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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和 

堅毅 

Laichackians 
麗澤人 

麗澤校訓 

自強不息 

特質 

辦學宗旨：本著基督精神，培養學生建立 

良好的品格，以「自強不息」為校訓， 

鼓勵學生自律和自學，成為良好公民， 

擴闊知識領域、啟發潛能和均衡發展。 

Striving for yours 

Diligence 

Humility 

Perseverance 



麗澤學生在中學文憑試成績 

穩步上揚，各科合格率、獲 

升讀大學、大專資格及 JUPAS 

獲派學士學位的比率均創歷年新高。 

6A 林安妮 5*5*5444 

中文大學 健康與體育運動科學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優異學業表現 

6A 麥嘉恆 5*5*5444 

香港大學  文學士 

升讀本地及海外 

大學課程、副學士、 

IVE、高級文憑課程等 

重讀中六課程 /  

重考中學文憑試 

就業 



專業教師團隊 教學經驗 

專業師資 

學士

碩士或博士

0-4年

5-9年

10年
或以上 本校擁有專業教師團隊，教學經驗 

豐富，師資優良。全校教師均擁有 

學士學歷，逾半數教師更持有碩士 

學位或博士學位。  



學習多元化 
校園電視台 

電視節目，能提 

升學生的自學能 

力、培養責任感 

及團體精神。 

校園電視台是本校最大的資 
訊傳遞平台，全校師生都可 
以直接透過校園電視台獲得 
最新的消息。透過製作不同 



本校以嶄新 3D 打印技術教 

授學生利用立體打印機設計 

模型，讓學生透過資訊科技 

及視像媒體發揮創意。 

學習多元化 



學習多元化 

IPAD 電子教學 
學校以「活化教學，提升學 

習效能」為目標，各科配合 

電子科技採取不同的教學策 

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學生可在課堂中利用 iPad 進 

行互動學習活動，感受科技帶 

來的便利性，在最新科技結合 

傳統教學模式之下， 讓 學 生  

得到最大的效能。 



優化教學策略 

走出課室、學習全方位 

本 校 積 極 提 倡 全 方 位 學 習 ， 把 學 習 空 間 從 

課室推展到戶外，增加同學的投入感。學生 

透過參與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工作坊以及 

參觀展覽等項目，擴闊視野，豐富學習經歷。 

學校每年舉辦英語日營，讓學生能夠與來自 

多間國際學校的高中學生義工以全英語形式 

進行交流，幫助學生建立學習英語的自信心。 



優化教學策略 

「模擬人生」活動 

「趁墟做老闆」活動 

生涯規劃 

本校積極為學生提供不同類型的升就 輔導及職場體驗活動，如參觀學術展覽 以及工作機構，協助學生建立人生目標 和方向，使學生可以做好由中學至未來 升學及就業的銜接。職業輔導老師會個 別輔導及跟進每位高中學生的人生規劃。 



關愛校園 

送贈心意卡活動 

生命教育講座 

「從缺失中體驗愛」活動 

學校積極加強校園關愛文化，希望為所有學生 

提供一個充滿愛的學習環境，並因材施教，讓 

學生發展所長，發揮潛能。在課程設計上融入 

生命教育課程，讓學生認識、尊重及欣賞生命。 



Ukulele 
一人一樂器計劃 

LEGO × 創新科技 

機械人製作班 

資助項目： 

1. 夏威夷小結他班 

2. 「LEGO × 創新科技」 

機械人製作班 

3. 自修室翻新工程 

4. 校園電視台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於 2011年 5月推出 

「學校起動計劃」，撥款 
資助學業表現具正增值 

的學校，目標是幫助 
家庭經濟稍遜但努力進 
取的學生，本校成功獲 

得資助。 



英語校園  

本校英語外籍教師運用輕鬆 

有趣的主題式教學法為學生 

舉辦多元化的英語活動，讓 

學生能隨時隨地接觸英語， 

將學習英語視為生活的一部 

分，加強學生學習英語動機 

和興趣，更能快速提升英語 

的聽講及綜合能力。 



北京巿首都師範大學 
附屬麗澤中學到訪交流 

本校的姊妹學校北京巿首都師範大學 

附屬麗澤中學師生到訪本校，進行觀課 

學習交流。學生透過陪同參與活動， 

增廣見聞，提升能力，並增進兩地學生 

的友誼。 



為擴闊學生視野，本校每年均會舉辦 

不同類型的交流團，讓學生們透過 

走訪各大小城市，親身認識及體驗 

不同城市的文化。交流結束後，同學 

藉專題報告和分享會向其他同學交流 

學習成果，鞏固所學。 境外交流 





學生成就 

音樂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第七級優良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二胡獨奏-深造組 優良獎狀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二胡獨奏-初級組 良好獎狀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二胡獨奏高級組季軍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第五級優良  

 運動 

2015/2016 離島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青少年 E 組壘球冠軍 

2015/2016 北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青少年 E 組壘球冠軍  

2015/2016 荃灣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青少年 E 組壘球冠軍 

2015/2016 灣仔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青少年 E 組壘球冠軍 

2015/2016 油尖旺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青少年 E 組壘球冠軍 

2015/2016 香港體育舞蹈排名賽 少年 A 組標準舞五項全能第 5 名 

2015/2016 年國際福州龍競技自選爭霸賽 金龍獎 

2015/2016（環球盃）舞蹈錦標賽 單人喳喳＋倫巴冠軍、單人喳喳＋牛仔季軍 

2015/2016 黃大仙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青少年 D 組(標槍)亞軍 

2014/2015 香港學生傑出運動員選舉獎 香港學生傑出運動員選舉獎 

 



本校鼓勵同學積極參與多元化 

的 課 外 活 動 及 校 內 外 比 賽 ， 

近 年 來 學 生 成 績 卓 越 ， 獲 獎 

連連。透過參與各種課外活動 

及比賽，學生能夠發展所長， 

激 發 潛 能 、 確 立 自 我 及 提 升 

自信心。 

學科 

2014/2015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導演獎 

傑出演員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哈佛圖書獎 2016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詩詞獨誦 季軍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詩詞獨誦 優良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詩詞獨誦 良好 

東華三院「好人好事：英文故事寫作比賽 2015」優良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6 全國總決賽中一級二等獎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暨 2016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中二級金獎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暨 2016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中二級銅獎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暨 2016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中一級銅獎 

第七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銅獎 

第十七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個人賽二等榮譽獎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三、四級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一至中六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一至中六級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一至中六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                           

 

其他 

2015/2016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港區組委會 金獎 

2015/2016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港區組委會 銅獎 

第十七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初級組季軍 

第十七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高級組嘉許作品獎 

第十七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初級組嘉許作品獎 

2015/2016 油尖旺區傑出學生選舉 中學及專業書院組傑出學生銀獎  

2015/2016 太子珠寶鐘錶獎學金 太子珠寶鐘錶獎學金 

2014/2015 中國夢‧第二屆全國青少年語言藝術展評活動  

少年組朗誦演講類別三等獎、最佳人氣獎、最佳潛質獎 

2014/15 學年「小作家培訓計劃」初中組全年大獎優異獎 

 



Chief Consultant  
Principal Tsang Yau Shing 
 
Teacher Consultants 
Dr. Chung Chi Yuen (Assistant Principal) 
Ms. Lai Cho Kiu (Teacher of Chinese Language) 
Ms. Lee On Yee Cheryl (Teacher of English Language) 

麗澤中學 

 
Lai Chack Middle School 

邁向卓越 90 週年 

Towards 90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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