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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0學年對於本港的中學教育是特別的一年，我們擁有

了第一屆的新高中學生。還記得去年這個時候，老師們已為新課

程作了充分的準備，並以充滿期盼的心情迎戰新學制。回顧過去一

年，老師們需要同時適應學生特性、課程及外在環境的改變，新挑

戰實在不少。幸好學校建校以來在「學與教」及「學生支援」兩

大範疇都已經打好了相當穩健的根基，全校教職員工都能堅守崗

位，以積極正面的態度互相扶持，與管理層一齊跨過種種的障

礙。本人對我們的教職員表示衷心的讚許及感謝。

　　過去一年，老師們同時要兼顧預科、舊學制中五、新學制

中四及初中課程，辛勞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我們的老師在正規

課堂之餘，仍不忘積極為同學們提供豐富的其他學習經歷，

令學生有機會通過參與及體驗去實踐自己所學的知識及技

能，並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實在令人感動。除了初中的生涯

規劃活動外，本校老師亦與長者學苑及其他社區機構合作，

為本校學生提供了大量的社區服務機會，而德育課程、藝術

教育活動、體育活動、與工作相關的經驗及公民教育活動等

亦百花齊放，令學校的學習生活比以前更多姿多采。

　　事實證明，本校老師付出的努力是沒有白費的，在公開試成績方面，本校持續多年被評定為「正」

增值學校，2009年亦不例外，有八科合格率高於全港平均，會考取得20分或以上的尖子有六位。增值

表現相對於其他學校亦相當不俗，中、英、數及其他六科增值屬全港表現最佳首四分之一的學校。而

中文、數學、經濟、會計更成為全港最高增值的首百分之十學校，成績令人欣喜。在高級程度會考方

面，有十科合格率高於全港平均，中史科及生物科更取得百分之百的合格率。成功獲派學位升讀大

學的學生佔中七總人數的百分之84.2，成果令人滿意。

　　本校學生在入讀本校後，學習能力與學業成績皆有顯著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在品德及情意發

展上又如何？根據2010年教育局「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APASO)提供的數據分析，可以看到學生

在進入本校就讀後在社交，道德、家庭、人際關係、學校生活及價值觀各方面相對於同類學校皆有

明顯改善，印證了本校老師一直以來的信念：每一個學生都可教，都可以不斷進步和邁向成功。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本校祇有十九年歷史，畢業生絕大部份未超過三十歲，但我們很高興發

現：我們很多校友已在社會上建立了他們的事業，並有不少在他們的工作領域上漸露頭角。為使同學們

可以更好地規劃他們的生涯，本校今年兩次邀請校友回校，在週會內向他們的學弟妹分享他們畢業後的

經歷和心路歷程，鼓勵學弟妹及早訂定目標，為進入職場作好準備。

　　在芸芸有成就的校友中，我們今年很高興能夠在畢業禮邀請到在體育界已有所成的校友、東亞運

十項全能項目銅牌得主吳哲穎學長，頒授「傑出校友獎」，希望他藉此機會與學弟妹們分享他的經

歷，讓學弟學妹能夠以他為榜樣，珍惜學習機會，及早努力，貢獻社會。

　　2009-10學年對於本港的中學教育是特別的一年，我們擁有

了第一屆的新高中學生。還記得去年這個時候，老師們已為新課

程作了充分的準備，並以充滿期盼的心情迎戰新學制。回顧過去一

年，老師們需要同時適應學生特性、課程及外在環境的改變，新挑

戰實在不少。幸好學校建校以來在「學與教」及「學生支援」兩

大範疇都已經打好了相當穩健的根基，全校教職員工都能堅守崗

位，以積極正面的態度互相扶持，與管理層一齊跨過種種的障

礙。本人對我們的教職員表示衷心的讚許及感謝。

　　過去一年，老師們同時要兼顧預科、舊學制中五、新學制

中四及初中課程，辛勞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我們的老師在正規

課堂之餘，仍不忘積極為同學們提供豐富的其他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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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儀校長

Bandslam is coming to Lingnan Hang Yee!

    Bandslam is a popular competition of bands that fi rst started at 
secondary schools in America, and now it's at LINGNAN HANG YEE! 
Two months ago, students chose the members of their band, what 
kind of English music they wanted to play, and the costumes they 
would like to wear.
    On 30 June 2010, six bands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etition and 
they were singing the songs with the lyrics rewritten by them. There 
were pianos, keyboards, drums, saxophones, guitars, bass guitars 
and electric guitars. The atmosphere was so lively and all the students enjoyed a lot.
    The champion is The Bloody Dolls (the students from 3A) and the fi rst runner-up is The Rubbish 
Band (the students from 3B).
    All the students ROCK!!! 

綠隊活動―小農夫體驗

　　綠隊於2010年6月21日舉辦了「小農夫生

活體驗」活動，讓學生認識有機耕種對環保及

對健康的好處，進行環保教育，同時亦增強同

學對隊的歸屬感。

灰隊活動―保齡球同樂日

　　灰隊於2010年7月5日舉辦了保齡球

同樂日。活動分初中及高中兩節進行，

隊員在保齡球總會教練的專業指導下，

學習保齡球的基本技術，掌握控球的技

巧及步姿。同學都樂而忘返，紛紛要求

自費繼續耍樂，惜場地只供會員使用，

隊員都期待灰隊來年續辦這項活動。

開心智能學堂2010

　　本活動由東區區議會贊助，香港傷健協會及本校義工小組合

辦，目的是協助一班肢體傷殘的小朋友過一個充實的暑假。同學

在這四星期內，透

過一系列的活動，

例 如 ： 衫 圖 案 印

製，手工藝品製作等等，與傷健小朋友一起認識到生命無價這道

理。我們更榮幸地邀請到東區區議員李汝大先生蒞臨本校，參與

是次畢業禮，李議員更對同學之熱心加以表揚呢！

第十五屆畢業典禮

　　本校於2010年6月19日舉行的第十五屆畢業典禮

已圓滿結束。當天承蒙嶺南大學校長陳玉樹教授擔

任主禮嘉賓，校監和各位校董、家長、校友撥冗出

席，場面既熱鬧又溫馨。

　　李守儀校長在校務報告中欣喜地告訴大家：學校

已順利踏入新高中學制的里程碑。在其他學習經歷方

面，老師積極為學生締造多元化的學習經歷，更重要

的是令學生有機會通過參與去實踐自己所學的知識及

技能，並建立正確的人生觀。至於學業成績方面，本

校持續多年被評定為增值學校，在2009年，中文、數

學及經濟等學科都成為全港

最高增值的首百分之十的學

校，成果令人滿意。 

　 　 而 本 年 度 的 「 傑 出

校友獎」是由吳哲穎學長

獲得。吳哲穎學長非常年

青，但他在體壇上

已有卓越成就，他

曾勇奪東亞運十項

全能項目銅牌，他更為香港體壇培育了不少精英，為

體壇、為社會作出貢獻，足為學弟學妹的模範，老師

們亦感到欣慰。

　　而主禮嘉賓嶺南大學校長陳教授致訓詞就令畢業

同學獲益良多。陳教授以一位煉油公司的總裁為例，

激勵我們做人做事都必須堅持，要堅持理想，為目標

奮鬥。他又以一位在豬流感期間，甘願受生命威脅仍

堅決留在墨西哥當義工的

嶺南大學學生為例，勸勉

我們要達到理想就要有決

心。陳教授這一番至理明

言，成為畢業同學的明

燈，令他們終生受用。 

第五屆「衡怡盃」―港島東區小學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由本校主辦的第五屆「衡怡盃─港島東區小學學術常識問答比賽」已於2010年

6月25日在本校禮堂圓滿結束，比賽場面緊張激烈，觀眾掌聲此起彼落。經過初賽及

決賽一輪緊張刺激的競逐後，結果由太古小學勇奪冠軍，亞軍及季軍分別是救世軍

韋理夫人紀念學校及北角衛理小學（下午校），而殿軍則由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

學奪得。賽後由香港教育學院協理副校長及學生事務長林智中教授頒獎。

　　今年的「衡怡盃」，繼續得到何善衡慈善基金

會贊助，朗文香港教育全力支持。今年參賽的學校

共有十三間，每間學校選派最少三位、最多六位學生代表參加。參觀比賽的小學師

生超逾三百人。賽事分為初賽及決賽兩部份，每部份均設有必答題及搶答題。題目

內容圍繞小學四至六年級的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四個範疇，另包括學生對時事

的認識。為提高比賽題目的素質，是次比賽邀請了香港教育學院協理副校長及學生

事務長林智中教授擔任學術顧問，審訂所有題目。

　　由本校主辦的第五屆「衡怡盃

　　今年的「衡怡盃」，繼續得到何善衡慈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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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企業

會計與財務概論

科麥肇輝老師，獲教育局邀請，

於2010年6月25日任教師培訓班講

者，內容為「恆常的挑戰：培養學

生學習能力與學習習慣」，主要介

紹一系列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如何

應用到學科之中，與會老師均熱烈

參與，獲益良多。

　　今年度為嶺南衡

怡 紀 念 中 學 2 0 周 年

校慶！本校為隆重其

事，於12月10日下午

至12月12日(全日)舉

行開放日。屆時，本

校會舉辦校際比賽、

學科展覽、實驗示範

及設置攤位等歡迎蒞

臨人士，到時亦歡迎

各位家長參觀。

　　本校企業

會計與財務概論

消息發布

　　本校李

守儀校長及

關國康副校

長於2010年

7月2日，獲教育局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邀請，

以「服務學習：由量到質的追求」為題，在

九龍信義中學舉行的「其他學習經歷」專業

研討學習日2010，與出席老師分享本校推行

服務學習的策略和成果。

  衡怡喜訊



　　2010年香港中學會考及高級程度會考經已放榜。本校一如已往，學生保持佳績。高考及會考，絕大部分

科目的合格率優於全港平均成績（見下圖）。在公開考試中，本校多年來持續保持正增長，實有賴師生們努

力不懈，精益求精，期望來年仍需公開試的中七同學能更上一層樓，爭取佳績。

高考會考保持優勢　合格比率超越全港

　　一直以來，本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校外比賽及活動。學生透過參與不同比賽及活動，與其他學校比拼，

力爭佳績，為學校爭光之餘，其潛能亦得以發揮。2009-10學年暑假之前，本校於香港學校戲劇節中得到優異

成績。經過多月的排練，各同學用心的演出受到嘉許，本校獲頒傑出舞台效果獎及傑出合作獎，其中3B張繼

業獲得傑出男演員，而傑出女演員分別有2F黃雪晴、3A宋詠霖、3B葉嘉敏及5B陳倩婷。

2009-2010年香港學校戲劇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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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男演員　3B 張繼業

　　課堂外學習是本校重視的一環。本校每年均會籌辦境外考察團、遊學團

等，讓學生參與。今年暑假，學生繼續前往加拿大遊學，透過不同的參觀、交

流等活動，體驗當地文化，獲益良多。同時，學校亦十分重視學生的「其他學

習經歷」，在暑假前舉辦一次「藝術發展日」，讓學生在各方面有均衡發展。

加拿大學習之旅
(Canada - English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2010)

   One of the 
good traditions 
in our school 
is to hold a 
study tour to 
Saskatoon of 
Canada during summer holidays. This year we have 
34 students from S3 to S6 who made a big step 
to join this English immersion program between 
10th and 29th July. The purpose of the trip is to 
give all students an opportunity to widen their 
horizons in an English environment. On weekdays, 

t h e  s t u d e n t s 
attended formal 
English lessons in 
the University of 
Saskatoon where 
they were taught 

藝術發展日

by fu l ly  qual i f ied 
Canadian teachers, 
in a small class size 
setting. Afternoons 
were then spent on 
special field trips to 
var ious Canadian 
industries, cultural 
venues and sports activities such as mini-gold 
and gymnastics. Evening activities included 
shopping, swimming, family time, movie night, 
etc. On weekends, special field trips were 
planned like: going to the lake, torch trial 
camping, horseback riding and a hiking trip to 
Lake Louis. It is believed that such a program 
can foster the desire in students for lifelong 
learning by opening the world to them through 
experiential education.

　　「藝術發展日」於2010年7月6日舉行，由歌詠

團合唱“Take these wings”及“AgnusDei”兩曲，揭開活

動的序幕。其後由校際音樂節獨唱組季軍的得獎者演

唱「同一首歌」，再有薩克管四、五重奏的表演。活

動當天，我們還有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組)亞軍的得

獎者張曉風作演出，而英文科「電視廣告製作比賽」

的優勝作品，再次搬演舞台上。而舞蹈學會演出的

「共渡變患」，舞步以Jazz Funk為主，盡展同學的青春

活力。

　　今年「藝術發展日」有幸邀請兩間友校參與表

演，讓同學多了解不同學校的特色。嶺南鍾榮光中學

的裕固民族舞表演擴闊了同學的視野，讓同學有機會

欣賞平日較少接

觸的民族舞蹈。

而嶺南中學步操

管樂隊約四十人

一同合奏“Theme 
F r o m  E . T . ” 、

“Instant Concert”、

「壯志驕陽」、「高飄嶺南旗」、「紅灰獅子」及

嶺南校歌，為活動當天添上無限的色彩。最後，本

校由2E班同學演繹舊曲新詞比賽的得獎作品，歌詞

改編自「終身美麗」一曲，主題為「愛．承擔」，

為當天活動寫上完美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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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立法會

　　本校同學十分榮幸於2010年6月22日獲邀到立法會參觀，更被

邀請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會面聚餐。主席首先帶領同學參觀他

的辦公室及立法會內的會議室，並且解釋立法會主席的工作。然

後，在聚餐過程中，同學得知了不少有關立法會內的趣事，如有議

員曾因會議持續進行而需在立法會內留宿、因建築物老化而頂層曾

出現滲水等。

　　當天，同學也問了主席對一些敏感的時事議題如80後的激烈行

為、政改、最低工資等的看法。主席並不是全然簡單地回應同學的

提問，他不時會對同學作出反問和質詢，刺激同學對事情有更深入及多角度的思考。同學因此獲益良多。

先鋒小組領袖訓練營

　　新學年升讀中二的先鋒

小組12位成員，在社工及五

位導師的帶領下，於2010年

8月27及28日，到烏溪沙青

年中心參加兩日一夜的「領

袖訓練營」。透過熱身活

動、一分鐘自我介紹、小組遊戲及模擬主持活動等環節，培養各先鋒成員的

自信、合作性、表達能力和領導才能等，為未來策劃活動奠下根基。各先鋒

小組成員於離營前的檢討會中，各抒所感，均表示獲益良多。

小西灣區熱島效應探究活動 1D班野外定向

　　為了解小西灣區的城

市化發展對微氣候的影

響，加深同學對熱島效應

的認識，中四級地理科學

生與香港理工大學社區天

氣資訊網絡於2010年5月

29日舉辦「小西灣區熱島

效應探究活動」，讓同學利用手提氣象測量儀器，到訪

小西灣區不同的位置，實地觀察及記錄該區位的溫度、

濕度、風速及環境特

色。回校後，同學與

理工大學的導師及同

學進行數據分析及討

論，初步了解小西灣

城市化對微氣候的嚴

重程度及影響。

　　1D班於2010年6月21日舉行野外定向活

動，藉以培養同學細心觀察身邊事物的習慣，

並體驗解難的過程。當天雖然下驟雨，但同學

表現投入，

大家都發揮

小組合作精

神，順利完

成任務。

４

科目

中化 英文 中史 經濟 地理 會計 生物 電腦 純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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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女演員　　2F黃雪晴　3A宋詠霖
　　　　　　　3B葉嘉敏　5B陳倩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