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1-4 實體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實體課)  

班別 ：1A                                                  班主任： 鄧 (鄧)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中/鄧 數/君 數/君 中/鄧 中/鄧 

2 08:45-09:15 30’ 中/鄧 常/蘭 英/綺 中/鄧 常/蘭 

3 09:15-09:45 30’ 音/盧 英/綺 英/綺 普/鄧 數/君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閱/韋青 英/綺 N 數/君 數/君 英/綺 

5 10:30-11:00 30’ 數/君 英/綺 N 常/蘭 英/綺 中/鄧 

6 11:00-11:30 30’ 數/君 中/鄧 體/陳 常/蘭 體/陳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英/綺 音/盧 中/鄧 視/冼 

課外活動 

8 12:15-12:45 30’ 英/綺 資/綺 中/鄧 視/冼 

9 12:45-13:00 15’ 導/鄧 導/綺 導/君 導/吳 導/冼 

 

 



P1-4 實體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實體課)  

班別 ：1B                                                  班主任： 倩 (倩)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英/倩 中/寶 英/倩 英/倩 數/胡 

2 08:45-09:15 30’ 英/倩 數/胡 常/洪 英/倩 英/倩 

3 09:15-09:45 30’ 常/洪 數/胡 音/盧 常/洪 閱/蕭青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音/盧 常/洪 英/倩 N 數/胡 體/貞 

5 10:30-11:00 30’ 數/胡 體/貞 英/倩 N 資/何 中/寶 

6 11:00-11:30 30’ 數/胡 英/倩 中/寶 普/蕭 中/寶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中/寶 視/孫 中/寶 中/寶 

課外活動 

8 12:15-12:45 30’ 中/寶 視/孫 數/胡 中/寶 

9 12:45-13:00 15’ 導/倩 導/嫻 導/寶 導/胡 導/孫 

 

 



P1-4 實體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實體課)  

班別 ：1C                                                  班主任： 淳 (淳)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中/淳 中/淳 數/蒙 中/淳 中/淳 

2 08:45-09:15 30’ 數/蒙 中/淳 常/慕 閱/淳青 中/淳 

3 09:15-09:45 30’ 數/蒙 音/吳 英/韋 體/貞 數/蒙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常/慕 英/韋 視/冼 數/蒙 音/吳 

5 10:30-11:00 30’ 普/鄧 數/蒙 視/冼 數/蒙 英/韋 

6 11:00-11:30 30’ 體/貞 常/慕 資/綺 英/韋 常/慕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英/韋 英/韋 N 中/淳 英/韋 

課外活動 

8 12:15-12:45 30’ 英/韋 英/韋 N 中/淳 中/淳 

9 12:45-13:00 15’ 導/青 導/慕 導/淳 導/韋 導/蒙 

 

 



P1-4 實體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實體課)  

班別 ：1D                                                  班主任： 賴 (賴)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中/賴 常/關 中/賴 常/關 中/賴 

2 08:45-09:15 30’ 中/賴 中/賴 閱/賴青 英/秀 數/盧 

3 09:15-09:45 30’ 英/秀 中/賴 英/秀 數/盧 英/秀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普/蕭 資/賴 常/關 中/賴 常/關 

5 10:30-11:00 30’ 數/盧 音/葉 體/陳 中/賴 體/陳 

6 11:00-11:30 30’ 數/盧 數/盧 英/秀 音/葉 中/賴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視/孫 英/秀 數/盧 英/秀 N 

課外活動 

8 12:15-12:45 30’ 視/孫 英/秀 數/盧 英/秀 N 

9 12:45-13:00 15’ 導/賴 導/秀 導/盧 導/秀 導/盧 

 

 



P1-4 實體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實體課)  

班別 ：2A                                                  班主任： 瑜 (瑜)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中/瑜 英/廖何 中/瑜 中/瑜 中/瑜 

2 08:45-09:15 30’ 中/瑜 英/廖何 中/瑜 中/瑜 音/葉 

3 09:15-09:45 30’ 數/華 常/嫻 體/葉 常/嫻 英/廖何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數/華 數/華 資/許 音/葉 英/廖何 

5 10:30-11:00 30’ 體/葉 中/瑜 常/嫻 普/瑜 數/華 

6 11:00-11:30 30’ 英/廖何 中/瑜 數/華 英/廖何 常/嫻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英/廖何 N 視/英 閱/何青 數/華 

課外活動 

8 12:15-12:45 30’ 英/廖何 N 視/英 英/廖何 數/華 

9 12:45-13:00 15’ 導/瑜 導/華 導/廖 導/英 導/何 

 

 



P1-4 實體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實體課)  

班別 ：2B                                                  班主任： 盧 (盧)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中/盧 中/盧 中/盧 中/盧 英/美何 N 

2 08:45-09:15 30’ 中/盧 常/銳 中/盧 中/盧 英/美何 N 

3 09:15-09:45 30’ 普/美 體/華 常/銳 英/美何 中/盧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英/美何 中/盧 英/美何 體/華 數/曾 

5 10:30-11:00 30’ 數/曾 數/曾 英/美何 常/銳 音/盧 

6 11:00-11:30 30’ 常/銳 英/美何 音/盧 資/許 英/美何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視/林 英/美何 數/曾 數/曾 

課外活動 

8 12:15-12:45 30’ 視/林 閱/盧青 數/曾 數/曾 

9 12:45-13:00 15’ 導/盧 導/美 導/曾 導/華 導/銳 

 

 



P1-4 實體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實體課)  

班別 ：2C                                                  班主任： 孫 (孫)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中/孫 中/孫 中/孫 中/孫 中/孫 

2 08:45-09:15 30’ 中/孫 音/盧 中/孫 中/孫 體/華 

3 09:15-09:45 30’ 資/謙 常/洪 英/蘭 數/謙 英/蘭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英/蘭 普/美 體/華 數/謙 中/孫 

5 10:30-11:00 30’ 英/蘭 英/蘭 數/謙 音/盧 數/謙 

6 11:00-11:30 30’ 數/謙 英/蘭 數/謙 常/洪 常/洪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視/英 常/洪 英/蘭 N 英/蘭 

課外活動 

8 12:15-12:45 30’ 視/英 數/謙 英/蘭 N 閱/孫青 

9 12:45-13:00 15’ 導/孫 導/蘭 導/洪 導/謙 導/葉 

 

 



P1-4 實體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實體課)  

班別 ：2D                                                  班主任： 曾 (曾)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中/曾 中/曾 中/曾 中/曾 中/曾 

2 08:45-09:15 30’ 音/葉 中/曾 音/葉 體/葉 中/曾 

3 09:15-09:45 30’ 英/英 閱/何青 普/美 常/蘭 數/黃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英/英 N 英/英 數/黃 數/黃 常/蘭 

5 10:30-11:00 30’ 英/英 N 資/何 中/曾 中/曾 英/英 

6 11:00-11:30 30’ 常/蘭 體/葉 常/蘭 英/英 英/英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數/黃 數/黃 英/英 視/何 

課外活動 

8 12:15-12:45 30’ 數/黃 數/黃 英/英 視/何 

9 12:45-13:00 15’ 導/曾 導/黃 導/英 導/何 導/蘭 

 

 



P1-4 實體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實體課)  

班別 ：3A                                                  班主任： 葉 (葉)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中/葉 英/倩 N 數/基 數/基 中/葉 

2 08:45-09:15 30’ 普/蕭 英/倩 N 英/倩 數/基 數/基 

3 09:15-09:45 30’ 體/陳 常/慕 閱/廖青 英/倩 音/張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英/倩 數/基 常/慕 英/倩 英/倩 

5 10:30-11:00 30’ 常/慕 英/倩 視/君 體/陳 英/倩 

6 11:00-11:30 30’ 中/葉 音/張 視/君 常/慕 中/葉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數/基 中/葉 中/葉 中/葉 

課外活動 

8 12:15-12:45 30’ 數/基 中/葉 資/倩 中/葉 

9 12:45-13:00 15’ 導/葉 導/倩 導/基 導/君 導/慕 

 

 



P1-4 實體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實體課)  

班別 ：3B                                                  班主任： 廖 (廖)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英/廖 N 中/蕭 閱/廖青 中/蕭 英/廖 

2 08:45-09:15 30’ 英/廖 N 中/蕭 體/陳 英/廖 數/胡 

3 09:15-09:45 30’ 數/胡 普/蕭 常/基 英/廖 常/基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體/陳 音/張 英/廖 中/蕭 中/蕭 

5 10:30-11:00 30’ 英/廖 數/胡 資/許 視/君 中/蕭 

6 11:00-11:30 30’ 常/基 數/胡 數/胡 視/君 音/張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中/蕭 常/基 英/廖 數/胡 

課外活動 

8 12:15-12:45 30’ 中/蕭 英/廖 中/蕭 數/胡 

9 12:45-13:00 15’ 導/廖 導/蕭 導/胡 導/許 導/陳 

 

 



P1-4 實體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實體課)  

班別 ：3C                                                  班主任： 龔 (龔)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英/龔玲 英/龔玲 英/龔玲 英/龔玲 N 數/基 

2 08:45-09:15 30’ 英/龔玲 常/龔 英/龔玲 英/龔玲 N 英/龔玲 

3 09:15-09:45 30’ 數/基 資/基 中/曾 英/龔玲 體/葉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數/基 體/葉 視/龔 中/曾 常/龔 

5 10:30-11:00 30’ 音/晉 數/基 視/龔 數/基 中/曾 

6 11:00-11:30 30’ 常/龔 中/曾 普/瑜 中/曾 中/曾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中/曾 閱/龔青 數/基 常/龔 

課外活動 

8 12:15-12:45 30’ 中/曾 中/曾 數/基 音/晉 

9 12:45-13:00 15’ 導/龔 導/玲 導/龔 導/曾 導/基 

 

 



P1-4 實體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實體課)  

班別 ：3D                                                  班主任： 陳 (陳)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數/陳 數/陳 數/陳 數/陳 數/陳 

2 08:45-09:15 30’ 數/陳 體/陳 英/許芬 音/張 常/廖 

3 09:15-09:45 30’ 英/許芬 數/陳 普/吳 中/冼 英/許芬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英/許芬 中/冼 音/張 英/許芬 N 英/許芬 

5 10:30-11:00 30’ 中/冼 中/冼 閱/廖青 英/許芬 N 中/冼 

6 11:00-11:30 30’ 中/冼 常/廖 常/廖 體/陳 中/冼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視/君 資/許 中/冼 英/許芬 

課外活動 

8 12:15-12:45 30’ 視/君 英/許芬 中/冼 常/廖 

9 12:45-13:00 15’ 導/陳 導/芬 導/冼 導/廖 導/許 

 

 



P1-4 實體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實體課)  

班別 ：4A                                                  班主任： 蕭 (蕭)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中/蕭 英/美 P 閱/何青 英/美 中/蕭 

2 08:45-09:15 30’ 體/淳 英/美 中/蕭 英/美 視/麥 

3 09:15-09:45 30’ 中/蕭 音/張 資/謙 普/蕭 視/麥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數/淳 中/蕭 體/淳 數/淳 數/淳 

5 10:30-11:00 30’ 數/淳 中/蕭 數/淳 音/張 英/美 

6 11:00-11:30 30’ 常/關 常/關 中/蕭 常/關 常/關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英/美 數/淳 英/美 中/蕭 

課外活動 

8 12:15-12:45 30’ 英/美 數/淳 英/美 中/蕭 

9 12:45-13:00 15’ 導/蕭 導/淳 導/美 導/林 導/關 

 

 



P1-4 實體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實體課)  

班別 ：4B                                                  班主任： 君 (君)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中/君 數/基 常/葉 中/君 中/君 

2 08:45-09:15 30’ 音/晉 常/葉 體/淳 音/晉 中/君 

3 09:15-09:45 30’ 常/葉 閱/君青 英/芬 數/基 體/淳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中/君 中/君 英/芬 數/基 數/基 

5 10:30-11:00 30’ 數/基 英/芬 數/基 常/葉 英/芬 

6 11:00-11:30 30’ 普/美 英/芬 數/基 英/芬 P 資/謙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英/芬 視/君 中/君 中/君 

課外活動 

8 12:15-12:45 30’ 英/芬 視/君 中/君 英/芬 

9 12:45-13:00 15’ 導/君 導/基 導/葉 導/芬 導/淳 

 

 



P1-4 實體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實體課)  

班別 ：4C                                                  班主任： 秀 (秀)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常/秀 英/秀蘭 中/慕 英/秀蘭 P 中/慕 

2 08:45-09:15 30’ 中/慕 中/慕 視/麥 中/慕 音/晉 

3 09:15-09:45 30’ 中/慕 體/湯 視/麥 中/慕 數/洪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閱/秀青 英/秀蘭 英/秀蘭 英/秀蘭 數/洪 

5 10:30-11:00 30’ 普/美 常/秀 常/秀 體/湯 英/秀蘭 

6 11:00-11:30 30’ 數/洪 數/洪 中/慕 常/秀 英/秀蘭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英/秀蘭 中/慕 數/洪 數/洪 

課外活動 

8 12:15-12:45 30’ 英/秀蘭 音/晉 數/洪 資/謙 

9 12:45-13:00 15’ 導/秀 導/韋 導/蘭 導/洪 導/美 

 

 



P1-4 實體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實體課)  

班別 ：4D                                                  班主任： 韋 (韋)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英/韋英 常/韋 英/韋英 中/冼 英/韋英 

2 08:45-09:15 30’ 英/韋英 資/謙 英/韋英 閱/韋青 中/冼 

3 09:15-09:45 30’ 音/張 英/韋英 音/張 體/淳 中/冼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數/孫 數/孫 數/孫 英/韋英 常/韋 

5 10:30-11:00 30’ 常/韋 普/美 數/孫 英/韋英 數/孫 

6 11:00-11:30 30’ 體/淳 英/韋英 P 中/冼 中/冼 數/孫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中/冼 中/冼 視/秀 數/孫 

課外活動 

8 12:15-12:45 30’ 中/冼 中/冼 視/秀 常/韋 

9 12:45-13:00 15’ 導/張 導/冼 導/韋 導/孫 導/英 

 

 



P5-6 網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網課)  

班別 ：5A                                                  班主任： 許 (許)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英/許  英/許 P 英/許 英/許 

2 08:45-09:15 30’  視/冼    

3 09:15-09:45 30’ 常/倩  常/倩 中/蒙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中/蒙 數/鄧  中/蒙 

5 10:30-11:00 30’ 中/蒙   數/鄧  

6 11:00-11:30 30’  英/許 中/蒙 普/鄧 常/倩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數/鄧 數/鄧 閱/韋青  音/晉 

8 12:15-12:45 30’      

9 12:45-13:00 15’      

 

 



P5-6 網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網課)  

班別 ：5B                                                  班主任： 玲 (玲)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數/湯 普/鄧   數/湯 

2 08:45-09:15 30’  英/玲 常/鄧  中/賴 

3 09:15-09:45 30’ 常/鄧  閱/玲青 中/賴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中/賴  英/玲 P 視/孫 英/玲 

5 10:30-11:00 30’  數/湯    

6 11:00-11:30 30’ 音/晉   數/湯 常/鄧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英/玲 中/賴 中/賴   

8 12:15-12:45 30’    英/玲  

9 12:45-13:00 15’      

 

 



P5-6 網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網課)  

班別 ：5C                                                  班主任： 胡 (胡)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數/胡   數/胡 常/晉 

2 08:45-09:15 30’   中/銳   

3 09:15-09:45 30’ 普/銳 中/銳  音/晉 中/銳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數/胡   數/胡 

5 10:30-11:00 30’   閱/胡青 英/吳  

6 11:00-11:30 30’ 英/吳 視/孫 英/吳 P  英/吳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英/吳  常/晉  

8 12:15-12:45 30’ 中/銳  常/晉 中/銳  

9 12:45-13:00 15’      

 

 



P5-6 網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網課)  

班別 ：5D                                                  班主任： 華 (華)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數/華  

2 08:45-09:15 30’ 視/冼    常/謙 

3 09:15-09:45 30’  中/瑜 英/龔 P 中/瑜 閱/華青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英/龔 普/銳 音/晉  中/瑜 

5 10:30-11:00 30’    英/龔  

6 11:00-11:30 30’ 數/華 數/華   英/龔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常/謙 數/華 常/謙  

8 12:15-12:45 30’ 中/瑜 英/龔 中/瑜   

9 12:45-13:00 15’      

 

 



P5-6 網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網課)  

班別 ：6A                                                  班主任： 綺 (綺)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常/黃 數/晉 數/晉 英/綺 

2 08:45-09:15 30’ 英/綺  閱/何青   

3 09:15-09:45 30’  數/晉  英/綺 P 中/貞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常/黃  中/貞   

5 10:30-11:00 30’    中/貞 數/晉 

6 11:00-11:30 30’ 視/麥 中/貞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英/綺 英/綺 音/張  

8 12:15-12:45 30’ 中/貞   常/黃  

9 12:45-13:00 15’      

 

 



P5-6 網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網課)  

班別 ：6B                                                  班主任： 寶 (寶)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數/張  數/張 數/張 

2 08:45-09:15 30’   中/寶   

3 09:15-09:45 30’ 中/寶 中/寶  中/寶 中/寶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常/陳 英/麥  音/張 

5 10:30-11:00 30’ 常/陳   英/麥 P 英/麥 

6 11:00-11:30 30’   視/英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英/麥 數/張 常/陳  

8 12:15-12:45 30’ 英/麥   閱/張青  

9 12:45-13:00 15’      

 

 



P5-6 網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網課)  

班別 ：6C                                                  班主任： 黃 (黃)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數/黃 英/謙 

2 08:45-09:15 30’ 數/黃  中/林   

3 09:15-09:45 30’  英/謙 P  中/林 中/林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常/瑜 數/黃 常/瑜   

5 10:30-11:00 30’      

6 11:00-11:30 30’ 中/林 中/林 數/黃 英/謙 常/瑜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音/張    

8 12:15-12:45 30’ 英/謙 閱/林青 英/謙 視/麥  

9 12:45-13:00 15’      

 

 



P5-6 網課日期：12/4 至 30/4 

觀塘官立小學  2020-2021 年度  班別時間表 (網課)  

班別 ：6D                                                  班主任： 洪 (洪) 

課節 時間 佔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15 15’ 
早會＋早操/ 

班主任課 

1 08:15-08:45 30’ 數/洪 中/嫻 英/關 數/洪 數/洪 

2 08:45-09:15 30’      

3 09:15-09:45 30’   中/嫻 視/英 中/嫻 

 09:45-10:00 15’ 小            息 

4 10:00-10:30 30’ 英/關 英/關 P  英/關  

5 10:30-11:00 30’  常/玲    

6 11:00-11:30 30’ 常/玲   音/張  

 11:30-11:45 15’ 小           息 

7 11:45-12:15 30’’  閱/關青 常/玲 中/嫻 英/關 

8 12:15-12:45 30’ 中/嫻 數/洪    

9 12:45-13:00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