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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訊 

學 

與 

教 

1. 以下同學，於去學年學業表現優異，已於本學年12月20日(五)聖誕

崇拜頒獎禮上由本校頒贈獎學金(由$200 至$400 不等)： 

(一) 全級首 3 名 
去年級別 現在班別 姓名 去年全級 

中一 2B 何章煌 第一名 

中一 2A 劉星宇 第二名 

中一 2B 吳東宜 第三名 

中二 3A 余心 第一名 

中二 3B 關益航 第二名 

中二 3A 李帥阳 第三名 

中三 4C 林芳羽 第一名 

中三 4C 林秋瑩 第二名 

中三 4C 陳雨欣 第三名 

中四 5C 林子龍 第一名 

中四 5C 施楠琪 第二名 

中四 5C 夏天     第三名 

中五 6B 何伊凡 第一名 

中五 6B 侯佳佳 第二名 

中五 6B 林煌 第三名 
 

(二) 高中全班首名 
去年班別 現在班別 姓名 

4A 5A 黃浩森    

4B 5B 侯文杰 

4C 5C 林子龍 

4D 5B 賴啟仁 

4E 5E 陳國華 

5A 6A 吳鄰添 

5B 6B 何伊凡 

5C 6C 鄭浩霖 

5D 6D 凌耀宗 

5E 6E 孫斯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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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七十一屆(2019)校際朗誦節(中文)成績 
一、集誦  得分 

中三、四年級男女生   中三、四年級男女子詩詞集誦(普通話組) 亞軍 81 
二、獨誦  

1. 3A 盧軒正 中學三年級男子詩詞獨誦冠軍 86 

2. 5D 邱 蕾 中學五年級女子散文獨誦季軍 86 

3. 3C 陳庭軒 中學三年級男子散文獨誦季軍 83 

4. 5C 劉梅婷 中學五、六年級女子散文獨誦（普通話組）優良獎狀 85 

5. 2A 黃瀞嵐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散文獨誦（普通話組）優良獎狀 84 

6. 1A 蔡卓晉 中學一年級男子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83 

7. 2B 韓雨萱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詩詞獨誦（普通話組）優良獎狀 83 

8. 2A 劉星宇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散文獨誦（普通話組）優良獎狀 82 

9. 4B 林兆華 中學三、四年級男子詩詞獨誦（普通話組）優良獎狀 82 

10. 5C 陳宇韾 中學五、六年級女子散文獨誦（普通話組）優良獎狀 82 

11. 2A 黃歆瑤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散文獨誦（普通話組）優良獎狀 81 

12. 1A 張城健 中學一、二年級男子詩詞獨誦（普通話組）優良獎狀 80 

13. 3B 陳婉怡 中學三、四年級女子散文獨誦良好獎狀 79 

14. 4A 陳曉潼 中學四年級女子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79 

15. 4C 駱凱琳 中學四年級女子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79 

16. 3A 林煬振 中學三年級男子散文獨誦良好獎狀 78 

17. 3B 楊亦涵 中學三年級女子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78 

18. 5A 陳若琳 中學五、六年級女子散文獨誦良好獎狀 78 

19. 5A 黃晶晶 中學五、六年級女子散文獨誦良好獎狀 78 

20. 5A 邱綺薰 中學五、六年級女子散文獨誦良好獎狀 78 

21. 5A 何曉晴 中學五、六年級女子散文獨誦良好獎狀 77 

     

 

3.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Results 
Class Name 姓名 Marks Certificate awarded 

1C ALI BASIT 馬文昌 83 Merit 

2D HUANG ZIQIAO 黃梓喬 78 Proficiency 

2D LAI YI TUNG 賴懿桐 78 Proficiency 

3A LO HIN CHING 盧軒正 84 Merit 

6B WONG KA KI 黃嘉琪 84 Merit 

6B HOU JIAJIA 侯佳佳 85 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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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體育科舉辦之「體育之星選舉」結果如下： 

籃球之星  ：  6C 張豪權   5A 陳志榮 

跆拳之星  ：  4B 俞艷琳 2A 林莉翠 

舞蹈之星  ：  6A 陳心瑩  

乒乓球之星：  4D 陳炳橋  

閃避球之星：  6A 盧曉茵 5D 張家洛 
 

5.  2019/20第一階段學科閱讀獎勵計劃已順利完成，結果如下： 

舉行日期：23/9/2019 (一) – 29/11/2019(五) 

參與科目：宗教、中國歷史、企會財/理財、電腦/資訊 

優異獎  (每人獲贈 50 元書券以示鼓勵) 

班別 Name 姓名 總閱讀量 

2D LEUNG KA YIU 梁家耀 44 

4B YU YANLIN 俞艷琳    30 

6A SZE WA YUNG 施樺榕 25 

2B HE ZHANGHUANG 何章煌 15 

1C WONG HOI YAN 黃凱茵 10 
 

 

6. 第二階段學科閱讀獎勵計劃定於 2 月 17 日(一)至 4 月 24 日(五)   

進行，參與科目包括視藝、地理、經濟、綜合科學、旅遊與款

待，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7. 2019/20 第一階段勤學勵進獎勵計劃已順利完成，結果如下： 

舉行日期 : 9/9/2019 (一) – 29/11/2019(五) 

獲獎人數 :  

獲嘉許狀數

量 

2 張或以

上 

4 張或以

上 

6 張或以

上 

中一級 117 90 40 

中二級 91 77 50 

中三級 120 94 36 

中四級 108 63 18 

中五級 106 55 17 

中六級 96 4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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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班獲「勤學勵進」積點數量最多的同學，另獲獎狀及學生會贈券

($60)以作鼓勵，名單如下：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1A 黃依雯  3A 余鳳玲  5A 楊智媛 

1B 劉嘉怡  3B 陳婉怡  5B 侯文杰 

1C 許穎怡  3C 鄭仲喻  5C 陳宇馨 

1D 林嘉程  3D 唐利利  5D 文智凱 

2A 劉星宇  4A 蘇綺雯  5E 王希 

2A 黃瀞嵐  4B 陳健  6A 黃榮堅 

2B 陳彥汝  4C 馮咏琪  6B 林煌 

2B 吳詠琪  4C 林秋瑩  6B 黃嘉琪 

2C 翁子穎  4C 林芳羽  6C 鄭浩霖 

2D 黃梓喬  4D 林藝毅  6D 凌耀宗 

   4E 吳振昌  6E 宋光廉 

 

第二階段勤學勵進獎勵計劃定於 10/2/2020(一)至 4/5/2020(一)進

行，鼓勵同學勤於學習，努力完成課業，提升學習成績，並勉勵同

學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積極參與課堂，不斷求進，終身學習，開

拓豐盛人生。 

 

8. 課後學習支援 

第二學期課後溫習班及初中拔尖班將於 2 月初開始，逢星期

一、二、四、五舉行，本校繼續安排導師為同學提供功課輔導，

期盼家長鼓勵 貴子女積極參與，使學業不斷進步。 

 

9. 中六同學備忘 

(1) 中六級停課後(3 月 2 日(一))，學生可於上課時間回校到圖書館

溫習，但仍須穿著整齊校服及遵守校規。個別科目將進行停課

後補課，藉以加強學生的應試能力，請同學留意有關安排，按

時參與補課。 

(2)  5 月 29 日(五)舉行中六畢業禮，請穿著整齊夏季校服回校，屆

時將會派發重要文件，請同學留意有關安排準時出席。 

(3)  7 月 8 日(三)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請有關同學在放榜

當日上午九時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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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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5 日(四)派員來校為同學度身訂製夏季

校服，同學可於當日帶備訂金港幣$100 回校辦理。(見附件 1) 

台端可向卓麗成衣有限公司訂購或自行縫製校服，惟訂製與否，全

由  台端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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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毛衣校章 $5 

學生手冊 $5 學生日記 $4.5 

卓麗成衣有限公司將於 4 月 2 日(四)派發同學所訂購的校服，同學

請於當日帶備足夠款項領取校服。 

家 

長 

教 

師 

會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二月及三月舉行之活動如下： 

1. 2 月 23 日(日)為家長日，家長教師會於禮堂設置了「留言箋─

─家長給子女的信簡」攤位，讓家長以信件方式給子女留言，

由學校轉交學生，加強親子溝通。家長是日領取成績表後可移

步到禮堂參與。 

2. 本會與路德會象山堂訂於 3 月 8 日（日）合辦火山探知館、

海豚博物館、海下灣自然保護區、西貢市集親子一日遊活

動。活動內容充實而富教育意義，既可讓  貴子弟認識香港自

然環境及西貢市集；亦可促進親子感情，一舉兩得。歡迎本校

家長、同學及教職員參加。有關活動詳情請參閱早前派發之

通告。 

學生 

成長 

支 

援 

訓育組 

第一學期模範生選舉結果如下： 

 

 

1A 黃梓健 2A 黃歆瑤 3A 余鳳玲 4A 陳嘉玲 5A 叶晓斌 6A 周諾菲 

1B 賴熠暉 2B 何章煌 3B 何寶賢 4B 卓思敬 5B 侯文杰 6B 林煌 

1C 許穎怡 2C 羅志寶 3C 鄭仲喻 4C 馮咏琪 5C 施楠琪 6C 鄺慧雯 

1D 陳起聿 2D 黃梓喬 3D 唐利利 4D 陳盈盈 5D 邱蕾 6D 方世鴻 

      4E 吳振昌 5E 陳國華 6E 黃翠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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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學習

支援 

活動組 

1. 觀塘「發現號」室內賽艇邀請賽，賽艇隊獲得以下成績： 

5B潘逸軒同學奪得男子高中組 1000米殿軍 
5B蔡文宇同學奪得男子高中組 500米殿軍 
2B吳俊樂同學奪得男子初中組 300米殿軍 
6A陳偉杰同學奪得男子高中組 500米優異獎 
5B王旭同學奪得男子高中組 1000米優異獎 
5B潘逸軒、5B蔡文宇、6A陳偉杰及 6D賴向榮同學奪高中組 
4x500米接力亞軍 

 
2. 屈臣氏集團主辦「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9，6A李靈靈同學為

本校得獎學生，獲得獎學金 500元正。 
 
3. 荃灣及離島區校際田徑錦標賽，本校同學取得以下成績： 

6A陳偉杰同學奪得男子甲組鐵餅季軍 
6A吳頌楊同學奪得男子甲組 110米跨欄季軍 
4B林兆華同學奪得男子甲組跳遠殿軍 
1B施聰穎同學奪得女子丙組鉛球季軍 

 
4. 2019年香港青少年室內射箭淘汰賽，本校同學取得以下成績： 

6A李靈靈同學奪得女子反曲弓青少年甲組第七名 
6D方浩楠同學奪得男子反曲弓青少年甲組第六名 

    
5. 全港青年象棋比賽(2019-20年度)，5B 陳家偉同學奪得高中組

優異獎。 

 

 

 

 

 

 

 

 

二月金句：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而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申 8：3》 



《橋樑》第 156 期 . 第 7 頁 
 

 6. 截至 2020 年 1月，社際比賽暫時由路加社領先，詳情如下： 

社際比賽龍虎榜 2019-2020 

 

 
項  目 馬太社 馬可社 路加社 約翰社 

1 競 技 比 賽 *9 *12 *15 *7.5 

2 
時事及常識 

問答比賽 
5 10 8 6 

3 足 球 比 賽 5 6 8 10 

4 即席演講比賽     

5 陸 運 會     

6 視 藝 比 賽     

7 象 棋 比 賽     

8 
朗讀比賽 

(粵、英、普) 
    

 
總  分 19 28 31 23.5 

*號代表該社出示皇牌，該項目得分為原來得分之 1.5倍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7/2 周會︰崇拜(黃信榮牧師) 

 2 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 22/1(三)至 4/2(二) 農曆新年假期 

2. 10/2(一)至 4/5(一) 勤學勵進獎勵計劃(第二階段) 

3. 2 月初 課後溫習班開始  

4. 17/2(一)至 24/4(五) 學科閱讀獎勵計劃(第二階段)  

5. 18/2(二) 下午 3:15 召開全體教師會議， 

 放學時間為下午 3:10。 

6. 23/2(日) 家長日─是日派發成績表(中六除外)  

7. 24/2(一)  家長日補假 

8. 25/2(二)  教師培訓日(學生不用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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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輔導組將於二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二月 

6/2 大哥哥大姐姐 GP1  (3) 

8/2 培英計劃 

10/2 樂在明才適應班 GP2 (3) 

11/2 友樂先鋒—伴讀組(5) 

友樂先鋒—午間伴讀(4) 

13/2 大哥哥大姐姐 GP2  (3) 

15/2 培英計劃 

17/2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 (1) 

樂在明才適應班 GP3 (3) 

18/2 友樂先鋒—伴讀組(6) 

友樂先鋒—午間伴讀(5) 

20/2 大哥哥大姐姐 GP3  (3) 

22/2 同窗同分—長洲之旅 

27/2 大哥哥大姐姐 GP4  (3) 

29/2 培英計劃 

初中成長教育組 

1. 2月 13日(星期四) 派發三月份午膳訂購表格，費用為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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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週(17/2(一)至 21 /2(五))午膳小息將舉行級際數學
遊戲比賽。 
 

 
 

 

 

 

 

 

 

 

 

 
 

三月金句： 

「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

選他。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撒上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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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校務概要 

學與 

教 

1. 2/3(一) 中六停課 

2. 26/3(四) 下午 3:15 召開全體教師會議， 

 放學時間為下午 3:10。 

學 

生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輔導組將於三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三月 

2/3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 (2) 

3/3 友樂先鋒—午間服務訓練 

5/3 大哥哥大姐姐義工訓練 (1) 

7/3 大哥哥大姐姐義工活動 (1) 

培英計劃 

9/3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 (3) 

10/3 友樂先鋒—伴讀組(7) 

友樂先鋒—午間伴讀(6) 

11/3 3C、3D心智教育課程 (3) 

12/3 大哥哥大姐姐義工訓練 (2) 

14/3 大哥哥大姐姐義工活動 (1) 

培英計劃 

16/3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 (4) 

17/3 友樂先鋒—伴讀組(8) 

友樂先鋒—午間伴讀(7) 

18/3 3A、3B心智教育課程 (3) 

19/3 大哥哥大姐姐領袖訓練 (4) 

21/3 培英計劃 

23/3 中五級生命教育課 (2) 

24/3 中四級生命教育課 (2) 

友樂先鋒—活動組 

(籌備生命教育周 1) 

26/3 大哥哥大姐姐 GP1  (4) 

28/3 培英計劃 

31/3 友樂先鋒—伴讀組(9) 

友樂先鋒—午間伴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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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成長教育組 

1. 3月 12日(星期四) 派發四月份午膳訂購表格，費用為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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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週(16/3(一)至 20/3(五))午膳小息將舉行級際層層疊
比賽。 

 

其他
學習
支援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 3/3(二)廉政公署互動劇場 (中四全級，第 8-9 節，禮堂) 

2. 6/3(五)周會︰春麗-耶青台 

3. 13/3(五)靈德周會 

4. 27/3(五)生命教育班主任堂 

2、3 月份家長備忘 

1. 22/1(三)至 4/2(二) 農曆新年假期 

2. 18/2(二) 召開全體教師會議，放學時間為下午 3:10。 

3. 23/2(日) 家長日派發成績表(中六除外)。請各家長盡可能抽空

出席，領取 貴子弟之成績表。會晤班主任時間將

另函邀約。 

4. 24/2(一)         家長日補假 

5. 25/2(二)         教師培訓日(學生不用上課) 

6. 26/3(四) 召開全體教師會議，放學時間為下午 3:10。 

7. 中學文憑考試於 3 月至 4 月陸續舉行，請關注 貴子弟溫習情況。 

 中/英文科聆聽考試須自備耳筒式收音機，敬請垂注。 

8. 卓麗成衣有限公司將於 3 月 5 日(四)派員來校為同學度身訂製夏季校

服，同學可於當日帶備訂金港幣$100 回校辦理。 

9. 卓麗成衣有限公司將於 4 月 2 日(四)派員來校派發同學所訂購的校服， 

 同學請於當日帶備足夠款項領取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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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呂明才中學通函 
 

《橋樑》第一五六期出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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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為第一五六期，共紙 19 頁，敬希妥

為保存，並請垂注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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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五六期出版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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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   月     日 

 

 

 

 

 

 

 

 

 

 

 

 

 

此回條請於２０２０年２月７日前交回班主任 

學生姓名：＿＿＿＿＿＿＿＿ 

班    別：＿＿＿＿＿＿＿＿ 

班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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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以外的出路》    2004 7A 葉盈欣 

當年，我會考成績並未達標，不能原校升學，因此選擇了呂明才中學繼續預科之路…… 

 

那時，我的世界每天都很灰暗，覺得自己是人生大輸家，因此變得內向，甚少參與學校

的事務…… 

 

我認為，這所學校只是一個讓我安靜讀書，升上大學的平台而已…… 

 

今天，回想起來，我很感恩曾經有兩年來過這裡：引導我，加深自我了解，助我自信地

作出人生的選擇。 

 

藉著這個平台，我要衷心地感激當時的班主任歐偉文老師。他早已發現我出現壓力過大

的情況，會花很多時間和我傾談。了解我的問題所在。因為我過往都在競爭激烈的讀書

環境之中成長，認為讀書只是唯一出路。歐老師卻和我細心分析，他問我想做什麼，我

害羞地說我想任職電台廣播員，心想老師一定取笑我。老師卻很認真和我一起研究：如

何向電台自薦，我想做什麼類型的節目，這類型的節目要注意什麼…… 

 

另外，老師知道我鋼琴達演奏級程度，並時有教小朋友彈琴。他鼓勵我不妨同時在鋼琴

教育及媒體方面多番嘗試！年輕人，只要喜歡的，應該都要試，才知道哪樣適合自己。 

 

結果，我參與了電台的青年節目，同時繼續進修鋼琴演奏及教學……透過不斷的嘗試，

更了解自己的強項，清楚自己滿足感的泉源，一步一步走進自己理想的事業！ 

 

感謝學校，感謝老師，讓我明白：了解自己，建立自信才是成長寶貴的一課。也許自己

的專長不在讀書，那麼就勇敢地尋找出來！ 

 

至於真正地和學校師弟妹接觸，倒是升上大學之後的事。很榮幸得到學校中文科導師邀

請，回母校指導高中中文科口試的技巧。多番接觸後，發現學校的同學，儘管嘻皮笑臉，

卻經常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及發問。不恥下問，非常好的學習態度！慢慢地，我只需要

教他們如何修飾演講時的用字，絕大部分都是他們的見解！上堂都充滿歡笑，我很喜歡

他們呢！ 

 

每次往返學校的時候，總會放下腳步，回憶讀書時的種種事。學校是快樂，助您追夢的

地方。各位呂明才的師弟妹，希望您們好好投入學校生活，活出自信！ 

（葉校友為 2004 年中七畢業，14 年修畢中文大學幼兒教育文學碩士，後創立妙域高音樂中心，

另開辦到校樂器課程） 

校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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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賞生命 常存感恩》    李綺玲老師 

當我想著今年主題「欣賞生命 常存感恩」去構思今天短講內容時，腦中飄

過了一本書。這本書是幾年前看的了，當中的一些感想依依稀稀地浮現。為

了更實在地捕捉那份感覺，我重新拿出這書再看一遍。 

 

書中描述著一個不可思議的都市傳說。某條不知名的小徑上，有一間咖啡

店，當中有個神秘座位，只要坐上那座位，就能回到你所希望回去的那一天。 

 

同學，如果你擁有這機會，你會坐上這座位嗎？ 

有哪一天是你想回去的？ 

你又為什麼想回到那天？ 

是想抓緊錯過了的某些人或事？ 

是想收回說錯了的說話或是心裡有句說話未曾講？ 

還是不滿現況，想修正過去，改變現在呢？ 

不過，坐上這座位回到過去是有代價的，也有著非常麻煩的規則。 

 

 首先，這椅子長期有一神秘人坐著，要先有耐性等待時機，才有機會

坐下。 

 回到的場景亦只局限於這咖啡店，只能見到曾在咖啡店出現的人。 

 而且過程中不能離開椅子行動。 

 回到過去的時間，只從咖啡倒進杯子開始，到咖啡冷卻為止。如果未

能在咖啡冷掉之前回到現在，就會永遠不能返回現在。 

 最重要的是縱然能回到過去，或許會改變了事件的發生過程，但結局

是無論如何努力也無法改變的。 

 

聽了這麼多的規矩及知道了無法改變結局後，你仍想回到剛才在你思緒中乍

現的某一天嗎？ 

 

書中提到幾個選擇坐上這神秘座位的人的故事。 

教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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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主角雖然知道回去也無法改變事實，但仍選擇回去，為的是想面對真

實的自己，把心中所想說出；或是為了放開顧慮，真正用心聆聽身邊人的心

聲話語，關心與明白對方的感受。咖啡之旅完結後，他們縱然仍須面對同樣

的現實情況，但因為過程的轉變，他們另有一番體會，不再帶著悔懊，反能

對生命存著欣賞與感激之心，帶著盼望而自信地迎向未來。 

 

雖然他們只是虛構的主人翁和情節，但卻能讓我體會「只要有心，無論多麼

艱難的現實，都可以克服。所以就算現實不會改變，只要人的心能改變，眼

前所看到的一切就變得不同了。」 

 

時間從過去到現在，然後從現在到未來。我們不能改變過去，所以要在現在

成為過去前，坦誠而無悔地好好過每一刻。 

 

人生就是一個故事，由不同的章節與段落串成。每一章節的結局未必盡如人

意，但只要我們於當中曾努力做好自己的角色，懷著真誠、正直與善良的心

待人待己，不作會令自己後悔的事，珍惜於每個段落曾與你相遇的人，因有

著他們，你的故事情節才會豐富。只要過程是這樣的話，那麼不管結局如何，

都能以平常心坦然而無憾地面對，學懂欣賞每一章節的結局，感激當中曾出

現的人和物。 

 

校園中的同學們，在這象山下，你們正在建構人生故事中「中學校園生活」

這一章節，請你們愛惜這校園，與老師同學們和諧共處，珍惜學習的機會，

令這章節的內容充實和有愛。 

 

特別寄語中六的同學，隨著畢業試與公開試的接近，你們的「中學校園生活」

這一章節即將落幕。碰上紛紛擾擾的日子，難免令你們更感迷惘與困惑，面

對的挑戰更大。但我相信正因如此，應該更能令你們學懂珍惜和堅毅。在餘

下的上課天請繼續與師長同窗們相惜相愛，積極參與校園的活動以 留下更

多采的回憶。當然爭取好成績這團火千萬不能冷卻，不要動搖，要保持鬥心，

繼續盡全力向前衝。 

 

願在才記渡過的時光，能成為同學們人生故事中值得回味的一個章節及成為

造就將來更完整的你的支持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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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容我對這一屆的中六同學們說句， 

很欣賞你們那顆善良的赤子之心， 

很欣賞你們那份包融與接納的胸襟， 

很欣賞你們那率性而純真的笑臉， 

很欣賞你們那認真求進的眼神， 

感激你們為這校園添上了一段美好的回憶，延續才記豐盛的生命力！ 

真的很喜歡你們，你們要加油啊！ 

多謝！ 

(編按：以上文章為李綺玲老師於早會短講的內容。文首提到的書本是川口俊和所著的《在咖啡冷

掉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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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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