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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18年度九月份通告 (1) 2017通 06 

一. 校務事項

1. 校園開放時間

校園每天開放時間由早上7:30至下午5:00。每天點名時間分別為上午8:10及下午1:35， 

請督促   貴子弟依時回校上課，培養守時的良好習慣，逾時回校將作遲到處理。

2.  本校一向注重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於 2017 年中學文憑考試中，同學更力創佳績，

成功進入心儀大學繼續進修。在新學年的開學禮上，學校將會頒發獎項或獎學金予中

學文憑試表現優異的學生，以示鼓勵。希望全體學生能以他們為榜樣，努力學習，力

爭上游。(附件 1)

3. 「家長教師會」事宜

(1) 10月 6日(星期五)將舉行「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中一親子晚會」，請各位家

長預 留時間出席。

(2) 本會現正召募新一屆的「家長委員」，有意參加的家長可填寫本會通告 PT01回條

交回。

(3) 本年度資助本校於學術以外有優秀表現同學的「圓夢計劃」現正接受申請

以上各項詳情請參閱本會通告 PT01。 

4. 本校為加強與家長的聯繫與溝通，特為每位同學印備一本「學生手冊」，詳列各項學生

家庭與學校間均應知照的事情及校曆表。務請各位家長詳閱手冊內一切條文，並簽署

內附回條 p.7 交回班主任。

此外為與家長保持聯絡，校方會透過電話和短訊發放學校重要訊息，所以家長如更改

地址或聯絡電話，須立即通知校方 (電話：2721 3086) 以便更新；若屬新來港人士，

請通知校方有效的聯絡方式或委託監護人等有關資料，確保對   貴子弟的周全照顧。 

家長可隨時瀏覽本校網頁，了解有關本校的各項資料及最新訊息。 

網址：http://www.laichack.edu.hk 

5. 各項收費項目(附件 2)

本校按教育局指引運用堂費，以發展政府津貼以外的教育項目，本年度維持向每名高

中學生收取每年 290 元的堂費，詳細資料請閱附件 2。另本校設有機制豁免清貧學生

的堂費，如有需要，可具函向校長申請。

各級學生請於 9 月 4 日(星期一)帶備適當現金或支票(支票抬頭：麗澤中學)回校交予班

主任。

6. 為配合學校的行政需要，本校會收集及儲存所有學生及其家長 / 監護人的個人資料， 

而有關用途已詳列於「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個人資料處理聲明」(附件3)。

敬請各位家長 / 監護人在細閱本通告及附件3後，填妥有關同意書並交回班主任，

以便跟進。如有查詢，可聯絡校務處(電話:2721 3086或電郵:lcm-sch@hkedcity.net)。

http://www.laichac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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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育局全面推行「優化學校投訴管理安排」 

教育局已於 2015 年 9 月推出「優化學校投訴管理計劃」。為配合安排，本校按照教

育局《學校處理投訴指引》（2015 年 9 月修訂版）修訂校內「處理投訴機制」，建立

一套公平、公正及公開的學校投訴管理制度，讓學校在處理投訴或查詢時，各方（包

括校方、教職員及家長等）均有清晰的原則和程序可供依循，並透過有效的溝通渠道，

與持分者共同磋商、解決問題。《學校處理投訴指引》修訂版文件見本校網頁。 

http://www.laichack.edu.hk/HandlingSchComplaints/201603_Handling_School_Complaints.pdf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213086 與校務處陳小姐聯絡。 

 

二.  教務事項 

1. 各級學業成績報告表計分比例 

 上學期 35% 下學期 65% 

班級 常分 試分 統測 常分 試分 

S1-S5 10% 25% 15% 20% 30% 

 全學期 100% 

班級 常分 畢業試 

S6 30% 70% 

 

2. 各級升級 / 畢業標準 

級  別 升級 / 畢業 標準 

S1-S3 中、英、數三主科其中兩科或以上合格，平均分 50 分或以上。 

操行 C 級或以上。 

S4-S6 中學文憑考試四主科其中三科或以上合格，平均分 50 分或以上。 

操行 C 級或以上。 

註： (1)  各級學生出席率必須超過 2/3 上課日數，才獲准參加學期考試。 

  (2)  學期末設「補考」及「留級」機制 

  (3)  每新學年的編班將以學生的語文科成績排序及操行等第作考慮因素。 

 

3. 中六級應試補課事宜 (附件 4) 

中六級同學即將面對「中學文憑考試」，為提升同學之應試能力，各個主修科將為同學

安排課後補課，詳情見附件 4。全體中六級同學必須依時出席。 

 

4. 體育科事宜 (附件 5) 

本校全體學生均須出席體育課。惟請家長必須留意，如   貴子弟患有任何疾病，應徵 

詢醫生的意見，是否適宜上體育課。如   貴子弟需要暫時或長期豁免上體育課，必須 

向校方呈示註冊醫生證明書。 

請於 9 月 5 日或之前，將有關回條交回班主任，以便辦理及存案。若發現   貴子弟

有任何健康狀況的改變，祈請立刻通知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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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發展事項 

1.  校簿售賣時間 

學生如需購買校簿，可到學生自治會室購買，時間為學生自治會室開放時間（第一個

小息9:45-10:00am、午息1:00-1:35pm及放學3:40-5:00pm），或逢星期二、四的小息及

午膳時間，到校務處購買。 

 

2. 學生午膳安排 

本校規定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必須留校午膳，為 貴子弟的健康著想，家長可選擇： 

(1) 訂購午膳供應商「美心食品有限公司（美心集團旗下品牌原美）」，每天共有四款

餐盒可供選擇，每餐收費港幣20.5元。訂購午膳的同學可於每月下旬，帶同現金或

支票（抬頭請寫「小食部」或「Tuck Shop」）及訂購表格，交到小食部辦理。 

 中一至中三級同學，9月份上課日共20天，餐費合共港幣410元。 

 午膳訂購表格已於8月25日派發，家長填妥後，將表格連同支票或現金交回小食

部辦理購手續。 

 由10月份開始，請各位家長安排  貴子弟準時於每月截數日之前訂購午膳。 

                 或 

(2) 家長為子女預備整份午餐，由家長在每天午膳時間前送來本校； 

                 或 

(3) 由 貴子弟自行帶備有合適保溫容器盛載的整份午餐回校。 

 

請家長填寫有關回條，向校方申明  貴子弟採用的午膳方式，以便校方跟進。9月4日

為全天上課日(A1)，中一至中三級同學開始留校午膳，請家長留意。 

 

四. 學生發展事項 

1. 攝影公司將於 9月 8日（星期五）到校替全校學生拍攝半身證件相片，以便製作學生證；

另外，學生亦可同時訂購數碼貼紙學生相（1.5 吋 × 2 吋），每打 9元正。若訂購數碼

貼紙學生相的學生，請在拍攝當日，攜帶訂購金額直接交給攝影公司。請全校學生於當

天須特別注意儀容、髮型（頭髮不可遮眼，長髮者須束髮等）、校服須有校章。 

 

2. 為了協助有需要的學生，本校提供了下列的學生資助 / 優惠計劃： 

 資助 / 優惠計劃名稱 對象 截止申請日期 查詢/索取表格 

a 學校書簿津貼 /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中一至中六 2017年 9月 29日 校務處職員 

b 蘋果助學金 中一至中六 2017年 9月 15日 蔡麗芳老師 

c 學生健康服務計劃 中一至中六 2017年 9月 6日 校務處職員 

d 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 中一、中四 2017年 9月 6日 校務處職員 

e 葛量洪獎學基金－ 

葛量洪生活津貼 

中四至中六 2017年 9月 15日 蔡麗芳老師 

* 學生如收到 2017/18 年度「資格證明書」（粉紅色的文件），請於 9 月 15 日或之前將 

  上述證明書交給校務處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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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訓導事項 -- 學生守則 (附件 6) 

本校一向著重學生的品德培養，為使  貴子弟能成為自強不息、品學兼備的學生，特

訂立一套全校學生必須依從的校規，敬希與  貴子弟一起細讀「學生手冊」，並督促    

貴子弟嚴格遵守各項守則。 

 

六. 宗教事項 

本校是一所基督教中學，致力培育學生靈命成長，建立正面的人生觀，培養良好的品

格。宗教委員會將舉辦以下活動，請同學聯絡陳靜嫻老師或王傳道查詢及報名。 

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 

學生團契 9月 11日開始 (逢 B1) 3:45-5:00pm 206室 

學生祈禱會 9月 22日開始 12:45-1:30pm 205B室 

中一栽培班 9月下旬 1:00-1:30pm 205B室 

宗教日 9月 12日 ---- 學校 

 

七. 其他 

1. 依教育局指引，根據《殘疾歧視條例》制訂之《教育實務守則》訂立投訴程序，以處理

殘疾之學生或申請入學者／或其家長對關乎《殘疾歧視條例》事宜之不滿或投訴，現將

有關之投訴機制及本校處理投訴之程序列明於附件7。 

 

2. 依照教育局發出通知，學校如遇天氣惡劣，如熱帶氣旋襲港或持續大雨，包括天氣、道

路、斜坡或交通情況惡劣等，將作附件 8 所列的適當安排，亦請家長細閱，以便配合。 

 

 

特此通告             

 

麗澤中學校長 

 

 

 

 

                                            

              曾有成 

 

2017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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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麗澤中學 

2017-2018 開學禮頒發獎項 

I. 卓越學生獎： (獎勵 2017 年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畢業生) 

 

獲獎學生 入讀大學 課   程 

劉其鋒 
香港大學 

HKU 

工商管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王歡子 
香港中文大學 

CUHK 

工商管理學士 

Integrated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me 

李致豪 
香港科技大學 

HKUST 

工商管理學士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孫  曦 
香港大學 

HKU 

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王柏鴻 
香港大學 

HKU 

工學學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莫若斌 
香港浸會大學 

HKBU 

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李睿妍 
香港理工大學 

PolyU 

運輸系統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BEng (Hons) in Transport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李睿莹 
香港科技大學 

HKUST 

工程學學士 

Engineering 

金子博 
嶺南大學 

LU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nours) 

司徒欣怡 
香港公開大學 

OUHK 

語言研究榮譽學士(應用中國語言) 

Bachelor of Language Studies with Honours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關俊浩 
香港公開大學 

OUHK 

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with Honours in Psychology 

葉文娟 
香港公開大學 

OUHK 

英語教學榮譽教育學士及英語研究榮譽學士 

Bachelor of Education with Honour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 Bachelor of English Language Studies with Honours 

成若瑩 
香港樹仁大學 

SYU 

新聞及傳播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Hons)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馬嘉儀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ZUEL 

金融學學士 

Bachelor of Finance 

林碧欣 
廣州中醫藥大學 

GZUCM 

中醫學學士 

Bachelor of Chinese Medicine 

彭馨儀 
暨南大學 

JNU 

廣告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in Advertising 

黎心茹 
三峽大學 

CTGU 

播音與主持藝術學士 

Bachelor of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Art 

譚鎧澄 
北京服裝學院 

BIFT 

服裝與服飾設計學士 

Bachelor of Fashion Design 

楊寶宜 
香港理工大學 

PolyU 

土木工程學高級文憑 

HD in Civi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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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超林 
香港理工大學 

PolyU 

工業及系統工程學高級文憑 

HD in Industrial & Systems Engineering 

邱嘉煊 
香港城市大學 

CityU 

理學副學士(屋宇裝備工程學)、理學副學士(建造工程及管理

學)、理學副學士(測量學) 

ASc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ASc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ASc Surveying 

梁龍威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 

屋宇裝備工程學高級文憑 

HD in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蔡卓豪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 

土木工程高級文憑 

HD in Civil Engineering 

勞宗億 
香港城市大學 

CityU 

理學副學士(屋宇裝備工程學)、理學副學士(建造工程及管理

學)、理學副學士(測量學) 

ASc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ASc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ASc Surveying 

梁豪傑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 

化驗科學高級文憑 

HD in Analytical Science 

謝嘉穎 
香港理工大學 

PolyU 

工商業副學士（酒店管理） 

ASc in Business (Hospitality Management) 

郭錦雯 
國際廚藝學院 

ICI 

廚藝高級文憑 

HD in Culinary Arts 

譚曉君 
香港大學 

HKU 

資訊科技高級文憑 

HD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王庄笑 
香港理工大學 

PolyU 

工商業副學士（酒店管理） 

ASc in Business (Hospitality Management) 

余  超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 

QUT 

預科學院 

Foundation Studies Programs 

卓依婷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 

旅遊及會議展覽高級文憑 

HD in Tourism and MICE 

劉穎潼 
香港理工大學 

PolyU 

工商業副學士（酒店管理） 

ASc in Business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李翠婷 
香港城市大學 

CityU 

文學副學士(雙語傳意)(韓語及英語) 

ASc of Arts in Bilingu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Korean and English) 

郭兆鎦 
香港理工大學 

PolyU 

工商業副學士（酒店管理） 

ASc in Business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林志豪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 

測量學高級文憑 

HD in Surveying 

文沛希 
香港理工大學 

PolyU 

工商業副學士（酒店管理） 

ASc in Business (Hospitality Management) 

蘇思澔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 

數據科學及分析高級文憑 

HD in Data Science and Analytics 

朱成彬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 

零售及採購管理高級文憑 

HD in in Retail and Merchandising Management 

陳凱謙 
香港城市大學 

CityU 

理學副學士（機場營運及航空物流） 

Associate of Science in Airport Operations and Aviation 

Lo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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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獎學金： 

 
 劉梁玉英女士獎學金（以優異公開試成績升讀本地大學之學士課程）：      劉其鋒 

 創校校董葉若昭女士紀念獎學金（中學文憑試中文科成績優異）：      孫  曦 

 廖盧慧勤女士獎學金（中學文憑試英文科成績優異）：         李致豪 

 梁盧慧敏女士獎學金（中學文憑試數學科成績優異）：         劉其鋒 

 林漢光夫人獎學金（中學文憑試通識科成績優異）：         王柏鴻 

 譚蕙仙女士紀念獎學金（中學文憑試選修科成績優異）：        李致豪 

 

 
 

附件 2：2017/18年度各級收費項目 

(I) 全年收費總表 

       2017/18年度級別          

項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1. 學治會會費  $ 15 $ 15 $ 15 $ 15 $ 15 $ 15 

2. 社費 $ 10 $ 10 $ 10 $ 10 $ 10 $ 10 

3. 家教會會費 $ 50 $ 50 $ 50 $ 50 $ 50 $ 50 

4. 空調費 (註 1) $ 280 $ 280 $ 280 $ 280 $ 280 $ 170 

5. 簿費 (註 2)  $53.5 $52.5 $51.5 $44.7 $41.7 $34.7 

6. 堂費 (註 3) / / / $ 290 $ 290 $ 290 

7. 校服領帶 $ 25 / / / / / 

8. 班會費 $ 16.5 $12.5 $13.5 $10.3 $13.3 $10.3 

             合計： $450 $420 $420 $700 $700 $580 

 

註 1： 由於資助學校課室空調並非政府規定的標準設備，而所消耗的電力及維修費用，

政府亦不予承擔，故本校每年均須就課室空調收取費用，有關收費並已得教育局

批准。 

註 2： 第 5 項會按各班使用情況，如有需要增收，會另行通知家長。 

註 3： 第 6 項屬教育局批准的特定用途費用 

 

(II) 收費安排 

    上述各項收費將分別於 2017 年 9 月 4 日至 8 日及 2018 年 1 月 3 日至 5 日分兩期收集  

(中六級除外)，請家長留意。 

收 費 日 期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第一期： 

2017 年 9 月 4 日至 8 日 
 $ 250 $ 220 $ 220 $ 400 $ 400 $ 580 

第二期： 

2018 年 1 月 3 日至 5 日 
$ 200 $ 200 $ 200 $ 300 $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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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麗澤中學 

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個人資料處理聲明 

 

本校致力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處理所有個人資料。有關學生及家長或監護

人的個人資料處理如下﹕ 

 

1. 學生之個人資料將用作學生註冊、學生記錄或提供輔導服務參考之用，而家長或監護

人之個人資料則主要用於溝通或資料核對。 

2. 本校將透過不同媒體加強校內及與社區的溝通，包括網頁、宣傳單張、刊物等。其中

內容可能包括本校學生的姓名、班別、學校生活照片、活動錄影片段及個人獎項等。 

3. 本校可能將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向教育局、其他有關政府部門與機構，及有關之本校同

事，作上述(1)項及(2)項的用途。如本校須使用有關學生/ 家長或監護人個人資料作其

他用途，本校會預先徵求家長或監護人的同意。 

4.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的保障資料原則，曾提供個人資料的當事人，有權查

閱及改正其個人資料。如欲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請以書面與校長提交申請。 

5. 本校收集的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個人資料將會儲存在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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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中六級課後補課安排 

補課地點：各班原有課室 

補課時間：3:45 – 4:45pm 

科 目 補 課 日 期 

中 文 逢星期一  

18/9，25/9，9/10，30/10，6/11，13/11，20/11            (共 7次) 

English 逢星期二  

19/9，26/9，10/10，31/10，7/11，14/11，21/11           (共 7次) 

數 學 逢星期四 

21/9，28/9，12/10，2/11，9/11，23/11，30/11            (共 7次) 

通 識 逢星期五 

15/9，22/9，29/9，3/11，10/11，24/11，1/12             (共 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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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學生守則 

 

1. 上學  (上課時間 ) 

進校 歸座鐘 
廣播、早禱 

班主任時段 

上午 

上課時間 
午膳 

歸座、點名

及閱讀時段 

下午 

上課時間 

班主任 

時段 

上午7:30 

開始 

上午 

8:10 

上午 

8:15-8:30 

上午 

8:30-12:40 

下午 

12:40-1:35 

下午 

1:35-2:00 

下午 

2:00-3:20 

下午 

3:20-3:35 

*放學後校隊訓練、課外活動及補課時間安排另行通知，全校清場時間為下午5：00正。 

 

2.   準時上學 

 學生於早上 8:10 或下午 1:35 響鐘後才到校者，即作遲到處理。 

 遲到學生 ( 如無合理解釋) ，當天須課後接受課後啓導，每遲到達五次，訓導委員

會會記該生缺點一次，並向家長發出「缺點通知書」。 

 學生若於上午或下午遲到逾一課節，將視作曠課。 

 

3.   缺席 / 請假規則 

   學生如身體不適，家長/監護人須於當日早上 7:30 - 8:00 致電本校校務處請假。 

  學生須於復課後兩天內交回「請假信」予班主任。兩日或以上病假須附「醫生證 

  明書」。 

   學生如申請事假，家長或監護人須兩日前來函向訓導主任申請。如未能於事前請

假，所有補請事假手續屬「不依手續請假」處理。 

   無故缺席者 / 未經批准之請假，一律作曠課論。 

   每年校方均舉行一些全校性的大型活動 ：如校運會、旅行日、歌唱比賽、全方位學

習日等 (詳情請參閱校曆表)，以豐富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家長不宜在此日子替    

貴子弟請假，懇請各家長與校方衷誠合作。 

 

4.   校服及儀容指引 

   為保持純樸的校風，讓學生養成遵守校規的習慣，本校一向要求學生穿著整齊、潔

淨之校服。 

   髮型必須樸素端莊，合乎學生身份，絕不容許時髦奢華或標奇立異等。(有關校服儀

容細則，請參閱「學生手冊」或本校網頁--「訓導委員會」) 

   請督促   貴子弟緊記恪守校規，敦品勵行。一旦發現學生校服儀容嚴重違規(例如：

染髮或髮型標奇立異)，該生會被即時停課，或請家長來校協助處理，直至所有問題

改善為止。 

   學生校服儀容違規的紀錄每達三次，就會被記缺點一次。並向家長發出「缺點通知

書」。 

 

5.   攜帶學生手冊及學生證 

   學生手冊及學生證是重要的身份證明文件，學生在任何日子進入學校上課或參與活

動，必須攜帶並出示。 

   請指導及督促   貴子女填寫學生手冊內的學生資料欄，提醒   貴子弟每天填寫家

課冊，以便家長查閱。 

   家長須詳閱學生手冊內一切條文，簽覆後把回條交回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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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應攜帶回校的用品 

   凡與學校生活及學習無關的物品，學生不應攜帶回校。家長亦不宜讓學生攜帶過多

金錢或貴重物品回校，以避免炫耀或遺失。 

   為了防止造成干擾及引發其他問題，本校不建議學生攜帶手提電話回校。如有特殊

需要，請向校長作出申請，若獲批准，亦必須將手提電話放置於校方指定地點，放

學後才可取回。 

   學生如有必要與家長聯絡，可往校務處借用電話；家長如有急切事情，亦可致電校

務處27213086，由職員通知有關學生。 

 

7.   攜帶個人物品回家 

   由於放學後課室可能會被借用舉行活動，故放學後學生須把個人物品帶回家中。此

舉既能保持課室之整潔，同學在家中也有課本溫習及完成功課，更可減少同學遺失

課本的機會。 

 

8.   學生留校時間及在非上課日回校 

 所有同學必須於下午 5:00 離開學校。 

 學校嚴禁閒雜人等進入，學生於課後或假期回校，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及攜帶學生

證以作辨識。 

 

9. 雙班主任 

   本校採「雙班主任制」，如欲與班主任商討子女學業或品行問題，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致

電本校聯絡。 

 

10.  獎懲細則 

學校對品學優異、樂於服務的學生，以不同的獎勵方式，加以表揚；對屢犯校規、影響

校譽者，會透過不同程度的處分，責成改善。 

 

1.   獎勵辦法： 

  表揚 

  記優點 (等同於加四分操行分 )  

  記小功 (等同於五優點 )  

  記大功 (等同於三小功 )  

  頒發獎狀或嘉許狀  

  頒發獎學金 

 

2.   獲記優點、小功、大功等獎勵，學 

生將會被： 

  記錄在學校記錄及學期成績表內； 

  知會家長； 

  作為班主任評定該生操行等第及評

語之根據。 

 

3. 獎勵制度採累計制，每學期統計一次。 

 

1.   懲罰辦法： 

 警告 

 留校温習  

 記缺點 (等同於扣四分操行分) 

 記小過 (等同於五缺點 )  

 記大過 (等同於三小過 )  

 課堂隔離 / 停課  

 

2.   被記缺點、小過、大過等處分，學 

生將會被： 

 記錄在學校記錄及學期成績表內；  

 知會家長； 

 作為班主任評定該生操行等第及評

語之根據；  

 作為校方決定該生升留級、是否適

宜仍在本校肄業之根據。 

 

3.   懲罰制度採全年累計，每學期統計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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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自新」計畫 

    為鼓勵學生勇於改過、努力向善，本校特設一系列的「自新」計畫，包括： 

     (1)「自我完善」計畫。學生若有犯錯被記缺點，可向訓導委員會申請參加此項計 

         畫，在一段時間內學生的行為有改善，相關的缺點紀錄會被取消。  

     (2)「功過相抵」計畫、「行為協約」計畫。由本委員會安排部分學生參加，旨在 

     讓學生通過服務或嚴格遵守某些行為以完善自身的的品格。 

    各項計畫推行的次數及人數有限，請同學珍惜機會，也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的行為。  

 

所有學生違規個案，訓導委員會均會審慎調查，經詳細商討及徵詢意見後，始作適當處分。

如對本校校規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7213086 與訓導主任董鑑昌老師聯絡。 

  

請家長積極配合學校的訓育工作，為學生的健康成長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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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7：根據《殘疾歧視條例》制訂之《教育實務守則》及《防止校園性騷擾政策》文件 

I. 於每一學年初，家長須盡早向學校說明子女之特殊教育需要，以便校方因應實際情況

作出適當配合。家長如對校方之處理及安排有任何意見，可直接與老師或校長商討。 

II. 投訴途徑 

對學校殘疾歧視之投訴，家長可循以下途徑提出： 

1. 校本投訴程序 

2. 教育局之調解機制 

3. 平等機會委員會 

III. 校本投訴程序 

1. 校方收到涉及殘疾歧視之投訴後，會以公平及公正之態度進行調查。 

2. 如有需要，校方可委派合適人士(如家長、校友及合適之專業人士)參與調查及調解

各類投訴。 

3. 如投訴涉及教職員、工友或社工，由校長處理，將結果知會校監及校董會。 

4. 處理投訴之負責人必須公平及公正，並遵守保密之原則。 

5. 校方就調查結果，與家長共同尋求改善方法，達成諒解。 

基於上述(I)項，貴子弟如有特殊教育之需要，請以書面直接通知本人，學校定當作出適

當之安排。另本校依教育局指引，制定《防止校園性騷擾政策》以保障校園內所有人士(包

括學生、教職員、家長、義工、合約員工、為學校服務的人員)能在一個沒有性騷擾的安全

環境下工作、學習及進行活動。政策文件包括學校的責任、性騷擾的法律定義和投訴程序

等部份，請家長登入學校網頁www.laichack.edu.hk，細閱文件詳細內容，以便了解學校防

止校園性騷擾的政策。 

如對上述《教育實務守則》及《防止校園性騷擾政策》有任何疑問或意見，請致電本校

(電話：2721 3086)或以書面與校長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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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下各項安排 

信號發出時間 天氣情況 應採取的行動 

 8 號預警 / 8 號或以上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停 課 

5:30am 至 6:00am 前 紅色 / 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 

停 課 

6:00am 至 8:00am 前 (1) 無需上課 

(2) 未離家上學的學生應留在家中 

(3) 如學生在上學途中獲悉停課，宜觀

察雨勢、道路、斜坡或交通情況，

以決定是否繼續前往學校。 

8:00am 後 (1) 繼續上課直至正常放學時間為止 

(2) 考慮安排高中學生留校午膳 

(1) 如天氣惡劣，家長可自行決定應否讓子女上學。此外，如因天氣或交通情況惡劣以致 

學生無法返抵學校或遲到，學校會酌情處理，學生不會受到處分。 

(2) 若教育局於 6:00am 後宣佈停課，而學生已離家回校，學校將開放二樓 201 室給已到

校的學生休息温習，直至情況安全，校方會通知學生家長才讓學生自行回家。 

(3) 若於考試期間因天氣關係教育局宣佈停課，有關安排請參閱學生手冊 p.14「考試規則」

第 3 項。 

(4) 請家長留意教育局透過電台或電視台的宣佈，以便配合上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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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有關學生午膳安排 

（請中一至中三級同學於9月4日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 

 

  頃閱通告，知悉上述事項。 

 

  敝子弟（姓名）_______________（中_______班 / 班號         ）每天的午餐將會

採用下列方式： 

（請在下列適當的 □ 內加上號） 

□ 每月向食物部訂購午膳 

□ 學生攜帶家長預備的整份午餐回校 

□ 家長每天午膳前預備整份午餐送到學校 

 

    此覆 

麗澤中學曾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2017 年 9 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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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有關「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個人資料處理聲明」及「學生病歷申報」覆函 

（請全體同學請 9 月 5日或之前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 

 

 頃閱通告，知悉上述事項。 

本人已知悉   貴校有關收集學生及其家長或監護人個人資料的安排，並同意按通告所

述情況及「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個人資料處理聲明」使用有關資料。 

 

(請於下列適當方格內加上 『  』 號) 

 敝子弟適宜上體育課。 

 敝子弟不適宜上體育課或參加任何類型的學校活動 

    請具體說明理由：                                                        

 並提交醫生證明書。 

 請豁免敝子弟由                 至                 (日期) 上體育課，  

   並附上醫生證明書。 

 

 

此覆 

麗澤中學曾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中_____班學生 ________________(     )       2017 年 9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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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學生病歷表》 

備註： 

1. 全體學生均需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並於 9 月 5 日或之前交回班主任。 

2. 《學生病歷表》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只會用作處理有關學生的保健及安全事宜。雖然提

供個人資料與否純屬自願，但若你所提供的資料不足，本校可能無法掌握  貴子弟的病

歷，當發生意外時，我們可能未能為  貴子弟提供適切的協助，敬請留意。 

 

學生姓名：                           性別：        

 

班別：                      班號：(       )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 

 

家長 / 監護人姓名：                            緊急聯絡電話：             

 

如學生曾患有以下疾病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 『  』號及列出詳情： 

 患病時年齡 疾病資料 
發病時，醫生建議的處理方法

(如適用) 

六磷酸葡萄糖脫氫酵素素缺乏症    

哮喘    

羊癇    

高熱引致抽搐    

腎病    

心臟病    

糖尿病    

聽覺不健全    

血友病    

貧血    

其他血病    

藥物敏感    

疫苖敏感    

食物敏感    

其他敏感 (請註明：            )    

肺結核    

曾進行小手術    

曾進行大手術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