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週六9：30-10:30 進階班 熱報中

週六14:00-15:00 進階班 熱報中

週日9：30-10:30 進階班 熱報中

週日14:00-15:00 進階班 熱報中

週六11:30-12:30 進階班 熱報中

週六14:00-15:00 進階班 熱報中

學而思2022秋季恆常班（9月）
上堂時間表跟暑假班一樣

升K2

太子

Kiwi趙美嬋

Claire胡洛晴

銅鑼灣 Claire胡洛晴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剩餘名額

週五16：30-18：00 進階班 熱報中

週日14：00-15:30 精英班 熱報中

週六11:00-12:30 精英班 熱報中

週六14：00-15:30 進階班 熱報中

週六16：30-18:00 進階班 熱報中

週日11:00-12:30 精英班 熱報中

週六11:00-12:30 進階班 熱報中

週六14:00-15:30 精英班 熱報中

學而思2022秋季恆常班（9月）
上堂時間表跟暑假班一樣

升K3

太子

銅鑼灣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週五17：00-18：30 進階班 4

週六11：00-12:30 精英班 7

週六11:00-12:30 精英班 已滿

週六14:00-15:30 尖端班 7

週六16:30-18:00 進階班 已滿

週日9：00-10:30 精英班 已滿

週日11:00-12:30 進階班 1

週日14:00-15:30 進階班 2

週六11:00-12:30 進階班 2

週六14:00-15:30 精英班 2

週六16：30-18:00 進階班 14

週日9:00-10:30 精英班 5

週六16:30-18:00 Online 精英班 Miu Miu 林妙玲 2

週五17:00-18:30 銅鑼灣（普通話） 進階班 Julia王瑩瑩 5

週日11：00-12:30 太子（普通話） 精英班 Miu Miu林妙玲 5

升P1
普通話

學而思2022秋季恆常班（9月）上堂時間表
視乎報名情況可能加開，請關注網站更新

（2022年8月12日更新）

升
P1
粵語

太子

MiuMiu林妙玲

Lina李秋惠

銅鑼灣 Julia王瑩瑩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週六11:00-12:30 進階班 Jessica 鄭鈺霞 已滿

週六11:00-12:30 精英班 Alan 余世澤 已滿

週六14:00-15:30 精英班 Alan 余世澤 已滿

週六14:00-15:30 尖端班 Jessica 鄭鈺霞 已滿

週六16:30-18:30 精英班 Jessica 鄭鈺霞 已滿

週日9:00-10:30 尖端班 Alan 余世澤 Popular

週日11:00-12:30 進階班 Jessica 鄭鈺霞 已滿

週日11:00-12:30 精英班 Alan 余世澤 已滿

週日14:00-15:30 進階班 Jessica 鄭鈺霞 已滿

週日14:00-15:30 精英班 Alan 余世澤 3

週五17:00-18:30 精英班 Jessica 鄭鈺霞 已滿

週五17:00-18:30 進階班 Alan 余世澤 已滿

週六14:00-15:30 進階班 Peter 黃仁銘 New

週六16:30-18:30 精英班 Peter 黃仁銘 New

週日11:00-12:30 進階班(普通話) Peter 黃仁銘 Popular

週六9:00-10:30 精英班 Alan 余世澤 Popular

週六16:30-18:30 進階班 Alan 余世澤 已滿

週日9:00-10:30 精英班 Jessica 鄭鈺霞 已滿

學而思2022秋季恆常班（月）上堂時間表
視乎報名情況可能加開，請關注網站更新

（2022年8月12日更新）

銅鑼灣

Online班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週六8:30-10:30 精英班 Arthur 陳志豪 8

週六11:00-13:00 進階班 Jeffrey 朱嘉杰 0

週六14:00-16:00 精英班 Jeffrey 朱嘉杰 1

週六16:30-18:30 尖端班 Jeffrey 朱嘉杰 3

週日8:30-10:30 進階班 April 李榕榕 13

週日8:30-10:30 精英班 Jeffrey 朱嘉杰 7

週日11:00-13:00 精英班 April 李榕榕 4

週日11:00-13:00 進階班 Jeffrey 朱嘉杰 0

週日14:00-16:00 精英班 Jeffrey 朱嘉杰 6

週五17:00-19:00 尖端班 April 李榕榕 7

週六11:00-13:00 精英班 April 李榕榕 2

週六14:00-16:00 進階班（普通話） April 李榕榕 0

週六16:30-18:30 進階班 April 李榕榕 7

週五17:00-19:00 精英班 Yolanda 楊柳 9

週六11:00-13:00 進階班 Rachel 鄧秋瑩 6

週六11:00-13:00 進階班（普通話） Hannah 王曉涵 17

週六14:00-16:00 精英班 Rachel 鄧秋瑩 1

週日11:00-13:00 進階班 Rachel 鄧秋瑩 9

學而思2022秋季恆常班（9-12月）上堂時間表
視乎報名情況可能加開，請關注網站更新

（2022年8月12日更新）

升P3

太子

銅鑼灣

Online班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週五17:00-19:00 銅鑼灣 精英班 Tony 王康耀 4

週六8:30-10:30 太子 進階班 Monica 何夢茹 已滿

週六8:30-10:30 Online 進階班 Allen 周偉佳 已滿

週六11:00-13:00 Online 精英班 YoYo -

週六11:00-13:00 銅鑼灣 尖端班 Tony 王康耀 6

週六11:00-13:00 太子 進階班 (普通話) Monica 何夢茹 7

週六14:00-16:00 太子 精英班 Monica 何夢茹 已滿

週六14:00-16:00 銅鑼灣 進階班 Tony 王康耀 8

週六16:30-18:30 太子 進階班 Monica 何夢茹 已滿

週六19:00-21:00 Online 精英班 Ada 歐瓊瑩 已滿

週日8:30-10:30 太子 精英班 Monica 何夢茹 NEW

週日8:30-10:30 太子 進階班 Tony 王康耀 NEW

週日11:00-13:00 太子 精英班 Monica 何夢茹 已滿

週日11:00-13:00 太子 精英班 Tony 王康耀 2

週日14:00-16:00 太子 進階班 Monica 何夢茹 已滿

週日16:30-18:30 太子 尖端班 Monica 何夢茹 已滿

週六16:30-18:30 太子 進階班 付銳 6

週日11:00-13:00 太子 精英班 付銳 3

學而思2022秋季恆常班（9-12月）上堂時間表
視乎報名情況可能加開，請關注網站更新

（2022年8月9日更新）

升P4
粵語

升P4
普通
話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週五17:00-19:00 進階班 Tom 呂釗儒 已滿

週六11:00-13:00 精英班 Tom 呂釗儒 已滿

週六14:00-16:00 尖端班 Tom 呂釗儒 6

週六16:30-18:30 精英班 Tom 呂釗儒 已滿

週日11:00-13:00 進階班 Tom 呂釗儒 1

週日14:00-16:00 精英班 Tom 呂釗儒 1

週六8:30-10:30 進階班 Tom 呂釗儒 4

週六11:00-13:00 進階班 Yolanda 楊柳 熱報中

週六14:00-16:00 精英班 Yolanda 楊柳 4

週六16:30-18:30 精英班 Yolanda 楊柳 已滿

週日8:30-10:30 尖端班 Yolanda 楊柳 熱報中

週日11:00-13:00 精英班 Yolanda 楊柳 熱報中

學而思2022秋期恆常班（9-12月）上堂時間表
視乎報名情況可能加開，請關注網站更新

（2022年8月10日更新）

太子

Online班

升P5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週五17:00-19:00 太子 進階班 Lawson 甄肇麟 7

週五17:00-19:00 Online班 進階班 Allen 周偉佳 1

週六11:00-13:00 太子 精英班 Allen 周偉佳 已滿

週六11:00-13:00 Online班 精英班 Arthur 陳志豪 已滿

週六11:00-13:00 進階班 Lawson 甄肇麟 熱報中

週六14:00-16:00 精英班 Lawson 甄肇麟 熱報中

週六14:00-16:00 太子 尖端班 Allen 周偉佳 已滿

週六14:00-16:00 Online班 尖端班 Arthur 陳志豪 4

週六16:30-18:30 Online班 進階班 Arthur 陳志豪 5

週六16:30-18:30 太子 進階班 Allen 周偉佳 已滿

週日8:30-10:30 Online班 進階班 Lawson 甄肇麟 熱報中

週日14:00-16:00 太子 進階班 Allen 周偉佳 熱報中

週日14:00-16:00 太子 精英班 Lawson 甄肇麟 1

週日16:30-18:30 太子 精英班 Allen 周偉佳 已滿

學而思2022秋季恆常班上堂時間表
視乎報名情況可能加開，請關注網站更新

（2022年8月12日更新）

升P6 

銅鑼灣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週五17:00-19:00 太子 進階班（粵） Zac 何東亮

週六8:30-10:30 Online 進階班（英） Zac 何東亮

週六11:00-13:00 太子 尖端班（英） Clarence 彭皓翔

週六11:00-13:00 銅鑼灣 精英班（英） Chris 蔡曉涵

週六14:00-16:00 太子 進階班（英） Clarence 彭皓翔

週六16:30-18:30 太子 精英班（英） Clarence 彭皓翔

週六17:00-19:00 Online 精英班（英） Zac 何東亮

週日8:30-10:30 太子 尖端班（英） Chris 蔡曉涵

週日14:00-16:00 太子 進階班 Clarence 彭皓翔

週日16:30-18:30 Online 尖端班（英） Chris 蔡曉涵

週日16:30-18:30 太子 精英班（英） Clarence 彭皓翔

學而思2022秋季恆常班（7、8月）上堂時間表
視乎報名情況可能加開，請關注網站更新

（2022年8月15日更新）

升S1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升P1
（普）

週日11:00-12:30 太子 精英班 Miumiu林妙玲 5

升P3
（普）

週六14:00-16:00 銅鑼灣 進階班 April 李榕榕 6

升P3
（普）

週六11:00-13:00 Online 進階班 Hannah 王曉涵 19

週六16:30-18:30 太子 進階班 付銳 6

週日11:00-13:00 太子 精英班 付銳 3

週五17:00-19:00 銅鑼灣 精英班  Ada 歐瓊瑩 2

週六16:30-18:30 太子 進階班  Ada 歐瓊瑩 熱報中

週六11:00-13:00 太子 精英班  Ada 歐瓊瑩 9

週日14:00-16:00 Online 精英班  Ada 歐瓊瑩 熱報中

升P6
 (英/普)

週日11:00-13:00 太子 AMC班 Chris 蔡曉涵 熱報中

學而思2022暑期恆常班（7、8月）上堂時間表
視乎報名情況可能加開，請關注網站更新

（2022年8月15日更新）

升P4
（普）

升P5
（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