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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度五月份通告          2018通 71 
 

一. 校務事項 

1.  本校將於 6月 4日(星期二)至 6月 14日(星期五)舉行下學期考試，考試時間表及考試 

範圍見附件 1及 2。 

 (1)  為使學生可有更充裕的時間預備考試，將為中一至中三級安排「考試溫習日」，該

  級學生於「溫習日」當天應留在家中溫習，不用回校。 

 (2)  下學期考試成績將佔全年總成績的 30%，請督促 貴子弟勤加溫習，在考試中獲 

  取更卓越的成績。 

 (3)  6月 15日(星期六)為考試備用日 

 (4)  有關考試缺席： 

(a) 任何科目均不設補考。 

(b) 學生如因病缺席，必須辦妥請假手續並於回校當天向教務部呈交證明（如醫 

 生證明書等）。如無適當理由，考試分將以零分計算。 

家長可於本校網頁(http://www.laichack.edu.hk) 的「重要資訊」瀏覽有關考試資料。 

  

2.  本校謹訂於 5月 25日(星期六)上午 10:30，在本校德慧禮堂舉行新高中第八屆畢業典 

禮，誠邀各位家長出席。中四級及中五級全體學生應於當天上午 9:30，穿著整齊校服

回校出席。 

 

3. 本校將於 5月 24日(星期五)中午 12:40於校內進行選擇下學年(2019-2020)午膳供應商之

「試食會」，誠邀家長出席，名額 10名。若參加人數過多，將進行抽籤，稍後學校將致

電通知獲邀出席的家長。 

 

4. 6月 3日(星期一)為「教師發展日」，學生不用回校上課，請督促   貴子弟留在家中溫 

習，預備考試。6月 7日(星期五)為端午節公眾假期。 

 

5. 為讓同學有更充裕的學習時間，本校多年來均提早一星期開學，成效顯著。下學年 

 (2019-2020)的開課日期定於 2019年 8月 26日(星期一)。 

請家長為子女籌畫暑期活動時，能配合本校新學年的開課安排，以免子女損失寶貴的

學習時間。 

 

二. 教務事項 

1. 期考將至，教務部重申升級標準如下所列 --  

級  別 升 級 標 準 

S1-S3 
中、英、數三主科其中兩科合格，平均分 50分或以上。 

操行 C 級或以上。 

S4-S5 
中學文憑考試必修科目其中三科合格，文憑考試科目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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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獲准參加期終考試。 

(2) 部份成績未符升級標準的同學，會被安排於 7 月 17 日(星期三)回校特准補

 考。補考結果於七月底前公布，學生需親自回校領取補考結果通知。如若缺 

 考，將視作放棄學位處理，敬請家長留意。 

(3) 各級設有「留級」機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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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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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事宜 

中三級同學須於 6月 18及 19日(星期二及星期三)上午 8:10 舉行全港性系統評估(中、

英、數三科紙筆考核)，全體中三級同學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帶齊應試文具、學生證依

時出席，若因病請假必須依考試請假規則辦理。 

 

3. 本年度各項「課後課程」將於 5月 18日結束。 

感謝各位學員家長交回問卷，並提供意見以優化本課程。 

此外，本校會計部將於 6月 20日(星期四)經各班班主任向出席率達 90%或以上的學員

退回課程按金一百元正，請家長查核。如有查詢，可致電 2721 3086 校務處職員徐小姐。 

 

4. 學科事宜 

 (1) 有關英文科口試之安排 (附件 3) 

 (2) 有關中文科說話能力考核之安排 (附件 4) 

 

5. 代購暑期作業及派發高中溫習材料 (附件 5) 

(1) 為讓學生善用悠長暑假，學科將為各級同學安排合適的暑期作業或溫習材料以鞏固

所學。同學應於暑假期間完成，並於新學期交回科任老師評閱。 

(2) 中文、英文及數學科將為初中學生集體訂購暑期作業，詳情請閱附件 5。 

請中一至中三級同學於 5月 22日(星期三) 將適當款項交回班主任。 

(3) 派發日期： 

級 別 科 目 派發日期 

中一至中三 中、英、數 6月 20至 21日 (星期四及五) 

中四及中五 中、英、數、通及其他學科 6月 20至 21日 (星期四及五) 

 

 

三. 宗教活動事項 

為了讓學生認識自己，培養良好品格，建立成熟的待人處事態度，建構正確的人生觀 

及價值觀，本校宗教委員會將舉辦福音營，有興趣參加的學生，請向陳靜嫻老師報名， 

額滿即止。 

 

活動日期：28/6/2019(星期五) － 29/6/2019(星期六) 

活動地點：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 烏溪沙青年新村 

 

 

 特此通告 

 

 

 

            麗澤中學校長 

 

 

 

 

 

                                         

                 李潔明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1-2 

麗澤中學 

 

2018-2019 年度 

中一至中五級下學期考試資料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考試時間表 

 

 
 

    

考試範圍及溫習重點 
     

 

 

或可瀏覽學校網頁：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openInIFrame.aspx?ct=customPage&webPageId=221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1819_2nd/tts1.pdf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1819_2nd/tts1.pdf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openInIFrame.aspx?ct=customPage&webPageId=221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1819_2nd/tts1.pdf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1819_2nd/tts2.pdf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1819_2nd/tts3.pdf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1819_2nd/tts4.pdf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1819_2nd/tts5.pdf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1819_2nd/S1.pdf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1819_2nd/S2.pdf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1819_2nd/S3.pdf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1819_2nd/S4.pdf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1819_2nd/S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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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有關英文科口試之安排 

 

級別 日期 時間 地點 

中一 20/5 – 31/5 英文課堂 課室 

中二 20/5 – 31/5 英文課堂 課室 

中三 20/5 – 31/5 英文課堂 課室 

中四 13/6 (星期四) 10:15 – 12:30 報到室：306 / 307 室 

中五 6/6 (星期四) 10:45 – 13:00 報到室：406室 

  

中一、中二及中三之口試安排： 

中一至中三之口試將於英文課堂上進行，同學須帶備文具，依從老師指示進行口試，無故

缺席者將以零分計。 

 

中四及中五之口試安排： 

所有中四及中五同學會獲發「英語口試應考證」（English Oral Exam Admission Slip），同學

須帶備文具及「應考證」，依照應考證上的報到時間，自行前往「報到室」點名，遲到者將

以零分計，缺席者不設補考，無故缺席者會受紀律處分。當同學完成口試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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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所有須應考口試的同學，在當天第一節考試完結至考畢口試期間，不可離開學校，

只可於小食部稍作休息，違者將受訓導處分。而於小食部等候的同學，亦須留意報到時間，

按時自行前往「報到室」點名。 

 

 

附件 4：有關中國語文科說話能力考核安排 

 

級別 日期 時間 報到室 考室 

中一級 課堂進行（由任課老師安排） 

中二級 課堂進行（由任課老師安排） 

中三級 課堂進行（由任課老師安排） 

中四級 6月 5 日 

（星期三） 
上午 10:25-11:55 301, 302, 309, 310 

二樓、三樓 

課室 

中五級 6月 10日 

（星期一） 
上午 10:25-11:55 404, 405, 406, 407 

三樓、四樓 

課室 

 

(i) 中四級及中五級同學必須帶備「中國語文科說話能力考核准考證」到指定報到室

報到及等候應試。 

(ii) 同學應預備溫習筆記及課本於等候期間溫習。 

(iii) 遲到者將以零分計。缺席者不設補考，無故缺席者會受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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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訂購暑期作業 

級別 科目 暑期作業 出版社 原價 學校 

訂購價 

合

計 

中一升中二 中文 課室初中中文夏令營

(升中二) 

課室教材出版有限

公司 

$50 $28 $75 

English Level Up English 

Bridging Exercises 1 

Athens Education $40 $24 

數學 數學訓練營 1 

（第三版）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39 $23 

中二升中三 中文 課室初中中文夏令營

(升中三) 

課室教材出版有限

公司 

$50 $28 $75 

English Level Up English 

Bridging Exercises 2 

Athens Education $40 $24 

數學 數學訓練營 2 

（第三版）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39 $23 

中三升中四 中文 課室初中中文夏令營

(升中四) 

課室教材出版有限

公司 

$50 $28 $75 

English Level Up English 

Bridging Exercises 3 

Athens Education $40 $24 

數學 數學訓練營 3 

（第三版）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39 $23 

 

請中一至中三級同學於 5月 22日(星期三)將適當款項交班主任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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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通告覆函 

（請中一至中三級學生於 5月 22日將回條及適當款項交班主任） 

（請中四至中五級學生於 5月 22 日將回條交班主任） 

 

敬覆者：  

頃閱通告，知悉上述事項。 

 

 本人   欲出席 (出席人數：__________位)  

 未克出席   

貴校 5月 24 日(星期五)之 選擇下學年(2019-2020)午膳供應商的「試食會」。 

 

 此覆 

麗澤中學李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別：中 _________ (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2019 年 5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