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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訊 

教育局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分部將於 9月 27日(一)、10月

2日(三)至 4日(五)及 9日(三)派員到本校進行校外評核，

與本校作專業交流及分享。部分學生及家長將被邀請與外評

隊伍分享學生學習情況，敬希 貴家長垂注。 

學 

與 

教 

課後溫習班 
9月 16日(一)開始，逢星期一、二、四、五放學後 4 時至 6時在

312室開設「課後溫習班」，歡迎所有同學參與，班內有導師指導

同學完成課業及溫習學習內容，請家長鼓勵同學積極參與。 

中一課業輔導班 
由 9月 16日(一)至 11月 29日(五)及 2月中旬至 5月上旬，逢星期

一、二、四、五放學後 4時至 6時在 311室上課。 

初中全方位學習課 
初中級每周設一次第一節的晨讀及兩次第九節的全方位學習課，

學校將於該節安排全方位學習活動，如專題研習聯課、外出參觀

等。如無特別活動，則撥作閱讀課及做功課時段，學生需自備課

外書安靜閱讀。 

中一及中二級〝V-Power Scheme〞(第一階段) 

計劃目的： 

1. 此乃全校語文政策的其中一個項目，其目的在提升學生學習英

語詞彙的能力。 

2. 體現全校參與及家校合作的精神，營造切合本校校情的英語學

習環境。 

3. 通過持續的鼓勵，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習慣。 

計劃簡介： 

由 10月至 12月期間，學生每兩星期學習 12個英語詞彙。學生須

向老師及家長朗讀，請 貴家長鼓勵學生在家中朗讀並加以簽署

作實。相信家長的參與必能推動學生學習，盼望〝V-Power〞能成

為學生學好英語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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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補課時段 

中六級每一學科在星期一、二、四及五均設有補課時段，從而提升

學生應考文憑試的技巧。 

資 
源 
策 
劃 
與 
管 
理 

圖書館 
本校圖書館借書規則 

1. 凡本校職員及學生，均可於本校圖書館借書。 

2. 學生必須憑學生證辦理。 

3. 學生借書以兩星期為限。如尚未閱畢，須帶同書籍或光碟辦理續

借。每本書籍只可續借一次。  

4. 於學年末大考前一星期，各借書人須將所借圖書或光碟送還圖書

館以便盤點。 

5. 借出之書籍或光碟如有遺失或損壞時，借書人須自購原印版本歸

還及罰款以作賠償。 

6. 學生借書或光碟如不按期歸還，每本書或光碟每遲一天罰款港幣

五角(包括學校假期及公眾假期)。  

7.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將圖書館藏書或光碟帶離圖書館。  

8. 借書數量：最多可借四本書為限。 

9. 預借數量：暫不設預借服務。 

10.下列書籍一概不准外借：字典、辭書、漫畫、參考書、英文角部

分書籍及錄音帶、考評局考試試題、光碟及錄音帶、當期期刊

及即日報紙。 

11.塗污或損壞圖書者，將受紀律處分。 

 

成 

長 

支 

援 

訓育組 
1.改過向善計劃 

本校現行「改過向善計劃」，專為犯過學生提供自新機會，同學若因

違反校規而被處分，請鼓勵其參加有關計劃，如成功完成有關計劃，

本校會酌情註銷其過犯記錄。有關詳情可向劉珮華老師查詢。 

 

2.冬季校服規定細則 

有關冬季校服規定細則詳見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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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學 

習 

支 

援 

活動組 

1. 課外活動小組有關事項（2013-14） 

(1)課外活動將於10月2日(三)正式開始，請同學留意地下115室門外

「課外活動通訊」佈告板、有蓋操場之「電子告示板」、各層樓梯間

及走廊之各小組佈告板上之集會或其他事項宣佈。 

(2)請同學小心查閱「課外活動小組集合地點時間表」，並按時出席。 

(3)除中六同學可以不用參加課外活動外，所有同學均需參加至少一

項活動。如參加三項或以上須得活動主任批准。 

(4)凡擔任學生會幹事、社主席、首席領袖生及領袖生隊長之職責，

等同參加一項課外活動。 

(5)如有同學仍未有安排入組，請到115室找鄒偉業主任，予以協助。

如不參加任何活動，將會被記缺點兩次。 

(6)出席率如不符合小組老師之要求，於學期末將會被記缺點一至兩

次。 

(7)如同學決定不參加某組活動時，必須於十月底前親自向該組負責

老師辦理退組手續；但同學必須確保自己至少已有一項活動。 

(8)課外活動正式開始後，各組負責老師會派發家長信。 

(9)同學如因留堂、補課而未能出席課外活動，應告知有關老師，以

便與負責活動之老師取得協調。 

(祇限中一) 

*中一同學請留意： 

制服隊伍：海童軍、女童軍、紅十字會、交通安全隊、基督少

年軍、荃灣第29 旅童軍、升旗隊 

體育組別：越野跑隊、足球隊、手球組、乒乓球組、排球隊、

男子羽毛球組、女子羽毛球組、男子籃球隊、女子籃球隊、游

泳隊、跆拳道組 

除上述隊伍組別不可再申請退出外，其餘活動小組如欲退出或

加入者，必須親自向有關小組主任導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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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 1/10(二)  學校假期(國慶日) 

2. 14/10(一) 學校假期(重陽節) 

3. 20/10(日)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會後將發布中一同學 

 首五周中文、英文、數學、綜合人文及綜合 

 科學各科之學習表現通函，歡迎家長向任教 

 老師查詢 貴子弟升讀中學後之適應情況。 

4. 28/10(一) 教師工作會議(全校 3:10p.m.放學， 

                3:15p.m.會議) 

資 
源 
策 
劃 
與 
管 
理 

校舍管理及傳訊 
維多利校服公司將於 10 月 10 日(四)派員來校為同學度身訂製冬

季校服。同學可於當日帶備訂金港幣$100回校辦理。校服價目表

及式樣規定細則詳見附件 1。 

台端可向維多利校服公司訂製或自行縫製校服，惟訂製與否，全

由  台端自行決定，本校絕無勉強之意。 

維多利校服公司將於 11月 7日(四)派發同學所訂購的校服，同學

請於當日帶備足夠款項換領校服。(見附件 2) 

另本校維他小賣部代售下列物品，價目如下:  

恤衫校章 $3.5 冬季領呔 $18 毛衣校章 $3.5 

學生手冊 $7.8 學生日記 $7.8 

本校參與「升中觀校日」 
本校參與荃灣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舉辦之「升中觀校日」，於 2013年

11 月 30 日(六)，上午接待荃灣區參與該活動之小六學生及家長；

屆時將舉行講座介紹本校，並引領嘉賓參觀本校設施及活動情況。 

圖書館 
本校於 11月 21日(四)及 22日(五)於禮堂舉行書展， 

同學可自由選購合適的書籍，期望同學能培養持續閱讀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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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教師 

會 

1. 本校家長教師會將於 10 月 20 日(日)下午 2:00 假本校二樓禮堂

舉行會員大會，是次大會，除例行報告外，並以一人一票現場投

票方式，選出六位家長，擔任第八屆理事會職位，誠盼全體家長

撥冗出席，共商會務，詳情另行通知，敬請留意。 

2. 第二屆路德會呂明才中學法團校董會之家長校董代表任期屆滿

(2010-2013)，本校家長教師會得依章規定進行第三屆之家長校

董選舉，日期定於 10月 20日(日)下午 1:30-3:00於本校二樓禮

堂以一人一票現場投票方式進行選舉。是次選舉將選出「家長校

董」及「替代家長校董」各一名，誠盼全體家長撥冗到場投票，

詳情另行通知，敬請留意。 

3. 懇盼全體家長能熱烈登記參選，讓家校緊密合作，使學生之學習

成效得以提昇。 貴家長可同時參選「家長校董」及「家長教師

會理事」；參選辦法將於稍後專函奉告，敬請留意。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十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十月 

7/10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1) 

7/10 大哥哥大姐姐午間活動(保護蛋蛋) 

8/10 中二性教育(大節) 

8/10 中六性教育 

10/10 中四性教育 

10/10 大哥哥大姐姐午間活動(保護蛋蛋) 

15/10 友樂先鋒(1) 

19/10 大哥哥大姐姐日營 

21/10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2) 

22/10 友樂先鋒(2) 

22/10 中二性教育(1) 

25/10 大哥哥大姐姐就職典禮 

26/10 友樂先鋒(團隊訓練日) 

28/10 6ABD 生命教育 

29/10 6EF 生命教育 

29/10 友樂先鋒(3) 

31/10 6C 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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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 
1. 10月 7日(一)至 25日(五)  中一至中五各班須完成訓育壁報布置，

主題為「勤學守時」，評分日期為

10月 28日。 

2. 10月 16日(三)至 17日(四) 

    陸運會注意事項：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夏季校服或體育服進入及離開運

動場 (可以穿著運動鞋)。 

 已獲訓育組批准穿著班衫的同學，請緊記進場後才可

換上班衫，離開運動場時，亦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運動

服。 

 各班的班衫必須與訓育組審批的款式相同。 

 其他細則請細閱陸運會家長通函（附件 3）。 
3. 10月 25日(五)      領袖生就職禮，同時舉行大哥哥大姐姐及學生會就  

職禮。本年度領袖生共 64人，選自中三至中六級。

各領袖生本著愛護學校精神，以服務同學為己任，

全體同學務須與領袖生合作，以維持學校良好的秩

序。 

初中成長教育組 

1. 10月 10日(星期四) 派發十一月份午膳訂購表格，費用為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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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週(7-11/10)午膳小息將舉行班際飛行棋比賽 

3. 第八至十週午膳小息將舉行班際象棋比賽，日期如下： 

   中一級 ----- 11月 4日至 11月 7日 

中二級 ----- 10月 28日至 11月 1日 

中三級 ----- 10月 21日至 10月 25日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 4/10周會︰飛躍校園同學同樂《基本法》(新城知訊台) 

2. 11/10周會︰交流團分享會(國際文化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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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學習 

支援 

活動組 
1.10月16日(三)至17日(四)為本校第34屆陸運會，詳見陸運會通函。 

2.10月25日(五)將舉行學生會就職典禮。 

3.10月29日(二)及31日(四)為荃灣及離島區校際游泳比賽。 

 

 11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 8/11(五) 35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校慶典禮 

2. 11/11(一)            校慶假期  

3. 14/11(四)          修業旅行 

4. 15/11(五) 全體教師參加本會教育事工促進 會，學  

                       生不用上學。 

5. 21/11(四)及 22/11(五) 禮堂書展 

6. 30/11(六) 本校參與荃灣家長教師會聯會主辦 

  之「升中觀校日」，部分同學被邀請 

 參與校舍導賞或服務值勤。 

資源 

策劃 

與 

管理 

校舍管理及傳訊 

維多利校服公司將於 11 月 7 日(四)派發同學所訂購的校服， 

同學請於當日帶備足夠款項換領校服。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十一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十一月 

1/11 輔導班主任堂 

4/11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3)  

4/11 3C 心智教育(1)  

5/11 友樂先鋒(4) 

5/11 中二性教育(2) 

5/11 5ACDF 生命教育 

6/11 5BE 生命教育 

12/11 友樂先鋒(5) 

12/11 3A 心智教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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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3B 心智教育(1) 

18/11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4) 

18/11 3C 心智教育(2) 

18/11 4AB 生命教育 

19/11 友樂先鋒(6) 

19/11 中二性教育(3) 

20/11 3B 心智教育(2)  

21/11 4CDE 生命教育 

22/11 3D 心智教育(1) 

26/11 3A 心智教育(2) 

26/11 友樂先鋒(7) 

29/11 3D 心智教育(2) 

訓育組 

1. 11月 25日(一)至 29日(五) 

 進行第一次模範生評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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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成長教育組 
1. 11月 13日(星期三) 派發十二月份午膳訂購表格，費用為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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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週(25–29/11)午膳小息將舉行班際數獨比賽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1月 18日(一)至 29日(五)   聖經人物班際壁報比賽 

其他 

學習 

支援 

活動組 
1. 11月1日(五)：社際時事及常識問答比賽 

2. 11月12日(二)：荃灣及離島區校際越野比賽 

3. 11月14日(四)為學校修業旅行，所有同學必須出席及遵守以下規則： 

 修業旅行規則 

1. 旅行乃修業活動，學生不得無故缺席。學生如有特殊原因不能

參加，須經班主任向校方申請，若申請獲批准，學生須於旅行

當日依正常上課時間回校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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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於旅行期間不得擅離旅行地點。 

3. 學生不得邀約非本校人士於旅行地點會面。 

4. 學生於旅行期間須遵守校規、檢點行止。 

5. 學生於旅行期間須嚴格遵從帶隊老師的指示。 

學生於旅行期間不得踏單車、踏滑板或從事任何水上活動 

10、11月份家長備忘 
1. 中一級家長留意：10 月 20日發布中一學生首五周中文、英文、數學、

綜合人文及綜合科學各科之學習表現通函。 

2. 中六級家長請留意 貴子弟報考公開試科目、個人資料及費用之核實

及繳交事宜，並請關注 貴子弟大學聯招申請事宜。 

3. 教育局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分部將於 9月 27日(一)、10 月 2日(三)

至 4日(五)及 9日(三)派員到本校進行校外評核，與本校作專業交流

及分享。部分學生及家長將被邀請與外評隊伍分享學生學習情況。  

4. 1/10(二)、14/10(一)為學校假期。 

5. 18/10(五)為陸運會後假期。 

6. 20/10(日)為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7. 28/10(一)有教師工作會議，放學時間為 3:10p.m.。 

8. 8/11(五)為 35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校慶典禮 

9. 11/11(一)為校慶假期。 

10.14/11(四)為修業旅行，學生必須出席。 

11.15/11(五)為教育事工促進日，學生不用上學。 

12.30/11(六)為升中觀校日，部分同學被邀請參與校舍導賞或服務值勤。 

 

十月金句：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

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太 5：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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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德 會 呂 明 才 中 學 

男 生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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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尖領明筒長袖白恤衫連繡藍色校徽。  

(2) 領呔 ---- 藍色底襯聖靈降臨白鴿圖案領呔，領帶位置必須正確。 

(3) 西褲  ---- 寶藍色絨雙褶長西褲，黑色皮帶，皮帶闊度為二至四厘米(CM)，褲長與褲腳闊度

必須適中，不得改為窄腳褲。 

(4) 校褸 ----  藍色覆合布夾藍色抓毛內裡褸連繡黃色校徽。  

(5) 鞋   ----  黑色學生圓頭皮鞋，而鞋跟高度不超過三厘米(CM)。 

(6) 襪   ----  純白色襪。 

(7) 必須穿著純白色汗衣(內衣)。 

(8) 天氣寒冷時，可在校褸內加穿著純深藍色羊毛衫或背心，頸巾亦只准純白色或純深藍色。 

(9) 不得穿著棉衲或其他種類之外衣(純深藍色棉背心而穿著在校褸內則可以)。 

(10) 若早上氣溫在十度或以下，可以穿著深啡色 / 深藍色 / 黑色之羽絨或棉衲。 

(乙) 運動服裝： 

(1) 運動套裝 --- 冬季黑、白色米高料動套裝夾黃、黑色計織配邊。 

(2) 外套 --- 全網裡配二合一邊綸背心裡。 

(3) 長褲 --- 配置拉鍊可變成短褲，配上半裡。 

女 生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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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尖領長袖白恤衫。 

(2) 領呔 --- 藍色底襯聖靈降臨白鴿圖案領呔，領帶位置必須正確。 

(3) 校裙 --- 方領藍色格仔連身裙配布腰帶裙，腳長度規定到膝蓋。 

(4) 校褸 --- 藍色覆合布夾藍色抓毛內裡褸連繡黃色校徽。  

(5) 鞋  --- 黑色學生圓頭皮鞋，平跟而高度不超過三厘米(CM)，鞋款不得標  奇立異。 

(6) 襪  --- 純白色，長或短筒襪，(短襪襪頭長度須適中)，天氣寒冷時可穿著得校方准許之肉色絲

襪，其他種類之絲襪一律禁止。(體育課時不得穿著絲襪) 

(7) 天氣寒冷時，可在校褸內加穿純深藍色羊毛衫或背心，頸巾祇准純深藍色或純白色。 

(8) 不得穿著棉衲或其他種類之外衣(純藍啡色棉背心而穿著在校褸內則可以)。 
(9) 若早上氣溫在十度或以下，上身可穿深啡色 / 深藍色 / 黑色羽絨或棉衲，下身穿藍色長西褲，

亦可穿白色 / 肉色絲襪連短白襪。 

(乙) 運動服裝： 

(1) 運動套裝 --- 冬季黑、白色米高料動套裝夾黃、黑色計織配邊。 

(2) 外套 --- 全網裡配二合一邊綸背心裡。 
(3) 長褲 --- 配置拉鍊可變成短褲，配上半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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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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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為方便「路德會呂明才中學」同學訂購冬季校服及運動服，本公司將於下列日期派員到

學校為各學生度身訂購，請   貴子弟帶備訂金港幣$100 及填妥訂購回條，帶回校交予 本公司職

員一併辦理，餘款請於領取校服時繳付。為配合換季安排及裁碼訂造需時，懇請  各家長盡量於

校內選購，減少於店鋪購買輪侯及出現斷碼供應情況。 

度身日期： 10 月 10 日(四) 上午 10:00  

領取校服日期：11 月 7 日(四) 上午 10:00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聯絡第三分店職員: 

地址: 荃灣 福來邨 永嘉樓 9 號地下     電話: 2437 9997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日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至下午七時) 

                            冬季價目表   

男生/ 女生      覆合布夾抓毛內裡褸   連繡章 

尺 碼 8 10 12 14 

價 目 $229 $234 $240 $245 

男生/ 女生     白色長袖風壓領恤衫  (男生送校章) 

尺 碼 12 12.5 13 13.5 14 14.5 

價 目 $52 $54 $56 $58 $60 $63 

男生           藍色長西褲  (長度) 

尺 碼 33 34 35 36 37 38 
價 目 $102 $104 $106 $109 $112 $116 

女生          藍色格仔背心裙  (長度) 

尺 碼 33 34 35 36 37 38 

價 目 $134 $137 $140 $144 $148 $153 

 男女生        運動外套  (連繡章) 

尺 碼 32 34 36 38 40 

價 目 $115 $118 $121 $124 $127 

男女生        運動長褲 

尺 碼 32 34 36 38 40 

價 目 $108 $111 $114 $117 $120 

男女生         寶藍色 V 領長袖 / 背心毛衣(連繡徽)  3/7 混紡毛 

尺 碼  32 34 36 38 40 

長袖價目 $120 $122 $125 $130 $135 

背心價目 $110 $112 $115 $120 $125 

校呔----- $ 23           男生恤章 $ 5      

   ＊栽碼另計。貴客購貨後如有任何問題，本店保証更換妥當。 

----------------------------------------------- 回  條-------------------------------------------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項 目 校褸 恤衫 長西褲 背心裙 運動套裝 校呔 長袖毛衣 背心毛衣 

件 數         

家長簽署：＿＿＿＿＿＿  家長對校服尺碼要求：合身（ ）大一碼 （  ） 

附件 2 



《橋樑》第 118 期  . 第 12 頁 

 

          〈機會難得重來，請把握第一次〉  鄔漢忠 
約 6月左右，當收到禤啟文同學的一個來電，未接聽就知道我會被邀請做路德會呂

明才中學 35 周年校慶的籌委會成員。這是因為禤啟文跟我和其他第一屆同學早已在 3

月 3 日舉行過一個成功的師生聚會。 校方希望禤啟文及當日的成員給與經驗來為母校

舉辦一個正式的校慶。在我個人看來，當然舉手贊成。這是一個光榮，也是一個機會為

母校做小小事情。 

往後幾個星期，我們就在母校開會，彷彿重回學校上課般。更幸運的，我被高舉為

籌委會主席去正式統籌這個隆重的聚會。那麼我就用我在工作的方式把這個聚會是為一

個項目來管理。 

某晚下班回家，和家人晚飯時，女兒突然問道:「daddy，你小時在校園的生活是如

何度過的呀?」這個問題真的問得非常好，事實上，我對校園生活的記憶十分依稀，這

是因為我當年非常少參與學校的活動，不論統籌或參與，我都非常低調，所以我和同學

之間的關係也很疏遠。我只愛游泳，天天都去鍛鍊，包括星期六日，比讀書還勤力。我

就這樣直接告訴女兒。她接著問:「那為何你現在那麼投入參與學校的活動，還當上主

席來呢?」我的答案很簡單，這是因為我覺得我失去了一段人生成長時很重要的體驗，

就是校園和同學的生活，不是有那麽多人能得到第二次機會，所以我要把握這個機會拾

回這個感覺。 

我便問我的女兒，說:「妳有沒有發覺我非常鼓勵妳多參與學校的活動？不論統籌

或單單參與。每件都是可值得紀念及回憶的事情，妳還要把所有的相片及短片都好好儲

存下來供日後欣賞，不要浪費這段美好時光。」 

  11月 9日的大日子將近，心情十分興奮，每次籌委會會議，跟現任老師和歷屆同學

都很融洽。會議中，大家不斷表達意見，務求要把這個聚會弄得盡善盡美，有聲有色，

為求給與每位參加者帶來一個難忘的晚上。 

  在此， 再次多謝禤啟文同學早在 2012初安排的一個 BBQ舊生聚會，從而我能有機

會遇回大部份中學同學，也要多謝馬玉娟校長給我這個機會，容保衡副校及鄭紹麟主任

的指導，也少不了各籌委成員的推舉及合作。請各位參與者，盡情享受當晚的節目和安

排吧！ 

（筆者為第一屆入學(1978) 及 第一屆畢業(1983)的校友，現職玩具供應及代理行公司

高級總監） 

 

十一月金句：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弗 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