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致：中六級家長           日    期：24-09-2020 
由：校長孫莉華博士          通告編號：05a/2020-2021 
事：十月份補課安排 
---------------------------------------------------------------------------------------------------------------------------------- 
學校每月均為中六級學生安排課後補課，補課一般安排於星期二至四放學後、星期六及學校假期進
行；星期一及星期五則安排科本的拔尖補底學習。由於疫情關係，現階段恢復面授課堂仍只能安排半
日上課。十月份的補課會以網上視像教學形式進行。學生須依照指定時間（詳見下表），登入老師通
知的網上學習軟件，進行網上課堂。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潘麗紅副校長（2640 4968）。 
班別 日期 時間 科目 任教老師 

6A 

5/10（一）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6/10（二） 2:30-4:00 英國語文［6ABC(1)］ 陳紫珊老師 
6/10（二） 2:30-4:00 英國語文［6ABC(2)］ 陳夢嫦老師 
6/10（二） 2:30-4:00 英國語文［6ABC(3)］ 趙雅筠老師 
7/10（三） 2:30-4:00 設計與應用科技 李海基老師 
7/10（三） *1:45-3:45 視覺藝術 李雪瑩老師 
7/10（三） 2:30-4:00 中國歷史 許寶娟副校長 
7/10（三） 2:30-4:00 生物 黃秉誠老師 
8/10（四） 2:30-4:15 中國語文 龐名儀老師 

9/10（五） 2:30-4:00 
通識教育 

（已通知相關學生） 
羅穎儀老師 

9/10（五）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12/10（一）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13/10（二） 2:30-4:00 通識教育 羅穎儀老師 
14/10（三） 2:30-4:00 資訊及通訊科技 林志偉老師 
14/10（三） 2:30-4:00 化學 張美玲老師 
14/10（三） 2:30-4:00 物理 歐陽詠詩老師 
14/10（三） 2:30-4:00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王旭愉老師 
15/10（四） 2:30-4:00 數學 陳雅慧老師 

16/10（五） 2:30-4:00 
通識教育 

（已通知相關學生） 
羅穎儀老師 

20/10（二） 2:30-4:00 通識教育 羅穎儀老師 

23/10（五）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備註：* 科任老師另行通知相關學生特別安排。 
------------------------------------------------------------------------------------------------------------------------------- 

回    條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校長： 
 
 有關  貴校通告 05a/2020-2021【十月份補課安排】的內容，本人已知悉。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致：中六級家長           日    期：24-09-2020 
由：校長孫莉華博士          通告編號：05b/2020-2021 
事：十月份補課安排 
---------------------------------------------------------------------------------------------------------------------------------- 
學校每月均為中六級學生安排課後補課，補課一般安排於星期二至四放學後、星期六及學校假期進
行；星期一及星期五則安排科本的拔尖補底學習。由於疫情關係，現階段恢復面授課堂仍只能安排半
日上課。十月份的補課會以網上視像教學形式進行。學生須依照指定時間（詳見下表），登入老師通
知的網上學習軟件，進行網上課堂。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潘麗紅副校長（2640 4968）。 
班別 日期 時間 科目 任教老師 

6B 

5/10（一）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6/10（二） 2:30-4:00 英國語文［6ABC(1)］ 陳紫珊老師 
6/10（二） 2:30-4:00 英國語文［6ABC(2)］ 陳夢嫦老師 
6/10（二） 2:30-4:00 英國語文［6ABC(3)］ 趙雅筠老師 
7/10（三） 2:30-4:00 設計與應用科技 李海基老師 
7/10（三） *1:45-3:45 視覺藝術 李雪瑩老師 
7/10（三） 2:30-4:00 中國歷史 許寶娟副校長 
7/10（三） 2:30-4:00 生物 黃秉誠老師 
8/10（四） 2:30-4:15 中國語文 韓思麗老師 

9/10（五） 2:30-4:00 
通識教育 

（已通知相關學生） 
胡曄寧老師 

9/10（五）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12/10（一）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13/10（二） 2:30-4:00 通識教育 胡曄寧老師 
14/10（三） 2:30-4:00 資訊及通訊科技 林志偉老師 
14/10（三） 2:30-4:00 化學 張美玲老師 
14/10（三） 2:30-4:00 物理 歐陽詠詩老師 
14/10（三） 2:30-4:00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王旭愉老師 
15/10（四） 2:30-4:00 數學 黎子豪老師 

16/10（五） 2:30-4:00 
通識教育 

（已通知相關學生） 
胡曄寧老師 

20/10（二） 2:30-4:00 通識教育 胡曄寧老師 

23/10（五）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備註：* 科任老師另行通知相關學生特別安排。 
------------------------------------------------------------------------------------------------------------------------------- 

回    條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校長： 
 
 有關  貴校通告 05b/2020-2021【十月份補課安排】的內容，本人已知悉。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致：中六級家長           日    期：24-09-2020 
由：校長孫莉華博士          通告編號：05c/2020-2021 
事：十月份補課安排 
---------------------------------------------------------------------------------------------------------------------------------- 
學校每月均為中六級學生安排課後補課，補課一般安排於星期二至四放學後、星期六及學校假期進
行；星期一及星期五則安排科本的拔尖補底學習。由於疫情關係，現階段恢復面授課堂仍只能安排半
日上課。十月份的補課會以網上視像教學形式進行。學生須依照指定時間（詳見下表），登入老師通
知的網上學習軟件，進行網上課堂。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潘麗紅副校長（2640 4968）。 
班別 日期 時間 科目 任教老師 

6C 

5/10（一）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6/10（二） 2:30-4:00 英國語文［6ABC(1)］ 陳紫珊老師 
6/10（二） 2:30-4:00 英國語文［6ABC(2)］ 陳夢嫦老師 
6/10（二） 2:30-4:00 英國語文［6ABC(3)］ 趙雅筠老師 
7/10（三） 2:30-4:00 設計與應用科技 李海基老師 
7/10（三） *1:45-3:45 視覺藝術 李雪瑩老師 
7/10（三） 2:30-4:00 中國歷史 許寶娟副校長 
7/10（三） 2:30-4:00 生物 黃秉誠老師 
8/10（四） 2:30-4:15 中國語文 梁鳳儀老師 

9/10（五） 2:30-4:00 
通識教育 

（已通知相關學生） 
謝振輝老師 

9/10（五）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12/10（一）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13/10（二） 2:30-4:00 通識教育 謝振輝老師 
14/10（三） 2:30-4:00 資訊及通訊科技 林志偉老師 
14/10（三） 2:30-4:00 化學 張美玲老師 
14/10（三） 2:30-4:00 物理 歐陽詠詩老師 
14/10（三） 2:30-4:00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王旭愉老師 
15/10（四） 2:30-4:00 數學 楊佩慧老師 

16/10（五） 2:30-4:00 
通識教育 

（已通知相關學生） 
謝振輝老師 

20/10（二） 2:30-4:00 通識教育 謝振輝老師 

23/10（五）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備註：* 科任老師另行通知相關學生特別安排。 
------------------------------------------------------------------------------------------------------------------------------- 

回    條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校長： 
 
 有關  貴校通告 05c/2020-2021【十月份補課安排】的內容，本人已知悉。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致：中六級家長           日    期：24-09-2020 
由：校長孫莉華博士          通告編號：05d/2020-2021 
事：十月份補課安排 
---------------------------------------------------------------------------------------------------------------------------------- 
學校每月均為中六級學生安排課後補課，補課一般安排於星期二至四放學後、星期六及學校假期進
行；星期一及星期五則安排科本的拔尖補底學習。由於疫情關係，現階段恢復面授課堂仍只能安排半
日上課。十月份的補課會以網上視像教學形式進行。學生須依照指定時間（詳見下表），登入老師通
知的網上學習軟件，進行網上課堂。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潘麗紅副校長（2640 4968）。 
 
班別 日期 時間 科目 任教老師 

6D 

5/10（一）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6/10（二） 2:30-4:00 英國語文 施美雲老師 
7/10（三） 2:30-4:00 設計與應用科技 李海基老師 
7/10（三） *1:45-3:45 視覺藝術 李雪瑩老師 
7/10（三） 2:30-4:00 中國歷史 許寶娟副校長 
7/10（三） 2:30-4:00 生物 黃秉誠老師 
8/10（四） 2:30-4:15 中國語文 莫錦如老師 

9/10（五） 2:30-4:00 
通識教育 

（已通知相關學生） 
陳美玉老師 

9/10（五）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12/10（一）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13/10（二） 2:30-4:00 通識教育 陳美玉老師 
14/10（三） 2:30-4:00 資訊及通訊科技 林志偉老師 
14/10（三） 2:30-4:00 物理 歐陽詠詩老師 
14/10（三） 2:30-4:00 地理 盧雪欣老師 
14/10（三） 2:30-4:00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王旭愉老師 
15/10（四） 2:30-4:00 數學 李月薇老師 

16/10（五） 2:30-4:00 
通識教育 

（已通知相關學生） 
陳美玉老師 

20/10（二） 2:30-4:00 通識教育 陳美玉老師 

23/10（五）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備註：* 科任老師另行通知相關學生特別安排。 
------------------------------------------------------------------------------------------------------------------------------- 

回    條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校長： 
 
 有關  貴校通告 05d/2020-2021【十月份補課安排】的內容，本人已知悉。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致：中六級家長           日    期：24-09-2020 
由：校長孫莉華博士          通告編號：05e/2020-2021 
事：十月份補課安排 
---------------------------------------------------------------------------------------------------------------------------------- 
學校每月均為中六級學生安排課後補課，補課一般安排於星期二至四放學後、星期六及學校假期進
行；星期一及星期五則安排科本的拔尖補底學習。由於疫情關係，現階段恢復面授課堂仍只能安排半
日上課。十月份的補課會以網上視像教學形式進行。學生須依照指定時間（詳見下表），登入老師通
知的網上學習軟件，進行網上課堂。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潘麗紅副校長（2640 4968）。 
 

班別 日期 時間 科目 任教老師 

6E 

5/10（一）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6/10（二） 2:30-4:00 英國語文 林美華老師 
7/10（三） 2:30-4:00 設計與應用科技 李海基老師 
7/10（三） 2:30-4:00 中國歷史 許寶娟副校長 
7/10（三） 2:30-4:00 生物 黃秉誠老師 
8/10（四） 2:30-4:15 中國語文 嚴甫明老師 

9/10（五） 2:30-4:00 
通識教育 

（已通知相關學生） 
李姵衡老師 

9/10（五）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12/10（一）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13/10（二） 2:30-4:00 通識教育 李姵衡老師 
14/10（三） 2:30-4:00 資訊及通訊科技 林志偉老師 
14/10（三） 2:30-4:00 物理 歐陽詠詩老師 
14/10（三） 2:30-4:00 地理 盧雪欣老師 
14/10（三） 2:30-4:00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王旭愉老師 
15/10（四） 2:30-4:00 數學 盧偉基老師 

16/10（五） 2:30-4:00 
通識教育 

（已通知相關學生） 
陳美玉老師 

20/10（二） 2:30-4:00 通識教育 李姵衡老師 

23/10（五） 2:30-4:00 
英國語文 

（已通知相關學生） 

趙雅筠老師 
陳夢嫦老師 
陳紫珊老師 
施美雲老師 
林美華老師 

備註：* 科任老師另行通知相關學生特別安排。 
------------------------------------------------------------------------------------------------------------------------------- 

回    條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校長： 
 
 有關  貴校通告 05e/2020-2021【十月份補課安排】的內容，本人已知悉。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