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告編號：105_1N 

獻主會溥仁小學 

2020-21年度 支援非華語學童中文學習計劃 

課後中文增潤班通告 
敬啟者： 

本校為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於每學年均開辦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課後中文

增潤班， 貴子弟本學期被編入 1N 組接受中文支援，特為函知，請家長自行接  貴

子弟放學。倘有疑問，祈蒞校查詢為荷！ 

上課時間：逢星期二 下午 3:20 - 4:50 (由第 3週開始至第 18週完結) 

授課老師 : 何玉媚老師 

備    註：課後並無校車服務，敬請家長自行安排接送子女放學。如有查詢，請

與張寶珊老師、何玉媚老師聯絡。 

 

重要事宜 
因疫情關係，學生未能回校上課或半日面授，上述課堂將以 ZOOM 網上授課

形式進行，上課時間也有所調節：逢星期一、四 下午 3:00-3:40 
為配合網上課堂教學，老師將於 Google Classroom 內發放課堂訊息、課業，

敬請家長留意，謝謝。 

Google Classroom 課程(20-21 1N)代碼：47cyokj 

ZOOM 課堂 ID：476 008 2676  / PW：ncs 

注意：請家長督促 貴子女按時參與網上課堂，若因事未能參與，請於一

天或以前於致電予授課老師請假。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務處謹啟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回  條 

本人 口 同意子弟________________ (____年級 ____班)  

接受中文科 1N 組課後中文增潤班，並會督促子女抱持認真的學習 

態度上課。 

口 不同意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受中文科 1N 組課後中文增潤班。 

      此覆 

獻主會溥仁小學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父/母/監護人) 

日期：二零二一年 一月    日 

*請於適當的 口 內加 



通告編號：105_2N 

獻主會溥仁小學 

2020-21年度 支援非華語學童中文學習計劃 

課後中文增潤班通告 
敬啟者： 

本校為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於每學年均開辦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課後中文

增潤班， 貴子弟本學期被編入 2N 組接受中文支援，特為函知，請家長自行接  貴

子弟放學。倘有疑問，祈蒞校查詢為荷！ 

上課時間：逢星期五 下午 3:20 - 4:50 (由第 3週開始至第 18週完結) 

授課老師 : 何玉媚老師 

備    註：課後並無校車服務，敬請家長自行安排接送子女放學。如有查詢，請

與張寶珊老師、何玉媚老師聯絡。 

 

重要事宜 
因疫情關係，學生未能回校上課或半日面授，上述課堂將以 ZOOM 網上授課

形式進行，上課時間也有所調節：逢星期二、五 下午 3:00-3:40 
為配合網上課堂教學，老師將於 Google Classroom 內發放課堂訊息、課業，

敬請家長留意，謝謝。 

Google Classroom 課程( 2020-21 2N)代碼：kd53uge 

ZOOM 課堂 ID：476 008 2676  /PW：ncs 

注意：請家長督促 貴子女按時參與網上課堂，若因事未能參與，請於一

天或以前於致電予授課老師請假。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務處謹啟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回  條 

本人 口 同意子弟________________ (____年級 ____班)  

接受中文科 2N 組課後中文增潤班，並會督促子女抱持認真的學習 

態度上課。 

口 不同意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受中文科 2N 組課後中文增潤班。 

      此覆 

獻主會溥仁小學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父/母/監護人) 

日期：二零二一年 一 月    日 

*請於適當的 口 內加 



通告編號：105_3N 

獻主會溥仁小學 

2020-21年度 支援非華語學童中文學習計劃 

課後中文增潤班通告 
敬啟者： 

本校為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於每學年均開辦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課後中文

增潤班， 貴子弟本學期被編入 3N 組接受中文支援，特為函知，請家長自行接  貴

子弟放學。倘有疑問，祈蒞校查詢為荷！ 

上課時間：逢星期一 下午 3:20 - 4:50 (由第 3週開始至第 18週完結) 

授課老師 : 劉子慧老師 

備    註：課後並無校車服務，敬請家長自行安排接送子女放學。如有查詢，請

與張寶珊老師、劉子慧老師聯絡。 

 

重要事宜 
因疫情關係，學生未能回校上課或半日面授，上述課堂將以 ZOOM 網上授課

形式進行，上課時間也有所調節：逢星期一、五 下午 3:00-3:40 
為配合網上課堂教學，老師將於 Google Classroom 內發放課堂訊息、課業，

敬請家長留意，謝謝。 

Google Classroom 課程( 2020-21 3N)代碼：qmgvmc5 

ZOOM 課堂 ID：276 181 1615  /PW：NCS 

注意：請家長督促 貴子女按時參與網上課堂，若因事未能參與，請於一

天或以前於致電予授課老師請假。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務處謹啟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回  條 

本人 口 同意子弟________________ (____年級 ____班)  

接受中文科 3N 組課後中文增潤班，並會督促子女抱持認真的學習 

態度上課。 

口 不同意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受中文科 3N 組課後中文增潤班。 

      此覆 

獻主會溥仁小學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父/母/監護人) 

日期：二零二一年 一 月    日 

*請於適當的 口 內加 



通告編號：105_4N 

獻主會溥仁小學 

2020-21年度 支援非華語學童中文學習計劃 

課後中文增潤班通告 
敬啟者： 

本校為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於每學年均開辦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課後中文

增潤班， 貴子弟本學期被編入 4N 組接受中文支援，特為函知，請家長自行接  貴

子弟放學。倘有疑問，祈蒞校查詢為荷！ 

上課時間：逢星期一 下午 3:20 - 4:50 (由第 3週開始至第 18週完結) 

授課老師 : 劉子慧老師 

備    註：課後並無校車服務，敬請家長自行安排接送子女放學。如有查詢，請

與張寶珊老師、劉子慧老師聯絡。 

 

重要事宜 
因疫情關係，學生未能回校上課或半日面授，上述課堂將以 ZOOM 網上授課

形式進行，上課時間也有所調節：逢星期二、四 下午 3:00-3:40 
為配合網上課堂教學，老師將於 Google Classroom 內發放課堂訊息、課業，

敬請家長留意，謝謝。 

ZOOM 課堂 ID：203 176 7972  /PW: 123456 

 

注意：請家長督促 貴子女按時參與網上課堂，若因事未能參與，請於一

天或以前於致電予授課老師請假。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務處謹啟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回  條 

本人 口 同意子弟________________ (____年級 ____班)  

接受中文科 4N 組課後中文增潤班，並會督促子女抱持認真的學習 

態度上課。 

口 不同意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受中文科 4N 組課後中文增潤班。 

      此覆 

獻主會溥仁小學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父/母/監護人) 

日期：二零二一年 一 月    日 

*請於適當的 口 內加 



通告編號：105_6N 

獻主會溥仁小學 

2020-21年度 支援非華語學童中文學習計劃 

課後中文增潤班通告 
敬啟者： 

本校為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於每學年均開辦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課後中文

增潤班， 貴子弟本學期被編入 6N 組接受中文支援，特為函知，請家長自行接  貴

子弟放學。倘有疑問，祈蒞校查詢為荷！ 

上課時間：逢星期一 下午 3:20 - 4:50 (由第 3週開始至第 18週完結) 

授課老師 : 陳麗珍老師 

備    註：課後並無校車服務，敬請家長自行安排接送子女放學。如有查詢，請

與張寶珊老師、陳麗珍老師、劉子慧老師聯絡。 

 

重要事宜 
因疫情關係，學生未能回校上課或半日面授，上述課堂將以 ZOOM 網上授課

形式進行，上課時間也有所調節：逢星期一、五 下午 3:00-3:40 
為配合網上課堂教學，老師將於 Google Classroom 內發放課堂訊息、課業，

敬請家長留意，謝謝。 

Google Classroom 課程( 20-21 6N)代碼：4i6rrpp 

ZOOM 課堂 ID：203 176 7972  /PW: 123456 

注意：請家長督促 貴子女按時參與網上課堂，若因事未能參與，請於一

天或以前於致電予授課老師請假。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務處謹啟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回  條 

本人 口 同意子弟________________ (____年級 ____班)  

接受中文科 6N 組課後中文增潤班，並會督促子女抱持認真的學習 

態度上課。 

口 不同意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受中文科 6N 組課後中文增潤班。 

      此覆 

獻主會溥仁小學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父/母/監護人) 

日期：二零二一年 一 月    日 

*請於適當的 口 內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