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0A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年度  家長通知書 

課後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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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已邀請「聖雅各福群會」到校開辦課後小組，希望提高

學生的學科表現。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由九月二十三日開始，恢復半日制面授，而全日制面授日期尚未公佈。校方

顧及學生的學習進展，現安排網上學科小組，讓學生可以在家透過網上途徑 ZOOM 進行小組。詳情如

下︰ 

小組名稱︰ P.2 中文 (B) 

小組日期︰ 31/10, 7/11, 14/11, 21/11, 12/12, 19/12, 9/1, 16/1 (六) 

小組時間︰ 9:00-10:30 

上課模式︰ ZOOM (請家長預先下載 ZOOM應用程式) 

會議 id︰  

密碼︰  

備註： 請家長留意︰ 

- 小組內容會因應學生的進展和能力，而有調整 

- 學生需按指定日期及時間，準時出席小組。若學生遲到或缺席，不會另

行補時或補堂 

- 恪守規則和穿著合宜的衣服 

家長請簽覆回條，於十月二十一日前把回條交回何雅薇主任。如有查詢，歡迎致電給何雅薇主任。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  黃偉堅  謹啟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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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A         回   條 

(請把回條交回何雅薇主任) 

敬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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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覆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黃 偉 堅  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      月       日



20070B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年度  家長通知書 

課後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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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已邀請「聖雅各福群會」到校開辦課後小組，希望提高

學生的學科表現。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由九月二十三日開始，恢復半日制面授，而全日制面授日期尚未公佈。校方

顧及學生的學習進展，現安排網上學科小組，讓學生可以在家透過網上途徑 ZOOM 進行小組。詳情如

下︰ 

小組名稱︰ P.2 中文 (C ) 

小組日期︰ 31/10, 7/11, 14/11, 21/11, 12/12, 19/12, 9/1, 16/1 (六) 

小組時間︰ 11:00-12:30 

上課模式︰ ZOOM (請家長預先下載 ZOOM應用程式) 

會議 id︰  

密碼︰  

備註： 請家長留意︰ 

- 小組內容會因應學生的進展和能力，而有調整 

- 學生需按指定日期及時間，準時出席小組。若學生遲到或缺席，不會另

行補時或補堂 

- 恪守規則和穿著合宜的衣服 

家長請簽覆回條，於十月二十一日前把回條交回何雅薇主任。如有查詢，歡迎致電給何雅薇主任。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  黃偉堅  謹啟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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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B         回   條 

(請把回條交回何雅薇主任) 

敬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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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覆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黃 偉 堅  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      月       日



20070C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年度  家長通知書 

課後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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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已邀請「聖雅各福群會」到校開辦課後小組，希望提高

學生的學科表現。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由九月二十三日開始，恢復半日制面授，而全日制面授日期尚未公佈。校方

顧及學生的學習進展，現安排網上學科小組，讓學生可以在家透過網上途徑 ZOOM 進行小組。詳情如

下︰ 

小組名稱︰ P.2 英文 (B) 

小組日期︰ 31/10, 7/11, 14/11, 21/11, 12/12, 19/12, 9/1, 16/1 (六) 

小組時間︰ 9:00-10:30 

上課模式︰ ZOOM (請家長預先下載 ZOOM應用程式) 

會議 id︰  

密碼︰  

備註： 請家長留意︰ 

- 小組內容會因應學生的進展和能力，而有調整 

- 學生需按指定日期及時間，準時出席小組。若學生遲到或缺席，不會另

行補時或補堂 

- 恪守規則和穿著合宜的衣服 

家長請簽覆回條，於十月二十一日前把回條交回何雅薇主任。如有查詢，歡迎致電給何雅薇主任。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  黃偉堅  謹啟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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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C         回   條 

(請把回條交回何雅薇主任) 

敬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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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覆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黃 偉 堅  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      月       日



20070D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年度  家長通知書 

課後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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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已邀請「聖雅各福群會」到校開辦課後小組，希望提高

學生的學科表現。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由九月二十三日開始，恢復半日制面授，而全日制面授日期尚未公佈。校方

顧及學生的學習進展，現安排網上學科小組，讓學生可以在家透過網上途徑 ZOOM 進行小組。詳情如

下︰ 

小組名稱︰ P.2 英文 (C ) 

小組日期︰ 31/10, 7/11, 14/11, 21/11, 12/12, 19/12, 9/1, 16/1 (六) 

小組時間︰ 11:00-12:30 

上課模式︰ ZOOM (請家長預先下載 ZOOM應用程式) 

會議 id︰  

密碼︰  

備註： 請家長留意︰ 

- 小組內容會因應學生的進展和能力，而有調整 

- 學生需按指定日期及時間，準時出席小組。若學生遲到或缺席，不會另

行補時或補堂 

- 恪守規則和穿著合宜的衣服 

家長請簽覆回條，於十月二十一日前把回條交回何雅薇主任。如有查詢，歡迎致電給何雅薇主任。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  黃偉堅  謹啟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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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D         回   條 

(請把回條交回何雅薇主任) 

敬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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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覆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黃 偉 堅  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