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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學界最佳進步獎得獎名單

2A 梁灝章、2B 孫定軒、

2C 張奈美、2D 冼嘉因、

2E 吳曉茵、2F 黃毅蘋、

3A 梁德華、3B 吳睿喬、

3C 余展翔、3D 姚建君、

3E 蘇琳惠、3F 歐陽錦秀

4A 陳惠茵、4A 黃鎂泠、

4A 蔡焌鍏、4C 黎伊榮、

4D 劉俊豪、4E 曾凱棠、

5A 謝宇炤、5B 陳燕儀、

5C 王有為、5D 蕭智謙、

5E 程瑞婷

　　本校學生於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獲得多個獎項，成績

優異。其中5A班黃展緯同學勇奪詩詞獨誦(粵語)中學五年級男子

組冠軍，3B班陳婉秋同學獲得詩詞獨誦(粵語)中學三年級女子組

亞軍，而2C班梁文迪及羅希勤同學則獲得中學一、二年級二人

朗誦(粵語)季軍，另外，本校有17位同學獲發優良證書及7位同

學獲發良好證書，成績令人滿意。當中，黃展緯同學在亞洲學生

音樂朗誦協會舉辦的全港朗誦冠軍挑戰賽中獲得中學組(粵語)詩詞亞軍，並在朗誦及音樂推廣

協會舉辦的第四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中獲得中學組新詩季軍，成績彪炳。

　　演辯學會於2011年5月25日參加了由香港青年協會主

辦的「點止」你有Say辯論比賽。整個比賽由初賽至決賽

橫跨了一個月時間，經過同學的努力，最後在參賽的東區

學校中，奪得亞軍。當中5D班黃蘊瑤更在比賽中獲選最

佳辯論員，實屬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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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活動與生涯規劃
　　為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實踐生涯規劃，締造積極

人生」，本校積極推行輔導活動，協助學生心智成長，

促進全人發展，為將來作好準備。2011年1月至5月期

間，所推行的輔導活動如下：

　　2B班於2011年1月17至21日參

加由教育局及消防訓練學校合辦為

期五日的「多元智能挑戰營」，期

間同學需要接受嚴格的紀律及步操

訓練，以提升同學的自理能力及團

隊精神。當中關灝林同學更獲教官及老師選為「最佳學員」，

而「最佳進步獎」則由郎振宇同學及黃以騫同學獲得。

多元智能挑戰營

參觀教育及職業博覽會

　　2011年2月17日，升學及

職業輔導組安排了本校的中五

學生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一樓

展覽廳，參觀教育及職業博覽

會，讓同學從參觀展覽中，加

深對升學途徑及職業世界的認

識，並從中學習搜集升學及職

業資料。

新高中學制面面觀
　　為協助家長更深

入了解第三屆新高中

學制課程、升學出路

及本校新高中的詳細

計劃，本校的升學及

就業輔導組在2011

年2月19日下午，舉辦名為「新高中學制面面觀」

的中三級學生家長講座。

職場考察之旅

　　2011年3月5日的

上午，約40位中三的同

學出席了由聖雅各社工

安排的職場考察之旅。

當中，同學了解不同行

業(紀律部隊、財務策

劃師、插畫師、保險經紀、學院講師) 的入行要求。

這活動亦讓參與的學生可以預先學習及準備一些基

本工作能力。

發「夢」大本營

　　聖雅各福群會

為參加了第二層生

涯規劃課程的中三

同學舉辦「中三生

涯規劃之發「夢」

大本營」，活動於

2011年2月26日假

大潭童軍中心舉行，目的是協助同學認識自我，規

劃學業及未來目標，訂定具體策略。同學學習了如

何「有效地」訂定目標、學習如何實踐。

久違了的童心─親子歷奇情更深

　　2011年5月14

日 家 教 會 舉 辦 了

「久違了的童心─

親子歷奇情更深」

活動，期望學生在

排山倒海的課堂測

考 後 一 同 放 慢 腳

步，尋找失去了的童心，重拾年輕人的愉快步韻。

探索逆轉之旅─親子到訪戒毒村
　　家教會於2011

年3月5日，連同約

50位家長、學生和老

師，探訪戒毒村，希

望透過此寶貴經驗，

為同學的人生帶來一

點點啟示。

2011年家教會新春燒烤晚會

　　本校家長教師會

於2011年2月12日舉辦

「新春迎喜BBQ」。

許多家長、老師和同

學懷著輕鬆的心情，

參加這次別具意義的

活動。

2010-2011年度家長日

　　本年度第一次家長日已於

2011年2月19日舉行，雖然當日

天氣寒冷，下着毛

毛細雨，但絕大部

分家長均應邀與班

主任晤談，就學生

第一學期的學習表

現詳細溝通。

衡怡大事 凝聚教師力量 促進
專業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為提升教師對校園危機預防的意識，

2011年1月28日上午，學校以「校園危機的

預防：老師的責任與疏忽」為題，邀請香港

小童群益會校園危機支援計劃主任鄭惠君小

姐到校主持工作坊。整天的「教師專業發展

日」，既專業而又多元化，參與的老師均表

示相當充實和愉快。

教師發展日

　　2011年3月14日是本校第二次教

師發展日，同時亦是同一辦學機構的

嶺南中學來訪的日子，目的是通過與

友校交流，擴闊老師視野，

檢視學校的強弱項，以作日

後自評及規劃未來參考。當

天的交流和分享，體現了不

同的校園文化，為兩校帶來

不少啟迪，相信日後能發揮

優勢互補的作用，從而共同發展。

衡怡喜訊
　　繼2009年度

參加香港基督教

服務處主辦，教

育局及香港輔導

教師協會協辦的

「關愛校園獎勵

計劃」獲「關愛

校園」榮譽後，

今年3月本校再度

榮獲「關愛校園」榮譽。得到社會大眾人士的肯定，

讓我們更有信心堅守一貫的理念，積極檢討及改進已

往的計劃，為學生、教師及家長製訂更適切的支援措

施，營造關愛的校園文化，讓關愛的幼苗在校園及社

會能茁壯地成長。

　　本校獲

教育局訓育

及輔導組邀

請 ， 出 席

2010-11年

度「訓育及

輔導工作巡

禮」中、小

學教師交流

日作分享嘉賓，向教育界同工分享本校的成功經

驗。6月3日校長連同輔導主任鄭守宇老師、訓導

主任梁偉強老師及前綫班主任黃孝恩老師出席了

分享，與會者對本校的「跟班主任跟升班制」表

現得特別有興趣，並對本校老師對學生的無私付

出深表欣賞。
　　本校關國康副校長

於2011年4月16日獲朗

文香港教育邀請，以

「如何把教學和備試合

一─從公開考試考卷

說起」為題，向出席的

200多位前線語文教師

分享教學心得。

　　曾嘉瑜老師於2011

年5月22日喜添麟兒，

名為歐啟霖(Caleb)。在

此致以祝賀。此致以祝賀。

年5月22日喜添麟兒，

「2010國際生物多樣性年

美術設計創作比賽」十二位同學

分別榮獲世界賽和香港賽獎項

學生成就

優良證書：16人

良好證書：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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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活動在校園
　　本校各學科每年均會舉辦不同的學習活動，透過比賽、工作

坊、攤位遊戲、展覽等，讓同學透過多元化活動，實踐所學。2011

年1月至5月期間，同學所參加的校內活動如下：

　　為了提高學生的朗讀技巧，

中文科於2011年5月11日在禮堂

舉辦中一級「誦聲響遍─朗讀

大比拼」班際比賽。賽事邀請

了李守儀校長、關國康副校長及

徐詩賢老師擔任評判。經過一番

龍爭虎鬥，結果由1A班奪得冠

軍，1B班獲得亞軍。

　　中史學會舉辦的「中

三級中國歷史班際問答比

賽」已於2011年4月6日

順利完成。是次比賽同學

們態度積極，表現出色，

增加他們對中國歷史的認

識，最後由3A勇奪冠軍，

3F則獲亞軍。

　　地理週於2011年5月9日至13

日舉行。本年度地理週以「瞬間

看地球」為題，向初中同學介紹

世界上多個著名的自然及人文景

觀，如亞瑪遜熱帶雨林、紐西蘭

的牧牛業、中東的荒漠地區、冰島

的火山及香港的城市土地利用。

　　中文科於2011年4月13

中二週會，舉行語文活動─

「嶺南百萬富翁」。是次

活動參照電視遊戲節目的形

式，加入語文學習元素，令

比賽更為緊張刺激。經過初

賽及決賽，最後由2D班獲得

冠軍，2B班獲得亞軍。

　　中三同學於

2011年3月12日

參 加 了 由 J A H K 

主辦，名為 "I t 's 
My Business" 的活

動，由商界義工

Andrew透過拍賣遊戲、設計一間俱樂部、設計廣告

及撰寫業務計劃書等，發掘自己的潛質，促使同學

認識自己，追求生命上和未來事業上的突破。

　　中文科老師於2011年

5月13日，為中六全級同學

安排了實地參觀具有嶺南

園林建築風格的「嶺南之

風」，並要求同學就過往

研習所得，拍攝能表現中國園林藝術特色的實景，

同時用文字加以點綴和析述，作為評估和觀摩。

　　中四級地理科同學在

2011年5月7日下午前往

大角咀，先觀察大角咀新

填海區的城市土地利用及

建築物特色，了解屏風效

應的成因及影響；及後前往大角咀的舊區一帶，觀

察舊區的道路設計、經濟活動、街道及建築物特色

等，了解內城區的主要城市問題之概況及成因。

　　為了解長洲的自然

地形及人文特徵，中五

級 地 理 科 4 2 位 同 學 在

2011年4月18日前往長

洲考察活動，藉此，了

解海浪侵蝕作用對地形

的影響、認識海浪侵蝕

作用及風化作用對沿岸岩石的影響等。

　　電腦學會於2011年3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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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讓同學體驗敬老護

老及積極人生的精神。

　　一直以來，本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學會活動。2011年1月至5月期間，

學生透過學會活動，服務社會，擴闊視野，充分體現全方位學習。

　　棋藝學會於2011年3月5

日舉辦了「棋藝同樂日」，

藉此訓練同學的溝通能力，

培養同學敬老的態度和精

神。而長者們學習不同類

型的棋藝，例如康樂棋、象

棋、波子棋，體驗下棋的趣味，大家都樂此不疲。

　　中史學會於2011年3月

13日往薄扶林道墳場及跑馬

地墳場參觀「向革命英雄致

敬歷史考察活動」，讓學生

認識香港在辛亥革命擔當的

角色及作出的貢獻，以及中

國從帝制走向共和的曲折歷史進程。

　　本校為了提升中二各班的

團隊精神和合作性，特安排

「中三先鋒小組」定期舉辦不

同形式的中二級班際比賽。

2011年3月16日進行了「五分

鐘任你show考你創意有幾高」

的班際比賽。最終由2D勝出勇奪冠軍，2B則獲得亞

軍。

　　通識教育科於2011年5月

17日邀請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陳永棋先生到校主講有關中國

發展的講座。陳先生闡述中國

自明朝至今歷史的轉變重點。

另外，陳先生以開放的態度，

與同學及老師對談六四事件、

中國民主進程、穩定是否重於

一切、中國人的人民素質等，

令本校師生獲益良多。

　　2011年4月9日全體中

四級同學參加了由本校通

識教育科與東華三院健康

理財家庭輔導中心合辦的

「理財工作坊」。同學在

當天積極參與，相信日後

管理「有形」與「無形」

的資產時，可以這天的經驗作為參考。

　　企會財科在2011年3月2

日邀請了註冊會計師到校，

向中四中五級企會財學生介

紹會計行業的出路、成師之

路，並分享他中學時讀會計

的有趣經歷，藉此勉勵同學

明白成功需苦幹的道理，同學

均踴躍發問，獲益良多。

　　中二級朝代服飾比賽

已於2011年5月4日舉行，由

2B班獲得全級冠軍，2C班

獲得亞軍，而最佳個人演

繹獎則由2B陳楚霖獲得。

　　本校各學科每年均會舉辦不同的校外學習活動，透過校外參觀、

考察、實習課程等活動，擴闊學生視野，讓他們在課本以外，能拓展

課外知識。2011年1月至5月期間，同學所參加的校外活動如下：

　 　 本 校 高 中 視

覺藝術科於2011

年1月20日參觀中

學生視覺藝術創作

展，希望能加深同

學對視覺藝術科公

開考試之認識，並

擴闊視野，提升個人創作水平，同學獲益良多。

　　旅遊與款待科

同學於2011年4月

12日參觀由教育局

安排，位於尖沙咀

的九龍酒店。當中

同學除了能了解酒

店不同部門的運作

外，更能走進一般住客不會前往的酒店「後台」實

地參觀，深入了解酒店幕後人員的工作。

　　旅遊與款待科同

學於2011年4月29日

參觀位於西灣河的電

影資料館。當中，同

學能了解電影菲林片

如何保存及復修，更

重要的是明白電影其

實是文化保存的一個重要資源，因為電影片中紀錄

了當時的生活寫照及地貌。

　　2011年3月8日，同學

前往柴灣專業教育學院，參

加由酒店、服務及旅遊學系

主辦的餐桌禮儀課程。同學

在午膳中，能學會及實踐傳

統的西方餐桌禮儀。

　　旅遊與款待科於

2011年5月4日前往位

於香港薄扶林道的伯

大尼參觀，了解香港

演藝學院如何協助復

修、保養及管理這一

座二級歷史建築物。

　　中六級地理科同學

於2011年1月29日前往大

澳考察。同學先前往紅樹

林了解濕地生態特徵，沿

小徑登上位於小山崗上的

嶼北界碑俯瞰香港西部水

域，了解跨境污染的情況。接著探訪大澳的棚屋及

市集，了解當地居民經濟活動的生活特點。

　　The S.2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was held on 
6th April, 2011. It was a 
good show as all performers 
paid effort in practices and 
rehearsals. All the audience 
and the judges enjoyed the competition. The fi rst runner-
up goes to 2C and the champion is 2B.

　　本校同學於2011年

3月5日參與了由CYC主

辦的「CYC東區中小學

堆沙比賽」，同學在當天

盡力比賽，而且樂在其

中，體現了「聚沙成塔」

的團結精神。

　　中二級先鋒小組於

2011年3月26日、4月4

日及4月18日，先後為

「長者學苑」舉辦了三

次講座，活動內容十分

豐富，由訂定主題、策劃內容、搜集資料、製作

簡報到主持當日活動，皆由中二先鋒同學負責。

　　環保週於2011年4月11

日至15日舉行。適逢日本福

島發生核輻射泄漏的問題，

環保週以「能源危機」為

題，向同學介紹各種能源的

利弊，從而加深同學對能源

的認識，養成節約能源的習慣。

　　中史學會於

2011年5月11日，

帶領學生往香港

歷史博物館參觀

「辛亥革命百年

展」。2011年是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這個中國現代化的重要

里程碑，在世界政治發展史上亦有深刻的意義。

　　中史學會於2011年

4月15日帶領學生往九

龍工業學校參加「抗日

戰爭中國遠征軍戰士分

享會」。活動能讓學生

認識中國抗日的歷史真

相，座談會後更與抗日老戰士一起合照。

　　中四級先鋒小組同學於2011年3月先後到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及聖公會柴灣聖

米迦勒小學進行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希望藉此增加本校與區內學校的聯繫，並讓學

生從中獲取更多舉辦活動的經驗，提升本身的組織能力和領導才能，貢獻社會。

　　商科學會於2011

年4月16日參加了由「青

年企業家發展局」主辦

的商校伙伴計劃，一班

企會財科及經濟科的同

學，經港鐵公司義工安排下，參觀了國金二期。

朗讀大比拼 中國歷史班際問答比賽

地理週‧瞬間看地球 十二五講座

嶺南百萬富翁

It's My Business

通識教育科─理財工作坊

企會財科會計師講座

Radio Drama

朝代服飾比賽

延展學習校園外

中文科「嶺南之風」研習團 屏山文物徑考察

　　中史科老師於2011

年3月19日帶同中三級往

元朗屏山文物徑進行考察

活動。是次活動讓學生知

道學習中史並非只靠課本

知識。活動由中史學會的

同學負責導賞工作，以訓

練高中學生的說話能力、領導能力及增強他們的自

信，可達到以學生為主導及教學相長之學習目的。地理科大角咀實地考察

地理科大嶼山大澳考察

地理科長洲考察

參觀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旅遊與款待科參觀九龍酒店

旅遊與款待科參觀電影資料館

旅遊與款待科參觀伯大尼
旅遊與款待餐桌禮儀課程

全方位學習
長者學苑─數碼橋樑長者電腦班 CYC東區中小學堆沙比賽

長者學苑─棋藝同樂日 中二級先鋒小組：長者講座

向革命英雄致敬歷史考察活動
環保週‧能源危機

五分鐘任你show考你創意有幾高
辛亥革命百年展

抗日戰士分享會 
商校伙伴計劃─參觀國金二期 

中四先鋒到小學主持周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