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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表現持續優異　連續八年維持高增值

學生成就

年份 科目

2008
中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經濟、

會計學原理、地理、中史、電腦、商業、
旅遊及旅遊業

2007
中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經濟、

會計學原理、地理、中史、電腦、商業、
附加數學

2006
中文、英文(課程甲)、英文(課程乙)、數學、物理、
化學、生物、經濟、會計學原理、地理、中史、

電腦、商業、附加數學

本校會考正增值科目

香港中學會考學校增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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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六科

根據全港中學「學校增值資料系統」所發佈的2008年度

表現概覽，本校會考成績連續八年高增值，學生進步情況令

人鼓舞。其中，2008年會考科目高達十三科屬於正增值。當

中中文、數學、經濟、商業、電腦、地理六科，皆為全港最

高增值的首百分之十的學校。另中英數三科及最佳六科平均

增值亦達增值九位數第八級，與全港學校、相類學校、同區

學校比較，均屬於最高增值表現的四分之一學校。

一直以來，本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校外比賽，藉此力爭佳績，同學潛能得以發揮之餘，成就亦得以肯定。當

中，不少同學勇奪多個獎項，為校爭光，水準備受外界肯定，亦證明本校關注事項—「加強照顧學習差異」的成效

顯著。能力較高的學生能進一步發展其潛質，追求更佳表現。2008年9月至12月期間，同學們所獲殊榮如下：

本校YU193紅十字會團隊在小西灣九隊紅十字會團隊中，脫穎而出，奪得小西灣區紅十字

會傑出青年團比賽季軍。比賽採用計分制，分別就團隊行政管理、服務活動、訓練活動、漸進

式活動及計劃友誼活動等各方面評分。獲得此獎項實有賴各團員付出的努力。

本校中三級學生參加了社聯及Roundtable Community合辦的「拼貼社企新意念」的藝術活動

創作。她們與不同校的學生跟隨藝術家羅至傑先生集體創作出公眾坐墊為題材的藝術作品，並於

「社會企業展銷日」借出坐墊給途人試坐，以此新穎的方法表達社企概念，將社企訊息廣泛傳給

青少年及社會大眾。

本校YU193紅十字會團隊在小西灣九隊紅十字會團隊中，脫穎而出，奪得小西灣區紅十字

YU193奪紅十字會傑出青年團比賽季軍

第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成績
本校健兒報捷　勇奪接力賽亞軍
本校四位健兒—李俊賢、黃安立、徐德志、陳啟立，在屈臣氏

田徑會週年大賽2008中，取得4x400米乙組接力賽亞軍。
科目 

獎項
中文科 英文科

亞軍 / 2D 冼焯銘

季軍 3B 李建耀 4B 李祖欣

優良證書 21位 36位

良好證書 6位 9位

本校中三級學生參加了社聯及Roundtable Community合辦的「拼貼社企新意念」的藝術活動

「拼貼社企新意念」　公開展覽

4A班林瑋苑同學參加第四屆「自發

作」創意DIY書展，其作品結集成書，更

在聖誕及新年期間參與公開展出。林同學

以前亦曾有漫畫故事創作的經驗，今次獲

得公開展出，值得表揚。

10月9日及15日為本校第十七屆陸運會。會上，各同學都本著紅灰精神，燃燒著心

中無比的鬥志，在運動場上為自己、為班、為隊拚搏及打氣，使本屆的陸運會成為所

有同學歡呼的日子。另外，今屆陸運會更有五項賽事打破大會紀錄。最後，灰隊奪得

男子隊際全場冠軍，紅隊奪得女子隊際全場冠軍及隊際全場總冠軍，黃隊則奪得啦啦

隊冠軍。

歌唱比賽
本年度歌唱比賽分別於 12月5日及12日進行獨唱組和合唱組賽事。當日盛況空前，台上各參賽者盡展歌喉，並施展渾身解數；

台下觀眾亦沉醉其中，為台上歌手歡呼喝采。場內洋溢著一片熱鬧氣氛。最後6A曾嘉裕同學及5D黃榮彬、7B高原同學組合，分別獲

得獨唱組及合唱組冠軍。

中一新生家長校園聚餐
由本校家長教師會舉辦的「中一新生家

長校園聚餐」已於8月23日在學校舉行。當

日共有八十多位新生家長參與，場面相當熱

鬧。新生及家長既可於正式開學前與班主任

面談溝通，又可與同班同學及家長交流，更

可參加本校社工老師安排的「中一家長工作

坊」，了解子女升讀中學後面對的問題，深

具意義。

初中班際長跑賽
本校於10月24日舉辦了每年一度的「初中班際長跑賽」。本屆的競爭甚為激烈，各班健兒表現出色。比賽成績如下：

級別 冠軍 亞軍

中一 1F 1E

中二 2B 2D

中三 3A 3B

家長教師會就職禮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於10月25日下午舉行。 

會上，李守儀校長致歡迎辭，並概述去年學校的重要事項，然後由去屆家長教師會主席衛金

玉女士報告過去一年舉辦的活動及財政狀況，並祝願家教會未來有更大的發展。其後，一眾候選

家長委員上台自我介紹。各家長投票過後，便出席班主任座談會，順道參觀學校。約下午四時

半，司儀公布選舉結果，就職典禮隨即舉行，由李守儀校長頒發委任狀予各執行委員。選舉後進

行茶會，校長、老師與各位家長互相交流。

本屆當選的家長委員為黄玉梅女士、鄭禮賢先生、李永銘先生、吳益女士、葉懿堅女士、

劉影霞女士、關秀慧女士、莫香香女士及陳業中先生。在此祝賀當選的新一屆家長委員。

第四屆港島東區中學即席專題演講比賽
由何善衡慈善基金會贊助，嶺南衡怡紀念中學主辦的「第四屆港島東區中學即席專題演講比賽」已於

11月29日在本校禮堂圓滿結束。

當日，由立法會議員陳淑莊

小姐、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助理

教授鄺銳強博士、教育局語文教

學支援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黎耀

庭先生擔任決賽評判，並由陳淑莊

小姐兼任頒獎嘉賓。

當日參賽的學校共二十二間，參觀比賽的學校共二十

間。賽事分為初賽及決賽兩部分。經過初賽評判甄選，十二位進入決賽的同學須在逾五百位師生面前進行三分鐘即席專題演講。

結果由嘉諾撒書院王嘉珩同學奪得冠軍，亞軍及季軍分別由漢華中學楊嘉麟同學及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李蔚榕同學獲得。

另外，金文泰中學的徐建森同學、張振興伉儷書院的施予同學及黃偉洪同學贏得優異獎。

           班別  
  科目

A 班 B 班 C 班 D 班 E 班

核心科目(一) 中文

核心科目(二) 數學

核心科目(三) 英文 (以小班教學形式授課)

核心科目(四) 通識教育 (以小班教學形式授課)

選修科目(一) 地理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經濟 物理 化學

選修科目(二)  生物 / 中國歷史 / 經濟 / 地理 / 資訊及通訊科技 / 物理 / 視覺藝術    (可選其中一科)

選修科目(三)
生物 / 中國歷史 / 經濟 / 資訊及通訊科技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化學 / 旅遊與款待

(可選其中一科)

其他學習經歷 體育

其他學習經歷 音樂

10月9日及15日為本校第十七屆陸運會。會上，各同學都本著紅灰精神，燃燒著心

校園生活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於10月25日下午舉行。 

衡怡大事

歌唱比賽歌唱比賽

隊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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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港島東區中學即席專題演講比賽第四屆港島東區中學即席專題演講比賽

本校新高中課程科目一覽

間。賽事分為初賽及決賽兩部分。經過初賽評判甄選，十二位進入決賽的同學須在逾五百位師生面前進行三分鐘即席專題演講。

小姐、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助理

教授鄺銳強博士、教育局語文教

學支援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黎耀

庭先生擔任決賽評判，並由陳淑莊

小姐兼任頒獎嘉賓。

間。賽事分為初賽及決賽兩部分。經過初賽評判甄選，十二位進入決賽的同學須在逾五百位師生面前進行三分鐘即席專題演講。間。賽事分為初賽及決賽兩部分。經過初賽評判甄選，十二位進入決賽的同學須在逾五百位師生面前進行三分鐘即席專題演講。

陸崇熙同學

本 校 畢 業 生 陸 崇 熙 同 學 榮 獲 香 港

科技大學工程學院Dean’s  Lis t  Award 
2006-07。大學方面致函本校以作表

揚，充分認同本校作育英才的成就。陸同

學在學期間成績優異，升讀大學後仍能努

力不懈，再創佳績，實屬難得。謹在此恭

賀陸同學。

曾嘉瑜老師

曾嘉瑜老師將於2009年

3月21日結婚。謹在此代表全

校師生恭賀曾老師，並送上誠

意祝福。

關國康老師

關國康老師繼2008年7月5日獲朗文香港教育

邀請，擔任朗文「中國語文會考應試能力分析」講座

嘉賓講者後，於2008年12月29日，再度獲教育局

及香港教育學院邀請，擔任334「新高中中學中國語

文課程系列：課程詮釋」工作坊嘉賓講者，與前線語

文教師分享教學心得，兩次活動出席的中學老師超逾

6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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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支援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黎耀

庭先生擔任決賽評判，並由陳淑莊

4A班林瑋苑同學參加第四屆「自發

漫畫創作　公開展覽

衡 怡 喜 訊

第十七屆陸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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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學苑在嶺南—健康大使訓練工作坊
為配合學校辦學精神、宗旨及新高中學制中「其他學習經歷—社會服務有關的學習活動」，

學校積極提供學生參與社會服務的機會，包括為長者事務出

一份力，讓長者發揮老有所為、終身學習的精神，並推廣

「跨代共融，和諧社區」的訊息。 

學校的不同部門，將會合作為「長者學苑」的學員提供

一系列培訓活動，其中兩個健康講座由中二級先鋒小組負

責。為積極裝備自己，各先鋒同學與富欣花園長者中心的長

者義工一起親赴嶺南大學，參與「健康大使訓練工作坊」，

工作坊由醫護人員、臨床心理學家及物理治療師主講，內容豐富，同學們首次有機會在大學

上課，過了既充實又輕鬆的一天。

本校不少學生學業成績優異，一系列拔尖措施，如領袖訓練、先鋒小組等

便應運而生，以充分培育這班優異生的團隊精神及領導才能。他們透過一連串訓

練、主持活動及對外服務，一展所長之餘，更學會如何領導他人。拔尖措施令他

們進一步裝備自己，為迎接日後更大挑戰作更佳的準備。2008年9月至12月期

間所進行的活動如下：

中四級先鋒小組—主持小學周會
本年度中四級先鋒小組配合學校積極參與社區交流的主張，繼續進行校外公民教育活

動，藉此增加本校與區內友校的聯繫，並從中獲取更多舉辦活動的經驗，擴闊眼界，提升本

身的組織能力和領導才能，貢獻社會。 

中四級先鋒小組先後到訪小西灣培僑小學及筲箕

灣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為兩校的四至六年級學

生和三年級學生舉辦名為「尋找誠實的故事」的多元

化周會活動，以輕鬆的話劇、簡報、問答及遊戲等形

式，教導小學生明白個人誠信的重要性，並必須身體

力行實踐在日常生活中。今次活動非常成功，兩校的學生均極之投入各個環節，領悟誠信的

重要性，本校先鋒小組同學亦有莫大裨益。

學生會內閣答問大會
九月，學生會三隊候選內閣：「Reborn」、「忘恩負義」及「Triangle」出席答問大

會，供全校師生諮詢，讓各人能對三隊內閣有更深入的認識；而三隊內閣亦能對同學的期望

認識更多。會上氣氛熱烈，台下同學踴躍發表意見，台上各閣員亦對答如流，深具大將之

風。最終，Reborn內閣在學生會選舉中勝出，成為新一屆學生會內閣。

二十九位來自本校各學會的幹事參加了由課外活

動組舉辦的領袖訓練營。在這兩日一夜的訓練營中，

各幹事全情投入，在一連串的活動中學會如何提升自

己的自信心及領袖才能。

拔尖措施

力行實踐在日常生活中。今次活動非常成功，兩校的學生均極之投入各個環節，領悟誠信的

本校積極提升學生學術水平，維持高增值之餘，亦不忘開展多元輔導活動。共

創成長路、乘風航等輔導活動已推行多年，以協助學生心智成長，促進全人發展。

活動既為同學帶來難忘的體驗，亦讓他們學會與人相處，反思自己不足之餘，更

學會共同協作，解決難題。參與生活營的1D、1F同學，以及參與乘風航的2B、

3B、3E同學，都對活動讚不絕口，表示獲益不少。

一直以來，本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學生前往區內不同機構參與服

務，以實踐校訓「弘基格致、服務社群」，並體會到身邊仍有不少人需要關顧，

學會將「愛」與「快樂」和別人分享。

關懷區內長者活動
公益少年團在小西灣村舉辦了關懷長者活動，替

區內長者量血壓，派發愛心生果及心意咭。約有一百

位長者參加了是項活動，團員也得到服務長者的寶貴

經驗。

義工證書課程
本校二十四位同學參加了由賽馬會筲箕灣青年

空間舉辦的「義工證書課程」。他們接受了為期四

個星期的訓練，並到老人中心服務長者，體驗義工

的工作。同學們表現優異，榮獲證書。他們透過參

與義工服務，除了可發揮其個人的領導才能、學習

建立人際關係、培養解決問題及多角度思考的能力

之外，亦同時可提升他們對社會的關注和歸屬感，

實有不少進益。

為讓學生擴闊視野，本校各學科每年均會

舉辦不同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參與。透過參觀、

交流、考察，學生既能實踐課堂上所學，亦吸收

了課外知識，獲益良多。2008年9月至12月期

間，同學們參與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如下：

地理科新娘潭、鹿頸、林村河下游考察
本校地理科舉辦大埔新娘潭、鹿頸及林村河下游

考察活動，中五及中六選修地理科的學生均有出席。

當天行程主要包括三大會考的地理課題：河流及外營

力作用、農業及工業景觀。 

是次考察由中六級同學帶

領，沿途透過提問及講解，以實

地考察的形式認識及驗證課堂

上所學的地理概念及理論。

參觀國泰城

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學生諮詢會
9月26日，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親臨小西灣區，第二次就《施政報告》諮詢中學生意

見。本校中七級學生，以及中四、中五修讀綜合人文科學生，出席

了這場諮詢會。同時，本校派出5A羅宇聰、6A林希彤及蔡燕妮、

7A張小婷及林世彬等同學作為代表，以生動活潑的話劇形式，表

達對香港經濟發展的意見。各代表同學演繹投入，從容大方，表現

相當不俗。諮詢會完結時，同學更把意見寫成建議書，呈交予行政

長官。 參與這次活動的同學均表示，這是一次難得的學習經歷，

其中特首答問的環節，印象尤為深刻，至今仍記憶猶新。

學生營商體驗計劃
中六級經濟及會計科十六位學生，參與了「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主辦，匯豐銀行贊助，教育局、香港資訊科技商會、香港

英商會及互聯網專業協會支持的「學生營商體驗計

劃」。學生在匯豐銀行的義務顧問引導之下，成立

及營運公司，進行生產及銷售，最後將公司清盤。

「十二月的展銷會」是其中一項主要活動，學生從實

際體驗學到做生意要出奇制勝，才能吸引顧客。各位

同學均付出了不少時間和心力去準備是次展銷會，雖

未能「定賺」，但他們均享受當中的過程。

服務社區

學科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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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張小婷及林世彬等同學作為代表，以生動活潑的話劇形式，表

達對香港經濟發展的意見。各代表同學演繹投入，從容大方，表現

相當不俗。諮詢會完結時，同學更把意見寫成建議書，呈交予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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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輔導活動

1D、1F生活營

2B、3B、
3E乘風航

2B、3B、
3E乘風航

是次考察由中六級同學帶

參觀國泰城參觀國泰城

中四修讀旅遊與旅遊業科的同學到國泰城參觀，從中吸收

一些有關航空服務業的入職要求及訓練的知識，並獲頒發出席

證書及紀念品。

參觀國泰城參觀國泰城參觀國泰城

一些有關航空服務業的入職要求及訓練的知識，並獲頒發出席

力行實踐在日常生活中。今次活動非常成功，兩校的學生均極之投入各個環節，領悟誠信的

重要性，本校先鋒小組同學亦有莫大裨益。

Triangle」出席答問大

力行實踐在日常生活中。今次活動非常成功，兩校的學生均極之投入各個環節，領悟誠信的力行實踐在日常生活中。今次活動非常成功，兩校的學生均極之投入各個環節，領悟誠信的

學生會內閣答問大會學生會內閣答問大會

二十九位來自本校各學會的幹事參加了由課外活

課外活動領袖訓練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