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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開放日〉 

「擁抱理想 超越自我」 

敬啟者： 

 

  本校向來秉持「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孩子」的信念，致力關愛與成就學生。我們深信學習
不限於教室和書本，學生在各範疇的學習應延展至教室外和生活中，讓學生拓闊視野，豐富體
驗。 

 

  為與  貴家長及社會人士分享學生的學習體驗及成果，本校謹訂於 2016 年 12 月 3 日(星
期六)舉辦學校開放日，並專函邀請 貴家長與親友蒞臨體驗開放日各項活動。有關活動安排
詳情如下，敬希查照： 

 

I) 家長講座 
 

活動 時間 地點 

「正能量家庭–提升子女抗逆力」家長教育講座 
主講嘉賓：資深傳媒人張笑容女士 

上午 11 時 30 分 

至 

下午 12 時 30 分 

本校禮堂 

「升中選校必勝策略」家長教育講座 

主講嘉賓: 升學專家趙榮德先生 

下午 2 時至 3 時 本校禮堂 

 

II) 教與學範疇 (全日各科展覽及攤位) 

學科 活動名稱 

1. 中文科 馥馨文苑 

2. 英文科 Love is all around 

3. 數學科 「腦」友記 

4. 通識科    新聞直播 

5. 科學科 i. 小學聯校趣味科學比賽 

ii. 嗇色園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 

iii. 健康站 

6. 人文科學 向世界出發 

7. 資訊科技 3D‧VR 

8. 視藝科 暖在心頭 

9. 工藝科 八達通保護套及相架製作 

10. 家政科 少少甜 多多趣 

11. 體育科 「李福慶盃」小學排球邀請賽 

12. 音樂科 唱好「李福慶」 

13. 宗教科 聖像靜謐 

14. 商業 模擬企業 
 

III) 學生成長範疇 (全日各組別展覽及攤位) 

組別 活動名稱 

1. 綠色教育 有機蔬菜 – 從園圃到餐桌 

2. 環保生活 福慶綠色工作坊 

3. 資優教育 棋藝 

4. 升學及就業 同輩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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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他精彩活動 

組別 活動名稱 

1. 香港小童群益會 上網學習資源介紹及預防上網沉溺 

2. 童軍 羅馬砲架 

3. 英語音樂劇 《Fame》下午 3:30 – 4:00 

4. 校友會 校友會活動簡介及分享交流 

5. 家長教師會   輕談淺嚼 

 

12 月 2 日(星期五) 特別上課日安排 

  為配合開放日的籌備，12 月 2 日(星期五)放學時間為下午 12:25，而工作人員下午需留校

協助籌備工作，並於開放日當值。 

 

12 月 3 日(星期六) 學校開放日安排 

  所有工作人員需於上午 8:15 回校向負責老師報到，並按當值時間放學。非當值學生須按

下列時間穿著整齊冬季校服，準時回校到指定課室報到，由班主任點名後，便參加開放日活動。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須出席上午 11時 30分至下午 12時 30分之「正能量家庭–提升子女抗逆力」

家長教育講座。 

 

  隨函奉附開放日活動單張及學校簡介以供 貴家長參閱，亦歡迎索取更多單張向親友介

紹本校。學生須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將填妥之回條交回班主任。如有查詢，請致電本

校與姚濬哲副校長聯絡 (電話：2560 5678)。 

 

此致 

貴 家 長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校長 

 

 

 

 

謹啟   

 張翠儀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級別 時間 班別(地點) 

中一級 上午 8:45 – 下午 12:45 1A (402), 1B (403), 1C (404) 

中二級 上午 8:45 – 下午 12:45 2A (505), 2B (506), 2C (405) 

中三級 上午 8:45 – 下午 12:45 3A (502), 3B (503), 3C (504) 

中四級 下午 1:00 – 下午 5:00 4A (602), 4B (603), 4C (604), 4D (605) 

中五級 下午 1:00 – 下午 5:00 5A (502), 5B (503), 5C (504), 5D (505), 5E(506) 

中六級 下午 1:00 – 下午 5:00 6A (402), 6B (403), 6C (404), 6D (405), 6E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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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謹請於 11 月 23 日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 貴校〈學校開放日〉安排，本人將 

 

 1) 親臨體驗〈學校開放日〉各攤位活動及展覽。 

(出席人數：_________名，時間約：上午:     / 下午:      )  

 

 2) 參與以下活動 

  

選項 活動 時間 參與人數 

□ a. 「正能量家庭— 提升子女抗逆力」家長教育講座 

- 主講嘉賓: 親子顧問及資深傳媒人 

張笑容女士 

上午 11:30 –下午 12:30 

       名 

□ b. 嗇色園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 – 親子實驗 

(名額 30 人，包括：家長與子女) 

上午 9:15 – 上午 10:00 
       名 

□ c. 資訊科技 – 「3D‧VR」虛擬實境體驗 

(名額 30 人，包括：家長與子女) 

□上午 10:00 –上午 11:00 

□下午 12:30 –下午 1:30 

□下午 2:00 –下午 3:00 

       名 

□ d. 英語音樂劇及音樂表演 

- 英語音樂劇：改編自舞台劇《Fame》 

- 音樂表演：手鐘條及其他樂器演奏 

下午 3:30 – 4:30 

       名 

 

 3) 索取    張活動單張。 

 

 4) 未克參加 貴校〈學校開放日〉活動。 

 

  此覆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 ：  

家長姓名 ：  

學生姓名及學號 ： (     ) 

班別 ：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日 

* 請在適當的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