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檔案編號：16170 

2016 – 2017年度 家長通告 

 

〈對卷及試後活動時間表(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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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星期四)至 26日(星期一) 

學生須準時於上午 8時 05分前回校，詳情請參閱附件。 
 

2. 試後活動：6月 20日(星期二)至 7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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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6 月 20日(星期二)至 21日(星期三) 

中三學生須準時於上午 8 時 05分前回校，其他學生無須回校。 

 

4. 第二十一屆畢業典禮：6 月 30日(星期五) 

中二、中四級學生、領獎生及當值學生須於下午 3 時回校報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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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教師發展日：7月 6日(星期四) 
學生無須回校。 
 

6. 結業禮：7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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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舊生註冊日：7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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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12時 30分 學生註冊後須留校參加

中六模擬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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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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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一新生註冊日：7月 13 日(星期四)及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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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http://www.lfh.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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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卷及試後活動安排 (2016-2017)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 負責老師 出席學生 

20/6/2017 

(星期二) 
09:00 – 12:30 灣仔聖雅各福群會 中四職業體驗活動 翁麗玉老師 中四級參與學生 

22/6/2017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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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2017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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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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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 15:00 中環 中三參觀展城館 
朱光美老師、孔樂琪老師及

蔡樂欣老師 
中三及參與學生 

26-30/6/2017 - 台灣 台灣生涯規劃之旅 翁麗玉老師 中五級參與學生 

27/6/2017 

(星期二) 

09:00 – 10:15 

327室 中一級數學比賽 鄺綺梅老師 中一級學生 

禮堂 
中二及中三級鮮浪潮國際短片節放映及 

講座 
陳錦嫦老師 中二及中三級學生 

10:30 – 11:30 
327室 中二級數學比賽 李仁保老師 中二級學生 

禮堂 中一級鮮浪潮國際短片節放映及講座 陳錦嫦老師 中一級學生 

10:30 – 12:30 操場 中三級班際籃球比賽 林耀斌老師 中三級學生 

27/6-1/7/2017 - 湖南省 湖南省張家界、長沙地質與環境保育之旅 沈栢誠老師 中四及中五級參與學生 

28/6/2017 

(星期三) 

09:00 – 11:00 操場 中一至中三級班際足球比賽 陳若龍老師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 

09:30 – 10:30 禮堂 中四及中五級互動話劇《食物博物館》 袁樹泉老師 中四及中五級學生 

11:15 – 12:15 禮堂 
中一至中三級『2017香港環保電影展 

「糧食危機與海洋保育」學校巡迴放映與 
講座』 

袁樹泉老師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 

29/6/2017 

(星期四) 
09:00 – 10:30 禮堂 畢業典禮綵排 姚濬哲副校長 領獎生 

30/6/2017 

(星期五) 

15:00 – 17:00 禮堂 畢業典禮綵排 
姚濬哲副校長 

中二、中四、中六級學生、

領袖生及當值學生 17:30 – 19:30 禮堂 第二十一屆畢業典禮 

1/7-13/7/2017 - 英國 英國牛津暑期遊學團 許少翔老師、劉端紅老師 中三至中五級參與學生 

3/7/2017 

(星期一) 

09:00 – 10:30 禮堂 中一至中五詩歌分享會 譚力恒老師、洪國豪老師 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10:00 – 12:00 225室 升學及就業組「我要做老闆」活動 翁麗玉老師 中三及中四級參與學生 

10:30 – 11:15 622室 中五級 IES簡介 沈栢誠老師 中五級學生 

10:30 – 12:30 操場 中四級班際籃球比賽 林耀斌老師 中四級參與學生 

10:45 – 11:30 禮堂 中一至中三級滅罪訊息講座 朱光美老師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 

13:30 – 15:30 225室 升學及就業組「我要做老闆」活動 翁麗玉老師 中三及中四級參與學生 

4/7/2017 

(星期二) 

09:30 – 12:00 禮堂 
中一至中五級德育活動：「正能量 
電影會」〈飛天〉電影放映 

陳錦嫦老師 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13:15 – 17:30 香港國際機場 中五參觀機場停機坪 翁麗玉老師 中五級參與學生 

5/7/2017 

(星期三) 

09:00 – 10:00 

禮堂 中四及中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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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室及 414室 
S1 – 2 English Benchmark Examination / 

Movie Show 
陳嘉儀老師 中一及中二級參與學生 

一樓課室 
中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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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嘉女老師 中三級學生 

10:00 – 11:00 一樓課室 
中一及中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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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嘉女老師 中一及中二級學生 

10:00 – 11:00 327室及 414室 
S3 English Benchmark Examination / Movie 

Show 
陳嘉儀老師 中三級參與學生 

10:30 – 11:30 一樓課室 中四及中五視藝展覽 譚嘉女老師 中四及中五級學生 

11:00 – 13:00 家政室 中一至中五班際創意食譜比賽 朱光美老師、翁麗玉老師 中一至中五級參與學生 

11:30 – 12:15 禮堂 中四級 IES簡介 沈栢誠老師 中四級學生 

6/7/2017 

(星期四) 

10:00 – 12:00 225室 升學及就業組「我要做老闆」活動 翁麗玉老師 中三及中四參與學生 

13:30 – 15:30 225室 升學及就業組「我要做老闆」活動 翁麗玉老師 中三及中四參與學生 

7/7/2017 

(星期五) 

09:00 – 10:00 禮堂 
中一至中五級公平貿易講座(公平貿易 
概念與世界公民及消費者的責任) 

陳錦嫦老師 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10:00 – 12:30 中環 中二級參觀展城館 
沈栢誠老師、蔡樂欣老師及

楊俊麒老師 
中二級學生 

10:15 – 11:00 禮堂 中四及中五級滅罪訊息講座 朱光美老師 中四及中五級學生 

10:15 – 11:45 327室 中三級數學比賽 王詠妍老師 中三級學生 

11:45 – 12:45 327室 S3 English bridging lesson 梁祝嫻老師、陳錦嫦老師 中三級學生 

10:30 – 13:00 香港科學館 參觀〈永生傳說—透視古埃及文明〉展覽 郭婉彤老師、譚嘉女老師 中一級學生及視藝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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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學生須於六月二十三日或前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 

 

本人知悉 貴校有關〈對卷及試後活動時間表(2016-2017)〉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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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七年六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