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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巨輪不停轉動，社會也改變了。我們仍致力優化校

園設施和學習環境。我們喜見榮社同學畢業，踏上另一

段的人生旅途。我們同時也迎來新一批的呂中人。許多

事物不斷在改遷，雖然不捨，但在變幻之間，我們看見

永恆。不少家長、校友、關心青年的社會人士仍不斷給

我們鼓勵和支持。當你翻開這小冊子時，願我們的工作

和許多的名字觸動你的心弦，鼓動你與我們同心同行。

溫家傑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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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郭碧鳳教學樓簡介 

檔案館   因為課室不敷應用，學生活動空間及表演場地不足，我們從 2006 年起研究擴建校舍或遷校的可能 

性，並在 2014 向政府提交擴建計劃(在停車場原址興建上蓋建築)撥款申請。從向當局申請擴建至正 

式落成，歷時五年多，我們經歷了立法會漫長的審批過程，見證了眾人同心同行的力量，體會了許 

多社會人士對呂中的關愛。2019 年 4 月 30 日新翼大樓落成，特別感謝呂明才基金會對呂中的支持， 

新大樓命名為呂郭碧鳳教學樓。 

G/F 停車場     有蓋停車場，配備環保電動車充電設施。 

1/F 會議室及多用途演藝廳    多用途演藝廳提供約 200 座位，演藝廳可為同學提供音樂、舞蹈、戲劇及 

藝術展覽場地，讓同學有更多空間展現才華與潛能，預計 2021 年上旬改建

完成。 

2/F 樓座        演藝廳樓座可以提供約 30 座位。      

3/F 教員室及課室     設有 2 個教員室及 3 個課室。 

4/F 課室      設有 5 個課室。 

5/F 語言室及天台球場   語言室改為地理室，翻新圖書館後將提供學習語言設施。 

R/F 天台花園     休閒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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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停車場環保車 

  充電設施 (G/F) 

2 多用途演藝廳 (1/F) 

3 演藝廳樓座 (2/F) 

4 會議室 (1/F) 

5 課室內貌 (3/F 或 4/F) 

6 課室外貌 (3/F 或 4/F) 

7 教員室 (3/F) 

8 天台花園 (R/F) 

9 新翼全貌 (後) 

10 新翼全貌 (前) 

 

 

 

 

 

 

 

 

 

 



 

    
 
 
 
 
 
 
 

 
 
 
 
 
 
 
 
 

 

 

 

 

 

 

 

 

 

 

 

 

 

 

 

 

 

 

 

 

 

 

 

 

 

校舍翻新工程及設施更新 

2018-2019 年度更新工程 

1 100 - 400 室改建為小組活動室 

2 翻新舊翼天台花園(2019 年下旬竣工) 

3 翻新舊翼籃球場 

4 擴建圖書館(2019 年下旬竣工) 

5 改建設計與科技室為創客室(2019

年下旬竣工) 

6 翻新地下至 5 樓走廊及樓梯牆身 

7 翻新 1 樓電腦室 

8 重新規劃 106 室為學生會室 

9 313-315, 411-415 室配置教學設施 

10 翻新教職員休息室(2019 年下旬竣工) 

2019-2020 年度計劃 

呂郭碧鳳教學樓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

落成，部分課室已在新學年供中六及

中五同學使用，正式告別浮動班的安

排，各班都有自己的「大本營」。 

本年度，我們將改建呂郭碧鳳教學樓

小禮堂為多用途演藝廳，完成後，可

提供約 200 座位。演藝廳可為同學提

供音樂、舞蹈、戲劇及藝術展覽場地，

讓同學有更多空間展現才華與潛能。 

與此同時，我們正籌備翻新舊翼地面

的教員 A 室及 B 室，更新日久耗損的

設備，同時也為呂郭碧鳳教學樓教員

室配置設備，期望在 2020 至 2021 年

度，教師也可以在理想的環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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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地域、跨文化學習 (2018-2019) 

 

 

 

 

 

 

 

 

 

 

 

 

 

 

 

 

 

 

 

 

 

 

 

 

□1  建立專業學習社群 
二十一世紀的教與學 

□1  建立專業學習社群 

 檔案館  自 2015 年起，我們確

立以「為未來而教，為未來而學」作

為未來六年的發展方向。教師探索不

同的教學策略，讓學生學習更具效

能。我們也重視與其他專業社群交

流，取長補短，力臻完善。配合持續

優化的校園環境和設施，我們希望為

學生提供更理想的成長環境，也讓他

們的學習生活更豐富多彩。 

18-19 年度，不同學科採取多樣化

的教學模式，並結合電子學習平台

及應用程式，培養同學的自學及

7Cs 的能力。同工之間也透過教師

發展日彼此分享教學經驗。 

□2  跨文化學習 

境外交流活動 

 檔案館  我們自 2008 年起建立

恒常的境外交流考察活動，並於 2012

正式成立學習交流團委員會統籌相關

活動。以下為校內曾籌辦的交流團： 

2017-2018 

大連、瀋陽歷史和文化探索之旅 

台灣社會民生考察團 

日本歷史文化藝術考察團 

新加坡、香港交流計劃 

 
2018-2019 

○1  絲綢之路考察團 

2019.4.17 – 2019.4.25 

陳佳鑫 5D  幾個景點令我留下

深刻印象，其中一嘉峪關城樓內內外

外分為幾個部分，一層又一層的城牆

將內城緊緊包裹著，形成一個極難攻

破的關口。嘉峪關「甕中捉鼈」、「誘

敵深入」等不同神機妙算的設計，妥

善地保護了城內的人民。想到自己處

於沒有戰亂的時代，無法體會當時人

民的艱苦，只能在心底向為了保家衛

國而捐軀的士兵致敬。 

陳心悅 4B  這次的旅程讓我大

開眼界，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

里路」。秦始皇兵馬俑的車兵、步乓、

騎兵列成各種陣勢，浩浩蕩蕩、氣勢

磅礡，造型逼真，無一雷同。經導遊

介紹，現時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因修

復過程需謹慎和小心，對外開放的規

模竟不及原有的三千分之一。從前風

聞西安的兵馬俑十分壯觀，如今一見

不禁讚嘆博物館宏大的規模，不愧是

「世界八大奇蹟之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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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Melina (奧地利) 

二十一世紀的教與學 

○2  濟州地質及海岸地貌考察團 

2019.4.24 – 2019.4.28 

郭懌旻 5A  這個考察團主要是觀

察，了解濟州被火山，海岸塑造出來的

地貌，以及當地政府如何管理這些地理

資源。這旅程造訪了萬丈窟，拒文岳，

城山日出峰等在香港沒法看到的地貌。

把地理課學會的知識融會貫通，實踐出

來，真正明白到課堂上所學的東西。 

黎鳳儀 4E  說到大自然的壯麗，當

然不能不提第三天到訪的城山日出峰。

我們當天凌晨五點三十分到達城山日出

峰的山頂觀賞日出，站在雲海之上觀賞

濟州的日出，當然別有一番風味，可是

當天密雲籠罩，我們最後看到的只有由

白雲襯托著的天光。「日出之旅」的結

局雖然可惜，但是我們體驗到在清晨慢

行上山的樂趣，並在一路上互相扶持和

鼓勵，相信這些體驗比日出的景色更加

值得我們回憶、留念。 

 

彭博寧 4D  石頭雖然是沉默的，只

要利用地理知識和觀察力，便能夠理解

背後的形成原理及其奧妙。這些考察的

過程有別於課本的死板；反而使我感到

自然的神奇，也燃起了我對地理的好奇

心。 
 

 來年計劃 

2019-2020 

□1  越南社會服務之旅 

□2  日本沖繩文化體驗之旅 

□3  德國 STEM 及歷史考察團 

國際交換生計劃 

 檔案館  除了舉辦交流團，跨

文化學習還包括參與交換生計劃。

自 1999 年起，我們接受來自不同國

家的學生入讀呂中，與我們一同學

習和生活。透過彼此接觸，我們鼓

勵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多作交流，

既能讓來自外地的年輕人認識香港

和中國，也可使呂中同學多了解異

國文化，學習以英語作為溝通的語

言。 

2018-2019 交換生 

3A  Melina (奧地利) 

2019-2020 交換生 

4A  Josefiina Lampela (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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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小錢 

 馬可福音 12 章記載耶穌

坐在銀庫看人投錢的情況，有

一個寡婦投入賴以養生的兩

個小錢，這對銀庫收入來說是

微不足道，但耶穌卻說她投上

的比別人更多。我們各人都有

自己的經濟需要，但讓我們感

恩不已的是大家為呂中都投

入了兩個小錢。                  

□1  學校發展基金 

 檔案館  學校發展基金

是為迎向廿一世紀學習的挑戰而

設立。我們積極在資訊科技及校

園建設上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

並投放更多的資源讓學生擴闊視

野、發掘才藝及潛能。我們為了

面對財政資源上龐大的需要，設

立有關基金，讓家長能一如既往

地愛護學校，實踐家校合作的精

神，為各項發展需要作出捐助，

讓呂中學生在一個更理想的環境

中好好學習、裝備自己。  

□2  魏凌霜教育基金 

 檔案館     魏凌霜老師教

育基金是「師友計劃」資深導師

梁振剛先生及其妻秦麗珍博士因

著已故魏凌霜老師對生命的熱愛

和教學的熱誠，提議設立「魏凌

霜教育基金」，並向基金捐出港

幣三十五萬元，作為啟動起點。

基金鼓勵以生命影響生命，傳遞

無私的關懷，並提倡全人教育。 

□3  「同心牆」計劃 

 檔案館   新翼落成後，原

有校園建設紀念壁將改建為「同

心牆」，歡迎校友、家長、同學

及機構以不同名義，或是個人，

或是合資捐助呂中發展，捐款達

五千元或以上，我們將按捐款額

分類，在牆上裝置石刻以誌紀

念，誠邀各位與我們同心同行。  

□4 「心耕者」計劃 

 

 檔案館 為持續支援經

濟上有困難的學生，為他們提供

多元課外活動及課程，安排跨境

學習活動；及持續支付管理新翼

工程及舊翼優化工程開支，我們

尋找心耕者，以每月定額捐款的

模式提供上述支援，為期一年或

以上，與我們一起深耕細作。 

 
 
 
 

 2018-2019 年度「魏凌霜教育基金」收支報告 

 

 2018-2019 年度「學校發展基金」收支報告 

 

 

 

 

 

 

 

 

 

 

 

 

 

 

 

 

 
 
 
 
 
 
 
 

 

     
                                

 
 
 
 
 
 
 
 
 
 
 
 
 
 
 

 
籌款捐助 

   校友、家長、校友家長及各界友好捐助 
 

$36,741.01  

     
支出項目 

   
1) 設立各級英國語文科獎學金 $11,732.70  

 
2) 外地交流生計劃 $13,901.50  

 
3) 津貼清貧學生參與海外交流及培訓 $64,600.00  

 
4) 津貼班本社會服務計劃 $0.00  

 
5) 將呂中老師於早會的生活分享輯錄成書，與社

區人士分享 
$13,981.00  

 

6) 英國語文科活動 $595.30  
 

累積支出 
  

$104,810.50  

本年度虧損 
 

($68,069.49) 

籌款捐助 
   

1) 2018 年 9 月學校發展經費籌款家長信 $187,100.00  
 

2) 中一跳蚤市場 $24,680.00  
 

3) 「心耕者」每月捐款計劃 $97,564.68  
 

4) 40 周年校慶音樂劇 $61,689.28  
 

5) 40 周年步行籌款 $1,072,002.00  
 

6) 老師捐助 (資助有需要學生參加交流團) $7,200.00  
 

7) 獎助學金捐助 $97,593.10  
 

8) 校友、家長、校友家長及各界友好捐助 $5,301,503.26  $6,849,332.32  

    
$6,849,332.32  

支出項目 
   

1) 校園建設及維修 
  

 
甲、 新翼新地理室及各課室設施 $86,060.00  

 

 
乙、 校園優化工程 * $4,575,555.00  $4,661,615.00  

     
2) 活動 

   

 
甲、 丹麥機械人國際賽 $255.00  

 

 
乙、 底特律機械人國際賽 $3,448.00  

 

 
丙、 哈爾濱歷史文化及經濟發展探索之旅 $4,464.00  

 

 
丁、 絲綢之路考察團 $19,464.80  

 

 
戊、 濟州地質及海岸地貌考察團 $9,830.49  $37,462.29  

     
3) 獎助學金 

 
$138,353.00  

4) 撥備至新翼大樓工程計劃 
 

$2,100,000.00  

累積支出 
  

$6,937,430.29  

     
本年度虧損 

 
($88,097.97) 

* 將二百一十 萬撥備至新翼大樓工程計劃 
  



  
2019-2020 年度『 學校發展基金』新項目預算支出 

 
1) 校園建設及維修 

   

 

甲、 新翼多用途小禮堂、各小組課室及教員室設施、天台

操場工程、重鋪全校網絡及保安系統  
$11,850,000.00  

 

 
乙、 校園優化工程 * 

 
$8,350,000.00  $20,200,000.00  

2) 獎助學金 
  

$190,000.00  

     
$20,390,000.00  

*  (包括擴建圖書館，建立創客室、更新舊翼教員室、建立學生活動室等。如籌款金額不足，學校將按緩急

先後及發展需要安排工程。) 
 

  
2019-2020 年度『魏凌霜老師教育基金』新項目預算支出 

 
1) 設立各級英國語文科獎學金 

  
$7,500.00  

2) 外地交流生計劃 
  

$18,000.00  

3) 津貼清貧學生參與海外交流及培訓 
  

$100,000.00  

4) 津貼班本社會服務計劃 
  

$6,000.00  

     
$131,500.00  

 

善款收支概覽(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為鳴謝各界捐助，捐款達五千元者，在校園建設紀念壁 (新翼落成後將改為「同心牆」)上留名紀念。捐

助達指定金額，則該課室/特別室或獎助學金以捐款者命名。可供選擇命名認捐的課室/特別室及捐款額如下： 

 

 目標  籌款收入  款項支出 
3000萬 

第二期 

2020-2025(5 年)  目標：1000 萬 

第二期工程包括新置創客室、教職員休

息室、翻新教員室及家政室，新置健身

室及學生活動中心。 

    
   
   
   
   
2000萬 

第一期  

2015-2020(5 年)  目標：2000 萬 

第一期工程包括興建新翼全部課室、教

員室、小組活動室、新地理室、多用途

演藝廳及天臺球場。翻新舊翼天台花園

及擴建圖書館。 

  
  2018-2019 

40 周年校慶步行籌款、校慶音樂劇、中一跳蚤市

場、心耕者及同心牆計劃、呂明才基金配對捐款。  

 
   
   
  2017-2018  
1000 萬  2016-2017  
   
  2015-2016  2018-2019 

新翼課室、新地理室、天台花園重置等費用。    

   2014-2015 
新翼 1-2 樓多用途空間、工程前期顧問等費用。 

新翼 

課室/特別室 命名捐款額 課室/特別室 命名捐款額 課室/特別室 命名捐款額 

多用途演藝廳 五百萬元 天台花園 三十萬元 新地理室 三十萬元 

新戲劇室 三十萬元 會議室 三十萬元 課  室 十萬元  

舊翼 

課室/特別室 命名捐款額 課室/特別室 命名捐款額 課室/特別室 命名捐款額 

特別室大樓 八百萬元 新家政室 五十萬元 校友會室 十萬元 

教學樓 八百萬元 十周年紀念花園 三十萬元 乒乓球室 十萬元 

新學生活動室 三百萬元 教師休息室  二十萬元 側  廊 十萬元 

新圖書館 三百萬元 會議室 二十萬元 圖書館小組室 五萬元 

創客室 MakerLab 三百萬元 課  室 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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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發展基金捐助者芳名(18-19) 

認捐圖書館語文閣 郭浩霖 認捐籃球場 熊劍明 認捐家長會室 林文珊 認捐新翼小組教學室 沙田浸信會 

 

「心耕者」每月捐款計劃 黃小玲 曾淑儀 溫家傑 陳英傑 梁雪玲 周健怡 羅培恩 吳家晴 
 蔡子揚 伍凱怡 曾翠霞 黃嘉昌 盧芷君 梁頌賢 張美蓮 李炳輝 

 林承毅 柳瑞興 林植強      
 

「同心牆」捐款計劃 鑽級捐款者 曾鳳萍 暉社眾校友 王琦凌     
 銀級捐款者 鄒緋瑜 郭  熙 郭  雯 羅  濤 曾淑儀   

 
$5,000 或以上 明道社眾校友 張禮文 Wong Yu Chun 偉明工程公司 F.1E Class 

 Chan Shun Po 廣進鮮果有限公司 安銳投資有限公司 周傑霆 關學謙 朱雪坤 

 栢展輝 林鎮發 姚創榮 竇玉明 王嚴衛 伍潔貞 李亦山 李  霞 譚日旭 

 陳庭章 林文珊 林佩珊 張紫茵 張紫茹 李大任 陳  青 陳敏儀 甄啟榮 

 趙倩婷 潘錦輝 蔡念馳 黎創寧 無名氏 (1)     
 

 

□2  魏凌霜教育基金捐助者芳名(18-19) 

$5,000 或以上 梁碧雲 王家樂 

 
$1,001 至 4,999 李振華 Lu Yang 呂淑玲 Yau Chi Wai 胡麗仙 馬燕琼 李建鏗 吳樂雲 

   吳永豪 吳兆聰 溫惠敏 莫如心 嚴淑珍 無名氏 (1)   

 
$1,000 或以下 馬國豪 廖悅明 老樂華 莫駿權 

(捐助者芳名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請與本校行政主任徐雯疆小姐聯絡。) 

獲「魏凌霜教育基金」資助項目及得獎者 
○1  英國語文科 學習進步獎 

 譚照薇、黃凱婷、林芍穎、李仁謙、孫豪、葉又嘉、楊逸翹、石穎詩 

○2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英國語文科 成績優異獎學金 

 2018-2019：何者恕、李浩洋、方靈心、林以樂、陳穎賢、梁美儀、苗蔚心 

編輯：浸信會呂明才中學公關及文獻組 

$1,001 至$4,999 方  毅 任曉平 余智強 李振華 洪細君 陳創谷 黃潔蓮 鄭羚飛 無名氏 (4) 
 Cheung Chi Kim Hartanto Kwee Vinventius Felix Lau Mei Kuen 沙田浸信會 

 Lee Tak Yan Leung Kai Man, Alexander Leung Yin Fun Wong Tsz Kau Power Union Corporation Ltd. 
 Li Ping Fai Rotary Club of Tolo Harbour     

$1,000 或以下 180c Limited 方偉雄 陳潔瑩 何玉美 林  錦 莫駿權 馮志德 周佩賢 羅淑嫻 鄧綺雯 

 Cheung Kwong Leung 何雨嘉 陳璟瑤 何金鳳 柯文偉 陳永楷 黃少興 林世明 王  紅 盧翠英 

 Cheung Mei Lin 吳欣健 陳礎樑 何德安 孫淑嫻 陳展輝 黃尹稜 林懿澄 朱創達 韓月漢 

 Kwok Suk Ling Fanny 吳信昌 曾誠斌 何慧玲 徐士來 陳健威 黃長興 姚明婉 李建和 羅志堅 

 Lam Man Shan 李子晴 黃子進 吳心瑜 徐國祥 陳漢忠 黃錦源 高駿祥 周煥娣 譚惠賢 

 Lau Shun Shun Sam 陳詠潔 黃煥瓊 吳宗翰 張佩珊 陳潔明 黃懷智 張麗蓉 陳愷欣 王德中 

 Leung Mei Ling 林保銘 黃樹芬 吳潔蘭 張家雯 勞耀基 楊映輝 梁永明 麥志文 丘袓培 

 Li Chunzi 林植強 楊潤玲 李玉雯 張國賢 曾淑儀 萬耀輝 梁曉蓉 曾惠棋 池月鳳 

 Ng Siu Chung 邱潔瑩 葉永康 李泳熹 張樂然 趙雙美 葉永康 陳志超 黃華清 吳玉琪 

 Ngan Hey Heyse 陳嘉麗 潘詠儀 李國良 梁偉基 劉永松 葉志成 陳淑芳 廖雪梅 吳志明 

 So Chi Kin 陳漢齡 潘慶輝 鄧斯雅 莫潔如 潘淑嫻 蘇美影 湯晉旻 劉潔儀 吳承佳 

 To Kam Wing Lewis 陳翠貞 戴志高 李添進 葉偉儀 蔡子良 陳子騫 羅秉良 劉璟峰 吳銳基 

 Tong Ying Kit 張耀華 羅敏詩 林淑芬 葉嘉敏 鄭爾亮 彭文修 羅紀駿 楊延浩 劉淑怡 

 Wong Lo Sze 梁鳳珊 陳健威 林鉅恂 劉津津 盧志明 趙楚瑄 譚蕙婷 廖家雄 蔡祖立 

 Lau Chi Kong, Howard 陳立德 黃  萍 黃翊琳 劉朗朗 鄧麗清 方淑煒 李愛珠 無名氏 (279) 

 Ngai Sherry Hingwan 陳偉斌 Chow Chung Ming Galilee Asia Co. Hung Sau Fun Lam Ting Chow 

 Wong Oi Man 良興工程有限公司 Lee Wing Yat Lee Yim Ming Wong Men Ki, Grace 

 Wong Siu Ling 金錀服裝有限公司 香港培正小學 Wong Lai Kuen Yeung Kwok Kin 

 Weal King Limited Sino Trump International Ltd. Love Music Workshop Ltd 生記旅遊巴士有限公司 

 Chan Kai Chung 寶光圖書文具公司 Lam Ngar Yee, Catherine, 焯蕙食品有限公司 

 Cheng Wai Ling Tree of Heart Speech and Swallowing Therapy Centre Ltd. 偉發圖書文具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