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檔案編號：22131 

2022 – 2023年度 家長通告 
 

 

 

〈中五及中六級聖誕及農曆新年假期補課安排〉 

 

敬啟者︰ 

 

為協助  貴子弟準備中學文憑考試，本校將安排中五及中六級學生於指定日期回校

參與補課，詳情請參閱背頁之聖誕及農曆新年假期補課綜覽。  貴子弟須於指定日期依

時出席，缺席者作曠課論。個別科目亦會因應需要安排額外補課，詳情將由任教老師通

知學生。回校補課之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 

 

如有查詢，請與麥煥枝老師聯絡(電話：2560 5678)。 

 

此致 

貴   家   長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校長 

 

 

 

 

謹啟   

 吳幼美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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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檔案編號：2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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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至中六級聖誕及農曆新年假期補課安排〉事宜，並會督

促敝子弟依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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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日 

 



聖 誕 及 農 曆 新 年 假 期 補 課 綜 覽 ( 2 0 2 2 - 2 0 2 3 )  
中五及中六級 

 
日期 年級 / 班別 時間 科目 負責老師 備註 

22/12/2022 (四) 

中六 

8:30-10:30 英文 

梁祝嫻老師 

許少翔老師 

陳立智老師 

全級 

10:45-12:45 通識 
陳宗迪老師 

陳立智老師 
全級 

14:00-17:00 

生物 林素琴老師 小組 

物理 洪國豪老師 小組 

歷史 葉中升老師 全班 

地理 麥煥枝老師 全班 

5H 10:45-12:45 英文 陳卓芳老師 全班 

5K 
08:30-10:30 

英文 許小紅老師 
小組 A 

10:45-12:45 小組 B 

中五 08:00-10:00 生物 林素琴老師 小組 

中五 9:00-17:00 視藝 聶耀強老師 小組 

中五 14:00-16:30 化學 李嘉峰老師 全班 

23/12/2022 (五) 

中六 

8:30-10:30 經濟 黎柏禧老師 全班 

10:45-12:45 企會財 古家晴老師 全班 

14:00-16:00 

生物 林素琴老師 小組 

物理 洪國豪老師 小組 

地理 麥煥枝老師 全班 

中五 08:00-10:00 生物 林素琴老師 小組 

中五 9:00-12:00 視藝 聶耀強老師 小組 

中五 9:00-12:00 地理 麥煥枝老師 全班 

中五 10:00-14:00 歷史 劉端紅副校長 全班 

24/12/2022 (六) 中六 9:00-12:00 企會財 古家晴老師 全班 

28/12/2022 (三) 

中六 8:30-10:30 中國歷史 袁桂恩老師 全班 

6K 9:00-13:00 英文 許少翔老師 
小組 A 

小組 B 

6H 
10:30-12:30 

英文 陳立智老師 全班 
13:30-15:30 

5H 14:00-16:00 英文 陳卓芳老師 全班 

29/12/2022(四) 5K 
08:30-10:30 

英文 許小紅老師 
小組 A 

10:45-12:45 小組 B 

31/12/2022 (六) 中六 
10:00-13:00 英文 許少翔老師 小組 

10:45-12:45 化學 王詠妍老師 小組 

03/01/2023 (二) 5S 16:00-18:00 英文 陳錦嫦老師 小組 



06/01/2023 (五) 5S 17:00-18:00 英文 陳錦嫦老師 小組 

19/01/2023 (四) 

中六 
8:30-10:30 生物 林素琴老師 全班 

10:45-12:45 化學 王詠妍老師 全班 

中六 
10:45-12:45 

企會財 古家晴老師 全班 
14:00-16:00 

5K 
08:30-10:30 

英文 許小紅老師 
小組 A 

10:45-12:45 小組 B 

20/01/2023 (五) 

5K 
08:30-10:30 

英文 許小紅老師 
小組 A 

10:45-12:45 小組 B 

中六 
10:45-12:45 

企會財 古家晴老師 全班 
14:00-16:00 

20/01/2023 (五) 中六 
8:30-10:30 生物 林素琴老師 全班 

10:45-12:45 化學 王詠妍老師 全班 

26/01/2023 (四) 中六 10:45-14:00 化學 王詠妍老師 全班 

27/01/2023 (四) 中六 10:45-14:00 化學 王詠妍老師 全班 

30/01/2023 (四) 
中六 10:45-14:00 化學 王詠妍老師 全班 

5K 13:00-15:00 英文 許小紅老師 全班 

31/01/2023 (四) 中六 10:45-14:00 化學 王詠妍老師 全班 

01/02/2023 (三) 6H 
10:30-12:30 

英文 陳立智老師 全班 
13:30-15:30 

 

 

上課地點： 

中六級英文：6S 102室/6K 103室/6H 104室 

中六級通識：327室 

中五級英文(聖誕假期期間)： 5K 502室/5H 503室; 其他補課日子：原班的課室 

生物：生物實驗室 中史：105室 經濟：102室 

物理：物理實驗室 視藝：視藝室 企會財：212室 

歷史：401室 地理：地理室 化學：112室(STEM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