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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訊 

校 

長 

的 

話 

               拿出勇氣來          馬玉娟校長 

某天早上，我閱讀了一段有關耶穌被捉拿時的經文，耶穌面對到來捉拿祂的

人，他毫不迴避，勇敢地表明自己就是他們要捉拿的人；當耶穌被拿住後，祂

的門徒西門彼得因害怕就三次不認主。我在想當我們面對危難時，我們是否能

像耶穌有這份勇氣去面對，還是像彼得因怯懦而逃避。 

早前台北發生一宗捷運傷人血案，事件中有一位勇敢制伏凶徒的英雄，他是位

基督徒。記者問他：「為甚麼你有勇氣面對歹徒？」他謙虛地說自己沒這樣偉

大，更回應：「因為基督在我心裡，我就沒那麼怕，當下是非常氣，因為殺那

麼多人。」但願我們都能勇於面對生活上的難題，只要相信我們作的是對的事

情，就沒有甚麼可懼怕的了。 

勇於面對自己的弱點，不斷自我完善 

學校在這個學年裡，推行了多項鼓勵同學追求進步的計劃，其中一項是別具意

思的「自我完善計劃」，計劃目的在讓同學反思自己的弱點，然後訂下改善目

標、自我完善，達到目標的同學會獲學校嘉許。在頒獎禮上，我定睛看著每位

同學所列出的弱項，更看著他們的改善目標，喜見有些同學以改善學業為目

標，級名次躍進數十名；有些新來港同學以說好廣東話為目標，又有些以說好

英語為目標。負責的老師說這是歷年最多人達標的一次。能有勇氣面對自己的

弱點，超越自我，追求進步，已是成功的第一步。 

勇於接受自身的限制，持定目標毅然前行 

在一個早會上，一位老師分享現代版的龜兔賽跑故事，兔子天生跑得快、跳得

高，卻因被外在環境所吸引，以致未能專注於面前的目標；烏龜背著重重的

殼，緩步前行，但因專心一意，心無旁騖，結果還是先到終點。盼望同學能有

勇氣接受自己的限制，又能發揮自己的優勢，專注於眼前最重要的目標，在不

同的領域裡努力學習，敢於面對不同的挑戰。 

勇於投入群體生活，展現學習成果 

每逢星期二為英語日，英文科老師特意安排各班同學輪流於午間參與 Fiesta，

這是一個推動學生學習英語的平台，同學以不同形式演示他們的學習成果，包

括合唱動聽的英文歌曲、播放有趣的英語廣播劇、舉行學習英語的攤位遊戲及

欣賞水準極高的英語話劇等。有一個下午，我欣賞了中二某班的話劇比賽，他

們負責編劇、設計道具及排練等，我很欣賞他們認真的演出，他們手上並沒有

任何「貓紙」，卻說得一口流利英語。除了他們，其餘各班的同學也勇敢地站

出來，為作為班中的一分子而努力付出，明白群體生活也是學習的一部分，我

除了看見學習成果外，更感受到和諧共融的學習氛圍。 

日子如飛而過，將近學期終結之時，希望同學勇於面對學習的難點，敢於突破

重圍，盡力預備期末考試。最後送給大家一節經文：「因為 神賜給我們的，不

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摩太後書一章七節) 祝福你們

生活滿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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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 
  教育局於 2013 年 11 月到本校進行校外評核，評核報告對學校所

付出的努力予以肯定：本校能營造和諧共融的氛圍；師生關係良好，

關顧和愛護學生；家長亦信任學校；學生守規有禮，與同學和睦相

處，尊敬師長，又能努力學習。詳細報告將上載本校網頁供各家長瀏

覽。 

   此外，本學年快將完結，第二學期考試將於 6 月初進行，期望家

長勉勵子女專注溫習，積極預備考試，以獲理想成績。暑期將至，

請 貴家長留意以下事項： 

 

一. 明才暑期培育計劃 

我校自 2010 年起推行明才暑期培育計劃，因應不同級別學生的

需要，加強基礎學能培訓和課業輔導，今年暑期仍實行有關計

劃，計劃涵蓋如下： 

 

1. 各級加強基礎課程  

本課程目的是加強各級學生基礎學能培訓。對於學業表現稍

遜而獲准「有條件試升」的學生，學校會就他們在課程中的

學習表現再作評估，以決定他們是否需要留級重讀。此外，

凡因成績欠佳而須「留級」學生亦須參與課程。 

 

2. 中六級進修課程 

      中六級學生來年須應付中學文憑考試，下年度的文憑試將於 

   2015 年 3 月開始舉行；因此，學習時間緊迫。本課程可讓 

   師生有多些時間共同做好應試準備。 

 

3. 中一新生銜接課程 

為使中一學生盡早適應校園生活，本校以「認識中學校園．

體驗群體生活」為主題推行多項活動，本校部分學生將被揀

選作活動大使，協助推行活動，讓學弟學妹融入本校大家

庭。 

 

    有關計劃將會於 8月 18日(一)開始，為期兩周，以上提及的學

生均須參與。有關詳情稍後公布，懇盼各位家長大力支持。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本校，向馬威雄副校長垂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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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不必收學費，高中繼續收取堂費 

  教育局已於 2008/2009 學年開始，在中四及以上年級提供

免費高中教育。故本校高中學生(中四至中六)不用交學費。 

  在校本管理的精神下，學校在管理校務和運用資源上享有更

大的自主權及靈活性，因應學生和社會的需要，提供優質教育。

學校需要運用堂費的收入以支援教育開支；本校向高中(中四至

中六)學生一次過收取每年 310 元的堂費；清貧學生的堂費將可

申請豁免，若有困難，可向學校提出。本校將審慎評估收取堂費

的水平及監察開支，以確保資源得以善用，符合成本效益。若有

任何意見，歡迎向學校提出。 

 

三、健康的暑假生活 

7 月 14 日為暑假之始，請  貴家長留意子女在暑假期間的日

常生活，應該作息有時，參與健康活動，避免誤交損友，習染不

良嗜好，甚至作出違法行為。根據警方指引，同學不應到網吧、

桌球室、遊戲機中心等地方。 

請留意子女的髮式，切勿梳剪標奇立異的髮型，亦請勿容許

子女染髮。請預早備妥夏季校服，以免於復課時，校服髮式有違

規定。同學應養成守時習慣，於開學日準時回校。 

 

馬玉娟校長 

2014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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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與 

教 

一、恭賀以下同學參與本年度校際音樂節第二輪獲得獎項： 
1A 

3B 

1A 

3A 

1B 

1B 

2A 

1B 

1C 

1C 

1A 

1A 

1A 

1A 

2A 

石硯琴 

中西彩雅 

梁樂軒 

梁嘉敏 

曾映善 
Kiran Shaheen 

陳寒梅 

沈美儀 

曾心心 

王迪淋 

   吳詠欣+梁綺婷 

   石硯琴+鄭曉琳 

   劉嘉怡+陳巧蓉 

   葉莉紗+劉思慧 

   關雨雪+羅雪嵐 

鋼琴獨奏(二級) 

鋼琴獨奏(二級) 

中音木笛獨奏(13歲或以下)  

高音木笛獨奏(16歲或以下) 

女聲獨唱(14或以下) – 英文 

女聲獨唱(14或以下) – 英文 

女聲獨唱(14或以下) – 英文 

女聲獨唱(14或以下) – 中文 

女聲獨唱(14或以下) – 中文 

女聲獨唱(14或以下) – 中文 

女聲二重唱(14歲或以下)-英文 

女聲二重唱(14歲或以下)-英文 

女聲二重唱(14歲或以下)-英文 

女聲二重唱(14歲或以下)-英文 

女聲二重唱(14歲或以下)-英文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二、有關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筆試)： 

  本屆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筆試)將於本年6月24日（二）、

25日（三）舉行，全體中三級學生必須依時參加。本校現正加緊

於中、英、數科為中三級學生進行培訓，請各位家長督促 貴子

弟遵從老師指導，努力以赴。亦請留意本年6月27日（五）為該

考試之後備日，若因特殊事故，教育局宣佈6月24日或25日之有

關筆試停止舉行，則需於6月27日後備日舉行筆試，詳情以教育

局通布作準。 

資源 
策劃 
與 
管理 

一、圖書館將於 6月進行盤點，相關事宜如下： 

 由 5月 21日（三）起，所有借出圖書的歸還期限為 6月 4日

（三）。 
 學生於 5 月 29日（四）後不得借閱圖書。 

 圖書館於 6月 5日（四）起開始閉館，下學年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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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12/5(一)至 6/6(五)  開設試前溫習班，請鼓勵同學積極

參與。 

2.2/6(一) 端午節假期。 

3.9/6(一)至 18/6(三) 第二次考試，請留意已隨第 121 期

〈橋樑〉派發之考試時間表。 

4.19/6(四)、20/6(五) 各級核對試卷，至下午 1:00 放學。 

5.23/6(一) 

 

6.24/6(二)至 25/6(三) 

中一級綜合活動、中五級 JUPAS 講

座及 SLP 撰寫自述工作坊。 

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筆試(考試時間

見第 121 期〈橋樑〉)，所有中三同

學必須出席，不用留校午膳，下午

不用回校。 

7.24/6(二) 

8.25/6(三) 

 

9.26/6(四) 

 

10.27/6(五) 

 

 

11.30/6(一) 

中五級化學組參觀活動。 

中二級科學參觀活動，1B 及 1D 與黑

暗中對話體驗活動。 

各級核對成績資料及教育學院音樂

會。 

中三級 TSA 後備日、綜合活動及全

方位課節簡介及選科，1A 及 1C 與黑

暗中對話體驗活動。 

美國木匠勁 BAND 福音見証分享音樂

會及暑期活動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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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長 

支 

援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 聯校美國福音及文化體驗交流團 

日期︰20/6-2/7/2014 

目的地︰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 

本校學生名單︰ 

姓名 班別 

劉庭山 3B 

李式揚 3D 

唐家寶 5E 

領隊︰梁貴香老師(本校)及胡文健老師(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主辦單位︰香港路德會 

 

2.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美國文化交流團 

日期︰21/6-5/7/2014 

目的地︰美國科羅拉多州(Fort Collins, Redeemer Church) 

學生名單︰ 

姓名 班別 

鄭美微 4B 

李穎欣 4B 

戴明軒 5C 

黃廣婷 5F 

象山堂教友︰趙綺雯姊妹及潘婷婷姊妹 

領隊︰李雅玲老師 

主辦單位︰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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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學習 

支 

援 

活動組 

1.全新界區校際室內賽艇錦標賽成績： 

2D葉嘉敏 奪女子丙組 500米季軍 

2A林錦豪 奪男子乙組 500米第八名 

2D曹智邦 奪男子乙組 2000 米第十名 

男子乙組團體第九名 

2.荃灣及離島區校際手球錦標賽男子乙組季軍，名單如下： 

隊長：1A陳凱彬 

隊員：2A林錦豪  3A江紀賢  3A程嘉樂  4C鄭承昌  4E張震煒 

      1C何文俊  1D李振楚  2D陳家榮  3C薛浩霖 

 

3. 第十五屆聯校跆拳道比賽成績： 

4B余鈺懿套拳季軍、搏擊季軍 

3B中西彩雅套拳季軍 

4D劉俊羲 52-56kg 搏擊季軍、套拳冠軍 

4D趙天樂套拳亞軍 

3C陳佳偉 56-60kg 搏擊季軍、套拳季軍、雙人套拳冠軍 

5A李嘉皝 59-64kg 搏擊亞軍、套拳季軍、雙人套拳冠軍 

 

4. 2014青年學院划艇賽成績： 

2D 葉嘉敏 女子個人 300 米  亞軍 

 

5. 請各同學於試後活動期間按時回校進行各項活動，沒有安排活

動的班級不用回校，詳見附件。 

 

6. 八月份將舉辦新娘化妝班、特技化妝班、攝影班、射箭班等其

他學習經歷短期課程，有興趣的同學可向鄒偉業老師報名，請

各同學善用餘暇，好好充實自己，發展各項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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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1/7(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假期。 

2.2/7(三) 校友會講座及學生才藝表演。 

3.3/7(四)        中四級通識科獨立專題探究及全方位

課節介紹及選科。 

4.4/7(五) 

 

 

5.7/7(一)      

中五級通識科獨立專題探究、職業興

趣測驗 (C.I.I.) 及與黑暗中對話體驗

活動。 

班際時裝設計比賽，結業禮彩排。 

6.8/7(二)        結業禮，各級派發成績表。 

7.9/7(三)       舊生註冊日，中一至中五級學生須帶

備留位意願回條回校註冊留位。 

校長、主任接見各級暑期輔導班家長

及學生。 

8.10/7(四)至 11/7(五) 新學年中一新生註冊日，本校部分同

學參與迎新服務。 
 

成 

長 

支 

援 

訓育組 
14/7   暑假開始，請  貴家長留意同學在暑假期間的行為，應該

作息有時，生活健康，避免誤交損友，習染不良嗜好，

甚至作出違法行為。根據警方指引，同學不應到網吧、

桌球室、遊戲機中心等地方。請留意同學的髮式，切勿

梳剪奇特的髮型，亦請勿容許同學染髮。請預早備妥夏

季校服，以免於復課時，校服髮式有違規定。同學應養

成守時習慣，於開學日準時回校。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七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

注： 

七月 

14/7 中學文憑試放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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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 2-4/7 路德會聯校福音營 

2.8/7   結業禮崇拜 
 

 

8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18(一)至 29/8(五)   明才暑期培育計劃 

 18(一)至 22/8日(五)：中一新生及所有中六學生均須出席。 

 25(一)至 29/8日(五)：各級成績欠理想同學及所有中六 

          學生均須出席。 

*上課時間及詳情將於 8/7派發之家長通函詳列。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八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

注： 

八月 

18-29/8 明才培育計劃 

22/8 中一新生家長會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10-17/8 國際文化校園—美國路德會聖靈堂到訪本校 

2.13-15/8 國際文化校園—暑期英語聖經班 

主辦單位︰美國路德會聖靈堂及本校合辦，詳情容後公布。 

 

6、7、8月份家長備忘 
1. 請留意第二次考試時間（9/6(一)至 18/6(三)），督促 貴子弟溫習課

業，準備考試。 

2. 2/6(一)和 1/7(二)為學校假期。 

3. 8 月 18日(一)暑期培育計劃開始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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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試後活動日程表（2013 – 2014） 
日期 回校班級 回校時間 離校時間 活動內容 

19/6(四) 全校 上午 8:10 下午 1:00 核對試卷 

20/6(五) 全校 上午 8:10 下午 1:00 核對試卷 

20/6 – 2/7 聯校美國福音及文化交流團 

21/6 – 5/7 本校美國文化交流團 

23/6 - 25/6 『「粵」遊愈多分-中國重工及文化遺産考察之旅』交流團 

23/6(一) 中一及中五級 上午 8:10 中午 12:00 中一級綜合活動 

JUPAS 講座   SLP 撰寫自述工作坊 

與黑暗中對話講座 

24/6(二) 中三級 上午 8:10 中午 12:00 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 

中五化學組 上午 10:30 下午 12:30 中五級化學組活動(太古汽水廠) 

25/6(三) 中三級 上午 8:10 下午 12:30 全港性系統評估 (英、數) 

中二級 上午 9:00 中午 12:00 中二級科學參觀活動(西貢蕉坑) 

中一級(1D) 上午 9:00 下午 1:40 
與黑暗中對話體驗活動(1BD) 

中一級(1B) 上午 10:00 下午 2:30 

26/6(四) 全校 上午 8:10 中午 12:00 核對成績資料 

教育學院音樂會 

27/6(五) 中三級 上午 8:10 下午 12:30 全港性系統評估後備日 

高中全方位課節簡介及選科 

班際活動 

中一級(1C) 上午 9:00 下午 1:40 
與黑暗中對話體驗活動(1AC) 

中一級(1A) 上午 10:00 下午 2:30 

30/6(一) 全校 上午 8:40 中午 12:00 美國木匠勁 BAND 福音見証分享音樂會 

暑期活動巡禮 

2/7(三) 全校 上午 8:40 中午 12:00 校友會講座  及 才藝表演 

2-4/7 聯校福音營(烏溪沙青年新村) 

3/7(四) 中四級 上午 8:40 中午 12:00 高中全方位課節介紹及選科 

通識科獨立專題探究 

4/7(五) 

 

中五級及相關同

學 

上午 8:40 中午 12:00 通識科獨立專題探究 

職業興趣測驗 (C.I.I.)  

上午 9:30 下午 2:30 與黑暗中對話體驗活動 

7/7(一) 全校 上午 8:40 中午 12:00 班際時裝設計比賽  及 結業禮彩排 

8/7(二) 全校 上午 8:40 中午 12:00 結業禮      

派發成績表 

接見留班生及有條件試升學生及家長 

9/7(三) 全校 上午 8:40 中午 11:00 舊生註冊日 

接見留班生及有條件試升學生及家長 

10/7(四) 有關學生 上午 8:30 下午 5:00 中一新生註冊 

11/7(五) 有關學生 上午 8:30 下午 5:00 中一新生註冊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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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金句：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 5：17》 

 《憶當年》 李偉成  

  時光飛逝，日月如梭。不經不覺在路德會呂明才中學畢業已經 4 年了，但中學的回億

仍然歷久常新，班房的一枱一椅，同學的每張笑臉，就像在昨天過去的事一樣。真是十分

懷念在呂明才中學的生活啊！ 

 

  想起當初自己還是中一的黃毛小子，沒想過會這麼快長大，還會在呂明才中學畢業。

五年的時光真是過得太快了，轉眼已經投入社會！社會和學校生活真是天淵之別，在學校

我沒有任何壓力，老師上堂有趣，對學生呵護備至，有時會講些冷笑話，課堂氣氛十分輕

鬆。還記得那時候，每天記著一些金句就可渡日，例如:「返學等放學，放學等返學」、

「若要考好，全靠對面做得到」、「溫書考試為出頭，派了成績皺眉頭」……但現在投身

社會後，每天也感到那種無形的壓力。可能是自己長大的緣故，開始會為將來打算了，前

途究竟如何是好呢？有時真會感到人生有點迷茫。 

 

  幸好，畢業後我成為了路德會象山堂的一分子。象山堂是路德會呂明才中學裡的一間

教會，在裹面，我感受到神的愛和弟兄姊妹的關心和主動。能每星期也回到教會，真是感

謝主。感謝主讓我可以回到母校，帶我回到象山堂。感謝主令我認識到一班弟兄姊妹，找

到我的人生目標。 

（筆者畢業於 2009 年，現職文書） 

六月金句：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

種的也有時。」 

                                《傳 3：1-2》 

 

七月金句：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

豐盛。」 

                                《約 10：10》 

 

 

 

 

 

 

 

校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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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反思漫畫 

 

 

 

 

 

 

 

 

 

 

 

 

 

 

 

 

 

 

 

 

 

 

 

 

 

               

「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唉哼，而骨頭枯乾。 」（詩篇 32:3）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

有功效的。」（雅各書 5:16） 

 
從來沒有人說基督徒一定是好的，一定不會犯錯，我們都是罪人，都有劣根性。但

真正的信徒會做的是，主教導我們當犯了罪時，我們不能逃避，要提起勇氣去面

對，去主面前承認過犯，求主赦免，然後藉聖靈引導我們去更新、改過。主深愛我

們，也了解我們的一切，掩飾是沒用的，只會讓自己的良心更受責備。 

 

 （漫畫引自宣教士蔡頌輝面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artoonsforfai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