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1A 班主任︰劉珺環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2 8:35 - 9:00 英文 英文 中文 電腦 中文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常識 數學 常識 英文 視藝 

4 9:45 - 10:10 音樂 數學 英文 英文 視藝 

5 10:10 - 10:35 英文 體育 數學 常識 英文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數學 中文 音樂 數學 數學 

7 11:20 - 11:45 功輔 常識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英文 

8 11:45 - 12:10 普話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體育 功輔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1B 班主任︰郭詠雯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電腦 中文 體育 中文 中文 

2 8:35 - 9:00 英文 音樂 英文 英文 中文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數學 數學 中文 數學 數學 

4 9:45 - 10:10 英文 常識 常識 常識 數學 

5 10:10 - 10:35 體育 英文 中文 視藝 音樂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中文 英文 數學 視藝 英文 

7 11:20 - 11:45 功輔 中文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普話 

8 11:45 - 12:10 常識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英文 功輔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1C 班主任︰李浠銦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中文 中文 數學 中文 音樂 

2 8:35 - 9:00 中文 體育 音樂 體育 中文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視藝 英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4 9:45 - 10:10 視藝 普話 英文 常識 英文 

5 10:10 - 10:35 數學 常識 中文 英文 數學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英文 中文 常識 英文 數學 

7 11:20 - 11:45 功輔 數學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英文 

8 11:45 - 12:10 電腦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中文 功輔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1D 班主任︰朱靈鳳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普話 

2 8:35 - 9:00 體育 中文 常識 音樂 中文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數學 英文 英文 中文 體育 

4 9:45 - 10:10 數學 音樂 數學 數學 常識 

5 10:10 - 10:35 中文 英文 視藝 英文 英文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電腦 常識 視藝 英文 英文 

7 11:20 - 11:45 功輔 數學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數學 

8 11:45 - 12:10 英文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常識 功輔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1E 班主任︰鄧雪瑩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英文 數學 常識 英文 英文 

2 8:35 - 9:00 英文 數學 英文 數學 英文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音樂 普話 中文 電腦 中文 

4 9:45 - 10:10 數學 中文 中文 常識 數學 

5 10:10 - 10:35 中文 視藝 數學 英文 中文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中文 視藝 體育 音樂 體育 

7 11:20 - 11:45 功輔 英文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常識 

8 11:45 - 12:10 常識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中文 功輔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2A 班主任︰麥卓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數學 音樂 常識 數學 數學 

2 8:35 - 9:00 數學 數學 英文 中文 常識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英文 英文 數學 英文 英文 

4 9:45 - 10:10 英文 常識 英文 電腦 中文 

5 10:10 - 10:35 中文 視藝 中文 音樂 體育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體育 視藝 中文 中文 中文 

7 11:20 - 11:45 功輔 中文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英文 

8 11:45 - 12:10 普話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常識 功輔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2B 班主任︰馮漢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音樂 英文 音樂 數學 數學 

2 8:35 - 9:00 中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中文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普話 體育 中文 中文 視藝 

4 9:45 - 10:10 常識 常識 中文 中文 視藝 

5 10:10 - 10:35 英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英文 中文 常識 體育 英文 

7 11:20 - 11:45 功輔 英文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電腦 

8 11:45 - 12:10 數學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常識 功輔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2C 班主任︰老淑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中文 數學 英文 中文 體育 

2 8:35 - 9:00 音樂 數學 中文 中文 中文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英文 中文 數學 音樂 英文 

4 9:45 - 10:10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數學 

5 10:10 - 10:35 數學 視藝 體育 普話 英文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常識 視藝 常識 常識 常識 

7 11:20 - 11:45 功輔 電腦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中文 

8 11:45 - 12:10 中文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數學 功輔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2D 班主任︰林  莉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中文 電腦 中文 中文 常識 

2 8:35 - 9:00 中文 中文 常識 中文 音樂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英文 常識 數學 英文 中文 

4 9:45 - 10:10 數學 體育 音樂 英文 中文 

5 10:10 - 10:35 視藝 英文 普話 體育 數學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視藝 英文 英文 常識 數學 

7 11:20 - 11:45 功輔 數學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英文 

8 11:45 - 12:10 英文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數學 功輔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2E 班主任︰周寶燕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中文 數學 中文 電腦 中文 

2 8:35 - 9:00 英文 常識 體育 中文 中文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英文 英文 常識 英文 音樂 

4 9:45 - 10:10 常識 英文 普話 常識 數學 

5 10:10 - 10:35 中文 中文 數學 視藝 英文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數學 音樂 英文 視藝 數學 

7 11:20 - 11:45 功輔 中文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英文 

8 11:45 - 12:10 體育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數學 功輔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3A 班主任︰袁小詠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英文 英文 英文 音樂 英文 

2 8:35 - 9:00 數學 英文 英文 數學 數學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體育 中文 常識 數學 電腦 

4 9:45 - 10:10 常識 數學 體育 英文 中文 

5 10:10 - 10:35 中文 音樂 中文 常識 視藝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中文 常識 數學 中文 視藝 

7 11:20 - 11:45 功輔 普話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中文 

8 11:45 - 12:10 英文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中文 功輔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3B 班主任︰謝家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常識 數學 中文 視藝 中文 

2 8:35 - 9:00 電腦 中文 中文 視藝 常識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數學 音樂 體育 數學 中文 

4 9:45 - 10:10 數學 英文 英文 音樂 體育 

5 10:10 - 10:35 英文 普話 數學 英文 英文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中文 中文 常識 英文 數學 

7 11:20 - 11:45 功輔 常識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英文 

8 11:45 - 12:10 英文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中文 功輔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3C 班主任︰劉顯衛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中文 中文 中文 英文 電腦 

2 8:35 - 9:00 中文 數學 常識 數學 英文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英文 視藝 英文 體育 數學 

4 9:45 - 10:10 英文 視藝 數學 常識 數學 

5 10:10 - 10:35 音樂 英文 普話 中文 中文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數學 體育 英文 中文 音樂 

7 11:20 - 11:45 功輔 常識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中文 

8 11:45 - 12:10 常識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英文 功輔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3D 班主任︰伍若珊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中文 體育 中文 英文 中文 

2 8:35 - 9:00 常識 數學 中文 常識 體育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英文 常識 音樂 視藝 數學 

4 9:45 - 10:10 普話 中文 數學 視藝 電腦 

5 10:10 - 10:35 數學 數學 英文 數學 英文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音樂 英文 常識 英文 英文 

7 11:20 - 11:45 功輔 英文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中文 

8 11:45 - 12:10 中文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中文 功輔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3E 班主任︰李潔蓮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2 8:35 - 9:00 數學 常識 英文 英文 電腦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普話 視藝 中文 常識 數學 

4 9:45 - 10:10 體育 視藝 數學 體育 音樂 

5 10:10 - 10:35 中文 中文 音樂 數學 數學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中文 數學 常識 中文 中文 

7 11:20 - 11:45 功輔 英文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中文 

8 11:45 - 12:10 常識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中文 功輔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4A 班主任︰楊彩燕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中文 中文 數學 體育 中文 

2 8:35 - 9:00 中文 英文 中文 中文 數學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英文 普話 電腦/音樂 視藝 英文 

4 9:45 - 10:10 體育 常識 電腦/音樂 視藝 音樂 

5 10:10 - 10:35 數學 數學 英文 常識 英文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數學 中文 英文 數學 中文 

7 11:20 - 11:45 常識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英文 功輔 

8 11:45 - 12:10 功輔 英文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常識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4B 班主任︰孫佩玲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視藝 音樂 英文 英文 電腦/音樂 

2 8:35 - 9:00 視藝 英文 普話 英文 電腦/音樂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數學 中文 中文 中文 數學 

4 9:45 - 10:10 常識 體育 中文 中文 中文 

5 10:10 - 10:35 英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常識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英文 英文 數學 體育 英文 

7 11:20 - 11:45 中文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常識 功輔 

8 11:45 - 12:10 功輔 常識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中文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4C 班主任︰呂小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英文 英文 音樂 英文 英文 

2 8:35 - 9:00 英文 中文 數學 英文 體育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電腦/音樂 中文 中文 數學 常識 

4 9:45 - 10:10 電腦/音樂 常識 體育 數學 普話 

5 10:10 - 10:35 中文 視藝 英文 中文 數學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數學 視藝 中文 中文 中文 

7 11:20 - 11:45 常識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常識 功輔 

8 11:45 - 12:10 功輔 數學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英文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4D 班主任︰趙一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中文 

2 8:35 - 9:00 中文 中文 音樂 數學 數學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體育 電腦/音樂 中文 中文 視藝 

4 9:45 - 10:10 中文 電腦/音樂 中文 中文 視藝 

5 10:10 - 10:35 英文 常識 英文 英文 常識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英文 英文 體育 英文 英文 

7 11:20 - 11:45 常識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常識 功輔 

8 11:45 - 12:10 功輔 英文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普話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4E 班主任︰孫靜儀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音樂 英文 視藝 中文 中文 

2 8:35 - 9:00 普話 常識 視藝 英文 英文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英文 中文 常識 英文 數學 

4 9:45 - 10:10 英文 中文 中文 數學 常識 

5 10:10 - 10:35 常識 體育 數學 電腦/音樂 中文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中文 數學 英文 電腦/音樂 英文 

7 11:20 - 11:45 數學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中文 功輔 

8 11:45 - 12:10 功輔 數學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體育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5A 班主任︰吳麗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體育 英文 英文 視藝 英文 

2 8:35 - 9:00 英文 英文 體育 視藝 中文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數學 普話 常識 英文 英文 

4 9:45 - 10:10 數學 中文 數學 音樂 常識 

5 10:10 - 10:35 英文 數學 中文 中文 電腦/音樂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常識 中文 中文 數學 電腦/音樂 

7 11:20 - 11:45 中文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中文 功輔 

8 11:45 - 12:10 功輔 常識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數學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5B 班主任︰黃艷麗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中文 數學 體育 中文 中文 

2 8:35 - 9:00 音樂 中文 中文 數學 中文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常識 視藝 英文 普話 英文 

4 9:45 - 10:10 中文 視藝 常識 英文 英文 

5 10:10 - 10:35 數學 英文 英文 電腦/音樂 體育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數學 英文 數學 電腦/音樂 數學 

7 11:20 - 11:45 英文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中文 功輔 

8 11:45 - 12:10 功輔 常識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常識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5C 班主任︰林敏傑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中文 英文 英文 數學 普話 

2 8:35 - 9:00 體育 數學 常識 英文 中文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常識 中文 視藝 音樂 數學 

4 9:45 - 10:10 中文 中文 視藝 中文 常識 

5 10:10 - 10:35 英文 電腦/音樂 中文 中文 英文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英文 電腦/音樂 數學 數學 體育 

7 11:20 - 11:45 數學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常識 功輔 

8 11:45 - 12:10 功輔 英文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英文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5D 班主任︰劉麗霞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2 8:35 - 9:00 英文 英文 中文 體育 英文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中文 中文 電腦/音樂 中文 音樂 

4 9:45 - 10:10 數學 常識 電腦/音樂 中文 數學 

5 10:10 - 10:35 視藝 數學 常識 數學 中文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視藝 普話 數學 數學 中文 

7 11:20 - 11:45 中文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常識 功輔 

8 11:45 - 12:10 功輔 體育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常識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5E 班主任︰何裕達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視藝 

2 8:35 - 9:00 數學 音樂 中文 中文 視藝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電腦/音樂 體育 數學 體育 英文 

4 9:45 - 10:10 電腦/音樂 中文 英文 數學 英文 

5 10:10 - 10:35 英文 常識 常識 英文 數學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英文 數學 普話 英文 中文 

7 11:20 - 11:45 數學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常識 功輔 

8 11:45 - 12:10 功輔 英文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常識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6A 班主任︰劉麗君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中文 音樂 中文 中文 數學 

2 8:35 - 9:00 中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中文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視藝 英文 體育 數學 英文 

4 9:45 - 10:10 視藝 英文 英文 常識 體育 

5 10:10 - 10:35 常識 常識 數學 電腦/音樂 普話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數學 數學 數學 電腦/音樂 常識 

7 11:20 - 11:45 英文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英文 功輔 

8 11:45 - 12:10 功輔 中文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英文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6B 班主任︰葉惠玲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中文 視藝 中文 中文 數學 

2 8:35 - 9:00 數學 視藝 英文 英文 音樂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英文 英文 數學 中文 英文 

4 9:45 - 10:10 英文 常識 常識 數學 英文 

5 10:10 - 10:35 體育 英文 電腦/音樂 體育 中文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中文 中文 電腦/音樂 普話 中文 

7 11:20 - 11:45 數學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常識 功輔 

8 11:45 - 12:10 功輔 數學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常識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6C 班主任︰張慧晶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數學 常識 數學 數學 數學 

2 8:35 - 9:00 數學 體育 英文 音樂 英文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電腦/音樂 數學 常識 普話 體育 

4 9:45 - 10:10 電腦/音樂 中文 中文 中文 英文 

5 10:10 - 10:35 英文 英文 視藝 中文 中文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中文 英文 視藝 常識 中文 

7 11:20 - 11:45 英文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英文 功輔 

8 11:45 - 12:10 功輔 中文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常識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6D 班主任︰勞偉芳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英文 英文 音樂 數學 英文 

2 8:35 - 9:00 英文 英文 英文 數學 數學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常識 數學 中文 中文 電腦/音樂 

4 9:45 - 10:10 中文 中文 常識 體育 電腦/音樂 

5 10:10 - 10:35 數學 常識 數學 視藝 中文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普話 體育 英文 視藝 中文 

7 11:20 - 11:45 中文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英文 功輔 

8 11:45 - 12:10 功輔 中文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常識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1-2022時間表 

班別︰6E 班主任︰張笑嫦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05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 8:05 - 8:35 中文 常識 中文 中文 中文 

2 8:35 - 9:00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英文 

小息一 9:00 - 9:15 小息一 

3 9:15 - 9:45 英文 英文 英文 音樂 數學 

4 9:45 - 10:10 英文 英文 常識 常識 數學 

5 10:10 - 10:35 普話 電腦/音樂 體育 英文 視藝 

小息二 10:35 - 10:50 小息二 

6 10:50 - 11:20 體育 電腦/音樂 數學 數學 視藝 

7 11:20 - 11:45 數學 功輔 
圖書及 

成長/活動 
英文 功輔 

8 11:45 - 12:10 功輔 數學 
圖書及 

成長/活動 
功輔 常識 

 12:10 - 12:15 班主任課 

放 學 12:15 
P.4-6 放學時間: 12:15 

P.1-3 放學時間: 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