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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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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教 

一. 本學年期末考試將於2022年7月8日(五)至7月19日(二)舉行，各級
考試時間表及校內考試注意事項已隨上期橋樑發布，請各級同

學留意。 

二. 期考將至，期盼  貴家長督導  貴子女專注學業，勤加溫習。為
支援學生課後學習的需要，本校繼續開辦不同學習範疇的「網

上課後功課輔導班」，聘請現正就讀本地大學/大專院校的校友
導師解答學生學科及功課疑難，望  貴家長能鼓勵  貴子女踴躍
參與，善用課餘時間，反覆研習各科內容，其學業必有所增

益。   貴子女可按學習需要於指定時間，利用視像通訊軟件
ZOOM 和早前已發放的課程編號(Zoom會議 ID)及密碼進入網上
輔導教室。詳情如下： 

日期：5月3日至6月17日(逢星期一、二、四、五) (公眾假期除外) 
6月20日至7月7日(逢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下午3時至5時 
 

三. 2022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Open) 
為培養學生對數學學習之興趣及訓練學生良好的數學思維習慣和

思維品質發展，本校於本年度推薦數學優良學生參與亞洲國際數

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於學生及負責老師的共同努力之下，部分學

生能夠晉身晉級賽並榮獲兩銀四銅之佳績。 
獲獎名單如下： 
班別 姓名 組別 獎項 

1A 古嘉慧 中一級 銅獎 
1B 謝昊然 中一級 銅獎 
2A 許志偉 中二級 銀獎 
4A 施宇欣 高中 銀獎 
4A 何章煌 高中 銅獎 
4A 黃歆瑤 高中 銅獎 

 
四. 教育局、投委會及香港教育城主辦的「金錢管理大挑戰—才德
兼備理財動畫劇本創作」比賽，4A吳俊樂及楊益增獲初中組優
異獎，各獲發獎狀及250元書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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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嘉許狀換取優點截止申請日期： 

本年度以 5張嘉許狀換取 1優點的最後限期為 7月 7日，逾期恕
不受理。 
 

2. 最佳領袖生選舉結果如下： 

最佳領袖生：5C何寶賢、4A莊欣培 
 
優異領袖生：5C余鳳玲、5C陳婉怡、4A楊益增、4A黃歆瑤、 

4A劉星宇 

3. 模範生評選結果如下： 
班別 姓名 

1A 何坤琳 

1B 梁子茵 

1C 陳若琪 

1D 林若夕 

2A 柯嘉儀 

2B 黃佳琪 

2C 黃俊熙 

2D 洪嘉煒 

3A 陳君睿 

3B 劉嘉怡 

3C 吳俊輝 

3D 邱凱淇 

4A 何章煌 

4B 王俊 

4C 劉秋惠 

4D 陳爾祥 

5A 歐揚 

5B 歐冰焰 

5C 關益航 

5D 葉嘉俊 

5E 唐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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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成長教育組 
1. 班際數學比賽(1)各級冠軍如下： 

中一級：1B   中二級：2A    中三級：3A 

2. 中一級「群策群力展潛能」活動於 30/5(一)及 6/6(一)順利完

成，成績如下： 

總冠軍：1A 

分項冠軍： 

「記憶」項目：1D 

「觀察」項目：1A、1B 

「觀察及策略」項目：1D 

「反應」項目：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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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同學於期末試後活動期間(7 月 20 日至 8 月 5 日)，按時回校

進行各項活動，請仔細閱覽附件「期末試後活動日程表」，留意

每天的活動編排，回校的班別及回校的時間。 

2. 聯合出版集團及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主辦，「全民國情知識大

賽」，本校獲得積極參與獎，而本校同學獲得比賽獎項如下： 

3A 陳君睿 — 全民知識王第 24名 [銅獎] 

3A 林嘉程 — 全民知識王第 27名 [銅獎] 

3A 邱鈴瀅 — 全民知識王第 50名 [銅獎] 

3A 張城健 — 全民知識王第 59名 [優異獎] 

3A 林博恩 — 全民知識王第 60名 [優異獎] 

3A 梁浩軒 — 全民知識王第 70名 [優異獎] 

3. 6C 林秋瑩、6C 林芳羽獲得 2021-2022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

獎。 

4.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藝術教育組）主辦，2021-2022 學生視覺藝術

作品展， 6A 陳詩然、6C 陳語諾視覺藝術作品入選參展及獲發嘉

許狀。 

5. 香港路德會協同獎學金 2022，6B 林兆華獲傑出體藝表現獎，6C陳

語諾獲傑出服務表現獎，6C林芳羽獲傑出學術表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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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學年社際比賽已全部完成，由馬太社奪得本學年全年總冠軍。

以下是各項比賽結果，各社比賽的同學均表現出色，值得加許。 

社際比賽龍虎榜 2021-2022   

 

 
項  目 馬太社 馬可社 路加社 約翰社 

1 
時事及常識 

問答比賽 
10 *12 5 6 

2 足 球 比 賽 5 *15 6 *12 

3 
視 藝 比 賽 

(心意卡設計) 
*15 6 *12 5 

4 象 棋 比 賽 8 10 *7.5 6 

5 演 講 比 賽 *15 6 5 *12 

 
總  分 53 49 35.5 41 

*號代表該社出示皇牌，該項目得分為原來得分之 1.5倍 

 

 7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 1/7(五) 
2. 3/5(一)至 7/7(四)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假期。 
開設網上課後功課輔導班， 
請鼓勵同學積極參與。 

3. 8/7(五)至 19/7(二) 
4. 21/7(四) 及 22/7(五) 
5. 26/7(二) 
6. 28/7(四)至 29/7(五) 

第二次考試，請留意考試時間表。 
各級核對試卷，至下午 1:00放學。 
各級核對成績資料。 
新學年中一新生註冊日，本校部分同學

參與迎新服務。 

其他 

學習 

支援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28/7(四)至 29/7(五)路德會聯校福音日營，時間︰8:45am~12:30pm，

地點︰本校。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報名參加，詳情容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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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 4/8(四) 結業禮，派發成績表。 
2. 5/8(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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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2/8(一)至 26/8(五)           明才暑期培育計劃 
 22/8(一)至 26/8日(五)：中五及中六級補課。 
 22/8(一)至 24/8日(三)：暑期輔導班。        

*上課時間及詳情將於 5/7派發之家長通函詳列。 

學 

生 

成長 

支援 

訓育組 

8/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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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學習 

支 

援 

活動組 

為讓同學能善用餘暇，發展一些個人興趣，本組將於暑期 8 月中旬，

舉辦不同種類的暑期活動課程，包括氣球藝術創作、攝影、航拍、皮

革工藝製作、咖啡拉花技巧、飛鏢訓練、3D 打印等，詳情可向鄒偉業

老師或譚世安助理校長查詢及報名。 

(備註：中四 M1 組及中五 M1 組的同學必須參與最少一項活動，以滿

足高中其他學習經歷的課時需要。)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 4/8(四) 結業禮崇拜 

2. 10/8(三)至 12/8(五)中一新生銜接課程──暑期英語聖經班，詳

情容後公布。現正招募服務生，歡迎有興趣的同學於 8/7(五)或之

前向 216室賴民蓉主任或劉承鏘老師查詢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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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月份家長備忘 
1. 請留意第二次考試時間（8/7(五)至 19/7(二)），督促 貴子女溫習課業，準備

考試。 
2. 1/7(五)為學校假期。 
3. 22/8(一) 明才暑期培育計劃開始上課。 
 
 
 
 
 
 
 
 
 
 
 
 
 
 
 
 
 
 
 
 
 
 
 
 
 
 
 
 
 
 
 
 
 
 
 
 
 
 
 
 
 
 
 
 
 
 
 
 
 
 
 
 
 
 
 
 
 
 
 
 
 

 

七月金句： 

「不要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為你們正是為

此蒙召的，好使你們承受福氣。」 

                        《彼得前書 3:9》 

 
八月金句： 

「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寬恕人的過失便是自己的榮耀。」 

                          《箴言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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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下文為 6B林兆華同學代表本屆中六生於 6月 24日中六畢業典禮致謝辭之講稿) 
校監馮為璋牧師、各位來賓、各位校董、馬校長、各位家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晚上好！「路德興教，育樹幾許英才；象山立校，懿歟盛哉！」不知不覺，我們

已經一起唱了這首校歌六年，疫情期間雖然唱的次數減少，好像有點生疏，但剛才最後一

次全級一起唱的時候，大家都好投入，既激動又感動，百感交集。原來我們已經在這所屹

立象山的中學度過六年的中學生涯，原來我們已經由少不更事的 F1仔 F1女，變成一個個

成熟穩重的大哥哥大姐姐，原來我們在呂明才的生活裏獲益良多，在老師諄諄善誘之下，

我們已經足夠成熟，成為未來的英才。 

  記得六年前剛來到呂明才註冊的時候，好多老師都驚訝我的身高，如果不說我是來新

生註冊的，還以為我是插班生呢。註冊完後第一件事就是跑去籃球場，人對於熱愛的事情

真的是無法抗拒的，一看到有好多師兄在打球，我就忍不住的上前一起玩，忍不住跳起來

觸碰那三米多高的籃球框，這是我最愛的運動，它讓我認識了很多知己，也讓很多老師和

同學認識了我。即使到了現在，每次回到學校，我都會到籃球場看看，看看有沒有師弟在

打球，看看有沒有我的隊友在訓練，也看看自己是否比上一次的自己更強了些。就是這一

次次的交流互動之中，讓我和呂明才的人和事建立密不可分的連繫，讓我成為這個「家」

的一分子。相信我們在座的每一位對這個生活了六年的「家」，都和我一樣，都有不同的

不捨，可能是某間教室，某個樓層的一角，也可能是和要好的朋友一起走過的操場，這些

平平無奇的「家」的角落，總是盛載著我們獨一無二的回憶：高中放學後一起在課室裏放

鬆玩遊戲，關好課室門窗之後開演唱會，到操場打羽毛球，考試前玩命的做題……這些課

餘活動多姿多采又充滿情味，我想當多年後回想，我們會心微笑之餘，一定會慶幸自己來

到呂明才這個「家」，收獲了這份美好又溫馨的回憶。 

  對於我們這一屆畢業生來說，最可惜的莫過於因疫情而失去的面授課程，在家裡上網

課好像很輕鬆，很自由，我們常常強打精神聽英語 listening，常常在家人打機的背景音之

下聽著通識老師講沉迷網路遊戲的負面影響。同時，初中三年總是期待著高中能夠外出午

膳，來到高中卻被疫情困擾，只能回家吃飯。但即使是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高中三年還是

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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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下來了，大家都順利的從呂明才畢業，尋找自己的出路，成為更好的自己。這應該也

是每位老師希望看到的，風雨無阻的呂明才學生終於苦盡甘來，發揮潛能，邁向未來。 

  畢業在即，心裏實在是充滿了不捨和可惜，不捨得生活六年的學校，不捨得教育我六

年的老師，不捨得陪伴了六年的同學們，更不捨得我最愛的籃球場。可惜的是初中三年沒

有盡力學好英語，可惜的是因疫情而失去的很多面授課堂，最可惜的是因為疫情沒能為學

校多拿幾面金牌，多拿幾個獎盃。沒錯，人生百味就是由這些熱情、溫馨、美好、不捨、

可惜、感恩等等等等構成，讓我們成長，而這六年的成長離不開老師的悉心教導，感謝校

監、校董、馬校長、兩位副校長、兩位助理校長，悉心照料呂明才這個大家庭，讓我們在

舒適安穩的環境下學習；感謝一眾老師為了我們能夠更好的學習知識，夜以繼日地制定教

案，傳授我們知識和人生經驗；感謝一眾職員和工友，打理學校裡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不

辭辛勞的照顧我們。在這最重要的畢業典禮上，我代表中六畢業班全體同學向你們致謝。

我們會將你們的教導銘記於心，成為英才，造福社會，不讓你們失望。 

  最後，我謹再次代表一眾中六畢業生，向各位嘉賓的蒞臨致以深切的謝意。藉此機

會，我們衷心祝願母校校務蒸蒸日上，亦祝願在座各位來賓、師長、親友身體健康、工作

順利。短暫的分別是為了更好的重逢，我們頂峰相見，祝各位同學展翅高飛，前程錦繡！ 

 
6B林兆華在典禮台上致謝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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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1-22期末試後活動日程表（20/7–5/8） 

  

 

 
 

日期  回校級別/ 

班別  

學生回校/ 

離校時間  

活動/事項 

20/7 (三) 中六級  上午 8:30 回校 中學文憑試放榜  

21/7 (四) 中一至中五級 上午 8:10 /下午 1:00 核對試卷 

22/7 (五) 中一至中五級 上午 8:10 /下午 1:00 核對試卷 

25/7 (一) 中一至中五級 上午 8:40 /中午 12:00 校園影視製作分享 

心創作劇場—健康教育劇

(一) 

26/7 (二) 中一至中五級 上午 8:40 /上午 11:30 核對成績資料 

初中生日會 (中一至中三) 

班務處理 (中四至中五) 

中四物理、化

學、生物組 

12:30離校 校友分享 

27/7 (三) 學生毋須回校 升留級會議 

28/7 (四) 相關服務生 個別通知 中一新生註冊日  

參與活動學生 上午 8:45 /下午 12:30 聯校福音營 (回校舉行) 

29/7 (五) 相關服務生 個別通知 中一新生註冊日  

參與活動學生 上午 8:45 /下午 12:30 聯校福音營 (回校舉行) 

1/8 (一) 中五 上午 8:40 /上午 11:00 升輔組活動 

1A 上午 8:40 /上午 10:00  社交工作坊 

1B 上午 10:40/中午 12:00  

2/8 (二) 學生毋須回校 學科測驗(下學年中一新生) 

3/8 (三) 相關學生 科任老師個別通知 學科補課或活動 

相關學生 上午 9:00 /上午 10:30 結業禮綵排 

1C 上午 8:40 /上午 10:00  社交工作坊 

1D 上午 10:40 /中午

12:00  

4/8 (四) 全校 上午 8:40 /上午 11:30 結業禮、派發成績表 

5/8 (五) 全校 上午 8:40 /上午 11:00 心創作劇場—健康教育劇

(二)舊生註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