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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度三月份通告                  2018通 54 

 

一. 校務事項 

1. 中一至中五級統一測驗將於 3月 18日至 3月 20日舉行，是次統一測驗佔全年成績百分之 

十五，務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安排時間溫習。 

有關統一測驗時間表及各科測驗範圍，請閱附件 1及 2。 

統一測驗期間初中下午 12:40放學，高中下午 12:05 / 下午 12:15放學，同學欲到輝社圖 

書館溫習，應請家長預先填寫學生手冊，於下午 1:30前到達圖書館，並將學生手冊交圖書 

館館長查閱。 

 

2. 電子點名系統 

由 3月 1日起，學生於進出校園時均須使用學生證點名，家長可同時於學校手機應用程式查

看紀錄，以達至加強家校溝通、便利行政的果效。 

 

3. 本校全體老師將於 3月 22日下午出席九倉學校起動計劃「趁墟做老闆」展銷會，所有學生 

當天下午 12:40放學。是次活動有四十多間學校進駐鑽石山荷里活廣場擺設攤位，售賣的產

品多達二百餘種，本校學生亦有參與籌備和營運攤位，透過活動學習團隊合作、營銷策略、

產品設計或銷售、宣傳等。學校鼓勵家長陪同子女於 3月 22日至 3月 24日期間到場支持是

次展銷活動，一同見證學生的學習成果。 

 

4. 復活節崇拜將於 3月 27日下午舉行，已邀請循道衛理佈道團帶領聚會，祝大家主恩滿溢。 

 

5. 4月 5日(星期五) 為「清明節」公眾假期，學校放假一天。 

 

二. 教務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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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通識科 - 中四及中五級代訂報刋事宜 

本科為中四及中五級同學代訂《通 six 雙周刊》，以提升同學對時事的了解，預備公開試。 

收費：港幣 50元 

負責教師：鄧詩琪老師 

請同學將款項連同本通告回條交班主任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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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文科 - 中五級校本評核試安排 

中五級將於 3月 23日(星期六)舉行本年度英文科校本評核，以作香港中學文憑試有關校本評

核之呈分部分。所有中五級同學須穿著整齊冬季校服回校（不可穿著學校運動服），帶備所需

文具，依照應考時間，準時到達「等候室」點名，無故缺席或遲到者將以零分計。當同學完

成評核試後，必須保持安靜，切勿逗留於考試樓層，以免影響進行中的考試。 

組別 5A 5B 5C 5D 

時間 8:10–11:00 8:10–11:00 8:10–11:00 8:10–11:00 

考試室 401 室 402 室 403 室 404 室 

等候室 410 室 409 室 408 室 407 室 

 

4. 中三級「選科」活動 

 中三級同學即將升讀高中課程，為使同學對選科安排有更清晰了解，教務部有以下安排： 

(1) 2018年 11月 21日已派發「選科手冊」，讓中三級家長及同學對本校高中選科有初步了

解。 

(2) 2019年 1月 30日至 2月 1日進行「模擬選科」活動。 

(3) 中三級「家長講座」 

為讓中三級家長及同學對本校高中選科安排及程序有充份了解，3 月 29 日(星期五) 晚

上七時至八時，教務部與升學就業輔導委員會聯合舉辦，以「中三升中四選科輔導」為

題的「家長講座」。全體中三級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出席是次「選科講座」，並誠邀各

位中三級家長能抽空出席。講座內容包括： 

 開設科目介紹 

 編配原則 

 如何輔導子女選擇合適的選修科目 

 答問時段 

(4) 「選修科課堂體驗」活動 

教務部將於 5 月 6 日至 5 月 31 日放學後下午 3:45 - 4:30，為中三級同學設立「選修科

課堂體驗」活動，希望有助學生進一步加深對選修科目的了解。詳情稍後公布。 

 

三. 學生發展 

訓導事宜 - 更換夏季校服安排 

(1) 由 4月 8日至 4月 26日，同學可自由換穿夏季校服。由 4月 29日起，所有同學必須 

穿著整齊的夏季校服回校上課。 

(2) 由 4月 8日開始，學校的空調將全面開啟，請家長留意  貴子弟衣物的添減以確保健康。 

 

 

特此通告 

 

 

            麗澤中學校長 

 

 

 

 

                                              

                  李潔明 

二零一九年三月四日 

 



3 

 

《回條》 – 通告覆函 

(請中一、中二同學於 3月 6日將回條交回班主任) 

敬啟者： 

頃閱通告，知悉上述事項。 

此覆 

麗澤中學李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 (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2019年 3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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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 通告覆函 

(請中三級同學於 3月 6日將回條交回班主任) 

敬啟者： 

頃閱通告，知悉上述事項。 

 

 本人  將會出席 (出席人數：__________位)  

 未克出席   

貴校 3 月 29 日(星期五)之中三級「家長講座」。  

 

此覆 

麗澤中學李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 (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2019年 3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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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 通告覆函 

(請中四、中五級同學於 3月 6日將回條連同港幣 50元交回班主任) 

敬啟者： 

頃閱通告，知悉上述事項，並隨本回條交付港幣 50元予班主任。 

此覆 

麗澤中學李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 (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2019年 3月____日 



附件 1                                             麗澤中學   中一至中五級統一測驗時間表（2018-2019） 
中一級至中三級 

日期 18／3（星期一） 19／3（星期二） 20／3（星期三） 

歸座 8:10 a.m. 8:10 a.m. 8:10 a.m. 

班主任時間 8:15 a.m.－8:30 a.m. 8:15 a.m.－8:30 a.m. 8:15 a.m.－8:30 a.m. 

第一節 

（測驗時間） 

中國歷史 

（8:35 a.m.－9:10 a.m.） 

數學卷二 

（9:15 a.m.－9:45 a.m.） 

綜合人文 

（8:35 a.m.－9:45 a.m.） 

綜合科學 

（8:35 a.m.－9:45 a.m.） 

小息 9:45 a.m.－10:00 a.m. 9:45 a.m.－10:00 a.m. 9:45 a.m.－10:00 a.m. 

歸座 10:00 a.m. 10:00 a.m. 10:00 a.m. 

第二節 

（測驗時間） 

數學卷一 

（10:05 a.m.－11:15 a.m.） 

ENG 
（10:05 a.m.－11:15 a.m.） 

中文卷一 

（10:05 a.m.－11:15 a.m.） 

小息 11:15 a.m.－11:25 a.m. 11:15 a.m.－11:25 a.m. 11:15 a.m.－11:25 a.m. 

歸座 11:25 a.m. 11:25 a.m. 11:25 a.m. 

第三節 

（測驗時間） 

生活科技 

（11:30 a.m.－12:40 p.m.） 

ENG（Writing） 

（11:30 a.m.－12:40 p.m.） 

中文卷二 

（11:30 a.m.－12:40 p.m.） 

 

中四級 

日期 18／3（星期一） 19／3（星期二） 20／3（星期三） 

歸座／集隊時間 
8:10 a.m. 8:10 a.m. 8:10 a.m. 

班主任點名，學生於廣播結束後前往試場 班主任點名，學生於廣播結束後前往試場 集隊後前往禮堂 

第一節 

（測驗時間） 

X1 
（8:35 a.m.－9:45 a.m.） 

X2 
（8:35 a.m.－9:45 a.m.） 

ENG（Hall） 

（8:25 a.m.－10:25 a.m.） 

小息 9:45 a.m.－10:00 a.m. 9:45 a.m.－10:00 a.m. － 

歸座 10:00 a.m. 10:00 a.m. 10:55 a.m. 

第二節 

（測驗時間） 

數學 

（10:05 a.m.－12:05 p.m.） 

中文卷一及卷三 

（10:05 a.m.－12:05 p.m.） 

通識（禮堂） 

（11:05 a.m.－12:15 p.m.） 

 

中五級 

日期 18／3（星期一） 19／3（星期二） 20／3（星期三） 

歸座／集隊時間 
8:10 a.m. 8:10 a.m. 8:10 a.m. 

集隊後前往禮堂 集隊後前往禮堂 班主任點名，學生於廣播結束後前往試場 

第一節 

（測驗時間） 

中文卷一及卷三（禮堂） 

（8:25 a.m.－10:25 a.m.） 

ENG（Hall） 

（8:25 a.m.－10:25 a.m.） 

X1 
（8:35 a.m.－9:45 a.m.） 

小息 － － 9:45 a.m.－10:00 a.m. 

歸座 10:55 a.m. 10:55 a.m. 10:00 a.m. 

第二節 

（測驗時間） 

X2（禮堂） 

（11:05 a.m.－12:15 p.m.） 

通識（禮堂） 

（11:05 a.m.－12:15 p.m.） 

數學 

（10:05 a.m.－12:05 p.m.） 

 

備註： （1）所有測驗不設早退，不可提前交卷離開。 

  （2）中四級於 3 月 18 日和 3 月 19 日及中五級於 3 月 20 日第一節為 X1 和 X2 科目的測驗，該天早上學生須於點名及廣播結束後馬上前往試場。 

 

中四及中五級選修科統一測驗地點 

中四  地點 

X1 

中國文學 406室 

歷史 409室 

生物 401室 

物理 410室 

旅遊與款待 402室 

X2 

中國歷史 410室 

地理 406室 

化學 401室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402室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409室 

 
中五  地點 

X1 

中國文學 504室 

歷史 407室 

生物 403室 

物理 408室 

旅遊與款待 404室 

X2 

中國歷史 

禮堂 

地理 

化學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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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澤中學 

2018-2019 年度 

中一至中五級下學期統一測驗資料 

考試範圍及溫習重點 

中一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1819_UT/S1.pdf 

中二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1819_UT/S2.pdf 

中三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1819_UT/S3.pdf 

中四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1819_UT/S4.pdf 

中五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1819_UT/S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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