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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學生注意事項〉 

敬啟者： 

(一) 中六學生最後上課日期為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二) 中六學生將安排於三月份回校補課，詳情請閱背頁補課時間表。 

(三)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期間，中六學生可按下表回校温習。 

日期 時間 
地點 

104、105 室 三樓自修室 

學校上課日 (28/2 後) 
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下午 5:00 至晚上 9:00   

星期六、日及學校假期 上午 9:00 至晚上 6:00   

公眾假期 不開放 

(四) 學生回校補課或溫習，必須穿著整齊校服，並遵守校規。 

(五) 中六學生可於三月三日(星期五)後領取成績表及「學生學習概覽 (SLP)」。 

(六) 中六學生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期間內，須依時出席考試。 

(七) 本校將於六月三十日(星期五)上午十時三十分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於本校禮堂舉行第

二十一屆畢業典禮。所有中六學生須端正儀容，穿整齊夏季校服(男生須結學校領帶)，

於上午八時三十分回校參加畢業典禮綵排。 

(八)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日期為七月十二日(星期三)，學生須於當日上午八時四十五分

回校領取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單。 

  此致 

貴 家  長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校長 
 

 
 

 

謹啟 
 

 

  張翠儀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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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檔案編號：16123 

(學生須於二月二十一日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 

本人知悉 貴校有關〈中六學生注意事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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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七年二月    日 



中六補課時間表 (2017 年 3 月) 

日期 時間 6A 6B 6C 6D 6E 

1/3/2017 9:30-10:50 (2-3) X2 X2 X2 X2 X2 
(三) 11:05-12:25 (4-5) 英文 英文 英文 通識 英文 

2/3/2017 9:30-10:50 (2-3) X1 X1 X1 X1 數學(1-2) 
(四) 11:05-12:25 (4-5) 數學 數學 數學 通識 中文 

3/3/2017 9:30-10:50 (2-3) 中文 通識 通識 中文 數學 
(五) 11:05-12:25 (4-5) 通識 中文 中文 數學 通識 

6/3/2017 9:30-10:50 (2-3) 數學 數學 數學 英文 中文 
(一) 11:05-12:25 (4-5) 通識 通識 中文 通識 英文 

7/3/2017 9:30-10:50 (2-3) 數學 數學 數學 中文 英文 
(二) 11:05-12:25 (4-5) X2 X2 X2 X2 X2 

8/3/2017 9:30-10:50 (2-3) 中文 中文 中文 (1,3) 英文 數學 
(三) 11:05-12:25 (4-5) 通識 通識 通識 數學 通識 

9/3/2017 9:30-10:50 (2-3) X1 X1 X1 X1 數學 
(四) 11:05-12:25 (4-5) 英文 英文 英文 中文 中文 

13/3/2017 9:30-10:50 (2-3) X2 X2 X2 X2 X2 
(一) 11:05-12:25 (4-5)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通識 

14/3/2017 9:30-10:50 (2-3) X1 X1 X1 X1 數學(1-2) 
(二) 11:05-12:25 (4-5) 英文 英文 英文 數學 通識 

15/3/2017 9:30-10:50 (2-3) 中文 通識 通識 中文 英文 
(三) 11:05-12:25 (4-5) 通識 中文 中文 數學 通識 

16/3/2017 9:30-10:50 (2-3) 中文 中文 通識(1-2) 數學 中文 
(四) 11:05-12:25 (4-5) 通識 通識 中文 通識 英文 

20/3/2017 9:30-10:50 (2-3) 數學 數學 數學 中文 英文 
(一) 11:05-12:25 (4-5) X2 X2 X2 X2 X2 

21/3/2017 8:30-10:00 中文 中文 通識 英文 通識 
(二) 10:30-12:00 數學 數學 數學 通識 中文 

22/3/2017 8:30-10:00 X1 X1 X1 X1 數學 
(三) 10:30-12:00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中文 

(2-3)/(4-5)為學校時間表課節 

*各科補課於原有上課地點進行，請獲通知學生準時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