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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四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校園新設施啟用禮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日(星期五) 

 

恩典延綿四十秋，沿途有祢 

聖言奮鐸三千化，興教崇基 
 

校慶徽號設計者：4D 庄永瀚  

 



《橋樑》第 148 期  . 第 2 頁 

特    訊 

學 

與 

教 

課後功課輔導 
9月下旬開始，逢星期一、二、四、五放學後 4時至 5時 30分

在 312室開設「課後功課輔導班」，歡迎所有同學參與，班內有

導師指導同學完成課業及學習內容，請家長鼓勵同學積極參與。 

 

初中全方位學習課 
初中級每周設 1 至 2 次第一節的晨讀及 1 次第九節的全方位學習

課，學校將於該節安排全方位學習活動，如專題研習聯課、外出

參觀等。如無特別活動，則撥作閱讀課及做功課時段，學生需自

備課外書安靜閱讀。 

 

中六級補課時段 

中六級每一學科在星期一、二、四及五均設有補課時段，從而提

升學生應考文憑試的技巧。 

 

本年度學與教關注重點 

 

 

 

本年度學與教關注重點 

1. 教師的教學能力

持續提升 

2. 培養學生積極主

動的學習態度 

3. 改善學生的學業

表現 

1.強化學與教效能 

1. 強化專業領導 

2. 建立專業學習社

群 

3.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2.循序深化生命教育 

尊重、欣賞、探索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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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源 
策 
劃 
與 
管 
理 

圖書館 
本校圖書館借書規則 

1. 凡本校職員及學生，均可於本校圖書館借書。 

2. 學生必須憑學生證辦理。 

3. 學生借書以兩星期為限。如尚未閱畢，須帶同書籍或光碟辦理

續借。每本書籍只可續借一次。  

4. 於學年末大考前一星期，各借書人須將所借圖書或光碟送還圖

書館以便盤點。 

5. 借出之書籍或光碟如有遺失或損壞時，借書人須自購原印版本

歸還及罰款以作賠償。 

6. 學生借書或光碟如不按期歸還，每本書或光碟每遲一天罰款港

幣五角(包括學校假期及公眾假期)。  

7.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將圖書館藏書或光碟帶離圖書館。  

8. 借書數量：最多可借四本書為限。 

9. 預借數量：暫不設預借服務。 

10.下列書籍一概不准外借：字典、辭書、漫畫、參考書、英文角

部分書籍及錄音帶、考評局考試試題、光碟及錄音帶、當期期

刊及即日報紙。 

11.塗污或損壞圖書者，將受紀律處分。 

其他
學習
經歷 

活動組 
1. 課外活動小組有關事項 

  （1）課外活動將於10月2日(二)正式開始，請同學留意地下115    

       室門外「課外活動通訊」佈告板、各層樓梯間及走廊之各   

       小組佈告板上之集會或其他事項宣佈。 

  （2）請同學小心查閱「課外活動小組集會地點時間表」，並按    

       時出席。 

  （3）除中六同學外，所有同學均需參加至少一項活動。如參加  

       三項或以上須得活動主任批准。 

  （4）凡擔任學生會幹事、社主席、首席領袖生及領袖生隊長之 

       職責，等同參加一項課外活動。 

  （5）如有同學仍未有安排入組，請到115室找鄒偉業主任，予 

       以協助。如不參加任何活動，將會被記缺點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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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出席率如不符合小組老師之要求，於學期末將會被記缺點 

       一至兩次。 

  （7）如同學決定不參加某組活動時，必須於十月底前親自向該   

       組負責老師辦理退組手續；但同學必須確保自己至少已有  

       一項活動。 

  （8）課外活動正式開始後，各組負責老師會派發家長信。 

  （9）同學如因留堂、補課而未能出席課外活動，應告知有關老 

       師，以便與負責活動之老師取得協調。 

*中一及中二同學請留意，每位同學必須參加最少一項以下制
服隊伍或體育組別： 
制服隊伍：海童軍、女童軍、紅十字會、基督少年軍、荃灣第   
          29 旅童軍 
體育組別：越野跑隊、足球隊、手球隊、乒乓球隊、排球隊、  
          羽毛球組、賽艇隊、射箭隊、男子籃球隊、游泳隊、    
          跆拳道組除上述隊伍組別不可再申請退出外，其餘   
          活動小組如欲退出或加入者，必須親自向有關小組    
          主任導師申請。 

  

 10 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 1/10(一)   學校假期(國慶日) 

2. 11/10(四)  中六大學聯招講座 

3. 16/10(二)             修業旅行 

4. 17/10(三)  學校假期(重陽節) 

5. 18/10(四)         教師工作會議(全校 3:10p.m.放學) 

6. 21/10(日)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會後將                     

    發布中一同學上學期中文、英文、

                  數學、綜合人文及綜合科學各科之 

                  中期學習表現通函，歡迎家長向任 

     教老師查詢  貴子弟升讀中學後之

                  適應情況。 

7. 25/10(四)及 26/10(五) 禮堂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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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源 

策 

劃 

與 

管 

理 

校舍管理及傳訊 
卓麗成衣有限公司將於10月3日(三)派員來校為同學度身訂

製冬季校服。同學可於當日帶備訂金港幣$100 回校辦理。校服價

目表及式樣規定細則詳見附件 1。 

台端可向卓麗成衣有限公司訂製或自行縫製校服，惟訂製與

否，全由  台端自行決定，本校絕無勉強之意。 

另本校小賣部代售下列物品，價目如下:  

恤衫校章 $5 冬季領呔 $24  

毛衣校章 $5(現有少量存貨以特價發售) 

學生手冊 $5 學生日記 $4.5 

 

圖書館 
本校於 10 月 25 日(四)及 26 日(五)於禮堂舉行書展，同學可自由

選購合適的書籍，期望同學能培養持續閱讀的習慣。 

 

學生

成長

支援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十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十月 

2/10 友樂先鋒啟動及互相認識 

3/10 3A、3B心智教育課程(1) 

4/10 大哥哥大姐姐 GP3 (1) 

8/10 中一級和諧校園書籤比賽 

9/10 ‧中二級成長新動力(2) 

‧友樂先鋒—教育心理學家講座 

10/10 3C、3D心智教育課程(1) 

11/10 大哥哥大姐姐 GP4 (1) 

15/10 1A、1B明光社性教育課 

18/10 大哥哥大姐姐 

「保護蛋蛋大行動」(1) 

20/10 友樂先鋒團隊訓練日 

22/10 1C、1D明光社性教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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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 ‧中二級成長新動力(3) 

‧4B、4D 明光社性教育課 

‧友樂先鋒—活動組籌備中一同樂日(1) 

24/10 4A、4C、4E明光社性教育課 

26/10 大哥哥大姐姐 

「保護蛋蛋大行動」(2) 

27/10 大哥哥大姐姐日營 

29/10 大哥哥大姐姐領袖訓練(2) 

30/10 ‧中四級生命教育課程 

‧友樂先鋒—活動組籌備中一同樂日(2) 

31/10 3A、3B心智教育課程(2) 

訓育組 
1. 10月 2日(二)至 10月 23日(二)   

中一至中五各班須完成訓育壁報布置，主題為「尊重生命，敬人
惜物」，評分日期為 10月 24日(三)。 

 
2. 10月 19日(五) 

領袖生就職禮，同時舉行大哥哥大姐姐及學生會就職禮。本年度
領袖生共 67人，選自中三至中五級。各領袖生本著愛護學校精
神，以服務同學為己任，全體同學務須與領袖生合作，以維持學
校良好的秩序。 

初中成長教育組 

1.  10月11日(四) 派發十一月份午膳訂購表格，費用為 3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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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週(22/10 –26/10)午膳小息將舉行班際飛行棋比賽 
 

其他
學習
經歷 

活動組 

1. 10月4日(四)及5日(五)：荃灣及離島區校際游泳比賽 
2. 10月16日(二)：修業旅行，詳情將另函通知。 
3. 10月19日(五)：學生會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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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2/10(五) 國際文化校園 
 Christian Mission Team 
日期︰12/10/2018 
領隊︰Adam LeFevre, Chris Gaiter 
人數︰13人(大部份義工曾到訪本校) 
12/10(五)周會︰國際文化校園(美國交流團分享會) 

 

11 月份校務概要 

四十

周年

校慶 

 

 

1. 1/11(四)      

為預備四十周年校慶典禮，除服務生外，當天所有學生之放學時

間為下午 12時 25分，以便師生布置校舍及進行各項活動之彩排。 

2. 2/11(五) 

當天上午舉行四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校園新設施啟用禮，當天

放學時間約為下午 12時 30分，有關詳情將於稍後另發通告。 

學與 

教 

1. 9/11(五) 全體教師參加本會教育事工促進會， 

 學生不用上學。 

2. 19/11(一) 教師工作會議(全校 3:10p.m.放學) 

資源 

策劃 

與 

管理 

校舍管理及傳訊 

卓麗成衣有限公司將於 11 月 29 日(四)派發同學所訂購的校

服，同學請於當日帶備足夠款項換領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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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 月 1 日（六），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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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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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呂明才中學通函 
 

《橋樑》第一四八期出版事宜 

 

敬啟者:本校為加強與家長溝通，俾家長了解學校日常行政工作，並方便

督促  貴子弟遵行學校頒令之政策，特編印校園通訊《橋樑》，定時出版，

綜列每月校務概要，以備省覽。今期為第一四八期，共紙 16 頁，敬希妥

為保存，並請垂注第 13 頁《家長備忘》欄。 

    此致 

貴 家 長 

                      校長 

       馬 玉 娟  

       謹 啟 
 

 

附件: 

1. 校服價目表及式樣規定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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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敬覆者: 來函奉悉 貴校《橋樑》第一四八期出版事宜，本人 

當妥為保存，並會注意所提各頁之內容及所附資料。 

 

  此覆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馬玉娟校長 

 
 
                家長________________謹啟 

                    (簽 署) 

２０１８年９月     日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班    別: _________________ 

 班    號: _________________ 

 

此回條請於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５日前交回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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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十一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十一月 

1/11 中六級生命教育課程 

6/11 ‧中二級成長新動力(4) 

‧友樂先鋒—活動組籌備中一同樂日(3) 

7/11 ‧3C、3D 心智教育課程(2) 

‧6A、6E 明光社性教育課 

8/11 ‧6B、6C、6D明光社性教育課 

‧大哥哥大姐姐 GP1 (2) 

10/11 友樂先鋒—中一同樂日 

13/11 友樂先鋒—伴讀組(1) 

15/11 ‧5A、5B、5C、5E明光社性教育課 

‧大哥哥大姐姐 GP2 (2) 

20/11 ‧中二級成長新動力(5) 

‧5D明光社性教育課 

‧友樂先鋒—午間伴讀(1)及伴讀組(2) 

21/11 3A、3B明光社性教育課 

27/11 ‧中二級成長新動力(6) 

‧友樂先鋒—活動組籌備義工服務 (1)  

28/11 3C、3D明光社性教育課 

29/11 大哥哥大姐姐 GP3 (2) 

 
訓育組 
1. 11月 12日(一)至 11月 16日(五)   

進行第一次模範生評選，評選準則乃根據學生的學業、品行及服
務三方面作評選，每班設模範生一名。 

 
2. 11月 26日(一)至 2月 1日(五) 
 「自我完善計劃」開始，各同學應盡力完成已訂定之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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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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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成長教育組 

1. 11月15日(四) 派發十二月份午膳訂購表格，費用為2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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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至十四週午膳小息將舉行班際象棋比賽，日期如下： 
  中一級 ----- 11月 26日(一)至 11月 30日(五) 
  中二級 ----- 11月 19日(一)至 11月 21日(三) 
  中三級 ----- 11月 12日(一)至 11月 16日(五) 
 

3. 11 月 1 日(四)下午將籌備四十周年校慶典禮，提早於 12:25 放

學，學生不用留校午膳。 

其他

學習

經歷 

活動組 

1. 11月 6日(二)：荃灣及離島區校際越野賽。 

2. 11 月 22(四)至 23 日(五)為本校第 39 屆陸運會，詳情將另函通

知。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 16/11(五)周會︰一班一花 尊重生命啟動禮 

2. 16/11(五)公民教育班主任堂(第九節)︰一班一花 尊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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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月份家長備忘 
1. 中一級家長留意：10月 21日發布中一學生上學期中文、英文、數學、

綜合人文及綜合科學各科之中期學習表現通函。 

2. 中六級家長請留意 貴子弟報考公開試科目、個人資料及費用之核實

及繳交事宜，並請關注 貴子弟大學聯招申請事宜。 

3. 1/10(一)及 17/10(三)為學校假期。 

4. 16/10(二)為修業旅行，學生必須出席。 

5. 18/10(四)及 19/11(一)舉行教師工作會議，放學時間為下午 3:10。 

6. 21/10(日)為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7. 25/10(四)及 26/10(五) 禮堂書展 

8. 1/11(四)當天下午為校慶預備時段，除服務生外，所有學生的放學時

間為下午 12時 25 分。 

9. 2/11(五) 當天為校慶日，放學時間約為下午 12時 30 分。 

10. 9/11(五) 全校教師參與教育事工促進會，學生不用上學。 

 

  

 

 

 

 

 

 

 

 

 

 

 

 

 

 

 

 

 

 

 

                          

 

                            

 



《橋樑》第 148 期  . 第 14 頁 

      《匆匆那年》 2016 6B陳曉雯 

  時光一晃而過，轉眼我已步入大學三年級。中學生活還歷歷在目。彷彿我還是

那個需要早起，集隊早會的中學生。 

  中學生活真的很簡單愉快，只是當時難以察覺。也許那時會為了學業苦惱，或

覺得學習枯燥，覺得生活平淡，考試壓力大，但幾年後回想起，卻是人生路上一段

不可比擬的時光。那些年讀過的書，寫過的作業，交過的朋友，是芳華的見證。那

些年視藝課上留下得意的畫作，體育課上揮灑的汗水，絞盡腦汁解答的數學題，費

盡心思寫下的作文，是成長的印記。那些年真摯的同學，認真負責的老師，更是不

可辜負的青春。 

  六年的中學生活，開始的時候覺得這時間好長。等到升高中的時候，恍然意識

到竟已過去一半時間。而接過畢業證書時，才會突然發覺時間真的過去了。我還記

得高中第一節課班主任對我們說：「這三年時間會過得很快。」那時候覺得畢業還

遠，可轉眼就已經從中學畢業兩年了。從中一到中六的路看似漫長，但伴隨著老師

同學的陪伴，這段路也就這樣不知不覺地走完了——從一開始的小心翼翼生怕出

錯，到後來慢慢適應校園生活，再後來匆匆度過看似平凡無奇的每一天，最後幾個

月依依不捨。很久沒有體會每天早起匆匆趕來學校的焦急，沒有體會下課鈴響後奔

騰的脚步，沒有體會班級同學讀書上課的日子。曾經我們的身影遍佈校園，如今我

們各自追尋自己的路。我經歷了文憑試的洗禮、中學的最後一個暑假、兩年的大學

生活。這一切發生得太快，快得來不及細細體會其中的滋味。 

  那時候覺得文憑試是天大的事，畢業後的選擇尤為重要。但其實過了這段時間，

再回頭看看，發現不過是人生的一個轉捩點。其實，畢業後的選擇和方向很多，升

上大學未必是唯一選擇，最主要的是有自己的目標和喜愛的事物。與我同屆的畢業

生有的出國，有的就業。但許多同學畢業後都繼續求學之路。他們當中有些人可能

在文憑試中落榜，但在之後的學習中加倍努力，考上了大學。中學時不夠勤奮成了

一些人的遺憾。畢業後才奮發圖強，需要付出更多才能收穫。我有時候也覺得自己

在中學的時候頗為懈怠，當時其實還可以更努力學習，多參加一些課外活動，學習

才藝。那時覺得文憑試很遠，一切還不需要去擔心。但其實時間很快，催促著我們

長大。中學的時候總是缺乏危機感，因為那時忽略了一件可怕的事：有些比我聰明

的人比我還勤奮。那我還有什麼理由懈怠呢？所以，我們應該找到人生的目標和方

向，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向著標竿直跑。 

有時候覺得未來很遙遠，卻突然發現原來這一天已經到了。有些以前覺得重要

的事，卻在幾年後回想時一笑而過。有些曾經習以為常的東西，卻在往後的日子常

常惦念。希望大家珍惜校園生活，為自己訂立目標，不要枉費這段中學生涯。 

（陳校友為 2016 年畢業，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主修保險、精算與金融學） 

校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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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幽默》 

    ● 有一傳道人在印度設立一間麻瘋病院，專收痲瘋病人，每日向他們傳福音，並

為他們洗傷口。一人見之，對他說：「就是給我一百萬元一天，我也不幹這種工作。」

傳道人回答：「如果是為著一百萬元一天，我也不幹這種工作。」 

    ● 某信徒欲拿一火腿給窮人，拿的時候心中起了交戰，一個聲音說：「拿大的！」

另一個聲音說：「拿小的！」最後他拿了一個最大的。魔鬼又對他說：「都是一隻

火腿，何必這麼大呢？」這信徒說：「魔鬼，你若再出聲，我就把所有的火腿都給

他！」 

    ● 有人問慕勒弟兄：「你平日有沒有儲蓄？」慕勒答：「這是太愚笨的方法。若

我將金錢儲蓄下來，當我缺乏之時，我怎能求告主呢？」 

    ● 一商人去見一傳道人，為福音工作奉獻 250 元。當他把支票遞給傳道人之時，接

到一封電報，閱後面色改變，對傳道人說：「我的一艘貨船沉沒，使我的情況大大

改變，我需要重新寫一張支票給你。」傳道人明白，就把支票交還。但商人另寫一

張支票，面額是 1000 元。傳道人問他有沒有寫錯。商人答：「沒寫錯。剛才那封電

報是由天上我們的父神那裏打來的，內文說：『不要積攢財寶在地！』」 

     ● 戴雅各（戴德生的曾祖父）在傳福音時，常被人投擲小石、糞粒。有次在講道

時，一婦人拿鍋底用力擦其新大衣的後背。戴雅各轉過身來，含笑對她說：「如果

你喜歡這樣做，可以再擦這一面。」 

    ● 有一基督徒農夫，常將他所有的大量給人，可是他從未因此缺乏，反倒日漸豐

富。朋友覺得很奇怪，就箇中秘訣。他答：「很簡單。我有一個量器，神也有一個

量器。我用我的量器量給人，神就用他的量器量給我。但是神的量器，比我的大得

多，所以我無論怎樣量，都無法勝過他。」 

    ● 一白人到非洲經商，見一黑人坐在樹下讀聖經，白人譏笑他說：「這書在我們

國家已沒有價值了。」黑人指著自己的肚子回答說：「這書若是沒有價值，你早已

進到我肚子裏了。」 

    ● 英國一農夫在新建的穀倉頂上，裝一風向針，上寫：「神就是愛」。一友見之，

不解而問：「難道上帝的愛也像風一樣會變嗎？」農夫答：「不是。無論風往哪個

方向吹，都有上帝的愛在那裏！」 

                            （文章引錄自《生活月刊》網站） 

 

信仰分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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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呂明才中學之各位學生及家長：   

  為方便各位家長及同學購買冬季運動服裝及校服服裝，本公司將於下列日期派專員到校度身
及提供訂購服務。請各同學於當日帶備足夠現金回校購買；如家長欲以支票形式付款，抬頭請填
寫「卓麗成衣有限公司」，並於支票背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 

  各家長同學亦可於派貨日後親臨荃灣門市部(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 11:00-18:00，勞工假
期休息)購買或更換貨品，詳請歡迎致電 2411 5632查詢。 

  到校度身及訂購日期：2018年 10月 3日 - 星期三 (上午 10:00至 下午 2:00) 
  校服派發日期 : 2018年 11月 29 日 - 星期四(上午 10:00至 下午 2:00) 

貨品 尺碼 XS S M L XL XXL 

運動外套 

胸圍（吋） 39 41 43 45 47 49 

身長（吋） 23.5 25 26.5 28 29.5 31 

袖長（吋） 30 31 32 33 34.5 36 

每件價格 $110 

運動長褲 

腰圍平度（吋） 22 23 24 26 28 30 

坐圍（吋） 37 39 41 43 45 47 

褲長（吋） 35 37 39 41 43 45 

每條價格 $100 

男女長袖恤衫

long leeves shirt 

  

 

領圍 12 12.5 13 13.5 14 14.5 15 15.5 16 

胸圍 31 33 35 37 39 41 43 45 47 

衫長 22.5 23.5 24.5 25.5 27 28 29 30 31 

每件價格 $70(男)/$80(女) 

男生冬季西褲 

Long pants for 

boys 

腰圍平度（吋） 24 / 26 24 / 26 / 28 / 30 24 / 26 / 28 / 30 26 / 28 / 30 / 32 26 / 28 / 30 / 32 

褲長（吋） 32 34 36 38 40 

每件價格 ＄120 

女生連身校裙 

Skirts for girls 

 

腰圍平度（吋） 30.5 34.5 32 36 33.5 37.5 35 39 36.5 40.5 

裙長 32 34 36 38 40 

每件價格 $ 130 

貨品 尺碼 XS S M L XL XXL 

校褸 

Winter jacket 

胸圍（吋） 40 42 44 45.5 47.5 49 

每件價格 $260 

校呔   $25 

毛衣校徽  $8 

貨品 尺碼 XS S M L XL 2XL 

套頭長袖

毛衣 

胸圍(吋) 33 36 39 42 45 48 

每件價格 $190 

背心毛衣 胸圍(吋) 33 36 39 42 45 48 

每件價格 $160 

備註： 如需訂購上述以外之尺碼或要求修改尺寸（裁碼），客戶需另付每件 HK$30附加費。 

 

附件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