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21 年度十月份通告                   2020 通告 30 

 

 

一． 校務事宜 

1. 為加強班主任與家長的溝通，本校將於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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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家

長填妥有關回條報名。 

 

 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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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所有到校人士必須遵守本校防疫措施，包括消毒鞋履、探熱、消毒雙手及戴上外 

科口罩等。 

本校會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及教育局公布的最新安排，敬請家長密切留意本

校手機應用程式（App）的訊息。在這疫情時期，家長及同學應注意個人衛

生，宜每天量度體溫，自我監察健康狀況，如出現發燒或其他病徵，應立即

求醫。外出時，應佩戴口罩及勤洗手以減低感染疾病的風險。2019 冠狀病毒

病資訊請瀏覽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 

 

2. 「2019-2020 年度全年學業成績表」已於 7 月 21 日經網上發布電子版，正本將於 10 月

14 日派發，請家長妥為保存。如有查詢，請致電 2721 3086 與本校教務主任黃永能老師

聯絡。 

 

3. 有關學校代購平板電腦 iPad 

本校已於 9 月份通告(1)公布有關訂購平板電腦事宜，經招標後，供應商現提供以下優惠

價格供家長選購。 

 產品 官方定價 學校訂購價 

a. iPad WIFI 128GB（2020 年版 / 第八代） 

 連一年標準保養 

 玻璃螢幕保護貼（連代貼服務） 

 保護套 

$3,399 

（淨機） 
$3,296 

b. 升級至 3 年保養 / $348 

c. Apple Pencil（第一代） $788 $698 

 全套總計 / $4,342 

備註： 

(1) 現正領取全額書簿津貼或申領綜援的同學可獲全額資助，毋須付款。 

(2) 現正領取半額書簿津貼的同學可獲半額資助，需要付款$2,171。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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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學生正申請書簿津貼或綜援，但未有批核結果，學生須先付全費，並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將合資格證明書副本交回學校，校方會將獲資助的金額退回。逾

期申請，將不能取回費用。 

(4) 受資助的學生必須經由學校透過採購程序代為購買全套平板電腦及配件，自行購買

的學生（無論是綜援、全津或半津學生）均不能獲得任何津貼。 

(5)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三年推行期內（2018/19 至 2020/21 學年），每名合資格學生只可

接受資助一次（如學生於小學曾經申領資助，請與學校聯絡）。 

(6) 現暫不用遞交任何費用，學校將另行發出繳費通知。 

 

4. 「篇篇流螢」- 網上廣泛閱讀計劃 

為增進學生的中國歷史及文化知識，配合跨課程學習的需要，圖書館參加了

中國文化研究院舉辦的「篇篇流螢」- 網上廣泛閱讀計劃，活動已於 2020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在本校中一及中四級正式展開，學生可於星期一至星期五，利用學

校所派發的帳號及密碼，登入網址: https://fireflies.chiculture.org.hk/，每天閱讀一篇有關

歷史文化的文章，並完成任務，老師將定期透過網上報告，跟進學生的學習情況。請家

長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培養他們恆常閱讀好習慣，提升他們的歷史及文化知識。 

 

5. 家長教師會事宜 

本會將於 10 月 30 日（星期五），即家長分享晚會當天，晚上 6:30 於麗澤中學德慧禮堂

舉行第廿一屆會員大會。誠邀家長屆時撥冗出席，詳情請參閱家教會通告 PT03。 

 

6. 10 月 26 日（星期一）為重陽節假期，放假一天。 

 

 

二. 教務部事宜 

1. 有關各項「課後課程」 

(1) 家長可於本校網頁 http://www.laichack.edu.hk 查閱各項「課後課程」資

料，並請督促 貴子弟依時出席。 

(2)  學員若於課程期間曾缺席者，必須按「學生手冊」中列明的「請假手續」

辦理，否則作無故缺席處理，交由訓導主任處理。 

 

2. 代購通識科公開試參考練習 

 為讓 貴子弟及早就文憑試作出準備，通識科將安排訂購適合的公開試參考練習，以加

強應試訓練，鞏固所學。有關資料如下： 

項目 出版社 定價 
收費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通 six 雙周刊 

（內附練習） 
經濟日報 每期$7 

$110 

（共 20期） 

$110 

（共 20期） 

$70 

（共 10期） 

奪星起步點 通識教育 

答題萬能 KEY（第二版） 

香港教育圖

書有限公司 
$122 $73 $73 $73 

合計： $183 $183 $143 

參考練習會用作課堂教學，家長可決定在校內購買或自行在坊間的書局購買。家長如欲

為 貴子弟購買上述參考練習，請於 10 月 16 日或之前以電子方式回覆，並將相關款項

於 10 月 16 日或之前交回通識科科任老師代辦。如有查詢可致電 2721 3086 與本校教務

主任鄧詩琪老師聯絡。 

 

 

https://fireflies.chicultur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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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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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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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經學院網頁上申請，截止日期為 12 月

11 日。 

 

 

特此通告  

 

                麗澤中學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潔明 

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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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中六級升學就業資訊 

1. 家長分享晚會（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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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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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有關「家長分享晚會」事宜 

   （請全體同學於 10 月 16 日或之前以電子方式回覆） 

敬覆者： 

    接獲來函，知悉上述事項。（請在下列方格 □ 以表示其選項） 

 

 本人 □ 將會出席 （出席人數：__________位）  

□ 未克出席   

貴校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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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十月      日 

 

備註： 

家長晚會的主要目的是為教師及家長提供溝通機會，疫情關係，建議同學留在家中。 

 

 

請列出你對學校發展或同學學習的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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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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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有關「學校代購平板電腦 iPad」事宜 

   （請全體同學於 10 月 16 日或之前以電子方式回覆） 

敬覆者： 

    本人* 欲為 / 不會為 敝子弟報名參加 貴校的學校代購平板電腦 iPad 安排。 

（* 請刪除不適合者） 

 

 本人* 欲申請 / 不欲申請「關愛基金援助項目」的資助。（* 請刪除不適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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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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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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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 ___ 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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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十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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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有關代購通識科公開試參考練習事宜 

（請中四至中六級同學家長於 10 月 16 日或之前以電子方式回覆， 

並將款項於 10 月 16 日或之前交回通識科科任老師代辦。） 

 

敬覆者： 

接獲來函，知悉下列事項。（請在下列方格 □ 以表示其選項） 

 

□ 本人需要校方為  敝子弟代購通識科公開試參考練習，並交付有關款項予通識科科 

任老師。 

 

□ 本人不需要校方為  敝子弟代購通識科公開試參考練習，並自行在坊間的書局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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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十月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