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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讀「資訊及通
訊科技科」的6E班王
志光同學奪得由香港
大學及香港青年協會
合辦的「智能手機軟
件應用設計比賽」(中
學組)冠軍。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2012年1月15日舞蹈
學會於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爵士舞公開組群舞類別奪
甲級獎，舞蹈名稱—捕
夢(Dream catcher)，由資
深舞蹈教師陳穎業先生編
舞及排舞。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本校學
生5 D張劍
偉(左圖)及
6 C王有為
(右圖)獲得
尤德爵士紀
念基金高中
學生獎。

2011年香港島傑出學生上海交流
　　2011年12月23日-27日，本屆「香港島傑出學生」3A陳皓琳同學(圖左四)獲邀
隨團到訪上海交流學習。陳同學表示，在多日的上海交流，參觀了不少博物館，認
識了不少關於上海的歷史、文化。看着上海的發展，深明若香港不再努力便會落
後，被其它地方拋離。與大學生交流的時候，令她印象尤其深刻，他們從復旦大學
的事，說到上海的市民及政府，使她對上海產生了一份新的觀感。經過這五天的
交流、考察，上海交流團讓她學會了不少。她衷心感謝上天讓她與一眾傑出學生相
遇，大談人生道理和學術問題，相信他們日後會懷念這美好、寶貴的時光！

　　本校學生於本屆朗誦節成績優異。6A班黃展緯同學
勇奪英文朗誦中學六年級男子組冠軍及亞軍，2A班陳倩
瑜同學則獲得中學二年級女子組亞軍，而5B班謝鈺芬同
學也獲得中學五年級女子組季軍，連同黃展緯同學與6C
班鄭淑蔚同學在中文朗誦中學六年級男、女子組得到季
軍，今年朗誦節可說大豐收！另外，本校一共有51位同
學獲得「優良證書」和15位同學獲得「良好證書」，期
望同學在來年繼續努力，再創佳績！

2012年東區演講比賽

　　本校於2012年3月10日，參
加了由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主辦
的東區演講比賽。本校的演辯
學會派遣了10位同學參加。最
後，5E班的陳思穎(前排右四)同
學奪得中學高級組的優異獎。

2011國際森林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本校學生
5 D羅浩宏在
2011國際森林
年美術設計創
作比賽獲得香
港賽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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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智能手機軟件應用
設計比賽」奪冠

　　本校同學於2012年3月3日參
與了由公益少年團主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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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同學的作品更獲得「中
學組冠軍」及「最受歡迎獎」。

CYC東區中小學堆沙比賽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學 生 成 就



朗讀大比拼
　　朗讀是一門聲情並茂
的藝術，可以培養學生的
語感。為了提高學生的朗
讀技巧，中文科於2012
年5月9日在禮堂舉辦中
一級中文科「誦聲響遍
─朗讀大比拼」班際比
賽。賽事邀請了李守儀校
長、關國康副校長及林詩詠老師擔任評判。經過一番龍
爭虎鬥，結果由1A班奪得冠軍，1D班獲得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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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至5月期間，同學所參加
的校內活動如下：

中國歷史朝代服飾設計比賽

　　由中史學會舉辦的「中二級中國歷史朝代服飾設計
比賽」已於2012年5月9日順利完成。各組同學都十分投
入表演，爭取好成績；台下氣氛亦熱烈，為台上同學打
氣。最後由2A班勇奪冠軍，2C班獲得亞軍，而最佳表現
獎則由2A陳詠雪組所獲得。

S1. Story Telling Festival
　　The S.1 Story-telling Festival was held in the school hall on 25 April, 2012. Each 
S.1 class told a different story on the stage. More than 10 students in each class worked 
together. Some of them were the narrators and some of them were characters in the 
sto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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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adio Drama
　T h e  S . 2  R a d i o 
Drama competition 
was  held  on 18th 
A p r i l ,  2 0 1 2 . 
Performers had to 
tell the story 'The 
Frog Prince '  with 
their voices, music and sound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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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中文科於2012年4月
2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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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初賽及決賽，
最後由2A班獲得冠軍，2E
班獲得亞軍。

　　由中史學會舉
辦的「中三級中國
歷史問答比賽」已
於2012年4月18日
順利完成。同學們
態度積極，表現出
色，最後由3D勇奪冠軍，3A及3B則同獲亞軍而歸。

中文科口語溝通大比拼

　　中文科聯同演辯學會於2012年2月13日在禮堂舉行了
參照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模式的「口語溝通大比拼」，作為
校本評核的語文活
動。經過兩場緊湊
而激烈的比賽後，
最後由4B林旭揮
同學勇奪冠軍，亞
軍為5A邱翰林同
學，而4E宋詠霖同
學奪得季軍。

　　2012年4月3日
本校商科組與東華三
院健康理財家庭輔導
中心合作，為中四及
中五級100位同學舉
辦一次名為校本模擬
投資市場的工作坊。
透過模擬市場買賣，讓同學認識市場之運作，學習如何
運用及分析市場資訊，從而了解投資應持有的態度。

　 　 綜 合 人 文 科 於
2012年3月15日在學校
禮堂舉辦中二級攤位遊
戲設計比賽。當天的攤
位遊戲設計以「中國傳
統的習俗為主題」。是
次比賽最後由2A班勇奪冠軍，2D班則獲得亞軍。

獎則由2A陳詠雪組所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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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於2012年4月

嶺南百萬富翁

　　2012年4月3日

校本模擬投資市場

中二級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中三級中國歷史問答比賽



　　本校各科各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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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學生視
野，讓他們在課本以外，拓展課外知識。2012年1月
至5月期間，同學所參加的校外活動如下：

　　環保學會
於2012年4月
1 5 日前往東
涌參與由環保
團體「環保觸
覺」舉辦的步
行籌款活動。

屏山文物徑考察

　　本校中
史科老師於
2012年2月25
日帶同中三級
往元朗屏山文
物徑進行考察
活動。

日本九州地理及旅遊考察之旅

　　2012年2月1日至2
月6日，本校23位修讀
地理及旅遊科的同學，
參加了日本九州地理及
旅遊考察之旅。在這個
考察中，分別參觀了日
本多個資料館、地理環
境及工業部門、長崎原

爆資料館、阿蘇火山、新日本製鐵工場、朝日飲品工場
等，同學可說大開眼界。

　　本校中
四及中五級
32名同學於
20 1 2年4月
11至14日一
連四天前往
台北，認識台灣環境保育、廢物處理及文化發展。行程
包括參觀八里垃圾焚化廠及八里衛生掩埋場，同學更親
訪多個著名旅遊景點，如淡水紅樹林、九份山城、台北
101大樓、誠品書店等等。

　　澳洲 St Luke's 
College 的同學於
2012年4月20日來
校，與攝影學會會
員及中四級同學作
外影交流。

四格漫畫創作工作坊

　　本校中四級學生
及藝社學員於2012年 
3月4日參加星島雜誌
集團舉辦、由著名漫
畫家Peter Ng(苦榮創
作人)主持的四格漫畫
創作工作坊。

通識教育科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

　　本校中四及中五級同學於2012年5月23日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同學在導
賞員的帶領下，認識綜合大樓的結構、建築特色、內部裝飾等。另外，立法會
秘書處安排了何秀蘭議員前往會議室，與同學討論時下熱門議題。其後，同學
更前往議事廳，觀看議員開會的情況。立法會秘書處更安排了角色扮演活動，
讓同學一嘗在立法會討論議案的機會。

2012年度「參觀日」

　　2012年4月26日為本校「參觀日」，全校師生
於當天參觀、考察本地及內地不同特色的場館或
地方，包括歷史博物館(中一級)、香港科學館(中二
級)、文化博物館(中三級)、海港建設及機場(中四
級)以及深圳大學和東莞工廠(中五級)。
級)、文化博物館(中三級)、海港建設及機場(中四

延展學習校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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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學會東涌沙螺灣環保行

通識教育科台北環保及可持續發展考察

與澳洲學生作外影交流

長者唱歌學普通話



　　一直以來，本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回饋社會；同
時，給予學生不同機會為學校籌辦活動，訓練多元能力。2012年
1月至5月期間，學生透過不同活動，以實踐校訓「弘基格致、服
務社群」，將「愛」與「喜悅」和別人分享。

　　本校中二
先鋒小組同學
於2012年5月
1 9 日 與 富 欣
花園長者中心
老友記，參加由嶺大服務研習處舉辦的「長者學苑在嶺
南—歷奇訓練日營2012」。

長者學苑家居廢物工作坊

　　環保學會同學於
2012年5月25日與富
欣花園長者中心老友
記，舉辦家居廢物工
作坊，向長者灌輸家
居廢物回收的訊息。

紅隊服務
　　本校紅隊於2012年4月21
日，聯同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
老人服務中心舉辦了一次義
工服務活動，名為「老人同樂
日」。在遊戲、管樂表演及舞
蹈表演中，同學發揮所長，令
長者們都熱烈拍掌。

關愛情繫小西灣

　　義務工作小組於2012年
2月26日參與了由耆康會舉
辦的「關愛情繫小西灣」嘉
年華，本校的義工同學負責
製作攤位遊戲，供區內長者
們參與玩樂，更藉著遊戲增
加長者對飲食的常識。

　　「唱歌學普通話」於
2012年3月2日及9日舉辦。
是次活動合共有六十多名小
西灣富欣花園長者中心的長
者參加，他們通過《橄欖
樹》、《小城故事》和《月
亮代表我的心》三首普通話歌曲，學習普通話詞彙。

中二級先鋒小組—長者講座

　　中二級先鋒小組於
2012年3月24日、4月3日
及4月21日，先後為「長
者學苑」舉辦了三次講
座，主題分別是「香港特
色小吃」、「茶」及「家
居垃圾的處理」。長者們

積極投入活動，盡興而回，而先鋒小組的同學們亦換來
一次十分寶貴和愉快的學習經歷。中三先鋒小組 「一人一Round‧騎騎呢呢鬥番餐」 

及「食得招積‧玩得出色‧贏埋錦旗最得戚」

　　中三級先鋒小組於2012
年3月14日及5月11日為中二
級舉辦名為「考您智慧‧考您
體藝—唔玩唔知邊個威」的
一系列班際比賽。比賽過程緊
張刺激，全體中二同學均非常
投入各環節。總結全年五次比
賽，累積分數計，2D奪得冠軍，2B則獲得亞軍。

商科學會年宵活動

　　商科學會在2012年1月17日至22日，於將軍澳寶康公
園年宵市場經營攤檔。同
學經過連日來的努力，終
獲利而歸。過程中，同學
將課堂理論實踐，學習商
業社會上的營運、市場策
劃、銷售等，獲益良多。

東區學校迎回歸15周
年暨音樂舞蹈朗誦欣賞
　　在2012年5月19日，本校
舞蹈學會獲邀參演「東區學校
迎回歸15周年暨音樂舞蹈朗誦
欣賞」，演出同學共19位。

全方位學習

音樂週

　　一年一度
的音樂週在四
月份舉行，音
樂學會舉辦了
三個不同類型
的音樂會。第
一天邀請了四
位同學唱出多
首流行曲，並有同學以吉他和鼓作伴奏。而第
二天邀請了三位老師作表演嘉賓，唱出多首經
典民歌。最後一天為樂器表演，由我校管樂
團長笛隊表演，同學都很踴躍出席這三場音樂
會，享受同學們和老師們精彩的表演。

學生會訓練營
　　本年度學生會幹事會一眾
十八人，於2012年1月13日考
試後，與導師前往長洲參與領
袖訓練營。他們在營地導師帶
領下，更了解自己，並能增強
團隊的合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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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台北環保及可持續發展考察

中二先鋒協助長者學苑歷奇訓練日營2012

長者唱歌學普通話



　　由聖雅各
福群會及本校
升學及就業輔
導組，為參加
第二層生涯規
劃課程的中三
同學所舉辦的 
「中三生涯規劃之發『夢』大本營」，在2012年3月
24日假西貢戶外康樂中心舉行。活動目的是讓學生認
識生涯類型理論，令他們了解性格導向於生涯規劃的
重要性，從而啟發同學思考自己的性格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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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校深知家校合作對學生成長的重要，積極舉辦各類活動加強家校溝通。2012年1月至  
5月期間，所推行的活動如下：

　　聖雅各福群會及本
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為中三12位參加第二層
生涯規劃課程的同學，
於2012年4月13日在聖
雅各福群會賽馬會青萌
柴灣綜合服務中心及Brave Kids Gallery 兒童創作室順利進
行「職場『夢』體驗計劃」。活動的目的是讓中三級同學
親身體驗工作實際的情況，了解其工作性質，並讓同學反
思自己的職業方向及職業類型，為自己定立目標。

參觀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 (葵涌分校)
　　3F班學生於2012年2
月24日到訪葵芳職業訓練
局青年學院，參觀青年學
院時裝衣料及營銷採購學
系、汽車科技學系，為將
來的升學及就業作準備。

　　在2012
年2月9日，
升學及就業
輔導組安排
了本校的中
五學生，到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參觀教育及職業博覽會。活動讓同學加
深對升學途徑及職業世界的認識。

　　在2012年2月10日兩位
校友龍偉洪及伍建明在百忙
中抽空回母校，與一眾中六
的師弟妹分享他們求學至工
作的經歷與心得，同時也勉
勵學弟學妹選擇行業要因應
自己的能力、社會的發展及
興趣作決定。

　　3D學生於2012年1月
13日參觀了位於香港薄
扶林道薄扶林訓練中心綜
合大樓的中華廚藝學院。
透過參觀，同學認識中華
廚藝學院、餐飲培訓及
了解培訓中心的課程及出
路，獲益良多。

香港智營禮品設計大賞展覽講座
　　本校中四學生及藝社學員於2012年5月11日參加
了由香港出口商會及香港知專設計學院舉辦的香港智
營禮品設計大賞展覽講座。透過這講座，同學可了
解有關營銷
和出口業的
發展，更可
作為未來升
學就業的參
考。

家長教師會親子歷奇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2012年3月3日舉辦「親子歷奇活
動」，地點為港島
大潭童軍營地。家
長、教師、同學在
過程中打成一遍，
發揮團結合作的精
神，當日的歷奇就
在愉快中結束。

　　本校家長教師
會於2012年2月11日
舉辦「親子校園燒
烤」。家長、老師和
同學帶著歡愉心情，
參加這次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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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校園洋溢著歡樂的氣氛。

校友工作經驗分享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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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夢大本營」

　　聖雅各福群會及本

職場「夢」體驗計劃

參觀中華廚藝學院

　　本年度第一次家長日已於
日前2012年2月18日舉行，就
學生第一學期的學習表現詳細
溝通。各位家長抽空出席家長
日，甚至參與長達個多小時的
「中三家長講座」，這絕對是
關心子女的表現，亦是對學校
最大的支持。

　　本校家長教師　　本校家長教師

親子校園燒烤

　　在2012

參觀教育及職業博覽會

2011-2012年度家長日

輔 導 活 動 與 生 涯 規 劃



第十六屆畢業典禮

　　2012年6月2日，天公造美，陽光普照，為本校第十六屆畢業典
禮添上光彩。當天承蒙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及諮議會成員李以力
博士擔任主禮嘉賓，校監和各位校董、家長、校友撥冗出席。李守儀
校長在校務報告中欣喜地告訴大家：學校已順利過渡新舊學制的雙軌
年；同時，為最後一屆的預科同學和首屆的新高中同學送上祝福。學
業成績方面，在2011年的高級程度會考，本校十二科中有九科合格率
高於全港平均，而通過聯招獲派學位或副學位課程的學生超過八成，
成績令人滿意。而本年度的「傑出校友獎」由林潤發學長獲得。林潤
發學長是本校首屆學生，他現任香港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學院客席助
理教授，曾出任多國政府的氣候與空氣質素模組的培訓工作，為全球的氣候和環境作出貢獻。

 　　主禮嘉賓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李博士致訓詞，令畢業同學獲益良多。李博士
以《嶺南歌集》中，「紅與灰」的歌詞激勵我們做人做事要常存「熱血」，勇往直前，
他又引述兩位已故學長的說話來勸勉我們要以「團結」、「衝勁」和「實幹」來回饋社
會。李博士這一番至理明
言，必定令同學終生受用。
在頒發證書及頒授各類獎項
後，即由畢業生代表中六鄭
詩敏同學及中七亨雪婷同學
分別以中、英文致謝辭。此

時此刻，致謝辭成為了一本校園生活相片冊，展示了畢業
同學在校一幕幕的生活片段，他們亦代畢業同學表達了對
校長和老師培育的謝意，場面令人難以忘懷。

教師專業發展日—凝聚教師力量 促進專業發展

　　2012年1月20日是學校本年度
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上午的進
修時段，學校邀請了「校園頻道」
及「香港小童群益會」為各位老師
主持工作坊，同事可說受益不淺。
中午，全體教職員往中環的「嶺南
會所」與校董會、家教會及校友會
代表午膳，充份體現嶺南一家親的
精神。

　　2012年4月30日是本年度第二次教師專業發展日。是次發展日於沙田突破青年村舉行。上午的進修時段，學校邀
請了「T&T全人成長所」創辦人林孟平教授為全體老師提供互動工作坊。午後，是全體老師自由活動的時間，有的老
師組成細胞小組，祈禱、唱詩、讀經和分享；有的圍坐交誼，細談生活瑣事，互相勉勵、支持；有的在體育場館內切
磋球技，羽毛球、乒乓球、籃球，球來球往，玩得不亦樂乎！

衡怡喜訊

　　蘇慧俊老師為方便學生於課後學習，把2006-2012年會考及文憑試數學科和數學延伸一的題解上載網站，供學生
自行閱覽，各位有興趣可登入http://www.youtube.com/user/edmondso18/videos?view=1瀏覽。

　　譚婉華老師於
2012年1月喜添兒
子，名為李冬樹。
在此致以祝賀。

　　彭嘉恩老師於2012年1月
18日喜添兒子，名為黎浩然。
在此致以祝賀。 　　區國年

老師於2012
年3月17日
註冊結婚。
謹在此祝賀
區老師新婚
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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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怡 大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