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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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五)聖誕崇

拜頒獎禮上由本校頒贈獎學金。 
 (一) 全級首 3 名 

去年級別 現在班別 姓名 去年全級 
中一 2A 陳君睿 第一名 
中一 2A 邱鈴滢 第二名 
中一 2A 黃梓健 第三名 
中二 3B 何章煌 第一名 
中二 3A 劉星宇 第二名 
中二 3B 吳東宜 第三名 
中三 4C 李帥阳 第二名 
中三 4C 吳依麗 第三名 
中四 5C 林芳羽 第一名 
中四 5C 陳雨欣 第二名 
中四 5C 林秋瑩 第三名 
中五 6B 施楠琪 第一名 
中五 6B 夏天     第二名 
中五 6B 林子龍     第三名 

 

    (二) 高中全班首名 
去年班別 現在班別 姓名 

4A 5A 張佳怡 

4B 5B 俞艷琳 

4C 5C 林芳羽 

4D 5B 陳炳橋 

4E 5E 吳振昌 

5A 6A 葉俊文 

5B 6B 侯文杰 

5C 6C 施楠琪 

5D 6D 吳美怡 

5E 6E 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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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體育科舉辦之體育之星選舉結果如下： 
田徑之星：  5A 劉曉偉  2B 庄雲風  2B郭靜敏  1B 林嘉晴     
跳繩之星：  3B 彭濤明  1A 陳麗娜 
排球之星：  4A 林可澄  6D 李曉楠 
跆拳之星：  2B 鍾晨風  3A 陳振祺 
籃球之星：  2D 郭益承  5B 林兆華 
手球之星： 5D 梁家輝 
射箭之星： 5B 鄭智濤 

 
3.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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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9/2020– 23/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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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77 40 
中二級 118 93 51 
中三級 94 73 40 
中四級 105 61 9 
中五級 100 76 21 
中六級 99 6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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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鼓

勵，名單如下：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1A 林欣穎  3A 黃歆瑤  5A 張佳怡 
1A 柯嘉儀  3A 劉星宇  5B 俞艷琳 
1A 薛宁靜  3B 何章煌  5C 林晉羽 
1A 鄭宗蕙  3B 張靖楠  5C 林芳羽 
1B 吳佳莹  3C 羅志寶  5D 林藝毅 
1C 黃俊熙  3D 賴懿桐  5E 吳振昌 
1D 何嘉欣  4A 杜倩妮  6A 趙志强 
2A 陳凱盈  4B 孫良  6B 侯文杰 
2B 郭靜敏  4C 吳依麗  6C 陳宇馨 
2C 李紫晴  4C 吳昭玫  6C 劉梅婷 
2C 章芷涵  4D 陳卓欣  6C 施楠琪 
2D 邱凱淇  4E 陳錦煌  6D 羅開奇 

      6E 何芷茵 
      6E 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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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勤學勵進獎勵計劃定於 22/2/2021(一)至 3/5/2021(一)進行， 
鼓勵同學繼續積極學習，做好功課，再獲獎勵。 
 

4. 網上試前温習班 
因應第一學期考試日期的更新，網上試前温習班將由 1 月 11 日加開至

2 月 5 日，星期一至五，下午 3時至 5時，沿用早前已發放的網上教

室資料及密碼，以 Zoom 形式舉行，以支援學生在備試及考試期間的

温習需要，懇請家長鼓勵 貴子女積極參與。 
 

5. 中六同學備忘 
(1)  中六級最後上課日由 3 月 5 日(五)改為 3 月 29 日(一)，學生在最後上

課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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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月 28 日(五)舉行中六畢業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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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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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生 

成 

長 

支 

援 

訓育組 
1. 第一學期模範生選舉結果如下： 

 

初中成長教育組 
1. 如教育局宣佈學校可回復全日上課，則中一至中三學生均須留校午膳，

午膳訂購表格將於每月中旬派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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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餐及退款程序 ： 

1. 學生如因告假缺席而需取消當天午膳，請家長於早上 9:00 前致電學

校校務處。 

2. 所有退餐費將於下一個月退回入智能卡戶口。 

 

1A 黃憶豪 2A 陳傅琳 3A 莊欣培 4A 江宏熙 5A 陳嘉玲 6A 陳志榮 

1B 吳佳莹 2B 劉嘉怡 3B 何章煌 4B 郭宇輝 5B 陳健 6B 侯文杰 

1C 黃俊熙 2C 李紫晴 3C 張靖婷 4C 吳依麗 5C 林芳羽 6C 劉梅婷 

1D 洪嘉煒 2D 郭思桐 3D 黃梓喬 4D 林雨莹 5D 梁穎雪 6D 羅開奇 

      4E 陳錦煌 5E 吳振昌 6E 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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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班際飛行棋比賽各級冠軍如下： 

中一級：1A 

中二級：2D 

中三級：3D 

 

在此恭賀各得獎班別，希望同學繼續積極參與比賽。 

其 

他 

學 

習 

支 

援 

活動組 
1. 屈臣氏集團主辦「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20，5B林兆華同學為本校得獎

學生，獲得獎學金 500 元正。 

2.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2B劉嘉怡、5C陳雨欣、 

  6D庄永瀚，獲得中文硬筆書法中學組優秀入圍獎。 

3.截至 2021年 1月，社際比賽暫時由馬太社領先，詳情如下： 

社際比賽龍虎榜 2020-2021   

 

 
項  目 馬太社 馬可社 路加社 約翰社 

1 時事及常識 

問答比賽 
6 *12 10 5 

2 
書 法 比 賽 *15 5 6 8 

3 籃 球 比 賽 

(延期舉行) 
    

4 陸 運 會 

(取消) 
    

5 
視 藝 比 賽 

    

6 
象 棋 比 賽 

    

7 朗 讀 比 賽 

(粵、英、普) 

    

 總  分 
21 17 16 13 

*號代表該社出示皇牌，該項目得分為原來得分之 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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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及 3月份校務概要 

學與 
教 

1. 8/2(一)至 20/2(六) 農曆新年假期 
2. 29/3(一) 中六最後上課日 
3. 30/3(二)  教師培訓日(學生不用上課) 
4. 31/3(三)至 10/4(六)       復活節及清明節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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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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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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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卓麗成衣有限公司將於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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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生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輔導組將於二月及三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二月 

23/2 友樂先鋒—伴讀組 (7) 

友樂先鋒—午間伴讀 (6) 

25/2 大哥哥大姐姐 GP4 (3) 

三月 

2/3 友樂先鋒—午間服務訓練 

4/3 大哥哥大姐姐活動 1 

9/3 友樂先鋒—伴讀組 (8) 

友樂先鋒—午間伴讀 (7) 

10/3 3C、3D 心智教育課程 (3.1) 

11/3 大哥哥大姐姐活動 2 

15/3 3C、3D 心智教育課程 (3.2) 

16/3 友樂先鋒—伴讀組 (9) 

友樂先鋒—午間伴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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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2D 心智教育課程 (3.1) 

17/3 2C、2D 心智教育課程 (3.2) 

3A、3B 心智教育課程 (3.1) 

18/3 大哥哥大姐姐領袖訓練 (4) 

22/3 3A、3B 心智教育課程 (3.2) 

23/3 友樂先鋒—活動組(籌備生命教育周 1) 

2A、2B 心智教育課程 (3.1) 

25/3 大哥哥大姐姐義工訓練 (1) (暫定) 

27/3 大哥哥大姐姐義工活動 (1) (暫定) 

29/3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 (4) 

中五級生命教育課 (2) 

2A、2B 心智教育課程 (3.2) 
 

其 

他 

學 

習 

支 

援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 網絡校園團契 

日期︰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3:00-4:00(ZOOM MEETING 資料可向團契導師查詢) 

日期 內容 

24/2 查經︰撒母耳(上) 

3/3 查經︰撒母耳(下) 

10/3 詩歌饗宴 

17/3 查經︰大衛(上) 

24/3 專題：耶穌復活 

 歡迎所有同學出席﹗ 

2. 晨光加油站 

日期︰逢星期一 

時間︰早上 7:30-8:00 

地點︰G2 

內容︰安靜自己、閱讀靈修文章或聖經、與老師一齊祈禱。為自己的心靈

加加油、打打氣﹗ 

3. 網絡國際文化校園 

  本校與美國路德會合辦國際文化校園計劃，計劃的目的乃為本校學生

與來訪的外國教會或教育團體提供文化及福音交流的機會。在新冠肺炎疫

情下，國際文化校園計劃改以網絡視像會議形式進行。主題圍繞耶穌的比

喻、神蹟及美國文化等話題。美國義工會預先提供討論的主題及問題給同

學們準備，讓同學們在認識上帝的同時，更能勇於用英語交談，提升對英

文會話的信心。 



《橋樑》第 162 期 . 第7頁 
 

網絡國際文化校園(第二階段)詳情如下︰ 

主辦單位︰靈德及公民教育組、Hong Kong Team(美國科羅拉多州) 

日期︰逢星期五(8/1、26/2、5/3及 12/3)  

時間︰放學後 1:00〜1:30 

對象︰對福音持開放態度及熱切欲提升英文口語的同學 

形式：5人一組與 Hong Kong Team(美國科羅拉多州)進行視像對話，每 4

周換一組。 
 *有興趣的同學請到 216 室找賴民蓉老師或劉承鏘老師報名。 

2、3 月份家長備忘 
1. 8/2(一)至 20/2(六) 農曆新年假期 
2. 30/3(二)           教師培訓日(學生不用上課) 
3. 中學文憑考試於 4 月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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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卓麗成衣有限公司將於 3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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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卓麗成衣有限公司將於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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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金句： 

「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上帝。」 

                            《羅 15：7》 

三月金句：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 

                            《彌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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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蒙歲月》 2009 5B 張慧茵 
  揭著二零零九年的畢業特刊和作文功課，掀起不少回憶。尤其在重讀作文功課，當

年我寫了一句「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那時的我只知道這句令文章生色不少，事實上

沒有很深感受，甚至不知道「梭」的意思。時光飛逝，原來我離開呂明才中學十年多了，

似乎我亦明白到這句說話的真正意思。 

  很感恩我的父母從小對我採取開放式教育，沒有很多補習、默書，我可以參與各種

自己喜愛的課外活動，包括令我感到無比自豪的集誦隊、突破自我的歌唱比賽、舒展筋

骨的球類活動和聯校福音營等，讓我的中學生涯過得精彩、愉快，留下充滿快樂和愛的

回憶。而我最喜愛的學校活動是團契，我嚮往在這個「大家庭」生活，頌唱詩歌讚美主，

我嚮往閱讀聖經，每次讀到不同篇章，總有新啟發，我嚮往這裏可以無分您我，跟傳道

人、老師和同學們敞開心扉交談，樂也融融。我習慣凡事感恩，感恩老師成為良師益友，

感恩陌生的同學成為知己摯友，感恩昔日懵懂女孩憑著老師教導和信仰培養出今天正確

的價值觀和良好的品德。 

  中五畢業，正式由莘莘學子蛻變成社會新鮮人。我擔任過不同類型的工作：畫班導

師、秘書、醫院抽血員。工作數年間，可說是悲喜交集，雖然不算很順遂，但每個工作

經歷都為現在的我累積了知識、技能，欣賞到自己的優點和改善缺點，領悟到知識的重

要性。於是，我興起實現夢想的念頭，就是成為「白衣天使」。我報讀了兼讀制課程繼

續進修，努力突破現狀。從小讀書不是我擅長的項目，要兼顧工作和學業，對我而言是

艱難的挑戰。有趣的是，我對健康護理相關的課題很感興趣，同時，達成夢想的渴望轉

化為認真讀書的動力，我憑著努力不懈的精神，考得優異成績，更榮幸獲得學校頒發優

異生獎項和獎學金，自此之後激發了我對學習的熱情和信心，變得更愛念書！完成文憑

課程後，順利考入香港公開大學的護理學院。 

  二零二零年，我終於大學畢業取得護士執照，兒時夢想成真了。現在回想，人生彷

彿不斷的學習。學習不只是書本上的知識，不只是為了取得高分數或得到學位，還有學

習待人接物的技巧，學習面對人生挫折，學習如何豐富自己的人生。師弟妹們，您們在

呂明才大家庭學習到什麼呢？ 
（張校友為 2009 年中五畢業，2020 年香港公開大學護理及健康學院護士畢業） 

 

 

 

 

 

 

 
    2006 年校園團契聖保羅團導師與幹事（前排中）      2020 年公開大學畢業 

校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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