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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大學在2012年10月至
11月，舉辦CityU-CS Robocode 
Contest 2012，鍛鍊同學編寫程
序的技巧。在比賽中，同學須
編寫電腦程式，讓機械人自動在
螢幕上移動、搜索及發炮攻擊其
他敵人，是次比賽有超過90間
中學，數百隊參賽隊伍，本校

中五及中六電腦科派出隊伍參加比賽，最後在11月24日
的決賽中，6E 鄭頌希(圖右)奪得冠軍的獎項。

　　本校甲組籃球隊
經過六年的努力，終
於奪取港島區男子甲
組學界籃球比賽的冠
軍，同學的努力及不放
棄的精神，值得讚賞，
亦多謝比賽當日到場為
球隊打氣的師生。

　　本校通識教育
科於2012年11月18
日參加了由香港家
庭計劃指導會性教育
義工組「家義豚」主
辦的「一路‧愛」城
市定向比賽。參與
同學需要於3小時30
分內走訪香港島和
九龍各區，完成各式各樣有關愛情的任務，了解愛情的
不同抉擇。同學在過程中需要以智慧、分析能力、勇
氣、團隊合作等去完成大會指定的愛情任務，從任務
中更了解自己，並思考愛情這課題。本校同學有幸在比
賽中奪取了兩個獎項，其中5E歐陽錦秀、王綺晴、林
穎詩及趙智在高級組賽事奪得季軍，而5E陸梓晴、鄭詠
霖、鄭曉彤及何俊杰則取得了賽事的最佳造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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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生5E 陸梓晴之
作品獲得香港美術教育協
會舉辦之香港視覺藝術教
育節2012之「生活‧色彩」
平面創作大賽高中組季軍。

　　陸同學獲邀出席2012
年10月13日假座香港中央
圖書館的頒獎典禮，其作
品《色彩在生活中綻放》
也會作公開展出。當日參觀人數眾多，場面非常熱鬧。
本校中四及中五視覺藝術科學生及藝社會員亦於2012
年10月18日參加大會舉辦的導賞活動，欣賞獲獎作
品。當日導賞員細心講解，學生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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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學界籃球甲組冠軍

「生活•色彩」平面創作大賽

「一路．愛」城市定向比賽

　　本校S.3A五位同學於2012
年11月24日出席在尖沙咀天
文台總部舉行之社區天氣資訊
網絡(CoWIN)五周年慶典及在
其「氣候及環境」教育會議上
滙報「近海與內陸地區日溫差
的關係」的專題研習。學生當
日在天文台匯報的表現甚有水
平，獲與會人仕讚賞。

社區天氣資訊
網絡五週年慶典

　　2012年12
月22日，在中
文大學舉行了
由香港中文大
學工程學院及
香港科技教育
學會聯合舉辦
的「中國傳統
文化藝術與機

械人的融合」計劃(簡稱「 科技顯六藝 」)，透過中
國傳統的「六藝」文化，把禮、樂、射、御、書、數
和現代科技交叉融合，讓青少年對中國傳統文化及機
械人製作有更全面的認識，此計劃為「創新科技基
金」撥款支持項目，並獲「信興教育及慈善基金」
和「國際商業機器中國香港有限公司」IBM 贊助。

　　本校中四及中五電腦科同學組成一隊參賽，最
後更獲得當天比賽的三等獎。

　　本校學生品學兼優，
3A鍾蔚嵐同學獲學校老師
提名參加2012年「香港島
傑出學生選舉」。經評委面
試後，鍾同學獲選「香港島
優秀學生」。鍾同學表示，
雖然要面對着小學校長進行
面試，但是平時老師的訓
練，令她可以獲得評判的肯
定，這實有賴多位老師的悉
心教導，另一位獲獎的高中
生王有為，已於2012年9月
入讀香港大學。

港島區傑出學生

　　本校積極提升學生學術水平，維持高增值之餘，亦不忘
積極推行輔導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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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至12月期間，所推行的活動如下：

學 生 成 長

　　12月20
日是本校宗
教活動日。
今年的主題
是「愛是永
恆」。分享
嘉賓是青年偶像歌手周永恆。透過周永恆真誠分享，
與及陳家慶傳道的短講，學生體會到神奇妙的作為，
當日很多同學亦表示願意相信神為生命的主。感謝
神，願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12月14日的
下午，中四全級
的學生參與了由聖
雅各福群會協辦的
「機會之城生涯起
動遊戲」。同學訂
立人生目標後，就在他們的模擬人生中選擇不同的工作、
升學途徑、投資，甚至是參與義務工作及娛樂消閒。

　　12月14日的
下午，本校升學
及就業輔導組老
師，為中五全級
的學生提供了一
個職場準備的工作坊。學生從中了解到個人職業性向
與未來工作選擇的重要關係，亦提供了一些起步的線
索，讓學生思考未來升學或進修的選科方向。

　　中四學生在12
月15日經歷不同的
歷奇訓練，包括建
立團隊遊戲、高空
滑下和沿繩下降、
團隊定向任務和夢

幻都市等活動；在個人方面提升學生自信心，突破自我界
限外，亦從團體活動中，學習合作和溝通的技巧。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關注備受爭議的「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問題，
於9月17日中午時間，以
「你對開設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有何意見？」為

題，在有蓋操場舉行了本年度第一次「校園論壇」，
邀請家長代表、校友代表、老師代表及學生代表出席
發言，台下師生亦積極回應及參與討論。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在10
月12日的下午，組織了中
六全級的學生參與由學友社
籌辦的「中六模擬放榜工作
坊」。同學都十分享受活動
的過程，並且對未來放榜有
了更好的準備。

中六模擬放榜工作坊

　　中四級先鋒
小組在11月26
日，代表學校到
訪聖公會柴灣聖
米迦勒小學，為
該校的四年級至

六年級學生舉辦以「零歧視」為主題的周會活動，透
過處境劇、短片及提問互動，讓學生明白人與人之間
存在各種差異，令學生學會彼此尊重和彼此關懷。今
次先鋒舉辦的到校活動非常成功，學生十分投入。而
本校先鋒小組同學回校檢討時，亦表示獲益良多。

　　在11月12-16
日，3C學生參加
了由教育局和民眾
安全服務隊合辦的
多元智能挑戰營。
學生透過嚴謹的紀
律、體能和領袖訓
練和講座，從經驗

中學習，培養他們成為自律、自信、合群和具抗逆力的青
年人，並將所學習的成果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9月11日及10月4日
3A、2B、2D、2E參加了
「乘風航」活動，在風
和日麗的天氣下乘「歡
號」出海，各同學於這
次活動中表現投入，並
學懂如何克服恐懼及困難完成各種任務。

　　於11月及12月，本校中三級同學分別參觀了位於香港
金鐘統一中心五樓的康泰旅行社(金鐘總行)、機場的國泰城
及旅遊業發展中心。這是本校中三生涯規劃輔導活動的參
觀部份。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期望學生透過參觀，認識本地
旅遊業界
的運作及
了解旅遊
業從業員
的出路。

中三級參觀活動

衡 怡 大 事

　　為協助學生及
家長深入了解新高
中學制下的升學出
路，以及近年新興
的國內與台灣大學
的升學要求，本校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鄺少權及鍾偉志老
師，於2012年12月1日─中六家長日下午，特別為中
五、中六學生及家長安排升學講座。當日出席的中五、
中六家長及學生約有90人，可以看到家長及學生在新學
制未穩定下，均緊張去了解不同的出路，以作好準備。

　　嶺南衡怡紀念
中學家長教師會會
員大會暨第十五屆執
行委員會就職典禮已
於2012年10月20日
下午舉行。本屆家長
委員為王美容女士、李愛玲女士、陳佩霞女士、關秀慧
女士、馮凱儀女士、陳偉雄先生、陳柏就先生、周權枝
先生、鍾欽榮先生、黃敏兒女士(候補家長委員)，而教師
委員則為李守儀校長、李振威老師、徐詩賢老師、陳志
聰老師、蘇慧俊老師、王若愚老師及陳浩森老師。

　　為增加小學家長
及學生對本校的認識
和了解，本年12月7
日及14日一連兩個星
期五的放學後，本校
開放校園，讓小六學

生和家長蒞校參觀，是次報名參觀的人數相當踴躍。當
日本校安排了中二至中四為主的同學擔任講解及招待工
作，亦有電腦學會的同學作機械人示範，更難得的是，
有本校的家長義工協助，令活動舉行順利。由當日的家
長反應及即場提問，均表現本校受到各小學家長支持。

　　本校於2012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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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怡」東區升中選校巡禮

　　2012年9月25日及10月10日為本校第二十一屆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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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隊拚搏及打氣。最後，紅
隊包辦了男子、女子隊際冠軍及隊際全場總冠軍，而黃
隊則重奪失落3年的啦啦隊冠軍。

　　2012
年12月21
日午後，
深圳市福
田區上沙
中學的校
長、領導及老師，一行九位，蒞校參觀及交流，由本校
校長、副校長及十一位中二中三同學接待和介紹，加強
兩地溝通，讓參與的同學擴闊野視。參與接待的同學就
接待工作都感覺愉快，並希望有機會回訪該校，與該校
同學交流。

　　首屆新高
中學生已畢
業，因為沒有
院校收生的先
例，老師及學
生均有點無所
適從。有見及
此，升學及就
業輔導組請
來學友社資深督導及註冊社工─江奕謙先生，於
2012年10月20日上午到本校分享JUPAS的選科策
略及最新的中六出路。出席同事討論氣氛熱烈，
表現出對學生出路的關心。他們對不同個案的分
析，亦顯示出同事甚高的專業輔導水平。

　　2012年12月21日是
學校本年度第一次教師
專業發展日。上午的進
修時段，學校配合關注
事項「延續照顧學習差
異」中的拔尖部分，邀請
了全人發展中心的臨床心
理學家鮑逸倫博士，以「深入認識資優生」為題，舉行教師工作
坊，介紹資優生的特性、思考模式和培育的各種方法。

　　本校校友會主席陳文達學長於
2012年喜添兒子，名為陳焯熙。在此
致以祝賀。

科技顯六藝

中六家長日升學講座

逾百小學家長及學生蒞校參觀

第二十一屆陸運會

衡怡喜訊

　　2012年12月21日是

教師專業發展日

宗教活動日 「機會之城」

歷奇挑戰日營

校園論壇─德育及國民教育

民安隊多元智能挑戰營

「零歧視」周會

第十五屆家長教師就職典禮

深圳市福田區上沙中學到訪

　　12月14日的

「職業世界」

乘風航之旅

支援新高中教師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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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是2012年9月至12月期間，各科、各
組、各學會及各班在校園內外所舉辦的活動：

　The S3 TV Commercial 
Production Competition 
was held on 28 November 
2012. Students were asked 
to excel their creative 
a d v e r t i s i n g  i d e a s  o n 
stage. It does not only 

expose them to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but also gives them an 
opportunity to speak English on stage. It is honor to have Ms. 
Choi, Miss Cheung and Ms Chang to be our judges on that 
day and congratulate to all the award winners:ChampionS.3A, 
First runner-upS.3B, Best actor S.3C Ng Man-hei, Best actress 
S.3A Issac Yeung.

432

校 園 內 外

　　由本校數社
和科學學會合作
舉辦的「中二級
數理問答比賽」
已於11月28日(星
期三)在禮堂圓
滿結束。是次比
賽，不但能夠讓
同學重溫數學及科學的知識，也可以測試參賽同學的臨
場反應，學習比賽技巧，亦藉此提升同學對數理的興
趣。最後由2B班勇奪全級冠軍，2C班則獲得亞軍。

中二級數理問答比賽

　　中二先鋒於12
月19日（星期三）
為中一同學舉辦了一
個以「認識學校」為
主題的周會。活動以
班際比賽形式進行。
問題圍繞同學在校內
的生活，目的是提高
同學對學校的歸屬

感。比賽分必答題、遊踪題及搶答題進行，戰況激烈，現
場氣氛熱鬧。最後由1B班勝出，1A班屈居亞軍。 

中一「認識學校」周會 　　中三級先鋒小組為了加強中二級同學的團隊精神及
盡量發揮同學的多元智能，特別為中二級舉辦一系列的
班際比賽，名為『齊玩齊鬥齊攞獎』。12月14日剛進
行了輕鬆有趣的第二擊活動—『搞三搞四搞遊蹤』活
動。各班代表全程跑上跑落、大吃大喝、你追我趕，走

遍全個校園，
比賽過程極之
緊張刺激；最
終由2C險勝，
勇奪冠軍，2D
獲得亞軍。

『搞三搞四搞遊蹤』

　　地理學會幹事在11月13、
14日一連兩天舉行了兩項班際
活動，向中一及中二同學介紹
地理科有趣的課題及概念。中
一同學首先參觀一個名為「城
市空間‧由你發現」的壁報，
回答工作紙上的人文地理方面
的問題。最後，1B及1C分別獲得最踴躍參與獎的冠軍及亞
軍。至於中二同學則派代表在有蓋操場進行「地理版大富
翁」。比賽競爭激烈，各班同學都努力回答問題，氣氛愉
快。最後，2C及2A分別獲得冠軍及亞軍。

　　學校於
1 0 月 1 9 日
舉辦了一年
一度的「初
中班際長跑
賽」。比賽
當日，健兒
們表現出色，各組賽事順利進行，各班師生表現投入。
透過這次賽事，學生除了學習到堅忍不屈的精神外，同
班師生亦發揮出互相支持及互相鼓勵的高尚情操。而
2C更包辦個人冠、亞、季、殿軍，以無敵的姿態勝出
班際長跑賽，可喜可賀。

　　為鼓勵同學
多參加課外活動
和使新入學的中
一同學對學會加
深認識，本校於9
月5日至7日在舊
翼有蓋操場舉辦
學會攤位展覽。

一方面除了可讓同學們向學會幹事了解學會之目標、活動
形式及即時報名外，更可讓學會幹事從自設攤位或展板宣
傳等工作中學習與人溝通之技巧和責任心。

　　12月20日2C
上學年渡過了一
個難忘的三日兩
夜成長挑戰營。
這一天趁著聖誕
聯歡會，一起回
顧大家曾許下的
承諾和目標，亦
為下學期定下新

目標。之後由學生帶領集體遊戲，誰勝誰負？最重要團
結一致，在下學期一起奮鬥。

聖誕聯歡及成長營回顧

　　本校地理科為讓學生對地質、地貌、河流等有更深
入的了解，在11月及12月安排了中四及中五級修讀地理
科的同學，先後到長洲、西貢糧船灣地質公園、大埔照
鏡潭及鹿頸作實地考察。

地理考察

　　新界東北發展爭議不斷，本校學生於10月13日參加
了由通識教育科舉辦的「馬屎埔導賞團」，親身經歷農

村 生 活 的
不同面貌。
了解城市發
展和農村生
活的對立和
衝突，建立
自己對城市
發展的價值
觀。

馬屎埔導賞團

　　旅遊及款待科於
11月30日安排22名
修讀該科目之高中同
學到訪IVE酒店、服
務及旅遊學系的開放
日。透過學院同學和
本校同學之間的傾談，加深了旅遊及款待科同學對入讀
有關課程的興趣。

　　本校中四通識教育科同學在12月4日到訪立法會，
與主席曾鈺誠議員對談及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

「與立法會議員對談」活動

　　11月19
日，本校中一
至中三共38
位同學在綜合
科學科老師的
帶領下參加了
「創新科技嘉
年華2012」
活動。同學參
觀了不同的展

覽、參與互動遊戲、導賞團，除了親身體驗創新科技對
生活所帶來的方便與樂趣外，更滿載而歸。

　　為了增
加同學對航
空業的興趣
和認識，經
濟科及旅遊
科於12月19
日帶領38位
同學到機場

國泰城，參觀他們訓練機師及空中服務員的場地，包括
模擬訓練器(Flight Simulator)、模擬機艙訓練中心(mock 
up training center)。同學亦藉這個機會向招待的國泰職
員查問有關入職要求、升職前景等。

　　本校中史科於10月9日往香港藝術館參觀「頤養謝
塵喧—乾隆皇帝的秘密花園」展覽。是次展覽合共展
出75套來自故宮博物院的珍品，反映中國傳統皇家園林
的特色及文化內涵，並探討乾隆皇帝對歸隱、長壽的追
求及其宗教思想，揭示一代帝皇的內心世界。

　　11月18日紅
隊參加了由香港
基督教青年會中
國事工計劃所舉
辦的第七屆「赤
腳勤學慈善行」
步行籌款。當
天40位紅隊同學在三位老師的帶領下，赤腳步行整段路
程，嘗試去感受山區兒童光著腳上學的滋味。

　　本校11位中二
先鋒同學於1 2月
獲路德會富欣花園
長者中心社工的培
訓，於12月20日(星
期四)下午2時正，
到富欣花園會所協
辦聖誕聯歡會，當日逾80位長者參與。首先由先鋒同學
帶唱聖誕歌及懷舊金曲，隨後由同學主持遊戲，長者們
均全情投入，歡顏盡顯。最後同學們協助分發獎品及禮
物，老少同享歡樂，互祝聖誕快樂而結束。

為長者籌辦聖誕聯歡活動

　　輔導組大哥哥大姐
姐計劃於10月6日到鯉
魚門渡假村進行訓練，
內容包括作為大哥哥大
姐姐應有的態度，帶領
活動的技巧及關顧初中
學生將遇到的困難及解
決方法。大哥哥大姐姐
均積極投入是次活動，盡力裝備自己，並力求作為學弟妹
的榜樣，以迎接作為大哥哥大姐姐這項新挑戰。

　　在12月16日本校歌詠團獲邀參加海洋公園舉辦的
聖誕歌頌表演，當天唱出一連串的聖誕歌曲，為在場添
上聖誕氣氛。

聖誕歌頌表演

　　為配合「長者學
苑」的活動，電腦學
會於12月1日及12月8
日舉辦了兩組共四堂
的「數碼橋樑長者電
腦班」供區內長者學
習。透過本次活動，
讓同學親自設計課程
內容及親身體驗教授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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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搜尋器擴
闊視野，玩電腦遊戲訓練體能，看Youtube粵曲賞心樂
事，學習使用手寫版輸入寫寫字。

第五屆數碼橋樑長者電腦班
　　中史學會於
12月15日帶領20
位中三及中五學
生往香港城市大
學參加「南京大
屠殺紀念活動：
松岡環女士與學生對談」。活動中，松岡環女士講述其
工作之困難與挑戰，並分享其工作對年青一代的意義。
其後，學生進行分組討論。是次活動不但加深學生對南
京大屠殺的認識，還令學生進行反思，意義重大。

南京大屠殺紀念活動

　　本校中史學會於9月21日往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一
統天下︰秦始皇帝的永恆國度」展覽。是次展覽展出約
一百二十件由陝西省文博單位借出的珍貴文物，當中包
括秦兵馬俑，以及難得一見的秦代金玉器等重點展品。
展覽除了展示文物外，還會讓觀眾與文物互動，透過高
科技帶領觀眾回到秦朝，細看兵馬俑坑的修建、破壞、
發現和修復，務求帶給參觀者嶄新的參觀體驗。

　　本校山藝學會、童軍團
及環保學會於10月14日參加
了由嶺南大學主辦的「嶺步
同行籌款日2012」慈善步行活
動。是次活動的目的是讓各界
嶺南人聚首一堂，更藉此機會
籌集善款，支持嶺大博雅教育
的發展。

　　本校5D學生於2012
年11月2日籌劃不同活動
與幼稚園小朋友同樂。期
間，學生對小朋友的愛心
表露無遺，更可藉此機會
訓練學生的忍耐力，改善
他們的溝通技巧。

初中班際長跑賽

學會攤位展覽

大哥哥大姐姐訓練日營

秦俑展

The S3 TV Commercial 

S3 TV Commercial Production 
Competiton

中一及中二班際比賽

　　11月19
創新科技嘉年華2012

頤養謝塵喧—乾隆皇帝的秘密花園

參觀IVE

「赤腳勤學慈善行」步行籌款

嶺步同行籌款日2012

嶺南幼稚園同樂日

校 園 內 外校 園 內 外

　　本校中五級
視覺藝術科學生
及藝社會員於9月
20日參加「新的處
境」短片放映會和
「兩地文化差異」
的研討會。

「新的處境」研討會

參觀國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