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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務事宜
1. 鑑於社會局勢尚未明朗，各區仍有衝突事件，且交通運輸常有困難，基於安全考慮，本
校原定於 2019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六）舉行的下列各項活動將會取消：
(1) 校慶開放日（13:00-15:00）
(2) 校慶感恩崇拜（15:00-16:30）
(3) 校慶聚餐（18:00-21:00）
本校將有專人聯絡，通知有關餐券退款之安排。不便之處，敬請見諒。如有任何查詢，
歡迎致電本校（電話 : 2721 3086）與陳小姐聯絡。
2.

原定 2019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校慶開放日」籌備，改為所有學生如常上課，上課
日為 B5，上午 8:10 回校，下午 3:35 放學。初中午膳如常由飯盒供應商提供。如有任何疑
問，歡迎致電本校（電話 : 2721 3086）與陳潔英老師聯絡。

3.

原定 2019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舉辦的中三級選科講座將於當日下午繼續進行。

4.

2019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一）為校慶開放日暨感恩崇拜補假，學生不用回校上課。
2019 年 12 月 9 日（星期一）為本校的「教師發展日」
，學生應留在家中溫習，準備期考。

5.

本校將於 12 月 10 日（星期二）至 12 月 19 日（星期四）進行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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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安排中一至中三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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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考試成績將佔全年總成績的 25%，請督促 貴子弟勤加溫習，在考試中獲取
更卓越的成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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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家長可於本校網頁 （http://www.laichack.edu.hk） 的「最新消息 — 重要資訊」瀏
覽有關考試資料。
(5) 上學期考試期間，中六級學生照常上課。

6.

上學期考試完結後，本校將於 2020 年 2 月 8 日（星期六）舉行「家長日」，當天會由班
主任親自與家長和學生一同面談，討論 貴子弟的學業和品行情況，並派發學生的上學
期成績報告表，敬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

7.

為配合學校「自我評估」工作的進行，本校會在不同級別隨機抽選部分學生及家長以
不記名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本年度學生及家長問卷以班號（1,6,11,16,21,26,31,36,41）
作為抽取樣本的根據。中一至中五級的問卷工作於「家長日」進行，中六級的問卷工
作於 2019 年 12 月 2 日至 6 日進行，多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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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攜裝置（BYOD）」政策
本校已推動電子學習多年，一直借出平板電腦（iPad）供學生上課之用，以配合各學習
領域制訂科本的電子學習計劃，讓學生在課堂內外均能善用資訊科技學習。為進一步發
揮使用流動電腦裝置進行學習的優勢，本校於上學年於全校推行「自攜裝置（BYOD）」
政策，讓學生經登記後自攜平板電腦（iPad）。
本年度，學校會繼續協助家長以優惠價錢購買平板電腦，詳情如下：
(1) 以下為本校訂立的產品規格，及經招標後價格。
項目
經招標後價格
包括：
 iPad WIFI 128GB (2019 年版)連一年原廠保養
HK$3,236
 iPad 摺疊保護套
(正價約$3,600)
 玻璃螢幕保護貼（連代貼服務）
(2) 關愛基金會資助符合資格家庭經學校購買相關設備，正領取綜援或書簿津貼全津者
可獲全額資助，正領取書簿津貼半津者可獲半額資助。（如上年已獲資助，則不合
資格）
(3) 現暫不用遞交任何費用，稍後將另行發出繳費通知。
(4) 有關資助詳情可瀏覽教育局網頁：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
-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TE-CCF/ccf_index.html
(5) 即使未能自攜平板電腦，本校將繼續提供平板電腦在課堂使用，讓所有學生都能享
有進行電子學習的權利。
(6) 如有疑問，可向教務主任黃永能主任查詢。

二. 教務事宜
1. 中一至中五級中國語文科說話能力考核安排（附件 3）
2.

中一至中五級英文科口試安排（附件 4）

3.

中六級中國語文科校本評核安排
中六級將進行中國語文科選修單元「文化專題探討」總結性評估，有關詳情如下：
日期：2019 年 12 月 16 日（B1）
時間：下午 3:45-5:00
地點：德慧禮堂
所有中六級學生必須出席，如有查詢，請與盧佩明老師聯絡。

4.

學生升留級標準及出席率事項
教務部重申，本校一直以來關注學生行為與學習表現，設有升留級政策。學生應知努力
學習，以符升級要求。此外，各級學生的出席率必須超過 2/3 上課日數，才獲准參加學
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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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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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課後課程」事項
(1) 上學期「課後課程」將於 2019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結束。凡於課程期間曾因事
或病缺席的學生，須於 2019 年 12 月 6 日或之前完成請假手續，否則會作無故缺席
處理。
2

(2) 下學期「課後課程」將於 2020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二）開始，學生如欲新加入或退
出課程，可按十二月份學校通告內公布的程序辦理。
三. 學生發展事宜
1. 訓導事項
(1) 更換冬季校服安排：
由 11 月 18 日開始，學生必須穿著整齊的冬季校服回校上課。請家長督促
準備稱身的冬季校服。
(2) 由 11 月 18 日開始，所有教室的空調將會關閉，請學生注意衣著的增減。
2.

貴子弟

升學就業輔導事項
中六級學生如在非學術範疇上（如體育、音樂、社會服務、其他文化活動或領袖才能）
有卓越表現，即可參與 Jupas 的校長推薦計劃，有興趣參加的中六級學生可於 12 月初
向升學就業輔導主任楊國民主任查詢或索取申請表。因名額有限，受薦者須由校長、副
校長、教務主任、升學就業輔導主任及班主任商議決定。截止申請日期為 2020 年 1 月
3 日。

特此通告

麗澤中學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潔明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附件 3：中一至中五級中國語文科說話能力考核安排
級別

日期

時間

報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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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3 日
（星期五）

301, 302, 309, 310

二樓課室

課堂進行（由任課老師安排）

中四級
中五級

上午 10:55-12:05

考室

12 月 17 日
（星期二）

上午 10:15-12:30

301, 302, 309, 310

二樓課室

1. 中三級及中五級學生必須準時出席考試，請帶備「中國語文科說話能力考核准考證」到指
定報到室報到及應試。
2. 所有學生應帶備溫習材料，於報到室安靜等候，預備考試。

3

附件 4：中一至中五級英文科口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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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6 日
二樓, 三樓
上午 10:45-12:30
206, 207
中三級
（星期一）
課室
課堂進行（由任課老師安排）
中四級
12 月 12 日
四樓, 五樓
上午 10:10-12:00
406, 407
中五級
（星期四）
課室
中一、中二及中四之口試安排：
中一、中二及中四之口試將於英文課堂上進行，學生須帶備文具，依從老師指示進行口
試，無故缺席者將以零分計。
中三及中五之口試安排：
所有中三及中五學生會獲發「英語口試應考證」
（English Oral Exam Admission Slip）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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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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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須應考口試的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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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小食部等候的學生，亦須留意報到時
間，按時自行前往「報到室」點名。
----------------------------------------------------------------------------------------------------------------【回條】－有關「自攜裝置 (BYOD)」集體訂購平板電腦安排 事宜
(請全體學生於 11 月 20 日前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
頃閱通告，知悉上述事項。
本人* 欲為 / 不會為 敝子弟
中
班（班號：
參加 貴校的「自攜裝置（BYOD）」集體訂購平板電腦安排。(* 請刪除不適合者)

）報名

下列資料只適合欲參加「自攜裝置（BYOD）」集體訂購平板電腦安排的學生家長填寫：
請在下列方格以表示其選項（只可選擇其中一項）：
□ 本人現正領取「綜援」或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資助（全津），並選擇訂購（全數由
關愛基金支付，家長不用付款) 。
□ 本人現正領取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半額資助（半津），並選擇訂購 (半數由關愛基金支
付，家長需要繳付$1,618。現暫不用遞交購買平板電腦費用，稍後將另行發出繳費通
知) 。
□ 本人並非合資格的關愛基金受惠對象，並選擇訂購 (家長需要繳付全數$3,236。現暫不
用遞交購買平板電腦費用，稍後將另行發出繳費通知) 。
此覆
麗澤中學李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中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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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
（正楷）

附件 1 及 2

麗澤中學
2019-2020 年度
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考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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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