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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年度十一月份通告                   2021通告 44 
 

一. 校務事宜 
1. 本校將於 2021 年 12月 7 日至 2021 年 12月 1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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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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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級同

學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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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同學照常上課。 

 
2. 為讓中三級同學能認識自己的能力和興趣，繼而發展個人潛能，為將來探索事業的方向，

同時了解本校高中開設的科目、升讀大學等條件，本校教務部及升學就業輔導委員會於
2021 年 11 月 19 日（B5），第 7 及 8 節課堂，安排中三級同學參與選科講座，並於當日
派發選科資料手冊，以作參考。 

 
3. 「同樂日」事宜 
 為豐富同學的校園活動，加強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促進參與活動籌辦同學的團隊合作、

活動組織能力，提升自信，本校聯課活動社團設計遊戲及手工藝製作等，於 2021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在本校舉辦「同樂日」活動，當日以「遊戲到會」形式到各班
進行活動。中一至中六級同學須於當日上午 8:10 穿著整齊學校運動服回校，於上午 11:45
放學。 

 2021 年 11 月 19 日（B5）下午為「同樂日」活動籌備日，當日各級將於下午 1:05 放學。
個別部份負責遊戲製作及布置工作的同學需於下午回校，稍後將收到學校發出的家長函
件通知，籌備活動至下午 4:00，請各位家長留意。 

 
4. 家長教師會事宜 

(1) 本年度法團校董會之家長校董選舉，投票工作已經完成，恭賀鍾明慧女士當選家長
校董，陳巧華女士當選為替代家長校董。 

(2) 為增進家校合作及親子關係，本會將於 2021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五）舉辦第一次「家
長鬆一 ZONE」家長及親子活動，主題為「網絡尋『謎』家長工作坊」，詳情見家長
教師會函件（五）。 

 
 
二. 教務事宜 
1. 中一至中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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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aichac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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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升級或畢業標準及出席率事項 
教務部重申，本校一直以來關注同學行為與學習表現，設有升留級政策。同學應知努力
學習，以符升級要求。此外，各級同學的出席率必須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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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香港教育城學生獎勵計劃 2021/22（附件 5） 

為鼓勵學生自學，本校已為學生報名參加由香港教育城舉辦的一系列學生獎勵計劃，主
題為「成就在線紀錄 樂享每個自學瞬間」（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
計劃包括中文狀元挑戰計劃、創作獎勵計劃、TVNews 獎勵計劃、閱讀約章獎
勵計劃、閱讀挑戰計劃及「通識達人」網上挑戰計劃，希望讓學生透過有趣
的遊戲、短片、練習等，輕鬆增進學科知識。各計劃均設有學生獎項和豐富
獎品。計劃於 10 月展開，現誠邀 各位家長支持此計劃，鼓勵及督促 貴子
弟積極參與，完成練習及遊戲。詳情見附件 5。如有查詢，請致電 2721 3086 與副校長
楊國民老師聯絡。 

 
 
三. 學生發展事宜 
1. 學生支援事項 

為配合高中畢業的各項事務開支，校方將收取每位中五級同學350元（分期繳交：2021
年11月份150元、2022年1月份200元）。請中五級同學將適當款項連同通告回條交給班主
任（重讀生不用再繳費）轉交校務處。 
 

2. 訓導事項 — 更換冬季校服安排 
(1) 2021 年 11 月 2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6 日是自由換穿冬季校服的日子，請同學及早準
備。2021 年 11 月 29 日起，同學必須穿著整齊的冬季校服回校上課。請家長督促 貴
子弟準備稱身的冬季校服。 

(2) 由 2021 年 11 月 29 日開始，除考試日子外，所有課室的空調將會關閉，請同學注意
衣著的增減。 
 

3. 升學就業輔導事項 — 台灣升學資訊 
2022 台灣高等教育展將於網上「2022 臺灣高等教育線上博覽會」進行，其中
「線上直播講座」單元，將邀請台灣各大學解答香港師生赴台升學常見問題
及相關主題，獲取更多的升學資訊，歡迎同學自行瀏覽。 
網址：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from/hongkong 

 
特此通告 
 

麗澤中學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潔明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
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from/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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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中一至中三級中國語文科說話能力考核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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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級 
12 月 10 日 
（星期五） 

上午 10:55 至約下午 12:05 301, 302, 309, 310 二樓課室 

 

1. 中三級同學必須準時出席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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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同學應帶備溫習材料，於報到室安靜等候，預備考試。 

3. 所有同學必須遵守防疫指引，否則可被取消考試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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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級 
12 月 13 日 

（星期一） 
上午 11:00 至約下午 12:35 206, 207 

二樓, 三樓
課室 

中四級 課堂進行（由任課老師安排） 

中五級 
12 月 9 日 

（星期四） 
上午 10:25 至約中午 12:00 406, 407 

四樓, 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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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須帶備文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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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中三及中五同學會獲發「英語口試應考證」（English Oral Exam Admission Slip），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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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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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須應考口試的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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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小食部等候的同學，亦須留意報到時

間，按時自行前往「報到室」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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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香港教育城學生獎勵計劃 2021/22 

 

計劃名稱 組別 簡介及網頁 

中文狀元

挑戰計劃 

初級程度（小四至小六） 

中級程度（中一至中三） 

高級程度（中四至中六） 

完成有趣的語文練習及遊戲，持續增進中

文能力及知識。 

https://www.hkedcity.net/ 
studentscheme/zh-hant/chinesemaster 

創作獎勵

計劃 

小學組（小一至小六） 

中學組（中一至中六） 

發揮創意，創作小說、故事、隨筆、圖文

等作品投稿。 

https://www.hkedcity.net/ 
studentscheme/zh-hant/eworksscheme 

TVNews
獎勵計劃 

初級程度（小四至中三） 

高級程度（中四至中六） 

觀看新聞及多元化題材影片並完成網上挑

戰，提升英語能力。 

https://www.hkedcity.net/ 
studentscheme/tvnews 

閱讀約章

獎勵計劃 

小學組（小一至小六） 

中學組（中一至中六） 

廣泛閱讀，享受閱讀，以閱讀帶動寫作，記

錄個人化閱讀歷程。 

https://www.hkedcity.net/ 
studentscheme/zh-hant/readingcontract 

閱讀挑戰

計劃 

初級程度（小一至小六） 

高級程度（中一至中六） 

參與遊戲化挑戰，培養閱讀興趣並提升閱讀能力。 

https://www.hkedcity.net/ student 
scheme/zh-hant/readingchallenge 

「通識達

人」網上

挑戰計劃 

初級程度（中一至中三） 

高級程度（中四至中六） 

透過通識網上學習材料和練習，鞏固對通識

概念和議題的認識。 

https://www.hkedcity.net/ 
studentscheme/zh-hant/ls 

 所有計劃費用全免。學生的練習、遊戲成績和投稿數量將由系統自動記錄，最佳成績學

生將有機會獲得獎項。 

 所有參與的學生，均可由初中生活科技科或班主任發放的香港教育城帳戶登入計劃網

頁，如有查詢，可與副校長楊國民老師聯絡。 

 於計劃期間，可於學校網頁（http://www.laichack.edu.hk）連結進入以上計劃網頁。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chinesemaster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chinesemaster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eworksscheme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eworksscheme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tvnews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tvnews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readingcontract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readingcontract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readingchallenge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readingchallenge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ls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ls
http://www.laichac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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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有關「十一月份通告」 

（請中五級同學家長於 11 月 12 日或之前以電子方式回覆， 

並請同學將第一期高中畢業費用交回班主任，轉交校務處。） 

 

敬覆者： 

    頃閱通告，知悉上述事項，並連同第一期高中畢業費用$150 交回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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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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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有關「十一月份通告」 

（請中一、二、三、四、六級同學家長於 11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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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