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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年度九月份通告(2)                 2020通告 15 
 

一. 校務事項 
1. 公布上課時間表 

鑑於疫情有緩和趨勢，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分階段逐步恢復面授課堂。由 2020 
年 9 月 23 日（B3）起，所有年級將面授課堂與網上課堂同時採用新的時間
表，家長及同學可於 https://www.laichack.edu.hk/TT 瀏覽。 

年級 恢復面授課堂日期 上課時間 放學時間 

中一、中五級 2020年9月23日（B3） 8:10am 1:05pm 
中六級 2020年9月28日（A1） 8:10am 1:05pm 

中二至中四級 2020年9月29日（A2） 8:10am 1:05pm 
 

2. 「中六級預備試」 
本校已計劃於 9 月 16 日（A3）至 9 月 25 日（B5）舉行「中六級預備試」，以了解中六
級同學在疫情期間自主學習的情況，以及讓同學持續為公開考試作好預備。請督促 貴子
弟勤加溫習，在「中六級預備試」中獲取更卓越的成績。詳情請參閱 2020 通告 10 有關「中
六級預備試」事宜。 
 

3. 校運會延期 
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發展，教育局建議學校應避免非必要集會活動，以減少人群
聚集及減低社交接觸。原訂於 2020 年 10 月 6日（B2）舉行之「校運會」將延期舉辦，詳
情容後公布。 
10 月 6 日（B2）及 10月 7 日（B3）將改為正常上課日，請同學依時回校上課。 
 

4. 「人才庫」調查問卷（附件 1） 
本校為發展同學多元才能及照顧學生不同能力，現收集中一級或未曾向學校申報的同學於
校外不同範疇表現的資料，以配合培育學生的需要，讓本校更有系統地運用校內外資源，
發揮同學不同的潛能，有關問卷請見附件 1。 
 

5. 家長教師會事宜（PT02） 
家長教師會暫訂於 2020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晚上舉行之「中一親子晚會」，詳情及報
名見通告 PT02。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本校 2721 3086 與教務主任鄧詩琪老師聯絡。 
 

6. 防疫安排 
(1) 學校將於回校前一天發放「離境及健康情況調查表」，以申報健康狀況。曾染病並已
痊癒的學生，如仍在強制隔離的14天內，切勿回校上課。 

(2) 同學須於每天回校前量度體溫，填寫學生手冊「體溫記錄」欄以識別發燒病童。為提
高警覺，預防肺炎或其他呼吸道感染，本校將加強班主任檢視等工作。同學如出現發
熱（口溫高於37.5度，或耳溫高於38度），不論是否有呼吸道感染病徵，均應立即求
診，不應回校上課，直至退燒後兩天。如有任何病患消息均須致電（2721 3086）通知
本校校務處跟進。 

(3) 家長一經證實以下情況，請即時致電（2721 3086）通知本校蔡麗芳副校長，以便校方
採取應變措施及通知教育局： 
(a) 學生證實染上2019冠狀病毒冠狀病 
(b) 學生被衞生署界定為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 
 

https://www.laichack.edu.hk/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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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防感染，學生每天上學時必須戴上口罩，並帶備紙巾。所有人士，包括教職員、學
生、家長及訪客須在校園內戴上口罩。學生在乘坐公共交通時，亦必須戴上。緊記勤
洗手，保持個人衞生。棄置口罩時，請包好後才掉進有蓋垃圾箱。 

(5) 小食部安排： 
為減少同學聚集飲食，減低疫症傳播的風險，小食部將暫停營業直至另行通告為止。
請同學進食早餐後才回校上課。 

(6) 飲水機停用： 
為減低疫症傳播的風險，全校的飲水機將全面停用，請同學自備足夠的飲用水回校飲
用。 

(7) 學校已定期全面清潔校舍並消毒，盡力保持校園衞生及保障師生的健康，希望同學能
在安全的環境下，逐漸回復正常校園學習生活。 

 
7. 各項收費項目（附件 2） 

本校按教育局指引運用堂費，以發展政府津貼以外的教育項目，本年度維持向每名高中同
學收取每年 320 元的堂費；每名初中同學，亦會代購校本教材，詳細資料請閱附件 2。另
本校設有機制豁免清貧學生的堂費，如有需要，可具函向校長申請。 
各級同學請於 9 月 30 日或之前帶備適當現金或支票（支票抬頭：麗澤中學法團校董會）
回校交予班主任。 

 
8. 10 月 1 日（星期四）為「國慶日」公眾假期，學校放假一天。 

10 月 2 日（星期五）為「中秋節翌日」公眾假期，學校放假一天。 
 
 

二. 教務事項 
1. 各項「課後課程」介紹（附件 3） 

本學年教務部繼續開辦一系列的「課後課程」，希望能照顧不同學習能力同學的需要，
提升學業成績和鞏固課業基礎。同時，為更有效和公平的運用學校資源，學校會因應各

種情況及需要，將報讀同學分組，敬請家長留意。報名方法請閱附件 3。 
 
有關課程的詳情如下： 

項 目 級 別 報名辦法 時 段 科 目 導 師 

(1) 資優課程 S4 – S5 由科任教師 

選拔 

課後（具體日

期另函通知） 

中文、英文、 

數學、通識 

合作機構 

導師 

(2) 加強課程 S3 – S4 學生自行 
報名 

周六上午 英文、數學 教學助理 
外聘導師 

(3) 功課輔導班 S1 – S2 仍未恢復全
天面授課堂
不需報名 

周二、四課後 全科功課輔導 教學助理 

(4) 調適課程 S1– S2 由教務部 

推薦 

周六上午 英文 教學助理 

外聘導師 

(5) 英文增進班 S1 – S2 由科任教師 
選拔 

課後（具體日
期另函通知） 

英文 
 

合作機構 
導師 

註：上述課程的最終安排以校方公布為準 
 
2. 學科事宜 – 數學科 

a. 代購計算機 
為配合數學科課程需要，本校將在數學科課程教授使用計算機的功能及技巧。家長可
選擇自行在坊間購買或經校方代為訂購，如經校方代購，可享有供應商提供的折扣優
惠。 



3 

 

牌子及型號 學校優惠價 特點 

CASIO FX-50FH II $185 

 配備一般計算機功能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批准之型號 
 內置一元二次公式 
 可以輸入梯形法則公式 

上述計算機全部印有「H.K.E.A.A. APPROVED」標籤，是香港考評局批准之型號，並且
全部可計算「分數」及輸入程式。 
家長如欲為 貴子弟購買上述計算機，請於 9 月 20 日或之前以電子方式回覆，並將
相關款項於 9 月 30 日或之前交回數學科科任老師，以便辦理。家長亦可自行購買。 
如有查詢可致電 2721 3086 與教務主任楊國民老師聯絡。 

 
b. 中六級代購公開試參考練習 
為讓 貴子弟及早就文憑試作出準備，數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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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出版社 定價 

HKDSE 考試系列 — 「黃金 17 分 升級攻略破解
數學科」 

樂思教育出版 $86 

HKDSE 必操試題全攻略（數學必修部分適用）
（2016 年版） 

教育出版社 $108 

家長如欲為 貴子弟購買上述參考練習，請於 9 月 20 日或之前以電子方式回覆，並
將相關款項於 9 月 30 日或之前交回數學老師，以便辦理。參考練習非課堂用書，同
學可按個人需要自行決定是否購買。家長亦可自行在坊間的書局購買。如有查詢可致
電 2721 3086 與教務主任楊國民老師聯絡。 

 
3. 校本評核事宜（附件 4） 

校本評核為香港中學文憑試中重要的一環，敬希家長鼓勵 貴子弟積極參與相關的評核
活動，並在家中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自主學習。有關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之「校
本評核」注意事項，詳情請參閱附件 4。如對校本評核安排有任何疑問，可向相關科任
老師查詢，或聯絡教務主任黃永能老師。 
 
 

三. 學生發展事項 
1. 聯課活動報名事宜（附件 5 及 6） 

為了讓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六育得到均衡發展，本校推廣多元化的聯課活動，
以豐富學生的課餘生活，發展潛能，擴闊視野，建立自信，培養責任感。敬請家長鼓勵 

貴子弟積極參加。 
本年度之聯課活動報名程序，將於 2020 年 9 月 16 日社團宣傳周會後展開（校隊由導師

選拔），學生報名獲確認後，本校將向家長發出「同意書」，請家長留意相關事宜。 
 
學生選擇聯課活動時，須注意以下事項： 
a. 中一級學生必須參加一項制服團隊聯課活動，包括：「民安隊少年團」、「紅十字會」、
「女童軍」或「少年警訊」。 
（名額所限，建議學生選擇多一項作後備之用。制服團隊簡介見附件 5。） 

b. 每位學生不可參加多於兩項聯課活動。 
c. 各社團之活動及時間將於稍後由負責老師通知家長。（附件 6） 
d. 因各活動社團名額設限，如參加人數超出名額，會由負責老師抽籤決定。 
e. 所有社團會員全年必須至少出席參與 1 項活動，否則將會被取消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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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領袖生校內訓練營」事宜 
本校為培養學生服務精神及提升領導才能，因疫情關係，原訂於 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日舉辦兩日一夜的「領袖生校內訓練營」現改為於 10 月 10 日上午半日進行。獲選的
中三至中五級領袖生必須參加，並獲另函通知家長。家長如有查詢可致電本校 2721 
3086，與訓導主任董鑑昌老師聯絡。  

 
3. 訂購冬季校服及運動服事宜（附件7） 

為方便家長及同學準備冬季校服及運動服，本校將安排校服供應商「豐昌順有限公司」
職員於10月9日（星期五）到校，替學生度身訂製冬季校服。有意訂購的學生請於10月9
日帶備已填妥訂購回條及訂金港幣$100直接交予「豐昌順有限公司」職員一併辦理，餘
款請於11月5日（星期四）上午10:00至下午12:30到校領取校服時繳付。有關訂購詳情資
料及回條見附件7。家長可參照本校校服款式自行到任何地方或供應商購買，校服款式已
於學校網頁及學生手冊內公布。 
「豐昌順有限公司」： 

a. 地    址：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62號地鋪（港鐵深水埗站B1出口） 
b. 電    話：2728 276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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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宗教委員會事宜 

本校是一所基督教中學，致力培育學生靈命成長，建立正面的人生觀，培養良好的品格。
宗教委員會將舉辦下列活動，有興趣的同學請聯絡宗教委員會陳靜嫻老師或王嘉豪傳道
查詢及報名。 

活動 日期 

學生團契 9 月 21 日開始（逢 B1） 

學生祈禱會 10 月 8 日開始 

 
 
四. 其他 
1.  學校社工事宜 

本校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提供駐校社工服務，有關詳情如下： 

學校社工姓名：潘欣婷姑娘（逢星期一至四） 
梁漢森先生（逢星期二、四） 

              賴美如姑娘（逢星期三、五） 
服務時間：上午 9:00至下午 5:45 
聯絡電話：2721 3086（學校） / 2389 4242（機構） 
家長如有需要，可致電聯絡學校社工。 

 

特此通告  
 

            麗澤中學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潔明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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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20/21 年度各級收費項目 

(I) 全年收費總表 

        2020/21 年度級別          

項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1. 學治會會費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 社費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3. 家教會會費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4. 簿費 （註 1）  $55.00  $56.50  $53.00  $44.20  $41.20  $35.40  

5. 堂費 （註 2） / / / $320.00  $320.00  $320.00  

6. 校服領帶 $25.00  / / / / / 

7. 代購校本教材（註 3） $58.00 $57.00 $56.00 / / / 

8. 班會費 $17.00  $11.50  $16.00  $10.80  $13.80  $9.60  

             合計： $240.00  $210.00  $210.00  $460.00  $460.00  $450.00  

註 1：第 4 項會按各班使用情況，如有需要增收，會另行通知家長。 

註 2：第 5 項屬教育局批准的特定用途費用。 

註 3：代購校本教材的內容： 

科 目 項 目 負責教師 中一 中二 中三 

生活科技 校本課本及作業連文件夾 許曉君老師 $37 $37 $40 

音    樂 校本教材（聆聽活動冊） 凌以德老師 $21 $20 $16 

合計： $58 $57 $56 

 

(II) 收費安排 

    上述各項收費將分別於 2020 年 9 月的九月份通告(2)及 2021 年 1月（於一月份通告上說 

明），分兩期收集（初中除外），請家長留意。 

收 費 日 期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第一期： 

2020 年 9 月（於九月份通告(2)上說明） 
$ 240 $ 210 $ 210 $ 260 $ 260 $ 250 

第二期： 

2021 年 1 月（於一月份通告上說明） 
/ / / $ 200 $ 200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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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有關「課後課程」之「功課輔導班」及「加強課程」報名事宜 

(I) 「功課輔導班」 

 「功課輔導班」將於 9 月 24 日（四）開始 

日期 星期 時間 

13/10、 27/10、 3/11、 10/11、 17/11、 24/11 二 
2:30-3:15pm 

24/9、8/10、15/10、22/10、29/10、12/11、19/11、26/11 四 

 教育局仍未宣布恢復全天的面授課堂，將使用網上課程形式作輔導，不需報名。若

同學需要功課輔導服務，請依以下時間及會議代碼使用 Google Meet 進入相關課室： 

會議代碼 功課輔導範圍 

ENG 中一、中二級英文科 

S1 中一級全科（英文科除外） 

S2 中二級全科（英文科除外） 

 在全面復課後將安排重新報名，有關詳情稍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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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加強課程」 

 報名方法： 

「加強課程」將於 10 月 10 日（星期六）開始。如欲報名，可於 9 月 20 日或之前填

妥本通告回條。逾期報名將撥歸下學期課程處理。 

 上課日期、時間及分組： 

教務部將按報名學生的學習能力進行甄選，為免影響教學效果，家長須注意學生必

須依照教務部公布的入選名單、分組和時間安排上課，否則當作退出申請。 

 收費： 

課程費用由學校調撥資源資助，學費全免。 

 教務部將於 10 月 5 日（星期一）公布「加強課程」的入選、分組名單和上課時間安

排，並張貼於一樓走廊壁報板，請同學留意校內宣佈前往查閱，家長亦可於學校網

頁查閱有關資料。如有查詢，可致電 2721 3086 校務處徐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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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香港中學文憑試 – 校本評核 

  本校開辦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按照香港考試評核局要求進行校本評核。

有關進行校本評核的科目、評核內容、評核時間及評核所佔文憑試的比重等資料，

可參閱考評局網頁 http://www.hkeaa.edu.hk。 

  校本評核的目的是把學習、教學及評估工作結合起來，鼓勵學生自主學習。不同科目採

用不同形式的校本評核。過程中，敬希家長及 貴子弟注意以下事項﹕ 

 學生必須清楚了解課業要求、評核準則及繳交日期。 

 按既定要求，誠實及負責任完成校本評核課業。學生在完成課業的過程中，可參考不同

類別的資料，惟必須註明出處。學生須填寫聲明表格，證明有關課業乃其個人作品。 

 遲交及缺席評核：學生必須準時提交已完成的習作。學生遲交習作，將按校規處理及扣

分。學生如未能完成評核課業，但具合理原因，須透過學校向考評局說明原因，並提交

相關證明文件（如醫生證明書）供局方作特別考慮。學生如沒有合理原因而又未能提交

習作，有關課業將評為零分。 

 違規事項：違規行為泛指在完成校本評核活動時，學生行為對其他考生造成不公，包括： 

 把他人已完成的習作，無論是部分或全部，當作自己的作品向教師遞交。 

 從書本、報張、雜誌、光碟、互聯網或其他來源直接抄錄部分或全部資料，而沒有註

明出處。 

一般而言，以上違規情況會被視為抄襲，所有作業一律不獲評分，學生須受紀律處分。 

 在每年開學初期，所有高中學生均須簽署由香港考試及評局發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校本

評核學生聲明表格，確保完成校本評核課業時，堅守學術誠信，不觸犯任何違規行為。 

 學生須妥善保存校本評核的相關紀錄至文憑試成績公布為止，期間按學校及考評局的要

求提交紀錄作檢查。 

 本校設有專責小組處理對校本評核結果存疑的個案。學生如對校本評核結果存疑，須先

與任教老師商討；若仍未能解決問題，學生必須於課業發還後一個月內，以書面形式向

學校提出；學校將根據要求按需要進行覆檢，並將結果知會學生及家長，愈時申請將不

作處理。 

 校本評核以學校為本位，本校老師會按全級學生的整體表現，經商討後調整評分，以期

達致全校評分一致。最後，考評局也會按全港學校的表現調整評分。 

 家長可在考評局網頁取得有關校本評核的最新通告及下載常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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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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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聯課活動「制服團隊」簡介 

 

社 團 宗 旨 
人數上限 

（中一級） 
費 用 活 動 

民 

安 

隊 

少 

年 

團 

鼓勵青少年通過參與有

益身心的群體活動和訓

練，學習不同技能，培

養領導才能，並幫助他

們建立自信心、責任

感、自律和服務精神，

成為良好公民。 

 

25 位 

全數由政府

資助  

（包括制服） 

 

 每周六例行集會 

 球類、遠足、露營、青少年

交流活動及香港青年獎勵

計劃等 

 各類訓練班，如急救、搶

救、領袖才能、花式單車等 

紅 

十 

字 

會 

培育團員熱心服務社群

及實踐人道精神為己任

的生活態度，並裝備團

員的領袖才能、醫護知

識、紀律及服務技巧，

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優

質及多元化的社區服

務。 

 

25 位 

新加入會員

永久會費：

$150（由學校

資助） 

 

*購買制服 

 校內服務： 

校運會、家長日、捐血日 

 校外服務： 

探訪社區服務、賣旗等 

 紀律訓練： 

步操、急救課程等 

女 

童 

軍 

透過「八項綱領」的訓

練活動，讓女童軍發展

個人潛能，學習群體生

活及公民責任，並培育

良好的品格及技能，成

為一個服務社會，具責

任感的世界公民。 

25 位 

會費 $10（由

學校資助） 

 

*購買制服 

 團體活動： 

不定期集會、旅行及遠足 

 紀律訓練： 

步操、興趣章評核 

 校內服務： 

校運會、家長日等 

 校外服務： 

協助女童軍籌款及各項女

童軍總會舉辦之活動 

少 

年 

警 

訊 

鼓勵青少年與社會其他

組織並肩攜手撲滅罪

行；培訓青少年具備條

件成為社會未來領袖。 

 

25 位 

免會費 

制服只供領

袖職級以上

的會員 

 參與少年警訊舉辦的各項

活動 

 參與少年警訊禁毒/滅罪創

作比賽和其他活動 

 

* 符合領取綜援或全津資格的同學可申請制服資助，不符合資格而有經濟困難的同學可以家 

長信向學校申請資助。如接受資助的同學在加入隊伍之兩年內退出團隊，必須退還有關資

助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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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聯課活動社團資料 

 

甲 學會 

社團名稱 主要負責導師 會 費 （全年） 

1. 中文學會 盧佩明老師 

免費 

2. 英文學會 李启晨老師 

3. 數學學會 楊美萍老師 

4. 自然科學學會 杜君存老師 

5. 通識及人文科學學會 夏志焜老師 

 

乙 興趣小組 

社團名稱 主要負責導師 會 費 （全年） 

1. 資訊科技小組 陳駿揚老師 

免費 

2. 生活藝術小組 周綺蓮老師 

3. 茶藝小組 董鑑昌老師 

4. 園藝小組 吳振遠老師 

5. 匹克球小組 羅錦泉老師 

6. 飛盤小組 羅錦泉老師 

7. 籃球小組 周翠芳老師 

8. 舞蹈小組 王嘉璇老師 

9. 結他小組 李文宇老師 

 

丙 紀律及服務活動 

社團名稱 主要負責導師 會 費 （全年） 

1. 義工隊 閻穗智老師 免費 

2. 公益少年團 許曉君老師 免費 

3. 紅十字會 周翠芳老師 
新加入會員永久會費：$150 

（由學校資助） 

4. 女童軍 王詠楠老師 會費$ 10 （由學校資助） 

5. 少年警訊 董鑑昌老師 免費 

6. 民安隊少年團 李水金老師 免費 

 

丁 校隊 

社團名稱 主要負責導師 會 費 （全年） 

1. 合唱團 凌以德老師 免費 

（備註：校隊成員由導師自行招

募及甄選，有興趣的同學可向負

責導師查詢及報名。） 

2. 銅管樂隊 凌以德老師 

3. 籃球隊 周翠芳老師 

4. 田徑隊 羅錦泉老師 

註 ：各社團名額有限，若參加人數超過限額，將進行抽籤或遴選決定，所以同學可選擇多一

項作後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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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訂購冬季校服及運動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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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有關中六級數學科代購參考書事宜 

（請中六級同學家長於 9 月 20 日或之前以電子方式回覆， 

並將款項於 9 月 30 日或之前恢復面授課堂時交回數學科科任老師代辦） 

 
敬覆者： 

 

本人* 欲為 / 不會為 敝子弟（姓名）_______________（中______班 / 班號        ）

購買參考書。（* 請刪除不適合者） 

下列資料只適合欲購買參考書的學生家長填寫（請在適當方格內加）： 

 HKDSE 考試系列 —「黃金 17 分 升級攻略 破解數學科」。 

 HKDSE 必操試題全攻略（數學必修部分適用）（2016 年版）。 

並交付有關款項予數學科任老師。 

 

此覆  

麗澤中學李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中六__ ___ 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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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九月_____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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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 有關教務部「課後課程」報名事宜  
（請中三至中四級同學家長於 9 月 20 日或之前以電子方式回覆） 

 
敬覆者： 
 

本人* 欲為 / 不會為 敝子弟（姓名）_______________（中______班 / 班號        ）

報名參加  貴校的「課後課程」。（* 請刪除不適合者） 

 
下列資料只適合欲報讀「課後課程」的學生家長填寫： 
 

I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表示選擇報讀科目 （可選多於一科）： 

 

級別 科目 課後課程名稱 以表示 

中三級 
英文 

周六加強課程 

 

數學  

中四級 
英文  

數學  

 
II 請已於上表選報讀課程的學生家長填寫下列資料，以供校方統計之用。 

   （有關資料將於報名手續完成後予以銷毀）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 （可多於一項） 

  本人家庭現正領取綜援 

  敝子弟是全額津貼學生 

  敝子弟是新來港學童 （於 1/9/2019 或之後入學） 

  以上各項均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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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九月_____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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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 有關「2020-2021 年度聯課活動報名」事宜 

（請中二至中六級學生於 9 月 20 日或之前以電子方式回覆） 

 
敬覆者： 

 頃閱通告，知悉上述事項。 
 

本人 知悉 並 同意 敝子弟（姓名）_______________（中______班 / 班號        ）

參加下列之聯課活動社團（請參照附件 6 所列的「社團名稱」）。 

 
 社團名稱：1.                  2.               

3.                   （後備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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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九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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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有關代購計算機事宜 

（請中一至中六級同學家長於 9 月 20 日或之前以電子方式回覆， 
並將款項於 9 月 30 日或之前恢復面授課堂時交回數學科科任老師代辦） 

 
敬覆者： 
 

接獲來函，知悉下列事項。（請在適當方格內加） 

 

 本人不需要為  敝子弟         （就讀於中  級  班） 購買計算機。 

 本人需要為  敝子弟         （就讀於中  級  班） 購買計算機。 

CASIO FX-50FH II 計算機，並交付有關款項予數學科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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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九月_____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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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 有關「2020-2021 年度聯課活動報名」事宜 

（請中一級學生於 9月 20 日或之前以電子方式回覆） 

 
敬覆者： 
  

頃閱通告，知悉上述事項。 
 
本人 知悉 並 同意 敝子弟（姓名）_______________（中______班 / 班號        ）

參加下列之聯課活動社團。 
 
1. 制服團隊： 

 
請在下列適當位置表示選擇想參加的制服團隊，並作出排序，1 表示首選，2 表示次

選，如此類推。 

 

  制服團隊 選擇（1 表示首選，2 表示次選，如此類推） 

1 民安隊少年團  

2 紅十字會  

3 女童軍  

4 少年警訊  

 
 
2. 聯課活動社團（請參照附件6所列的「社團名稱」）： 

 
 社團名稱：1.                    

2.                   （後備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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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九月_____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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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人才庫」調查問卷 
（請中一級或未曾向學校申報的同學家長於 9月 20 日或之前以電子方式回覆） 

 

麗澤中學 2020-2021 學年 人才庫【調查問卷】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本校為發展學生多元才能及照顧學生不同能力，現收集  貴子弟於校外不同範疇表現的資料，以配合

培育學生的需要，讓本校更有系統地運用校內外資源，發揮學生不同的潛能，請家長留意下列事項： 
 

（1） 已具備的個人專長及技能：請選擇，可選多項，並填滿適當的圓圈（○）。 

a. 藝術方面： ○繪畫 ○跳舞 ○唱歌 ○戲劇 

b. 學術方面： ○朗誦 ○運算 ○辯論 ○寫作 

c. 科技方面： ○電腦 ○航拍 ○機器人製作  

d. 體育方面： ○籃球 ○足球 ○羽毛球 ○乒乓球 

  ○飛盤 ○跳繩 ○游泳 ○田徑 

e. 其    他： （請寫出）    
 

（2） 校外表現： 

1. 有關參與下列範疇之項目，若獲取的資歷 / 獎項符合下表所列才需填報： 

範疇 項目名稱 資歷 / 獎項的要求 

智力 智力評估 130 分或以上 

語文 

（中、英） 

校際朗誦節 季軍或以上成績 

普通話水平考試 B 級或以上 

劍橋英語 證書第三級（B2 FCE）或以上 

托福考試（TOEFL） 90 分或以上 

雅思考試（IETS） 7 分或以上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ICAS） 優良或以上 

數學 華夏盃 / 奧數 特等獎 / 一等獎或以上 

音樂 
校際音樂節 季軍或以上成績 

皇家音樂學院 5 級或以上達 Merit 

體育 校際比賽 季軍或以上成績 

其他 各項比賽（區域性或全港性以上） 季軍或以上成績 
 

2. 校外表現申報如下： 

 項目名稱 
活動日期（開始至完

結/學年） 
合辦機構 資歷 / 獎項 

例 
油尖旺區顯著進步學生 

奬勵計劃 
2019-2020 

油尖旺區 
校長會 

顯著進步 
學生奬 

1     

2     

3     

註：1. 如空格不敷應用，請另紙提交。 

2. 請提供獲獎證書/獎項（副本）。 

3. 提供個人資料，全屬自願性質，所有資料只作校內存檔。 

4. 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家長可向校方要求索閱和修訂所提供的資料。如有需要，請與本校聯絡。 

編號：19-20_LW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