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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 21年度十二月份通告                  2020 通告 43 
一. 校務事宜 
1. 全港「中一自行收生」程序 

教育局「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程序即將展開，本校一向致力為同學提供優質教育，讓同
學多元發展，全面成長。有意於 2021 年 9 月入讀本校的人士，可到校務處索取或於本校
網頁自行下載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須知及報名表格。遞交表格及有關資料
的日期為 2021 年 1 月 4 日（星期一）至 1 月 18 日（星期一），歡迎家長推薦
親友子女報讀本校。詳情可瀏覽本校網頁 http://www.laichack.edu.hk 或致電
本校 2721 3086 查詢。  
 

2. 有關暫停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 
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繼續惡化，政府宣佈將於 2020 年 12 月 2日暫停全港幼稚園及
中小學的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直至學校的聖誕假期開始。 
 
在暫停面授課堂期間，本校將採用混合模式學習，以網上實時課堂，配合不同的延續及
鞏固學習活動，讓同學在家中保持學習動力，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掌握資訊素養，學
習麗澤人「勤學、堅毅、謙和」的素質，建立良好的品德，全人發展，共建美好的未來。
詳細安排如下： 
(1) 網上實時教學時間表，依照半天 8 節時間表進行，上課時間為上午 8:10 至下午 1:05。

課堂代碼可參閱校網之上課時間表 https://www.laichack.edu.hk/TT/。 
(2) 網上課堂進行期間，每天點名時間為上午 8:10，請同學提前 5 分鐘登

入網上教室，班主任及科任老師會進行點名。若同學未能出席課堂，需
要按慣常程序預先致電回校告假。如同學無故未有參與網上課堂，校務
處會致電或通過 App 訊息通知家長跟進同學缺席網上課堂情況，以免同學錯失寶貴
學習機會。所有網上課堂均作考勤紀錄，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準時出席。 
a. 預備器材： 

同學需利用配備鏡頭、耳筒及麥克風的桌上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或智
能手機（由於同學需要於屏幕中觀看老師的講解，學校不建議同學使用屏幕太
小的裝置），並且準備寬頻或流動數據卡以讓電腦穩定地連接互聯網。 

        b. 展示容貌及穿著整齊校服上課： 
為使同學認真上課，以加強同學之集中力，加強歸屬感，認真看待網上課堂，
強化互動之果效，教學過程之中，同學須展示容貌及穿著整齊校服上課，讓老
師留意同學的上課情況，以建立課堂常規，提供即時的學習支援，並能關心同
學身心狀況。若有困難，請提交家長信，學校將個別作出支援。 

c. 學習評估： 
網上實時課堂將作正式上課計算，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認真學習，完成課業、
習作及各項評估。本校將會適時安排教學評估，以了解同學在網上實時課堂的
表現及成效，並影響持續性評估的分數。 

d. 支援措施： 
本校已透過不同途徑協助有需要同學增添電子設備及流動上網卡，如遇到特別
困難影響參與，請與本校聯絡。 

(3) 家長請提醒同學注重網上課堂態度及禮儀，留意資訊素養、尊重知識版權。 
(4) 同學應盡量留在家中，善用時間，平衡休息、學習及玩樂時間，作息有序，保持身

心健康。期望透過家校合作，讓同學在疫情下，仍然能夠繼續保持身心健康的生活
習慣，為回校上課作好準備。 

(5) 本校會沿用既有的網上學習平台，老師會適時向同學提供學習材料、互動網上評估
等，讓同學可以在家中自主學習，建議同學按上課時間表當天的課堂瀏覽及完成課
業，避免學習的進度落後。 

http://www.laichack.edu.hk/
https://www.laichack.edu.hk/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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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校一向重視同學從閱讀中學習，已參與香港教育城「e 悅讀學校計劃」，
同學可登入平台閱讀電子書，詳情瀏覽
https://www.laichack.edu.hk/www/lib。 
 
圖書館也參加了中國文化研究院舉辦「篇篇流螢」網上廣泛閱讀計劃
https://fireflies.chiculture.org.hk/，中一及中四級同學可於星期一至星期
五，閱讀有關歷史文化的文章，並完成任務。請家長於暫停面授課堂期
間，繼續鼓勵同學積極參與，培養同學恒常的閱讀習慣。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21 3086 與教務主任黃永能老師聯絡。 
 

3. 「上學期考試」 
原訂 2020 年 12 月 10日至 12 月 21 日之「上學期考試」將順延，直至恢復面授課堂首天
開始考試，請督促 貴子弟勤加溫習，在考試中獲取更卓越的成績，詳情稍後另行通告。
原訂之考試日期將全部進行網上實時課堂。 
 

4. 中六級課堂安排 
教育局理解家長十分關心中六級同學準備公開考試的情況，讓學校按校本需要作出安
排，本校將繼續安排面授課堂。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21 3086 與教務主任黃永能
老師聯絡。 
 

5. 聯課活動安排 
(1) 所有聯課活動安排將以網上實時形式進行，詳情將由專人個別通知。 
(2) 原訂 2020 年 12 月 21 日進行的中六級「畢業長跑」活動取消。 
 

6. 教師發展日 
2020 年 12 月 9 日為教師發展日，同學不用上課。 
 

7. 聖誕崇拜及聯歡會 
本年度聖誕崇拜及聯歡會將於 2020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二）舉行，已邀請永恒音樂事工
帶領 Eternity Music Ministry 帶領聚會，以網上實時進行。活動時間為上午 8:10 開始，同
學必須穿著整齊冬季校服參與活動。 
 

8. 聖誕及新年假期 
2020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 月 2 日為本校聖誕及新年假期，為讓同學能善用假期，
各科老師已為中一至中五級同學設計合適的假期作業，詳見 Google Classroom。希望家長
能督促 貴子弟分配時間，認真完成有關作業。願各位能得著聖誕所帶來的救恩和盼望。
祝聖誕快樂、新年蒙福！ 

 
9. 聖誕假期補課安排（附件 1） 

中六級同學於學校假期期間回校補課，必須穿著整齊冬季校服回校。如遇不適缺席，應
按校方要求的請假手續辦理。如有任何改動，將由專人個別通知。 
 

10. 家長校董選舉 
有關家長校董選舉，原訂由同學把載有選票的信封於 12 月 2 日前帶交班主任，現因暫停  
面授課堂的關係，更改為 12 月 1 日上午 8:10 - 8:35，點票日期為 12月 1 日下午 2:45。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21 3086 與家長校董選舉主任、家長教師會副主席鄧詩琪老
師聯絡。 

 
11. 上課日校舍仍保持開放 

在原定的上課日校舍仍保持開放，會有教職員當值，以便照顧家中乏人照顧而需要回校
的學童。本校已加強校園清潔和做足預防措施，以確保環境衞生。 
 

12. 加倍注意個人衞生 
在這疫情嚴峻的時期，家長及同學應加倍注意個人衞生，宜每天量度體溫，
自我監察健康狀況。避免外出，若要外出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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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laichack.edu.hk/www/lib
https://fireflies.chiculture.org.hk/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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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務事宜  
1. 中六級畢業考試及復課對卷安排（附件 2 至 3） 

(i) 中六級畢業考試將於 2021年 1月 18日至 29日舉行，有關考試資料請閱附件 2至 3。 
(ii) 2021年 2月 1日至 2月 26日將進行中六復課對卷，依照正常時間表上課。 

(iii) 由 2021年 3月 1日開始，中六級學生應留在家中溫習，或按學校上課時間回校溫習，
  準備應考「香港中學文憑試」。 

 
2. 「課後課程」事項（附件 4） 

下學期各類「課後課程」將於 2021 年 1 月 14日（星期四）開始，在上學期各課程的參
與者均會自動成為下學期的參與者（功課輔導班除外），家長無須另外報名，但同學如欲： 
(1) 退出課程：請於 2021年 1 月 8 日（星期五）或之前，將家長信交班主任，轉交教務         

部處理相關手續。 
(2) 新加入課程：請於 2021 年 1 月 8 日（星期五）或之前，將家長信交班主任，信中列 

明加入的課程名稱（參考附件 4），由班主任轉交教務部處理相關手續。 
 

三. 學生發展事宜 
1. 訓導事項 

(1) 放假期間，請家長多留意 貴子弟的活動，尤其是網上及家中的活動，提醒他們要
  謹慎交友，更要奉公守法。 

(2) 假期結束前，請家長提醒及嚴加督促 貴子女的校服儀容必須要合乎校方要求。 
 

2. 升學就業輔導事項 
(1) 中六級同學如在非學術範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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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可於 
12 月初 向升學就業輔導主任楊國民老師查詢或索取申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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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6 日。 

(2) 2021/22 學年內地高等教育展(網上博覽)，中六同學如有意了解本年度的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可於 2020 年 12 月 5 日至 12
月 11 日到網址 www.studymainland.hk 瀏覽。 
其他資訊可查閱：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 
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1/EXPO2020_Event_Program.pdf 

 
 
 

  本校會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及教育局公布的最新安排，有關開學前的各項特別安排或臨
時措施，敬請家長密切留意本校手機應用程式（App）的訊息。 
 
 

特此通告 
 

麗澤中學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潔明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 
 
 
 
 

http://www.studymainland.hk/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1/EXPO2020_Event_Program.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1/EXPO2020_Event_Progra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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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聖誕假期補課安排 

日  期 班  別 科 目 時段 課  室 負責老師 

23/12（三） S6 選修 中史 9:00am – 11:00am 306 彭有枝 

2/1（六） S6 選修 健社 8:10am – 01:00pm 104A 蔡麗芳 

 

                        

 

附件 4：下學期各類「課後課程」上課日期 

項 目 級 別 時 段 科 目 

加強課程 中三、四 

周六上午（共 11 次） 

16/1、23/1、30/1、27/2、6/3、13/3、10/4、17/4、

24/4、 8/5、 15/5 

英文 

數學 

調適課程 中一、二 

周六上午（共 11 次） 

16/1、23/1、30/1、27/2、6/3、13/3、10/4、17/4、

24/4、 8/5、 15/5 

英文 

功課輔導班  中一、二 

周二、四課後（共 15次） 

14/1、 19/1、 21/1、 26/1、 4/2、 4/3、 16/3、 18/3、

8/4、 13/4、 20/4、 27/4、 3/5、 6/5、 11/5 

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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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有關「十二月份通告」 

（請全體同學家長於 12 月 4 日或之前以電子方式回覆。） 

敬覆者： 

頃閱通告，知悉上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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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日 

 
 



麗澤中學 

2020-2021 年度中六級畢業考試時間表 

日期 18/1（Mon） 19/1（Tue） 20/1（Wed） 21/1（Thur） 22/1（Fri） 25/1（Mon） 26/1（Tue） 27/1（Wed） 28/1（Thur） 29/1（Fri） 

進入試場

時間 
8:10a.m. 8:10a.m. 8:10a.m. 

Examination 

Break 

在家溫習 

8:10a.m. 8:10a.m. 8:10a.m. 8:10a.m. 

Examination 

Break 

在家溫習 

8:10a.m. 

開考時間 8:25a.m. 8:25a.m. 8:25a.m. 8:25a.m. 8:25a.m. 8:25a.m. 8:25a.m. 8:25a.m. 

1st 

Session 

第一節 

English 
Language Paper 

1  
(Reading) 
(1h 30min) 

(Hall) 

中國語文 
卷一 

(閱讀) 
(1小時 30分鐘) 

(禮堂) 

通識教育 
卷一 

(2 小時) 
(禮堂) 

數學 
卷一 

(2 小時 15 分鐘) 
(禮堂) 

X1 卷一 

English 
Language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2h) 

(Hall) 

中國語文 
卷二 

(寫作) 
(1小時 30分鐘) 

(禮堂) 

X2 卷一 

Recess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  小息 

開考時
間 

10:25a.m. 10:25a.m. 10:55a.m. 11:10a.m. 參考下表 /  參考下表 

2nd 

Session 

第二節 

English 
Language Paper 

2  
(Writing) 

(2h) 
(Hall) 

中國語文 
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
力) 

(約 1 小時 40 分
鐘)  

(禮堂) 

通識教育 
卷二 

(1 小時 15 分鐘) 
(禮堂) 

數學 
卷二 

(1 小時 15 分鐘) 
(禮堂) 

X1 卷二   X2 卷二 

 

中六 考試地點 

卷一 卷二 
 

中六 考試地點 

卷一 卷二 

開考 

時間 
考試時間 

開考 

時間 
考試時間 

 

開考 

時間 
考試時間 

開考 

時間 
考試時間 

X1 

中國文學 

禮堂 

8:25am 2 小時 10:55am 2 小時 
 

X2 

中國歷史 

禮堂 

8:25am 2 小時 15 分鐘 11:10am 1 小時 20 分鐘 

歷史 8:25am 1 小時 45 分鐘 10:40am 1 小時 30 分鐘 
 

地理 8:25am 2 小時 30 分鐘 11:25am 1 小時 15 分鐘 

生物 8:25am 2 小時 30 分鐘 11:25am 1 小時 
 

化學 8:25am 2 小時 30 分鐘 11:25am 1 小時 

物理 8:25am 2 小時 30 分鐘 11:25am 1 小時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8:25am 1 小時 15 分鐘 10:10am 2 小時 15 分鐘 

旅遊與款待 8:25am 1 小時 30 分鐘 10:25am 1 小時 15 分鐘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8:25am 2 小時 10:55am 1 小時 45 分鐘 

Teacher
Typewritten Text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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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畢業考試考試模式 

 

 

中國語文 

卷一：閱讀能力 

 時限：1小時30分鐘 

 考核能力：本卷主要考核考生的閱讀能力，包括理解、分析、感受、鑑賞、運用不

同策略等能力。 

 考核形式：試卷分甲、乙兩部分。甲部考核指定的文言經典學習材料。乙部擷取若

干課外篇章設問，文白兼備。全部試題均須作答。設題方式包括問答、選擇、填

表、填充等。 

 

卷二：寫作能力 

 時限：1小時 30分鐘 

 考核能力：本卷主要考核考生構思、表達、創作等能力。 

 考核形式：設題方式或命題，或指定情境，並提供選擇。試卷要求考生寫作長文一

篇，或短文二至三篇，字數視題目要求而定。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時限：約 1小時 30分鐘 

 考核能力：本卷主要考核考生的聆聽及綜合能力，包括理解、審辨、組織、文字表

達等能力。 

 考核形式：試卷設一段錄音及若干閱讀材料，供考生回答問題，並完成寫作任務，

全部試題均須作答。 

 

  

Teacher
打字機文字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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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Paper 1 Reading 

Duration: 1 hour 30 minutes 

Question Types: - Part A – Compulsory Part 

- Part B – Section 1 (easier) 

- Part B – Section 2 (more difficult) 

Remarks: - Students should answer all questions in Part A and choose EITHER 

section 1 OR section 2 in Part B. 

Paper 2 Writing 

Duration: 2 hours 

Question Types: - Part A: Write about 200 word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 Part B: Write about 400 words on ONE out of eight topics, each 

based on one of the eight modules in the Elective Part of the 

curriculum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Duration: 2 hours 

Question Types: - Part A – Listening tasks 

- Part B – Section 1 (easier) 

 Integrated liste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asks 

- Part B – Section 2 (more difficult) 

Integrated liste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asks 

Remarks: - Students should answer all questions in Part A and choose EITHER 

section 1 OR section 2 in Part B. 

 - Students are advised to use a pencil for Part A and a pen for Part B 

Paper 4 Speaking (Cance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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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試卷一 (佔全科 65%) 

 甲(一)部：短題目(35分)，八題至十一題簡易問題。 

 甲(二)部：中題目(35分) ，四題至七題較難問題。 

 乙部：長題目(35分) ，四題至七題問題。 

 時限 2小時 15分鐘 

 

試卷二 (佔全科 35%) 

 多項選擇題 

 甲部：30題 

 乙部：15題 

 時限 1小時 15分鐘 

 

考試規則 

 試卷內的插圖未必依照比例繪成。 

 學生可用計算機協助計算，但各扼要的計算步驟仍須清楚列明，才可獲得滿

分。 

 除特別指明外，須詳細列出所有算式。 

 除特別指明外，數值答案須用真確值，或準確至 3位有效數字的近似值表示。 

 計算機型號必須符合香港考評局要求，並印有「H.K.E.A.A. APPROVED」標

籤。 

 使用 HB鉛筆作答卷二。 

 

 

 

通識教育 

試卷一：資料回應題，共三題，必答。 

           每題 14分。 

考試時間 2小時。 

  

試卷二：延伸回應題，共三題，選答一題。共 20分。  

           考試時間 1小時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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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 

一 考試範圍 

必修單元：甲部  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 

必修單元：乙部  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 

選修單元五  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二 考試模式：全卷分卷一及卷二 

1. 試卷一 (佔總分 70%) 

 考核必修單元課程。全卷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必答題，兩題選答一題， 

  佔 40分；第二部分分甲、乙兩部，各設三題，考生從六題中選答兩題， 

  每題佔 25分，共答三題。全卷總分為 90分。 

 時限 2小時 15分鐘 

 

2. 試卷二 (佔總分 30%) 

 考核選修單元五課程。全卷設三題，考生須選答兩題。每題佔 25分，全卷總分為 50

分。 

 時限 1小時 20分鐘 

 

 

 

 

 

歷史 

一 考試範圍 

主題甲 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主題乙 二十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 

 

二  考試模式 

1. 本科畢業試設兩卷。                                                         

2. 卷一佔總分百分之六十，考試時間為一小時四十五分鐘。卷一設四題歷史資 料題，考                                                                                                            

生可選答任何三題。範圍涵蓋課程必修部分。試題內容乃根據不同形式之歷史資料，包

括文獻、統計數據、地圖、漫畫及照片。  

3. 卷二佔總分百分之四十，考試時間為一小時三十分鐘。試卷設七題論述題，考生可選答

任何兩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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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一.  考試範圍 

 整個文憑試課程 

 卷一： 

C1 機會與風險 

C2 管理河流與海岸環境 

C3 轉變中的工業區位 

C4 建設可持續發展城市 

C5 對抗饑荒 

C6 消失中的綠色樹冠 

C7 氣候變化 

實地考察為本題目 

地圖閱讀技能 

 卷二： 

E9 天氣與氣候 

E11 珠江三角洲區域研究 

 

二.  考試模式 

考試共分兩卷。卷一為必修部分，卷二為選修部分。 

 

卷一  （考試時限為 2小時 30分鐘，佔全科 75%分數） 

 甲部：  多項選擇題（共 20題必答題，佔 24%） 

 乙部：  實地考察為本題目及數據 / 技能為本 / 結構式問題 

（5題選答 2題，每題 18分，佔 39%） 

 丙部： 短文章式問題（3題選答 1題，每題 12分，佔 12%） 

 

卷二  （考試時限為 1小時 15分鐘，佔全科 25%分數） 

 丁部： 數據 / 技能為本 / 結構式問題（4題選答 1題，每題 18分，佔 15%） 

 戊部： 短文章式問題（4題選答 1題，每題 12分，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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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試卷一 

 時限：2小時 30分鐘 

 甲部：選擇題(33分)：33題，每題 1分 

 乙部：結構題(84分)  

試卷二 

 時限：1小時 

 選擇題(16分)及結構題(20分)：考生須作答丙和丁兩部中的全部試題。 

 

 

 

 

化學 

試卷一 

 時限：2小時 30分鐘 

 內容：主要考核課題 1-12 

 甲部：選擇題(36分)：36題，每題 1分 

 乙部：結構題(84分)，有*號標記的試題，將有一分給予達致有效傳意的答案。 

試卷二 

 時限：1小時 

 內容：主要考核課題 13-15 

 結構題(40分)：試卷分為甲和乙兩部。考生須作答全部試題 

 

 

 

生物 

卷一： 

甲部：選擇題，共 36題，每題 1分，共 36分 

乙部：問答題，共中一題為評論題，共 84分 

全卷 120分。 

時間：2小時 30分鐘。 

卷二： 

問答題：試卷分為甲和乙兩部。考生須作答全部試題。  

每部佔 20分。 

全卷 40分。 

時間：1小時 

注意事項：請帶備 HB鉛筆完成甲部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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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與款待科 

一   考試範圍  

 課程全部  

(一 )  旅遊導論  (新增 :會議、獎勵、商務、展覽 ) 

(二 )  款待導論  

(三 )  地理名勝  (新增 :主題公園 ) 

(四 )  客務關係及服務  

(五 )  旅遊與款待業趨勢及議題  

 

二   考試模式  

考試共分兩卷。  

 

試卷一   (45%) 

 甲部：  選擇題 30 題                    

 乙部：  資料回應題 3 題選答 2 題  

 時限：  1 小時 30 分  

 

試卷二   (55%) 

 論述題 :  5 題選答 2 題  

 時限：  1 小時 15 分  

 

 

中國文學 

考試範圍 1 文學常識 

課本第一至第四冊 (天行教育出版社) 

 

2 指定篇章 

課本第一至第四冊 (天行教育出版社) 

 

考試模式 1.  試卷一  文學創作 

    佔全科總分百分之三十四，考試時間為兩小時。 

    文章寫作共擬兩題，考生任擇其一，作文一篇，文白不拘，字數不限。 

 

2.  試卷二  文學賞析 

   佔全科總分百分之六十六，考試時間為兩小時。 

   試題結合本科「課程及評估指引」所列舉之指定作品與課外作品設問。 

   全卷共設四題，各題分額相同，考生選答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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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形式 卷一：必修部分 卷二：選修部分 

總分 90分（40%） 80分（60%） 

考核部分 選擇題（60分） 短題目（24分，必答） 

短題目（30分） 應用題（36分，2選 1） 

 個案題 （20分，2選 1） 

考試時間 1小時 15分鐘 2小時 15分鐘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形式 卷一：必修部分 卷二：必修及選修部分 

總分 80分（57%） 60分（43%） 

考核部分 短答題（32分） 短答題（24分，必答） 

結構題（48分） 議論題（36分，3選 2） 

考試時間 2小時 1小時 45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