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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高中學制下，教育局於2013年10月首次發布全港中學2012及2013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校增值資料系統」資料，本校連續
十二年維持高增值學校，學生表現令人欣喜。2012及2013年，除數學延伸及視覺藝術科因科目特質不被包括在教育局的增值計算之內

外，本校所有科目均被列為正增值。當中四個核心科目，於2012及2013年在增值「九位數」分別取得第七及第八級，而最佳五科平均，

更於2012及2013年在增值「九位數」分別取得第八級佳績。同時，連續兩年，本校九個科目列入全港表現最佳四分之一學校。

Lens攝影比賽勇奪冠軍

　   香港電台主辦的
「Lens攝影比賽」，本校
6E陳穎琪的作品在全港百
多間中學中，脫穎而出，
勇奪學生組冠軍。

「阿爸、阿媽，食飯喇!」攝影
比賽獲亞軍

　 由百樂思教育基金主辦的「阿
爸、阿媽，食飯喇！」攝影比賽，本
校4E廖偉聰獲得少年組亞軍。

學界女子乙組羽毛球比賽

　  本校女子乙組羽毛球隊在本
屆港島區學界羽毛球比賽中奪
得殿軍。成員包括：3A張蕙心、
3C梁瑤、4D陳宝怡、4C周明麗、
4A葉瑞恩、4A呂頌恩、4A陳善謠、
1B江穎茵。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成績
獎項      中文科 英文科
冠軍 / 4C陳倩愉 5B陳皓琳
亞軍 / 1B羅諾泳
季軍 3A張正彤 5C蘇頌筠 /
優良證書 36位 44位
良好證書 14位 21位

2013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3A區詠芝及6E趙智品學兼
優，獲學校老師提名參加2013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經
評委面試後，得到「東區優秀學
生」名銜。

　  由摩星嶺之友及中西區區
議會合辦的「摩星嶺野外定向追
蹤2013」比賽，本校5B周智輝
同學獲得學界組亞軍。

青苗學界進步獎
　  學生在2012-2013學年品行及成績有明顯進步，
被學校老師提名獲得2013年「青苗學界進步獎」，得
獎者包括：2A陳嘉慧、2B吳元龍、2D劉柏陽、2E梁穎
怡、3A鄭炫宗、3B黃偉豪、3C羅啟津、3D陳灝銘、
3E王文俊、4C楊俊威、4D伍思哲、4B王子晴、
4C麥迪文、4E譚梓豐、5A林朗天、5C陳思敏、5D陳楚
霖、5E陳泇濠、6A周俊怡、6B陳博謙、6C姚建
君、6D冼文祖、6E鄭曉彤

長者學苑服務獎勵計劃
　  學生在2012-2013學年參與長者學苑活動，提供三十小時義
工服務或二十小時義工服務，獲安老事務委員會頒發「服務銀
獎」及「服務銅獎」，以下是得獎名單：

銀獎：3A張蕙心、3D張晞俊、6D余祐彬、3D柳皓楊、3A區詠芝、
5B吳俊輝、5A施啟智、4C鄧梓晴

銅獎：5A郭展佑、2B梁嘉豪、3C劉慧伶、2B黃浩林、3A黃詠桐、
3A吳芷筠、3B鄭心祈、3B林欣穎、3A曾蔓莉、4B梁詠兒、3C
陳嘉嘉、4B薛俊安、4A何泳恩、5E冼嘉因、5A林嘉薇、6A
王子興、4C丁善鈞、3A李耀榮、5E陳錦華、5E王俊傑、3B
李逸誼、4A程彥臻

服務學習

長者學苑—第六屆數碼橋
樑長者電腦班

　  為配合「長者學苑」的活動，電腦學會於2013年11
月9日及16日舉辦兩組共四堂的「數碼橋樑長者電腦班」
供區內長者學習。透過本次活動，同學親自設計課程內容
及親身體驗教授工作，從而訓練其領導才能，達致教學相
長，亦讓同學體驗敬老護老及積極人生的精神。本活動築
起了同學與長者之間的橋樑，也築起了長者使用資訊科技
的數碼橋樑。

2013嶺大步行籌款
　  本校山藝學會、童軍團、環保學會及演辯學會於
2013年10月20日參加了由嶺南大學主辦的「嶺步同行籌
款日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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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由校長及各學會老師帶領同學們從紅磡
大環山公園出發，步行至尖沙嘴星光大道。沿途風景明
媚，飽覽維多利亞港兩岸景色。

「衡怡」東區升中選校巡禮
　  本校於2013年1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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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學校協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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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先鋒到小學主持周會
　  在2013年12月9日及10日，中四先鋒小組代表學校
先後到訪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及救世軍韋理夫人紀
念學校，為兩校的四年級至六年級學生舉辦以「誠實」
為主題的周會，並藉著處境劇、心理測驗和問答環節，
引導小學生明白誠實待人的重要，尤其對待自己父母。
今次先鋒舉辦的到校活動相當成功，兩校的學生均十分
投入，明白「誠實」的重要，而本校先鋒小組同學檢討
時亦表示獲益良多。

中二先鋒主持中一「關心學
校」周會

　  中二先鋒於2013年12月11日為中一同學舉辦了一個
以「關心學校」為主題的周會。活動以班際比賽形式進
行。問題內容圍繞同學在校內的生活，目的是提高同學對
學校的歸屬感。比賽分別有三個部份，包括「大電視」、
尋寶及問答環節，戰況激烈，現場氣氛熱鬧。最後由1D
班勝出，1B班屈居亞軍。在活動後的檢討當中，參與的中
二先鋒認為，由十三次籌備會議，到三次認真綵排，與及
正式主持活動，都令他們獲益良多，實在是一次寶貴的學
習經驗。

　  本校11位中二先鋒
同學獲路德會富欣花
園長者中心社工的培訓
─「認識長者一般性
格及籌辦長者活動注意
事項」。經簡單商討、
綵排後，於2013年12
月20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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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用各式樂器輪流伴奏，隨後由
同學主持活動和遊戲，長者們均全情投入，歡顏盡顯。
同學們協助長者摺紙盒及製作掛飾，充滿耐心及關愛之
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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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各同學在檢討會中均認
為這活動加深了對長者的認識，並為下學期籌辦長者學
苑活動作好準備。

衡怡大事

　  2013 年9月12
日，李振明傳道(香
港基督少年軍分隊
工作委員會委員，
基督教宣道會愛
光堂第261分隊隊
長)，於筲箕灣青年
廣場，獲頒發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民

政事務局局長嘉許章，以嘉許過去多年間為香港基
督少年軍所作的貢獻，堪為所有基督少年軍導師及
隊員之模範。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旨在嘉許長
期致力於推動制服團隊服務的青少年培訓及發展、
社區服務，或推廣文化及體育活動的人士，以表揚
他們的卓越貢獻。

家教會就職典禮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第十六屆執行委員
會就職典禮已於2013年10月19日下午順利舉行。在典禮圓滿結
束後，校長、老師與家長一邊享用茶點，一邊繼續暢談。最後，
典禮在歡愉氣氛下，於五時半圓滿結束。本屆家長委員為陳柏就
先生、關世璋先生、譚潤祥先生、王美容女士、馮壁華女士、黃

隆東先生、馮凱儀女
士、關秀慧女士及李愛
玲女士，而教師委員為
李守儀校長、李振威老
師、徐詩賢老師、陳浩
森老師、劉志豪老師、
羅潔明老師及翁家源老
師，對於各位家長無私
的付出，本校致以最深
切的感激。

教師專業發展日

　  2013年11月25日是學校本年度
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上午的進
修時段，學校邀請了註冊中醫邵益
璋中醫師及資深社工邱敏儀姑娘，分
別以「中醫穴位按摩」及「如何當上
快樂的員工」為題，在校內舉行教
師工作坊。午後，全體老師共分為
六組，觀看本校同事的上課錄影，
並就學校的關注事項─照顧學生學習差異和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進行討論和分享。

全體老師參觀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柴灣分校

　  新學制下，香
港專業教育學院成
了不少畢業生的升
學出路，2013年10
月9日上午，本校全
體老師到了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柴灣分
校參觀，了解該院
提供的課程和收生
要求，畢業生的升
學及就業出路。

中五級參觀嶺南大學及
參與「全球嶺南人大匯聚
2013」活動

　  2013年11月16日，中五全級同學往嶺南大學參
觀，了解大學的收生要求及院校設備。當日，又是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2013」的活動日，全體中五同
學亦一同參加「嶺南嘉年華」及「千人共拼嶺南徽」
的活動，國術學會同學更於活動中表演，充份體現
「嶺南一家親」的精神。11月17日晚上，更在如心
海景酒店暨會議中心7樓宴會廳，舉行「嶺南同學日
聯歡晚會」，再次體現「嶺南一家親」的精神。

逾百小學家長及學生蒞校參觀

本校麥肇輝老師主持「新高中企會財科應試技巧」講座

　  麥肇輝老師在2013年11
月2日，替教育圖書出版社
主講一個有關新高中企會財
科應試技巧的講座，出席學
生共400人。本訊在此致以
祝賀。

　  本校吳嘉容老師於2013年
9月27日喜誕麟兒，名為蔡子

逸。本訊在此致以祝賀。

衡怡喜訊

　  為增加小學家長及學生對
本校的認識和了解，2013年
12月6日及13日一連兩個星期
五，本校開放校園，讓小六學
生和家長蒞校參觀。同時，本
校於12月13日亦接待了筲箕
灣官立小學的師生及家長，讓

他們對中學的校園生活有進一步了解。當日本校安排了學生擔任
講解及招待工作，亦有電腦學會同學作機械人示範，由當日家長
的反應及即場提問，均表現本校受到各小學家長的支持。

本校11位中二先鋒

中二先鋒為長者籌辦聖誔聯
歡活動

連續兩年，本校九個科目列入全港表現最佳四分之一學校

李振明傳道獲頒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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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嶺南幼稚園攤位活動

　  5D學生於12月21日
往嶺南幼稚園籌辦以「科

學」為主題的攤位活動，

進行服務學習。當日本校

的攤位極受歡迎，師生俱

各歡喜。

摩星嶺野外定向追蹤2013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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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 Hard, Speak with HEART …Let’s do our 
best! This is our second year to carry out this whole school 
English activity. Every Friday, we have English Speaking Day 
– Speaking Bee. During recess or lunch hours,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peak English with all 
teachers, both language and non-language teachers. There’s a 
topic suggested by the English teachers each week and students 
are also provided with some vocabulary that helps them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return for 
students’ positive participation, a 
gift coupon is awarded and students 
can use the coupon to purchase 
items in the Students’ Union. The 
value is minimal, yet the reward is 
huge. Enjoy the photos and a lot of 
smiling faces are seen!

English Speaking Day - Speaking Bee 

輔導活動
　　本校積極提升學生學術水平，維持高增值之餘，亦不忘開展多元輔導

活動。除推行已久的「成長路」外，近年亦積極推行職業輔導活動，以配

合「設定目標，規劃人生」，從而協助學生心智成長，促進全人發展，並

為將來作好打算。2013年9月至12月期間，所推行的輔導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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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達至多方面發展。2013年9月至12月期間，同學們參與的全方位課

外活動如下：

誠品書展

　  本校圖書館、英文科與誠品書店合辦今年的書
展，展覽期為2013年9月17至19日。老師帶領初中學
生參觀書展，高中生則自行前往參觀。今年的書展種
類豐富，同學們反應踴躍，能買到自己喜愛的書籍。

中四級通識教育科理想社區
模型設計比賽

　  本校中四級
同學在2013年
11月15日參加
通識教育科舉辦
的「理想社區模
型設計比賽」。
同學利用大會提
供的物資，如報
紙、雜誌、光碟
等，以及同學自
選的三項物資，
在硬卡紙上製作

一個社區模型，如規劃道路、安排不同類型的建築物分
布、不同的社區及康樂設施等，模型中的土地用途及設
施須顧及不同方面及不同居民的生活素質。同學通過活
動能進一步認識組成生活質素的元素，如環境保護、經
濟發展、社區設施等，亦能發揮創意及體現協作能力。
同學在比賽期間分工合作，表現積極投入，最後由4B奪
得冠軍、4A獲亞軍。

中二級數理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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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1
月 2 7 日 於
禮堂圓滿結

束。比賽共分三個回合進行，依次序分別為必答題環節、
台下環節及搶答題環節。每班均派出三名班代表為必答題
環節、搶答題環節作賽，台下環節則每班各派五張相同的
問題紙，讓所有同學都能參與其中。參賽的同學表現十分
出色，台下同學亦非常投入，全場氣氛激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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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藉此提升同學對數理的興趣，同學有
機會互相切磋，實在機會難得！經過一場緊張又刺激的比
賽，最後由2C班勇奪全級冠軍，2E班則獲得亞軍。

東區校際公開辯論比賽

　  在2013年11月15日，本校演辯學會同學參加由東華
三院主辦東區校際公開辯論比賽。學生在比賽前7天接到
辯題，在這7天內需為比賽作準備。整個比賽由準備至
比賽，學生說、聽、讀、寫均有提升。當中，學生還明
白到團隊合作的可貴，最重要是學生能提高思辯和邏輯
力。是次比賽，同學們雖然首圈出局，但面對對手仍毫
無懼色，雖敗猶榮。

中三先鋒小組：『We Stay  We 
Play  Crazy Today』

　  中三級先鋒小組為了加強中二級同學的團隊精神及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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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GAME 玩到 攞大獎」。其中第二擊活動—「We 
Stay We Play Crazy Today」 已於2013年11月29日圓滿結
束。各班中二代表完成了一連串既緊張又刺激的活動，經
過四個回合，最終由2A勇奪冠軍，2E獲得亞軍。

校園內外
2013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
競技大賽—風車發電設計大賽

　   本校科學科於
2013年11月2日帶領
六位1A班學生到香港
科學園參加「20 1 3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
暨競技大賽—風車
發電設計大賽」，學
生必須使用大會提供
的材料即場設計風車
葉，並使用大會供應
的測電設備量度可產
生的電力大小。透過
比賽，學生既可設計
及製造風車葉，又可
親身嘗試應用風力發
電，並與不同學校學

生互相交流和觀摩，參賽的同學表現非常投入，亦表示有
興趣參加更多不同的科學比賽。

中史科國采朝章

　  2013年10月7日，本校中史科及中史學會前往香港歷
史博物館參觀「國采朝章—清代宮廷服飾」展覽。是次
展覽展出故宮博物院的織繡文物一百三十多件套，種類有
禮服、吉服、常服、行服、戎服和便服，當中包括康熙帝
的盔甲、雍正帝的龍袍、乾隆帝的朝袍、同治帝幼年時穿
著的便服、光緒帝及其皇后大婚時所穿的龍袍，以及末代
皇帝溥儀曾穿著的袞服等。展覽輔以導賞及大型多媒體節
目，讓學生從多元化的角度欣賞清宮廷服飾及其展現的文
化面貌。另外，對中二學生來說，亦有助他們完成下學期
的中史朝服製作活動。

2C社區挑戰賽

　  為擴闊學生視
野，學校於10月至
12月，為中二各班
籌辦社區挑戰賽，
讓同學可以走訪社
區，了解社會真實
面貌。

基督少年軍261分隊成立五週年

　  2013年9月22日是基督少年軍261分隊5週年立願禮
暨初級組成立的日子。今年度有多位的隊員加入261分
隊，由昔日的15位增加到現時的30多位，實在是有賴天
父的保守和帶領。當天除了有一如以往的頒獎禮和頒章
禮外，還有五年來第一次的榮譽結業禮。

環保學會元朗大生圍村觀鳥及
漁塘考察

　  環保學會在2013年
11月9日上午參與香港觀
鳥會的活動，前往元朗大
生圍村進行考察，認識現
時香港的漁塘生態。環保
學會二十多位同學及幹事
先後參觀了大生圍村的漁
塘，沿途香港觀鳥會的導
賞員細心向同學介紹在漁
塘常見的生物及其生態價
值，更讓同學利用望遠鏡
觀察秋、冬季來港的候鳥
種類、習性及形態。此

外，同學更可認識一般漁民如何進行捕魚、餵飼、管理
漁塘等工作，更有當地居民介紹及示範如何利用漁網進
行撈捕的技巧。

第二十二屆陸運會

　  2013年
9月2 4及2 7
日為本校第
二十二屆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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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隊拼搏及打氣，使本屆的陸運會成
為所有同學歡呼的日子。最後，黃隊奪得男子隊際全場冠
軍，紅隊則包辦女子隊際全場冠軍、隊際全場總冠軍及啦
啦隊冠軍。

台灣大學參訪團

　  升學及就業輔導
組於2013年9月29日
至10月1日舉辦台灣
大學參訪團，透過考
察增加老師與學生到
台灣升學的資訊，亦
為同學提供機會，了

解台灣大學的學習模式與設施，並體會台灣大學的校園生
活，以及到台灣升學時可能面對的問題。是次參訪共參觀
四所台灣大學，包括：明道大學（彰化縣）、朝陽科技大
學（台中市）、東海大學（台中市）以及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屏東縣）。除此之
外，是次行程更參觀台
中的著名景點，包括：
九二一地震紀念館、一
中夜市、紙教堂、廣興
紙寮等，加深同學對台
灣歷史與文化的認識。

2A及2D班乘風航

　  2A及2D班一行五十
多人於2013年10月9日
參與了一天的乘風航旅
程，在乘坐「賽馬會歡
號」出海的過程中，導
師透過多元化的活動，

包括繩結運用、海上求生訓
練、指令活動、救生艇操作
等，讓同學挑戰自我、學習
克服困難。導師期望同學能
將活動的成功經驗，在平日
生活中應用，以面對人生的
各項挑戰。

中一成長營
　  中一各班同學分別在2013
年10月至12月內參與了三日
兩夜成長挑戰營。透過紀律訓
練，學習團隊精神的重要。同
學在營中經歷野外煮食、野外
定向、自訂目標和不同的歷奇
活動，提升個人的抗逆力和解
難能力，並全班的凝聚力。

中三級職場實地參觀

　  為了讓學生實地了解不同行業的運作及發展，本校的
3A、3C及3E分別在2013年10月及12月參觀了中華廚藝學

院、九龍灣青年學

院及KEF高級影音

專門店。透過不同

參觀，學生對各行

業有更深入認識，

為自己將來的發展

有更好的計劃。

校友工作經驗分享週會2013
　  2013年12月2日兩位校友伍建明學長及吳嘉威學長在百
忙中抽空返回母校，與一眾中六師弟妹分享他們求學及工
作的經歷與面對困難時的心路歷程。伍建明學長現時是一
家協助巴西客戶到中國購買原料的公司的會計部主管，而
吳嘉威學長從香港大學畢業後一直服務於中華電力有限公
司，現時是工程部的管理人員。兩人均在職場有十年以上
的工作經驗。學長勉勵學弟學妹選擇行業要因應自己的能
力、性格特質、行業發展及興趣，更要及早了解自己。他
們亦分享了在工作
中的苦與樂，鼓勵
學弟妹努力考好文
憑試，取得最好的
學歷，並強調需要
學好兩文三語，因
為語文能力在職場
中十分重要。

中六模擬放榜

　  為了讓中六同學
親身經歷放榜的流
程，豐富其對放榜及
升學出路的知識，本
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邀請了聖公會青年綜
合服務中心，在2013
年10月11日到本校禮
堂舉行模擬放榜。看
到同學焦急的等待著
他們的成績單，走到不同攤位排隊找升學出路。無論當中
因未達資格而失望的，或因為有學位而喜形於色的，相信
這過程都給予他們一個深刻的印象，而他們亦可以從中調
整自己的學習目標和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