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18 年度第 17 號通告 
有關「上學期課前輔導教學班」事宜 

 
逕啟者： 為了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本校已成立「學生支援小組」，透過「全校參與」

模式，制定一套有系統的政策和措施，使能更有效照顧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增強

他們的學習動機和學習策略。 
 
為協助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本校本年度於三、四及六年級開設課前輔導教學班， 
目的在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使其盡快趕上正規課程。根據上年度下學期成績，現 
安排貴  子弟參加以下課前輔導教學班，詳情如下： 
 
輔導級別：  三年級 
輔導科目：  中文  
輔導老師：  蔡曉珊老師   
上課日期：  逢星期三及星期五  
上課時間：  上午 7:50 - 8:30  
上課地點：  408 室  
集隊時間及地點： 學生須於上午 7:50 或以前於二號操場 1 號線道集隊 
首天上課日期：26-9-2018   
 
請填妥下列回條，於 9 月 14 日或之前交回有關輔導老師辦理。 
註：未能準時(7:50)抵校集隊上輔導課的學生，將被列作「上學遲到」論，敬希留意。 
 

此致 
各位家長 

校長：韋淑貞謹啟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日 
--------------------------------------------------------------------------------------------------------------- 

回   條 
    有關「上學期課前輔導教學班」事宜   

(請班主任把回條轉交蔡曉珊老師) 
逕覆者: 頃接  貴校通告，已知悉敝子弟被安排參加 三 年級中文科課前輔導教學班。 

 
     本人同意讓敝子弟參加課前輔導教學班，並會督促他/她準時回校上課。 
 

     本人不同意讓敝子弟參加課前輔導教學班。 

 
此覆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班    別: 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2018年     月     日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18 年度第 17 號通告 
有關「上學期課前輔導教學班」事宜 

 
逕啟者： 為了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本校已成立「學生支援小組」，透過「全校參與」

模式，制定一套有系統的政策和措施，使能更有效照顧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增強

他們的學習動機和學習策略。 
 
為協助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本校本年度於三、四及六年級開設課前輔導教學班， 
目的在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使其盡快趕上正規課程。根據上年度下學期成績，現 
安排貴  子弟參加以下課前輔導教學班，詳情如下： 
 
輔導級別：  四年級 
輔導科目：  中文  
輔導老師：  安靜婷老師   
上課日期：  逢星期一及星期四  
上課時間：  上午 7:50 - 8:30  
上課地點：  505 室  
集隊時間及地點： 學生須於上午 7:50 或以前於二號操場 2 號線道集隊 
首天上課日期：27-9-2018   
 
請填妥下列回條，於 9 月 14 日或之前交回有關輔導老師辦理。 
註：未能準時(7:50)抵校集隊上輔導課的學生，將被列作「上學遲到」論，敬希留意。 
 

此致 
各位家長 

校長：韋淑貞謹啟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日 
--------------------------------------------------------------------------------------------------------------- 

回   條 
    有關「上學期課前輔導教學班」事宜   

(請班主任把回條轉交安靜婷老師) 
逕覆者: 頃接  貴校通告，已知悉敝子弟被安排參加 四 年級中文科課前輔導教學班。 

 
     本人同意讓敝子弟參加課前輔導教學班，並會督促他/她準時回校上課。 
 

     本人不同意讓敝子弟參加課前輔導教學班。 

 
此覆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班    別: 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2018年     月     日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 】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18 年度第 17 號通告 
有關「上學期課前輔導教學班」事宜 

 
逕啟者： 為了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本校已成立「學生支援小組」，透過「全校參與」

模式，制定一套有系統的政策和措施，使能更有效照顧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增強

他們的學習動機和學習策略。 
 
為協助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本校本年度於三、四及六年級開設課前輔導教學班， 
目的在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使其盡快趕上正規課程。根據上年度下學期成績，現 
安排貴  子弟參加以下課前輔導教學班，詳情如下： 
 
輔導級別：  四年級 
輔導科目：  英文  
輔導老師：  杜芷妍老師   
上課日期：  逢星期二及星期三  
上課時間：  上午 7:50 - 8:30  
上課地點：  506 室  
集隊時間及地點： 學生須於上午 7:50 或以前於二號操場 3 號線道集隊 
首天上課日期：26-9-2018   
 
請填妥下列回條，於 9 月 14 日或之前交回有關輔導老師辦理。 
註：未能準時(7:50)抵校集隊上輔導課的學生，將被列作「上學遲到」論，敬希留意。 
 

此致 
各位家長 

校長：韋淑貞謹啟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日 
--------------------------------------------------------------------------------------------------------------- 

回   條 
    有關「上學期課前輔導教學班」事宜   

(請班主任把回條轉交杜芷妍老師) 
逕覆者: 頃接  貴校通告，已知悉敝子弟被安排參加 四 年級英文科課前輔導教學班。 

 
     本人同意讓敝子弟參加課前輔導教學班，並會督促他/她準時回校上課。 
 

     本人不同意讓敝子弟參加課前輔導教學班。 

 
此覆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班    別: 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2018年     月     日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18 年度第 17 號通告 
有關「上學期課前輔導教學班」事宜 

 
逕啟者： 為了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本校已成立「學生支援小組」，透過「全校參與」

模式，制定一套有系統的政策和措施，使能更有效照顧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增強

他們的學習動機和學習策略。 
 
為協助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本校本年度於三、四及六年級開設課前輔導教學班， 
目的在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使其盡快趕上正規課程。根據上年度下學期成績，現 
安排貴  子弟參加以下課前輔導教學班，詳情如下： 
 
輔導級別：  六年級 
輔導科目：  數學  
輔導老師：  彭家強老師   
上課日期：  逢星期一及星期五  
上課時間：  上午 7:50 - 8:30  
上課地點：  508 室  
集隊時間及地點： 學生須於上午 7:50 或以前於二號操場 3 號線道集隊 
首天上課日期： 28-9-2018  
 
請填妥下列回條，於 9 月 14 日或之前交回有關輔導老師辦理。 
註：未能準時(7:50)抵校集隊上輔導課的學生，將被列作「上學遲到」論，敬希留意。 
 

此致 
各位家長 

校長：韋淑貞謹啟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日 
--------------------------------------------------------------------------------------------------------------- 

回   條 
    有關「上學期課前輔導教學班」事宜   

(請班主任把回條轉交彭家强老師) 
逕覆者: 頃接  貴校通告，已知悉敝子弟被安排參加 六 年級數學科課前輔導教學班。 

 
     本人同意讓敝子弟參加課前輔導教學班，並會督促他/她準時回校上課。 
 

     本人不同意讓敝子弟參加課前輔導教學班。 

 
此覆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班    別: 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2018年     月     日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