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第二階段網上實時上課時間表(9/3-7/4) (修訂版) 

中一級： 

1A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40      

10:00-10:40 英文(LSKW) 英文(LSKW)  英文(LSKW)  

11:00-11:40  數學(CYW) 數學(CYW) 數學(CYW)  

12:00-12:40   中文(MTW) 中文(MTW) 中文(MTW) 

 午      膳 

2:00-2:40      

3:00-3:40      

 

1B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40      

10:00-10:40 英文(WHY)   英文(WHY)  

11:00-11:40 數學(SHH)  數學(SHH) 數學(SHH)  

12:00-12:40   中文(NSF) 中文(NSF) 中文(NSF) 

 午      膳 

2:00-2:40  英文(WHY)    

3:0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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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 

2A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40      

10:00-10:40 英文(2AB1 LKK)  英文(2AB1 LKK)  英文(2AB1 LKK) 

11:00-11:40 中文(CYKW)  中文(CYKW)  中文(CYKW) 

12:00-12:40 數學(CCC)  數學(CCC)  數學(CCC) 

 午      膳 

2:00-2:40      

3:00-3:40 英文(2AB2 YKM) 英文(2AB2 YKM) 英文(2AB2 YKM)   

 

2B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40      

10:00-10:40 英文(2AB1 LKK)  英文(2AB1 LKK)  英文(2AB1 LKK) 

11:00-11:40      

12:00-12:40 數學(FSM)  數學(FSM)  數學(FSM) 

 午      膳 

2:00-2:40  中文(LKC) 中文(LKC) 中文(LKC)  

3:00-3:40 英文(2AB2 YKM) 英文(2AB2 YKM) 英文(2AB2 YKM)   

 

  



中三級： 

3A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40   中文(YOW)   

10:00-10:40 數學(SPL)  數學(SPL) 數學(SPL)  

11:00-11:40  中文(YOW)    

12:00-12:40  英文(LHT)  中文(YOW)  

 午      膳 

2:00-2:40 英文(LHT)   英文(LHT)  

3:00-3:40      

 

3B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40      

10:00-10:40      

11:00-11:40   中文(LTH) 中文(LTH) 中文(LTH) 

12:00-12:40  數學(CYW) 數學(CYW) 數學(CYW)  

 午      膳 

2:00-2:40      

3:00-3:40  英文(LLY) 英文(LLY)  英文(LLY) 

 

教師自行安排時段：中文(3C,3D TWL) 

  



中四級： 

4A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40   通識(PYL) 通識(PYL)  

10:00-10:40 數學(4AB1 KSC) 

數學(4AB2 CKF) 

 通識(PYL) 通識(PYL) 數學(4AB1 KSC) 

數學(4AB2 CKF) 

11:00-11:40 數學(4AB1 KSC) 

數學(4AB2 CKF) 

英文(4AB1 YTK) 

英文(4AB2 LKK) 

數延(KSC) 英文(4AB1 YTK) 

英文(4AB2 LKK) 

數學(4AB1 KSC) 

數學(4AB2 CKF) 

12:00-12:40 旅款(NKS) 英文(4AB1 YTK) 

英文(4AB2 LKK) 

數延(KSC) 英文(4AB1 YTK) 

英文(4AB2 LKK) 

旅款(NKS) 

 午      膳 

2:00-2:40 中文(CYKW) 經濟(MYF) 中文(CYKW) 經濟(MYF) 企財(MYC) 

3:00-3:40 中文(CYKW) 經濟(MYF) 中文(CYKW) 經濟(MYF) 企財(MYC) 

4B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40    中文(YOW)  

10:00-10:40 數學(4AB1 KSC) 

數學(4AB2 CKF) 

  中文(YOW) 數學(4AB1 KSC) 

數學(4AB2 CKF) 

11:00-11:40 數學(4AB1 KSC) 

數學(4AB2 CKF) 

英文(4AB1 YTK) 

英文(4AB2 LKK) 

中文(YOW) 英文(4AB1 YTK) 

英文(4AB2 LKK) 

數學(4AB1 KSC) 

數學(4AB2 CKF) 

12:00-12:40 旅款(NKS) 英文(4AB1 YTK) 

英文(4AB2 LKK) 

中文(YOW) 英文(4AB1 YTK) 

英文(4AB2 LKK) 

旅款(NKS) 

 午      膳 

2:00-2:40 通識(PPY) 經濟(MYF) 通識(PPY) 經濟(MYF) 企財(MYC) 

3:00-3:40 通識(PPY) 經濟(MYF) 通識(PPY) 經濟(MYF) 企財(MYC) 

4C班及 4D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40      

10:00-10:40      

11:00-11:40      

12:00-12:40 旅款(NKS)    旅款(NKS) 

 午      膳 

2:00-2:40  經濟(MYF)  經濟(MYF) 企財(MYC) 

3:00-3:40  經濟(MYF)  經濟(MYF) 企財(MYC) 

 

教師自行安排時段：中史(S4 SCK)；資通(S4 HWH)；化學(S4 FTC) 

 

  



中五級： 

5A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40      

10:00-10:40 旅款(NKS)  英文(5AB1 LKL)   

11:00-11:40 數學(5AB1 AYWP) 

數學(5AB2 SPL) 

經濟(MYF) 英文(5AB1 LKL) 數學 

(5AB2 SPL) 

英文(5AB1 LKL) 

英文(5AB2 LHT) 

12:00-12:40 數學(5AB1 AYWP) 

數學(5AB2 SPL) 

經濟(MYF) 旅款(NKS) 數學 

(5AB2 SPL) 

英文(5AB1 LKL) 

英文(5AB2 LHT) 

 午      膳 

2:00-2:40 企財(MYC) 英文(5AB2 LHT) 中文(WYK) 數學 

(5AB1 AYWP) 

中文(WYK) 

3:00-3:40 企財(MYC) 英文(5AB2 LHT) 中文(WYK) 數學 

(5AB1 AYWP) 

中文(WYK) 

4:00-4:40  通識(PPY)  經濟(MYF) 通識(PPY) 

5:00-5:40  通識(PPY)  經濟(MYF) 通識(PPY) 

5B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40  通識(PYL)   通識(PYL) 

10:00-10:40 旅款(NKS) 通識(PYL) 英文 

(5AB1 LKL) 

 通識(PYL) 

11:00-11:40 數學(5AB1 AYWP) 

數學(5AB2 SPL) 

經濟(MYF) 英文 

(5AB1 LKL) 

數學 

(5AB2 SPL) 

英文(5AB1 LKL) 

英文(5AB2 LHT) 

12:00-12:40 數學(5AB1 AYWP) 

數學(5AB2 SPL) 

經濟(MYF) 旅款(NKS) 數學 

(5AB2 SPL) 

英文(5AB1 LKL) 

英文(5AB2 LHT) 

 午      膳 

2:00-2:40 企財(MYC) 英文(5AB2 LHT) 中文(MTW)  中文(MTW) 

3:00-3:40 企財(MYC) 英文(5AB2 LHT) 中文(MTW)  中文(MTW) 

4:00-4:40    經濟(MYF)  

5:00-5:40    經濟(MYF)  

 

  



 

5C班及 5D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40      

10:00-10:40 旅款(NKS)     

11:00-11:40 S5D數學(CKK) 經濟(MYF) S5D數學(CKK)   

12:00-12:40  經濟(MYF) 旅款(NKS)   

 午      膳 

2:00-2:40 企財(MYC)     

3:00-3:40 企財(MYC)     

 

教師自行安排時段：數學(5C MLL)；中史(S5 NMF)；化學(S5 LYC)；資通(S5 CYC)；物理(S5 HKM) 

 

 

中六級： 

教師自行安排時段：中史(S6 SCK)；資通(S6 NYH)；旅款(S6 NKS) ；視藝(S.6 LT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