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檔案編號：17158a 

2017– 2018 年度 家長通告 
 

 

期終考試安排  
中一級 

敬啟者： 
 

(一) 考試温習安排 
為協 學生積極準備期終考試，學生須於六月七日(星期四)及六月八日(星期五)留校温
習，放學時間為下午 4 時 45 ，盼 貴家長督促子弟勤加溫習  
 

(二) 端午節假期 
六月十八日(星期一)為端午節假期，學生無須上課，敬希 台端督促子弟善用假期 力溫習  
 

(三) 溫習室 (313 室) 
為鼓勵學生 力溫習，學校提供 313 室作溫習之用 中一至中三學生上課日使用時間為下
午 3 時 30 至 6 時正 (下午 5 時正至 6 時正需由負責老師陪同)；考試日為中午 12 時正
至下午 5 時正  
 

(四) 期終考試 
六月十一日(星期一)至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五)為本校期終考試，通告附頁附上考試時間表
及範圍，學生於考試期間須準時於早上 8 時 05 前回校 此外，學生須於英文科會話考
試當日攜帶翌日考試科目之課本回校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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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申請事假則需事前作出申請 補考 數以所得 數之 80%計算  
 
如因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停課，考試將順延一天，詳情可瀏覽學校網址：http://www.lfh.edu.hk  
 

(五) 對卷日 
六月二十五日 二十六及二十七日(星期一 二及三)為對卷日，學生須按特別時間表上課，
時間表將稍後派發  
 

(六) 中二 班政策 (中一升中二) 
為進一步加強學生的學習效能，本校實施 學習能力 班政策 ，以確保不同學習能力的
學生，均得到適 的照顧，而學習能力較佳的學生將編排進入種子班  
 

班政策將會以 貴子弟中一的成績作基礎，與及老師的觀察及評語核實，故特函 台端
告知上述安排，並請 台端督促 貴子弟 力學習，爭取佳績  
 

  此致 
貴 家 長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校長 
 
 

 
 

謹啟   
張翠儀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 

回條 檔案編號：17158a 
(學生須於五月二十五日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 
 
本人知悉 貴校有關 期終考試安排 事宜，並會督促子弟 力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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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八年五月   日  



日期 科目

11/06/2018 08:30 - 09:45 綜合科學 課本：1A冊及1B冊

( 星期一 ) 10:15 - 11:00 英文聆聽 1. Dictation (Vocabulary: Units 5-8)

2. Themes: Food, Travel, Games for Teens and Technology 

All topics and skills covered.

12/06/2018 08:30 - 10:00 中文作文 長文： 年所學的體  (記敍文 描寫文 抒情文 說明文 議論文) 和寫作技巧

( 星期  ) 實用文：邀請信 通告 啟 請假信

10:30 - 11:30 資訊科技 校本課程第一冊, 第 冊及所 工作紙

13/06/2018 08:30 - 10:00 中國語文

( 星期  )

10:30 - 11:15 普通話 第一 五課

14/06/2018 08:30 - 09:30 英文作文   1. Review all text types in Writing File:blog, email, article, restaurant review, and presentation. 

( 星期四 ) 2. Review all vocabulary from vocabulary list and textbook related to each theme.

All topics covered in Composition File(Purple)

10:00 - 11:30 數學 課本：1A冊 部及1B冊 部

15/06/2018 08:30 - 09:15 宗教 課文：1.亞 拉罕 2. 瑟 4.摩西 6.路得 7.大衞 8.所羅門 9.以利亞 10.但以理 12.尼希米

( 星期五 ) 以 課文的 容及金

09:35 - 10:35 英文會話 1.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1.5 minutes); Read Aloud sentences: Spark 1B p.7, 24 (par.1-2), p.68 (par.1)

2. Phonics: Consonants Ch.1-11, Vowels Ch.1-3

All topics and skills covered.

考試地點： 201, 203-205室

19/06/2018 08:30 - 09:30 英國語文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 星期  ) 2. Grammar: Units 2 - 4, 7, 11 - 15 &19

3. Vocabulary: Units 5 - 8

4. Themes and skills covered.

20/06/2018 08:30 - 09:30 通識教育 1. 網絡新世代(全書及作業)、2. 傳統家庭觀念的意義和 傳、3. 香港人家庭觀念的改變、4. 傳統宗教信仰的意義和 傳

( 星期  ) 5. 戀愛與性、6. 濫用藥物、7. 酒原因及影響、8. 公共衞生

21/06/2018 08:30 - 09:30 中國 史 課題：華夏 治至魏晋 北朝的分

( 星期四 ) 課本：課本 (p.1 - 170)

其它：作業 習作簿 小測等

10:00 - 10:30 中文聆聽 單元一至 所學之聆聽技巧

22/06/2018

( 星期五 )

注意：除英文會話考試外，所 科目的考試地點為各班課室

學生無須回校

單元：單元一至 閱讀技巧

課文： 燕詩 木蘭辭 傷仲永 想和做 背影 心疼

語文 用：單元一至 (修辭手法 錯別 語 連接詞 文言虛詞 文言人稱代詞)

中一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2017-2018年度 期終考試時間表

考試範圍時間

08:10-08:30 早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