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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麗的臉孔             馬玉娟校長 

今年 4月 20 日，四川再次發生地震，我們從不知地動山搖是怎樣可怕，但從傳

媒發放的照片和片段，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那坍塌的樓房，歪斜的公路，還有無

數極度驚慌、無助及痛苦的表情。我尤記得有這麼的一段訪問，一位婦人憶述

地震發生的一剎那，無情的天災如何使房子倒塌，房子沒了，她唯一的兒子更

被倒塌的房子壓倒，奪去了生命，說到這兒，她已泣不成聲。 
 

香港人也同為雅安地震感到難過，但其後我聽到更多的是討論是否應該捐款到

災區。我想：「我們可以作甚麼？」就在這時，我在互聯網上看到一張美麗的臉

孔。她的名字叫廖智，她是一名舞蹈教師，2008 年汶川地震帶走了她的寶貝女

兒和婆婆，更令她失去雙腿。但她堅強不屈，裝上義肢後重新起舞。雅安發生

地震後，她與志願救援隊伍第一時間奔赴災區。她為災民送上救濟物資，在大

雨下為他們搭建帳篷，使人感動的是她以過來人的經歷安慰一個一個受創的心

靈。 
 

廖智面對世人的讚美，她卻謙卑地說：「當所有人都對我說『你真堅強』的時

候，唯有耶穌輕聲告訴我：『孩子，不要怕，只要信。』我的世界總是充滿許多

聲音，但我能聽的，唯有耶穌。」原來是耶穌的愛叫她堅強，使她更美麗。 
 

5 月 11 日，我又看見多張美麗的臉孔。這天早上，一群來自一所智障學校的來

賓到訪本校，他們有校長、老師、家長及學生，他們的關係猶如家人一樣。學

生們雖然有智力障礙，但他們彬彬有禮，面帶笑容，純真可愛。在陶樂花園內，

我與一位學生聊天，他看見我帶著的十字架項鍊，他說：「十字架、耶穌，耶穌

在心中。」單純的心承載着主耶穌的愛。本校學生對友校來賓殷勤有禮，帶領

他們到陶藝室欣賞學生作品，孩子們拿起彩筆，把作品送給我們的老師及同學，

他們友善、喜樂、彼此相愛，這就是天使的臉孔！ 
 

同日下午，我與三十多位老師、家長和學生探訪荃灣區長者家庭，我們分作多

個小組。我的小組有七位學生及家長，這些學生謙和有禮，笑容可掬。由於地

方所限，他們都靠邊站立，把位子留給我及家長。開始時，他們有點害羞，不

懂說甚麼才好，但見他們不斷努力，說說婆婆家中的老照片，談論愛看的節目，

又關心婆婆的健康情況，耐心聆聽長者娓娓道來的歷史故事。當中有一位學生

偷偷的為長者帶來了禮物，這讓我從另一個角度認識學生。你看！擁有懂得關

懷別人的內心，不是很美麗嗎？ 
 

各位家長、各位同學，這次與你們分享一節經文：「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

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行公義，好憐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神同行。」（彌迦書六：8）盼望我們的小羊心中有愛，擁有良善的心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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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 
   本學年快將完結，第二學期考試將於 6月初進行，期望家長勉勵子

女專注溫習，積極預備考試，以獲理想成績。暑期將至，請 貴家長

留意以下事項： 

 

一. 明才暑期培育計劃 

我校自 2010 年起推行明才暑期培育計劃，因應不同級別學生的需

要，加強基礎學能培訓和課業輔導。今年暑期仍實行有關計劃，請

留意本學年推行形式將有所改變，計劃主要針對個別群組學生，使

能更集中資源提升學習效果，計劃涵蓋如下： 

 

1. 各級加強基礎課程  

本課程目的是加強各級學生基礎學能培訓。對於學業表現稍遜

而獲准「有條件試升」的學生，學校會就他們在課程中的學習

表現再作評估，以決定他們是否需要留級重讀。此外，凡因成

績欠佳而須「留級」學生亦須參與課程。 

 

2. 中六級進修課程 

      中六級學生來年須應付中學文憑考試，下年度的文憑試將於 

   2014 年 3 月開始舉行；因此，學習時間緊迫。本課程可讓 

   師生有多些時間共同做好應試準備。 

 

3. 中一新生銜接課程 

為使中一學生盡早適應校園生活，本校以「認識中學校園．體

驗群體生活」為主題推行多項活動，本校部分學生將被揀選作

活動大使，協助推行活動，讓學弟學妹融入本校大家庭。 

 

    以上計劃將會於 8月 19 日(一)開始，為期兩周，以上提及的學生

均須參與。有關詳情稍後公布，懇盼各位家長大力支持。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本校，向馬威雄副校長垂詢。 

 



 
二、高中不必收學費，高中繼續收取堂費 

  教育局已於 2008/2009 學年開始，在中四及以上年級提供免費高

中教育。故本校高中學生(中四至中六)不用交學費。 

  在校本管理的精神下，學校在管理校務和運用資源上享有更大的自

主權及靈活性，因應學生和社會的需要，提供優質教育。學校需要運用

堂費的收入以支援教育開支；本校向高中(中四至中六)學生一次過收取

每年 300 元的堂費；清貧學生的堂費將可申請豁免，若有困難，可向學

校提出。本校將審慎評估收取堂費的水平及監察開支，以確保資源得以

善用，符合成本效益。若有任何意見，歡迎向學校提出。 

 

三、健康的暑假生活 

7 月 15 日為暑假之始，請  貴家長留意子女在暑假期間的日常生

活，應該作息有時，參與健康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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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留意子女的髮式，切勿梳剪標奇立異的髮型，亦請勿容許子女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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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玉娟校長

 

2013 年 5 月 31 日 

學 

與 

教 

一、恭賀以下同學參與本年度校際音樂節第二輪獲得獎項： 

2D 黃智浩 

2B 林泳淇＋2B 潘綺翹 

5A 張少敏＋5C 吳穎銣 

1B 施麗盈 

5C 吳穎銣 

5D 莫家瑜 

鋼琴獨奏三級 

女聲二重唱(14 歲或以下)-外語 

女聲二重唱(19 歲或以下)-外語 

女聲獨唱(16 或以下)–中文 

女聲獨唱(16 或以下)–中文 

女聲獨唱(16 或以下)–中文 

良好獎狀 

良好獎狀 

優良獎狀 

良好獎狀 

良好獎狀 

良好獎狀 

3A 郭安 男聲獨唱(16 或以下)–中文 良好獎狀 

5C 彭錦樂 男聲獨唱(16 或以下)–中文 良好獎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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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筆試)： 

  本屆「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筆試)將於本年 6月 24 日（一）、

25 日（二）舉行，全體中三級學生必須依時參加。本校現正加緊

於中、英、數科為中三級學生進行培訓，請各位家長督促 貴子

弟遵從老師指導，努力以赴。亦請留意本年 6月 27 日（四）為該

考試之「後備日」，若因特殊事故，教育局宣佈 6月 24 日或 25 日

之有關筆試停止舉行，則需於 6月 27 日「後備日」舉行筆試，詳

情以教育局通布作準。 

資源 
策劃 
與 
管 
理 

一、圖書館將於 6月進行盤點，相關事宜如下： 

 由5月 21日（二）起，所有借出圖書的歸還期限為6月 4日（二）。

 學生於 5月 28 日（二）後不得借閱圖書。 

 圖書館於 6月 6日（四）起開始閉館，下學年重開。 
 

家長 

教 

師 

會 

本校家長教師會第七屆(2011-2013 年度)理事任期即將屆滿，須於

十月份重新選出第八屆理事，繼續推展會務；此外，本校法團校董

會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任期亦將屆滿，須重新選舉。本會誠盼

全體家長熱烈參選，至於選舉日期及參選辦法，將於稍後專函奉告。

 

 

 

 

 

 

 

六月金句：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前 5:18》 

 

 

 

 

 

七月金句： 

「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詩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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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6/5(一)至 5/6(三)  開設試前溫習班，請鼓勵同學積極參與。 

2.31/5(五)               本校於晚上 6 時正舉行畢業典禮。為預備晚

上典禮之進行，當天提早於下午 12:25 放

學。 

3.6/6(四)至 14/6(二)      第二次考試，請留意已隨第 115 期《橋樑》

派發之考試時間表。 

4.20/6(四)、21/6(五) 各級核對試卷，至下午 1:00 放學。 

5.12/6(三)            端午節假期。 

6.24(一)至 25/6(二)       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筆試(考試時間見第

115 期《橋樑》)，所有中三同學必須出席，

不用留校午膳，下午不用回校。 

7.27/6(四)        中三級綜合活動。 

中二級科學科參觀活動 : 參觀「西貢蕉坑

漁護署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成 

長 

支 

援 

靈德及公民教育組 
1. 聯校美國福音及文化體驗交流團 

日期︰21/6-2/7/2013 

目的地︰美國內布拉斯加州奧馬哈市 

本校學生名單︰ 

姓名 班別 

方子軒  6B 

戴明軒  4C 

雅雲娜  3A 

主辦單位︰香港路德會 

2. 路德會呂明才中學美國文化交流團 

日期︰22/6-6/7/2013 

目的地︰美國科羅拉多州(Fort Collins, Redeemer Church) 

學生名單︰ 

姓名 班別 

劉麗萍 5A 

林菲菲 5A 

林碧芳 5A 

張少敏 5A 

主辦單位︰本校 

領隊︰何鳳雯老師及象山堂教友趙綺雯姊妹及譚慧珍姊妹 

姓名 班別 

黃嘉誠 5A 

張震宇 5E 

唐家寶 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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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1/7(一)        香港特別行政區成立紀念日假期。 

2.2/7(二)        各級核對成績資料，「社會共融齊起舞」外展

舞蹈工作坊。 

3.3/7(三)        教師會議日，學生不用回校(參與福音營學

生除外)。 

4.4/7(四) 

 

 

5.5/7(五) 

中四級天文學講座、高中全方位課節介紹及

選科，中五級(5A,5B,5C 班)通識科獨立專題

研習及職業興趣測驗 (C.I.I.)。 

中五級(5D,5E,5F 班)通識科獨立專題研習及

職業興趣測驗 (C.I.I.)。 

6.8/7(一)        班際時裝設計比賽，結業禮彩排。 

7.9/7(二)       結業禮，各級派發成績表。 

8.10/7(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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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四)至 12/7(五) 新學年中一新生註冊日，本校部分同學參與

迎新服務。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七月舉行下列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七月 

15/7 中學文憑試放榜日 

 

靈德及公民教育組 
9/7（二）        結業禮崇拜 

3（三）至 5/7（五）   路德會聯校福音營 

 8 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19(一)至 30/8(五)  明才暑期培育計劃 

2.19(一)至 23/8(五) 中一新生及所有中六學生均須出席。 

3.26(一)至 30/8(五) 各級成績欠理想同學及所有中六 

      學生均須出席。 

*上課時間及詳情將於 9/7 派發之家長通函詳列。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八月舉行下列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八月 

19/8-30/8 明才暑期培育計劃 

23/8 中一新生家長會 

 

靈德及公民教育組 

12-14/8 暑期英語聖經班 

主辦單位︰美國路德會聖靈堂及本校合辦  

詳情容後公布。 

6、7、8 月份家長備忘 

1. 請留意第二次考試時間（6/6(四)至 14/6(二)），督促 貴子弟溫習課業，

準備考試。 

2. 12/6(三)和 1/7(一)為學校假期。 

3. 8 月 19 日(一)明才暑期培育計劃開始上課。 

 

 

 

 

 

 

 

 

                    

 

八月金句：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

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 

                       《林前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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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生活回憶》       2009 7S 朱家豪 

畢業後的第三個年頭，相約昔日的「柴娃娃」一同回校。在呂明才中學度過七個寒

暑，我感受最深的是象山的夕陽。踏入母校，感覺悸動又興奮。在這裡渡過七年的日子，

腦海內逐漸浮現昔日一幕幕的情景，訓導室門口罰站、NBA 場打球、上課時睡覺和捉

弄同學等等，嘴角不禁泛起微笑。 

在學校裡的生活，我過得可充實了，上課時不只學習了課本上的東西，老師也會補

充一些金玉良言，或者告訴我們一些故事，教導我們做人處世之道。讓我受用無窮。其

中我最喜歡的課堂就是體育課和電腦課，因為每當上完體育課後，我總覺得整個人輕鬆

不少，頭腦思維更加清晰，更重要的是可以和同學和老師互動一番，增進感情。上電腦

課時，可以學習到有關電腦軟體的運用，當然偶而老師會介紹一些不錯的學習遊戲。 

當然在學校生活中，下課肯定是學生的最愛，我也不例外，下課時能和同學一起嬉

戲玩耍。有時老師們會幫成績不太理想的同學補上一課，或者當我心情不好時可以和老

師同學談心，這些都讓我的學校生活充滿了被關愛的感覺。除此之外，在學校這段時間

裡，我認識了不少好朋友，在複雜多變的社會中大家一起互相扶持，大家跳出自我、關

懷別人、共同成長。在學校每一位老師都希望你變好，在學校過生活，是家人最放心的

地方。你長大懂事以後，最讓你懷念的地方通常都是學校。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

賞。」出自腓立比書的金句相信你們也曾聽過吧！這是我在學校學到最重要的金句。正

因為這句，使我時時保持正面的思想和態度。機會有時說來就來，但只會留給有準備的

人。經過過五關斬六將後，我終於當上了消防員。 

消防這份工作很需要膽色和冷靜，如要面對千變萬化的火場和驚慌的受害者，腦海

必須理性地思考才可作出正確的判斷，別讓感性的情緒沖昏頭腦。救災是不分晝夜的，

當民眾有需要時，消防人員要立即出現，這是市民對消防人員工作的期許，亦是我們對

市民的承諾，是一份責任，是一份使命，同時也是一份驅使我不停學習的正面壓力。 

憶苦思甜，七年的校園生活，每一幕回憶，皆是美好。每念起，嘴角不禁泛起微笑。 

(筆者現職消防員) 



一年學生大事回顧 

活動篇 

1. 本校林泳儀同學於 11 年 4 月參

加由教育局主辦的「香港領袖生獎

勵計劃：國情教育課程」，因表現突

出，獲教育局主動邀請參加當局與

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及澳門教育暨青

年局合辦的「青春港澳行──2012

京港澳學生交流夏令營」學生大使

之甄選，並成功獲錄取，於本年 7

月接待由北京到港的二百多名師生。     林泳儀同學（後排右一）與友校學生大使於晚會上之合照。 

 

 

 

2. 本年 10 月 5 日至 14 日，美國

科羅拉多州的義工隊（Redeemer 

Team）到訪本校。他們參與課堂及

各項校內活動，與同學分享信仰和

美國文化，更與同學一起觀光、購

物、出外用膳及進行家訪等活動。 
 

 

 

 

 

美國路德會義工隊獲贈本校運動外套作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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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篇（才藝） 

1. 本校於本屆校際朗誦節成績喜人，於中文（獨誦）組別共奪得一冠軍七季軍十六

優良獎狀；英文組別則獲一亞軍一季軍十七優良獎狀。其中，巴基斯坦裔的

Nazreen Kousar（芷瑩）榮獲中三級中文詩詞獨誦冠軍；同屬巴裔的 Rubeena

（莫露）則榮獲中四級中文詩詞獨誦季軍，均屬難能可貴，值得嘉許。 

2. 本校中三、四級女子集誦隊則以台詞式及吟詠式演繹兩首誦材，以 89 分獲今屆校

際朗誦節比賽冠軍，亦為本校連續三屆獲中學女子粵語詩詞組集誦冠軍。 

3. 本校首次參加校際朗誦節普通話集誦比賽，中二級集誦隊於「普通話詩詞集誦」

項目以 88 分喜獲冠軍。評判讚其「演繹不俗，節奏流暢，變化分明，合誦齊整」。 

4. 本校學生有六件陶藝作品入選「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12/13」，其中曾捷同學的

作品「痛苦的掙扎」更獲得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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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篇（運動） 

1. 本校於第 14 屆聯校跆拳道比賽中奪得佳績。在單人套拳項目獲 2 冠 2 亞 2 季；雙

人套拳則獲 2 冠 1 季。在不同量級的搏擊項目上，共奪得 4 冠 2 亞 4 季。團體方面，

男子組贏得全場總冠軍，中四級李嘉皝及羅銘雄同學更榮膺全場最佳運動員，值得

慶賀。 

 

2. 本校男子手球隊參與校際手球比賽（荃灣及離島區），於甲組及乙組皆獲亞軍，並取

得代表荃灣區出戰全港學界精英手球賽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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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試後活動日程表（2012 – 2013） 
日期 回校班級 回校時間 離校時間 活動內容 

19/6 中五 上午 8:10 中午 12:00 JUPAS 講座 

(三)    SLP 撰寫自述工作坊 

20/6 中一至中五 上午 8:10 下午 1:00 核對試卷 
(四)     

21/6 中一至中五 上午 8:10 下午 1:00 核對試卷 
(五)     

24/6 中三 上午 8:10 中午 12:00 全港性系統評估（中） 
(一)     

25/6 中三 上午 8:10 下午 12:30 全港性系統評估（英、數） 
(二)     

26/6 中一至中五 上午 8:10 中午 12:00 校友講座 
(三)    才藝表演 

中三 上午 8:10 中午 12:00 全港性系統評估後備日 
綜合活動 

27/6 
(四) 

中二 上午 8:10 中午 12:30 中二級科學科參觀活動 : 參觀「西貢蕉

坑漁護署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28/6 中一至中五 上午 8:10 上午 11:30 美國新星福音音樂會 
(五)    警方講座 

2/7 中一至中五 上午 8:40 中午 12:00 核對成績資料 
(二)    「社會共融齊起舞」外展舞蹈工作坊 

3/7 學生毋須返校   升留級會議 
(三)    聯校福音營 

4/7 中四及 
中五(5A,5B,5C) 

上午 8:40 中午 12:00 中四級天文學講座、高中全方位課節介紹

及選科 
(四)    中五通識科獨立專題研習(5A,5B,5C)及

職業興趣測驗 (C.I.I.) (5A,5B,5C) 
    聯校福音營 

5/7 
(五) 

中五(5D,5E,5F) 上午 8:40 中午 12:00 中五通識科獨立專題研習(5D,5E,5F)及
職業興趣測驗 (C.I.I.) (5D,5E,5F) 

    聯校福音營 

8/7 中一至中五 上午 8:40 下午 12:30 班際時裝設計比賽 
(一)    結業禮彩排 

9/7 中一至中五 上午 8:40 中午 12:00 結業禮 
(二)    派成績表 

10/7 中一至中五 上午 8:40 上午 11:00 舊生註冊日 

(三) 有關學生及其家長   接見留班生及有條件試升學生及家長 

11/7 有關學生 上午 8:30 下午 5:00 中一新生註冊 
(四)     

12/7 有關學生 上午 8:30 下午 5:00 中一新生註冊 
(五)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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