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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須知  

家 

校 

聯 

繫 

家長座談會 

本校家長教師會一向致力家校合作，務求協助學校，多

與家長交流有關子弟成長教育之經驗及知識。家長教師會與

本校將於本年 5 月 5 日（星期五）晚上合辦家長講座。席間

並設分組交流，讓老師與家長懇切交談；同時派發中一級同

學第二學期學習表現中期報告。校方稍後將另函通知具體安

排。敬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 
 

學 

與 

教 

第二學期考試 

本學年期末考試將於本年 6月份舉行，各級考試時間表及

校內考試注意事項將會稍後派發，請家長留意。 

本學期課後溫習班已經開始，逢星期一、二、四、五舉

行，由現正就讀大學/大專院校的校友導師為同學提供功課輔

導，期盼家長鼓勵子女積極參與，使學業不斷進步。 

2023/2024 年度本港高中學校、職業訓練課程報名辦法 

「直接資助計劃」高中學校將自行收生，有意入讀直資高

中學校的中三學生，可直接向有關學校申請。凡獲取錄入讀直

資高中學校的學生，將不會再獲安排官立、資助及按額津貼學

校的中四學位。部分直資高中學校亦會在中央學位安排階段提

供中四學位，需由中央安排中四學位的中三學生，亦可選擇在

此階段提供中四學位的直資高中學校。 

另外，在新高中學制下，職業訓練課程仍是中三結業生在

主流教育以外的另一進修途徑。職業訓練局及建造業議將會自

行招生，有意入讀職業訓練課程的中三學生，應留意有關機構

開辦的課程及申請辦法，並因應個人興趣及意願，直接向有關

職業訓練機構申請。凡獲取錄入讀職業訓練課程的學生，將不

獲安排官立、資助及按額津貼學校的中四學位。如有疑問，可

向 貴子女的班主任或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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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申請特別考試安排（中四學生適

用） 

學生如欲於 2025年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申請特別考試安

排，請於 5月 5日（五）前與學生支援主任鄭明軒老師洽商。

由於進行評估及準備文件需時，逾期者可能未及於考評局限期

前作出申請。 

學 

生 

成 

長 

支 

援 

學生訂購午膳安排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均須留校午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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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餐及退款程序如下： 

 學生如因告假缺席而需取消當天午膳，請家長於早上9時前

致電學校校務處。 

所有退餐款項將於下一個月退回入智能卡戶口。 

其 

他 

學 

習 

支 

援 

領取已訂製的夏季校服 

維多利校服公司將於 4 月 13 日（星期四）派發同學所訂購

的校服，請同學於當日帶備單據及足夠款項領取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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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手冊 $5 

學生日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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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年４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3/4（一）至 11/4（二） 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 

18/4（二）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口試（28/4

為後備日） 
 

學

生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將於四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13/4（四） 大哥哥大姐姐：義工檢討 

15/4（六） 培英計劃  （16） 

17/4（一） 大哥哥大姐姐：領袖訓練 

20/4（四） 大哥哥大姐姐 GP2  （4） 

22/4（六） 培英計劃  （17） 

24/4（一） 大哥哥大姐姐 GP2  （4） 

25/4（二） 2A、2B 媒體素養課程（4） 

26/4（三） 3A、3B 心智教育課程 （4） 

27/4（四） 大哥哥大姐姐 GP3  （4） 

29/4（六） 培英計劃  （18） 

 

訓育組 

「改過向善計劃」截止申請日期： 

本年度所有被記小過同學之截止申請日期為 4 月 12 日；被記缺

點同學之截止申請日期為 4月 24日。 

 

成長教育組 

1.班際國安教育問答比賽將於 4月 21 日（五）舉行。 

 

2.班際數學比賽（二）將於下列日期舉行： 

中一級：4 月 24日（一） 

中二級：4 月 25日（二）［２Ｃ、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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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學

習

支

援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將於四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14/4(五) 周會︰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2.網絡國際文化校園︰網絡英語會話（Online Conversation） 

目的︰為本校學生提供福音及文化交流的機會及提升學生的英語

水平。 

主辦單位︰Hong Kong Team, Colorado（美國路德會）、本校靈

德及公民教育組、英文科 

日期︰17/4, 24/4, 8/5, 15/5, 22/5/2023 （逢星期一） 

時間︰早會時段（早上 8:00 前登入由美國教會義工所提供的網絡

資料） 

地點︰219 室（音樂室） 

對象︰對福音持開放態度及熱切學習英文的同學。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向 216 室賴民蓉主任/劉承鏘老師或 116 室王

文慧老師/莫露老師查詢及報名。 

 

3.校園團契 

日期︰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4：00-5：00 

地點︰禮堂 

歡迎所有師生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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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５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5（一） 勞動節假期 

5/5（五） 中一級下學期中期學習表現發布及

家長座談會 

15/5（一）至 17/5（三） 數理周 

26/5（五） 佛誕假期 
 

學

生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將於五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2/5（二） 2C、2D 媒體素養課程 （4） 

3/5（三） 3C、3D 心智教育課程 （4） 

4/5（四） 大哥哥大姐姐 GP4 

6/5（六） 同窗同分：「手寫小巴牌」工作坊 

8/5（一） 大哥哥大姐姐：保護蛋蛋行動 

11/5（四） 大哥哥大姐姐：保護蛋蛋行動 

13/5（六） 大哥哥大姐姐：日營 

培英計劃  （19） 

18/5（四） 大哥哥大姐姐：分享會 

20/5（六） 培英計劃  （20） 

29/5（一）至 2/6（五） 生命教育周 

 

訓育組 

1.5 月 2日（二）至 5日（五）進行第二次模範生評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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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月 2日（二）至 5日（五）進行最佳領袖生評選，旨在表揚學

年內表現優異的領袖生，評選準則乃根據領袖生的考勤、準時、

能力、合作性及禮貌熱誠五方面作評選，選出最佳領袖生及優異

領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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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教育組 

1.班際數學比賽（二）將於下列日期舉行： 

中二級：5 月 2日（二）［２Ａ、２Ｂ］ 

中三級：5 月 10日（三） 

 

2.班際層層疊比賽將於下列日期舉行： 

中一級：5 月 22日（一） 

中二級：5 月 23日（二） 

中三級：5 月 24日（三） 
 

其

他

學

習

支

援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路德會聯校團契將於 5 月 20 日（星期日）下午 3:00-4:30 於本校

禮堂舉行。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向 216 室黃振權牧師/賴民蓉主任查

詢及報名。 

 

2.校園團契 

日期︰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4：00-5：00 

地點︰禮堂 

歡迎所有師生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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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成果分享  

1.本校同學參加學友社舉辦的「第三十一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

舉」，榮獲「全程投入」金獎，並奪得以下多個獎項： 

 5A 黃歆瑤獲得新聞評述比賽 — 高中組入圍獎（作品︰論香港LGBT

權益） 

 5A 張真艷、5A 何章煌、5A 謝紫盈、6A 王君泉、6C 楊亦涵、 

6C 陳婉怡獲得「認識大灣區」新聞挑戰賽二等獎 

 5A 俞裕渊、5A 謝凱欣、6A 柯嘉穎、6A 陳航宇、6A 楊文雋、 

6C 黃志晴、6C 余鳳玲、6C 何旭、6C 吳莉滢、6C 吳依麗、 

6D 陳卓欣獲得「認識大灣區」新聞挑戰賽三等獎 

 

2.3C 陳紀正於香港射箭總會主辦「2022-2023年度香港青少年室外射箭

公開賽」獲得男子反曲弓初級組第八名。 

 

3.4A 黃梓健榮獲「2022-2023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4.以下同學參加善願會主辦「認識精神健康比賽」（比賽一：網上問答

比賽）得獎，各獲得港幣100元禮券： 

3A 彭以浩、3A 曾皓琳、3A 林欣穎、5C 艾沙、6B 林若宣、 

6C 吳昭玫 

 

5.本校參加由香港警務處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舉辦的「網絡攻防

菁英培訓2022/2023」榮獲「學校參與大獎」（中學組）。四位參賽同

學：3A班安佩儀、陳心婷、鄭宗蕙及林欣穎，均獲得優異獎及書券

1000元正。 

 

6.「端正妝容計劃」項目二：結領帶比賽結果 

班際比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 1C 3A 1B 

高級組 6A 6C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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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6A楊文雋、3A曾皓琳 4A黃梓健 6C何寶賢 

 

7. 上學期初中課室清潔比賽各級冠軍如下： 

中一級：1A 

中二級：2C、2D(雙冠軍) 

中三級：3B 

 

8.上學期資訊素養小冊子問答比賽成績如下： 

 各級班際比賽冠軍： 

中一級：1A   中二級：2B   中三級：3A 

中四級：4A   中五級：5A   中六級：6B 

 個人獎： 

1A 林孝珅 2A 姚秀東 2B 高圓圓 2D 肖梓妍 3A 曾皓琳 

3B 劉柏軒 4A 施宇微 4B 劉宇琪 4C 何芷欣 5A 施宇欣 

5B 姜志鹏 5C 劉佳杰 5D 吳俊源 6A 王君泉 6B 黃山青 

6C 陳善怡 6D 陳得允    

 

在此恭賀各得獎班別，希望同學繼續積極參與比賽，為班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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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教育資訊  

 教育局「電子學習－家長錦囊」提供有關家長可以如何與學校協作，

有效地管教及協助子女進行電子學習的資訊。網址：https：

//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

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

edu/Information-Literacy/e-Learning_ParentsTips_chi.pdf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訊安全網」旨在為社會大眾提供一個一

站式的入門網站，讓市民有效地獲得資訊保安方面的資訊和資源，以

及有關防止電腦相關罪行的措施和良好作業模式。其中家長資源包

括：「互聯網內容過濾」、「保護兒童免受網上威脅」、「資訊保安

常見問題（家長篇）」等等。網址：https：

//www.infosec.gov.hk/tc/best-practices/parents-and-teachers 

 衛生署「健康地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家長篇」旨在提升家長

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的意識和對相關健康問題的關注。網址：

https：

//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recommendations/r

ecommendations_parents.html 

 香港教育城「家長童學：共建更好的網絡世界」旨在向家長提供電子

學習資訊、子女在使用進行電子學習時會遇到的身體健康及心理健康

等問題的資料。網址：https：

//www.hkedcity.net/parent/s_elearningseries/ 

 知識產權署「版權教室」短片系列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製作，以推廣

在學習上創意及合法地使用版權作品。網址：https：

//www.youtube.com/@thecopyrightclassroom-hku2643/featured 

 香港家庭福利會「家長管教攻略（電子學習：家長錦囊精華版）」介

紹提升 APP世代親子關係家長錦囊。網址：https：

//healthynet.hk/wp-

content/uploads/2020/12/2020%E5%AE%B6%E9%95%B7%E9%8C%A6%E5%9

B%8A3-fold.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e-Learning_ParentsTips_chi.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e-Learning_ParentsTips_chi.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e-Learning_ParentsTips_chi.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e-Learning_ParentsTips_chi.pdf
https://www.infosec.gov.hk/tc/best-practices/parents-and-teachers
https://www.infosec.gov.hk/tc/best-practices/parents-and-teachers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recommendations/recommendations_parents.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recommendations/recommendations_parents.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recommendations/recommendations_parents.html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s_elearningseries/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s_elearningseries/
https://www.youtube.com/@thecopyrightclassroom-hku2643/featured
https://www.youtube.com/@thecopyrightclassroom-hku2643/featured
https://healthynet.hk/wp-content/uploads/2020/12/2020%E5%AE%B6%E9%95%B7%E9%8C%A6%E5%9B%8A3-fold.pdf
https://healthynet.hk/wp-content/uploads/2020/12/2020%E5%AE%B6%E9%95%B7%E9%8C%A6%E5%9B%8A3-fold.pdf
https://healthynet.hk/wp-content/uploads/2020/12/2020%E5%AE%B6%E9%95%B7%E9%8C%A6%E5%9B%8A3-fold.pdf
https://healthynet.hk/wp-content/uploads/2020/12/2020%E5%AE%B6%E9%95%B7%E9%8C%A6%E5%9B%8A3-fol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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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金句  
2023 年 4 月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羅馬書 4：25》 

 

2023 年 5 月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腓立比書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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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男生夏季校服規定細則 

學生校服及運動服無論式樣、質地及長短等必須依照校方規定，其

標準如下： 

（甲）校服： 

     (1) 恤衫 ---- 白色尖領短袖恤衫連繡藍色校徽。 

     (2) 西褲 ---- 寶藍色的確涼直腳無褶長西褲，黑色皮帶，其闊度為二

至四厘米（cm），不能使用布帶。褲長與褲腳闊度必須

適中。 

     (3) 鞋 ---- 黑色學生皮鞋，而鞋跟高度不超過三厘米，鞋頭不能過

尖。 

     (4) 襪 ---- 純白色長筒襪或短筒襪（短襪襪頭長度須適中）。 

     (5) 必須穿著純白色汗衣（內衣）。 

     (6) 天氣轉涼時，可穿著寶藍色 V 領長袖或背心毛衣（連胸前黃色繡本

校校徽）或藍色長袖抓毛外套連繡黃色校徽。 

（乙）運動服裝： 

     (1) 衫 ---- 重棉質短袖運動衫（連印黃色校徽）四社色（橙、紅、

紫、藍）。 

     (2) 褲 ---- 黑色絲光棉運動短褲（連繡 LLC 字體）。 

     (3) 鞋 ---- 白色帆布膠鞋/白色球鞋。 

     (4) 襪 ---- 純白色長筒襪或短筒襪（短襪襪頭長度須適中）。 

 

備註： 

(1) 校方有標準之校服式樣展示，方便同學參考縫製。 

(2) 本細則如有需要，得隨時由校方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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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夏季校服規定細則 

學生校服及運動服無論式樣、質地及長短等必須依照校方規定，其

標準如下： 

（甲）校服： 

     (1) 衫裙 ---- 水手領白色夏季恤綑領邊，連掛呔及藍色校徽，袖口配

格仔唧邊，藍色格仔連身校裙配上半身紗布內裡，裙腳

長度規定到膝蓋。 

     (2) 鞋 ---- 黑色學生皮鞋，而鞋跟高度不超過三厘米（cm），鞋頭

不能過尖，不能有過份跨張的鈕扣。 

     (3) 襪 ---- 純白色長筒襪或短筒襪（短襪襪頭長度須適中）。 

     (4) 天氣轉涼時，可穿著寶藍色 V 領長袖或背心毛衣（連胸前黃色繡本

校校徽）或藍色長袖抓毛外套連繡黃色校徽。 

 

(乙) 運動服裝： 

     (1) 衫 ---- 重棉質短袖運動衫（連印黃色校徽）四社色（橙、紅、

紫、藍）。 

     (2) 褲 ---- 黑色絲光棉運動短褲（連繡 LLC 字體）。 

     (3) 鞋 ---- 白色帆布膠鞋/白色球鞋。 

     (4) 襪 ---- 純白色長筒襪或短筒襪（短襪襪頭長度須適中）。 

 

備註： 

(1) 校方有標準之校服式樣展示，方便同學參考縫製。 

(2) 本細則如有需要，得隨時由校方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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