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檔案編號：17168 

2017 – 2018年度 家長通告 

 

對卷及試後活動時間表(2017-2018)   

敬啟者： 
  
》 》 謹請》 台端注意以下事項： 
 
1. 中一至中五級對卷日：6月 25日(星期一)至 27日(星期三) 
學生須準時於上午 8時 05分前回校，學生可參閱課室壁報板之對卷時間表  
 

2. 試後活動：6月 22日(星期五)至 7月 13日(星期五) 

學生須依時按背頁之活動時間表參加試後活動 各級學生應於活動舉行時間 15分鐘前於
操場或指定地點集隊點名  

 

3. 第二十二屆畢業典禮：6月 29日(星期五) 

領獎生及當值學生須於下午 2時 30分回校進行綵排，而 2A、2B及中四級學生須於下午
4時 30分回校參與觀禮，其他學生無須回校  
(另：中一至中五領獎男生及中六畢業男生需穿著整齊夏季校服連同領帶 ) 

 

4. 教師發展日：7月 6日(星期五) 
學生無須回校  
 

5. 結業禮：7月 9日(星期一) 

學生須於上午 8時 05分前回校 結業禮後將派發成績表，放學時間為上午 11時正  
 

6. 舊生註冊日：7月 10日(星期二) 

學生須於下列時間回校於課室辦理註冊手續及讓班主任檢查簽妥之成績表  
 
 回校時間 放學時間 備註 
中一至中三升班學生 上午 9時 30分 上午 10時 30分  
中四升班學生 上午 8時 30分 上午 9時 30分  
中五升班學生 上午 8時 30分 中午 12時正 學生註冊後須留校參加

模擬放榜 
 
如學生未能於上述時間回校辦理註冊手續，則作放棄學位論 校方是日將約見部份家長，
討論學生的行為及學業成績  貴家長可委託齡記書店代訂下年度課本及購買暑期作業，詳
情將另行通知 自行購買暑期作業之學生須於 7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到
校務處交回暑期作業答案本  
 

7. 中一新生註冊日：7月 12日(星期四)及 13日(星期五) 

學生無須回校  

 
* 如因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停課，當日活動將會取消 畢業典禮/結業禮則會再作安排，
詳情可瀏覽學校網址：http://www.lfh.edu.hk  

 
》 》 此致 
貴  家  長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校長 

 

 
 

 

謹啟  
 

張翠儀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檔案編號：17168 

2017 – 2018年度 家長通告 

 
對卷及試後活動安排 (2017-2018)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 負責老師 出席學生 

22/6/2018 

(星期五) 
14:00 – 16:30 操場/禮堂 躲避盤比賽 蕭素珠老師及翁士堅老師 各社參與學生 

25/6/2018 

(星期一) 

08:05 – 11:50 課室 中一至五級對卷 班主任 科任老師 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11:50 – 12:30 禮堂 中四級宗教科對卷 科任老師 中四級學生 

11:50 – 12:50 課室 中五級數學M2對卷 科任老師 中五級數學M2學生 

26/6/2018 

(星期二) 

08:05 – 11:50 課室 中一至五級對卷 班主任 科任老師 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11:50 – 12:30 禮堂 中五級宗教科對卷 科任老師 中五級學生 

11:50 – 12:50 課室 中四級數學M2對卷 科任老師 中四級數學M2學生 

27/6/2018 

(星期三) 

08:05 – 11:50 課室 中一至五級對卷 班主任 科任老師 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12:00 – 13:00 402及 403室 李福慶大使面試 
郭婉彤老師 朱光美老師
莊 靜老師 葉日成老師及

馮天怡老師 
中一至中四級參與學生 

14:00 – 15:30 禮堂 畢業禮綵排 姚濬哲副校長 領獎生 

25-29/6/2018 

- 台灣 台灣生涯規劃之旅 黎柏禧老師 中四及中五級參與學生 

- 內蒙古 
薪火相傳 平台系列：內蒙古歷史文化

及自然生態探索之旅 
翁麗玉老師 中五級參與學生 

28/6/2018 

(星期四) 

07:50 – 13:00 元朗大生圍 探索魚塘生態及文化之旅 導賞 林素琴老師及孔樂琪老師 中四及中五生物科學生 

08:45 – 09:30 禮堂 日本 廣島 大阪 考察團匯報 黃瑞容老師 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09:45 – 10:30 622室 抗逆 分享講座 朱光美老師 中四及中五級學生 

10:15 – 11:45 禮堂 初中社際數學比賽 
鄺綺梅老師 李仁保老師及

王詠妍老師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正副社
長及數學學會幹事 

(穿著運動服) 

11:00 – 13:00 家政室 ＜逆風啟航挑戰計劃 ＞ 烹飪同樂班 朱光美老師 中一及中二級參與學生 

29/6/2018 

(星期五) 
17:00 – 19:00 禮堂 第二十二屆畢業典禮 姚濬哲副校長 

2A 2B 中四 中六級 

學生 領獎生及當值學生 

30/6/2018 

(星期六) 
9:00 – 13:00 西灣河協青社 ＜逆風啟航挑戰計劃 ＞ 歷奇挑戰 莊 靜老師 中一及中二級參與學生 

3/7/2018 

(星期二) 

08:45 – 09:45 禮堂 
青年新世界 逆流挑戰 到校分享及 

紀錄片欣賞 
陳錦嫦老師 中一至中三及中五級學生 

09:00 – 12:30 灣仔聖雅各福群會 職業體驗活動 麥煥枝老師 中四級學生 

10:15 – 10:45 課室 短片欣賞 莊 靜老師 
中一至中三及中五級學生 

11:00 – 12:00 禮堂 互動話劇 超凡人生任務  袁樹泉老師 

4/7/2018 

(星期三) 

08:30 – 17:30 香港仔郊野公園 野外活動 林素琴老師及孔樂琪老師 1A及中四生物科學生 

08:45 – 10:00 禮堂 世界盃反賭波 話劇及講座 王詠妍老師 中一及中三至中五級學生 

09:00 – 12:00 622室及 6樓課室 模擬社會體驗日 梁佩珊老師 中二級學生 

10:00 – 10:45 禮堂 
學校自然教育多樣性-生物多樣性  

講座 
袁樹泉老師 

中一及中三至中五級學生 
11:00 – 11:45 禮堂 聯校環保節能推廣計劃 環保訊息分享 潘弟榮老師 

11:45 – 12:30 禮堂 手鐘條隊表演 紀嘉怡老師 

5/7/2018 

(星期四) 

09:00 – 10:00 禮堂 鮮浪潮國際短片節放映及講座 陳錦嫦老師 中四及中五級學生 

09:00 – 9:45 

327室及 414室 
English Benchmark Examination/ 

Movie Show 
許 翔老師 中三級參與學生 

一樓課室 
CARS禮物換領 

專題研習優秀作品選舉及視藝展覽 
陳錦嫦老師及 嘉女老師 中一及中二級學生 

09:45 – 10:30 

327室及 414室 
 English Benchmark Examination/  

Movie Show 
許 翔老師 中一及中二級參與學生 

一樓課室 
CARS禮物換領 

專題研習優秀作品選舉及視藝展覽 
陳錦嫦老師及 嘉女老師 中三級學生 

10:30 – 11:00 一樓課室 視藝展覽 嘉女老師 中四及中五級學生 

11:00 – 12:00 禮堂 通識科 IES簡介 (獨立專題探究工作坊) 沈栢誠老師 中四級學生 

10:00 – 12:00 212室 我要做老闆 活動 翁麗玉老師 中三級參與學生 

13:30 – 15:30 212室 我要做老闆 活動 翁麗玉老師 中三級參與學生 

11:00 – 18:30 
元朗逢吉鄉新村 
三軍外展部 

War game 翁士堅老師 中一至中五參與學生 

6/7/2018 

(星期五) 

10:00 – 12:00 225室 我要做老闆 活動 翁麗玉老師 中三級參與學生 

13:30 – 15:30 225室 我要做老闆 活動 翁麗玉老師 中三級參與學生 

6-18/7/2018 - 美國 Georgetown College Summer Experience 陳錦嫦老師 中三至中五級參與學生 

10/7/2018 

(星期二) 
09:00 – 12:00 禮堂 模擬放榜 翁麗玉老師 中五級學生 

10-11/7/2018 - 
創興水上活動 

中心 
露營活動 翁士堅老師 中二及中四級參與學生 

13/7/2018 

(星期五) 

07:15 – 19:00 大灣區 
改革開放四十年―大灣區港資企業 

暨生涯規劃探索之旅 
翁麗玉老師 

中四及中五級經濟及企會財
科學生 

08:00 – 16:30 長洲 長洲一日遊 蔡樂欣老師及鄧欣杰老師 Smart Team學生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檔案編號：17168 

2017 – 2018年度 家長通告 

 

回條 
(學生須於六月二十五日或前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 

 

本人知悉》 貴校有關 對卷及試後活動時間表(2017-2018)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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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八年六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