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2022 至 2023 年度家長通告 (第 41 號) 

(中一至中三級適用) 
 

敬啟者 :  

       課後提升班 (中一至中三 ) 

   本校為了鼓勵同學，特邀「香港英倫教育服務中心」於 4 月 18 日開始，在校

內舉辦課後提升班，詳情具列如下 :  

目的︰  加強學生在中文、英文、數學三科的學習，鞏固課堂所學的知識。  

堂數︰  各級每一科的課程有 6 堂  (每堂 1.5 小時 )           

時間︰  下午 4 時正至 5 時 30 分  

人數：  每班 5 至 7 人  

收費：  $ 900 (各級每一科課程 )  
 

日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中一級 中文 英文 數學 

中二級 數學 中文 英文 

中三級 英文 數學 中文 

 

上課日期 

星期二班：18/04/2023，25/04/2023，02/05/2023，16/05/2023，23/05/2023，30/05/2023，06/06/2023 

星期三班：19/04/2023，26/04/2023，03/05/2023，17/05/2023，24/05/2023，31/05/2023，07/06/2023 

 星期四班：20/04/2023，27/04/2023，04/05/2023，18/05/2023，25/05/2023，01/06/2023，08/0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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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參加同學上課時必須守紀律及認真學習，否則將被處分及取消參加資格。所繳交

的學費，一概不獲發還。  
 

2.  申請資助：  

  上述活動是本校所認可的「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活動」。同學家庭經濟如有

困難（包括領取綜援，學生資助全費津貼或其他經濟需要），可到校務處索取 SC28

申請表格。同學現時仍需先繳交全費，待圓滿完成該活動之後（即上課表現滿意、

沒有不合理原因缺席、出席率達 5次或以上等），立即找霍韋莉老師在SC28表格上

簽署核實，然後在 2023年 7月 14日前交回校務處。  

 

3.  報名及繳費方法 :  

家長須填妥報名表格，並於 3 月 30 日 (四 )至 4 月 7 日 (五 )期間，把費用以銀行

戶口過數 796051720883 (恒生銀行 )，戶口名稱為  Hong Kong England Education 

Centre，把收據連同已填妥的報名表格 whatsapp 到 6227 2499。  
 

 

 

懇請囑咐  貴子弟於 3 月 31 日 (星期五 )或之前透過 GRWTH 繳交。  

 
        

  此致  

 貴家長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梅志業謹啟  

2023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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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回條 (家長通告第 41 號) 

(須於 3 月 31 日 (星期五 )或之前透過 GRWTH 繳交。 )  

   本人已知悉家長通告 (第 41 號 )有關課後提升班課程事宜。本人決定 :  

口  不參加。   

口  參加  課後提升班  (同學可選報同一級多於一個課程 )  
 

     ( 口 中一級中文班    口 中一級英文班    口 中一級數學班   

 口 中二級中文班    口 中二級英文班    口 中二級數學班 

 口 中三級中文班    口 中三級英文班    口 中三級數學班 ) 

 

家長/監護人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              班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hk.wrs.yahoo.com/_ylt=A3xsaFXfzIBMVhABECjwzAt.;_ylu=X3oDMTE0aGdlY2RnBHNlYwNzcgRwb3MDNwRjb2xvA2hrMgR2dGlkA2hrMDEzN18yMA--/SIG=11t3kd3ma/EXP=1283595871/**http%3a/www.cad.gov.hk/chinese/kaitak.html


香港英倫教育服務中心 

機構介紹 

香港英倫教育服務中心為一所專業教育團體，專門為中小學提供語文及其他學術課程，其服
務中小學總數超過100間。此次舉辦之課程主要透過輕鬆有趣的教學方法，增加學生學習不同
科目的知識及興趣。 

 

導師資歷 

本機構的導師學歷均受認可(大學程度或以上)，而我們亦會定時評估導師，以確保課程的教
學質素。 
在教學的整個流程中，挑選導師是我們首要的工作，我們會根據導師的學歷、公開考試成績、教
學技巧、經驗、熱誠、責任感等範疇嚴選具質素的導師團隊。 

 

查詢詳情  

聯 絡 人：陳先生 

電話：3576-3003  

傳真號碼：3576-3013 
 

報名須知  

在3月30日(四)至4月7日(五)期間， 

把費用以銀行戶口過數 796051720883 (恒生銀行)， 

戶口名稱為 Hong Kong England Education Centre， 

把收據連同已填妥的報名表格whats’app 到 6227 2499。



2022-2023 課程報名表 

中一級 中文 / 英文 / 數學提升班 
 

 

 
 

2022-2023 中英數課程報名表 
 

報讀課程： 中一級 中文 / 英文 / 數學提升班 

請填上 √ 號， $1050(7堂) 

 
學生姓名：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班別班號：  ( ) 教學語言：多英 / 非多英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手提) (住宅)  

繳款方法： $ 現金 /支票號碼：  

  
如需退款的支票抬頭： 與「家長姓名」相同 / 其他：  

課程簡介： 根據學校中文、英文及數學科的教學進度，設計適切教材以提供針對性訓
練，協助同學鞏固所學及預習新學年課程內容，提升各範疇的能力。 

對象： 本年度中一級學生 每組人數：約5-8人 

上課地點：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校內課室(全日上課適用) 

上課日期： 中文：18/04/2023，25/04/2023，02/05/2023， 

      16/05/2023，23/05/2023，30/05/2023，06/06/2023 

 英文：19/04/2023，26/04/2023，03/05/2023， 

17/05/2023，24/05/2023，31/05/2023，07/06/2023 

 數學：20/04/2023，27/04/2023，04/05/2023， 

18/05/2023，25/05/2023，01/06/2023，08/06/2023 

上課時間： 實體上課時間：下午4:00-5:30(全日上課適用) 

每位每科費用： $1050(7堂) 
學生注意事項： 參加同學上課時必須守紀律及認真學習，否則將被處分及取消參加資格。所繳

交的學費，一概不獲發還。 

 

請假安排： 

學生如因病請假，須於復課當日向導師提交家長請假信。 

學生如因事請假，須最少一天前向導師提交家長請假信，詳述理由。 
任何請假或遲到，機構恕不提供補堂。 



2022-2023 課程報名表 

中二級 中文 / 英文 / 數學提升班 
 

課程簡介： 根據學校中文、英文及數學科的教學進度，設計適切教材以提供針對性訓
練，協助同學鞏固所學及預習新學年課程內容，提升各範疇的能力。 

對象： 本年度中二級學生 每組人數：約5-8人 

上課地點：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校內課室(全日上課適用) 

上課日期： 中文： 19/04/2023，26/04/2023，03/05/2023， 

17/05/2023，24/05/2023，31/05/2023，07/06/2023 
 英文： 20/04/2023，27/04/2023，04/05/2023， 

18/05/2023，25/05/2023，01/06/2023，08/06/2023 

 數學： 18/04/2023，25/04/2023，02/05/2023， 

       16/05/2023，23/05/2023，30/05/2023，06/06/2023 

上課時間： 實體上課時間：下午4:00-5:30(全日上課適用) 

每位每科費用： $1050(7堂) 
學生注意事項： 參加同學上課時必須守紀律及認真學習，否則將被處分及取消參加資格。所繳

交的學費，一概不獲發還。 

 

請假安排： 

學生如因病請假，須於復課當日向導師提交家長請假信。 

學生如因事請假，須最少一天前向導師提交家長請假信，詳述理由。 
任何請假或遲到，機構恕不提供補堂。 

 
 

2022-2023 中英數課程報名表 

報讀課程： 中二級 中文 / 英文 / 數學提升班 

請填上 √  號，$1050(7堂) 

 
學生姓名： 

 
(中文) _____________  

  
(英文) 

  

班別班號：  ( ) 教學語言：多英 / 非多英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手提) (住宅)  

繳款方法： $ 現金 /支票號碼：  

  
如需退款的支票抬頭： 與「家長姓名」相同 / 其他：  

 
 



2022-2023課程報名表 

中三級 中文 / 英文 / 數學提升班 
 

課程簡介： 根據學校中文、英文及數學科的教學進度，設計適切教材以提供針對性訓
練，協助同學鞏固所學及預習新學年課程內容，提升各範疇的能力。 

對象： 本年度中三級學生 每組人數：約5-8人 

上課地點：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校內課室(全日上課適用) 

上課日期： 中文： 20/04/2023，27/04/2023，04/05/2023， 

18/05/2023，25/05/2023，01/06/2023，08/06/2023 

 英文： 18/04/2023，25/04/2023，02/05/2023， 

16/05/2023，23/05/2023，30/05/2023，06/06/2023 

 數學： 19/04/2023，26/04/2023，03/05/2023， 

17/05/2023，24/05/2023，31/05/2023，07/06/2023 

上課時間： 實體上課時間：下午4:00-5:30(全日上課適用) 

每位每科費用： $1050(7堂) 
學生注意事項： 參加同學上課時必須守紀律及認真學習，否則將被處分及取消參加資格。所繳

交的學費，一概不獲發還。 

 

請假安排： 

學生如因病請假，須於復課當日向導師提交家長請假信。 

學生如因事請假，須最少一天前向導師提交家長請假信，詳述理由。 

任何請假或遲到，機構恕不提供補堂。 
 
 

2022-2023 中英數課程報名表 
 

報讀課程： 中三級 中文 / 英文 / 數學提升班 

請填上 √  號， $1050(7堂) 

 
學生姓名： 

 
(中文) __________  

  
(英文)   

班別班號：  ( ) 教學語言：多英 / 非多英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手提) (住宅)  

繳款方法： $ 現金 /支票號碼：  

  
如需退款的支票抬頭： 與「家長姓名」相同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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