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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李守儀校長

　　本學年學校的德育主題是「感恩、分享」，畢業禮代表著同學們一個階段的終

結，同學們在學校努力學習六年，今日畢業了，是一個值得紀念和慶祝的日子。一

個階段的結束，亦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在這兩個階段交接的日子，檢討、反思、

感恩、訂定新目標等等，相信與慶祝是同樣重要的。過去的一個學年是學界及本校

值得檢討與反思的一年。回想去年的六、七月，老師們抱著特別緊張的心情去迎接

最後一屆高級程度會考及第一屆中學文憑試放榜。對於高級程度會考，老師期望的是一個圓滿的結果。最後同學們的表現

沒有令人失望，有八科合格率高於全港平均，六科合格率逾八成，接近四成的中七學生獲取錄進入大學攻讀學位課程。在

有數據的科目裏，有七科取得正增值，整體而言表現不俗，學校上下為此都感到興奮和感恩。

　　在第一屆香港文憑試方面，成績尚算令人滿意，全部科目合格率皆在七成以上，有十科合格率高於全港平均，其中九

科合格率逾八成。而大家最關心的通識科，合格率亦達百分之九十四，整體成績絕不遜於當年的中學會考。事實上，該批

學生未有經過中三的篩選，全部學位由本校中一學生升讀，竟有如此良好的合格率，足以證明本校老師能準確解讀文憑試

的課程要求之餘，在初中的預備工作、初中與高中的銜接，以及在照顧學生學習差異方面亦已掌握到竅門，全體老師過去

幾年的努力得到肯定。對於各位老師在教改洪流中無私的付出，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激。校長在此也要特別提醒本屆畢業

生，要及早好好了解各大學科目的課程內容及入學要求，並多尋求師長的專業意見。特別要分清楚優次，對學校特別為你

們預備、亦極可能是你一生人中祇有一次的放榜前輔導晚會，必定要抽時間出席，以收取最新最準確的資訊，為自己爭取

最佳的出路，減少遺憾。

　　學校過去六年皆以「照顧學生學習差異」及「實踐生涯規劃」為關注事項，由2012年的文憑試成績可見學校在照顧學

生學習差異方面已略有所成。在推動生涯規劃方面，學校已發展了一套較為完備的初中及高中成長課程，而輔導學生的責

任亦逐漸由專業社工或專責老師轉移到班主任身上，使班主任作為學生生涯規劃導師的角色日見明顯。然而，學生是否能

踏實地把所學實踐，成效仍有待觀察。

　　近日在簽學生的畢業文件時，望著一個個熟識的名字，配對著他們得到的成績、操行分及其他學習經歷成果，看到了

很多的驚喜，勾起了一幕幕的回憶。當中有很多自幼乖巧受教的學生，珍惜學校為他們提供的每一個學習機會，在操行、

學業成績及服務表現上都令人滿意，並且不斷進步。當中又有一些學生是在初中時曾經長期缺課的，有些是經常衝動、發

脾氣或是對老師無禮的，有些是少不更事不肯專注學業的，天天被老師追收功課，今日不少竟然在勤學及操行分上取得優

異或良好，實在叫我不得不感到欣慰，亦有無盡的感恩。感恩是老師對他們的不離不棄，感恩的是家長與學校的通力合

作，感恩的是全體教職員一起努力營造的關愛校園氣氛。不可不提的，更有兩間教會及各社福機構的協助，叫這些曾經迷

失的小羊可以重歸羊欄，接受栽培，今日終於可以像那些由中一開始知禮守規的同學們一樣，成為令人欣賞的年青人，成

為學校及家庭的驕傲。

　　六年的中學生活相信必定充滿很多喜與悲，各位同學能走到今天，相信曾經付出不少汗水，但未知各位是否明白：你

今日的成就，其實是很多人對你們付出了時間、精力、包容、忍耐及堅持的成果呢？為著家人、師長及其他人對你們的付

出，你們有沒有存著感恩的心呢？ 

　　你們的社名：「恪」(音確)，是謹慎而恭敬的意思，正如《以弗所書》所說：「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

智慧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願你們都能接受主耶穌基督作你生命的掌舵者，讓祂的光一生在前引導你們、讓祂

的話一生在後扶持你們、導引你們，祂必以祂的愛一生庇蔭你。最後，我期望同學能記住今年的德育主題，一生常存感恩

的心，多把自己擁有的與別人分享，締造豐盛及蒙福的人生。願主祝福大家。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13

亞洲機械人錦標賽台灣區選拔賽

大家庭的新成員—翁家源老師

(節錄自2013年6月1日第十七屆畢業禮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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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暑假前舉辦了一系列與藝術相關活

動，讓學生在各方面有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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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n d s l a m 
i s  c o m i n g  t o 
Lingnan Hang 
Yee!
　　Bandslam is a 
popular competition 
of bands that first 
started at secondary 
schools in America, 
a n d  n o w  i t ' s  a t 
LINGNAN HANG 

YEE! Two months ago, students chose the members of their 
band, what kind of English music they wanted to play, and the 
costumes they would like to wear.
　　On 5 July 2013, three bands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etition. There were pianos, keyboards, drums, saxophones, 
guitars, bass guitars and electric guitars. The atmosphere was 
so lively and all the students enjoyed a lot. The highlight of the 
show was the performance given by a band called ‘BOM’.
The champion is Emptiness Within and the first runner-up is 
One Dream. All the students ROCK!!!

Bandslam-2013

　 　過去一年，本校同學積極參與

校內外活動及比賽，屢獲佳

績。在2013年7月9日，課

外活動組藉「藝術發展

日」提供表演平台，讓同

學一展所長。「藝術發

展日」由管樂團演奏揭開

序幕。色士風、長笛、單

簧管及敲擊小組譜出動聽樂

章。同學在悠揚樂韻的帶動下，

陶醉於音樂世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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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組及粵語組)得獎者演繹參賽作品，語調抑揚，聲情並茂，讓同學互相觀摩，獲益良多。英文科「電視

廣告製作比賽」的優勝作品再次搬演舞台上。同學以英語演繹話劇，向台下觀眾推銷「神奇眼鏡」，構思新穎，體現同學的

創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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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會演出「與孔子同行」的

劇目，演員表現投入，傳遞正面的價值觀。國術學會講解「功夫科學模型」，

令同學理解功夫的原理。同學的示範亦功架十足，展現同學年來苦練的成果。

而舞蹈學會演出的「賣命」， 榮獲第49屆舞蹈節甲級獎，輕快的舞步展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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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學了

解不同學校的特色。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的Sport Dance 擴闊了同學的視

野，讓同學有機會欣賞平日較少接觸的舞蹈。而嶺南中學銀樂隊的演奏則繞樑

三日，令人回味不已。當日的精彩活動，讓師生見證同學年來的收穫，而不絕

的掌聲亦為表演同學帶來極大的鼓舞。

藝術發展日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confidence and interest in 
speaking English, a drama workshop was organized for 1A 
students on 15th July, 2013. Students learnt the prerequisites of 
delivering good spoken English, they are called the ‘APE’: A 
stands for ‘Articulation’, P stands for ‘Projection’ and E stands for 
‘Expressions’.
Students played interaction games with their group members and 
improved their spoken English by learning the appropriate use 
of intonation, stress and gestures. At the end of the workshop, 
each group performed a mini-drama for the hope of winning 
t h e  ‘ B e s t  A c t o r / 
A c t r e s s ’ a n d  t h e 
‘Best Team’ awards. 
Congratulations to 
Car los  So,  Chloe 
Ta m ,  K e l v i n  L i , 
Anna Kwan, Crystal 
Lee and Yoyo Leung! 
Well done!

1A Summer English Drama Workshop

過去一年，本校同學積極參與

校內外活動及比賽，屢獲佳

績。在2013年7月9日，課

序幕。色士風、長笛、單

簧管及敲擊小組譜出動聽樂

章。同學在悠揚樂韻的帶動下，

全方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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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Summer English Drama Workshop

　　It has long been our 
tradition to hold a study tour 
during the summer break. 
Over the years, our students 
h a d  b e e n  t o  C a i r n s  i n 
Australia, Reading in Britain 
and Saskatoon in Canada. 
The destinations vary but our 
purpose never. We always aim to immerse our students in an English-
speaking environment where they need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in 

English every day. In this summer, we were back to Australia again yet in a new and exciting city, Sydney. Twenty-seven students from S.3 
to S.5 who were accompanied by their English teachers, Mr. W.M. Fung and Mr. K.T. Ho, joined this two-week study tour between 20 July 
and 3 August 2013. 
　　On the day of arrival,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small groups to stay with the carefully chosen Australian host families. We believe 
that staying with local families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for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as well as to understand the local cultures. 
Every morning, students went to a local high school (Sydney College of English) to have their English lessons with experienced native 
teachers. Through different learning activities, students gained confi 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with teachers and peers. In many afternoons, 
students got chances to visit various sightseeing spots from the freshest seafood in the fi sh market, picturesque Darling Harbour & Sydney 
Opera House to the stunning views of Sydney from the Sydney Tower. They were also brought to the famous Blue Mountain to know more 
about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Australia at the weekend. All students enjoyed both the lessons and the excursions and it was defi nitely a 
rewarding journey. 

　　Nevertheless, this can never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continuous support of the 
S.H. Ho Foundation. With its generous support, underprivileged students could receive 
sponsorships and high achievers could 
receive academic scholarships to join 
this study tour. All our students have 
completed the exchange program, 
however, their delightful exposures 
and experiences will continue to 
pass on to others and spread over the 
campus. This year, they are going to 

organize different school-based English activities for other students. We expect that they 
can share their fruitful experiences and benefi t with our fellow schoolmates.

Australian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2013

　　商科組於2013年的7月20至23日，帶領了24位修讀經濟、企會財及旅款科的中四五

同學到新加坡進行考察活動。在四天行程中，同學們遊覽、參觀了不同範疇的景點，如

小印度、牛車水、魚尾獅公園、克拉克碼頭等等，同時品嚐新加坡的地道美食。這一切

一切不但擴闊了同學的視野及眼界，同時亦針對性地了解新加坡在經濟、商業、旅遊三

方面的發展，同學可謂獲益良多。

經濟、企會財及旅款科新加坡考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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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3年
6月14日，風雨
交加，但仍有38
位長者不畏風雨
到本校圖書館參
加「長者學苑」
的活動，令人感
動。各位長者積
極參與，同學們

也用心投入，在這昏暗的天色下，與各位長者渡過了一個愉快
而充實的下午。

校園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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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學生能達至多方面發展。2013年5月至8月期間，同學們參與的校園內外

活動如下：

長者學苑—圖書館參觀

　　2013年5月
29日，圖書館

舉辦了一個翻譯

小說專題書展，

同場設有攤位遊

戲，同學們踴躍

參加，氣氛熱

鬧，書香滿溢。

翻譯小說專題書展

　　義工服務小

組於暑假期間，

與香港傷健協會

合作舉辦「開心

智能學堂」。此

活動為期8天，

本校義工同學負

責協助活動的推

行及照顧參與的傷健人仕。通過此活動，不但讓傷殘兒童及青

少年渡過一個開心、充實的暑假，參與的義工同學亦能藉著餘

暇增加生活體驗，學懂關懷社會中有需要照顧的人仕。

開心智能學堂

　　本年度頒
獎禮已於2013
年7月10上午
舉行，當日由
家 長 教 師 會
主席陳柏就先
生、副主席李
馮凱儀女士，
與及校友會主

席陳文達學長擔任頒獎嘉賓，嘉許全年度表現優異的
同學。

2012-2013年度頒獎禮

　　2013年6月29日，是本校第二次舉辦的「小西灣老少同樂日」，跟以往一
樣，給來臨的老友記帶來愉快的一個早上外，今次活動的內容也加入了一些新

元素，除加入唱歌外，更邀請了本校的國術學會及舞蹈學會為老友記表演，令

來訪的老友記樂而忘返。

小西灣老少同樂日

　　一年一度的校友

日已於2013年8月25

日在學校禮堂舉行，

當日亦是校友校董選

舉的大日子，當日節

目豐富，除了一如已

往的會務報告、財政報告及校長致辭外，各幹事亦預備了特別節目，

包括魔術表演、各幹事大展歌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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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選出了陳文達學長代表

校友進入校董會擔任校友校董。

校友日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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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紅十字會 
YU193 於2013年7
月6日在「鯉魚門公
園及渡假村」舉辦了
聯誼活動，其中紅十
字會幹事負責帶領團
體活動，會員從活動
中明白合作精神的重
要，同學於這次活動
表現投入認真。

紅十字會YU193
          暑期聯誼活動

　　本校綠隊於
2013年6月21日舉

行夜釣墨魚活動。

當天天氣一直不

穩，但天公造美，

西貢海面平靜，兩

位隊老師及二十多

位同學順利在一號風球下

出海。師生在晚霞點綴的

海上共進晚餐，入夜後開

始釣墨魚，收穫不俗；師

生共聚一堂，氣氛融洽。

最後因三號風球迫近下，

提早結束行程。

綠隊夜釣墨魚活動

　　由本校主辦的第八屆「衡怡盃─港島東區小學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已於2013年6月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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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由北角衛理

小學勇奪冠軍，亞軍是慈幼學校，季軍是北角官立小學，殿軍則由聖公

會聖米迦勒小學奪得。賽後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林

智中教授頒獎。

　　今年的「衡怡盃」，繼續得到何善衡慈善基金會贊助。今年參賽

的學校共有十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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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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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以至中段休息時間的學科攤位活動等，均由學生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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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屆「衡怡盃—港島東區小學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校園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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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3及24日，到沙田突破青年村參加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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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能力和領導才能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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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未來一年定下目標。

中二先鋒小組領袖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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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隊夜釣墨魚活動

　  本校舞蹈學
會在第四十九屆
學校舞蹈節榮獲
「甲級獎」，隊
員包括：湯芷姍

、江頌言、紀雯婷

、石倩雯、吳恩婷

、李逸誼、李月

、吳芷筠、藍富齡、譚嘉欣、鄧梓晴、蔡芷晴、鍾家盈、
呂綺筠、陳皓琳、陳楚霖、何采騫、霍寶妍、林愷茵、
吳希彤、陳博謙、陳衍璁、楊嘉琪、康芷欣。

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

　　本校同學在第六十五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成績驕人，

共獲得23個優良及良好證

書，其中6E趙智同學，更在

薩克管獨奏中獲得冠軍，本

訊在此致以祝賀。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13

　　經過大半年的嚴格訓練，本校
國術學會的冼嘉恩同學在剛過去的暑

假，於九龍灣會展舉行的第八屆香港

國際武術比賽跆拳道中取得了第一

名！闖過重重難關，最終得到獎項，

冼同學也露出了燦爛的笑容！

　　12名修讀電腦科的
同學，於暑假期間參加了
由亞洲機械人聯盟舉辦的
亞洲機械人錦標賽台灣區
選拔賽。是次比賽，同
學需要設計、組裝機械
人，然後再編寫程式來控

制它，過程相當艱苦。比賽當日，參與高級組VEX toss up機
械人挑戰賽的同學，需要和其他學校組隊合作，互相配合，
務求把場區內的氣球盡快運送至目的地，極具挑戰性。最
終，4A區浩研、周芷琪、盧國雄和4B洪曉萍一組獲得機械人
相撲賽季軍。

亞洲機械人錦標賽台灣區選拔賽

　　「同心同根萬里行2013」考察交流活動是由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
室青年部協助統籌和聯絡，並由香港基督少年軍等13個青少年制服團體聯合招募和組織隊
員參加。參加者不單要具備步操技能、經驗和優良的普通話溝通能力，更要通過多次面試及
多項技能評核，才有被選中的機會。我校6E賴綺婷同學於今年6月參加初選，隨即獲衡怡分
隊導師推薦。其後，又因其在學習過程中表現出色，被選出代表13個青少年制服團體於7月
24日在人民大會堂迎接我國國家領導人。當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進入會
場，站在第一排的賴同學便立刻當上親善大使。期間，李副主席向代表們詢問有關香港學生
升讀大學的情況。賴同學為李副主席解釋本地高中教育、中學文憑試和本地大學收生事宜，
並按李副主席提問，分析香港和內地高中教育的異同，表現大方且充滿自信。除了在人民大會堂跟國家領導人見面外，賴同學也
和整個交流團一起被安排到北京和內蒙古參觀國家博物館、天安門廣埸、奧林匹克森林公園、伊斯蘭風情街、希拉穆仁草原等地
方。這些活動不單啟發賴同學對國家民族的認知，對祖國國疆的愛護，提升國民身份的認同，也增加賴同學對國情和國家的未來
發展的了解和關心。

同心同根萬里行 衡怡女將家國心

衡怡喜訊

　　Hi everyone! 
My name is Elliot. 
You can  ca l l  me 
Miss Elliot or Elliot. 
I teach English but I 
love TONS of things 
other English. If you 
like watching film, 
doing sports, reading and cooking, I 
am the one you should talk to! Feel 
free to talk with me in English. You 
are always welcomed.

大家庭的新成員—余佩詩老師 大家庭的新成員—白麗湞老師

　　大家好，我是Miss Pak 
(PAK)，主要任教低年級的

數學及科學。很高興能加

入嶺南衡怡這個大家庭。

平時我喜歡參加不同的興

趣班，增值自己。閒暇時

我會去各處旅行，感受不

同的人和事，體驗不同地

方的文化，擴闊自己的視野。見到你們，常

令我想起中學快樂的時光。請同學們好好珍

惜吧！你們要成為一群有理想的年青人，作

為校長，老師和父母的驕傲！

大家庭的新成員—翁家源老師

　　各位好！我是翁
家源老師(KA)，很開心

成為衡怡大家庭的成

員！我覺得衡怡中學

的學生都很乖、很有

禮貌，又充滿活力，能

上你們的課堂真的很開

心！我很喜歡中國及日

本流行文化，閒時喜歡去做運動。如果

日後各位同學有甚麼學術問題及疑惑，

或者日文問題，歡迎隨時來找我！請各

位多多指教！

衡怡大事

2013國際武術比賽奪冠

學生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