網課 8:30-9:05）

9:15-10:00

(網課 9:15-9:50）

10:00-10:45

(網課 10:00-10:35）

10:45-11:10

11:10-11:55

(網課 11:10-11:45）

11:55-12:40

(網課 11:55-12:30）

班務

小息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2020-2021 3C 班 半天課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科目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2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3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4 中文 科學科技 英文 常識 NET

5 普通話 視藝 常識
宗教(單週）

圖書(雙週）
音樂

11:10-11:55

(網課 11:10-11:45）

11:55-12:40

(網課 11:55-12:30）

8:15-8:30

8:30-9:15

(網課 8:30-9:05）

10:45-11:10

班務

小息

9:15-10:00

(網課 9:15-9:50）

10:00-10:45

(網課 10:00-10:35）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2020-2021 3D 班 半天課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科目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2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3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4 中文
宗教(單週）

圖書(雙週）
NET 音樂 英文

5 普通話 科學科技 常識 視藝 常識

8:15-8:30

8:30-9:15

(網課 8:30-9:05）

9:15-10:00

(網課 9:15-9:50）

10:00-10:45

(網課 10:00-10:35）

10:45-11:10

11:10-11:55

(網課 11:10-11:45）

11:55-12:40

(網課 11:55-12:30）

班務

小息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2020-2021 4A 班 半天課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科目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2 常識 科學科技 普通話 常識 音樂

3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4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5 視藝 英文
宗教(單週）

圖書(雙週）
中文 ELTA

11:10-11:55

(網課 11:10-11:45）

11:55-12:40

(網課 11:55-12:30）

班務

小息

8:15-8:30

8:30-9:15

(網課 8:30-9:05）

9:15-10:00

(網課 9:15-9:50）

10:00-10:45

(網課 10:00-10:35）

10:45-11:10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2020-2021 4B 班 半天課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科目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 英文 英文
宗教(單週）

圖書(雙週）
英文 數學

2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中文 

3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4 英文 ELTA 英文 普通話 視藝

5 科學科技 常識 常識 音樂 英文

8:15-8:30

8:30-9:15

(網課 8:30-9:05）

9:15-10:00

(網課 9:15-9:50）

10:00-10:45

(網課 10:00-10:35）

10:45-11:10

11:10-11:55

(網課 11:10-11:45）

11:55-12:40

(網課 11:55-12:30）

班務

小息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2020-2021 4C 班 半天課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科目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2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3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4
宗教(單週）

圖書(雙週）
中文 ELTA 英文 普通話

5 音樂 科學科技 視藝 常識 常識

11:10-11:55

(網課 11:10-11:45）

11:55-12:40

(網課 11:55-12:30）

班務

小息

8:15-8:30

8:30-9:15

(網課 8:30-9:05）

9:15-10:00

(網課 9:15-9:50）

10:00-10:45

(網課 10:00-10:35）

10:45-11:10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2020-2021 4D 班 半天課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科目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2 英文 英文 ELTA 英文 英文

3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4 常識 中文 英文 英文
宗教(單週）

圖書(雙週）

5 視藝 普通話 音樂 常識 科學科技

8:15-8:30

8:30-9:15

(網課 8:30-9:05）

9:15-10:00

(網課 9:15-9:50）

10:00-10:45

(網課 10:00-10:35）

10:45-11:10

11:10-11:55

(網課 11:10-11:45）

11:55-12:40

(網課 11:55-12:30）

班務

小息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2020-2021 5A 班 半天課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科目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2 中文
圖書(單週）

宗教(雙週）
視藝 普通話 科學科技

3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4 常識 英文 音樂 數學 ELTA

5 數學 數學 數學 常識 數學

11:10-11:55

(網課 11:10-11:45）

11:55-12:40

(網課 11:55-12:30）

8:15-8:30

8:30-9:15

(網課 8:30-9:05）

9:15-10:00

(網課 9:15-9:50）

10:00-10:45

(網課 10:00-10:35）

10:45-11:10

班務

小息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2020-2021 5B 班 半天課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科目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2 中文 音樂 中文 中文 視藝

3
5B英文

5S ELTA
常識 常識

5B ELTA

5S 英文
中文

4 科學科技 中文
圖書(單週）

宗教(雙週）
中文 普通話

5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8:15-8:30

8:30-9:15

(網課 8:30-9:05）

9:15-10:00

(網課 9:15-9:50）

10:00-10:45

(網課 10:00-10:35）

10:45-11:10

11:10-11:55

(網課 11:10-11:45）

11:55-12:40

(網課 11:55-12:30）

班務

小息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2020-2021 6A 班 半天課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科目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2 英文 常識 普通話 常識 科學科技

3 音樂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4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5 ELTA
圖書(單週）

宗教(雙週）
視藝 英文 中文 

11:10-11:55

(網課 11:10-11:45）

11:55-12:40

(網課 11:55-12:30）

8:15-8:30

8:30-9:15

(網課 8:30-9:05）

9:15-10:00

(網課 9:15-9:50）

10:00-10:45

(網課 10:00-10:35）

10:45-11:10

班務

小息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2020-2021 6B 班 半天課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科目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2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3 數學 ELTA 英文 音樂 中文

4
圖書(單週）

宗教(雙週）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5 視藝 普通話 科學科技 常識 常識

8:15-8:30

8:30-9:15

(網課 8:30-9:05）

9:15-10:00

(網課 9:15-9:50）

10:00-10:45

(網課 10:00-10:35）

10:45-11:10

11:10-11:55

(網課 11:10-11:45）

11:55-12:40

(網課 11:55-12:30）

班務

小息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2020-2021 6C 班 半天課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科目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2 英文 視藝 中文 音樂 中文

3 中文 中文
圖書(單週）

宗教(雙週）
中文 中文

4 普通話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5 常識 ELTA 常識 科學科技 英文

11:10-11:55

(網課 11:10-11:45）

11:55-12:40

(網課 11:55-12:30）

8:15-8:30

8:30-9:15

(網課 8:30-9:05）

9:15-10:00

(網課 9:15-9:50）

10:00-10:45

(網課 10:00-10:35）

10:45-11:10

班務

小息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2020-2021 6D 班 半天課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科目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2
圖書(單週）

宗教(雙週）
數學 數學 中文 數學

3 數學 音樂 視藝 英文 ELTA

4 科學科技 中文 常識 數學 中文

5 中文 中文 中文 普通話 常識

8:15-8:30

8:30-9:15

(網課 8:30-9:05）

9:15-10:00

(網課 9:15-9:50）

10:00-10:45

(網課 10:00-10:35）

10:45-11:10

11:10-11:55

(網課 11:10-11:45）

11:55-12:40

(網課 11:55-12:30）

班務

小息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2020-2021 6E 班 半天課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科目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2 ELTA 中文 科學科技
圖書(單週）

宗教(雙週）
英文 

3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4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5 常識 常識 音樂 普通話 視藝

11:10-11:55

(網課 11:10-11:45）

11:55-12:40

(網課 11:55-12:30）

8:15-8:30

8:30-9:15

(網課 8:30-9:05）

9:15-10:00

(網課 9:15-9:50）

10:00-10:45

(網課 10:00-10:35）

10:45-11:10

班務

小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