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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家書】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願你們身心健康！                                                                                                            

 _____________________ 

                            胡 少 娟 校 長 

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九日 

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九日 

第三十八期 

 

2021-015(CSL)  

(SSF) 

保持良善的心 

 

聖經上記著說 ，你要保守你的心 ，勝過保守一切生 ，因為一生的果效由心發出。 

 

「良善」是聖靈果子之一。在上主的眼中，人生來平等。上主看重的生命價值與世人不同，我

們在這世界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良善的源頭來自上帝，以良善的心去行善，原是神的旨意。

賜給我們一顆「良善的心」，是教我們要像基督去愛一些被人忽視或缺乏愛的人。 

 

良善的心能結豐盛的果子。「那落在好土裏的，就是人聽了道，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裏，並且

忍耐着結實。」(路八 15) 

  

良善的人有三方面的善: 善心、 善言、 善行。 良善由心而發出才是真的善心。 我們具備正

面思維，多說造就人的話，凡事祝福， 憑愛心行事; 縰然有時我們是會吃虧， 但我們保持良

善的內心，不作污穢的事， 保持聖潔，必蒙主的祝福。主佑! 

 

現與你分享一首詩歌「合而為一」，大家可於網上收聽:  

 

凡事謙虛、 溫柔、 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凡事謙虛、 溫柔、 忍耐， 

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而為一的心。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而為一的心。 

 

(以弗所書 4章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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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語文科消息 

1. 本科於 2019-2020 年度推薦學生參加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

共有 62 位同學獲獎。當中，2 位同學榮獲一等獎、23 位同學榮獲二等獎，37 位同學榮獲

三等獎。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一等獎：陳茵祈（2D）黃麗雅（5C） 

 

二等獎： 

黃文茵（1A）黃佳祺（1A）甘芷彤（2B）許樂瑜（2D）譚  亮（3D） 

蕭麗兒（4B）林芷茹（4D）蔡崇偉（5A）伍穎嵐（5B）姜家妍（5B） 

梁志賢（5D）梁思遠（5D）莊卓潼（5D）陳欣鍩（5D）陳惠怡（5D） 

陳詩婷（5D）彭子諾（5D）黃雯靜（5D）劉綿傑（5D）朱珮騏（6A） 

洪詠雅（6D）葉明儒（6D）藍天朗（6D） 

 

三等獎： 

胡芷蕾（2C）戚美恩  （2C）許  憶（2C）楊恩彤（2C）劉瑞茵（2D）  

黎子童（2D）司徒晋睿（3D）梁思穎（3D）丘嘉怡（4D）呂裕晴（4D） 

杜淑歡（4D）陳娸鎔  （4D）曾詩莹（4D）李家豪（5A）梁雲霞（5A） 

黃曉楹（5A）郭家文  （5B）鍾朗靖（5C）簡惠薇（5C）余永菁（5D） 

周曉潼（5D）鄧諾頤  （5D）鄭子駿（5D）霍梓浚（5D）鍾嘉偉（5D） 

區冠軒（6A）郭紫茵  （6A）朱卓彥（6B）譚樂謠（6B）李伊婷（6C） 

伍兆源（6D）何皚怡  （6D）徐雪陵（6D）張海琪（6D）謝翱而（6D） 

鍾杰衡（6D）鍾麗賢  （6D） 

2. 本科於 2019-2020 年度訓練學生參加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總結比賽成績，一位同

學勇奪季軍、四位同學獲得優良獎項及四位同學取得良好獎項。得獎結果臚列如下： 

季軍：     黎子童 (2D) 

優良獎狀： 黃  睿 (1B)  張凱琳 (1B)  鄧偉文 (2D)  孫卓瑤 (4D) 

良好獎狀： 利紫澄 (1A)   孫俊磊 (1B)  蔣佳文 (1D)  蕭麗兒 (4B) 

3. 本科於 2019-2020 年度訓練學生參加由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主辦的「第 31 屆全港學界律

詩創作比賽」，4D 班林芷茹同學表現優秀，勇奪中學及專業教育學院組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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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科於 2020 年 1 月 20 日舉行戲劇欣賞活動，邀請遊劇場到校演出，劇目為「輕聲的圖

書館」。本科期望透過是次戲劇欣賞活動提高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鼓勵他們認真學習

普通話及帶出掌握良好普通話應用能力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5. 中文學會於 2020 年 1 月 21 日舉行「齊來寫春聯」活動，當天氣氛熱鬧，師生踴躍揮毫，

寫下句句祝福語，場面非常熱鬧。 

  

二、 英國語文科消息 

第 71 屆香港學校英文朗誦節 - 英詩獨誦 

2019-20 學年英文科派出 16 名學生參與校際朗誦節比賽，超過九成學生獲頒發證書，表

現優異，得獎名單如下： 

第三名： 5D 余永菁   4D 孫卓瑤  

優良證書： 

6B 劉芍芃   6C 鍾朗靖   5D 劉綿傑   4D 梁映琳   4C 羅考瑩   3D 李卓霖 

2D 范曉童   2D 關洺林   2D 李綽睿   1D 鄭美恩   1D 吳婥彤 

良好證書： 3D 司徒晋睿  2D 何耀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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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及經濟科消息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及經濟科於 2019-2020 學年共推薦了十一位學生參加由和富社會企業舉辦

的「第二十屆和富千禧企業家精神計劃」比賽，期望學生能把課堂所學的知識、加以運用，以多角度

研習社會議題，鞏固全面思考能力，在生活中實踐與個人及社會環境相關的企業計劃。參加學生表現

優秀，獲主辦單位頒發證書。參賽同學名單如下： 

黃曉楹 (5A)、余采楠 (5A)、關凱琳 (5A)、王春媚 (5B)、張梓軒 (5C)、鍾嘉偉 (5D)、莊卓潼 (5D)、

陳欣鍩 (5D)、吳嘉銘 (5D)、梁思遠 (5D)、劉綿傑 (5D) 

 

 

四、 學與教委員會消息 

 

停課期間，學校除了持續分階段(第一至九階段)於校網發放各級各科的學習材料及功課外， 由

3 月 16 日起，老師亦發放自行製作的教學短片及部份老師推行實時網上教學，同學可按「實時

網上教學時間表」參與實時課節。同學需查閱校網「實時網上教學時間表」及遵守［實時網上

教學］學生守則及注意事項，透過實時網上教學，期盼加強與學生的互動。  

 

復課後，老師繼續支援跨境學生的學習。學生雖然未能回港一同復課，但學校將繼續「停課不

停學」的安排，協助他們跟上進度。班主任須繼續聯絡家長，關心學生；科任老師用不同的方

法盡力聯絡學生，把停課及復課後之教材、溫習及教學資料傳遞予學生，科任老師可在班房內

安裝 ZOOM 程式，利用「Zoom Cloud Meetings」讓學生參與實時課節，同步學習。 

 

學校亦與校外機構合作，在停課期間為學生安排有益身心的網上活動，如：體育科與「奧夢成

真」計劃合辦，於 28/4-22/5 期間為中一至中五學生舉辦「呂明才奧夢網上教室」；另外，科學

周安排 Edvenue 機構於 18/5 舉辦網上工作坊，主題為「食品科學」，內容有趣實用；STEM 教育

小組亦安排 STEM 學生領袖參與不同的網上學習活動，例如 20/5 中電智慧校園網上講座、科學

周舉辦之食品科學工作坊等，加強學生 STEM 相關知識，擴闊視野。 

 

學校亦早已預備暑假期間之學習方案，若疫情反覆，導致學生未能回校進行補課或學習活動，

老師會安排學生運用網上平台上課，完全無損學習的機會；學校亦要求科任老師製作及儲備教

學材料，並適時上載到校網或 Google Classroom，以便學生學習。 

 

為配合中學文憑考試課程需要，並為提升中六級學生之成績，由21/9/2020起，各科開始為中六

級學生進行課後補課及應試訓練，時間為放學後3:00p.m.-4:10p.m.以zoom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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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班級經營委員會消息 

 

1. 統籌及安排由教育局為中學日校、小學和幼稚園學生提供一次性 3,500 元的學生學習津貼(以

減輕家長在教育支出方面的財政負擔)申請：如在早會期間向各學生宣佈及發出家長短訊通知

相關安排，亦安排教職員於停課期間跟進及遞交申請表。 

 

2. 於停課期間，參加大教育平台「學生網上學習電腦捐贈計劃」，為三位中四及兩位中五有需要

之學生（領取綜援、書簿津貼全免或半津及其他經濟困難）申請了四部手提電腦及一部平板電

腦，以作網上學習用途。 

 

3. 於停課期間，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嚴重，向香港紅十字會申請防疫套裝，按學生的個別

情況及需要(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人士或領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的學生)，將上述物

資派發予 182 名低收入家庭的學生。 

 

4. 復課後，教育局派發口罩到學校，給予有需要之學童(領取綜援、書簿津貼全免及其他經濟需

要)，每位合資格學童將獲 15 個成人口罩。本組亦安排分發、派發及領取事宜。 

 

5. 舉辦「優異班長」與「優異班會職員」選舉，表揚學生對班中公務的熱誠及責任感。 

 

6. 協助品學兼優及家境清貧的學生申請校外各項資助及獎學金。 

 

7. 提名學生參選「植柏燊校長獎學金(品學兼優獎)」，表揚沒有被記過/扣分、於考試中為班上首

三名或平均分得七十左右、平日行為良好 (如尊師重道、樂於助人、有責任感)及具學習心 (如

交齊功課、認真學習)的初中學生。2019/20 年度得獎同學為 1D 劉家豪 、2B 胡康杰及 3C 王

禗桁 ，三位同學均獲獎學金。 

 

 

六、 復課防疫措施 

 

為使同學能安心回校上課，本校就復課採取了一系列防疲措施。除於校園多個地方放置酒精搓手液

外，更於大門設置消毒地氈。另外，本校特意購置紅外線探熱器為每位同學量度體溫，並準備透明

分隔板讓上視藝課及需與老師進行個別會談的同學使用。 

 

集會的時候，師生亦會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胡校長更聯同一眾老師歡迎同學回歸校園，期望莘莘

學子可以無懼疫情影響，於新學年享受學習的樂趣。 

 

另外，為配合推廣電子教學的政策，本校亦已於本年度 9 月下旬為電腦室、資訊科技研習中心、

STEM 室等地方以及學校 iPad 進行光觸媒噴塗，希望達至抗菌、抗病毒，以支援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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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生輔導工作 

本校設有輔導委員會，負責統籌全校的輔導工作，希望透過各項活動使學生能健康地成長，並

在情緒管理和個人潛能方面都分別得到照顧及發揮。本校亦有聖公宗教育心理學家、駐校社工

及校本社工，就學生的成長及發展，為學生及家長提供資料及意見。 

 

本組近期活動如下： 

 

1. 於本港因新型肺炎疫情停課期間，為在家網上學習遇到困難的有需要學生提供協助。本校

參與賽馬會「在家學習網寬支援計劃」，為有需要之學生提供為期四個月的免費流動數據

支援，讓受助學生能夠在停課期間安在家中，繼續線上學習，裝備自己，同時保持個人身

心靈健康。 

 

2. 在停課期間，本組於學校網頁上提供網上「抗疫和諧錦囊（親子關係） 」，協助家長於教

導子女方面作裝備。 

 

3. 於中六學生回校領取准考證當天，為有文憑試應試壓力之學生，提供輔導。 

 

4. 在復課後，向全體師生就面對及處理學習壓力等問題作溫馨提醒，提供不同尋求支援的途

徑及意見，並在輔導委員會網頁上提供網上「學習減壓學靜觀」錦囊給學生。 

 

5. 提名品學俱佳的學生參加相關選舉，以示鼓勵，詳情如下： 

 

獎項名稱 提名 / 獲獎名單 備註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2019-2020) 

6C 陳巧悅 

6D 李晴暉 

獎學金$1,000 

2019 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5A 曾昭賢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優

異獎) 

6D 羅嘉晴 

3D 李家輝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獎學金：$1,000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優異獎) ： 

獲發嘉許狀乙張 

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

(2018-2019) 

 

邱晉軒(畢業生) 

5B 伍穎嵐 

6D 何子晴 

獎學金$5,000 及嘉許狀 

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

(2019-2020) 

4D 曾詩莹 

5C 黃麗雅 

獎學金$5,000 及嘉許狀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屯門區卓越學生獎 

(2019-2020) 

6D 何皚怡 

3D 羅煒岷 

獲發嘉許狀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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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圖書館管理及閱讀推廣委員會消息 

校外得奬消息 : 

羅惠珊老師與不同科組合作推薦學生參加校外比賽，學生表現優異，共勇奪 39 個奬項。得獎結

果臚列如下： 

 

1. 由香港教育城主辦 : 

(1.1) 2018/19 年度創作獎勵計劃第二期 (中文科與圖書館合作) 

奬 項 得 獎 學 生  

中學組閱讀隨筆冠軍 伍穎嵐(5B) 

中學組閱讀隨筆亞軍 蕭麗兒(4B) 

中學組閱讀隨筆季軍 伍穎嵐(5B) 

中學組圖文創作冠軍 陳朗晴(4C) 

中學組圖文創作季軍 伍穎嵐(5B) 

(1.2) 2018/19 年度創作獎勵計劃第三期 (生物科及中文科與圖書館合作) 

奬 項 得 獎 學 生 

中學組閱讀隨筆季軍 伍穎嵐(5B) 

中學組圖文創作季軍 蕭麗兒(4B) 

中學組詩/詞作品季軍 司徒晋睿(3D) 

中學組最受歡迎作品 伍穎嵐(5B)  司徒晋睿(3D)(兩篇作品) 

積極參與學校獎（全年獎項） 司徒晋睿(3D)  蕭麗兒(4B) 

     陳朗晴  (4C)  孫卓瑤(4D) 

     伍穎嵐  (5B)  周曉潼(5D)  

     余永菁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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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9/20 年度創作獎勵計劃第一期 (中文科與圖書館合作) 

奬 項 得 獎 學 生 

中學組閱讀隨筆冠軍 伍穎嵐(5B) 

中學組閱讀隨筆亞軍 曾詩瑩(4D) 

中學組圖文創作冠軍 陳朗晴(4C) 

中學組圖文創作亞軍 蕭麗兒(4B) 

中學組圖文創作季軍 許憶  (2C) 

中學組最受歡迎作品 許憶(2C)  伍穎嵐(5B) 

2. 2019/20 年度亞洲青年才藝培訓中心主辦「第九屆校際青少年文化藝術節徵文比賽」 

   (英文科及中文科與圖書館合作) 

奬 項 得 獎 學 生 及 老 師 

一等奬 楊恩彤(2C)  陳茵祈(2D) 梁思穎 (3D) 

蕭麗兒(4B) 陳朗晴 (4C)  孫卓瑤(4D) 

 伍穎嵐(5B) 曾穎文(6D)  何皚怡(6D) 

 徐雪陵(6D) 

二等奬 陳卓熙 (2C)  蘇綽翹(2D) 

A Grade   鍾朗靖(5C)  司徒晋睿(3D) 

卓越學校指導奬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最佳指導老師 羅惠珊老師 

3. 2019/20 年度《知識》雜誌主辦「同心抗疫 健康成長」主題徵文比賽 

奬 項 得 獎 學 生 及 老 師 

中學組優異獎 伍穎嵐(5B) 

中學組季軍 司徒晋睿(3D) 

得奬作品網址: https://upknowledge.com.hk/#/contributeDetail?id=384 

優秀指導獎 羅惠珊老師 

4. 2019/20 年度 I am... 青年職學平台主辦【集合啦，寫手！】徵文比賽 

奬 項 得 獎 學 生  

高中組優異獎 伍穎嵐(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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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家長教師會消息 

1. 為表揚於行為品德方面有顯著進步的初中級同學，本會設有《家長教師會初中最佳進步獎》，

2019-2020 年度得獎名單如下： 

1A 李蔚沁 2A 焦隽宏 3A 許熙頤 

1B 葉楚僑 2B 曾曉欣 3B 黎心怡 

1C 譚頌言 2C 劉汝璇 3C 王禗桁 

1D 黃楊天 2D 李凱濤 3D 鄭穎軒 

2. 每年 7 月份舉辦的初中級舊書買賣活動深受家長及同學的歡迎，但今年因疫情而取消，希望來

年繼續舉辦，使更多有需要的同學買到合用的書本。 

3. 為強化家校溝通、交流及凝聚家長的力量，「呂明才家長小組」即將舉行中一家長迎新聚會，

內容主要由本校老師向大家介紹本校的訓輔安排及統測要求等，請家長密切留意稍後派發的通

告。 

4. 2020 - 2021 年度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訂於 2020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五）至 11 月 6

日（星期五）舉行，是次選舉之投票過程將透過家長通訊平台 (eClass parent App) 以電子化形

式進行，期望各家長踴躍參與家長校董選舉，詳情請參閱《本校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通告》

編號 2021-016。請於家長通訊平台 (eClass parent App) 簽回有關回條。如對選舉有任何疑問，

請致電 2459 8236 或 3956 7900 與選舉主任袁達威助理校長聯絡。 

 

 

十、 課外活動委員會消息 

1. 各學會小組將於復課後至 11 月 18 日期間安排網上及校內宣傳。本委員會也會於 11 月 11 日在

校內統一派發各學會小組資料，鼓勵各同學主動了解，發掘興趣。 

2. 16/10/2020 已舉行本學年的學生會咨詢大會，同日會進行投票。 

本年度有兩個候選內閣：1 號候選內閣 Promise 及 2 號候選內閣 Eter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