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82A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19-2020年度  家長通知書 

「FOUCS」輔導小組 

敬啟者：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育局為普通公營小學提供「學習支援津貼」(Learning Support 

Grant for Primary Schools, LSGPS)，學校將會為學生舉辦訓練小組，目的希望提高學生成長的需

要。現誠意邀請 貴子弟出席是次的訓練計劃。「FOUCS」輔導小組為上學期「動得其專」輔導小組的

延伸課程，期望能鞏固學生的現有基礎。有關活動詳情如下： 

 

課程 日期 節數 時間 地點 

P.1 「FOUCS」 24/2, 23/3, 27/4, 11/5, 25/5 (一) 5 3:20-4:50 學校516室 

 

家長請簽覆回條，於十二月十九日前把回條交回班主任。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  區志成  謹啟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                                    

回   條 

(請把回條交回黎姑娘) 

敬覆者： 

本人 同意／不同意  __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參加小組 

學生放學後將自行放學／由家長接送 回家（請圈上合適者） 

 

 

此覆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區  志  成  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      月       日 



19182B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19-2020年度  家長通知書 

「FOUCS」輔導小組 

敬啟者：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育局為普通公營小學提供「學習支援津貼」(Learning Support 

Grant for Primary Schools, LSGPS)，學校將會為學生舉辦訓練小組，目的希望提高學生成長的需

要。現誠意邀請 貴子弟出席是次的訓練計劃。「FOUCS」輔導小組為上學期「動得其專」輔導小組的

延伸課程，期望能鞏固學生的現有基礎。有關活動詳情如下： 

 

課程 日期 節數 時間 地點 

P.2-3 「FOUCS」 19/3, 2/4, 23/4, 7/5, 21/5 (四) 5 3:20-4:50 學校516室 

 

家長請簽覆回條，於十二月十九日前把回條交回班主任。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  區志成  謹啟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                                    

回   條 

(請把回條交回黎姑娘) 

敬覆者： 

本人 同意／不同意  __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參加小組 

學生放學後將自行放學／由家長接送 回家（請圈上合適者） 

 

 

此覆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區  志  成  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      月       日 



19182C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19-2020年度  家長通知書 

「FOUCS」輔導小組 

敬啟者：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育局為普通公營小學提供「學習支援津貼」(Learning Support 

Grant for Primary Schools, LSGPS)，學校將會為學生舉辦訓練小組，目的希望提高學生成長的需

要。現誠意邀請 貴子弟出席是次的訓練計劃。「FOUCS」輔導小組為上學期「動得其專」輔導小組的

延伸課程，期望能鞏固學生的現有基礎。有關活動詳情如下： 

 

課程 日期 節數 時間 地點 

P.4 「FOUCS」 27/2, 26/3,14/5, 28/5  (四) 4 3:20-4:50 學校516室 

 

家長請簽覆回條，於十二月十九日前把回條交回班主任。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  區志成  謹啟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                                    

回   條 

(請把回條交回黎姑娘) 

敬覆者： 

本人 同意／不同意  __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參加小組 

學生放學後將自行放學／由家長接送 回家（請圈上合適者） 

 

 

此覆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區  志  成  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      月       日 



19182D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19-2020年度  家長通知書 

「FOUCS」輔導小組 

敬啟者：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育局為普通公營小學提供「學習支援津貼」(Learning Support 

Grant for Primary Schools, LSGPS)，學校將會為學生舉辦訓練小組，目的希望提高學生成長的需

要。現誠意邀請 貴子弟出席是次的訓練計劃。「FOUCS」輔導小組為上學期「動得其專」輔導小組的

延伸課程，期望能鞏固學生的現有基礎。有關活動詳情如下： 

 

課程 日期 節數 時間 地點 

P.5 「FOUCS」 26/2, 25/3, 29/4, 13/5, 27/5 (三) 5 3:20-4:50 學校516室 

 

家長請簽覆回條，於十二月十九日前把回條交回班主任。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  區志成  謹啟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                                    

回   條 

(請把回條交回黎姑娘) 

敬覆者： 

本人 同意／不同意  __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參加小組 

學生放學後將自行放學／由家長接送 回家（請圈上合適者） 

 

 

此覆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區  志  成  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      月       日 



19182E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19-2020年度  家長通知書 

「FOUCS」輔導小組 

敬啟者：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育局為普通公營小學提供「學習支援津貼」(Learning Support 

Grant for Primary Schools, LSGPS)，學校將會為學生舉辦訓練小組，目的希望提高學生成長的需

要。現誠意邀請 貴子弟出席是次的訓練計劃。「FOUCS」輔導小組為上學期「動得其專」輔導小組的

延伸課程，期望能鞏固學生的現有基礎。有關活動詳情如下： 

 

課程 日期 節數 時間 地點 

P.6 「FOUCS」 25/2, 24/3, 28/4, 12/5, 26/5 (二) 5 3:20-4:50 學校516室 

 

家長請簽覆回條，於十二月十九日前把回條交回班主任。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  區志成  謹啟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                                    

回   條 

(請把回條交回黎姑娘) 

敬覆者： 

本人 同意／不同意  __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參加小組 

學生放學後將自行放學／由家長接送 回家（請圈上合適者） 

 

 

此覆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區  志  成  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