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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平安」二字值萬金，神說祂賜下的「平安」與世人所經歴的平安不同！ 

 

近日的社會或許有令我們的心靈受到影響，有感到迷惘或憂慮，但神已與我們在經上

定下了祂的應許。願以一首用經上話語而寫成的詩歌與大家分享，大家亦可在網上聽

聽這優美的詩歌。 

 

【誰曾應許】 

誰曾應許，一生不撇下我？每段窄路，誰陪我去走過？ 

誰還領我，於青草恬靜處躺臥，豐足恩惠比海沙更多？ 

 

誰曾應許，天天看顧著我，晝夜眷佑，連頭髮也數過？ 

誰還以愛驅走心裡懼怕怯懦，那懼路途捲動著漩渦？ 

 

因你是我主-----我避難所，我盾牌和詩歌， 

你是我的高臺，我隨時幫助。 

來吧！用信心讚頌和高歌，你永在我心窩， 

唯你有永生江河，除你以外不倚靠別個， 

我究竟算甚麼？神你竟這般顧念我… 

 

在此，亦鼓勵同學珍惜學習機會，能與一群年紀相若的同學一同成長，以及有在校的

師長陪伴你面對成長的困惑與分享你的喜悅，是多麼珍貴的成長階段！ 

 

珍惜現在，活在當下！為未來好好裝備自己！ 

 

主佑！ 

 

 

 

 

 

 

修訂中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家書】 

 

親愛的家長： 

 

 

 

 

 

 

 

 

 

 

 

 

 

 

 

                                                              

 

 

 

 

 

 

 

 

 

 

 

 

 

 

 

 

 

 

 

 

願你們身心健康！                                                    

                                                         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胡 少 娟 校 長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三十七期 

 

1920-116(SSF)  

(S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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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語文科消息 

1) 本科與生活及價值教育委員會和舞蹈組合辦跨科組文化藝術活動，挑選同學欣賞由香港舞蹈團

演出的大型舞劇《劉三姐》，並參加觀後感寫作比賽。參加同學表現優秀，獲得是次比賽兩個

大獎。2D 班范曉童同學榮獲「優秀寫作獎」、5C 班黃麗雅同學榮獲「出色寫作獎」。 

2) 本科挑選學生參加「2019 孔聖盃孔教儒家書法比賽」，3D 班梁思穎同學表現優秀，獲得優異獎。 

3) 本科參加第 24 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是次活動先進行校內遴選，從中挑選得獎作

品，寄發主辦單位，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校內遴選比賽結果如下： 

 
初中 高中 

冠軍 3D 梁思穎 5D 余永菁 

亞軍 2D 陳懿珩 5D 莊卓潼 

季軍 2B 方心愉 4D 杜淑歡 

優異 1D 吳婥彤 

2C 陳嘉蕎 

3A 汪靖晴 

3D 梅荔欣 

5A 李天朗 

5A 黃曉楹 

5B 陳芍盈 

6A 鍾佩珊 

4) 本科參加敬師運動委員會主辦「向老師致敬」中文徵文比賽。是次活動先進行校內遴選，從中

挑選得獎作品，寄發主辦單位，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校內遴選比賽結果如下： 

 
初中 高中 

冠軍 3A 劉子瑜 6D 洪詠雅 

亞軍 2D 黃厚霖 6A 朱珮騏 

季軍 2D 劉瑞茵 6C 李伊婷 

優異 1A 羅嘉兒 

1B 馮博文 

4B 蕭麗兒 

4D 林芷茹 

5D 梁志賢 

5D 陳惠怡 

6B 劉芍芃 

6D 何子晴 

5) 本科為了提升同學於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國語文科的成績，故由 10 月開始，展開一連串的應試訓

練，包括高中課後統一應試訓練及課後補課，以及中六級拔尖訓練。本科期望各項應試訓練能

提高同學的語文水平，有助同學於公開試中取得理想的成績。 

6) 本科早讀計劃及廣泛閱讀計劃現已順利展開，希望透過不同類型的閱讀活動，培養同學良好的

閱讀習慣，享受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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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科於 9 月至 11 月份推薦超過 200 位學生參加校外語文活動，當中包括： 

 (1) 敬師運動委員會主辦「向老師致敬 2019」中文徵文比賽 

(2)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協會主辦「『菁英盃』作文入圍賽」 

(3)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協會主辦「『菁英盃』作文初賽」 

(4) 第 24 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5) 「禮貌‧品格‧責任」標語創作比賽 (與生活及價值教育委員會合辦) 

(6)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及普通話朗誦比賽 

8) 本科增設「中文科資訊」壁報板，定期展示中文科各項資訊，歡迎同學前往 觀看。如同學有

興趣參加語文活動，可聯絡中文科科任老師。 

9) 本科增設「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中文科」Facebook 專頁，歡迎家長及同學登入及追蹤專

頁，瀏覽中文科的活動花絮。 

二、  英國語文科消息 

1. 恭賀以下同學於 2019 年 7 月考獲國際認可英文考試 TOEIC 優異成績： 

  (TOEIC 考試滿分為 990 分) 

  6D 鄭俊霖 835 分 (84%) 

  6A 符俊諾 825 分 (83%) 

  6D 鍾麗賢 790 分 (80%) 

  6D 藍天朗 785 分 (79%) 

  5C 鍾朗靖 785 分 (79%) 

  6D 李晴暉 780 分 (78.8%) 

  6D 何子晴 760 分 (77%) 

  6D 莫淑棋 735 分 (74%) 

  6B 朱卓彥 680 分 (69%) 

  6D 何皚怡 635 分 (64%) 

  6D 謝翱而 630 分 (63.7%) 

  6A 黃玟瓅 615 分 (62%) 

  6C 唐諾維 605 分 (61%) 

  5D 劉綿傑 600 分 (61%) 

 

2. 為提升中六學生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文科口試的成績，故由 10 月開始，逢星期二及四安排

了英文老師於午飯時間為中六學生作口試訓練。 



4 

 

3. 為培養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興趣及增加接觸英語的機會，英文科於 10 月份開始，安排外籍老師逢

星期一在英語中心內，為中一學生預備遊戲。另外，逢星期二及四亦為中二至中五級安排了英語

遊戲予學生參與。至於星期五，亦有 Movie Friday，讓學生於午飯時間欣賞英語電影。（早前亦播

映了近期賣座電影「阿拉丁」）(Aladdin)。 

4. 本年度「英語話劇組」活動已展開，話劇組成員共 12 名，均由外籍老師及三位英文科老師訓

練，現正排練一齣短劇。 

5. 英語刊物 (English Newsletters) 已完成印刷，當中刊登了去年中一至中六級作文比賽之優勝作

品， 稍後將派發給同學閱讀。 

 

三、  STEM 教育小組消息 

過去一年，各STEM相關科目積極推動STEM教育(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

數學Mathematics)以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創意和解難能力，以及發展學生的創新思維。各科舉

辦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如：交流團、專題研習、開放日學習體驗攤位、跨科協作活動、課堂教學活

動、課後活動及參觀等。 

本年度特設STEM room及成立「STEM學生領袖」小組，16位成員來自各STEM相關科目的精英，希

望藉此訓練學生的領導能力及發揮所長之餘，透過學生進行定期會議、製作STEM刊物、專題研習

及協辦校內及校外活動，強化同學STEM的知識及相關技能，擴闊視野，以應付社會及全球因急速

的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 

 

             

 

 

 

 

 

 

     STEM 學生領袖迎新會－校長、副校長及 STEM 負責老師與學生一起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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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外活動消息 

 11 月 29 日為課外活動組別交職禮，各組別名單如下﹕ 

四社社長  

紅社：陳芍盈(5B) 龍穎芝(5B) 黃社：鄧諾頤(5D)  梁燕琳(5D) 

藍社：庄鈺濠(5D) 陳欣鍩(5D) 綠社：林汝鋒(5B)  莊卓潼(5D) 

 

學會小組 / 隊伍 主席 

中文學會： 呂裕晴 (4D) 英文學會： 張梓軒 (5C) 

園 藝 組： 徐浩朗 (3A) 歷史學會： 黃嘉慧 (5C) 

辯 論 隊： 孫卓瑤 (4D) 數學學會： 鄭子俊 (5D) 

舞 蹈 組： 吳海晴 (4C) 環保學會： 黃晞彤 (5C) 

戲 劇 組： 孫卓瑤 (4D) 藝術學會： 梁曉渟 (4C) 

合 唱 團： 汪靖晴 (3A) 體育行政組： 曾詩莹 (4D) 

管 樂 團： 梁志賢 (5D) 
公益少年團： 陳茵祈 (2D) 

3D 模型製作： 陳展嘉 (5D) 
 

課外活動工作組 

媒體組︰ 許晉銘 (5A) 攝影組： 黎柏希 (4D) 

舞台組︰ 鄧雅穎 (3D) 行政組： 羅煒岷 (3D) 

 

 

 

 
籃球隊 羽毛球隊  

男甲隊長︰ 李柏篙 (5A) 男隊長︰ 呂子龍 (5A) 

男乙隊長︰ 林希然 (4D) 女隊長︰ 曾詩莹 (4D) 

男丙隊長︰ 蕭嘉軒 (2B)   
 
足球隊 (隊長)： 陳民欣 (5B) 排球隊 (隊長)： 謝凱婷  (6C) 

足毽隊 (隊長)： 高俊傑 (4D) 投球隊 (隊長)： 吳芷盈 (4A) 

越野隊 (隊長)： 鄒浩楠 (6B)   

 四社 

1. 各社迎新順利舉行，雖然時間較為緊迫，但各社社長仍能帶領社員共同投入，氣氛開心又熱

鬧。 

2. 緊接著的是社際陸運會及啦啦隊比賽：於 10 月 14-15 日完滿結束。兩天的比賽各社員均全力

以付，在社際接力比賽當中更出現不少感人的打氣場面呢！各項比賽結果如下： 

社際陸運會比賽：  冠軍   黃社 

                  亞軍   綠社 

社際啦啦隊比賽：  冠軍   藍社 

                  亞軍   綠社 

3. 另一項的社際跳大繩比賽將會延期至 4 月份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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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會 

1. 本年度的學生會會員大會及咨詢日為 10 月 10 號，而參選內閣名稱為”Starry”，於同日進行投

票及點票工作。結果：所得的信任 136 票，不信任 195 票，”Starry”未能成功當選。根據學生

會會章，重組及改選必需於一個月內進行，經商議後訂於 11 月 8 日重選。 

2. 第二次的學生會重選產生了三個內閣，分別為”Unity”、”Freedom”、”Polaris”。經過一輪激烈

的選戰後，最終由” Unity”當選成為本年度的學生會。而新任學生會幹事將會盡快接手工作，

為同學提供服務。學生會幹事名單如下： 

會長： 鄭子駿 (5D)   

內務副會長：  劉綿傑 (5D) 宣傳出版部部長： 吳嘉銘 (5D) 

外務副會長： 郭家文 (5B) 副部長： 彭子諾 (5D) 

文書： 陳惠怡 (5D)  庄鈺濠 (5D) 

財政： 霍梓浚 (5D) 康樂體育部部長： 陳婉莹 (5D) 

福利服務部部長： 陳展嘉 (5D) 副部長： 高俊傑 (4D) 

副部長： 梁思遠 (5D)  吳海晴 (4C) 

 
呂裕晴 (4D) 

梁映琳 (4D) 
  

 學校與香港青年協會於本年度合作，九月份為全級中二級及部分中三級學生舉辦了「The 

Hop of Happiness」舞蹈工作坊，項目透過參與音樂及舞蹈活動，讓學生體會心靈平靜，欣賞

美善，協助同學心靈發展。學生表現相當投入和積極參與當中的活動。 

 十月份中二級學生到屯門大會堂欣賞由音樂事務處舉辦的《用眼睛看音樂》弦樂音樂會。透

過音樂欣賞活動，同學能夠擴濶視野，陶冶性情，增加對不同樂種與樂器的認識。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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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上學年 7 月份結業禮上頒發《2018-

2019 年度家長教師會初中最佳進步獎》予下列同學 : 

1A 胡焯棋 2A 鄭倚雯 3A 蕭凱晴 

1B 江傳煒 2B 黎心怡 3B 鮑威霖 

1C 陳嘉蕎 2C 李澄 3C 趙裕橋 

1D 韓家泳 2D 譚亮 3D 鄭梓皓 

2. 上學年 7 月份與學生會合辦的初中級舊書買賣活動已圓滿結束。活動順利完成，實有賴初中級

同學的參與，希望來年繼續舉辦，使更多有需要的同學買到合用的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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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 9 月份舉辦家長興趣班 －「月餅製作班」，由家長義務導師教授，共 19 位家長和老師一起

參與製作自家無添加白蓮蓉蛋黃月餅，團圓共慶中秋，洋溢佳節氣氛。 

4. 「家長義工迎新會」已於 10 月 24 日順利舉行，當日家長教師會的委員、校長及老師們一同參

與，與新舊家長義工共享美食、彼此認識及交流！除了到會美食外，有家長和老師更在百忙中

抽出時間，自製美食到會場予大家分享。感謝家長們的愛心與熱心，讓老師和家長們歡度了一

個既温馨且熱鬧的時光！ 

5. 為強化家校溝通、交流及凝聚家長的力量，「呂明才家長小組」九月至今已舉行了兩次中一家

長聚會，主題分別為「中一家長迎新會」及「統測快要來臨了」，感謝家長熱烈的參與和支

持。本會計劃於二零二零年一、三、五及六月繼續舉行以不同題材為內容的聚會，請家長密

切留意稍後派發的通告。 

 

六、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消息 

1. 本校與聖雅各福群會合作為中一級至中三級合辦校本生涯規劃工作坊，協助同學認識自己，為

未來作好規劃；中一及中二級已於舉辦一次課堂活動。 

2. 本組於 9 月 3 日為中六級舉辦大學聯招簡介會，目的讓同學們在選科時能慎重考慮，並作出最

明智抉擇；11 月 26 日於中六打氣會中加入報名工作坊，讓學生認識大學聯合招生辦法、掌握

選科策略。 

3. 9 月 11 日分別為中四及中五級同學舉行「高中升學簡介」，讓學生了解自己的性格取向，認識

本港及海外的升學機會及專業訓練途徑，為未來作好準備。 

4. 10 月 2 日及 3 日為中六級同學舉行 JUPAS 及 SLP 工作坊，協助學生開設 JUPAS 戶口及處理學

生學習概覽之工作。 

5. 本組老師與中五級班主任於本學期為中五級同學進行「個人升學及就業輔導」，讓學生能因應個

人特質及配合時勢，制訂相關的升學就業策略，為前途作為準備。 

6. 為了讓來年中六同學更了解有關澳門升學的資訊，進而計劃日後的升學路向，2019-20 學年再度

與澳門大學及澳門旅遊學院合作舉辦升學講座。當日亦邀請屯門、元朗及天水圍區的校長、老

師、家長及同學參加。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 澳門大學及澳門旅遊學院升學講座 

日    期 2019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 本校禮堂 

講    者 澳門旅遊學院及澳門鏡湖護理學院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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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年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職涯發展服務、懲教署‧愛群義工團合作舉辦《友師計劃》，旨在希望

學生藉著參與是次計劃的不同活動及與導師們的溝通，能培養自信及啟發潛能，提升與他人的

溝通及相處能力。本屆有 20 位同學參加，並已於 10 月 19 日舉行啟動禮及團隊建立日，一班師

友均有到場出席，同學亦曾與所屬組別的導師會面，活動已於下列日期開展。 

舉行日期 活動項目 地  點  

19-10-2019 啟動禮及團隊建立日 本校 

21-10-2019 經營銷售工作坊 本校 

9-11-2019 乾花花藝工作坊 本校 

26-11-2019 經營銷售工作坊 本校 

 

七、 學生輔導工作 

本校設有輔導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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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情緒的處理和個人潛能都得到充份照顧。本校亦有聖公宗教育心理學家及駐校社工，為

學生及家長就其提出問題提供資料及意見。 

本組近期活動如下： 

 7 月     輔導組學長計劃 ─ 暑期訓練及歷奇宿營 

新學年學長們為迎接新一年挑戰，都努力裝備自己，在暑期訓練課程中建立團隊精

神，在愉快的歷奇遊戲中提升自己，令自己更懂得協助中一新同學適應校園生活。 

       

 7 月      中二友同行成長訓練計劃 ─ 布藝工作坊 

 7 月      中三「友同行 - 振翅高飛計劃」大食會、室內射擊活動及外出活動(Superpark) 

 7 月      中四「友友 – 潛能及展計劃」成果分享會 

 7-8 月     成長小組暑期活動 - 生活書院感恩研習室及體驗歷奇訓練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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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中一友同行成長訓練計劃 ─ 結業日營 

8 月      義工隊暑期訓練營 ─ 義工隊隊員在愉快又具有挑戰性的歷奇活動中鍛煉自己及建 

立團隊精神。   

        

       學長與中一同學之午間活動               義工隊暑期訓練營                   

                    

9-12 月    學長計劃之中一午間活動 

學長們以小組形式，跟中一同學一起享用午膳，大家進行近距離的互動，一起建

立正向的社交支援網絡。 

10 月      中一級「校園 Fun 一 Fun」─ 小組聚會（集體遊戲） 

10-11 月    中一友同行成長訓練計劃 ─ 親子活動及小組聚會 

10-11 月    中一及中二「語文天地」學習小組 ─ 小組聚會 

10-11 月    中四「友同行 - 振翅高飛計劃」 ─ 小組聚會 

10-11 月    中五「Say Hello to Work」生涯規劃及體驗計劃 ─ 小組聚會 

11 月      「樂活達人」增潤小組戶外遠足活動 

本校輔導組與基督教協基會屯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合

辦的樂活達人小組，於 11 月在協基會社工及本校樊阡鎔

姑娘帶領下，由本校出發經虎地步行至藍地水塘，並於虎

地燒烤場分享食物。在社工的引導下，同學克服崎嶇的山

路，分工合作完成全程，學會了努力不懈、堅強不屈的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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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社創計劃「俾我抖下得唔得」— 全校地壺球體驗及中五級地壺球班際比賽 

輔導委員會、班級經營委員會及救世軍屯門東青少年綜合服務合辦，讓校內學生

可以有一項新的體驗，從一項新興運動提升學生的身心靈健康。學生們更可以利

用社交媒體追蹤救世軍「俾我抖下得唔得」專頁，跟青少年及社工交流。 

              

    同學勇於試玩新興運動 — 地壺球                中五級同學投入地參與地壺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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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區義工嘉許計劃 2019」

－ 傑出義工選舉 

3D 張斐惠(義工隊) 獎項由社會福利署屯門區推廣義

工服務協調委員會舉辦。嘉許樂

於助人，有義工服務精神的同

學。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9 年 

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5A 曾昭賢 獲獎原因： 

成績有顯著進步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D 李晴暉 

6C 陳巧悅 

獎學金$1,000 

嘉許品學兼優的同學 

2019 年「明日之星 ─ 上游獎

學金」 

5B 伍穎嵐 

6D 何子晴 

邱晉軒(2019 年畢業

生)  

嘉許力爭上游之同學 

 

本組未來動向如下： 

12 月    輔導組學長計劃 ─ 學長與中一同學聖誕歷奇宿營 

12 月    中一及中二友同行成長訓練計劃 ─ 生日會、小組聚會及歷奇訓練宿營 

12 月    社創計劃「俾我抖下得唔得」— 中四級地壺球班際比賽 

12 月    中三「友同行 – 潛能發展計劃」─ 小組聚會 

12 月    中四「友同行 – 振翅高飛計劃」─ 行業探照燈 

12 月    中五「Say Hello to Work」生涯規劃及體驗計劃 ─ 小組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