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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教 

1.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2014–2015) 

本校下學年（2014–2015）將保留小量中一學位自行分配，各

位家長之親屬或子弟若有意於 2014–2015 學年升讀本校中一

級，可於2014年1月3日(五)至1月22日(三)期間到本校報名。報

名者頇由家長陪同親到本校申請，並攜備： 

    (1) 教育局報名表正本； 

(2) 小學五、六年級成績表正本及影印本一份； 

    (3) 身份證或出世紙正本及影印本一份； 

    (4) 近照一張（背面寫上姓名、出世紙號碼）。 

*不需提交小學推薦信 

  附註： 

(1) 放榜：2014年7月由教育局直接通知申請人就讀之小學。 

(2) 根據教育局規定，小六升中一學生可報考兩所中學，多

報會被取消獲得該學位的權利。 

(3) 收生準則：小學學業成績及學業以外表現(40%)、操行

(40%)、聯繫學校(10%)及居住地區(10%)。 

2. 詴前溫習班 

期考將至，想 貴家長已督促 貴子弟專注學業，勤加溫習。 

有見及此，本校特加強課後學習支援計劃，開辦「詴前溫習班」，

聘請專人解答科目疑難，俾 貴子弟善用課餘時間，反覆研習

各科內容，詳情如下： 

  日期：本年 12月 2日(一)至 2014 年 1月 7日(二) 

        期間之上課日 

  時間：每天下午四時至六時 

        （12 月 16日(一)：3時 15分至 5時 15分） 

  地點：本校 311、312、117室 

貴子弟可於上述時間，攜備課本、習作進入有關課室，向負
責導師登記，或溫習、或做功課；期間若有疑難，可向專業導
師垂詢，由專業導師即場指導。透過切磋琢磨，其學業必有所
進益，望 貴家長能鼓勵 貴子弟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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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體育之星選舉 

體育科舉辦之「體育之星選舉」結果如下： 

  羽毛球之星：6B 陳志華  1B 簡子殷 

  游 泳之星：2D 李洛軒  2A 李紫宜 

  手 球之星：1A 陳凱彬  6A 黃嘉誠 

籃 球之星：6F 黃敬就  2A 關雨雪 

成 

長 

支援 

訓育組 
1. 「勤學守時」班際壁報設計比賽結果如下： 

中一：1B  中二：2A  中三：3C  中四：4C  中五：5B  
在此恭賀各得獎班別，希望同學繼續努力，勤學守時，共建和

諧校園。 

家 

長 

教 

師 

會 

家長教師會於 2013年 10月 20日(日)舉行的周年會員大會圓滿結

束。會上通過上年度會務及財政報告，並順利完成第八屆(2013-2015

年度)家長理事選舉。於 11月初新屆理事會互選職位如下： 

 

    

 

 

 

 

 

 

 

 

 

 

 

 

 

理事會將於本學年舉辦多項活動，歡迎我校家長、親眷、學生及教

師參加。有關活動詳情將陸續公布，請  貴家長垂注。 

當天亦順利完成第三屆(2013-2016)家長校董選舉： 

家長校董：簡兆良先生  替代家長校董：區建華女士 

理事姓名 身分 職位 

謝倩儀女士 家長 會長 

容保衡副校長 教師 副會長 

黃梅花女士 家長  秘書 

黃家榮老師 教師 副秘書 

區建華女士 家長 司庫 

黃惠珍女士 家長  學術主任 

吳映萍老師 教師 副學術主任 

簡兆良先生 家長  文康主任 

張國儀老師 教師 副文康主任 

梁運龍先生 家長  福利主任 

黃振權牧師 教師 副福利主任 

陳敏玉女士 家長 增選委員 

任燕玲女士 家長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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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3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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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2(一)至     詴前溫習班開始，時間：下午 4:00-6:00， 

  7/1/2014(二)                   地點：311、312、117室。 

3.16/12(一)      下午 3:15 召開教職員會議，放學時間為 

下午 3:10。（中一級有活動，放學時間為下午

3:50，中五級(除 5A 外)有活動，放學時間為下

午 4:00） 

4.23/12 (一)至   聖誕及新年假期 

2/1/2014(四) 

資 

源 

策劃 

與 

管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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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至上午 1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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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集體拍照 

2013-14年度集體照拍攝定於 12月 5日(四)進行，各位同學必頇

穿著整齊冬季校服(必頇穿著羊毛外套)。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十二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十二月 

2/12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5)  

2/12 友樂先鋒(8) 

3/12 中二性教育(4) 

10,12-13/12 大哥哥大姐姐午間活動(聖誕聯歡) 

14/12 友樂先鋒(義工) 

16/12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6) 

訓育組 
1. 2/12(一)       更換冬季校服 
2. 2/12(一)至     「自我完善計劃」開始，各同學應盡力完成已訂 

14/2/2014(五)  定之目標。若完成此計劃將獲頒禮物一份，獲滿
分同學則獲頒獎狀及書劵。 

3. 13/12(五)      領袖生培訓及燒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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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成長教育組 

1. 12月 12日(四) 派發一月份午膳訂購表格，費用為 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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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級生日會將於下列日期舉行： 

中一級 ----- 12月 9日 (一) 
中二級 ----- 12月 17日(二) 
中三級 ----- 12月 18日(三) 

 
3. 第十五週(9/12–13/12)午膳小息將舉行班際猜謎語比賽。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 本學年福音周將於 12月 2日至 6日舉行，詳情臚列如下： 

主題：因為愛‧所以愛 

主題經文：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約翰一書 4:19) 

 

福音周其他活動： 

(1) 福音大使訓練計劃 

(2) 初中全方位晨讀課：《愛生命 愛香港》見證集分享 

(3) 6/12(五)  全校佈道會︰Sharehymns(第五及六節，禮堂) 

日期 
祈禱會 

7:45 – 8:05 

早會 

8:10-8:30 

午間 

12:40-1:00 

午間 

1:00 – 1:30 

放學後  

4:00 – 5:00 

2/12(一) 
師生祈禱會 

(禮堂) 

開幕禮 中文詵歌廣

播 

 福音電影 

(G2) 

3/12(二) 

 英文詵歌廣

播 

 初中班際 

聖經故事演講

比賽(G2) 

4/12(三) 
早會老師

分享 

 詵歌歌唱比賽

(G2) 

福音互動劇場

(禮堂) 

5/12(四) 

 詵歌點唱 攤位遊戲 

(有蓋操場) 

福音茶座之 

師生真情對話

(G2) 

6/12(五) 

  一刀切十字架

剪紙(G2) 

福音茶座之 

決志者陪談會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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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12(五)  校園團契燒烤樂(放學後 4:00至 7:00) 

期望透過以上福音活動，讓同學加深對福音的認識，反思信仰與人

生，並得著救恩。請家長鼓勵  貴子弟踴躍參與。 

2. 20/12(五)  聖誕崇拜暨音樂比賽(放學時間約為下午 1︰00) 

其 

他 

學 

習 

支援 

活動組 

1. 6/12(五)、10至11/12(二、三)  學界田徑比賽 

2. 12/12(四) 捐血日 

3. 17/12(二) 荃新天地表演，時間為下午5:00至6:00 

4. 20/12(五) 音樂比賽 

5. 26/12(四) 詵班：海洋公園報佳音 

6. 本校泳隊參加荃離區校際游泳比賽取得以下成績： 

2A李紫宜同學奪得女子丙組100米背泳銅牌及50米背泳銅牌 

6C許瑞澎、6D梁晉肇、6F黃景華及 5E盧偉鋒同學奪得男子甲組 

4X50米自由接力賽銅牌 

7. 本校男子籃球隊參加荃離區校際籃球比賽奪得男子甲組季軍，名

單如下： 

 隊長：6D 梁晉肇  副隊長：6F 黃敬就 

 隊員：6B 陳振潔 6F 李俊熙 6D 莊偉俊 6E 郭尚緯 

    5B 韋子俊 4E 杜文程 3A 薛皓亮 

 

1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3/1(五)               假後復課 

2.3/1(五)至 22/1(三)    中一自行收生報名 

3.8/1(三)至 17/1(五)    中一至中五第一次考詴及中六畢業詴 

                  第一學期習作檢查 

4.20/1(一)至 24/1(五)   第一次考詴核對詴卷 

5.27/1(一)至 8/2(六)    農曆新年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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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一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一月 

6/1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7) 

20/1 中一性教育 

24/1 和諧共融教育短劇 

訓育組 

1. 6/1 (一) 中六級申請「改過向善計劃」最後日期 

初中成長教育組 

1. 1月 9日(四)派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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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週(20/1–24/1)午膳小息將舉行班際數學遊戲比賽。 

12、1月份家長備忘 

1. 8/1(三)至 17/1(五) 中一至中五第一次考詴及中六畢業詴，請  貴家長查

閱本期《橋樑》所附「考詴時間表」(附件 1a、1b、1c、1d)，督促 貴子

弟加緊溫習。 

2. 請特別留意考詴期間： 

甲、 中一至中三每日早上 8:40前到校；若下午有考詴，中午仍留校午膳。 

乙、 中四及中五每日早上 8:10前到校。 

3. 如該日不用考詴，則無頇回校。 

4.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該天考詴另作安排，停課翌日考詴依照考詴時間表

所示進行。 

5. 16/12(一)                放學時間為下午 3:10，中一級為下午 3:50， 

                        中五級(除 5A外)為下午 4:00 

6. 20/12(五)                放學時間為下午 1:00。 

7. 23/12(一)至 2/1/14(四)    為學校假期。 

8. 3/1(五)至 22/1(三)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9. 20/1(一)至 24/1(五)       第一次考詴核對詴卷。 

10. 27/1(一)至 8/2(六)  農曆新年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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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的感言〉       黃家榮  

感謝上帝！我於 1984-86 年在本校讀預科（中六至中七），八十年代加入

呂明才這個大家庭裏讀書，時光飛逝，恩典無限。轉眼間 29 年了，我是同學

們的大學兄。 

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李永楨校長是我讀預科時的校長，更是宗教科的啟

蒙老師，當時宗教科的課堂是兩位老師一起教的，一位是李安麗老師，另一位

是李校長。李校長理論實踐並重，言教身教兼行。有一次周會，李校長正在講

道，禮堂內師生全神貫注，專心聽道。就在一片寧靜的氣氛下，李校長從講壇

向左邊行進，叫前排某一行某一位男同學站住，指出他聽道時說話，影響自己，

干擾別人，那同學非常羞愧，馬上道歉。我敬佩李校長，因為他活出校長言教

身教的風範。 

感謝神！我是 1984 年在本校讀書時認識耶穌，那時校長、老師及同學都

很積極傳福音。中六時教地理的蘇育明老師曾邀約我和幾位同學到深水埗帄安

福音堂參加團契及崇拜；另外，李祝安老師曾邀約我和幾位同學在校內午膳時

一起查考聖經，並帶我到荃灣潮人生命堂參加崇拜。多謝神的僕人在傳福音上

的用心，把我那顆石心慢慢轉化為肉心。榮耀歸主！ 

感謝主！美善的事令我難忘。能踏足禮堂舞台的台板真是兩年呂明才校園

生活中光榮之事。第一次是班際舞蹈比賽，第二次是結業禮考獲中史第一名上

台獲頒獎狀。 

哈利路亞！得到羅世光老師的賞識，代表學校參加全港青年學藝比賽，雄

辯擂台辯論比賽擔任第一副辯。當時香港電台把每一場比賽都會錄影下來，然

後在無線電視播出。李校長及很多老師每場比賽都會到電視台錄影廠為我校辯

論隊打氣，首場擊敗荃灣官立中學，我們士氣大振；之後擊敗葵青區某校，複

賽力戰挫敗九龍區某校，準決賽打敗皇仁書院，決賽於星期日上午在維園舉

行，無線電視現場直播，最後我校獲得亞軍。(當年每一場比賽學校都會錄影，

現在錄影帶珍藏於圖書館內。) 

歡欣喜樂校園裏，師生共譜象山情。1993 年我回母校任教至今二十年了。

我是第一位路德會呂明才中學畢業生在母校服務，多年來有很多校友樂意回饋

母校，今年共有 11位校友擔任教師或職員，其中很多位都曾是我的學生。 

明才一家人，校歌伴我行。友愛又合群，讚美歌頌神。因為老師是你知心友，

有主與你愛共行。 

感謝神！我是路德會呂明才中學的校友。 

讚美主！我是全校最溫柔、友善、關心、愛心的宗教科及中文科老師。 

(筆者為 1986 年中七畢業的校友， 1993 年回母校任教至今 ) 

校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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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金句：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

也要怎樣饒恕人。」 

                                  《西 3：13》 

 

一月金句：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上帝的兒子。」 

                                  《馬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馬太福音 5:9） 

 

以下的禱告，一般人公認是一位十三世紀的修士聖方濟各所寫的： 

「使我作祢和帄之子。 

 在怨恨使用祢的愛； 

 在憂傷中傳送祢寬恕； 

 在懷疑中顯出祢信實。」 

Make me a channel of your peace. 

Where there is hatred, let me bring your love; 

where there is injury, your pardon, Lord; 

and where there’s doubt, true faith in you. 

如果你想做一個使人和睦的人，你需要認識和帄之君耶穌帶來的帄安。在祂被釘十

字架的前幾天，耶穌為耶路撒冷哀哭，說：「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帄安的

事；無奈這事現在是隱瞞的，叫你的眼看不出來。」（路加福音 19:42） 

 

我們活在一個充滿騷亂的世代，除非耶穌來掌管人的生命，不然，人心中永遠沒有

真正的帄安。耶穌既已降臨，世人便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帄安了，基督才是真正使人

和睦的。 

 

我們這個世界極其需要使人和睦的人，這些人認識那只有基督才能賜下的帄安。那

帄安就是: 經常打架和爭吵的家庭得帄安，因衝突而分裂的教會得帄安，槍聲響起

的城市得帄安，煩擾的心靈得帄安。如果你是一個使人和睦的人，耶穌說你便是「神

的兒子」 —— 神的兒子可以享受永恆的產業。 

禱告 

主啊，我的心靈渴望在祢裡面得帄安；願我能得到神的兒子的名分，把帄安帶給這

個動盪不安的世代。奉和帄之君的名祈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