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檔案編號：21186 

2021 – 2022年度 家長通告 
 

 

 

〈中一至中四級課後功課輔導班–A計劃〉 

敬啟者： 

  為支援學生有效地完成功課及鞏固學習知識，本校設立了課後功課輔導班—A 計劃，本計劃會於
全學年分四期推行。現提名 貴子弟參與本計劃第四期的輔導班，並提供：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  A組      B組 C組) 

功課支援，讓 貴子弟在老師指導下認真地完成功課，鞏固學習內容，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第四期 A計劃〉： 
日期：5月 3日至 7月 15日      
費用：全免 
 

1. 課堂將以實體課及網課進行。學生可按需要選擇留校出席課堂。惟學生須完成接種兩劑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並超過十四天。曾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的人士所需接種的劑數會較一般人士少

一劑，在感染前已接種一劑疫苗的康復人士，會視為已完成兩劑疫苗。      

2.       學生必須按時出席所有課堂。申請病假或事假需交回醫生証明信或家長信。  
3. 考試期間的上課時間將於派發考試時間表後發放。 

敬希家長能督促 貴子弟出席課堂。如有垂詢，請與許小紅老師聯絡（電話：2560-5678）。 

  此致 

貴 家 長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校長 

 

 

 

謹啟 
  

 吳幼美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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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檔案編號：21186 

 (學生須於四月二十九日前交回 A計劃負責老師) 
敬覆者： 

本人知悉 貴校有關〈中一至中四級課後功課輔導班-A計劃〉事宜，定會督促敝子弟準時出席課堂。 

敝子弟 

 將參與實體堂。 

 將參與網課。 

 

此覆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 ：  

家長姓名 ：  

家長聯絡電話 ：  

學生姓名 ：  

班別及學號 ： (         )                
學生聯絡電話 ：  

二零二二年四月     日 

*在適用之方格加上 



中一級  附件一： 

〈中一級課後功課輔導班–A 計劃〉 

 

中一級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科目 英文科 (A組) 數學科 英文科 (B組) 英文科 (C組) 中文科 (A組) 中文科 (B組) 

上課時間 下午 2:45 - 3:45 

網課網址 
https://g.co/meet/ 

S1-eng 

https://g.co/meet/ 

S1-math 

https://g.co/meet/ 

S1-eng 

https://g.co/meet/ 

S1-eng 

https://g.co/meet/ 

S1-chi 

https://g.co/meet/ 

S1-chi 

面授地點 403室 404室 403室 403室 402室 402室 

上課日期 

16/5、23/5、

30/5、13/6、

20/6、27/6 、

4/7、 

(共 8次) 

3/5、10/5、17/5、

25/5、31/5、7/6、

14/6、21/6、

28/6、5/7 

(共 10次) 

3/5、10/5、17/5、

25/5、31/5、7/6、

14/6、21/6、

28/6、5/7 

(共 10次) 

4/5、11/5、18/5、

25/5、1/6、8/6、

22/6、29/6 

(共 8次) 

5/5、12/5、19/5、

26/5、2/6、9/6、

16/6、23/6 

(共 8次) 

6/5、13/5、20/5、

27/5、10/6、17/6、
24/6 

(共 7次) 

負責老師 謝燕霞老師 詹啟俊老師 葉啟婷老師 李育如老師 林芊芸老師 麥向暉老師 

 

  



中二級  附件一： 

〈中二級課後功課輔導班–A 計劃〉 

 

中二級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科目 英文科 (A組) 數學科 (A組)  中文科 (A組) 數學科 (B組)  中文科 (B組) 英文科 (B組) 

上課時間 下午 2:45 - 3:45 

網課網址 
https://g.co/meet/ 

S2-eng 

https://g.co/meet/ 

S2-math 

https://g.co/meet/ 

S2-chi 

https://g.co/meet/ 

S2-math 

https://g.co/meet/ 

S2-chi 

https://g.co/meet/ 

S2-eng 

面授地點 503室 501室 502室 504室 502室 503室 

上課日期 

16/5、23/5、

30/5、6/6、13/6、

20/6、27/6、 4/7  

(共 8次) 

3/5、10/5、17/5、

25/5、31/5、7/6、

14/6、21/6、

28/6、5/7 

(共 10次) 

3/5、10/5、17/5、

25/5、31/5、7/6、

14/6、21/6、

28/6、5/7 

(共 10次) 

4/5、11/5、18/5、

25/5、1/6、8/6、

22/6、29/6 

(共 8次) 

5/5、12/5、19/5、

26/5、2/6、9/6、

16/6、23/6 

(共 8次) 

6/5、13/5、20/5、

27/5、10/6、

17/6、24/6 

(共 7次) 

負責老師 李育如老師 陳宗迪老師 葉嘉裕老師 陳欣彤老師 葉嘉裕老師 李育如老師 

 

  



中三級 

附件一： 

〈中三級課後功課輔導班–A計劃〉 

 

中三級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科目 中文科 英文科 (A組) 英文科 (B組)  數學科 

上課時間 下午 2:45-3:45 

網課網址 https://g.co/meet/S3-chi https://g.co/meet/S3-eng https://g.co/meet/S3-eng https://g.co/meet/S3-math 

面授地點 602室 603室 603室 604室 

上課日期 

16/5、23/5、30/5、6/6、

13/6、20/6、27/6、 4/7  

(共 8次) 

4/5、11/5、18/5、25/5、

1/6、8/6、22/6、29/6 

(共 8次) 

5/5、12/5、19/5、26/5、

2/6、9/6、16/6、23/6 

(共 8次) 

6/5、13/5、20/5、27/5、

10/6、17/6、24/6 

(共 7次) 

負責老師 葉嘉裕老師 葉啟婷老師 葉啟婷老師 詹啟俊老師 

 

  



中四級 

附件一： 

〈中四級課後功課輔導班–A計劃〉 

 

中四級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六 

科目  中文科 (A組) 英文科 (A組) 數學科 (A組)  中文科 (B組) 英文科 (B組) 數學科 (B組) 

上課時間 下午 2:45-4:15 上午 9:00-10:30 上午 11:00-12:30 上午 9:00-10:30 

網課網址 
https://g.co/meet/ 

S4-chi 

https://g.co/meet/ 

S4-eng 

https://g.co/meet/ 

S4-math 

   

面授地點 505室 505室 506室 402室 403室 404室 

上課日期 

4/5、11/5、18/5、

25/5、1/6、8/6、

22/6、29/6 

(共 8次) 

5/5、12/5、19/5、

26/5、2/6、9/6、

16/6、23/6 

(共 8次) 

5/5、12/5、19/5、

26/5、2/6、9/6、

16/6、23/6 

(共 8次) 

14/5、21/5、

28/5、4/6、

11/6、18/6、

25/6、2/7、9/7 

(共 9次) 

14/5、21/5、

28/5、4/6、

11/6、18/6、

25/6、2/7、9/7 

(共 9次) 

14/5、21/5、

28/5、4/6、

11/6、18/6、

25/6、2/7、9/7 

(共 9次) 

負責老師 葉嘉裕老師 李育如老師 詹啟俊老師 葉嘉裕老師 葉啟婷老師 詹啟俊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