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檔案編號：21230e 

2021 – 2022年度 家長通告 
 

 

 

〈期終考試及溫習活動安排〉 

中五級 

敬啟者： 

 

  二零二二年七月六日(星期三 )至七月十五日(星期五 )為本校期終考試。考試期

間，學生必須於上午 8 時 05 分前回校。考試完結，學生隨即放學回家溫習，或可到

學校自修溫習至下午五時正。詳情請參看附件一〈中五級期終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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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事假則需事前作出申請。補考分數以所得分數之 80%計算。 

 

 因應中五級學生接種疫苗達教育局全日復課之要求，學生於考試前指定日期下午

回校進行溫習活動。詳情請參看附件二〈中五級奮進班及溫習日時間表〉。  

 

  敬希 台端督促 貴子弟善用時間，努力溫習。如有查詢，請與班主任聯絡(電

話：25605678)。 

 

  此致   

貴 家 長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校長 

 

 

 

 

 

 

謹啟   

 吳幼美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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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檔案編號：21230e 

(學生須於六月二十四日或前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 

 

  本人知悉 貴校有關〈期終考試及溫習活動安排〉事宜，並將督促子弟善用時間，努
力準備期終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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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二二年六月   日 



日期 科目 考試地點

06/07/2022 8:30 - 10:00 中國語文 卷一 (閱讀)

(星期三) 10:30 - 12:00 中國語文 卷二 (寫作)

07/07/2022 8:30 - 10:00 英國語文 卷一 (閱讀)

(星期四) 10:30 - 12:30 英國語文 卷二 (寫作)

08/07/2022 8:30 - 10:30 通識 卷一

(星期五) 11:15 - 12:30 通識 卷二

11/07/2022 8:30 - 10:45 數學 卷一

(星期一) 11:15 - 12:30 數學 卷二

8:30 - 9:45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卷一 203室

8:30 - 10:15 世界歷史 卷一

8:30 - 10:30 資訊及通訊科技 卷一

8:30 - 11:00 化學 卷一

12/07/2022 8:30 - 11:15 地理 卷一 

(星期二) 10:15 - 12:30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卷二 203室

11:45 - 12:45 化學 卷二

11:45 - 13:00 地理 卷二

11:45 - 13:15 世界歷史 卷二 / 資訊及通訊科技 卷二

8:30 - 10:30 經濟 卷一 203室

8:30 - 10:45 中國歷史 卷一

13/07/2022 8:30 - 11:00 物理卷一 / 生物 卷一

(星期三) 8:30 - 12:30 視覺藝術

10:00 - 12:30 經濟 卷二 203室

11:30 - 12:30 物理卷二 / 生物 卷二

11:30 - 12:50 中國歷史 卷二

8:30 - 10:10 中國語文 卷三 (聆聽) 327室

11:00 - 13:30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 203室

8:30 - 9:15 宗教

9:45 - 11:45 英國語文 卷三 (聆聽)

12:15 - 13:15 英國語文 卷四 (說話) 101室-105室

中五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2021-2022年度 第二學期考試時間表

15/07/2022

(星期五)

14/07/2022

(星期四)

327室

08:10-08:30 早禱
時間

禮堂

禮堂

禮堂

禮堂

禮堂



 

中五級奮進班及溫習日時間表 

 

日期 時間 5S 5K 5H 

27/6 (一) 

奮進班 

14:45-15:30 X1 

15:30-16:15 

28/6 (二) 

奮進班 

14:45-15:30 X2 

15:30-16:15 

4/7 (一) 

溫習日 

14:45-15:30 數學 

15:30-16:15 通識 英文 通識 

5/7 (二) 

溫習日 

14:45-15:30 英文 通識 英文 

15:30-16:15 中文 

 

 中英數通 45分鐘。X1及 X2 1.5小時。 

 M2另行延長課堂時間 90分鐘。 

 

上課地點：主科在原本課室 

 

X1地點： 
1. 中史(201室)     2. 經濟(102室)    3. 生物(生物實驗室)   
4. 物理(物理實驗室)    5. 視藝(視藝室)   
 
X2地點： 
6. 歷史(401室)     7. 企會財(212室)    8. 化學(102室)   
9. 資訊科技(207室)    10. 地理(地理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