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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外

　　地理學會以「神秘島：誰人控制構造災害？」為題，透
過生動有趣的午膳攤位遊戲及電影欣賞活動，向初中同學介
紹火山爆發、海嘯及地震三大構造災害的成因、性質、影響
及預防方法。

　　環保學會舉行了以「氣候變化」為題的環保週。幹事們
設計了四個獨特主題的午膳攤位遊戲，全面剖析氣候變化的
成因、影響及解決方法。另外，為加強同學對氣候變化影響
的認識，設計了以「18年後的衡怡」為題的特刊，預測18年
後香港可能發生與氣候變化有關的新聞，讓同學了解氣候變
化所帶來的嚴重影響。

學生會文化週

　　學生會舉辦了一年一度的文化週，今年主題是「本地
電影文化」。學生會先於週一、二在地下有蓋操場設置攤
位遊戲，讓同學輕鬆奪得食物現金券；接著於星期三舉辦
大型遊戲，獎品豐富，同學亦十分投入；同學最期待的食
物售賣於星期四、五壓軸舉行。今年學生會售賣了爆谷、
棉花糖、熱狗腸等經典電影小食，同學們都在小食攤擋大
排長龍，大快朵頤，為文化週畫上完美的句號。

　　是次活動得到家長和師生的踴躍參與，場面非常熱鬧，校園內洋溢著歡
聲笑語。黃昏時分，家長教師會主席莫香香女士宣佈燒烤活動正式開始。家
長、老師和同學共聚火爐邊齊享燒烤之樂。家長教師會的老師委員及家長委
員為參加者安排了一連串充滿挑戰的遊戲。老師、家長與子女一同參與，發
揮合作精神，場面熱鬧溫馨。席間更進行慈善競投，藉以籌募經費來資助學
生活動。大家都慷慨解囊，令競投金額節節上升。到了抽獎時刻，大家緊張
的心情、興奮的呼聲，將燒烤同樂日的氣氛推向高潮。月下星移，燒烤晚會
結束了，眾人依依不捨地離開校園，期待下次家長教師會活動的來臨。

中三專題研習初賽

　　本學年的中三專
題研習初賽已圓滿結
束。經過一輪精彩的
匯報後，共有六組同
學脫穎而出，將晉身
六月舉行的決賽。

第十八屆陸運會 
(2009-2010)

　　今年度陸運會由往年的上學期10月改
為下學期5月，可惜天公不造美，經常下
雨，但各同學都本著紅灰精神，燃燒著心
中無比的鬥志，在運動場上拚搏及打氣，
使本屆的陸運會成為所有同學歡呼的日
子。最後，紅隊包辦男子隊際全場冠軍、
女子隊際全場冠軍及隊際全場總冠軍，更
勇奪啦啦隊冠軍，四喜臨門。

　　為配合關注事項「推動學生實踐生涯規劃」，除推行已久的「共創成長路」
外，近年亦積極推行職業輔導活動，協助學生心智成長，促進全人發展，為將來作
好準備。2010年1月至5月期間，所推行的輔導活動如下：

　　本校的校友會三位校友吳哲穎 (香港隊田徑
運動員)、馮凱怡 (模特兒經理人) 及龍偉洪 (互
聯網業務發展)回校與一眾中六師弟妹分享工作心
得。是次週會透過輕鬆的訪問，鼓勵同學為職場作
好準備。同學更從三位校友的分享中，對職場的人
與事及三種專業的入職要求，有更深的了解。

　　3A及3C兩班同學參觀了香港城市大學。升學及就業輔導
組期望學生能透過參觀，了解大專教育設立的目的及教育機構
所提供的副學位科目，藉以提高學生的學習目標。

　　本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在學期中家長日下午，安排了「新高中
學制面面觀」的中三學生
家長講座。當日劉德華副
校長詳述了新高中學制與
現時學制的分別，並就本
校新高中推行的各項計劃
加以清晰的演繹。而升學
及就業輔導組鄺少權老師
則向家長解釋新高中學制
下，大學的收生準則與及
其他的升學途徑。

　　本年度第一次家長日已於2月6日舉行，
雖然當天下著毛毛細雨，但絕大部分學生家
長均應邀與班主任晤談，就學生的學習表現
詳細溝通。同時，本校亦安排了一系列活動
供家長參與，如：圖書館學會的親子書籍展
覽、公益少年團的義賣敬師心意包、商科組
預售年宵攤位貨品、家長教師會及輔導組合辦的「不可一‧不可再‧向毒品說
不」健康校園工程家長工作坊，與及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為中三家長舉辦的「新
高中學制面面觀」講座等。各位家長雖然工作繁忙，但仍抽空出席家長日，這
絕對是關心子女的表現，亦是對學校最大的支持。

　　由何善衡慈善基金會贊助，嶺南衡怡紀念
中學主辦的「第五屆港島東區中學即席專題演
講比賽」已於1月23日上午在本校禮堂圓滿結
束。當日參賽的東區中學共有二十五間。經過
初賽評判甄選，十二位進入決賽的同學須在逾
四百名師生面前進行三分鐘即席專題演講。當
日比賽邀請了區外四位資深中學中文科老師擔
任初賽評判。決賽評判方面，由立法會議員何
秀蘭小姐、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副教授謝家浩
博士、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高級學校發展主

任蔡若蓮女士擔任，並由何秀蘭小姐兼任頒獎嘉賓。本校師生由籌備到推行，以至檢
討活動得失各方面，均取得寶貴的經驗。

　　本校學生於Londo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ternational Qualifi cations考試中考獲佳績，成績如下：
　　高級會計考試：優異：7A 林嘉偉
　　　　　　　　　良好：7A 林希彤、7A 羅詠詩、7A 李鴻慧
　　中級會計考試：優異：6A 鄭詠軒

　　4C王有為、杜
凱瑩、鄧子毅及梁
秀桃參加了由嗇色
園可觀自然教育中
心暨天文館主辦、
香港大學嘉道理研
究所協辦的「可持
續都市專題研習比

賽」，為即將發展的古洞北新市鎮進行規劃，從60多隊參賽
隊伍中脫穎而出，獲得中學組季軍。

學生會文化週

地理週 環保週

學生會文化週

家長教師會「親子校園燒烤」晚會

涯規劃生
中一班輔活動　讓學生認識自我

好準備。2010年1月至5月期間，所推行的輔導活動如下：

中三共創成長路鞏固課

校友工作經驗分享會

參觀香港城市大學 參觀東瀛遊總部

　　3B班學生前往觀塘參
觀東瀛遊總部。是次參觀
的主要目的是讓同學了解
旅遊業的概況，並了解旅
遊業所提供的職位與其入
職條件。參觀令他們了解

一家成功遊日旅
行 社 的 公 司 組
織，更從產品發
展部郭先生的分
享中，了解到一
家公司的文化及
公司的發展目標
及成功因素。

　　6A班經濟科學生參觀了位於銅鑼灣的 NEW ZEALAND FOCUS 
CENTRE。同學除了解到紐西蘭政府如何透過商務發展機構推廣紐
西蘭的出口業外，還親身欣賞了藝術家展示的紐西蘭羊毛編織技
術。他們都對創意工業、把藝術文化轉化為工業出口及對業務推
廣有了更多的了解。

參觀NEW ZEALAND FOCUS CENTRE

新高中學制面面觀

怡大事衡
2009—10年度家長日

第五屆港島東區中學即席專題演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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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2009年推動校園關愛文化的努力，得到基督
教社會服務處、教育局及香港輔導教師協會的嘉許，特於
2010年4月頒發「關愛校園」稱號。

薪火以心傳　關愛滿校園

　　3D羅慧名於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主辦的全港
貞潔短訊創作比賽中，榮獲亞軍。其作品為：「愛愛自
己，愛愛他/她；愛愛將來，愛愛家。堅守貞潔願等待，
美好人生在將來。」
　　4D梁少康於香港氣象學會主辦的「氣候轉變：我們
可以做些甚麼？」中文對聯比賽中，獲得優異獎。
　　本校參與紅十字會「熊簿仔義賣籌款」活動，成績
斐然，獲主辦機構頒發愛心校園獎。

怡喜訊衡

2010年4月頒發「關愛校園」稱號。2010年4月頒發「關愛校園」稱號。

彭 嘉 恩 老

師之女兒，於 3 月

25日下午出生，取名為黎

心柔，意思是期望她一生也

存著柔軟的心跟隨上帝的

心意行，不要心硬忘記

神的恩典，開開心

心 ， 柔 和 謙

卑。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邀請了舊生梁智偉學長回校，與
中三師弟妹分享。梁學長分享當年就讀中四、中五時，
因學習生活漫無目的而對理想幻滅。其後，他踏足社會
辛苦工作後，始覺努力及計劃人生的重要。梁學長現時
已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採購員，採購貨品的地點更遠至印
度、美洲等地。他勉勵新一代的師弟妹要定立目標，努
力求取好學歷，並建立刻苦的精神。

視窗及移動電腦系統程式
設計大賽優異獎

　　4D梁善亨及4D方志榮參加
了由移動科技及教育協會舉辦
的視窗及移動電腦系統程式設
計大賽，憑作品WiFriend從多
支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獲得
優異獎。

可持續都市專題研習比賽中學組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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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各學科每學年均會舉辦不同的學習活動，透過比賽、工作坊，以
及校外參觀、考察等活動，拓寬學生視野，讓他們學習課外知識。2010
年1月至5月期間，同學所參加的學科活動如下：

      Each S.1 class told a story on the stage. Classes 
A-C performed ‘The Greedy Boy’ and classes D-F 
did ‘The Rainbow Fish’. More than 10 students in 
each class worked together, being the narrator 
or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and making props, etc. 
The show was interesting and entertaining.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enjoyed it. At the end of the show, all classes were given prizes for participation!

S.1 Story-telling Festival

參觀金融管理局

　　本校中三綜合人文科學生參觀了中環金融管理局，
認識到金管局在香港金融業和銀行業扮演的角色，港幣
的防偽特徵、製作過程， 並對香港金融史加深了解。
同學上了寶貴的一課，表現十分雀躍。

出席香港電台節目「新人類‧大世界」
　　本校五名中四級通識教育科的同
學 (4A張影雪、4B趙詩婷、4B陳新
雅、4D何雅庭、4E劉蕊澄)出席香港
電台普通話台「新人類‧大世界」直
播節目，與主持在節目中從通識教育

科的角度探討如何打造和諧社
會，並討論和諧社會的定義及
建立方法，分享個人在家庭、
學校及社會中遇到有關「和
諧」生活的所見所聞。另外，
同學還親身經歷電台直播節目
的製作方法，獲益不少。

開展第二課堂　走出教室學習
　　為配合學生學習「文化專題」中有關傳統中國園林
建築藝術的特色，中
文科為中六全級同學
安排了一次走出課室
學習的機會，實地參
觀具有嶺南園林建
築風格的「嶺南之
風」，了解中國園林
藝術特色。

中史科朝代服飾比賽
　　中二學生需在比賽前分組完成朝代服飾
一件。比賽當天，每組由一位模特兒穿著服
飾表演，並配合台下的旁白介紹。當日台下
氣氛熱烈，台上的模特兒表演亦十分投入。
最後由2A班獲得全級冠軍，2E班獲得亞軍，
而最佳個人演繹獎則由2B李俊傑獲得。

　　本校中史科老師帶同中三級學
生前往元朗屏山文物徑考察，通過
實地考察、蒐集資料等活動，提高
學生對學習中史的興趣。另外，本
考察活動由中史學
會的中四及中六同
學負責導賞工作，
以訓練高中學生的
說話能力、領導才
能及增強他們的自
信。

2010年參觀日

　　當日，中一、二、三級學生分別前往歷史博物館、
科學館及文化博物館參觀；中四全體學生則參觀香港大
型機建及機場；中六文商組前往嶺南大學及城市大學；
中六理組則到訪香港科技大學。參觀日讓學生擴闊視
野，亦讓他們過了輕鬆愉快的一天。

　　本校中四級同學參與東華三院理財服務
部舉辦的生涯規劃Avatar─「理財工作坊」
活動。同學先進入禮堂參與熱身活動，與一
班義工互相認識。其後，各組同學陸續前往
課室，開展遊戲。同學們均須在進修、工
作、生活享受等多個範疇作出抉擇，以及在

有限的遊戲時間內，爭取最高分數。遊戲過後，眾人回到禮堂，分享個人
感受。司儀強調學歷對日後工作的重要，讓同學在工作上有較佳的選擇，
藉此勉勵他們日後要終身學習，積極工作。相信中四同學們參與活動後，
定必獲益不少，學習財富管理之餘，更要為自己的將來好好策劃。

　　商科組邀請商界環保協會到校為中四同學講解「企
業可持續發展」概念，認識企業如何承諾持續遵守道德
規範，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講座後，34名經濟科及企
會財科同學到跨國企業施耐德電氣的物流中心參觀，了
解該企業如何在商業決策上推行可持續發展。

　　綜合科學科老師帶領二十多位初中同學前
往太空館，參觀各項展品，認識太空科技的發
展，並揭開太陽系及宇宙的奧秘，了解恆星的
誕生、壯年及終結，同學都獲益良多。

　　為了讓同學親身經歷由中國首次舉辦的世界博覽會，本校通識教育科及商科組
老師帶領30位中四同學親赴上海，除了讓同學了解各國怎樣透過展品表達大會主題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外，更藉此解釋中國政府舉辦世博背後的意義，親身驗證
中國人如何感受和參與此項盛事。同學還拜訪在上海設製衣廠的舊生，當時校友亦
分享了香港人在上海發展事業的機遇與挑戰，令同學獲益良多。此外，師生到上海
南匯第二中學與當地師生交流。當地同學熱情地邀請本校同學一起參與跳繩活動、

籃球活動等。而本校同學亦為當地師生介紹本校特色，表演英文朗誦，更繪畫一幅以維港景色為題的油畫送贈學校。除了參
觀世博和與上海師生交流外，同學還參觀了寶山鋼鐵廠、洋山深水港、東海大橋等建設，讓同學了解上海各項經濟發展。為
了解上海的經濟發展如何改善市民生活，我們更到訪上海新天地、南京路步行街，搜集物價、貨品種類等資料。

　　一直以來，本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回饋社會。2010年1月至
5月期間，學生前往不同機構參與服務，以實踐校訓「弘基格致、服務社
群」，將「愛」與「喜悅」和別人分享。

　　山藝學會參加了「聖雅各福群會慈善步行籌款2010」。
此活動既能替聖雅各福群會籌募經費，亦能鍛煉學生身體，
十分有意義。

　　這次長者學苑活動包括兩部
分：參觀書展及出席作家黃虹堅的
講座。各位長者先參觀書展，翻閱
各種書籍，滿有得著；跟著到禮堂
出席作家黃虹堅的講座。各位長者
都專心聆聽，並與講者互動交流。

　　為配合長者學苑的活動，棋藝學會安排了一次棋藝研
習班，讓參與活動的20多位同學教授富欣花園長者中心的
長者下棋，彼此渡過一個難忘而又有意義的下午。

　　是次活動共有四十多名小西灣區的長
者參加。活動主要由本校中三及中四的數
位同學帶領，在同學們的耐心教導下，各
長者在活動上均表現得非常投入及認真，
大家寓學習於娛樂，樂也融融。

　　中二級先鋒小組先後為「長者學苑」舉辦了三次講座。活動內容十分
豐富，由訂主題、策劃內容及主持活動皆由同學包辦。活動十分成功，每
次講座均有30至40位長者出席，長者們積極投入活動，盡興而回，而先
鋒小組同學們亦換來一個十分愉快及寶貴的學習經驗。

　　該班同學前往聖雅各福群會朗逸居參與一項義工服務。
在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內，同學參觀了智障人士的住所。
之後同學安排了遊戲與他們一起玩樂，更一起製作相架。活
動後，同學對弱能人士都有更正面的認識，部分同學更認為
此活動能幫助他們除去對弱能人士的誤解。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組員到了香港傷健協會港島傷
健中心進行長者義工服務。當天的活動內容包括遊戲及手
工藝製作，全部由組員設計及帶領。同學都能分工合作，
積極投入，讓長者渡過了一個愉快的上午，亦讓自己得到
了難得的服務經驗。

科活動學

　　本校五名中四級通識教育科的同

雅、4D何雅庭、4E劉蕊澄)出席香港

播節目，與主持在節目中從通識教育

屏山文物徑考察活動

　　中四旅遊與款待科學生前往薄扶林，參
觀前身為牛棚的演藝學院校舍，了解這歷史
建築如何活化及復修。此行全程由經驗豐富
的導賞員講解，同學獲益良多。

 參觀伯大尼

企業可持續發展講座暨企業參觀

參觀太空館展覽廳及天象
節目「星路歷程」

上海世博及經濟發展考察之旅

務學習服
山藝學會—聖雅各福群會慈善步行籌款 長者學苑棋藝研習班

長者學苑圖書館活動

唱歌學普通話

中二級先鋒小組長者講座

2E班參與智障人士義工服務 長者義工服務

理財工作坊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