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8日 7月9日 7月10日 7月11日 7月12日 7月13日

節 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P1A 英語活動 生活小管家 英語活動 生活小管家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2 P1A 科學探究 中華文化 音樂天地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生活小管家

3 P1A 趣味數學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普通話活動

1 P1B 生活小管家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2 P1B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體育活動 生活小管家 普通話活動 體育活動

3 P1B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趣味數學 音樂天地 趣味數學 生活小管家

1 P1C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生活小管家 趣味數學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2 P1C 生活小管家 音樂天地 視覺藝術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普通話活動

3 P1C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生活小管家 英語活動

1 P1D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普通話活動 音樂天地 體育活動

2 P1D 生活小管家 趣味數學 生活小管家 英語活動 生活小管家 視覺藝術

3 P1D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1 P1E 中華文化 生活小管家 趣味數學 音樂天地 視覺藝術 普通話活動

2 P1E 趣味數學 體育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3 P1E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生活小管家 體育活動 生活小管家

1 P2A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英語活動 普通話活動

2 P2A 音樂天地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3 P2A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1 P2B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普通話活動 趣味數學

2 P2B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音樂天地

3 P2B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視覺藝術

1 P2C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2 P2C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視覺藝術 音樂天地 科學探究 體育活動

3 P2C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普通話活動 趣味數學

1 P2D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音樂天地

2 P2D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普通話活動

3 P2D 視覺藝術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1 P2E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普通話活動 普通話活動

2 P2E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3 P2E 英語活動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音樂天地 體育活動

1 P3A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2 P3A 科學探究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音樂天地 普通話活動

3 P3A 中華文化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1 P3B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2 P3B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3 P3B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音樂天地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普通話活動

1 P3C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2 P3C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普通話活動 科學探究

3 P3C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音樂天地

1 P3D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普通話活動 科學探究

2 P3D 視覺藝術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3 P3D 音樂天地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1 P4A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音樂天地 英語活動 趣味數學 普通話活動

2 P4A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體育活動

3 P4A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普通話活動

1 P4B 音樂天地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2 P4B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視覺藝術

3 P4B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科學探究 普通話活動

1 P4C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普通話活動 視覺藝術

2 P4C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趣味數學

3 P4C 英語活動 音樂天地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1 P5A 科學探究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2 P5A 科學探究 體育活動 音樂天地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普通話活動

3 P5A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1 P5B 中華文化 音樂天地 科學探究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2 P5B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3 P5B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普通話活動

1 P6A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音樂天地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2 P6A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普通話活動

3 P6A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中華文化 體育活動

1 P6B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體育活動 普通話活動

2 P6B 趣味數學 音樂天地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3 P6B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7月15日 7月16日 7月17日 7月18日 7月19日 7月20日

節 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P1A 英語活動 生活小管家 英語活動 生活小管家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2 P1A 科學探究 中華文化 音樂天地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生活小管家

3 P1A 趣味數學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普通話活動

1 P1B 生活小管家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2 P1B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體育活動 生活小管家 普通話活動 體育活動

3 P1B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趣味數學 音樂天地 趣味數學 生活小管家

1 P1C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生活小管家 趣味數學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2 P1C 生活小管家 音樂天地 視覺藝術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普通話活動

3 P1C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生活小管家 英語活動

1 P1D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普通話活動 音樂天地 體育活動

2 P1D 生活小管家 趣味數學 生活小管家 英語活動 生活小管家 視覺藝術

3 P1D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1 P1E 中華文化 生活小管家 趣味數學 音樂天地 視覺藝術 普通話活動

2 P1E 趣味數學 體育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3 P1E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生活小管家 體育活動 生活小管家

1 P2A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英語活動 普通話活動

2 P2A 音樂天地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3 P2A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1 P2B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普通話活動 趣味數學

2 P2B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音樂天地

3 P2B 科學探究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視覺藝術

1 P2C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2 P2C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視覺藝術 音樂天地 科學探究 體育活動

3 P2C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普通話活動 趣味數學

1 P2D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音樂天地

2 P2D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普通話活動

3 P2D 視覺藝術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1 P2E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科學探究 科學探究

2 P2E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3 P2E 科學探究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音樂天地 體育活動

1 P3A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2 P3A 科學探究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音樂天地 趣味數學

3 P3A 中華文化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中華文化 普通話活動

1 P3B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2 P3B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3 P3B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音樂天地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普通話活動

1 P3C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2 P3C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普通話活動 科學探究

3 P3C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音樂天地

1 P3D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普通話活動 科學探究

2 P3D 視覺藝術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3 P3D 音樂天地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1 P4A 趣味數學 體育活動 音樂天地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2 P4A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體育活動

3 P4A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1 P4B 音樂天地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2 P4B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視覺藝術

3 P4B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科學探究 普通話活動

1 P4C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普通話活動 視覺藝術

2 P4C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科學探究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3 P4C 趣味數學 音樂天地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1 P5A 科學探究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2 P5A 科學探究 體育活動 音樂天地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普通話活動

3 P5A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1 P5B 中華文化 音樂天地 科學探究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2 P5B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3 P5B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普通話活動

1 P6A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音樂天地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2 P6A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普通話活動

3 P6A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中華文化 體育活動

1 P6B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體育活動 普通話活動

2 P6B 趣味數學 音樂天地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3 P6B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7月22日 7月23日 7月24日 7月25日 7月26日 7月27日

節 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P1A 英語活動 生活小管家 英語活動 生活小管家 科學探究 結業Party

2 P1A 科學探究 中華文化 音樂天地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結業Party

3 P1A 趣味數學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結業Party

1 P1B 生活小管家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結業Party

2 P1B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體育活動 生活小管家 普通話活動 結業Party

3 P1B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趣味數學 音樂天地 趣味數學 結業Party

1 P1C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生活小管家 趣味數學 體育活動 結業Party

2 P1C 生活小管家 音樂天地 視覺藝術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結業Party

3 P1C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生活小管家 結業Party

1 P1D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普通話活動 音樂天地 結業Party

2 P1D 生活小管家 趣味數學 生活小管家 英語活動 生活小管家 結業Party

3 P1D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結業Party

1 P1E 中華文化 生活小管家 趣味數學 音樂天地 視覺藝術 結業Party

2 P1E 趣味數學 體育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結業Party

3 P1E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生活小管家 體育活動 結業Party

1 P2A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英語活動 結業Party

2 P2A 音樂天地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結業Party

3 P2A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趣味數學 結業Party

1 P2B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普通話活動 結業Party

2 P2B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結業Party

3 P2B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結業Party

1 P2C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結業Party

2 P2C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視覺藝術 音樂天地 科學探究 結業Party

3 P2C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普通話活動 結業Party

1 P2D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結業Party

2 P2D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結業Party

3 P2D 視覺藝術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科學探究 結業Party

1 P2E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結業Party

2 P2E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結業Party

3 P2E 科學探究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音樂天地 結業Party

1 P3A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結業Party

2 P3A 科學探究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音樂天地 結業Party

3 P3A 中華文化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中華文化 結業Party

1 P3B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結業Party

2 P3B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體育活動 結業Party

3 P3B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音樂天地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結業Party

1 P3C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結業Party

2 P3C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普通話活動 結業Party

3 P3C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結業Party

1 P3D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普通話活動 結業Party

2 P3D 視覺藝術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結業Party

3 P3D 音樂天地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結業Party



1 P4A 趣味數學 體育活動 音樂天地 英語活動 趣味數學 結業Party

2 P4A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結業Party

3 P4A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結業Party

1 P4B 音樂天地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結業Party

2 P4B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結業Party

3 P4B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科學探究 結業Party

1 P4C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普通話活動 結業Party

2 P4C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科學探究 趣味數學 結業Party

3 P4C 英語活動 音樂天地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體育活動 結業Party

1 P5A 科學探究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英語活動 結業Party

2 P5A 科學探究 體育活動 音樂天地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結業Party

3 P5A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趣味數學 結業Party

1 P5B 中華文化 音樂天地 科學探究 體育活動 中華文化 結業Party

2 P5B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趣味數學 結業Party

3 P5B 體育活動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趣味數學 英語活動 結業Party

1 P6A 趣味數學 視覺藝術 音樂天地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結業Party

2 P6A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科學探究 英語活動 結業Party

3 P6A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中華文化 結業Party

1 P6B 中華文化 趣味數學 中華文化 視覺藝術 體育活動 結業Party

2 P6B 趣味數學 音樂天地 體育活動 英語活動 中華文化 結業Party

3 P6B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趣味數學 趣味數學 結業Par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