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檔案編號：16162b 

2016 – 2017年度 家長通告 
 

 

 

期終考試安排  

中二級 

敬啟者： 
 

(一) 端午節假期 
五月三十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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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考試温習安排 
為協 學生積極準備期終考試，學生須於六月六日(星期二)及六月七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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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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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八日(星期四)至六月十九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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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二日 二十三及二十六日(星期四 五及一)為對卷日，學生須按特別時間表上課，
時間表將稍後派發  
 

(六) 中三 班政策 (中二升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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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子弟中二的成績作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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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 

 回條 檔案編號：16162b 
(學生須於五月三十一日交回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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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七年五月   日  



日期 科目

08/06/2017 08:30 - 10:00 中國語文 單元：單元一至 閱讀技巧

( 星期四 ) 課文： 園田居 為學一首示子姪 最苦 最樂 湖心亭看雪

語文運用：單元一至七(修辭手法 錯別 語氣詞 今義詞義 文言 詞語 詞類活用)

10:30 - 11:30 英文作文 Sentence rewriting

Letter to the editor

All skills covered

09/06/2017 08:30 - 10:00 數學 2A冊書 部 2B冊書 部

( 星期五 ) 10:30 - 11:30 英國語文 Reading Comprehensions

Grammar Book Units 6, 11, 12, 13, 14, 16 & 18

Vocabulary Units 5 (P.10-11) and 8 (P.90-91)

All topics and skills covered.

12/06/2017 08:30 - 09:30 資訊科技 校本課程第一冊, 第 冊 所有工作紙

( 星期一 ) 10:00 - 11:15 綜合科學 2A書(p.2-200) 2B書(p.4-207)

13/06/2017 08:30 - 10:00 中文作文 長文： 年所學的體裁(記敍文 描寫文 抒情文 說明文 論文)和寫作技巧

( 星期二 ) 實用文：章則、投訴信、回覆 函、邀請信

10:30 - 11:00 中文聆聽 單元一至 所學之聆聽技巧

14/06/2017 08:30 - 09:30 英文聆聽 1. Phonics: All consonants and all vowels

( 星期三 ) 2. Vocabulary: Unit 5 (p.10,11) & Unit 8 (p.90,91)

3. All topics and skills covered.

09:35 - 10:35 中文會話 小組討論之說話技巧

考試地點：402-404 406室

15/06/2017 08:30 - 09:45 地理 1. 水的煩惱：單元3.6

( 星期四 ) 2. 控制沙塵：單元9.1 - 9.5

3. 初中互動地理地圖閱讀：單元5

10:15 - 11:00 宗教 課本及作業：新約聖經透視，第6至12課

金句：新約聖經透視，1至12課

16/06/2017 08:30 - 09:30 世界 史 課題: 文藝復 地理大發現 宗教改革 啟蒙運動 美國革命 法國大革命

( 星期五 ) 課本: 書本(第4至99頁)

他: 筆記 工作紙 小測等

09:50 - 10:50 英文會話 1.  Group Discussion (3 minutes)

2.  Phonics and Speaking: All Units

3. All topics and skills covered.

考試地點：201 203-205室

19/06/2017 08:30 - 09:30 通識教育 認識香港 (p.1-22)

( 星期一 ) 身份認同 (p.24-45)

香港的經濟 (p.48-72)

香港的生活素質 (p.74-96)

香港的政治制度 (p.98-122)

中
聖 會李福慶中學

2016-2017年度 期終考試時間表

時間

08:10-08:30 早禱

考試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