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而思2021暑秋恆常班	上課時間表（2021年7月09日更新）	
視乎報名情況可能加開	，請關注網站更新

年級

暑期課程安排	
(三期課程內容一樣，選其中一期上堂即可） 秋季課程安排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9月升K3

二期上堂日期：	
7月20日-31日	

（7月25、26日為假期）

11：00-12：30
銅鑼灣中心 進階班 Becky 熱報中

週六				11：00-12：30
銅鑼灣中心 進階班 Becky 5

太子中心 精英班 Janet 熱報中 太子中心 精英班 Janet 熱報中

14：00-15：30 銅鑼灣中心 精英班 Becky 熱報中 週六				14：00-15：30 銅鑼灣中心 精英班 Becky 熱報中

三期上堂日期：	
8月3日-14日	

（8月8、9日為假期）
11：00-12：3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Becky 5 週日				11：00-12：3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Becky 熱報中

年級

暑期課程安排	
(三期課程內容一樣，選其中一期上堂即可） 秋季課程安排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9月升P1

一期上堂日期：	
7月6日-17日	

（7月11、12日為假期）
17：00-18：30 銅鑼灣中心 精英班 Jessica 熱報中 週五				17：00-18：30 銅鑼灣中心 精英班 Jessica 熱報中

二期上堂日期：	
7月20日-31日	

（7月25、26日為假期）

11：00-12：3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Jessica 熱報中

週六				11：00-12：3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Jessica 已滿

太子中心 精英班 Moon 4 太子中心 精英班 Moon 已滿

14：00-15：30
太子中心 精英班 Moon 熱報中

週六				14：00-15：30
太子中心 精英班 Moon 熱報中

太子中心 尖端班 Jessica 6 太子中心 尖端班 Jessica 6

16：30-18：00 Online課 進階班 Lina 6 週六				16：30-18：00 Online課 進階班 Lina 熱報中

三期上堂日期：	
8月3日-14日	

（8月8、9日為假期）

09：00-10：30 Online課 精英班 Lina 1 週日				09：00-10：30 Online課 精英班 Lina 4

11：00-12：3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Jessica 3 週日				11：00-12：3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Jessica 熱報中

14：00-15：3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Jessica 5

週日				14：00-15：3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Jessica 熱報中

太子中心 精英班 Moon 熱報中 太子中心 精英班 Moon 熱報中

年級

暑期課程安排	
(三期課程內容一樣，選其中一期上堂即可） 秋季課程安排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9月升P2

一期上堂日期：	
7月6日-17日	

（7月11、12日為假期）
17：00-18：30

Online課 精英班 李秋惠Lina 2
週五				17：00-18：30

Online課 精英班 李秋惠Lina 1

銅鑼灣中心 尖端班 梁諾彤Joys 熱報中 銅鑼灣中心 尖端班 梁諾彤Joys 熱報中

二期上堂日期：	
7月20日-31日	

（7月25、26日為假期）

11：00-12：30

Online課 進階班 李秋惠Lina 5

週六				11：00-12：30

Online課 進階班 李秋惠Lina 5

銅鑼灣中心 精英班 梁諾彤Joys 1 銅鑼灣中心 精英班 梁諾彤Joys 已滿

太子中心 進階班 朱嘉杰Jeffrey 已滿 太子中心 進階班 朱嘉杰Jeffrey 已滿

14：00-15：30
Online課 精英班 李秋惠Lina 1

週六				14：00-15：30
Online課 精英班 李秋惠Lina 1

太子中心 精英班 朱嘉杰Jeffrey 已滿 太子中心 精英班 朱嘉杰Jeffrey 已滿

16：30-18：00
銅鑼灣中心 進階班 梁諾彤Joys 4

週六				16：30-18：00
銅鑼灣中心 進階班 梁諾彤Joys 熱報中

太子中心 尖端班 朱嘉杰Jeffrey 已滿 太子中心 尖端班 朱嘉杰Jeffrey 已滿

三期上堂日期：	
8月3日-14日	

（8月8、9日為假期）

09：00-10：30 太子中心 精英班 朱嘉杰Jeffrey 2 週日				09：00-10：30 太子中心 精英班 朱嘉杰Jeffrey 已滿

11：00-12：30
Online課 進階班 李秋惠Lina 6

週日				11：00-12：30
Online課 進階班 李秋惠Lina 4

太子中心 進階班 朱嘉杰Jeffrey 熱報中 太子中心 進階班 朱嘉杰Jeffrey 5

14：00-15：30
Online課 精英班 李秋惠Lina 4

週日				14：00-15：30
Online課 精英班 李秋惠Lina 熱報中

太子中心 精英班 朱嘉杰Jeffrey 5 太子中心 精英班 朱嘉杰Jeffrey 已滿

16：30-18：00 Online課 進階班 李秋惠Lina 5 週日				16：30-18：00 Online課 進階班 李秋惠Lina 熱報中

年級

暑期課程安排	
(三期課程內容一樣，選其中一期上堂即可） 秋季課程安排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上堂地點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9月升P3

一期上堂日期：	
7月6日-17日	

（7月11、12日為假期）
17：00-19：00 銅鑼灣中心 精英班 馮嘉明Jason 4 週五				17：00-19：00 銅鑼灣中心 精英班 馮嘉明Jason 3

二期上堂日期：	
7月20日-31日	

（7月25、26日為假期）

08：30-10：30
Online課 進階班 彭學怡Sherry 熱報中

週六				08：30-10：30
Online課 進階班 彭學怡Sherry 熱報中

太子中心 進階班 何夢茹Monica 2 太子中心 進階班 何夢茹Monica 2

11：00-13：00
銅鑼灣中心 尖端班 馮嘉明Jason 熱報中

週六				11：00-13：00
銅鑼灣中心 尖端班 馮嘉明Jason 熱報中

太子中心 進階班（普通話） 李鈺Chloe 1 太子中心 進階班（普通話） 李鈺Chloe 熱報中

14：00-16：00

銅鑼灣中心 進階班 馮嘉明Jason 7

週六				14：00-16：00

銅鑼灣中心 進階班 馮嘉明Jason 2

太子中心 精英班 何夢茹Monica 已滿 太子中心 精英班 何夢茹Monica 已滿

太子中心 精英班 彭學怡Sherry 熱報中 太子中心 精英班 彭學怡Sherry 熱報中

16：30-18：30
銅鑼灣中心 進階班（普通話） 李鈺Chloe 已滿

週六				16：30-18：30
銅鑼灣中心 進階班（普通話） 李鈺Chloe 6

太子中心 進階班 何夢茹Monica 熱報中 太子中心 進階班 何夢茹Monica 4

19：00-21：00 Online課 精英班 楊柳Yolanda 熱報中 週六				19：00-21：00 Online課 精英班 楊柳Yolanda 5

三期上堂日期：	
8月3日-14日	

（8月8、9日為假期）

11：00-13：00
太子中心 精英班 馮嘉明Jason 熱報中

週日				11：00-13：00
太子中心 精英班 馮嘉明Jason 熱報中

太子中心 精英班 何夢茹Monica 6 太子中心 精英班 何夢茹Monica 已滿

14：00-16：00
Online課 進階班 楊柳Yolanda 熱報中

週日				14：00-16：00
Online課 進階班 楊柳Yolanda 熱報中

太子中心 進階班 何夢茹Monica 熱報中 太子中心 進階班 何夢茹Monica 熱報中

16：30-18：30 太子中心 尖端班 何夢茹Monica 4 週日				16：30-18：30 太子中心 尖端班 何夢茹Monica 3

17：00-19：00 Online課 進階班 楊柳Yolanda 熱報中 週五				17：00-19：00 Online課 進階班 楊柳Yolanda 熱報中

年級

暑期課程安排	
(三期課程內容一樣，選其中一期上堂即可） 秋季課程安排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上堂地點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9月升P4

一期上堂日期：	
7月6日-17日	

（7月11、12日為假期）

17：00-19：0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呂釗儒Tom 5
週五				17：00-19：0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呂釗儒Tom 4

17：00-19：00 銅鑼灣中心 精英班（普通話） 李榕榕April 2 銅鑼灣中心 精英班（普通話） 李榕榕April 熱報中

17：00-19：00 Online課 精英班 楊柳Yolanda 已滿 週五17：00-19：00 Online課 精英班 楊柳Yolanda 熱報中

二期上堂日期：	
7月20日-31日	

（7月25、26日為假期）

08：30-10：3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楊柏賢Ricky 熱報中 週六				08：30-10：3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楊柏賢Ricky 熱報中

11：00-13：00
太子中心 精英班 呂釗儒Tom 熱報中

週六				11：00-13：00
太子中心 精英班 呂釗儒Tom 已滿

太子中心 精英班（普通話） 李榕榕April 熱報中 太子中心 精英班（普通話） 李榕榕April 已滿

14：00-16：00 太子中心 尖端班 呂釗儒Tom 熱報中 週六				14：00-16：00 太子中心 尖端班 呂釗儒Tom 5

16：30-18：30

Online課 精英班 楊柳Yolanda 已滿

週六				16：30-18：30

Online課 精英班 楊柳Yolanda 已滿

太子中心 精英班 呂釗儒Tom 熱報中 太子中心 精英班 呂釗儒Tom 4

太子中心 進階班（普通話） 李榕榕April 熱報中 太子中心 進階班（普通話） 李榕榕April 熱報中

三期上堂日期：	
8月3日-14日	

（8月8、9日為假期）

08：30-10：30 Online課 進階班 楊柳Yolanda 已滿 週六				08：30-10：30 Online課 進階班 楊柳Yolanda 已滿

11：00-13：00

銅鑼灣中心 精英班 楊柏賢Ricky 熱報中

週日				11：00-13：00

銅鑼灣中心 精英班 楊柏賢Ricky 熱報中

太子中心 進階班 呂釗儒Tom 熱報中 太子中心 進階班 呂釗儒Tom 熱報中

銅鑼灣中心 進階班（普通話） 李榕榕April 熱報中 銅鑼灣中心 進階班（普通話） 李榕榕April 熱報中

14：00-16：00
銅鑼灣中心 尖端班 楊柏賢Ricky 熱報中

週日				14：00-16：00
銅鑼灣中心 尖端班 楊柏賢Ricky 熱報中

太子中心 精英班 呂釗儒Tom 熱報中 太子中心 精英班 呂釗儒Tom 熱報中

年級

暑期課程安排	
(三期課程內容一樣，選其中一期上堂即可） 秋季課程安排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上堂地點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9月升P5

一期上堂日期：	
7月6日-17日	

（7月11、12日為假期）
17：00-19：00

Online課 進階班 黃允階Jacky 已滿
週五				17：00-19：00

Online課 進階班 黃允階Jacky 1

太子中心 進階班 林君儀Jenny 已滿 太子中心 進階班 林君儀Jenny 熱報中

二期上堂日期：	
7月20日-31日	

（7月25、26日為假期）

11：00-13：00

Online課 精英班 黃允階Jacky 已滿

週六				11：00-13：00

Online課 精英班 黃允階Jacky 已滿

太子中心 精英班 陳志豪Arthur 已滿 太子中心 精英班 陳志豪Arthur 已滿

銅鑼灣中心 進階班 林君儀Jenny 熱報中 銅鑼灣中心 進階班 林君儀Jenny 熱報中

14：00-16：00

Online課 尖端班 黃允階Jacky 已滿

週六				14：00-16：00

Online課 尖端班 黃允階Jacky 熱報中

太子中心 尖端班 陳志豪Arthur 熱報中 太子中心 尖端班 陳志豪Arthur 已滿

銅鑼灣中心 精英班 林君儀Jenny 熱報中 銅鑼灣中心 精英班 林君儀Jenny 熱報中

16：30-18：30
Online課 進階班 黃允階Jacky 已滿

週六				16：30-18：30
Online課 進階班 黃允階Jacky 已滿

太子中心 進階班 陳志豪Arthur 已滿 太子中心 進階班 陳志豪Arthur 4

三期上堂日期：	
8月3日-14日	

（8月8、9日為假期）

08：30-10：3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林君儀Jenny 熱報中 週日				08：30-10：3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林君儀Jenny 熱報中

11：00-13：00 太子中心 進階班（普通話） 李鈺Chloe 熱報中 週日				11：00-13：00 太子中心 進階班（普通話） 李鈺Chloe 熱報中

14：00-16：0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陳志豪Arthur 熱報中 週日				14：00-16：0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陳志豪Arthur 5

16：30-18：30
太子中心 精英班 林君儀Jenny 熱報中

週日				16：30-18：30
太子中心 精英班 林君儀Jenny 熱報中

太子中心 精英班 陳志豪Arthur 熱報中 太子中心 精英班 陳志豪Arthur 熱報中

年級

暑期課程安排	
(三期課程內容一樣，選其中一期上堂即可） 秋季課程安排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上堂地點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9月升P6

一期上堂日期：	
7月6日-17日	

（7月11、12日為假期）
17：00-19：0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甄肇麟Lawson 3 週五				17：00-19：0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甄肇麟Lawson 熱報中

二期上堂日期：	
7月20日-31日	

（7月25、26日為假期）

11：00-13：00

Online課 進階班 徐堅銓Boris 已滿
週六				11：00-13：00

Online課 進階班 潘志輝Patrick 3

銅鑼灣中心 精英班 徐堅銓Boris 熱報中 銅鑼灣中心 精英班 徐堅銓Boris 熱報中

太子中心 進階班 甄肇麟Lawson 5 週六				11：00-13：0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甄肇麟Lawson 熱報中

16：30-18：30
太子中心 精英班 甄肇麟Lawson 6

週六				16：30-18：30
太子中心 精英班 甄肇麟Lawson 1

太子中心 精英班 徐堅銓Boris 熱報中 太子中心 精英班 徐堅銓Boris 熱報中

三期上堂日期：	
8月3日-14日	

（8月8、9日為假期）

11：00-13：00
太子中心 尖端班 甄肇麟Lawson 1

週日				11：00-13：00
太子中心 尖端班 甄肇麟Lawson 已滿

太子中心 尖端班 徐堅銓Boris 熱報中 太子中心 尖端班 徐堅銓Boris 熱報中

14：00-16：0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甄肇麟Lawson 5 週日				14：00-16：00 太子中心 進階班 甄肇麟Lawson 熱報中

16：30-18：30
Online課 精英班 潘志輝Patrick 熱報中

週日				16：30-18：30
Online課 精英班 徐堅銓Boris 熱報中

太子中心 精英班 甄肇麟Lawson 熱報中 太子中心 精英班 甄肇麟Lawson 熱報中

19：00-21：00 Online課 精英班 徐堅銓Boris 熱報中 週六				19：00-21：00 Online課 精英班 徐堅銓Boris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