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而思2022春季恆常班（1-6月）上堂時間表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K3

週六11:00-12:30

太子
（現Online）

精英班

Janet 王瑩

已滿

週六16:30-18:00 進階班 4

週日9:00-10:30 精英班 已滿

週日11:00-12:30 進階班 已滿

週日14:00-15:30 進階班 6

週六11:00-12:30

銅鑼灣
（現Online）

進階班

Miu Miu 林妙玲

已滿

週六14:00-15:30 精英班 已滿

週日9:00-10:30 精英班 1

暑期特別班（適合希望嘗試學習奧數的小朋友，無須評估）

3月15日至4月7日
逢週二、週四

10:00-11:30
Online 暑期特別班 Miu Miu 林妙玲 熱報中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P1

週六16:30-18:00 Online班 進階班 Alan 余世澤 3

週日9:00-10:30 Online班 精英班 Jessica 鄭鈺霞 已滿

週六11:00-12:30

太子
（現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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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週六16:30-18:00 精英班 Jessica 鄭鈺霞 已滿

週日11:00-12:30 進階班 Jessica 鄭鈺霞 已滿

週日14:00-15:30 進階班 Jessica 鄭鈺霞 2

週日14:00-15:30 精英班 Alan 余世澤 已滿

週五17:00-18:30 銅鑼灣
（現Online）

精英班 Jessica 鄭鈺霞 已滿

週五17:00-18:30 進階班 Alan 余世澤 3

暑期特別班（適合希望嘗試學習奧數的小朋友，無須評估）

3月15日至4月7日
逢週二、週四

10:00-11:30
Online 暑期特別班 Alan 余世澤 熱報中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P2

週五17:00-18:30

Online班

精英班 Lina 李秋惠 已滿

週六11:00-12:30 進階班 Lina 李秋惠 已滿

週六14:00-15:30 精英班 Lina 李秋惠 已滿

週日11:00-12:30 進階班 Lina 李秋惠 4

週日14:00-15:30 精英班 Lina 李秋惠 3

週六9:00-10:30

太子
（現Online）

精英班 Lina 李秋惠 2

週六11:00-12:30 進階班 Jeffrey 朱嘉杰 1

週六14:00-15:30 精英班 Jeffrey 朱嘉杰 已滿

週六16:30-18:00 尖端班 Jeffrey 朱嘉杰 已滿

週日9:00-10:30 進階班 April 李榕榕 熱報中

週日9:00-10:30 精英班 Jeffrey 朱嘉杰 已滿

週日11:00-12:30 精英班 April 李榕榕 已滿

週日11:00-12:30 進階班 Jeffrey 朱嘉杰 3

週日14:00-15:30 精英班 Jeffrey 朱嘉杰 2

週五17:00-18:30

銅鑼灣
（現Online）

尖端班 April 李榕榕 已滿

週六11:00-12:30 精英班 April 李榕榕 已滿

週六16:30-18:00 進階班 April 李榕榕 已滿

暑期特別班（適合希望嘗試學習奧數的小朋友，無須評估）

3月15日至4月7日
逢週二、週四

10:00-11:30
Online 暑期特別班 April 李榕榕 熱報中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P3

週六8:30-10:30
Online班

進階班 Allen 周偉佳 已滿

週六19:00-21:00 精英班 Ada 歐瓊瑩 已滿

週六8:30-10:30

太子
（現Online）

進階班 Monica 何夢茹 3

週六14:00-16:00 精英班 Monica 何夢茹 已滿

週六16:30-18:30 進階班 Monica 何夢茹 已滿

週日11:00-13:00 精英班 Jason 馮嘉明 7

週日11:00-13:00 精英班 Monica 何夢茹 已滿

週日14:00-16:00 進階班 Monica 何夢茹 熱報中

週日16:30-18:30 尖端班 Monica 何夢茹 已滿

週五17:00-19:00

銅鑼灣
（現Online）

精英班 Jason 馮嘉明 5

週六11:00-13:00 尖端班 Jason 馮嘉明 5

週六14:00-16:00 進階班 Jason 馮嘉明 3

暑期特別班（適合希望嘗試學習奧數的小朋友，無須評估）

3月15日至4月7日
逢週二、週四

10:00-12:00
Online 暑期特別班 Ada 歐瓊瑩 熱報中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P4

週六8:30-10:30

Online班

進階班 Ada 歐瓊瑩 已滿

週六16:30-18:30 精英班 Johnson 張樂生 已滿

週六14:00-16:00 精英班 Johnson 張樂生 3

週五17:00-19:00

太子
（現Online）

進階班 Tom 呂釗儒 已滿

週六8:30-10:30 進階班 Johnson 張樂生 熱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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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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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滿

週日14:00-16:00 精英班 Tom 呂釗儒 已滿

週日11:00-13:00
銅鑼灣

（現Online）
精英班 Johnson 張樂生 熱報中

暑期特別班（適合希望嘗試學習奧數的小朋友，無須評估）

3月15日至4月7日
逢週二、週四

10:00-12:00
Online 暑期特別班 Tom 呂釗儒 熱報中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P5

週五17:00-19:00

Online班

進階班 Allen 周偉佳 1

週六11:00-13:00 精英班 Allen 周偉佳 已滿

週六16:30-18:30 進階班 Allen 周偉佳 1

週日14:00-16:00 尖端班 Allen 周偉佳 已滿

週五17:00-19:00

太子
（現Online）

進階班 Jacky 黃允階 5

週六11:00-13:00 精英班 Arthur 陳志豪 已滿

週六14:00-16:00 尖端班 Arthur 陳志豪 6

週六16:30-18:30 進階班 Arthur 陳志豪 1

週日8:30-10:30 進階班 Jacky 黃允階 9

週日14:00-16:00 精英班 Jacky 黃允階 2

週日14:00-16:00 進階班 Arthur 陳志豪 6

週日16:30-18:30 精英班 Arthur 陳志豪 3

週六11:00-13:00 銅鑼灣
（現Online）

進階班 Jacky 黃允階 熱報中

週六14:00-16:00 精英班 Jacky 黃允階 熱報中

暑期特別班（適合希望嘗試學習奧數的小朋友，無須評估）

3月15日至4月7日
逢週二、週四

10:00-12:00
Online 暑期特別班 Allen 周偉佳 熱報中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P6

週六8:30-10:30

Online班

進階班 Boris 徐堅銓 9

週六19:00-21:00 精英班 Boris 徐堅銓 2

週日16:30-18:30 精英班 Boris 徐堅銓 熱報中

週五17:00-19:00

太子
（現Online）

進階班 Lawson 甄肇麟 已滿

週六11:00-13:00 進階班 Lawson 甄肇麟 熱報中

週六16:30-18:30 精英班 Boris 徐堅銓 熱報中

週六16:30-18:30 精英班 Lawson 甄肇麟 6

週日11:00-13:00 尖端班 Lawson 甄肇麟 1

週日11:00-13:00 尖端班 Boris 徐堅銓 熱報中

週日14:00-16:00 進階班 Lawson 甄肇麟 熱報中

週日16:30-18:30 精英班 Lawson 甄肇麟 8

週六11:00-13:00
銅鑼灣

（現Online）
精英班 Boris 徐堅銓 熱報中



年級 上堂時間 上堂地點 班型 授課老師 剩餘名額

P2
（普）

週六16:30-18:30
銅鑼灣

（現Online）
進階班 April 李榕榕 已滿

P3
（普）

週六11:00-13:00

銅鑼灣
（現Online）

進階班 Chloe 李鈺 熱報中

週六16:30-18:30 進階班 Chloe 李鈺 5

週日11:00-13:00 精英班 Chloe 李鈺 7

P4
（普）

週六11:00-13:00 太子
（現Online）

精英班 Ada 歐瓊瑩 7

週六16:30-18:30 進階班 Ada 歐瓊瑩 熱報中

週五17:00-19:00 銅鑼灣
（現Online）

精英班 Ada 歐瓊瑩 1

週日11:00-13:00 進階班 Ada 歐瓊瑩 熱報中

P5
（普）

週日11:00-13:00
太子

（現Online）
進階班 Hedy 黃巾津 熱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