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檔案編號：17085a 

2017 – 2018 年度 家長通告 
 

 

 

第一學期考試  

中一級 

敬啟者：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日(星期三)至一月十九日(星期五) 為本校第一學期考試。考

試期間，學生必須於上午 8 時 05 分前回校，考試時間表已附於附頁，敬希垂注。 

  

  學生如因病缺席考試，必須於復課日交回醫生証明信及補考申請家長信，方

可申請補考；如為事假則需事前作出申請。補考分數以所得分數之 80%計算。 

 

  敬希 台端督促 貴子弟善用時間，努力溫習。 

 

  此致   

貴 家 長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校長 

 

 

 

 

 

 

謹啟   

張翠儀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 

                 回條 檔案編號：17085a 

(學生須於十二月十九日或前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 

 

  本人知悉 貴校有關 第一學期考試 事宜，並將督促子弟善用時間，努力準備學

期考試。 

 

  此覆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校長 

 

家長簽  ：  

家長姓名 ：  

學生姓名及學號 ： (     ) 

班別 ：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日 

 



日期 科目

10/01/2018 08:30 - 10:00 數學

( 星期三 ) 10:30 - 11:00 中文聆聽

11/01/2018 08:30 - 10:00 中文作文

( 星期四 )

10:30 - 11:30 通識教育

12/01/2018 08:30 - 09:15 英文聆聽

( 星期五 )

09:45 - 10:45 英國語文

15/01/2018 08:30 - 10:00 中國語文

( 星期一 )

10:30 - 11:15 宗教

16/01/2018 08:30 - 09:45 地理

( 星期二 )

10:10 - 11:10 英文說話

17/01/2018 08:30 - 09:45 綜合科學 1A書 P.4-153

( 星期三 )

18/01/2018 08:30 - 09:30 英文作文

( 星期四 )

10:00 - 11:00 世界歷史

19/01/2018 08:30 - 09:30 資訊科技 課本第一冊 工作紙

( 星期五 )

課題: 歷史研習簡 、香港傳統的農村生活至 十一世紀初香港的 長和 展、 代主要文化中心的生

          活、西方早期帝國的形  (希臘城邦的 典文明)

書本 (P.4-32、P.40-66、P.74-77、P.90-105)

其他: 作業、工作紙、小測等

課文：亞伯拉罕、 瑟、摩西、路得、舊 聖經透視

背頌： 述各課金 主禱文

1.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1.5 minutes) (Topics: School Life, Sports, Festival, Free time Activities, Short

Stories)

2. Phonics: Consonants Ch.1-5, Vowels Ch.1-2 (Phonics and Speaking Coursebook)

3. Read Aloud sentences Ch.1-5  (Phonics and Speaking Coursebook)

地圖閱讀 : 單元1至4 (P.4-39)

第1冊  善用城市空間 : 單元1.1-1.4, 1.6-1.7 (P.3-31, P.48-71)

第2冊  糧食生產         : 單元3.2至3.6 (P.10-49)

單元：單元一、 、五閱讀技巧

課文： 岳飛之少年時代 、 差不多先生傳 、 賣油翁 、 販夫風

語文 用：單元一、 、五

中一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2017-2018年度 第一學期考試時間表

考試範圍時間

Format: Bog Entry, Article, Story

English Spark: Unit 1, Unit 2 and Unit 4 (all vocabulary items)

Reader: Esio Trot

All skills and topics covered

課題一 網絡 癮

課題  網絡 誼

課題  網絡欺凌

課題四 善用互聯網

08:10-08:30 早禱

單元一、 、五之聆聽技巧

長文：記敍文、記敍抒情文、描寫文(人物描寫)的寫作技巧

實用文：私人書信、邀請信

1A冊書全部

Dictation (Vocabulary: Units 2-3)

Phonics (Consonants Ch.1-5, Vowels Ch.1)

Themes: School life, Sports & Travelling

All topics and skills covered.

Reading and Usage

Reading Comprehension

Grammar Book: Unit 7, 8, 11, 12, 16

Vocabulary: Unit 1, Unit 2, Unit 4

All skills covered.

考試地點：402-404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