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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6月30日，本校校長、兩位老師及五位學生獲全國政
協常務委員陳永棋先生邀請，出席午餐聚會。期間陳先生與師生暢
談中國近年的發展，大家都以坦誠開放的態度，抒發個人對國家在
民主、法治及社會問題上的見解。陳先生更主動建議為本校學生安
排國情考察團，讓本校學生可以有機會親身體驗國家發展的成果及
有待改善的地方。同學們對於這次午餐聚會評價很好，覺得會談大
大擴濶了他們看事物的視野，是一個學習多角度及批判思考的珍貴
機會。

2011年8月26日，暑期的中一銜接班已經圓滿結束，而當中的
音樂課更有幸邀請本校管樂團作音樂示範，當天由本校管樂團指揮
王堅先生，帶領着樂團表演了五首樂章，亦有各種樂器介紹和小組
的表演，讓同學欣賞音樂之餘，亦可親身接觸各種樂器。當天同學
都很留心欣賞精彩的表演，藉此增進了他們對西洋樂器的認識。

新學年升讀中二的先鋒小組11位成員，在
社工及五位導師的帶領下，於2011年8月26及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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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支援中一新生和家長們盡快適應中學生活，本校家教會在2011年8月
27日(星期六)舉辦了一個輕鬆、熱鬧的「中一新生家長校園聚餐」活動。 是
日早上，熱心的家教會執委們已經齊集學校禮堂，用心佈置各處場地，準備
豐富的食物和各種適合年輕人的球類活
動用品，務求令參加者盡快感受本校的
融洽氣氛，迅速適應為這個「大家庭」
的新成員。活動正式開始的時間為下

午5時，但參加活動的百多位新生家長和學生在下午4時已經陸續到達，爭
取時間與未來三年的班主任談天說地，增進相互了解。下午5時，約一百位
家長們在班主任陪同下參加由本校其中一位社工戴維思先生主講的「親子‧
達人」工作坊，期望加深了解與踏入中學階段的子女們的溝通技巧；與此同
時，學生們則留在校園各處盡情玩樂，順道和新同學聯誼。下午7時，聚餐
正式開始，豐富的食物和輕鬆的氣氛讓所有出席者均能暢所欲言，歡渡一個
暑假末的晚上，不知不覺間已經融入了我們「嶺南衡怡」的大家庭。

一年一度的校友日已於2011年8月28日（星期日）在學校禮堂舉行，今
年亦是校友會成立5週年及母校20週年校慶的大日子，當日節目豐富，除了

一如以往的會務報告、財政報告和開
放部分校舍參觀之外，校友會亦邀請
了學校的管樂團及曾參與電視台節目
「魔幻擂台」比賽的參賽者為校友表
演魔術助興。同時，亦新增了「職場
分享」講座，邀請校友分享他們行業內的不同資訊，為畢業同學提供更多就
業資料，俾能在職場世界作出更多的支援。當日，出席的校友超逾100人，
加上30位出席的老師，場面相當熱鬧。

2011年6月30日（星期四），
是本校第十六屆畢業典禮的日子。
今年的畢業典禮，只有中七同學、
科任老師及部分家長出席。考慮到
中七畢業生人數不多，故今年畢業
禮一切程序從簡。今年的畢業典
禮，由校長兼任主禮人，她勉勵畢業

同學要謹記學校的德育主題：「積極人生」，在未來的日子，終身學習，潔
身自愛，積極貢獻社會。畢業典禮結束前，陳家慶傳道祝福全體畢業同學，
之後同學便到課室領取高考成績通知書。

由本校主辦的第六屆「衡怡盃─港島東區小學學術常識問答比賽」已
於2011年6月24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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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由香港嘉
諾撒學校勇奪冠軍，亞軍及季軍分別是筲箕灣官立小學及救世軍韋理夫人
紀念學校，而殿軍則由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奪得。賽後由香港教育城
行政總監吳薇薇女士頒獎。

今年的「衡怡盃」，繼續得到何善衡慈善基金會贊助。今年參賽的學
校共有九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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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比賽旨在延續本校與區內小學的聯繫；同時，鞏固同學在各學科
的知識，讓各小學同學有互相觀摩交流的機會。此外，亦為參與籌備工作
的中一至中五同學提供一次難得的學習經驗。因為每年的「衡怡盃」，無
論司儀、發問題目、招待以至計分等工作，均由學生擔任，相信各參與活
動的同學都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 得到一次難忘的學習經歷。

得悉獲獎後感覺是難以置
信的，沒想到我也有機會成為
「模範生」。我認為做學問最
重要是「疑問心」—不應不求
甚解，要以理解為重；至於應
付考試的三大成功要素是：信
心、努力和狀態，而以後者最
為重要。狀態不佳，多大的努
力也是徒然的。

6C王有為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 

得到「東區
模範生」這個獎
項對我來說是個
意外驚喜。我知
道這是學校和老
師對我的一個鼓勵，我會把它視為一個鞭策，
繼續努力向上，做好自己。

這獎項實在得來不易，感謝所有支持我、
鼓勵我的老師和同學，而我認為這份支持和鼓
勵對於一個學生尤其重要，所以我希望各位能
守望相助，團結一致，向人生的目標進發。

我要感謝提名老師給
予我這個得獎的機會，而這
次獲獎對我來說更是一種肯
定。知識是無限的，縱然沒
有物質上的鼓勵，我們也應
該抱著積極進取的心態求
學，這才是學習的真正態
度。

6D余雪寧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3A陳皓琳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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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方面：

　創校二十年，學校不斷完善求進，探討不同策略，
優化課堂，建構各種協作平台，強化團隊精神，成
效漸見。

　教職員對學校發展目標有一致的理念，彼此合作，
互相支援，發揮良好的團隊精神。

　學校關注事項的定位適切，目標明確、清晰，既切
合校情又緊密配合教育發展趨勢，足證學校不斷自
省，追求進步。

　學生近年獲得不同發揮潛能的機會，有助他們提升
自信，而教師從學生的進步得到鼓勵，加強了信心
和提高了工作的積極性。師生對班和學校有歸屬
感，投入校園生活。

教師方面：

　教師對教育工作的熱誠、投入，應予以肯定。

　教師不但關懷學生，重視他們的成長和學習，而且透
過宗教薰陶和品德培育，為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教師對學生有期望，與學生關係良好，教學態度認
真、投入和有責任感，能支持學生學習，並鼓勵學
生努力嘗試。

　教師備課充足，教學方法切合學生的能力，能安排
適切的學習活動，並以恰當的步伐，讓學生循序掌
握所需的知識和技能。課堂普遍學習重點明確，教
師的講解有條理，學習活動安排有序，並有效連繫
學生的生活經驗，以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和幫助他
們理解學習內容。

學生方面：

　學生普遍純樸受教，知禮守規，於集隊時秩序井
然，紀律表現不錯。

　學生能遵守課堂常規，願意依從教師的指示，樂於
參與學習活動，並能完成指定的學習任務。

　學生能尊敬師長，與同學相處融洽。

　他們樂於服務學校及照顧低年級的同學，表現盡
責；亦能實踐所學，服務老弱。

總結：

教職員和學生均秉承嶺南的紅灰精神，共同營造
開放、進取的學校氣氛。

校長的話—積極人生

外評報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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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司儀、發問題目、招待以至計分等工作，均由學生擔任，相信各參與活
動的同學都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 得到一次難忘的學習經歷。

3A陳皓琳

與陳永棋先生午膳

中一銜接班音樂課—管樂團表演

中二先鋒小組領袖訓練營

中一新生家長校園聚餐

校友日2011

第十六屆畢業典禮

第六屆「衡怡盃」―港島東區小學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4E趙智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

衡怡二十歲了！我們在八月中收了一份珍貴的生日禮物，就是一張很漂亮的成
績表—學校的外評報告。以下摘錄了部份外評隊對學校欣賞的地方。(外評報告全文
將於稍後在學校網頁公佈)

學校有如此佳績，並不是僥倖得來的。有道：「台
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今日美好的成果，全賴二十
年來教職員工同心協力，無私地為學生付出，建立了良
好的制度和文化，令學生可以接受優質的教育。歷年的
教職員在衡怡工作，皆不是「做好這份工」那麼簡單，
而是積極參與，全情投入，一心一意實踐「服務社群」
的「紅灰精神」，以致我們可以培育令人欣喜的學生。
學校獲得高度讚揚，實在得來不易。

學校今年的德育主題是「積極人生」。

What is Positive life? To participate, to serve and to shine！
積極的人生是要能參與、能服侍、能閃耀的人生。

To participate！聖經記載耶穌基督在十二歲的時
候，到耶路撒冷的聖殿裏學習上帝的話語。聖經記載
說：「他坐在教師中間，一邊聽、一邊問，凡聽見他
的，都希奇他的聽明和他的應對。……耶穌的智慧和
身量，並上帝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To serve！主耶穌曾說過：「正如人子來、不是要
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
贖價。」

To shine！主耶穌年少時積極參與學習，長大後努
力服侍上帝與他人，成為真理之光，活水的泉源，獲
得舉世仰望，以祂短暫的生命影響了二千多年來的萬
千生命。

同學們，祇要你們能凡事積極參與，樂意服務他
人，你們也能閃耀。希望你們都可以齊心實踐校訓：
「弘基格致，服務社群」，不論你是家庭中的子女、
班裏的科長、學會裏的主席、幹事或會員，你都能夠
積極參與，竭誠服侍，必能像那閃耀著的寶石一般，
在你的崗位上發出耀眼的光芒，獲得別人欣賞，並照
亮身邊的人，令周圍的人因你而得福，並以你為驕
傲。

願主祝福大家在新學年「前進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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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繼續前往不同地方遊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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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 遊 與 款 待 科 同 學 於
2011年7月18日到訪澳門，參
加為期三日兩夜的旅遊發展考
察之旅。同學在遊覽澳門著名
景點的同時，可以更深入了解
當地的旅遊發展、規劃，以至
文物名勝的保育工作。是次活
動對於修讀旅遊與款待科的同
學，可謂啟發良多。

為了讓同學對「全球化」這
通識科課題有更深刻的了解，在
2011年7月22日，本校與香港廸
士尼樂園合作，舉辦了一個名為
「廸士尼通識探索之旅」的參觀
活動。是次活動由廸士尼樂園安
排導賞人員，帶領同學從不同範
疇了解樂園「全球化」的特質。
而當中更包含不少分組討論及遊
戲，讓同學對這課題有更透徹的
認識。

過去一年，本校同學積極參與校內外活動及比賽，
屢獲佳績。課外活動組藉着「藝術發展日」提供表演平
台，讓同學一展所長。

「藝術發展日」於2011年7月5日舉行，先由李守
儀校長致訓辭，再由戲劇學會的成員演出劇本「我愛阿
宅」，展開表演的序幕。

為了提升同學的語文水平，接連不斷的中、英文科
活動，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組)冠
軍的得獎者演繹，語調抑揚，聲情並茂。而英文科「電

視廣告製作比賽」的優勝作品，再次搬演舞台上，讓各級同學互相觀摩，令大家獲益良多。

本校同學動靜皆宜，多元化的課外活動讓同學發揮潛能，體驗多采多姿的校園生活。舞蹈學會演出的「控制
與反控制」及Love Da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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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鍾榮光中學的魔術表演擴闊了同學的
視野，掀起了活動的高潮。而嶺南中學步操管樂隊約四十人一同
合奏，同學們飽受耳福。

最後，由國術學會示範基本動作結束了今年的藝術發展日。
當日的精彩活動，讓師生見證同學年來的收穫，而台下的掌聲亦
為表演同學帶來極大的鼓舞。

Our school has held English study tours to Canada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and we went to Cairns in Australia 
this year for a change. The purpose of the trip is to immerse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in an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where they need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and eventually improve their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student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ir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Miss Wong and Miss Cheung, and they lived 
with their carefully selected Australian host families. During weekdays, students attended English lessons in an English 
learning Centre and learned about Australian culture and history. Later at the program, students were assigned to a 
buddy in the Cairns State High School, where they could have a fl avor of attending formal lessons in a local school. 
The afternoons were often highlighted with various kinds of visits and entertainment. Students had a chance to visit 
galleries and museums; stroll along the shores and play golf. Evening activities included family time, movie nights 
and joining the Cairns Day Festival etc. At the weekends, students were taken to a tour to the Green Island of the Great 
Barrier Reef and the zoo.

It is believed that such a program can foster students’ desire for lifelong learning by opening the world to them 
through immersions.

This fascinating program is supported by the S. H. Ho Foundations. It funds students with fi nancial diffi culties; 
so underprivileged students can enjoy the benefits of the immersion program. There is also a scholarship to award 
academic achievers. It is hoped that, the immersion program would widen the horizons and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life-long learning experience.

To make the program more meaningful, students 
returning from the immersion would take part in peer tutoring 
in the school to help other students overcome their diffi culties 
in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They would also assist their 
English teachers in various kinds of English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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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至8月期間，同
學們參與的全方位課外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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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學生對園林藝術的認識不
只停留於書本上，而且及
於實際欣賞的層次，中文
科老師於2011年5月13日
放學後為中六全級同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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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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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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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9日至8 月
12日這四星期內，透過一
系列活動，與傷健小朋友
一起認識到生命無價這道理。

2011年6月24日，2E班學生前往聖雅各
福群會銅鑼灣幼兒中心擔當義工，藉此加深
對策劃義工活動的認識。是次活動由學生負
責籌備，學生先視察場地，然後商議活動流
程，最後到校帶領遊戲。同學表現投入，發
揮團隊的合作性，與幼兒歡度一個下午。

2011年6月25日，是本校上年度第二次舉辦的「小西灣老少
同歡及健康檢查日」。除了跟以往一樣， 給來臨的老友記帶來愉
快的一個早上外，今
次活動的內容也作了
一些改動。在加入唱
歌之外，更邀請到聖
保祿醫院義工隊的註
冊護士和護士學生來
替老友記檢查身體，
令到訪的老友記能接
受 更 專 業 的 健 康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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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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繼續前往不同地方遊學，透過不同的參觀、交流等活動，體驗當地文化，獲益良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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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至8月期間，同

灰隊於2011年6月24日
舉行夜釣墨魚活動，三十多
位同學乘坐遊艇，在中環碼
頭啟航出發。海風徐來，飽
覽美景之餘，船上的自助餐
美食亦令人大快朵頤。同學
都興致勃勃，向船長請教垂
釣技巧。在船家的簡介下，
同學初步掌握垂釣的竅門。
同學都能享受垂釣的樂趣，
盡興而歸。晚上十時半，同
學陶醉於迷人的夜色中，依
依不捨地離去。

澳門旅遊發展考察之旅

暑期通識科拔尖活動—廸士尼通識探索之旅

藝術發展日

走出教室學習 開展第二課堂 灰隊—夜釣墨魚樂逍遙

開心智能學堂

2E班義工服務日

小西灣老少同歡及健康檢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