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 年度第(2)號通告 

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 

課餘功課輔導班 
 
致：各位家長    

    現時部份家長需長時間工作，無暇照顧子女。有見及此，本辦學團體作出支援，充份利用本校資源為區內學童

服務，於課餘開放校舍為學童舉辦活動。本中心現已投入服務，現為本校學生安排提供課餘功課輔導班，本中心在 9

月份為學生提供(12)天功課輔導，每班人數不超過 15人，而所有導師均達大專或大學程度及有豐富教學或補習經驗。 
    功課輔導班的目的和內容：主要輔導中、英、數三科。學生在做功課時遇到問題，導師便會教導學生，但由於

有時間限制，導師會先要督促學生做英文功課，後做數學功課，最後才做中文功課，若時間不許可，所有抄寫的功

課會返回家中才做，導師盡量為其檢查以上功課。此外，由於各班默書範圍不同，導師只可盡量協助學生溫習。 

凡參加由 3：45~6：30 的功課輔導班學生，若學生完成大部份功課而獲家長同意下便可在 6:00~6:30 到電腦室使用

電腦，否則貴子弟便會於電腦室內完成餘下功課。 
 

 
功課輔導班 9月份(第一期)上課時間表【17/9/2018 - 4/10/2018】，詳列如下： 

2018年 9月份功課輔導班日子(共 12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月 
17 18 19 20 21 

24 [25] 26 27 28 

10月 [1] 2 3 4  

【 】公眾假期 (  )學校假期   不設有功課輔導班   

    

I. 各級上課日數及費用(9月份)： 

級別 功課輔導日數 

上課時間： 

逢星期一至四︰3：45 - 6：30 

    逢星期五︰3：55 - 6：40 

 (2 小時 45 分)_ 

上課時間： 

逢星期一至四︰3：45 - 5：45 

    逢星期五︰3：55 - 5：55 

 (2 小時)_ 

P.1 – P.2 12日 $945 $699 

P.3 – P.4 12日 $948 $729 

P.5 12日 $1,023 $758 
 

 

II. 功課輔導班為配合日校的「課後加強輔導」安排，P.6只提供 2小時上課時間。上課時間如下: 

P.6功課輔導班 上課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下午 4:00 – 6:00 下午 4:00 – 6:00 下午 3:45 – 5:45 下午 4:00 – 6:00 下午 3:55 – 5:55 

 

P.6學生上課日數及費用(9月份)，詳列如下： 

級別 功課輔導日數 上課時間 費用 

P.6 12日 

下午 3：45 ~ 5：45(2小時) 

或 

下午 4：00 ~ 6：00(2小時) 

$758 

 

*逢星期一、二及四如有「課後加強輔導」，P.6功課輔導班的上課時間為下午 4：00 - 6：00 ; 若當天沒有「課後

加強輔導」，P.6功課輔導班的上課時間為下午 3:45 – 5:45。 

 

 

 

 

 

 

報名表格 

詳見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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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辦法： 1. 在 9 月份，P1~P6 功課輔導班提供(12)日的上課時間。若貴家長有意讓貴子弟參加，請在回條內選
擇適合你的輔導日期及時間，一經取錄及上課後，不可隨意修改的。 

 2. 

3. 

4. 

5. 

填妥參加表格，連同學費（只接受劃線支票），交予本中心一樓校務處; 

請按報讀科目，每一科分別開一張支票；【支票抬頭：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 

【支票背面：學生姓名、報讀科目、開班日期及聯絡電話】 

恕不接受現金繳付學費。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 9月 10日(星期一) 

備註： 1. 如報讀人數太多，本中心將會以先報名先得為原則。 

 2. 新參加者入選與否，本中心將於開班前三天另行回覆。 

 3. 若學生人數不足或其他特殊原因，本中心有權取消該項課程，受影響之同學將獲全數退款。 

 4. 繳費後，如有退學或中途退學者，恕不退回全部或部份學費。 

 5. 學生如因違規獲兩次書面警告通知，本中心將取消該學生於本中心的上課資格，上課資格一經取消，
恕不退回全部或部份學費。 

 6. 查詢請致電本中心(電話：2177 0025中心書記)或瀏覧本中心網址（http://www.plkwws.edu.hk/）。 

 7. 報名及查詢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9:40~下午 6:40；星期六：上午 9:00~下午 6:00 

 8. 有關特殊天氣情況安排： 
A. 如天文台在上午六時十五分已發出「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

或教育局宣佈學校(小學)停課，是日「課餘功課輔導班」將會取消，至於補堂日期將會稍後通
知。 
 

B. 如天文台在上午十一時正仍發出「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教育局宣
佈學校停課，是日下午一時或以後舉行的興趣班將會繼續取消。至於補堂日期將會稍後通知。 
 

C. 倘若天文台在上午十一時正或前改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三號或以下颱風信號」，是日下午的興趣班
將會照常上課。 

 
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校長 陳瑞良 謹啟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日 
 
 
 
 
 
                                                                                                   

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               2018-2019年度第(2)號通告 
參加回條 

 
 

I. 參加表格：請填妥報名表格，並請在適合學生的 9月「輔導日數」及「上課時間」內 
級別 輔導日數 上課時間 費用 以選擇 級別 輔導日數 上課時間 費用 以選擇 

P.1~P.2 12 日 2 小時 45 分 $945 □ P.1~P.2 12 日 2 小時 $699 □ 

P.3~P.4 12 日 2 小時 45 分 $948 □ P.3~P.4 12 日 2 小時 $729 □ 

P.5 12 日 2 小時 45 分 $1,023 □ P.5~P.6 12 日 2 小時 $758 □ 

 
II. 參加 9月份功課輔導班的同學，上課日期共 12日，請於參照下列上課時間表上課。 

2018年 9月份功課輔導班 ( 17/9/2018 – 4/10/2018共 12日 )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月 
17 18 19 20 21 

24 [25] 26 27 28 

10 月 [1] 2 3 4  

【 】公眾假期 (  )學校假期   不設有功課輔導班   

 

學生姓名：(中文)                 (英文)                   班別:       學號：      性別：男 女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請寫多個)：(1)                    (2)                       

家長簽名：                  日期：                        放學安排： 自行  家長      新參加者 

若學生在該月需先參加其他課外活動，後再參加本功課輔導班，請列明日期及活動名稱，以便跟進。 

日期︰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紀綠 
 

支票號碼：                              銀行名稱：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