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9/20 年度十月份通告                   2019 通 27 

 

一． 校務事宜 

1. 為加強班主任與家長的溝通，本校將於 10 月 25 日（星期五）晚上舉行「家長分享晚會」。

屆時校長及全體教師將會出席，與家長交流有關學校的最新情況及 貴子弟的學習表

現，中六級家長更可同時出席「升學與出路」講座，歡迎各級家長蒞臨參與。 

 

 日期：201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7:00 至 8:30  

 地點：若昭校園德慧禮堂 

 內容：校友分享、校長報告、答問時間、中六級「升學與出路」講座（附件 1）、 

分班座談 

 請各位家長填妥有關回條報名。 

 

2. 家長教師會事宜 

有關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傑出家長及海洋公園一天遊活動，請參閱家教會通告 PT02。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內容扼要如下： 

（1） 誠邀各位家長於 10 月 25 日（星期五）晚上 6:30 出席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選出

新一屆家長教師會的家長委員。 

（2） 本會設有「傑出家長」獎項，感謝家長對本校學生的支持及為本會的服務。頒獎

禮於 10 月 25 日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內進行，本會將個別通知獲獎的家長。 

 

3. 10 月 24 日（星期四）為「校運會翌日」學校假期，放假一天。 

 

二. 教務部各項「課後課程」事宜 

1.  由 10 月 8 日（星期二）開始的各項「課後課程」，家長可於本校網頁

http://www.laichack.edu.hk 查閱課程資料，並請督促 貴子弟依時出席。 

 

2 各學員應已於 10 月 2 日（星期三）前收到由教務部發出的「2019 通 22」、「2019 通 23」

或「2019 通 24」家長函件。 

 

3. 學員若於課程期間如需請假，必須按「學生手冊」中列明的「請假手續」辦理，否則交

由訓導主任處理。 

 

三. 「創校九十周年校慶運動會」事宜（附件 2 及 3） 

1. 為提高同學田徑運動的水準及興趣，促使學生體驗多元活動經歷，本校將於 10 月 22 日

（星期二）上午 8:10 至下午 4:30，及 10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8:10 至下午 12:30，於

斧山道運動場舉行「創校九十周年校慶運動會」。請家長參閱附件 2 及 3。運動會完結後，

學生應立即回家休息。 

 

 

http://www.laichac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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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動會首天中午，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必須留在運動場內用膳，校方將代學生訂購飯盒，

款項已隨十月份午膳訂購表格收集。而平日自行攜帶午餐的學生，可向班主任查詢及訂

購，每位港幣 20 元。 

 

四. 訓導事宜（附件 4） 

1. 為方便各家長替 貴子弟準備冬季校服及運動服，本校將安排「豐昌順校服公司」職員

於10月10日（星期四）親臨本校，替學生度身訂製冬季校服，有意訂購的學生請於10月

10日帶備訂金港幣$100及填妥訂購回條，交予「豐昌順校服公司」職員一併辦理，餘款

請於領取校服時繳付。有關詳情及訂購回條請閱附件4。 

如需要索取紙本回條，可向校務處索取。（電子通告適用） 

「豐昌順有限公司」： 

（1） 地    址：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62號地鋪（港鐵深水埗站B1出口） 

（2） 電    話：2728 2761 

（3） 營業時間：上午10:30至下午6:30 

（1-6月份逢星期日休息，7-12月份加開星期日營業） 

 

2. 10月22至10月23日為本年度的「創校九十周年校慶運動會」，學生必須穿著整齊的學校運

動服，亦請家長預早檢查 貴子弟的服飾是否齊備，如有缺漏，請盡快購買。 

 

3. 「自我完善」計劃 

本學年的第一期「自我完善」計劃已展開，有關學生須爭取時間取消缺點，完善操行表

現。申請表格可向班主任索取。 

期數 申請日期 「自我完善」計劃改善日期 

1 10 月 8 日（二）至 10 月 11 日（五） 10 月 14 日（一） 至 10 月 31 日（四） 

 

五. 升學就業輔導事宜 

1. 有關「中六級升學就業資訊」，請參閱附件 1。 

 

2.  本年度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於 10 月初開始，中六級學生除可向九大院校（香港

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嶺南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公開大學）申請入讀外，亦可申請修讀指定專業 / 界別

課程資助計劃（SSSDP「資助計劃」）的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截止日期為 12 月 1 日。如

有查詢，可與本校升學就業輔導主任楊國民老師聯絡。 

 

3. 中六學生如有意申請入讀香港演藝學院，請自行經學院網頁申請，截止日期為 11 月 30

日。 

 

特此通告  

 

                麗澤中學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潔明 

二零一九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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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中六級升學就業資訊 

1. 家長分享晚會（10 月 25 日）— 中六級「升學與出路」講座 

i. 學歷程度 

ii. 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辦法 

iii. 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iv. 全日制經評審自資本地副學位 

v. 報讀香港以外地區大學 / 院校 

vi. 其他培訓機構或職業教育升學資料 

 

2. 中六級同學升學申請備忘： 

升學事宜 申請方法或機構 校方日程 

 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辦法 JUPAS 10 月至 11 月底 

 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JUPAS / EAPP 10 月至 11 月底 

 全日制經評審自資本地副學位 EAPP 11 月 

 聯招校長推薦計劃 向校方申請 12 月至 1 月 

 報讀香港以外地區大學 / 院校 

 內地 

 台灣 

 

 內地免試升學 

 台灣免試升學 

12 月至 3 月 

中六畢業生的升學途徑甚多，本校會於家長分享晚會向各家長講解，有意報名出席的家

長，請填妥通告回條依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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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學生參加運動會注意事項 

1. 運動會於 10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8:10 至下午 4:30，在斧山道運動場舉行。學生須於

上午 8:10 前到達運動場，並按指示到指定地點齊集，由班主任點名。 

2. 必須穿著校方指定的整齊運動服（包括前往運動場、午膳及回家途中），女童軍、紅十字

會及民安隊成員可穿整齊制服。 

3. 運動場內設有飲水器、洗手間、更衣室、儲物櫃及小食部。高中學生午膳可到附近牛池

灣、富山村或彩虹等地區的食店進膳，初中學生必須留在運動場內午膳。 

4. 須按社別就座。學生如需離開座位，需登記並經負責老師批准。 

5. 應小心保管錢包、衣物等個人物品；如需前往比賽，請將物品交託同學保管或使用場地

的儲物櫃儲存。 

6. 應帶備學生證到場，供當天拍卡點名及出入使用。 

7. 比賽進行期間： 

（i）非參與賽事的學生不得進入草地。 

（ii）徑賽項目進行中，不可橫過跑道，以免發生危險。不可在司令台前橫過，以免影響

裁判人員工作。 

（iii）出席比賽必須配戴運動員號碼布。 

（iv）參加徑賽項目，應到指定召集處報到。參加田賽項目，應到比賽場地報到。 

8. 看台守則： 

（i）應保持場地清潔。隨地拋棄垃圾會被場地職員檢控，按法例可被罰款$1500。 

（ii）不得攜帶耳筒、MP3、報刊雜誌、各種撲克及棋類入場，如被發現，將被沒收及記

名處分。 

9. 午膳期間，學生可到運動場內散步休息，但切勿在場內追逐嬉戲及踐踏草地。 

10. 學生自治會會舉辦社際啦啦隊比賽、社際清潔比賽及號碼布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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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台座位分配如下： 

100 米起點                                  100 米終點 

召          義         仁         智        禮  

集          社         社         社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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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斧山道運動場位置圖 

 

 

 

 

 

 

 

 

 

 

 

 

 

 

 

 

 

 

 

 

 

 

 

地下鐵路：彩虹港鐵站 C2 出口 

 

○1  巴士站 ： 

3B, 3D, 3M, 6D, 9, 10, 11C, 15A, 21, 23N, 38, 42C, 62X, 70X, 74A, 74X, 80, 80R, 80X, 83X, 89, 

89B, 89D, 89X, 90, 91, 91M, 92, 95, 96R, 116, 203E, 258D, 259D, 269C, 671, 889, E22, E22A, 

E229, N26, N216, N219  

 

○2  綠色專線小巴：19，72 

 

 

○1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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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冬季校服訂購表及價目表 

豐昌順有限公司 
Fung Cheong Shun Ltd 

冬季校服價目表 

男生：風壓領恤衫 連校章    

 尺 碼  12" 12.5" 13" 13.5" 14" 

 價 目 $61 $64 $67 $70 $73 

男生：台灣絨 灰色長西褲 （長度） 

 尺 碼  32" 34" 36" 38" 40" 

價 目 $100 $105 $105 $110 $110 

 

女生：風壓領恤衫  

 尺 碼  12" 12.5" 13" 13.5" 14" 

價 目 $59 $62 $65 $68 $71 

女生： 藍色方領校裙 （長度） 

 尺 碼  32" 34" 36" 38" 40" 

價 目 $148 $153 $158 $163 $168 

 

男女生：藍色V 領冷背心 / 長袖毛衣      3/7毛       

 尺 碼  34 36 38 40 42 

 背心價目  $168 $173 $178 $183 $188 

 長袖價目 $198 $203 $208 $213 $218 

 

男女生：冬季運動套裝（前胸繡花）   四社色內加可拆活動邊綸裡  

尺 碼 32 34 36 38 40 

外套/長褲價目 $135 / $100 $140 / $105 $145 / $105 $150 / $110 $155 / $110 

 

男女生: 2 合 1 黑色中褸連帽（配間棉背心）     連繡花校徽 

身高（cm）  140 150 160 170 175 

價 目 $260 $275 $285 $295 $305 

以上各項裁碼另計。 貴客購貨後如有任何問題，本店保証更換妥當。 

 

-------------------------------------------------------  回   條    ------------------------------------------------------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男 / 女）    班別: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項目 長袖恤衫 西褲 背心裙 運動套裝 背心 長袖冷衫 二合一校褸 

件數        

 

校服尺碼要求: 合身 （    ）   大一碼 （    ）   大兩碼（    ）    請填√號 

以下只供本公司職員填寫： 

身高：        （厘米）        腰圍：        （吋）      訂單編號：                 

 

家長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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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有關「家長分享晚會」事宜 

   （請全體學生於 10 月 10 日或以前將回條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 

 

    接獲來函，知悉上述事項。 

 

 本人  將會出席 （出席人數：__________位）  

 未克出席   

貴校 10 月 25 日（星期五）之「家長分享晚會」。  

 

 

 

 

 

 

 

 

 

 

 

 

 

 

 

 

 

此覆  

麗澤中學李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中__ ___ 班（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正楷） 

二零一九年十月      日 

 

備註： 

（1）請於適當  加 

（2）家長晚會的主要目的是為教師及家長提供溝通機會，陪同家長出席的學生，將被安排留

在小食部等候。 

請列出你對學校發展或學生學習的意見 / 查詢，以便安排在家長晚會或透過其他途徑回應你

的關注。 （如空位不敷應用，可另紙書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