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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英文中學暨呂郭碧鳳中學聯合校友會
林紹冕老師的教學生涯感受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他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這兩節聖經經文多年來提醒我教學的目
標和使命。
一九九三年香港政府所定下的中學教育
目標：發展學生潛能，在知識、技能及態度上
裝備他們成為獨立思考、關心社會的成人，以
幫助他們成長及使對社會有積極的貢獻。這段
文字亦時常鞭策我不單要埋首於日常的備課工
作，使學生能掌握學科知識，也要顧及長遠的
教育目標，培養學生對家庭、社會、國家、甚
至世界的責任感。雖然現實上繁重的備課及行
政工作使老師們都疲於奔命，若沒有這些目標
作為教育理想，成為每日面對的教學實踐中的
指導原則，教學就會埋葬在繁忙及機械化的事
務及責任中；學生也缺乏了方向感及認同的目
標。
教育的目的是改變，改變得更好，變得
對自己及他人都更好。
在多年的教學生涯中，能夠陪伴著不少
青少年的成長和進步，是我的最大滿足。由踏
足中學校門至畢業離開，學生的改變有多大，
能使你驚訝人有這麼大的潛能，這改變會影響
一生，會造福社會。
令學生能改變，能完成課程，最困難的
並非課程的設計、教學法、溝通技巧、學習策
略等，而是學生願意學習的心態。家長及老師
能花了很多心力去幫助學生學習，亦會盡力鼓
勵或吸引學生採取積極的態度去學習，但始終

是學生本身有意願要去改變，有動機去學習，
在改變才會在學校內快樂地進行。我希望香港
的學校，包括呂郭碧鳳中學，是一處青少年人
能快樂地成長的地方。
遲早我會離開這教學崗位，去面對其他
挑戰。我仍須
要努力學習，
學 習 適應 環境 ，
學習面對新的
挑戰。中學畢
業並非改變的
結束，而是新
階段的開始，
人生可以有很
多開始，可以
不斷地迎接改
變。

我會選擇用甚麼態度去面對將來面的改
變？

林紹冕寫於二○一二年五月九日
(插圖為林老師近照攝於河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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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健康校園」標語創作比賽

校友會為了鼓勵呂中同學創作，營造健康校園的氣氛，增添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校友會聯
同學生會舉辦首屆標語創作比賽。是次比賽以「健康校園」作主題，對象為中三至中五學生，並於
2012 年 3 月 28 日完滿舉行。頒獎禮亦予五月初完成。是次比賽每級設冠、亞、季各一名及優異獎
五名。優勝者可獲由本校友會贊助書券或文具。
除此之外，校友會亦與呂中圖書館負責老師劉瑞賢老師洽談校友會捐書事宜，是此標語比賽
優勝作品將會貼在本會所捐圖書首和尾頁，以此作鼓勵！以下為各級的得獎作品，願能讓各校友會
心微笑和得到正能量！

圖為是次比賽頒獎禮得獎同學、校長及負責老師

以下為各年級的得獎作品:
中三級：
冠軍：

呂中長幼情常在，跌倒扶助守望愛。

(李宗瑜 3B (30))

亞軍：

健康校園齊創造，燦爛笑容常展露！

(廖子軒 3D (30))

季軍：

學園生活齊歡笑，溫暖歡樂陽光照。

(王樂紜 3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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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獎：

遇見師長說聲早，健康校園由你造。

(張詠琪 3E (2))

健康校園人人愛，日日祈禱主恩愛。

(李景滔 3A (32))

師長尊重愛共融，同學互愛享大同。

(楊沛然 3A (37))

關懷別人多一點，校園就會美一點。

(蔡嘉慧 3E (3))

健康校園樂繽紛，身體健康攞滿分！

(曾威龍 3D (34))

冠軍：

尊師重道齊做到，主愛滿載校園路。

(蔣卓瑩 4D (11))

亞軍：

健康校園在呂中，愉快輕鬆在當中。

(朱凱欣 4B (4))

季軍：

栽情懷，友誼深似海；種情深，彰顯基督愛。

(吳浩南 4B (33))

優異獎：

點頭揮手笑一笑，健康校園樂逍遙。

(周健鋒 4E (7))

呂中使我心舒暢，健康校園我頌唱。

(葉偉文 4B (39))

健康校園攜手創，營養均衡身體壯。

(江嘉茵 4C (12))

勤靈修，尋真理；發揮主愛，有主愛你。

(林韻嘉 4C (15))

守時有禮最重要，人人開心哈哈笑。

(許婷勛 4B (5))

冠軍：

快樂和諧見歡笑，健康校園暖陽照。

(曾卓敏 5B (13))

亞軍：

同學老師共勉之，健康校園齊相依。

(戴淑敏 5B (12))

季軍：

老師學生齊挽手，健康校園共享受。

(吳梓姍 5A (15))

優異獎：

身體力行，事出必行；飲食均衡，你我同行。

(朱詠瑜 5D (8))

日日點頭笑一笑，快樂校園最重要。

(許曉儀 5C (6))

健康生活多姿采，繽紛校園添人才。

(傅德寶 5B (24))

情在呂中，樂在其中。

(聶誌諺 5C (28))

生活節奏不打亂，共創健康的校園。

(葉智鴻 5B (37))

中四級：

中五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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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 畢業典禮(2/6/2011)長期服務獎名單
十年長期服務獎
劉小娟老師
-任教中文及普通話
-亦擔任生命教育委員會成員
-負責社導師，亦曾任學生會導師

劉小娟老師

余潔貞老師
-任教初中中史、通識及高中中文、中國文學及文化科
-現任靈育委員會成員，負責學生團契導師
余潔貞老師
十五年長期服務獎
梁鳳玉老師
-任教中文、中國文學及中史
-為本校畢業校友，現在是校友工作小組成員
-亦為本校訓導老師、中文科副科主任及中國文化學會導師

梁鳳玉老師

陳先用先生
-為本校實驗室技術員，是實驗室安全作小組成員
-課餘亦擔任科學研習學會的導師
-任總務委員會成員，參與學校影音器材的管理
陳先用先生
林笑蘭女士
-校務處主管，負責統籌校務處工作
-亦擔任會計財務工作，管理學校財務資源。
林笑蘭女士

胡創雄先生
-為本校工友，負責外勤、校園清潔及總務
二十年長期服務獎
林曾嘉嬋老師
-任教視覺藝術及聖經科，擔任聖經科科主任
-靈育委員會會員，擔任團契導師及家長教師會幹事
-擔任美術及藝萃學會的導師。

胡創雄先生

二十五年長期服務獎
林曾嘉嬋老師
鄭志鴻老師
-任教初中及高中電腦科，亦為電腦科科主任
-擔任本校教務議會、資訊科技委員會及學校推廣工作小組成員
-負責資訊科技學會
鄭志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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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長期服務獎
周永輝先生
-30 年前己在我們於中環舊校任職，為本校一級實驗室技術員
-擔任實驗室安全工作小組及總務委員會成員
周永輝先生

圖為 2010/11 年度畢業禮各學校同工得獎拍照留念

呂中校友會幹事介紹
會長:

黃建超 (F.7B/2001)

副會長:

馬可兒 (F.7B/2003)

財政:

葉浩然 (F.7B/2001)

文書:

顏汶羽 (F.7A/2005)

幹事:

黎愷恩 (F.7A/2003)
張佩珍 (F.5C/1997)
胡文銓 (F.7A/1998)
翁麗萍 (F.5B/1995)

顧問教師：

圖為幹事會於 2012 年開會拍照留念
(左起: 馬可兒、顏汶羽、葉浩然、黃建超、鄭玉良老師、
張佩珍、黎愷恩)

鄭玉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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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中老師近況

呂中冷知識
1.本校的新翼部分何年開始啟用？
2. 本校畢業生中，那一位成為當今的藝人？
3. 本校已離任的四位校長中，那一位後來成為傳道人？
(答案在校友通訊最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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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繋呂中 (呂中校友投稿)

我在呂中生活了 7 年，畢業後亦一直回
校繼續為回饋母校作努力。過去，我從來不是
出眾的學生，就連站在學校禮堂上說一句話的
機會都未曾擁有過。雖然如此，再加上畢業已
經六年有多，但我似是未曾離開過呂中。

在社會大眾的角度來說，一間學校的聲
望在於學生的成績和口碑，但呂中給我的感覺
並不單是這些，而是歸屬感和人間情。香港的
教育制度，令學生著重成績，上課為了考試，
考試為了分數，只有少數的學生，求學不是求
分數。雖然呂中的學生都要面對制度，都以考
試為重。但在師生間和同學間存在一種微妙的
友誼關係。

在呂中，師生間甚少出現權威式、家長
式般由上而下的教授模式。相反，朋友間的支
持、分享、鼓勵、愛護、互相尊重便經常都出
現在呂中的師生間。這種模式令校園生活更為
和諧，少對抗。漸漸地，學生便會產生對學校
的歸屬感，當學生愛上學校，愛上校園生活之
後，讀書的興趣便自然產生，成績亦會隨之上
升。

學，起初有點不開心。但畢業後，我慶幸自己
沒有到別的學校讀書。否則，我便沒有這班多
年的摯友、授業解惑的良師。
10 年來，在呂中經歷過很多高低起伏，
曾經是校隊隊長、學生長副總長，亦曾經被圖
書館拒絕我再當管理員。回想起中三以後的生
活，每天都是早 7 晚 5，上課之外的時間，都
在處理課外活動的事務。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對每個細節都十分在意，力求完美。這些付
出均來自我對呂中的歸屬感。

轉眼間，已經 10 多年了！
記得，9 年前有老師跟我們說：「如果在
呂中畢業前沒有信主，便是如入寶山空手回。」
在我來說，只要是在呂中讀過的朋友，都知道
離開呂中時，一定可以帶在永恆不變的友誼。
畢業後多年，每次坐車、行經呂中的校
舍，都會想去昔日校園生活的點滴。我仍很掛
念妳，呂中！

回想 10 多年前，當知道要到呂中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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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報告事項

呂中 2011/2012 畢業典禮
呂郭碧鳳中學將於 5 月 31 日(四) 舉行畢業典禮。5:30pm 恭候，6:00pm 開始。歡迎各校友參加！以
下附上今年獲長期服務獎老師及工友名單:
2011/2012 長期服務獎名單
十年長期服務獎
何世明老師
十五年長期服務獎
梁淑嫻女士

二十年長期服務獎
曾文燕老師
廖泰成老師
禤潤安老師
史惠英女士
葉小玲女士

二十五年長期服務獎
黃慶樑老師
吴偉和老師
周鐵良老師

呂中回家日 (校友會活動)
各位校友，本會將於 2012 年 7 月 21 日(六) 舉行回家日活動。到時會有校園參觀、遊戲和晚飯到會
等活動。到時還有特別嘉賓！歡迎各位校友及家屬出席。以下是本次活動內容，詳情請留意本會的
電郵和網頁更新。
活動名稱:
日期:
預計費用:
預計人數:
是次行程:

呂中回家日
2012 年 7 月 21 日(六)
約 70 元(待定，包晚餐及所有活動開資)
約 50 人 (校友可帶家人參予，按人頭計及小童半價)
時間
1600-1630
1630-1700
1700-1830
1830-1900
1900-2100

節目
招待
校園參觀
回到課室畢業記念班 (特備遊戲及拍照留念)
校友會簡介
晚飯到會

校友投稿和近況分享
各位校友，如果你有感動去分享感受、近況或家庭，本會歡迎投稿至以下電郵地址。若有需要，可
聯絡本會作訪問。(電郵地址: lkpfc.alumn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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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各位校友:
您們好！呂中校友會新的一期<<校友通訊>>終於出版了！為各位校友提供母校和校友們的最
新消息，成為各位校友和學校之間的一道橋樑。不論你是畢業於生命英文中學或呂中，我們都樂意
和你們分享學校和老師的近況。首先感謝鄭玉良老師提供學校和老師的近況資料；其次是各位幹事
在會中的分工和參與。這份通訊雖然是我們各位幹事上任以來的第一份，但我們在有限的時間中也
盡力把它完成了！若你發現這份通訊有不足或需要改善的地方，這是正常的！請務必要聯絡我們給
予建議，讓我們可以在將來的日子做得更好！
在下上任作會長至今已有三年了，在過去的日子校友會幹事只有三人。在人手交接上的不順
利額外增加了大量的行政工作。那時我想過另立新會程序或更簡單，但這並不代表解決根本的問題
(如人手交替太密、欠缺统一的行政方法)。在有限的資源上，我們先建立新網頁、修訂會章、整理
校友會成員名單和户口轉名等。雖然對外的活動不多，但內部行政系统慢慢建立了。更重要是我們
經歷了這階段，更明白要留下過往的經驗給接捧的幹事們。至二零一二年可以說是一個新開始，因
我們多了五位新成員的加入，校友會可以安排更多的聯誼活動讓校友間有更多的交流。當然我們還
需要時間去互相配搭，怎樣開源也是一個挑戰，但我們就是會堅持下去！就像聖經裡財主和僕人的
比喻，若這個銀錢是主給我的，我就應當盡我所能去運用和增值。而校友會在我眼中就是這塊銀錢。
人大了常常會想起鄒潔開老師的一句說話” 校友是學校最大的資產” ，尤其在我畢業和接
觸更多不同的人後，更覺對呂中有一份獨特的感情。因為呂中就是我成長的地方，也是我認識基督
的地方。當年的同學到今天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工作，以往朝夕相見到今天有些只能在婚禮相見。
這份感情就像釀酒一樣，時間久了卻更濃更讓人珍惜。每位老師或校友即使是我不相識的，對我來
說也是多了一份在基督裡弟兄姊妹的情誼。我相信只要我們心裡仍珍視著這份對呂中的情誼，我們
總有一天能一起相聚、一起歡笑。
最後，祝各位身體安康，生活偷快！
會長
黃建超啟

呂中冷知識答案:
1.2004 年
2. 陳山聰
3. 全部皆成為傳道人。包括彭孝廉、萬廣祥、孫國鈞、石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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