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2/23 學年 學生支援組通告 

功課輔導班（中一級） 

敬啟者： 

為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生處理日常功課上的疑難及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本校學生支援組擬於

本學期開設「功課輔導班（中一級）」。現特函通知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____參加有關課程，

課程資料如下： 

節數 日期 （逢星期一） 時間 地點 

1 06/03/2023 （一） 

下午三時四十五分至四時四十五分 206 室 2 13/03/2023 （一） 

3 27/03/2023 （一） 

4 03/04/2023 （一） 統測期間，時間、地點待定 

5 17/04/2023 （一） 

下午三時四十五分至四時四十五分 206 室 

6 24/04/2023 （一） 

7 08/05/2023 （一） 

8 15/05/2023 （一） 

9 22/05/2023 （一） 

10 29/05/2023 （一） 

11 05/06/2023 （一） 

12 12/06/2023 （一） 

13 19/06/2023 （一） 
考試期間，時間、地點待定 

14 26/06/2023 （一） 

15 03/07/2023 （一） 對卷日，時間、地點待定 

是次課程費用全免，敬希家長鼓勵 貴子弟珍惜機會，積極參與，準時出席並努力學習。同學如未

能出席有關課堂，須按校規向校方辦理正式請假手續。無故缺席，將作「曠課」處理，敬希垂注。 

煩請家長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填妥回條。如對上述活動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465-2205

聯絡李婉雯老師。 

 此告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校長 

葉偉儀謹啟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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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2/23 學年 學生支援組 

功課輔導班（中一級） 

<回條> 

敬覆者： 奉閱來函，本人已知悉 貴校本年度之「功課輔導班（中一級）」安排，並 *同意 / 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有關課程。  

 此覆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葉偉儀校長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班  別:          （ ） 

二零二三年二月  日  

* 請刪去不適用者 

2022/23-215(A) 

2022/23-215(A)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2/23 學年 學生支援組通告 

功課輔導班（中一級） 

敬啟者： 

為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生處理日常功課上的疑難及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本校學生支援組擬於

本學期開設「功課輔導班（中一級）」。現特函通知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____參加有關課程，

課程資料如下： 

節數 日期 （逢星期五） 時間 地點 

1 03/03/2023 （五） 

下午三時四十五分至四時四十五分 206 室 
2 10/03/2023 （五） 

3 17/03/2023 （五） 

4 24/03/2023 （五） 

5 31/03/2023 （五） 統測期間，時間、地點待定 

6 21/04/2023 （五） 

下午三時四十五分至四時四十五分 206 室 

7 28/04/2023 （五） 

8 05/05/2023 （五） 

9 12/05/2023 （五） 

10 19/05/2023 （五） 

11 02/06/2023 （五） 

12 09/06/2023 （五） 

13 16/06/2023 （五） 

14 23/06/2023 （五） 
考試期間，時間、地點待定 

15 30/06/2023 （五） 

是次課程費用全免，敬希家長鼓勵 貴子弟珍惜機會，積極參與，準時出席並努力學習。同學如未

能出席有關課堂，須按校規向校方辦理正式請假手續。無故缺席，將作「曠課」處理，敬希垂注。 

煩請家長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填妥回條。如對上述活動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465-2205

聯絡李婉雯老師。 

 此告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校長 

葉偉儀謹啟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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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2/23 學年 學生支援組 

功課輔導班（中一級） 

<回條> 

敬覆者： 奉閱來函，本人已知悉 貴校本年度之「功課輔導班（中一級）」安排，並 *同意 / 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有關課程。  

 此覆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葉偉儀校長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班  別:          （ ） 

二零二三年二月  日  

* 請刪去不適用者 

2022/23-215(B) 

2022/23-215(B)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2/23 學年 學生支援組通告 

功課輔導班（中二級） 

敬啟者： 

為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生處理日常功課上的疑難及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本校學生支援組擬於

本學期開設「功課輔導班（中二級）」。現特函通知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____參加有關課程，

課程資料如下： 

節數 日期 （逢星期三） 時間 地點 

1 01/03/2023 （三） 

下午三時四十五分至四時四十五分 206 室 

2 15/03/2023 （三） 

3 22/03/2023 （三） 

4 29/03/2023 （三） 

5 19/04/2023 （三） 

6 26/04/2023 （三） 

7 03/05/2023 （三） 

8 10/05/2023 （三） 

9 17/05/2023 （三） 

10 24/05/2023 （三） 

11 31/05/2023 （三） 

12 07/06/2023 （三） 

13 14/06/2023 （三） 

14 21/06/2023 （三） 
考試期間，時間、地點待定 

15 28/06/2023 （三） 

是次課程費用全免，敬希家長鼓勵 貴子弟珍惜機會，積極參與，準時出席並努力學習。同學如未

能出席有關課堂，須按校規向校方辦理正式請假手續。無故缺席，將作「曠課」處理，敬希垂注。 

煩請家長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填妥回條。如對上述活動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465-2205

聯絡李婉雯老師。 

 此告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校長 

葉偉儀謹啟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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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2/23 學年 學生支援組 

功課輔導班（中二級） 

<回條> 

敬覆者： 奉閱來函，本人已知悉 貴校本年度之「功課輔導班（中二級）」安排，並 *同意 / 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有關課程。  

 此覆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葉偉儀校長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班  別:          （ ） 

二零二三年二月  日  

* 請刪去不適用者 

2022/23-215(C) 

2022/23-215(C)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2/23 學年 學生支援組通告 

功課輔導班（中三級） 

敬啟者： 

為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生處理日常功課上的疑難及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本校學生支援組擬於

本學期開設「功課輔導班（中三級）」。現特函通知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____參加有關課程，

課程資料如下： 

節數 日期 （逢星期二） 時間 地點 

1 14/03/2023 （二） 

下午三時四十五分至四時四十五分 206 室 2 21/03/2023 （二） 

3 28/03/2023 （二） 

4 04/04/2023 （二） 統測期間，時間、地點待定 

5 18/04/2023 （二） 

下午三時四十五分至四時四十五分 206 室 

6 25/04/2023 （二） 

7 02/05/2023 （二） 

8 09/05/2023 （二） 

9 16/05/2023 （二） 

10 23/05/2023 （二） 

11 30/05/2023 （二） 

12 06/06/2023 （二） 

13 13/06/2023 （二） 

14 20/06/2023 （二） 
考試期間，時間、地點待定 

15 27/06/2023 （二） 

是次課程費用全免，敬希家長鼓勵 貴子弟珍惜機會，積極參與，準時出席並努力學習。同學如未

能出席有關課堂，須按校規向校方辦理正式請假手續。無故缺席，將作「曠課」處理，敬希垂注。 

煩請家長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填妥回條。如對上述活動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465-2205

聯絡李婉雯老師。 

 此告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校長 

葉偉儀謹啟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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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2/23 學年 學生支援組 

功課輔導班（中三級） 

<回條> 

敬覆者： 奉閱來函，本人已知悉 貴校本年度之「功課輔導班（中三級）」安排，並 *同意 / 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有關課程。  

 此覆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葉偉儀校長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班  別:          （ ） 

二零二三年二月  日  

* 請刪去不適用者 

2022/23-215(D) 

2022/23-215(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