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通吿 18150)

有關「非華語學生功課輔導班」事宜
親愛的家長：
本校為非華語學生申請的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支援計劃已獲教育局撥款，所有符合資格
的學生可免費參加。「非華語學生功課輔導班」主要目的是為學生提供一個寧靜的環境，在
導師看管下自行完成當天的功課。有關詳情如下：
1.
2.

對
日

象： 非華語學生
期： 2.1 2018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9 年 5 月 24 日
2.2 上課日期：
星期一

星期二

21/1、28/1、18/2、 18/12、22/1、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9/12 、 23/1 、 13/12、3/1、24/1、 14/12、4/1、25/1、

25/2、4/3、11/3、 29/1、19/2、26/2、 30/1、20/2、27/2、 31/1、21/2、28/2、 1/2 、 22/2、 1/3、
1/4 、8/4、 15/4、 5/3、12/3、2/4、 6/3 、13/3、 3/4、 7/3 、 14/3、 4/4、 8/3、15/3、29/3、
29/4、20/5

9/4、16/4、30/4、 10/4、8/5、15/5、 11/4 、2/5、 9/5、 12/4、3/5、10/5、
7/5、14/5、21/5

3.
4.
5.

16/5、23/5

22/5

17/5、24/5

時
間： 15:20-16:45
上課地點： 本校課室
備
註： 5.1 如乘搭校車者，課後仍有校車服務，家長需自行聯絡校車公司及確定有關安排
5.2 如 貴子弟因特別事情未能上課，必須預早以書面通知陳雅蕾老師
5.3 課程舉行日期如需要改動，將另行通知
5.4 如香港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又或教育局宣佈所有學校停課，是日課程將會順延，校方稍後再通知補堂安排
請 家 長 填 妥回條，於 12 月 12 日(星期三)或以前交回班主任辦理。如有 查詢，歡迎致電

2755 9195 與 陳 雅蕾 老師聯絡。
校長
2018 年 12 月 10 日
---------------------------------------------------------------------------------------------------回
條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通告 18150/蕾 1212）
蕭校長﹕
□ 本 人 同 意 小 兒 /小 女 *參 加 「 非華語學生功課輔導班」
放 學 安 排 ： □乘 校 車 □自 行 放 學 □家 長 接 回
□ 本 人 不 同 意 小 兒 /小 女 *參 加 「 非華語學生功課輔導班」

家長簽署﹕
聯絡電話﹕
學生姓名﹕

*請刪除不適用者

班

別﹕

年級

日

期﹕2018 年 12 月

班(

)
日

10th December, 2018
L.S.T. Yeung Chung Ming Primary School (Notice 18150)
Dear parents,
Tutorial Class for Non- 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
Our school is granted a fund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to organize a support programme for 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 A tutorial class will be provided for 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 to assist them in their Chinese
learning. Details of the tutorial class are as follows:
1. Target: Non- 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
2. Dates: 13th December, 2018 to 24th May, 2019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21/1、28/1、18/2、 18/12、22/1、29/1、19/12、23/1、30/1、13/12、3/1、24/1、 14/12、4/1、25/1、
25/2 、4/3、 11/3 、 19/2 、26/2、 5/3 、 20/2 、 27/2 、6/3、 31/1、21/2、28/2、 1/2、22/2、1/3、8/3、
1/4 、 8/4 、 15/4 、 12/3 、 2/4 、 9/4 、 13/3 、 3/4 、 10/4、 7/3 、 14/3 、 4/4 、 15/3、29/3、12/4、
29/4、20/5
16/4 、30/4、 7/5 、 8/5、15/5、22/5
11/4 、 2/5 、 9/5 、 3/5、10/5、17/5、24/5
14/5、21/5
16/5、23/5
3. Time: 15:20 – 16:45
4. Venue: Classroom
5. Remarks:5.1 School bus service is still available after the tutorial class. Parent should contact the School
Bus Contractor to confirm about the special arrangement.
5.2 Students who cannot attend the class should submit a written notice to Miss Chan as early as
possible.
5.3 There will be further notice if there are changes in course dates.
5.4 If the Education Bureau announces the suspension of all classes and/or RED/BLACK
rainstorms and Tropical Cyclone warning signal No.8 or above is issued, classes for that day
will be cancelled. Parents will be notified about arrangements for make-up classes.
Please sign the reply slip and return it on or before 10/12/2018. For further enquires, please feel free to call
Miss Joanne CHAN, Nga Lui at 2755 9195.
Yours faithfully,

Mr. Siu
Principal

---------------------------------------------------------------------------------------------------Reply Slip (L.S.T. Yeung Chung Ming Primary School
Notice 18150/Lui 1212)
Dear principal,
 My son/ daughter *would like to join the tutorial class
 By school bus
 By themselves
 By parents
 My son/ daughter *will not be joining the tutorial class
Reas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ent’s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uden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a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delete as appropriate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