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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22年度三月份通告                 2021通告 70 

 

一. 校務事項 School Affairs 

1. 假期調動 Swapping of Vacation 

目前本港 2019 冠狀病毒病第五波疫情極為嚴峻，為配合特區政府開展大型的全民檢測計

劃，教育局安排學校原定 7 月、8 月的暑假將會調整，並於 2022 年 3 月、4 月期間放取

原定的暑假（下稱「特別假期」）。就上述情況，本校有以下校本安排，敬請留意： 

(1) 2022 年 3 月 14 日至 2022 年 4 月 20 日為特別假期、清明節假期及復活節假期。教育

局安排學校在特別假期期間，校舍不會像過往進行網課期間般保持開放。為減低感染

風險，在特別假期及暫停面授課堂期間，家長應盡量安排子女留在家中。 

(2) 復活節假期後，即 2022 年 4 月 21 日暫定恢復網上實時課堂，至於實際安排仍需視乎

疫情及公開試人手作整體考慮，詳情容後公布。 

(3) 2022 年 5 月 3 日暫定恢復面授課堂。至於實際安排仍需視乎教育局及衞生防護中心

公布之最新情況再作考慮，詳情容後公布。 

(4) 2022 年 8 月 8 日至 2022 年 8 月 24 日為暑假。 

如有任何查詢或需要協助，歡迎致電 2721 3086 與蔡麗芳副校長聯絡。 

 

2. 中一至中五級統一測驗 S.1 to S.5 Uniform Test（附件 1 及 2） 

(1) 中一至中五級統一測驗原定 2022年 3月 21日至 2022年 3月 23日舉行，因疫情關係，

延期到恢復面授課堂時進行，暫定為 2022 年 5 月 4 日至 2022 年 5 月 6 日，敬請家長

留意。是次統一測驗佔全年成績百分之十五，務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安排時間溫習。 

(2) 有關統一測驗時間表及各科測驗範圍，請閱附件 1 及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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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根據教育局指引，受強制檢測人士應盡可能在確定檢測結果前留在其居

住地點或私人處所，並避免到其他處所。任何人士於接受強制檢疫期間，均不得離開

指定的檢疫地點，亦不得進入校舍。如因為受強制檢測或確診影響而無法參與統一測

驗的個別同學之家長應立即通知本校，本校將作出特別安排，並按照慣常考試規則辦

理。因特別事故缺席考試，得訓導主任及教務主任同意，試分可根據常分參照作評估。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21 3086 與楊國民副校長聯絡。 

 

3. 下學期考試 2nd Term Examination 

中一至中五級下學期考試原定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13 日舉行，暫定延期到

2022 年 6 月 2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恢復面授課堂時進行，敬請家長留意。 

 

4. 2022/23 年度開學日期 First Day of School 

為讓同學有更充足的學習時間，新學年各級同學將提早於 2022 年 8 月 25 日（星期四）

開始，按上課時間表 B4 上課，同學必須穿著整齊夏季校服回校。 

 

 

http://www.laichac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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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復活節崇拜 Easter Worship 

復活節崇拜以網上錄像形式舉行，請同學將於 2022 年 4 月 8 日或其他合適的時間瀏覽網

上錄像片段。復活節崇拜已邀請王日朗先生見證，王先生曾任職魔術師，經歷疫情的影

響，他成為一位送餐員，並願意順服神，聽從神的指引，透過王先生的見證，與同學分

享上帝的真理，也希望讓同學明白在這多變的世代，要好好裝備自己，領受上帝奇妙且

珍貴的恩典，盼望各位能信主得救，祝大家主恩滿溢。 

 

6. 學校假期 School Holiday 

2022 年 3 月 4 日（星期五）為「教師發展日」學校假期，學生放假一天。 

2022 年 5 月 2 日（星期一）為勞動節翌日假期。 

2022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為佛誕翌日假期。 

 

7.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1) 政府實施「疫苗通行證」防疫政策，學校的所有到訪者於 2022 年 2 月 24 日起須出示

至少已接種第一劑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的記錄，2022 年 4 月 21 日後須出示至少已

接種第二劑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的記錄，方可進入校園。學生進入學校範圍，則可

獲豁免。 

(2) 疫情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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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發燒、出現呼吸道感染徵狀或突然喪失味覺或嗅覺的同學，請盡早求醫。

2019 冠狀病毒病資訊請瀏覽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 

(3) 本校會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衞生防護中心及教育局公布的最新安排，有

關各項特別安排、臨時措施或最新安排（如面授課堂），敬請家長密切留意本校手機

應用程式（App）的訊息。 

 

8. 正向家長運動 Positive Parent Campaign（附件 3） 

教育局於 2018 年設立了一站式家長教育網頁「家長智 Net」（http://www.parent.edu.hk/），

發放支援學生身心發展的重要資訊，包括親子關係、管教技巧、家長情緒管

理等。詳情請閱附件 3。 

 

二. 教務事項 Academic Affairs 

1. 各級升級 / 畢業標準 Promotion &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級  別 升級 / 畢業 標準 

中一級至中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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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級至中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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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各級學生出席率必須超過 2/3 上課日數（包括網上課堂），才獲准參加學期考試。 

    (2) 學期末設「補考」及「留級」機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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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三級「高中課程發展」講座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eminar for Parents (S.3) 

中三級同學即將升讀高中課程，為使家長及同學對選科安排有更清晰了解，教務部與升學

就業輔導委員會已在上學期進行學生選科講座，惟因疫情嚴峻，原定於 2022 年 3 月 11 日

（星期五）晚上的「高中課程發展」講座改為網上錄製形式，視像片段稍後上載於學生的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
http://www.paren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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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硬碟 Google drive（https://bit.ly/3I1FKrw）內，講座內容包括： 

   教育局優化核心科目簡介 

   如何輔導子女選擇合適的選修科目 

   家長對 2022-23 年度中四級開設選修科意向調查 

中三級家長稍後於 2022年 3月 14日至 2022 年 3月 16日期間經本校手機應用程式（App）

收到意向調查，煩請依時完成，謝謝。 

 

三. 學生發展 Student Development Affairs 

1. 輔導事宜 - 親子正向溝通的方法 Counselling Notice –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附件 4） 

鑑於本港疫情嚴峻，同學現正留家進行網上實時課堂，與家人相處時間增加，磨擦及衝突

有時在所難免。學校為關心同學的學習及情緒的需要，駐校社工已為家長製作了一份通訊

手冊，請閱附件 4。內容是有關親子正向溝通的方法、使用電子設備方案和家長管教小錦

囊等，希望給家長作參考之用。 

 

2. 訓導事宜 - 更換夏季校服安排 Discipline Notice – Change to Summer Uniform 
(1) 由 2022 年 3 月 21 日起，同學可自由換穿冬季或夏季校服。由 2022 年 4 月 4 日起，
所有同學必須穿著整齊的夏季校服上課（包括所有網上課堂及活動）。 

(2) 由 2022 年 3 月 21 日開始，學校的空調將全面開啟，請家長留意。 
 

特此通告 
 

            麗澤中學校長 
 

 
 
 
                                              
                  李潔明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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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通告覆函  

（請中一至中五級同學家長於 3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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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               二零二二年三月      日 

https://bit.ly/3I1FKrw


麗澤中學   中一至中五級統一測驗時間表（2021-2022） 
中一級至中三級 

日期 4／5（星期三） 5／5（星期四） 6／5（星期五） 

歸座 8:10 a.m. 8:10 a.m. 8:10 a.m. 

班主任時間 8:15 a.m.－8:30 a.m. 8:15 a.m.－8:30 a.m. 8:15 a.m.－8:30 a.m. 

第一節 

（測驗時間） 

中國歷史 

（8:35 a.m.－9:10 a.m.） 

數學卷二 

（9:15 a.m.－9:45 a.m.） 

綜合人文 

（8:35 a.m.－9:45 a.m.） 

科學 

（8:35 a.m.－9:45 a.m.） 

小息 9:45 a.m.－10:00 a.m. 9:45 a.m.－10:00 a.m. 9:45 a.m.－10:00 a.m. 

歸座 10:00 a.m. 10:00 a.m. 10:00 a.m. 

第二節 

（測驗時間） 

數學卷一 

（10:05 a.m.－11:15 a.m.） 

ENG 

（10:05 a.m.－11:15 a.m.） 

中文卷一 

（10:05 a.m.－11:15 a.m.） 

小息 11:15 a.m.－11:25 a.m. 11:15 a.m.－11:25 a.m. 11:15 a.m.－11:25 a.m. 

歸座 11:25 a.m. 11:25 a.m. 11:25 a.m. 

第三節 

（測驗時間） 

生活科技 

（11:30 a.m.－12:40 p.m.） 

ENG（Writing） 

（11:30 a.m.－12:40 p.m.） 

中文卷二 

（11:30 a.m.－12:40 p.m.） 

中四級 

日期 4／5（星期三） 5／5（星期四） 6／5（星期五） 

歸座／集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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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主任點名， 

學生於廣播結束後前往試場 

班主任點名， 

學生於廣播結束後前往試場 
班主任時間 

第一節 

（測驗時間） 

X1 

（8:35 a.m.－9:45 a.m.） 

X2 

（8:35 a.m.－9:45 a.m.） 

公民與社會發展 

（8:35 a.m.－9:45 a.m.） 

小息 9:45 a.m.－10:00 a.m. 9:45 a.m.－10:00 a.m. 9:45 a.m.－10:00 a.m. 

歸座 10:00 a.m. 10:00 a.m. 10:00 a.m. 

第二節 

（測驗時間） 

數學 

（10:05 a.m.－12:05 p.m.） 

中文卷一及卷二 

（10:05 a.m.－12:20 p.m.） 

ENG 

（10:05 a.m.－12:05 p.m.） 

小息 / / 12:05 p.m.－12:20 p.m. 

歸座 / / 12:20 p.m. 

第三節 

（測驗時間） 
/ / 

X3 

（12:25 p.m.－1:35 p.m.） 

中五級 

日期 4／5（星期三） 5／5（星期四） 6／5（星期五） 

歸座／集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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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主任點名， 

學生於廣播結束後前往試場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點名， 

學生於廣播結束後前往試場 

第一節 

（測驗時間） 

X2 

（8:35 a.m.－9:45 a.m.） 

通識 

（8:35 a.m.－9:45 a.m.） 

X1 

（8:35 a.m.－9:45 a.m.） 

小息 9:45 a.m.－10:00 a.m. 9:45 a.m.－10:00 a.m. 9:45 a.m.－10:00 a.m. 

歸座 10:00 a.m. 10:00 a.m. 10:00 a.m. 

第二節 

（測驗時間） 

中文卷一及卷三 

（10:05 a.m.－12:05 p.m.） 

ENG 

（10:05 a.m.－12:05 p.m.） 

數學 

（10:05 a.m.－12:05 p.m.） 

 

中四及中五級選修科統一測驗地點 

中四 地點 

X1 

化學 401室 

中國文學 409室 

地理 402室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410室 

X2 

生物 401室 

歷史 409室 

旅遊與款待 410室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402室 

X3 
物理 410室 

中國歷史 401室 

 

中五 地點 

X1 

中國文學 406室 

歷史 407室 

生物 404室 

物理 403室 

旅遊與款待 408室 

X2 

中國歷史 407室 

地理 406室 

化學 404室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403室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408室 

 
備註： 

（1）所有測驗不設早退，不可提前交卷離開。 

（2）中四級統測第一天和第二天、中五級統測第一天和

第三天第一節為 X1和 X2科目的測驗，當天早上

學生須於點名及廣播結束後馬上前往指定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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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及附件二 

LAI CHACK MIDDLE SHOOL 

麗澤中學 

 

2021-2022 年度 

S.1 to S.5 Uniform Test 

中一至中五級統一測驗資料 

 

  
S.1 

中一 

S.2 

中二 

S.3 

中三 

S.4 

中四 

S.5 

中五 

Timetable 

考試時間表  

Scope 

考試範圍及溫習重點      

 

資料可於學校網頁瀏覽，或點選以上連結查閱。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openInIFrame.aspx?ct=customPage&webPageId=221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openInIFrame.aspx?ct=customPage&webPageId=221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2122_UT/TT.pdf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2122_UT/S1.pdf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2122_UT/S2.pdf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2122_UT/S3.pdf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2122_UT/S4.pdf
https://www.laichack.edu.hk/CustomPage/221/202122_UT/S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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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駐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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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五駐校

���
星期⼀⾄四駐校

協助學⽣發展���促�個⼈健�成⻑�幫助

�們�得���合宜的學校���建⽴和�的

⼈�關���引��們關⼼社會

協助學⽣��個⼈�家庭�學校�⼈�關��

學�問題

加強學⽣�家庭�學校�社會之間的�繫

服��圍

�絡⽅法

服����⽬�

�港基督�服��
學校社會⼯作服�

�澤中學
家⻑�訊

學校社⼯介紹

   ⼤家��我��   
           學校社⼯�       

輔���詢�轉介服�

�辦⼤型�⼩型活動

協�和組織校�社��源

服��間�星期⼀⾄五 9:00am - 5:45pm
學校�話�2721 3086
�構�話�2389 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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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單直���楚具�的��

＞可�合相關⼯具�

     ��扼��讓⼦�明⽩家⻑的�求

「�你10�鐘�����之�出來

 ���」

3.理�⼦��受並作出回應

＞理��受建⽴關���同��楚表�期�

「知�你放學��想抖下�但我�都協議

     ��屋企��先沖涼���衛⽣ 。 」

4.給予即�的正⾯回應

＞利⽤正⾯的字眼��語⾔的⿎� 

     (�����加強⼦�的正⾯⾏為)

「��你幫⼿照����讓我可�抖抖�」

1.�⼦�專注��才向��話

＞協助⼦�先專注�才更�效掌握�話的�容

「�你�⼀�我先�我�⼀⿑傾下星期⽇

     的���」

 家⻑�訊

�港基督�服��    學校社會⼯作服�

�澤中學

�⼦正向溝��⼦正向溝�  

（��參考⾃��局《�在家 �學易》��）

疫�期間�家⼈相��間⻑了����覺難�溝��

不��試�下�效溝�⼩貼⼠�

YouTube �不同的
在家�動影��家
⻑�⼦�可��擇
�合⾃⼰的影��
跟��師⼀�做�
當�⼤家�做⾜�
���免拉傷�

⾁�

做�動

 家⻑可�⼦�
⼀��購課�
書�����
段�間可�⼦
�⼀同�讀�

�讀課�書

�⼦�⼀同�擇
�興�的�影在
家�看���擇
的是�語�影�
⼦��可加強�
��語�⼒�

睇�影

家⻑平�可��於
⼯作�⼦�亦�於
學��沒�太��
間⼀同享受下廚
�����段�間
可⼀同下廚�製作
⼀�平�想吃的�
⾊��品�

烹�活動

⼦�於停課期間除了使⽤�話��留在家

中家⻑可⿎�或�⼦�⼀同做���



智��話�⼿�應⽤�式早已滲��少年⼈的⽣活��群年

輕⼈往往�不�⼿�因為不論���社交�學���⼦裝置

�佔�着重�的�位��⾒���我們想��<<家⻑�訊

>>�家⻑�享⾯對⼦���⼿�的�訊�⼩錦囊��別是因

為疫�⽽停課的�間�陪伴⼦�⼀同⾯對成⻑的挑戰�

 家⻑�訊

�港基督�服��   學校社會⼯作服�

�澤中學

⾯對⼦�於停課期間使⽤�話之⾯對⼦�於停課期間使⽤�話之  
家⻑��⼩錦囊家⻑��⼩錦囊  

�者的話 

⼦�的成⻑����⼦溝�⼩貼⼠

��來源�「APP 世代」家⻑��攻略

初中� 
⼦�����朋��同��⼈����定

家⻑⾓⾊�明⽩⼦�使⽤⼿�上���的成⻑�

                          ��引�⼦�建⽴健�上�的�慣

�⼦貼⼠： 

                    ● 了�⼦�的�上活動�讓⼦�知�⽗⺟ 

                           明⽩�們的����受

                    ● �⼦�協��⽴約使⽤�間�並於討論期

                          間讓⼦���表��們的���意⾒�共 

                          同訂定具�細��檢討⽇期��定��� 

                          的合理�果並確切執⾏

                    ● �⽗⺟於����到憤��先��⾃⼰�

                          ����求專�⼈⼠協助.  

 ⾼中� 
⼦�����得�重��⾃由��間

家⻑⾓⾊��開放�度�建⽴�效的溝�和互信

�⼦貼⼠： 

                    ● 了�⼦�使⽤⼿�的⽤��提���

                          ⼩⼼�理個⼈私�

                    ● 主動了��少年�絡⽂�

                    ● �重⼦�的意願�不強⾏介�⼦�的

                          �上活動

                    ● �了��上危���交友陷阱��絡 

                          欺�����事�⼿�⼦��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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