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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訊 

學 

與 

教 

課後功課輔導 
9月下旬開始，逢星期一、二、四、五放學後 4時至 5時 30

分在 311室開設「課後功課輔導班」，歡迎所有同學參與，班內

有導師指導同學完成課業及學習內容，請家長鼓勵同學積極參

與。 

 

初中全方位學習課 
中二級每周設 1次第一節的晨讀及 1次第九節的全方位學習

課、中一及中三級每周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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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學與教關注重點 
 

 

 

本年度學與教關注重點 

1. 教師的教學能力

持續提升 

2. 培養學生積極主

動的學習態度 

3. 改善學生的學業

表現 

1.強化學與教效能 

1. 強化專業領導 

2. 建立專業學習社

群 

3.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2.循序深化生命教育 

尊重、欣賞、探索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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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源 

策 

劃 

與 

管 

理 

圖書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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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校於 10月 24日(四)及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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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長 

教 

師 

會 

家長教師會 

1.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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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家長教師會得依章規定進行第五屆之家長校董選舉，

日期定於 10 月 20 日(日)下午 1:3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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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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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家長教師會將於 10月 20日(日) 下午二時召開會員大會，

是次大會，除例行報告外，並會以一人一票現場投票方式，選

出六位家長，擔任第十一屆理事會職位，誠盼全體家長撥冗出

席，共商會務，詳情另行通知，敬請留意。 

3. 會員大會後將發布中一同學上學期中文、英文、數學、綜合人

文及綜合科學各科之中期學習表現通函，歡迎家長向任教老師

查詢  貴子弟升讀中學後之適應情況；另外亦會安排中三級及

中六級升學家長講座。 

學 

生 

成 

長 

支 

援 

訓育組 
1. 改過向善計劃 

本校現行「改過向善計劃」，專為曾有過犯的學生提供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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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冬季校服規定細則詳見附件 1。 

3. 學生穿著體育服飾之規定： 

一、學生只可在上體育課或參加課外活動當天穿學校體育服回

校，其他上課日子必須穿著整齊的常規校服。 

二、學生需穿著體育服回校時，其運動鞋必須以白色、黑色及      

  深藍色為主。 

三、學生在上體育課或課外活動時，如參與的運動項目（如球類、  

田徑類），需要特別的運動鞋，可在進行此運動項目時段穿

著上述校方規定以外的運動鞋。惟於該運動項目結束時，必

須立即換回符合上述校方規定的運動鞋。違規者將依校服不

符學校要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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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學 

習 

支 

援 

活動組 
課外活動小組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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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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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小組集會地點時間表」，並按時

出席。 

（3）除中六同學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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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到校務處112C室找譚世安助理

校長，予以協助。 

（6）課外活動出席率如不符合小組老師之要求，於學期末可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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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集會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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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及中二同學請留意，每位同學必須參加最少一項以下制服隊

伍或體育組別： 

制服隊伍：海童軍、女童軍、紅十字會、基督少年軍、荃灣第29

旅童軍 

體育組別：越野跑隊、足球隊、手球隊、乒乓球隊、排球隊、羽

毛球組、賽艇隊、射箭隊、男子籃球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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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四)    教師工作會議(全校 3:10p.m.放學)  

3. 7/10(一)  學校假期(重陽節) 

4. 20/10(日)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會後將 

                        發布中一同學上學期中文、英文、 

                  數學、綜合人文及綜合科學各科之 

                  中期學習表現通函，歡迎家長向任 

     教老師查詢  貴子弟升讀中學後之 

                  適應情況；另外亦會安排中三級及 

 中六級升學家長講座。 

5. 24/10(四) 中六大學聯招講座 

6. 24/10(四)及 25/10(五) 禮堂書展 

資 

源 

策 

劃 

與 

管 

理 

校舍管理及傳訊 
卓麗成衣有限公司將於10月2日(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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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台端可向卓麗成衣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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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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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毛衣校章 $5(現有少量存貨以特價發售) 

學生手冊 $5 學生日記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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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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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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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輔導組將於十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十月 

3/10 大哥哥大姐姐 GP3  (1) 

8/10 友樂先鋒 EP堂 

10/10 大哥哥大姐姐 GP4  (1) 

12/10 友樂先鋒團體訓練營 

14/10 1A、1B 明光社性教育課 

15/10 友樂先鋒午間服務訓練 

16/10 3A、3B心智教育課程 (1) 

3C、3D 明光社性教育課 

17/10 大哥哥大姐姐 

(保護蛋蛋大行動 1) 

21/10 1C、1D 明光社性教育課 

22/10 中二級成長新動力 (3) 

4D、4E 明光社性教育課 

友樂先鋒—活動組 

(籌備中一同樂日：1) 

23/10 3C、3D心智教育課程 (1) 

6C、6D、6E 明光社性教育課 

24/10 4A、4B、4C 明光社性教育課 

大哥哥大姐姐 

(保護蛋蛋大行動 2 ) 

25/10 6A、6B 明光社性教育課 

26/10 大哥哥大姐姐日營 

29/10 中二級成長新動力 (4) 

5A、5B 明光社教育課 

友樂先鋒—伴讀組(1) 

30/10 3A、3B心智教育課程 (2) 

5C、5D、5E 明光社性教育課 

31/10 大哥哥大姐姐領袖訓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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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 
1. 10月 2日(三)至 10月 25日(五)   

中一至中五各班須完成訓育壁報布置，主題為「欣賞生命，常存
感恩」，評分日期為 10月 28日（一）。 

 
2. 10月 4日(五) ：訓育健康講座 

 
3. 10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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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人，選自中三至中五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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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四) 派發十一月份午膳訂購表格，費用為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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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週(21/10 –25/10)午膳小息將舉行班際飛行棋比賽。 

其 

他 

學 

習 

支 

援 

活動組 

1. 10月3日(四)及4日(五)：荃灣及離島區校際游泳比賽。 

2. 10月11日(五)：學生會就職典禮。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 13至 20/10 國際文化校園︰Hong Kong Team, Colorado, USA 

領隊︰Adam 隊員︰Chris, Emily, Tony, Roxanne, 
Caleb, Brian, Jackson, Pam 

         人數︰9人(大部份義工曾到訪本校) 

  有關詳情請參閱校內靈德及公民教育組壁報板。 
 
2. 18/10(五)周會︰國際文化校園(美國交流團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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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 4/11(一) 教師工作會議(全校 3:10p.m.放學) 

2. 7/11(四) 修業旅行 

3. 8/11(五) 全體教師參加本會教育事工促進會，

 學生不用上學。 

4.30/11(六)  本校參與荃灣家長教師會聯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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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麗成衣有限公司將於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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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生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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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友樂先鋒—活動組 

(籌備中一同樂日：2) 

6/11 3C、3D心智教育課程 (2) 

3A、3B 明光社性教育課 

12/11 中二級成長新動力 (5) 

友樂先鋒—伴讀組(2) 

友樂先鋒—午間伴讀(1) 

14/11 大哥哥大姐姐 GP1  (2) 

16/11 友樂先鋒—中一同樂日 

18/11 中五級生命教育課 (1) 

19/11 中二級成長新動力 (6) 

中四級生命教育課 (1) 

友樂先鋒—義工訓練 (1) 

21/11 大哥哥大姐姐 GP2  (2) 

26/11 中二級成長新動力 (7) 

友樂先鋒—伴讀組 (3) 

友樂先鋒—午間伴讀 (2) 

28/11 大哥哥大姐姐 GP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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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育組 
1. 11 月 18 日(一)至 1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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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月 25 日(一)至 2 月 14 日(五) 
 「自我完善計劃」開始，各同學應盡力完成已訂定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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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成長教育組 

1. 11月14日(四) 派發十二月份午膳訂購表格，費用為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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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至十四週午膳小息將舉行班際象棋比賽，日期如下： 

    中一級 ----- 12月2日(一)至12月6日(五) 

    中二級 ----- 11月25日(一)至11月29日(五) 

    中三級 ----- 11月18日(一)至11月22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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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呂明才中學通函 
 

《橋樑》第一五四期出版事宜 

 

敬啟者:本校為加強與家長溝通，俾家長了解學校日常行政工作，並方便

督促  貴子弟遵行學校頒令之政策，特編印校園通訊《橋樑》，定時出版，

綜列每月校務概要，以備省覽。今期為第一五四期，共紙 20 頁，敬希妥

為保存，並請垂注第 14 頁《家長備忘》欄。 

    此致 

貴 家 長 

                      校長 

       馬 玉 娟  

       謹 啟 
 

附件: 

1. 男/女生冬季校服規定細則 
2. 校服價目表及式樣規定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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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敬覆者: 來函奉悉 貴校《橋樑》第一五四期出版事宜，本人 

當妥為保存，並會注意所提各頁之內容及所附資料。 

 

  此覆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馬玉娟校長 

 
 
                家長________________謹啟 

                    (簽 署)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日 

 

 

 

 

 

 

 

 

 

 

 

 

 

此回條請於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４日交回班主任 

學生姓名：＿＿＿＿＿＿＿＿ 

班    別：＿＿＿＿＿＿＿＿ 

班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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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學 

習 

支 

援 

活動組 
1. 11月5日(二)：荃灣及離島區校際越野賽。 
2. 11月7日(四)：修業旅行，詳見修業旅行通函。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 15/11周會︰福音周佈道會(耶穌傳) (全校，第五、六節) 

2. 2019-2020 福音周 

目的：透過一連五日的福音活動，使同學加深對福音的認識，進
而信主。 

日期︰11-15/11/2019 
主題：十架犧牲的愛 
經訓：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16) 
 

其他活動︰ 
 海報設計比賽(屬公開比賽，歡迎全校同學參與)；  
 中二級嘉賓見證分享會，分享嘉賓︰曾文偉牧師 

(5/11(二)，第九節，禮堂) 
 午間師生祈禱會(30/10(三)，6/11(三)，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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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一) 12/11(二) 13/11(三) 14/11(四) 15/11 (五) 

早會 開幕禮 

主題曲 

主題曲+宣佈 早會短講 頒獎、主題曲

及宣傳 

/ 

午膳 攤位遊戲 

(1:00-1:30) 

(禮堂) 

攤位遊戲 

 (1:00-1:30) 

(禮堂) 

詩歌短片播放 

F.1-3︰課室 

F.4-6︰有蓋

操場 

詩歌點唱 / 

全方位 晨讀(第一節) 晨讀(第一節) 晨讀(第一節) 晨讀(第一節) 晨讀(第一節) 

見證分證 (中

一第九節) 

/ / / 全校佈道會

(第五、六節) 

放學 / / 校園團契(G2) 福音茶座 

(禮堂) 

福音茶座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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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月份家長備忘 

1. 中一級家長留意：10月 20日(日)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後將會發布中

一學生上學期中文、英文、數學、綜合人文及綜合科學各科之中期學

習表現通函。 

2. 中三級家長留意：10月 20日(日)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後將會安排升

學家長講座。 

3. 中六級家長留意： 貴子弟報考公開試科目及個人資料之核實事宜，

並請關注 貴子弟大學聯招申請事宜。另外將會在 10 月 20 日(日)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後安排升學家長講座。 

4. 1/10(二)及 7/10(一)為學校假期。 

5. 3/10(四)及 4/11(一)有教師工作會議，放學時間為下午 3:10。 

6. 20/10(日)為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7. 24/10(四)及 25/10(五) 禮堂書展 

8. 7/11(四)為修業旅行，學生必須出席。 

9. 8/11(五)為教育事工促進日，學生不用上學。 

 

 

 

 

 

 

 

 

 

 

 

 

 

 

 

 

 

 

 

十月金句：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路 6：31》 

十一月金句：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

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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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此文為林曉恩校友於一六年中六畢業典禮時的演講辭） 

各位午安：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上一次站在這個台上跟大家講話的時候，應該是 18 年前。我

畢業於 1999 年，亦應該是今屆畢業生剛出生年份。今天我很榮幸，因為我獲得中四時候的

班主任馬玉娟校長、當年的辯論論隊教練容保衡副校長丶以及呂明才中學駐校藝術家、訓

練我演講和朗誦的恩師鄭紹麟老師的邀請，來擔任今天的畢業典禮主禮嘉賓。 

  在我來之前，容保衡副校長再三叮囑我：「畢業生往往會對前路丶升學等問題感到困

擾、你作為大師兄，要分享一下自己經歷，作為他們的參考。」而對於在座各位，今天是

一個好重要的日子，我亦都希望利用短短的時間，向大家分享我人生中三個微不足道的故

事。 

  第一個故事，是「相信緣份」。我讀中七的那年，雖然得到當時的校長寫信推薦，而

我亦都得到大學的「有條件取錄」，也就是說，只要我能夠考到大學的最低入學要求：即

中英文合格、另外兩科合格，我就可以入讀大學。但從結論來說，我並没有緣份入讀大學

本科。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在讀中七的時候，喜歡了一位女生，由於只顧談戀愛，我幾

乎忘記了自己曾經因為英文不合格，而要重讀，甚至要考到第三次，才合格順利升讀中七。

由於未能入讀大學本科，不但辜負了老師和校長的期望，我亦感到很徬徨。而當時唯一的

傾訴對象，就是那個「她」。我從她得知，原來她的姐姐，是在香港城市大學，修讀應用

中文高級文憑課程的。由於多年來， 我在呂明才中學得到很多中文相關的培訓，加上我自

小喜歡寫作，順理成章，我就選擇了這一科，後來亦因為近水樓台，我獲得了取錄。回想

起來，我覺得這是的確一種「緣份」。 

  後來我入讀了城市大學的高級進修學院，成為了「半個」大學生。雖然是這樣，我讀

高級文憑的時候，並沒有感到自卑，反而在大學裏面生活裡，我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因為

功課並不繁重，也碰巧和女友分手，我回復了單身。我變得有更多時間，可以學習自己以

前喜歡，但苦無機會修讀的科目，做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我學習心理學丶現代文學丶

基礎建設和普通話；參加我喜歡的辯論比賽丶文學比賽，然後把比賽贏得的獎金丶獎學金

和兼職賺回來的錢，都花在周遊列國，這令我眼界大開。 

  高級文憑畢業後，我分別獲得大學不同學系的取錄信，可以直接入讀本科二年級。由

於我自小「哈日」，加上我曾經試過因英文不合格而不能入讀本科，我專門選了一科以英

文為授課語言來讀，那就是「東亞及東南亞研究」學科。因為我真心希望可以衝破英文的

障礙，說得老套一點，我真的想在失敗的原點再次起步。入讀後，我選修讀了很多與日本

文化相關的科目，包括學日語，亦由我會說日語，我能代表大學，帶隊到日本的著名大學

交流。而我，就在交流團裏面，我有緣結識了我的太太，也認識了我現在工作的公司。 

  我有時會想，如果我當初不是因為英文不合格，我亦不會有機會入讀這一科丶在大學

裏未必可以做一些自己很做想做的事丶亦不一定能夠認識我的太太，更不可能有一個幸福

校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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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滿的家庭。所以我認為凡事要講緣份。有時候，我們期待的結果未必如我所料，這是很

正常的。千萬不要失望，亦不要失去自信，只要你隨着自己心裏面所想去做，上天一定會

為你的人生安排一條康莊大道。 

 

  第二個故事，是「隨心所想」。我認為性格真是可以改變命運的。我的性格比較外向，

在中學年代，我參加了很多課外活動：無論是籃球丶田徑丶演講丶辯論丶戲劇，甚至是常

識問答比賽等，我都非常踴躍參加。還記得讀中四嘅時候，我和當時的班主任馬玉娟老師

說，我從小很想當班長。結果因為沒有人想當班長，所以中四中五兩年，是由我當班長的。

中六那年，我又厚著臉皮和老師說，我很想做首席領袖生。因為當時我認為，這些管理經

驗，在平常的學習裡面很難體會。我明白到自己在很多條件上面，都不能和他人相比。但

只要是每樣事情，自己肯多走一步，機會可能會到來你的身邊。所以，如果你很想有好多

機會的話，一定要忠於自己，告訴別人你想做的事。這個情況，又令我想起我兩個兒子：

長子生性聰明，他曾經在學校學過「食物金字塔」，明白到多吃甜對身體無益。所以每逢

有同糖果，他一定表示「他討厭吃」。相反，我的幼子就十分貪吃，每天回家，他必定問

我這樣的問題，就是「今天有沒有為他準備零食？」。如果我去到超級市場，見到糖果，

我會想起誰呢？那當然是我的幼子。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非常之微妙的，除了你自己之外，

不會有人明白你在想甚麼，所以，千萬不要吝嗇，將你想要的丶所遇到的困難丶想實現的

夢想，盡量同你身邊的分享，你會發覺，可能在無聲息之中，就會得到別人的支援或幫助。 

  大學畢業後，我在一家網購公司工作。由於我喜歡分享，有一次我跟同事聊天的時候，

告訴過他，我很喜歡一個日本服裝品牌，服務好丶而且價廉物美。幾個月後，這位同事通

知我，再過一陣子，這間日本公司，快要在香港開設第一間分店。我二話不說就寫了一封

信到日本的總公司，希望自薦加入。過了幾天，負責香港的行政總裁竟然致電給我。我將

我想加入他們的團隊的心願告訴他，亦因為我的誠意，我最終能加入這間公司，一晃眼便

做了 11 年。現在我是香港澳門區的營運經理，由於下屬眾多，任重道遠。我認為，我「膽

大丶心細丶臉皮厚」的性格，在事業上幫助了我不少，更重要是我懂得和別人分享我心中

所想，這些年來，帶給我無限能量和機會。 

  第三個故事，是「珍惜自己」。幾年前，我因為不堪工作壓力，曾經患上情緒病，是

抑鬱症。在我事業發展如日方中之際，公司委派我擔當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要為香

港，開設一間全球旗艦店。而我就被總公司任命為這間全球旗艦店的總舵。我們公司全球

旗艦店，是公司裡面，營運水準是屬於世界頂級。所以全球幾千間分店裡，只有約十個人

可以做到這個位置。當時，我就是唯一香港人可以負責這分神聖工作。我認為既然公司給

我機會，我一定要拼命。我沒有考慮到自身的身體狀況，連續三個月幾乎不眠不休，為開

店準備。最終，我因為沒打理自己的身體丶睡眠嚴重不足，記憶力丶判斷力，以至日常生

活都受到影響。於是我去求醫，並診斷患有抑鬱症。我有樂天的性格，萬萬也想不到自己

竟然會患上抑鬱，就連我的至親，也以為我在逃避。接下來，我在旗艦店開幕前的一段時

間，向公司申請休假治療。簡單來說，我失去了一個千載難逢的黃金機會，而我的旗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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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亦因而告吹。醫生說要治癒，必須還清我的睡眠債。也就是説，我只能眼睜睜看著別人

取代我當店長，可認為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這樣的經歷，亦告訴我：健康身體是非常之重要的。如果沒有了健康，即使有很好的

點子，多大的理想，你都不能夠隨心所欲。擁有健康是人生裏面最珍貴的事情。無論人生

中遇到甚麼失敗，你都可以重新振作。 

 

  康復之後，有半年我被調職到寫字樓工作。但仍然熱愛店舖，我向公司申請做回店長。

和旗艦店不同，我只能在分店當一個普通的店長。我記得大約在夏天，五丶六月的時候，

由於店舖人手不足，我招聘了一批高中畢業生在我的店裏面做暑期工。他們開朗拼搏，不

計較得失。我和他們工作，覺得很開心，亦因為他們的的幫忙，我帶領了這支團隊，擊敗

了眾多的超級品牌，獲得了全港「服務第一大奬」。我亦都因為這個大奬，重拾自信，在

一年裡由店長晉升成為店舖營運經理。當時和我打拼的同事，就好像在座各位一樣年青。

由於年少，可以隨着自己意願做丶去拼，無限嘗試大大小小的失敗。我很羨慕你們，因為

活到我這個年紀，有了事業家庭，並不容許我任性。在此，容許引用許霆鏗先生〈青春頌〉

裏面的幾句歌詞，勉勵一下大家之餘，並為這一個段落作結。 

 

若然現時士氣高昂 即管放肆任性 
當你感到無力軟弱 切記不怪宿命 
若然做人未算聰明 更要賣力亡命 
還未要負責之際 切記盡興 

 

誰亦會隨年變老 方懂得童年多好 
等不到來年變老 才懷念 那種悠然腳步 
來吧趁毫無控訴 快識穿沿途的污糟 
這段少年時間 既然昂貴 大好青春要盡耗 

 

  幾天前，我在「臉書」上看見鄭紹麟老師上載了一幅相。這幅相的主題是「操場裏開

紅似火的鳳凰木」。而我覺得它充滿了寓意：鳳凰木的火紅像徴了生命力。就好像在坐各

位師弟妹一樣年青，屬於人生中花朵盛開的年份。而我亦希望，透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三

個故事，可以像花粉或種子般，栽種在你們的心裏面，即使未必可以立即開花結果，但當

大家在將來工作時或求學裏面遇到困難時，像錦囊一樣拿出來，令你們找到方向。三個故

事分別是「相信緣份」丶「隨心所想」和「珍惜自己」。最後，希望你們能「趁著年青丶

即管仼性」。 

共勉之。再一次恭喜你們中學畢業！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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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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米(CM)，褲長與褲腳闊度必須適中，不得改為窄腳褲。 

(4) 長袖抓毛外套--- 藍色長袖抓毛外套連繡黃色校徽。 

(5) 校    褸--- 藍色覆合布夾藍色抓毛內裡褸連繡黃色校徽。  

(6) 鞋      --- 黑色學生圓頭皮鞋，而鞋跟高度不超過三厘米

(CM)。 

(7) 襪      --- 純白色襪。 

(8) 必須穿著純白色汗衣(內衣)。 

(9) 天氣寒冷時，可在校褸內加穿著純深藍色羊毛衫或背心或長袖

抓毛外套連校徽，頸巾亦只准純白色或純深藍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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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若早上氣溫在十度或以下，可以穿著深藍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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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針織配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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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德 會 呂 明 才 中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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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袖抓毛外套 --- 藍色長袖抓毛外套連繡黃色校徽。 

(5)  校 褸 --- 藍色覆合布夾藍色抓毛內裡褸連繡黃色校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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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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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天氣寒冷時，可在校褸內加穿純深藍色羊毛衫或背心或長袖抓毛

外套連校徽，頸巾祇准純深藍色或純白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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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若早上氣溫在十度或以下，上身可穿深藍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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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針織配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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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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麗成衣有限公司 

敬啟者：  

為方便路德會呂明才中學各同學訂購冬季校服及運動服，本公司將於下列日期派專員到學校為
各學生度身訂購。請貴子弟帶備現金港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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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換季安排及度身訂造需時，懇請各家長盡量於校內訂購，避免到
門市排隊輪候及可能出現的斷碼情況。 

 

到校度身日期：2019 年 10 月 2 日 – 星期三（上午 09:30 至下午 16:30） 

領取校服日期：2019 年 11 月 14 日 – 星期四（上午 09:30 至下午 13:30）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聯絡店舖職員： 

地址： 九龍旺角洗衣街 39 號金雞廣場 10 樓 09-10 室    電話：23881128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六 上午 10:30 至 13:00 、下午 14:00 至 18:00 勞工假期休息 

 

回條 

 

 男生長袖 

恤衫連繍徽 

男生冬季 

絨長西褲 

女生 

長袖恤衫 

女生格仔 

絨背心裙 
冬季夾綿風褸 

尺碼      

件數      

 

 

校呔 
男女生 

運動外套 

男女生 

運動長褲 

寶藍色 V 領長袖 

毛衣連繍徽 

 寶藍色  V 領背心 

毛衣連繍徽 

尺碼 
     

件數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    班號：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期校服尺碼：   合身          鬆身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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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校服尺碼表 

貨品 尺碼 12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155 160 165 或以上 

男生長袖 

恤衫連繍

徽 

領圍(吋) 12 12.5 13 13.5 14 14.5 15 15.5 16 16.5 

胸圍(吋) 31 33 35 37 39 40.5 42 43.5 45 46.5 

袖長(吋) 22.5 23.5 24.5 25.5 26.5 27.5 28.5 29.5 30 30.5 

價格 $70 $100 

貨品 褲長(吋) 32 34 36 38 40 

男生冬季 

絨長西褲 
價格 腰圍 30 吋或以下 $120      腰圍 32 或以上 $150 

貨品 尺碼 12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155 160 165 或以上 

女生 

長袖恤衫 

領圍(吋) 12 12.5 13 13.5 14 14.5 15 15.5 16 16.5 

胸圍(吋) 31 33 35 37 39 40.5 42 43.5 45 46.5 

袖長(吋) 22.5 23.5 24.5 25.5 26.5 27.5 28.5 29.5 30 30.5 

價格 $70 $100 

貨品 尺碼 32 34 36 38 40 42 44 X 碼 XX 碼 

女生格仔 

絨背心裙 

胸圍(吋) 30.5 32 33.5 35 36.5 39 41 正常碼＋4

吋 

正常碼＋8

吋 腰圍(吋) 26.5 28.5 30.5 32.5 34.5 36.5 38.5 

裙長(吋) 32 34 36 38 40 42 44 - - 

價格 $130 $160 

貨品 尺碼 XS S M L XL XXL 

冬季夾綿 

風褸 

胸圍(吋) 40 42 44 46 48 50 

袖長(吋) 30.5 31.5 32.5 33.5 34.5 35.5 

身長(吋) 27 28.5 29.5 30.5 31.5 32.5 

價格 $260   (XS 以下 或 2XL 以上為特別碼 $290) 

貨品 統一尺碼 

校呔 $25 

貨品 尺碼 XS S M L XL XXL 

男女生 

運動外套 

胸圍(吋) 39 41 43 45 47 49 

身長(吋) 23.5 25 26.5 28 29.5 31 

袖長(吋) 30 31 32 33 34.5 36 

價格 $110 

貨品 尺碼 XS S M L XL XXL 

男女生 

運動長褲 

平腰(吋) 22 23 24 26 28 30 

坐圍(吋) 37 39 41 43 45 47 

褲長(吋) 35 37 39 41 43 45 

價格 $100 

貨品 尺碼 XS S M L XL XXL 

寶藍色 V 領長

袖毛衣連繍

徽 

胸圍(吋) 33 36 39 42 45 48 

衫長(吋) 22 23.5 25 26.5 28 29.5 

價格 $190 

貨品 尺碼 XS S M L XL XXL 

 寶藍色  V 領

背心毛衣連

繍徽 

胸圍(吋) 33 36 39 42 45 48 

衫長(吋) 22 23.5 25 26.5 28 29.5 

價格 $160 

 

備註： * 男女生短袖運動衫，男女生運動短褲，男女生運動外套，男女生運動長褲，V 領長袖毛衣， 

V 領背心毛衣，XS 以下或 3XL 以上及任何特別碼，客戶需另付每件 HK$30 附加費 *  

 * 敬請自備購物袋，提供膠袋，每個膠袋費用$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