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為慶祝創校二十年，於2010年

12月10至12日舉行的開放日已圓滿結

束。開放日首天承蒙教育局副秘書長李

美嫦女士太平紳士擔任本校二十周年感

恩典禮暨開放日揭幕禮的主禮嘉賓，校

監和各位校董、家長、校友撥冗出席，場面既熱鬧又溫馨。典禮由

一眾主禮嘉賓步入禮堂開始，在播放國歌及同唱校歌後，由陳創雲傳道祈禱、陳家慶傳道讀經，之後是嶺南

教育機構主席黃志光律師致歡迎辭。

　　在本校操場，有各課外活動學會設計的三十三個各具特

色的攤位遊戲，其中富學術性的，有中文學會的「語文同

樂」和科學學會的「科學儀器拼拼看」等；具趣味性的有國

術學會的「咏春園」和攝影學會的「笑笑攝影組」，而別具

新意的則有乒乓球學會「乒乓球過山車」和演辯學會的「口

齒伶俐演說家」等，內容不勝枚舉，獎品豐富。而在操場上同時舉行了「小小體適能大獎

賽」，大家都踴躍參與。此外，在禮堂內舉行的「小小科學家大挑戰」亦吸引了不少小學

生到來參與。至於在各樓層的課室就成為了展示學生學習成果的陣地，吸引不少訪客前去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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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表現持續優異 連續十年維持高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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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會考正增值科目

年 份 科 目

2010 中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

中史、經濟、會計學原理、地理、電腦、

商業、綜合人文

2009 中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

經濟、會計學原理、地理、電腦、商業、

旅遊及旅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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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全港中學「學校增值資料系統」所發佈的

2010年度表現概覽，本校會考成績連續十年高增

值，學生表現令人欣喜。其中，2010年會考科目高

達十三科屬於正增值。當中，數學、經濟、地理、綜

合人文四科，皆為全港最高增值的首百分之十的學

校。另中英數三科平均增值達增值九位數第七級，最

佳六科平均增值亦達第七級，而中文、數學、地理、

商業、電腦、經濟、生物、綜合人文等科目，其增值

表現均屬全港最佳的首四分之一，表現出色。

CO-WIN社區天氣專題研習比賽獲獎

　　本校地理科學生利

用早前CO-WIN借出之

手提式氣象測量儀紀錄

在小西灣區八個不同地

點 之 温 度 、 濕 度 和 風

速，以此等數據作「小

西灣區熱島效應探究」

專題研習。今次派出中五地理科梁秀桃、陳韋潼、尤

澄鈞、李詩惠四位同學以此題目參與「齊來關注社區

天氣」專題研習報告熱身賽，並且獲全場的第三名。

第一屆全港中小學中文輸入比賽成績優異

　　本校中四學生劉穎

達及馮浩軒參加科德教

育有限公司的第一屆全

港中小學中文輸入比賽

成績優異。

中二先鋒為長者籌辦聖誕聯歡活動

生成就學

務學習服

　　本校12位中二

先鋒同學獲路德會

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熊 姑 娘 的 培 訓─

「認識長者一般性

格及籌辦長者活動

注意事項」和簡單

綵排後，於2010年12月21日，到富欣花園會所協辦聖

誕聯歡會，當日近70位長者參與。活動結束後，各同

學在檢討會中互訴心聲，加深對老人家相處之道的認

識，珍惜這次長者服務活動所學，並為下學期籌辦長

者學苑活動打下強心針。

數碼橋樑長者電腦班

　　本校於2010年11月6日舉

辦了數碼橋樑長者電腦班，

讓同學親身體驗教授工作，

從而訓練其領導才能，達致

教學相長，亦讓同學體驗敬

老護老及積極人

生的精神。長者

們在同學的指導

下，玩電腦遊戲

得 心 應 手 ， 看

Youtube粵曲賞心

樂事。是次活動

築起同學與長者之間的橋樑，也築起長者使用資訊科

技的數碼橋樑。

導活動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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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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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配合「實踐

生涯規劃，締造積極人生」，從而協助學生心智成長，促進全人發展，並為將來

作好打算。2010年9月至12月期間，所推行的輔導活動如下：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成績

 中文科 英文科

冠　軍 5A 黃展緯  /

亞　軍 3B 陳婉秋 1C 陳倩愉

季　軍 2C 羅希勤、梁文迪 2A 戴妙如

優良證書 15位 34位

良好證書 7位 22位

獎項
科目

參觀柴灣IVE酒店餐飲及服務學系

　　中四、五修讀旅遊及款待科的同學於2010年

12月3日獲邀參觀學系的開放日。透過學院導師的

介紹，增加同學對學院有關旅遊、酒店、運動管理

課程的認識，有助將來職業的路向。同學亦有機會

親身了解學院的設施，包括影視製作室、模擬卡拉

ok房、實習餐廳、廚房等。而學院學員亦樂於與同

學分享學習過程的苦與樂，獲益良多。

「吾生‧悟死」生死探索體驗之旅

　　3B班同學於2010年12月13日，參加由方舟生命教育館

舉辦的生命教育活動。當天同學先到上環考察棺木專門店

和壽衣店，

實地了解本地殮殯葬的實

況。然後，在聖雅各社工的

帶領下，同學到柴灣歌連臣

角墳場，認識墳場內的骨灰花園，並且參與一名林伯伯的送別

儀式。這希望拉闊和加深同學對死亡的認知。下午，同學返回

生命館，透過體驗活動，啟導同學反思死亡和生命是不可分割

的，領悟活在當下的道理。活動過後，希望同學能夠強化他們

面對逆境的能力，真正活出精彩人生。

參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蘇子

亮老師及

王月珍老

師於2010

年12月17

日帶領3B

班學生參

觀 了 位 於

新界將軍澳景嶺路的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李惠利

分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期望學生透過參觀，

能了解大專教育設立的目的及教育機構的設施，

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目標。

　　3E學生於2010

年12月21日，由羅

潔明老師及廖英信老

師帶領，參觀了位於

香港薄扶林道145號

薄扶林訓練中心綜合

大 樓 的 中 華 廚 藝 學

院。升學及就業

輔導組期望學生

透過參觀，認識

中華廚藝學院、

餐飲培訓及了解

培訓中心的課程

及出路。宗教活動日

　　本校於2010年12月21日舉行了宗

教活動日，宗教教育組有幸邀請到基督

徒藝人和田裕美小姐蒞臨作分享見證。

裕美生長於破碎的家庭，在愁苦中成

長，出道以後經歷神的醫治。她的分享

十分感人，同學們反應熱烈，令同學能

在這紀念基督耶穌降世的日子能更了解

神的愛與恩典，反思生命的意義。

怡大事衡
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第十三屆執行委員會

就職典禮於2010年10月23日下午舉行。會上，先由李守儀校長致歡

迎辭，並概述本校籌備二十周年開放日的概況，鼓勵家長參與。然

後，由去屆家長教師會（下稱家教會）主席莫香香女士報告去年舉

辦的活動及財政狀況。其後，由司儀簡介九位候選家長執行委員的

參選抱負。由於參選人數與席位數目相同，各人自動當選，就職典

禮亦隨即舉行，由李守儀校長頒發委任狀予執行委員，第十三屆家

教會順利成立。本屆家長委員為陳偉雄先生、劉影霞女士、黃敏慧

女士、黃敏兒女士、鍾欽榮先生、李馮凱儀女士、關秀慧女士、伍

月娥女士及黃玉梅女士。在此熱烈祝賀新一屆家長委員。

「衡怡」東區升中選校巡禮
　　本校於2010年11月

27日參加由東區學校聯絡

委員會主辦、勵志會梁李

秀娛紀念小學協辦的「東

區升中選校巡禮」，藉設

置攤位及展板，向來賓和

逾千位小學家長和同學介

紹學校特色，例如學校辦學理念、各級課程、學生成

績和校園內外的學習生活等，讓小學生及家長更加了

解學校的情況，作好升中選校的準備。

20周年校慶活動─中一學生感恩晚宴
　　20周年校慶活動之一「中

一學生感恩晚宴」於2010年11

月19日在「李

慶 雲 堂 」 舉

行，出席的小學校長及老師嘉賓接

近40位，加上本校中一學生及任教

老師，使禮堂座無虛設，場面熱鬧

而溫馨。出席的嘉賓都對活動交口

稱美，認為極富教育意義；而參與

籌備的同學，亦上了寶貴的一課。

20周年校慶感恩典禮暨開放日

慶 雲 堂 」 舉

衡怡喜訊
　　本校於區內極受家

長歡迎，佛教中華康山

學校亦於2010年12月10

日（星期五）晚上邀請

本校關國康副校長，向

該校小六家長簡介本校

的特色及收生要求。

參觀中華廚藝學院

　　陳志聰老師於2010年

11月27日喜添女兒，名為

陳玥澄(Leah)。在此致以

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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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香港科技大學資訊日

園內外校
　　為讓學生擴闊視野，本校經常舉辦不同的課外活動，讓學生參與。透過多元

化活動，學生既能實踐所學，亦吸收了課外知識，獲益良多，務求學生能達至多

方面發展。2010年9月至12月期間，同學們參與的全方位課外活動如下：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林偉興老師於2010年9月18日帶領學生參

觀科技大學資訊日。香港科技大學是一所面向國際的研究型大

學，領導全球科技創新。學生參觀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有關

的多個學系及其先進的設備，包括：多媒體技術研究中心、超大

型集成電路設計研究實驗室、立體視覺技術實驗室、機械人控制

實驗室及微電子製造實驗所等等，令學生獲益良多。

參觀香港天文台

　　科學學會於2010年9月25日帶領同學參觀香港天文台及京士柏氣象站，隨行

老師有黃慧玲老師、吳國輝老師及剛榮休的羅倬維副校長。此活動的名額只得全

港40位，本校有4位同學能參與此活動，實在榮幸。同學在香港天文台大樓逗留約

1.5小時，除參觀地面氣象儀器外，

還參觀了天文台的核心部分—工作室；

該工作室有多部電腦了解各地區的天氣，天文台學術主任在了

解天氣後，會定時向外公佈最新的天氣及天氣預告。部份儀器

與香港天文台總部的一樣，只是探測地點不同。部份儀器則是

京士柏氣象站獨有，例如：一個紅色的大氣球。京士柏氣象站

是香港唯一合法放氣球的地方，這氣球會拖帶一些電子儀器於

空中收集與天氣有關的數據，每天定時放上天空收集資料。

工作室；

　　中史學會於2010年11月

12日往香港國際機場亞洲國際

博覽館參觀「智慧的長河：電

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展

覽。隨行老師有孫越老師、陳

冰芬老師、許海妮老師及張偉

江老師。是次展覽含有歷史、文化、藝術及教育的元素，包括介紹《清明上河

圖》在中國文化和藝術上的重要性，以及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的製作意

念和過程，讓學生認識宋代都市的面貌、民生和科技成就。

參觀犀利大學藝術畢業作品聯展

　　中五級學生於2010年9月17日參加

了青年廣場舉辦的犀利大學藝術畢業作

品聯展。聯展展出的作品來自八所大學

十一個學系，包括傳理學院、藝術學

院、設計學院、創意媒體學院等。作品

有繪畫、雕塑、陶瓷、裝置藝術、產品

設計及時裝設計。展覽設

有導賞團，導賞員為同學

講解展品的創作理念，並

透過作品簡介其院校藝術

課程的特色。因此是次活

動除讓同學感受本港大學

生的創造力外，更加強他

們對各院校課程的認識。

設計及時裝設計。展覽設

郵輪參觀

　　教育局於2010年11月19日，安

排了四位修讀旅遊及款待的中五同學

參觀Costa Classic郵輪。旅遊事務署

及郵輪公司的代表分別介紹香港郵輪

旅遊的實況和其他國家郵輪旅遊業的

發展，增加同學的認知。然後，郵輪

職員帶領同學參觀船上設施，包括客

艙、餐廳、美容室、劇院等等。

領匯綠色創意酒瓶彩繪活動

　　本校中三級學生、藝社幹事及部份會員於2010年11月28日

參加了由領匯管理有限公司主辦，在樂富廣場舉行的領匯綠色

創意酒瓶彩繪活動。當天本校學生與400多名大專生及中學生齊

集樂富廣場，發揮無限創意，在將要被棄置的玻

璃酒瓶上彩繪，讓玻璃樽再生璀璨，成為別樹

一格的藝術品。學生完成彩繪的玻璃酒瓶已被拼

合，砌成一棵14呎高的聖誕樹，向市民宣揚玻璃

樽循環再用的訊息。

創意酒瓶彩繪活動。當天本校學生與400多名大專生及中學生齊

陸運會

　　2010年9月30日及

10月9日為本校第十九

屆陸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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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隊拼搏及

打氣，使本屆的陸運會成為所有同學歡呼的日子。最後，紅隊更包辦男

子隊際全場冠軍、女子隊際全場冠軍、隊際全場總冠軍及啦啦隊冠軍。

試食會

　　本校於

2010年11

月25日舉辦

了今年度的

試食會，以

選出下一期

的午膳飯盒

供應商。經過校長、教職員工、各班學生代表、學

生會代表及家教會委員代表的試食及投票，由專業

機構膳食有限公司（大快活）勝出，成為本校下一

期的午膳飯盒供應商。

　 　 山 藝 學 會

於2010年11月

28日，連同十

多名成員，參加

了由摩星嶺之友

主辦的「摩星嶺

野 外 定 向 追 蹤

2010」。當日參與總人數超過一百人，同學需在摩

星嶺山頭，限時尋找十多個Checkpoint。雖然首次參

與，但同學們都能認真完成，其中一隊更取得學生組

第五名的佳績，值得欣賞。

屆陸運會，各同學都本著紅

摩星嶺野外定向追蹤2010

中二先鋒主持中一『智激校園大比拼』班際問答比賽

　　中二級先鋒小組於2010年12月8日為中一同

學舉辦名為「智激校園大比拼」的多元化班際問

答比賽，目的是透過輕鬆有趣的比賽凝聚中一同

學的團隊精神，期望使中一同學更關心學校，認

識學校各項的歷史、人物、教學、活動、設施及

周邊環境等等。當天全體中一同學均非常投入各

環節，最終由S.1A奪得冠軍，S.1C則獲亞軍，並由校長即場頒發錦旗予得獎班別。

東區藝術巴士展覽到訪本校

　　視覺藝術科於2010年11月8日安

排了這輛別具特色的「東區藝術巴

士」到本校作

展覽，吸引了

很多同學到場

參觀，讓同學

大開眼界。

同行．嶺步向前步行籌款日

　　山藝學會及6A班同學，於2010年10月24日參加了一項為嶺

南大學籌款的步行活動，當天參與同學有近六十人，從山頂出

發，繞夏力道一圈而還。除

了藉此機會親近大自然外，

又可以為嶺南大學籌款，更

獲主辦機構頒授「最熱烈參

與單位季軍」， 同學們都

樂在其中。

科活動學

　　中四級地理科的同學於2010年11月13

日前往大埔地理科照鏡潭、鹿頸及林村河下

游，實地考察不同階段的河流特徵及相關地

貌。同學先到達照鏡潭觀察了河流上游的特

徵及地貌，如瀑布、V形河谷、壺穴等，然

後再到鹿頸村，觀察河口泥灘的濕地生物，

再登上小山丘俯瞰南涌及鹿頸村的地形特徵，了解河流下游沖積平原的地勢

及土地利用，明白人類活動與自然地貌的相互關係。最後，同學前往大埔新市鎮的林村河下游，考察下游河

渠化工程的特點，了解新市鎮發展與河渠化工程的關係。

　　本校各學科每年均會舉辦不同的學習活動，透過比賽、參觀、交流、考察，

學生既能跳出校園，拓寬視野，亦有機會學習課外知識。2010年9月至12月期

間，同學們所參加的學科活動如下：

灣仔及中環地區文化遊

　　中四及中五級通識科學生於2010年11月20日前往灣仔及

中環，參與由灣仔區街坊主持的民間手藝製作工作坊，實地考

察中西區具地區歷史及文化價值的建築物及街道。同學參觀了

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群，並認識市區活化的價值及了解殖民地時

期香港的地區歷史。同學們還到了電影《歲月神偷》拍攝場地永利

街，實地考察該地的建築物及了解居民對市區重建的看法，對地區的重建議題

有更深入的認識。透過實地考察及居民的講解，同學對通識科中「生活素質」這概念有更深切的體會。

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群，並認識市區活化的價值及了解殖民地時

期香港的地區歷史。同學們還到了電影《歲月神偷》拍攝場地永利

參加中學生心理健康常識問答比賽

　　綜合人文科派出四位同學：3B班陳婉秋、黃嘉

恩、何曉彤和鄺慧鍶於2010年10月30日，參加了由香

港心理衛生會主辦的問答比賽。是次比賽的目的是希望

增加同學對心理病的種類、成因和處理方法的認識，亦

了解不同輔導組織和機構。雖然同學不能進入決賽，但

在過程中獲得書本以外的知識。這對他們日後自己和身

邊人遇上心理健康的問題上，多一份了解。

即席專題演講比賽

　　本校中文科聯同演辯學會合辦了一場即席專題演講比賽。比賽於

2010年10月19日早上在本校禮堂舉行。這次演講比賽邀得李守儀校長、

司徒健昌老師及張偉江老師擔任評判。最後，由中七級的許詠琛同學及

中六級的羅梓鋒同學分別奪得冠、亞軍。賽後李守儀校長表示十分欣賞

同學的表現，比賽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S.3 TV Commercial Production competition 

　　The S.3 TV Commercial Production 
competition was held on 24th November, 
2010. Owing to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English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performers had a great 
performance on the stage. Audience and judges 
enjoyed a lot in the show. The fi rst runner-up goes 
to 3B and the champion is 3C. The best actors are 
Dickson Lee from 3B and Joey Ho from 3D respectively.

The S.3 TV Commercial Production 
competition was held on 24th November, 

to 3B and the champion is 3C. The best actors are 
Dickson Lee from 3B and Joey Ho from 3D respectively.

參觀動態版《清明上河圖》

照鏡潭、鹿頸及林村河下游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