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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訊 

學 

與 

教 

一.中一及中二級〝V-Power Scheme〞 

計劃目的： 

1. 此乃全校語文政策的其中一個項目，其目的在增加中一及中二學生接

觸各科英語詞彙的機會，加強學生對不同科目英語詞彙的聽、讀、解

釋及應用等能力。 

2. 以跨學科模式進行，通過英文科與 8科非語文科目的合作，提升學生

學習英語的興趣與動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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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通過持續的鼓勵，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習慣。 

 

計劃簡介： 

由 3月 3日(一)至 5月 2日(五)期間，學生於每星期學習一科的 12

個英語詞彙，全期可學習共 8科的詞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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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ower〞小冊子已派發與學生，家長欲進一步了解有

關計劃的詳情，可瀏覽本校網頁。 

二.2014年全港性系統評估(TSA 2014) 

   本港教育局於中、小學推行之「全港性系統評估」，本年度（2013－

2014）繼續於全港中學三年級推行，所有中三級學生將於 2014 年 4 月及

6月於校內參加中文、英文、數學三科之系統性評估，詳情見下： 

評估項目 日期 星期 

說話評估(中文、英文) 2014年4月30日 

(後備日：5月2日) 

星期三 

(星期五) 

紙筆評估 (中文、英

文、數學) 

2014年6月24-25日 

(後備日：6月27日) 

星期二、三 

(星期五) 

請 貴家長關注有關日程，並督導 貴子弟專注學業，積極從事有關

評估之學習活動，以期 貴子弟屆時參與「全港性系統評估」能有良佳表

現，有關評估日程請參閱附件1。 

三.本學年期末考試將於2014年6月9日(一)至6月18日(三)舉行，各級考試

時間表及校內考試注意事項隨本期橋樑發布(見附件2及3)，將不再派

發，請各級同學留意並小心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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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考將至，期盼 貴家長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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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開辦「試前溫習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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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2日(一)至 6月 6日(五)期間之上課日(5月 30日暫停) 

時間：每天下午四時至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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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學業必有所增益，望 貴家長能鼓勵 貴子

弟踴躍參與。 

五.恭賀以下同學參與本年度校際音樂節第一輪獲得獎項： 

4C 

5B 

4B 

1A 

1B 

1B 

盧寶怡 

王詠瑩 

   余鈺懿 

劉思慧 

周佩凝 

林嘉慧 

女聲獨唱(16歲或以下)  - 中文 

女聲獨唱(16歲或以下)  - 中文    

鋼琴獨奏(中國作曲家)(中級組) 

女聲獨唱(14或以下)    – 中文 

女聲獨唱(14或以下)    – 中文 

女聲獨唱(14或以下)    – 中文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6C 彭錦樂 男聲獨唱(19或以下)    – 中文 優良獎狀 

6D 

1B 

1C 

1C 

2A 

2A 

2A 

2D 

2D 

李展偉 

簡子殷 

劉定賢 

麥兆天 

潘澤軒 

陳健龍 

許健聰 

曹智邦 

陳家榮 

男聲獨唱(19或以下)    – 中文 

鋼琴獨奏(三級) 

男童聲獨唱(14或以下)  – 中文 

男童聲獨唱(14或以下)  – 中文 

男聲獨唱(16或以下)    – 中文 

男聲獨唱(16或以下)    – 中文 

男聲獨唱(16或以下)    – 中文 

男聲獨唱(16或以下)    – 中文 

男聲獨唱(16或以下)    – 中文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1A 

1A 

2A 

1A 

1B 

4B+5F 

4C 

5F 

2A 

 

鍾富松 

石硯琴 

陳沁詠 

梁樂軒 

林子揚 

余鈺懿+王詠瑩 

鄭承昌 

關佳榮 

李紫宜 

   合唱團 

笛子獨奏(中級組) 

女聲獨唱(14或以下)    – 英文 

女聲獨唱(14或以下)    – 英文 

男童聲獨唱(14或以下)  – 英文 

男童聲獨唱(14或以下)  – 英文 

女聲二重唱(19歲或以下) - 英文 

男聲獨唱(16或以下)    – 意大利文 

男聲獨唱(16或以下)    – 意大利文 

鋼琴獨奏(五級) 

中學合唱隊-第二組別(初級組)-外文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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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體育科通告 

4月份本校體育科上羽毛球課之日期、班級及留意事項、安全守則詳

見附件 4。務請 貴家長細讀並督促 貴子弟遵守。 

 

七. 體育之星選舉 

體育科舉辦之「體育之星選舉」結果如下： 

閃避球之星 ： 5B郭家寧 

越野之星   ： 2A何淑菁  6D梁晉肇 

乒乓球之星 ： 2C黃顯揚  2A陳昊 

排球之星   ： 4D蔡保恆  4C陳芷琦 

 

八.201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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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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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訓練學院將自行招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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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本校升學就業主任查詢。 

 

其 

他 

學習 

支 

援 

1. 本校同學參加由青年事務委員會主辦的「荃灣日與夜微電影創作比賽」

獲得優異成績。詳情如下： 

憑作品「長大」奪 L1組季軍，成員包括： 

3B 劉永康 3B 林俊津 3B 牛威豪 3B 陳心怡 3B 陳慧君 3B 王雨馨 

憑作品「Beautiful Tsuen Wan」奪 L2組亞軍，成員包括： 

3A 丁永康 3B 嚴潔珩 3B 許亮山 3B 梁嘉敏 3B 吳鎂雪 3B 卞欣婷 

憑作品「Start Today」奪 L3組季軍及最佳創意獎，成員包括： 

3B 吳孔杰 3B 袁致維 3B 張祺 3B 蔡楠靖 3B 陳樂穎 3B 劉小慧 

 

2. 本校同學參加保良局羅傑承中學友校接力賽奪得男子組冠軍 

隊員包括：6F 黃敬就、5E 陳浩天、6B 劉天樂 及 3A 梁錦威 

 

3. 本校同學參加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奪得女子組季軍

及男子組殿軍，成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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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隊隊員：2A 何淑菁 2A 關雨雪 2A 何永茵  3A 李慧芸 

男子隊隊員：2C 陳鑫 3A 梁錦威 5E 陳浩天  6F 黃敬就 

 

4. 6D 梁晉肇 獲得屈臣氏傑出運動員獎 ── 獲獎學金 500元。 

 

 

4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 16/4（三）至22/4（二） 復活節假期 

2. 30/4（三）               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中、英口試  

3. 7/4（一）、8/4（二）、9/4（三）、11/4（五）、12/4（六）、14/4（一）、 

24/4（四）、25/4（五）、29/4（二） 

本校禮堂借作公開試試場，因考生數目眾多，同學須留意交通情況，提早

出門，以免遲到。 

 

成 

長 

支 

援 

訓育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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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二)，被記缺

點同學之截止申請日期為 4 月 23 日(三)。 

 

2.本組關注同學的儀容校服是否符合規定，學生應以純樸簡約的髮型

為佳，有關夏季校服之規定請參閱附件 5。 

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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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 

1/4 中二級成長新動力(4) 

1/4 友樂先鋒伴讀(8) 

8/4 友樂先鋒伴讀(9) 

12/4 友樂先鋒(義工) 

15/4 友樂先鋒伴讀(10) 

15/4 中二級成長新動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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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中五性教育 

29/4 中二級成長新動力(6) 

29/4 友樂先鋒伴讀(11) 

初中成長教育組 

1.4月 3日(四) 派發五月份午膳訂購表格，費用為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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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週(7/4 –11/4) 午膳小息將舉行班際數獨比賽。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  4/4(五)   周會︰班主任堂(公民教育) 

2. 11/4(五)  周會︰班主任堂 

其他
學習
支援 

1. 4月 10日(四) 及 11日(五) 為中學校際室內賽艇錦標賽。 

 

5 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 1/5（四） 勞動節假期 

2. 2/5（五）(7:30p.m.) 中一第二學期學習表現中期報告及

家長座談會 

3. 2/5（五） V-Power 計劃終結  

4. 5/5（一）至 9/5（五） 第二階段初中學習表現獎勵計劃遞

交習作 

5. 6/5（二） 佛誕假期 

6. 12/5（一） 全校教師舉行會議，放學時間提早至

3:10p.m. 

7. 12/5（一）至 6/6（五） 試前溫習班 

8. 30/5（五） 本校於晚上 6時正舉行中六級畢業典

禮。為預備晚上典禮之進行，當天提

早於下午 12:25 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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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長 

支 

援 

訓育組 

1. 19/5 -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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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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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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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 

12-16/5 生命教育周及輔導班主任堂 

13/5 友樂先鋒伴讀(12) 

13/5 中二級成長新動力(7) 

17/5 友樂先鋒(戶外訓練) 

20/5 友樂先鋒伴讀(13) 

20/5 大哥哥大姐姐分享會 

23/5 大哥哥大姐姐頒獎禮 

27/5 友樂先鋒伴讀(14)及分享會 

 

初中成長教育組 

1. 5月 15日(四) 派發六月份午膳訂購表格，費用為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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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月 19日 (一) 
中二級 ----- 5月 20日 (二) 
中三級 ----- 5月 21日 (三) 

 
3.第三十七週(12/5 –16/5)舉行生命教育周。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 30/5 周會︰班主任堂 

2. 30/5 晚上︰中六畢業禮崇拜 (中午 12:25 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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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月份家長備忘 

1. 16/4（三）至 22/4（二） 復活節假期 

2. 1/5（四）               勞動節假期 

3. 2/5（五）(7:30p.m.)  中一級家長請抽空出席家長座談會以加強

瞭解子弟學習進展，亦歡迎其他級別的家

長出席。 

4. 6/5（二）               佛誕假期 

5. 12/5（一）             全校教師留校舉行會議，放學時間提早至

3:10p.m. 

6. 12/5（一）至 6/6（五）  試前溫習班 

7. 30/5（五）(6:00p.m.)    中六級畢業禮，放學時間提早至 12:25p.m. 

8. 9/6（一）至 18/6（三） 本學年期末考試，各級考試時間表隨本期橋

樑發布(見附件 2)，將不再派發，請各級同

學留意並小心保存。 

請中四級學生家長注意： 

貴子弟如欲於 2016 年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申請特別考試安排，請於 5

月 2日（五）前與嚴紹仁老師洽商。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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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金句：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約 14：6》 

 

 

五月金句：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路 10：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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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港性系統評估 

對象：全體中三學生 

2014 年 6 月 24 日   2014 年 6 月 25 日 

8:15-8:30 早會   8:15-8:30 早會 

8:30-9:45 

中國語文-寫作 

(禮堂) 

(75 分鐘) 

  

8:30-9:35 

數學 

(禮堂) 

(65 分鐘) 
  

9:45-10:15 小    息   9:35-10:05 小    息 

10:15-10:45 

中國語文-閱讀 

(禮堂) 

(30 分鐘) 

  

10:05-10:45 

英國語文-寫作 

(禮堂) 

(40 分鐘) 
  

10:45-11:15 小    息   10:45-11:15 小    息 

11:15-11:50 

中國語文-視聽資訊 

(約 15 分鐘) 

中國語文-聆聽 

(約 20 分鐘) 

(511-516) 

(合共約 35 分鐘) 

  11:15-12:10 

英國語文-閱讀 

(30 分鐘) 

英國語文-聆聽 

(約 25 分鐘) 

(511-516) 

(合共約 55 分鐘)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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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校內考試注意事項 

 

(一) 回校時間 

1. 中一至中三︰8:40 前       

2. 中四至中六︰8:10 前 

 

 

(二) 集隊 

1. 中一至中三 8:40 列隊，由班主任帶領回課室點名及溫習。 

2. 中一至中三每節考試預備鐘 (考試前 10 分鐘) 響後列隊，由監考老師帶領入

試場。 

3. 中四至中六於課室考者不必列隊，於每節開考前 10 分鐘安坐試場。 

4. 中四至中六於禮堂考者每節開考前 10 分鐘均須列隊。 

 

 

(三) 考試守則 

1. 遵照監考老師一切指示。 

2. 不得借用文具。 

3. 不得早退。 

4. 答題紙、試題紙分開繳交，試題紙不得帶走。 

5. 作弊懲處為全卷零分，並予記過。 

6. 中四至中六學生無顧缺席說話考試，將被記過。 

 

 

(四) 補考 

1. 事假必須事前以家長信列明合理理由，列明申請補考，交班主任簽署後呈學

與教主任批核，安排補考。事假後申請補考，不予考慮。 

2. 病假必須於回校復課當日呈家長信 (連醫生證明) 予班主任簽署，呈學與教

主任批核，安排補考。復課日須即時申辦，否則校方不予考慮。 

3. 缺考四日或以上不予考慮安排補考。 

4. 聆聽、說話、默書、實驗考試不設補考。 

5. 補考試卷，八折評分。 

6. 因代表學校參與校外活動而缺考，補考評分不作折扣。 

7. 未提申請或不獲准補考者，有關試卷評予零分。 

 

 

學與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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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通告 

    體育科於 4月將安排以下班別於第 7節至第 9節於校外上羽毛球課。（見下表） 

 

* 羽毛球課注意事項:  

(一) 上課日期及班別 

 

 

     

       

(二) 集合時間：下午 1:30 

      集合地點：本校雨天操場 

      解散時間：下午 3:50 

      解散地點：蕙荃體育館 

(三) 必須穿著體育服 

 

校外體育課學生安全守則:  

1. 學生必須嚴守紀律，遵從老師指示，於課後或更衣後，立即離開體育館，以免

發生意外。 

2. 學生必須準時到指定之地點集合。 

3. 禁止在體育館內胡鬧嬉戲。 

4. 必須攜帶身份証。 

5. 如遇颱風警告，校方將與康文署主管商議，另作安排。 

＊如有查詢，可與本校體育科老師聯絡＊ 

 

  

 

 

 

 

 

 

 

班  別 上 課 日 期 
 

2A 2B (男 生)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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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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胸前黃色繡本校徽章)，3/7 混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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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德 會 呂 明 才 中 學 

夏季女生校服規定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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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胸前黃色繡本校徽章)，3/7 混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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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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的那一個夏天〉 關凌峰 

  2004年的那一個夏天，當我收到中學派位，知道自己將被派入路德會呂明才中學的時

候，沒有失落，反而有點期待，因當時有些人對這間中學的評價並不高，是不是我奇怪呢？

人人都希望入一間「人們口中」的好中學，而我卻不是。因為我當時深信，不論甚麼學校

與否，有好的，也有壞的學生，只在乎你自已怎樣對待。 

  再一次證實男生的感覺也不是太差吧，嘻嘻 !  

  我好開心經歷了人生中美好的五年中學時光，從中我經歷了許多的「甜酸苦樂」。學校

就好像第二個家一樣，老師猶如我的父母，不單教曉我很多書本上的知識，還有很多人生

道理。他們的辛勞教導，我要在此獻上感謝！每天上學都可以見到自己的老友，一齊上堂，

一齊午餐，一齊臨急抱佛腳去溫書，一齊每逢小息就入廁所傾計，一齊嘻嘻哈哈，一齊上

學等放學，放學飲可樂，最重要的是我們一齊共同擁有「才記」的快樂回憶。 

  有時返學就好期待放假，放假了又好期待上學，我相信每個學生都有如此有趣的經歷。

這些美麗的「時光」，仍然在我腦海中不斷上演，記憶猶新，歷歷在目，所有感覺就好像昨

天發生的事。 那些年，我們一起過的才記生活。 

  「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學，一轉眼卻已告別校園……」一首李克勤的〈告別校園時〉，

正好代表了當時我們的心情。光陰似箭，人生有幾多個五年 ? 五年的中學這樣便過去了。 

  又是開始人生的另一條道路，不再相同的是，外面的世界已再沒有老師的愛錫，也沒

有同學的愛護。我，經歷過做油站入油員，送書，燈飾學徒，珠寶銷售……各式各樣不同

的工作，最後在牧師的鼓勵及幫助下，我再次成為學校的一份子──靈德組活動助理。能

夠再次回到校園當中，感覺真奇妙！感謝主帶領，我相信祢指引的道路是祢所旨意的。 

  2012 年的那一個春天，我和我的同學兼好友大口回到校園。再次看見熟悉的面孔，如

以前教我地理的馬玉娟老師榮升為校長，不論見回我中文科的陳偉彬老師，英文科的李雅

玲老師……總有一種很親切和諧的感覺，他們清秀的樣子，並沒有因時間而轉變，更多了

一種溫暖的感覺，我真想大喊一聲：我回來了！ 

  這次擔當的工作是－－靈德組活動助理，跟從前學生的身份截然不同，我要做好自己，

作為榜樣照顧初中生，與他們一同享受團契生活，帶領更多學生回到青年小組和象山堂教

會等等。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一個社工，常與他們傾訴心事，解決疑難。時間，讓我和

他們彼此更熟識，望著他們漸漸有著改變，自已也為此感到高興，才記同學們一定要繼續

加油！ 

  最後再次感謝馬校長，所有老師、工友對我和大口（李偉成）大大的照顧和幫忙，我

會謹記你們的教誨！特別謝謝賴民蓉老師和黃振權牧師的悉心照顧，指引我們，令我不斷

的成長。我愛才記這個家！再見！ 

（筆者畢業於 2009 年，現職乒乓球教練） 

校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