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度暑期活動課室安排(15/7 至 21/7) 

星期 部門 組別 課室 時間 

一 音樂部 樂器班(大提琴) 英語室 09:00-10:15 

一 音樂部 樂器班(低音大提琴) 3A課室 09:30-13:00 

一 音樂部 樂器班(小提琴) 活動室 12:00-14:00 

一 音樂部 樂器班(敲擊) 3B課室 14:00-16:00 

二 音樂部 樂器班(敲擊) 3B課室 09:00-09:45 

二 音樂部 樂器班(單簧管) 英語室 09:30-11:30 

二 音樂部 樂器班(低音大提琴) 3A課室 11:00-15:00 

二 音樂部 樂器班(低音銅管) 3B課室 12:00-15:00 

二 音樂部 樂器班(小提琴) 2D課室 14:00-15:00 

三 音樂部 樂器班(大提琴) 英語室 09:00-11:45 

三 音樂部 樂器班(單簧管) 4A課室 10:30-12:30 

三 音樂部 樂器班(低音大提琴) 3A課室 12:00-14:45 

三 音樂部 樂器班(敲擊) 3B課室 13:00-14:00 

四 音樂部 樂器班(薩克管) 2D課室 10:00-11:00 

四 音樂部 樂器班(巴松管) 3C課室 10:00-13:00 

四 音樂部 樂器班(雙簧管) 圖書館 10:30-15:00 

四 音樂部 樂器班(低音大提琴) 3A課室 12:00-15:00 

四 音樂部 樂器班(低音銅管) 3B課室 12:00-15:00 

五 音樂部 樂器班(敲擊) 3B課室 09:00-14:00 

五 音樂部 樂器班(單簧管) 英語室 09:15-11:00 

五 音樂部 樂器班(巴松管) 3C課室 10:00-11:30 

五 音樂部 樂器班(雙簧管) 圖書館 10:30-15:00 

五 音樂部 樂器班(低音大提琴) 3A課室 11:00-13:45 

五 音樂部 樂器班(小提琴) 2D課室 14:00-15:00 

一/三/五 體育部 排球培訓班 5A課室 08:15-10:00 

一/三/五 體育部 籃球培訓班 4C課室 10:00-11:45 

一/三/五 體育部 劍擊校隊 億京廣場 2期 12樓 A室 13:00-14:30 

一/三/五 體育部 籃球校隊(其他) 5A課室/校外 13:00-15:00 

一/三/五 體育部 籃球校隊男女高級組 4C課室/校外 13:00-16:00 

一/三/五 體育部 乒乓球中級培訓班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4:00-16:00(一/ 五) 

12:00-14:00(三) 

一/三/五 體育部 劍擊培訓班 億京廣場 2期 12樓 A室 14:30-16:00 

一/三/五 體育部 排球校隊 5A課室/校外 15:00-17:00 

二/四/六 體育部 足球培訓班 4B課室 08:15-10:00 

二/六 體育部 乒乓球初級培訓 A班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0:00-11:30 

二/五 體育部 泳隊競賽特訓課程 喇沙書院室外游泳池 10:00-11:30 

二/四/六 體育部 田徑培訓班 5B課室 10:00-11:45 

二/四/六 體育部 田徑校隊 5B課室 13:00-15:00 

二/六 體育部 乒乓球校隊 B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4:00-17:00 

二/四/六 體育部 足球校隊 4B 課室/花墟足球場 
15:00-17:00(二/四) 

08:00-10:00(六) 

三/六 體育部 乒乓球校隊 A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4:00-17:00(三)  10:00-

13:00(六) 

四/日 體育部 乒乓球初級培訓 B班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0:00-11:30 

六/日 體育部 泳隊培訓班 喇沙書院室外游泳池 
17:30-19:00(六)  16:00-

17:30(日) 



2018 年度暑期活動課室安排(22/7 至 28/7) 

星期 部門 組別 課室 時間 

一/二/三 活動部 主播訓練:國際焦點報導與分析 5C課室 09:00-11:00 

一/三/五 體育部 排球培訓班 5A課室 08:15-10:00 

一/三/五 體育部 籃球培訓班 4C課室 10:00-11:45 

一/三/五 體育部 劍擊校隊 億京廣場 2期 12樓 A室 13:00-14:30 

一/三/五 體育部 籃球校隊(其他) 5A課室/校外 13:00-15:00 

一/三/五 體育部 籃球校隊男女高級組 4C課室/校外 13:00-16:00 

一/三/五 體育部 乒乓球中級培訓班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4:00-16:00(一/ 五) 

12:00-14:00(三) 

一/三/五 體育部 劍擊培訓班 億京廣場 2期 12樓 A室 14:30-16:00 

一/三/五 體育部 排球校隊 5A課室/校外 15:00-17:00 

二/四/六 體育部 足球培訓班 4B課室 08:15-10:00 

二/六 體育部 乒乓球初級培訓 A班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0:00-11:30 

二/五 體育部 泳隊競賽特訓課程 喇沙書院室外游泳池 10:00-11:30 

二/四/六 體育部 田徑培訓班 5B課室 10:00-11:45 

二/四/六 體育部 田徑校隊 5B課室 13:00-15:00 

二/六 體育部 乒乓球校隊 B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4:00-17:00 

二/四/六 體育部 足球校隊 4B課室/花墟足球場 
15:00-17:00(二/四) 

08:00-10:00(六) 

三/六 體育部 乒乓球校隊 A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4:00-17:00(三)  

10:00-13:00(六) 

四/日 體育部 乒乓球初級培訓 B班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0:00-11:30 

六/日 體育部 泳隊培訓班 喇沙書院室外游泳池 
17:30-19:00(六)  

16:00-17:30(日) 

一/三/五 體育部 羽毛球中級培訓班 彩虹道羽毛球中心 11:00-13:00 

一/三/五 體育部 羽毛球校隊 彩虹道羽毛球中心 14:00-17:00 

三/五 體育部 羽毛球初級培訓班  彩虹道羽毛球中心 09:00-11:00 
     

 
 
 
 
 
 
 
 
 
 
 
 
 
 
 
 



2018 年度暑期活動課室安排(29/7 至 4/8) 

星期 部門 組別 課室 時間 

一至四 活動部 滙豐未來技能培訓計劃 3B課室 
10:00-12:00(一至三) 

10:00-11:00(四) 

一至五 活動部 強力記憶法課程 2C課室 08:15-09:45 

一至五 活動部 Lego Mindstorms EV3 課程 創科研習室 08:45-11:45 

一至五 活動部 MBot 智能機械車創作 6E課室 09:00-11:30 

一至五 活動部 Mind Maps®基礎應用課程 5C課室 09:45-11:45 

一至五 活動部 LegoWeDo2.0 電腦機械應用課程 視藝室 10:00-11:30 

一至五 教務部 小一預備班(一) 1A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小一預備班(二) 1B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小一預備班(三) 1C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小一預備班(四) 1D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小一預備班(五) 2A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小一預備班(六) 2B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五升六補課班(5A) 6A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五升六補課班(5B) 6B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五升六補課班(5C) 6C課室 08:15-11:45 

一/三/五 體育部 排球培訓班 5A課室 08:15-10:00 

一/三/五 體育部 籃球培訓班 4C課室 10:00-11:45 

一/三/五 體育部 劍擊校隊 億京廣場 2期 12樓 A室 13:00-14:30 

一/三/五 體育部 籃球校隊(其他) 5A課室/校外 13:00-15:00 

一/三/五 體育部 籃球校隊男女高級組 4C課室/校外 13:00-16:00 

一/三/五 體育部 乒乓球中級培訓班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4:00-16:00(一/五) 

12:00-14:00(三) 

一/三/五 體育部 劍擊培訓班 億京廣場 2期 12樓 A室 14:30-16:00 

一/三/五 體育部 排球校隊 5A課室/校外 15:00-17:00 

二/四/六 體育部 足球培訓班 4B課室 08:15-10:00 

二/六 體育部 乒乓球初級培訓 A班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0:00-11:30 

二/五 體育部 泳隊競賽特訓課程 喇沙書院室外游泳池 10:00-11:30 

二/四/六 體育部 田徑培訓班 5B課室 10:00-11:45 

二/四/六 體育部 田徑校隊 5B課室 13:00-15:00 

二/六 體育部 乒乓球校隊 B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4:00-17:00 

二/四/六 體育部 足球校隊 4B 課室/花墟足球場 
15:00-17:00(二/四) 

08:00-10:00(六) 

三/六 體育部 乒乓球校隊 A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4:00-17:00(三)  

10:00-13:00(六) 

四/日 體育部 乒乓球初級培訓 B班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0:00-11:30 

六/日 體育部 泳隊培訓班 喇沙書院室外游泳池 
17:30-19:00(六)  

16:00-17:30(日) 

 
 



2018 年度暑期活動課室安排(5/8 至 11/8) 

星期 部門 組別 課室 時間 

一至五 活動部 強力記憶法課程 2C課室 08:15-09:45 

一至五 活動部 LegoWeDo2.0 電腦機械應用課程 視藝室 10:00-11:30 

一至五 教務部 四升五面試班(一) 2D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四升五面試班(二) 3A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四升五面試班(三) 3B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四升五面試班(四) 3C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四升五面試班(五) 3D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四升五面試班(六) 4A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小一預備班(一) 1A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小一預備班(二) 1B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小一預備班(三) 1C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小一預備班(四) 1D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小一預備班(五) 2A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小一預備班(六) 2B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五升六補課班(5A) 6A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五升六補課班(5B) 6B課室 08:15-11:45 

一至五 教務部 五升六補課班(5C) 6C課室 08:15-11:45 

一/三/五 體育部 排球培訓班 5A課室 08:15-10:00 

一/三/五 體育部 籃球培訓班 4C課室 10:00-11:45 

一/三/五 體育部 劍擊校隊 億京廣場 2期 12樓 A室 13:00-14:30 

一/三/五 體育部 籃球校隊(其他) 5A課室/校外 13:00-15:00 

一/三/五 體育部 籃球校隊男女高級組 4C課室/校外 13:00-16:00 

一/三/五 體育部 乒乓球中級培訓班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4:00-16:00(一/五) 

12:00-14:00(三) 

一/三/五 體育部 劍擊培訓班 億京廣場 2期 12樓 A室 14:30-16:00 

一/三/五 體育部 排球校隊 5A課室/校外 15:00-17:00 

二/四/六 體育部 足球培訓班 4B課室 08:15-10:00 

二/六 體育部 乒乓球初級培訓 A班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0:00-11:30 

二/五 體育部 泳隊競賽特訓課程 喇沙書院室外游泳池 10:00-11:30 

二/四/六 體育部 田徑培訓班 5B課室 10:00-11:45 

二/四/六 體育部 田徑校隊 5B課室 13:00-15:00 

二/六 體育部 乒乓球校隊 B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4:00-17:00 

二/四/六 體育部 足球校隊 4B課室/花墟足球場 
15:00-17:00(二/四) 

08:00-10:00(六) 

三/六 體育部 乒乓球校隊 A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4:00-17:00(三)  

10:00-13:00(六) 

四/日 體育部 乒乓球初級培訓 B班  精薈體育乒乓球會 10:00-11:30 

六/日 體育部 泳隊培訓班 喇沙書院室外游泳池 
17:30-19:00(六)  

16:00-17: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