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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訊 

學 

與 

教 

1.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2015–2016) 

本校下學年（2015–2016）將保留小量中一學位自行分配，

各位家長之親屬或子弟若有意於 2015–2016 學年升讀本校

中一級，可於2015年1月2日(五)至1月21日(三)期間到本校報

名。報名者須由家長陪同親到本校申請，並攜備： 

    (1) 教育局報名表正本； 

(2) 小學五、六年級成績表正本及影印本一份； 

    (3) 身份證或出世紙正本及影印本一份； 

    (4) 近照一張（背面寫上姓名、出世紙號碼）。 

*不需提交小學推薦信 

  附註： 

(1) 放榜：2015年7月由教育局直接通知申請人就讀之小學。 

(2) 根據教育局規定，小六升中一學生可報考兩所中學，多

報會被取消獲得該學位的權利。 

(3) 收生準則：小學學業成績及學業以外表現(40%)、操行

(40%)、居住地區(10%)及與本校聯繫(10%)。 

2. 試前溫習班 

期考將至，想 貴家長已督促 貴子弟專注學業，勤加溫習。 

有見及此，本校特加強課後學習支援計劃，開辦「試前溫習

班」，聘請專人解答科目疑難，俾 貴子弟善用課餘時間，反

覆研習各科內容，詳情如下： 

  日期：本年 12月 1日(一)至 2015年 1月 6日(二) 

        期間之上課日 

  時間：每天下午 4:00至 5:30 

        (12月 15日：3:15至 4:45) 

  地點：本校 312 室 

貴子弟可於上述時間，攜備課本、習作進入有關課室，向負

責導師登記，或溫習、或做功課；期間若有疑難，可向專業

導師垂詢，由專業導師即場指導。透過切磋琢磨，其學業必

有所進益，望 貴家長能鼓勵 貴子弟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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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體育之星選舉 

體育科舉辦之「體育之星選舉」結果如下： 

游泳之星   3A 李紫宜  3D 李烙軒 

排球之星   5A 袁浩林  5D 張珮晴 

手球之星   2A陳凱彬  5C Ali Qasim 

資源 
策 
劃 
與 
管 
理 

1. 本校參與「升中觀校日」 

本校參與荃灣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舉辦之「升中觀校日」，於 2014

年 12月 6日（六），上午 8:10-10:15 接待荃灣區參與該活動之

小六學生及家長；屆時將舉行講座介紹本校，並引領嘉賓參觀

本校設施及活動情況。 

2. 集體拍照 

2014-15年度集體照拍攝定於 12月 10日(三)進行，各位同學

必須穿著整齊冬季校服(必須穿著羊毛外套)。 

成長 

支 
援 

訓育組 
1.班際壁報設計比賽「勤學守時、自律自強」結果如下： 

中一：1B  中二：2B  中三：3A  中四：4D  中五：5B  

在此恭賀各得獎班別，希望同學繼續努力，勤學守時，共建和諧

校園。 

其 

他 

學 

習 

支 

援 

活動組 
1. 本校射箭隊參加「2014北區青少年室外射箭比賽」取得以下成

績： 

2A 陳振禧同學奪得男子乙組季軍，5C 郭世安獲得第六名，4B 

劉家宇獲得第七名。 

2. 本校射箭隊參加「2014香港青少年室外射箭公開賽」取得以下

成績： 

4A 林俊津同學奪得男子乙組第八名。 

3. 本校泳隊參加荃離區校際游泳比賽取得以下成績： 

3A 李紫宜同學奪得女子乙組100米背泳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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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校男子手球隊參加荃離區校際手球比賽奪得男子甲組季軍，

名單如下： 

  隊長：6E 陳浩天    副隊長：5C ALI QASIM 

  隊員：6B 韋子俊    6D 鍾礎瞬    6B 黃冠章   6F 黃俊傑 

          6E 傅俊傑    3D 陳家榮     3A 林錦豪   5E 張震煒 

5.本校同學參加荃灣區分齡乒乓球 2014/15取得以下成績： 

3C黃顯揚同學奪得男子單打季軍 

6. 本校越野跑隊參加荃離區校際越野賽取得以下成績： 

2B李振楚同學獲得男子乙組個人第七名 

7.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主辦「全港跳繩分齡賽 2014」，本校 6B 王志

雄同學奪得十五至十七歲男子組個人花式冠軍 

 12 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6/12(六)      本校參與荃灣家長教師會聯會主辦「升中觀校

日」，部分同學被邀請參與校舍導賞或服務值

勤。 

2.1/12(一)至    試前溫習班開始，時間：下午 4:00-5:30， 

  6/1/2015(二)                  地點：312室。 

3.15/12(一)     下午 3:15 召開教職員會議，放學時間為下午

3:10。 

4.22/12 (一)至  聖誕及新年假期 

 1/1/2015(四) 

成長 

支 

援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十二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十二月 

2/12 中二級成長新動力 6 

2/12 友樂先鋒午間伴讀 3 

4/12 大哥哥大姐姐午間小組 GP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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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友樂先鋒訓練 B4 

8/12, 11/12 大哥哥大姐姐聖誕聯歡預備 

9/12 友樂先鋒訓練 A5 

12/12 大哥哥大姐姐聖誕聯歡 

16/12 中二級成長新動力 7 

16/12 友樂先鋒訓練 B5 

16/12 友樂先鋒午間伴讀 4 

訓育組 
1.1/12(一)   所有同學必須更換冬季校服 

2.1/12(一)至    「自我完善計劃」開始，各同學應盡力完成已 

 30/1(五)      訂定之目標。若完成此計劃將獲頒禮物一份， 

獲滿分同學則獲頒獎狀及書劵。 

3.12/12(五)     第二次領袖生培訓及燒烤 

初中成長教育組 
1. 12月 11日(四) 派發一月份午膳訂購表格，費用為 342 元。 

家長如欲替智能卡戶口增值，請於每月 20日或之前將款項存入

帳戶，以確保有足夠款項繳交午膳費用。 

2. 初中級生日會將於下列日期舉行： 

中一級 ----- 12月 1日(一) 

中二級 ----- 12月 9日(二) 

中三級 ----- 12月 17日(三) 

其他 

學習 

支援 

活動組 
1. 9/12(二)、 11-12/12(四及五) ： 學界田徑比賽 

2. 16/12(二) 荃新天地表演，時間為下午4:30至5:15 

3. 19/12(五) 音樂比賽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 17/12(三)校園團契燒烤樂 (放學後，同學需向團契導師報名) 

2. 19/12(五)聖誕崇拜暨音樂比賽(放學時間約為 1︰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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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2/1(五)               假後復課 

2.2/1(五)至 21/1(三)    中一自行收生報名 

3.7/1(三)至 16/1(五)    中一至中五第一次考試及中六畢業試 

                 第一學期習作檢查 

4.19/1(一)至 23/1(五)   第一次考試核對試卷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一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一月 

20/1 友樂先鋒訓練 A6 

22/1 大哥哥大姐姐午間小組 GP1 

26/1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 1 

27/1 4D 生命教育 2 

27/1 友樂先鋒訓練 B6 

27/1 友樂先鋒午間伴讀 5 

28/1 4C 生命教育 2 

29/1 4A, 4B, 4E 生命教育 2 

29/1 大哥哥大姐姐午間小組 GP2 

31/1 友樂先鋒義工服務 

訓育組 

1. 5/1   中六級申請「改過向善計劃」最後日期 

初中成長教育組 
1. 1月 15日(四) 派發二月份午膳訂購表格，費用為 171 元。 

家長如欲替智能卡戶口增值，請於每月 20日或之前將款項存入

帳戶，以確保有足夠款項繳交午膳費用。 

2. 第二十二週(26/1–30/1)午膳小息將舉行班際數學遊戲比賽。 

其他 
學習

支援 

活動組 
1. 29/1(四) 捐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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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金句：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

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詩 1：1-2》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 2/1(五)  周會︰崇拜(神是愛) 

2. 30/1(五)  周會︰小火子分享會 

 12、1月份家長備忘 

1. 7/1(三)至 16/1(五) 中一至中五第一次考試及中六畢業試，請  貴家長

查閱本期《橋樑》所附「考試時間表」(附件 1a、1b、1c、1d)，督促 貴

子弟加緊溫習。 

2. 請特別留意考試期間： 

甲、 中一至中三每日早上 8:40前到校；若下午有考試，中午仍留校午

膳。 

乙、 中四及中五每日早上 8:10前到校。 

3. 如該日不用考試，則無須回校。 

4.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該天考試另作安排，停課翌日考試依照考試時間表

所示進行。 

5. 15/12(一)                放學時間為 3:10p.m.。 

6. 19/12(五)                放學時間為 1:00p.m.。 

7. 22/12(一)至 1/1/14(四)    為學校假期。 

8. 2/1(五)至 21/1(三)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9. 19/1(一)至 23/1(五)       第一次考試核對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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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恩典》 2004 7A 陳偉彬 

  不得不嘆一句：時間不等人。或文藝些，來一句「時光飛逝」。 

  猶記得六年前學校三十週年校慶時，我也曾寫文憶述舊事，載於校刊；再追溯早幾年，

原來我距離脫下那套米色恤衫、啡色西褲，離開呂中，不覺十年了。正所謂「十年人事幾

番新」，說的不單是呂中校服由啡而藍的激變，更多的感慨在生命道途上前行的過程中，有

些人只能陪你走短暫的一程，有些事只能在你心坎留下淡淡一筆，甚至不見痕跡；更黯然

的或許是：曾經濃重，後卻了無蹤影，如牛山上已逝之木（典出《孟子》，讀過文化專題的

高中同學，還有印象吧？）。 

  我必須感恩，曾助我由會考低谷站起的呂中，不止沒有在我心消逝，到我步入職場後，

竟是重回母校任教，讓呂中在我生命中留下更深墨的一筆，這是偉大的神奇妙的安排之中，

卻絕對是愚拙的我意料之外的事。 

  我無意在此細說當年在呂中初接觸耶穌，滿有憎厭；到十年後的當下卻成為學校團契

導師，為著任教的班別中，因有學生信主而大大喜樂的這種奇妙事。（但讀者若有興趣，絕

對歡迎你找我談天，讓我向你分享我的信仰路）但我很想藉著此文去分享、去感恩，這些

年來我因著呂中而得的喜樂和滿足。 

  學生永遠是學校的主角。我常和朋友分享，教師從來都是努力做著撒種的工作，但學

生何時能破土領悟，有所成長，卻由不得我。或許因著教學年資漸長，畢業學生日眾，開

始見到些微薄的收成，每一回皆令我從沉重的工作中帶來一點點鮮活的空氣。如看到中一

時還常叫嚷自殺，小息常滾地，讓師生煩惱無比的黃同學，現今開朗不少，不再沉鬱，踏

實的在工作；曾是問題學生，進出訓導室如家常飯的龐同學，畢業後到北京讀書，回來探

望老師時，也見成熟不少，不再橫蠻；某日在星巴克時，買了杯咖啡，驟見杯上寫了一句

「enjoy your summer holiday」，還附上一個哈哈笑臉，原來一位舊生是那店的咖啡師，看到

我這個粗心、不顧左右的顧客，特地送上簡單卻真誠的祝福；昔日於畢業前，向我分享十

年後要開一間甜品店的陳同學，還誇口說要找我剪彩，我還笑言「到時候記得給我折扣」，

今時原來早在理想途中，已讀畢廚師文憑，在某間酒店任職，累積經驗中，我期待收到 VIP

待遇的那天！其實類似事例還有很多，但字數有限，未能一一數算，但感恩真的無盡。 

  鄭紹麟老師為其著作命名為「象山情」，黃家榮老師近年入腦的一句「明才一家人」，

兩句道盡了呂中最讓人留戀的那份如家般的情意。這份情，穿越時空，連繫著三十六年來

在此停駐過的師生，我竟能以三個身分──學生、校友、老師，進出其中，何等有幸！我

生命中有很多美好，呂中的人和事絕對是不容否定的佔有一席位。若要事前去編寫這人生

的劇本，我絕對編不出來，唯有偉大的上主能夠，就讓我以《詩篇》中的一節為此文作結： 

「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你一切奇妙的作為！」（詩篇九篇 1 節） 

（筆者為 2004 年中七畢業的校友，2007 年回母校任教至今） 

校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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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金句：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

獎賞。」                                   《腓 3：13-14》 

 

《奶奶的祕訣》 

  一向身體健壯的奶奶，因滑倒而撞傷，手術後還好沒有大礙，但需住院觀察一

段時間。 

  在這期間，我們幾個兒孫紛紛各地趕來，日夜輪班照顧奶奶。先生請了一個星

期的假，而其他家人有的負責補給日常用品、有的準備大家的三餐伙食，或是輪流

陪奶奶聊天、散步。 

  奶奶出院後，我們的生活也回到原來的軌道。這天，信箱裡收到一封信，寄件

人竟是奶奶，我疑惑的打開信，看見顫抖的筆跡： 

「生病期間，謝謝你們特地來照顧我。」「謝謝你們耐心的聽我嘮叨。」「謝謝媳婦

用心替我張羅吃的。」……那些我們根本不為意的事，奶奶卻都銘記於心。後來我

才知道，其他家人也都陸續收到奶奶的信，實在很難想像，她老人家用虛弱的手寫

下這些信，一定費了不少精力。 

  我終於明白，奶奶珍惜著身邊的每個人事物，正是她天天喜樂，讓人喜歡與親

近的祕訣！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５章

１８節） 

（文章轉自蒲公英希望月刊） 

信仰文章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