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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守儀校長

今年中六同學的社名是「抖」，各位同學即將離開學校，不知道你們是感到滿

懷壯志、抖擻精神，抑或是仍然茫無頭緒、顫顫抖抖呢？學校在過去六年、都強調

同學們要及早規劃人生，不知各位同學是否已積極實踐呢？畢業禮代表著同學們一

個階段的終結，是一個值得紀念和慶祝的日子，但畢業典禮更大的意義，就是提供

了一個機會，讓各位同學、家長及老師檢討和反思過去六年走過的路，訂定新的目

標，並為所得到的一切而感恩。

本屆畢業生，已是新高中的第三屆學生了。在過去的三屆，學校值得感恩的事

非常多，值得反思的也不少。2013年7月開始，學校根據由各方面取得的數據，對

新高中的課程及教學作了深入的檢視及修訂。

本學年初，教育局向學校發放了首兩屆文憑試的增值數據。所謂「增值」，是指學生在中一級進入本校時的表現與中

六級參與文憑考試時表現所作的比較。在舊學制下本校一直是高增值學校，值得感恩的是，本校在第一屆和第二屆(即2012

及2013年) 的香港文憑試整體「增值」成績仍然相當不俗，而第二屆(2013年)的平均「增值」數字更比第一屆優勝，兩屆的

整體「增值」結果跟以往的中學會考非常接近。「核心四科平均」於2012年及2013年分別取得九位數內的7及8分，而「最

佳五科平均」更連續兩屆取得8分。個別科目表現方面，基本上未有「負增值」的科目，而當中大部份科目均能達到校本期

望的「第7級」或以上指標，顯示老師已能大致上掌握到新課程的要求。本校的整體「增值」表現保持穩定及理想，老師的

努力得到肯定。

現今香港物質充裕，學生學習愈來愈被動，老師日日拉牛上樹，始終是事倍功半，加強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是唯一出

路。學校過去多年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和學科或課外活動相關的校內校外比賽，目的都是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使學習變

得更實用及生活化，提升學生對學科學習的主動性。事實上，老師在課堂以外付出的努力已見成效，學生在校外比賽屢獲

殊榮，不少學生在參與校外比賽後，不論成績如何，在學業成績上亦有所進步。

參加校外比賽始終祇限於在特定範疇有出色表現的學生，要能全面提升高、中及下游學生的學習主動性，課堂教學及

課業設計非常關鍵。如何培養學生主動性是一門很大的學問，老師不可能單打獨鬥。為加強老師在教學上的交流與協作，

學校除繼續為主要科目安排備課節外，更致力強化上級及同儕觀課，針對性地就著培訓學生自學能力，彼此學習及交換意

見。此外，以往課業檢視多由上級進行，近年已有愈來愈多科組積極推展同儕課業觀摩，並舉行觀摩後的科內及跨科分享

會，以提升課堂教學及課業設計的質素與成效。

老師的努力是不會白費的，學校每年都舉行大型的學生問卷調查，很值得感恩的是，學生普遍對老師的教學都十分欣

賞，大多予以良好至甚佳的評分，老師亦持正面開放的態度去利用這些資料作出自評，期望可以繼續改善教學，使學生學

得更好。衡怡老師這種敬業樂業、肯為學生付出的專業與關愛態度，實在值得學生們為他們喝采。

要在這個人人都以自己利益為先的世代，實踐愛與關懷、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正如以弗所書3:20所說：「上帝

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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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主祝福大家。

校長的話
(節錄自2014年6月21日中六畢業典禮上講話)

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頒獎典禮

本校參加了由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辦的「第四屆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計

劃旨在鼓勵學校在校內及社區推廣和實踐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本校獲頒發「可持續發

展學校參與獎」，以肯定及表揚本校在2012-2014年度所推行與可持續發展及節約能

源的相關活動。本校環保教育組老師、環保學會會長5D方子俊以及副會長5A劉沛霖、

5D羅鎮偉、李永晴、李羨怡、姜彤宜、鄭嘉鋆獲邀出席2014年7月5日假香港仔香港

醫學專科學院舉行的頒獎典禮，與其他得獎的學校分享及交流推廣活動的心得。

恒生‧饒宗頤文化館歷史文化獎勵計劃

本校中史科於2014年7月7日參加由恒生‧饒宗頤文化館歷史文化獎勵計劃

舉辦的初中組學生歷史文化探究活動。孫越老師及劉志豪老師於活動當天帶領20

位初中學生往饒宗頤文化館參觀及出席專家講座，為暑假的專題報導比賽作準

備。此活動讓學生了解到香港社會的變遷是與中國的發展息息相關，並加深學生

對香港人在不同時代表現的刻苦拚搏、自強不息、同舟共濟的香港精神的認識。

中二先鋒小組領袖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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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2及23日，到烏溪沙青年村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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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屆「衡怡盃─港島東區小學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由本校主辦的第九屆「衡怡盃─港島東區小學學術常識問答比賽」已於2014年

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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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由北角官立小學勇奪冠軍，亞軍是慈幼學校，季軍

是太古小學，殿軍則由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奪得。賽後由本校第一屆「傑出校友」得

主，現任城市大學專上學院資訊系統副理學士課程主任蔡友集博士擔任頒獎嘉賓。

今年的「衡怡盃」，繼續得到何善衡慈善基金會贊助，並得到香港中文大學教

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林智中教授擔任學術顧問。今年參賽的學校共有十一間，參

觀比賽的小學師生逾三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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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工作的中一至中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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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至2014年度校友日暨會員大會

一年一度的校友日暨會員大會已於

2014年8月31日（星期日）在學校禮堂

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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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顧問老師

及各幹事大展歌喉、切八周年蛋糕儀式與及大抽獎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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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屆畢業典禮

2014年6月21日，天公造美，撥雲見日，為本校第十八屆畢業典禮添上異彩。當天承

蒙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擔任主禮嘉賓，校監和各位校董、家長、校友撥冗出席，場面

既熱鬧又溫馨。

李守儀校長在校務報告中感恩地告訴大家：本校首兩屆文憑試的增值數字相當理想，

四個核心科目均取得產「高增值」，成績令人鼓舞。在關注事項方面，學校首年以「提升

學生語言能力及自學能力」為發展方向。學校繼續通過英語晨會廣播、跨學科合作和舉辦海外交流團等策略增加學生學習

英語的機會。至於主禮嘉賓嶺南大學校長鄭教授致訓詞就令畢業同學獲益良多。鄭教授以嶺南大學校訓─作育英才，服務

社會，勉勵我們要培養良好的品格，以基督的愛關懷基層，回饋社會。鄭教授這一

番至理明言，成為畢業同學的明燈，令他們終生受用。頒發證書及頒授各類獎項

後，即由畢業生代表中六朱晏昇同學及吳睿喬同學分別以中、英文致謝辭。最後，

歌詠團為畢業同學送上至誠的祝福，祝願他們前程錦繡，鵬程萬里，而第十八屆畢

業典禮亦在悠揚悅耳的歌聲中劃上完美的句號。

衡怡喜訊

第九屆國際武術比賽暨「葉問盃」
第五屆世界詠春拳錦標賽奪冠

本校武術學會在2014年第九

屆國際武術比賽暨「葉問盃」第

五屆世界詠春拳錦標賽中，本校

陳錦華和冼嘉恆兩位同學，分別

在兩項詠春對抗比賽中勇奪金牌

和獎狀，成績令人鼓舞。

旅遊科迪士尼MAGIC MOMENTS
由你創專題比賽奪冠

本校修讀旅遊科同學參

加由廸士尼舉辦的「MAGIC 

M O M E N T S由你創專題比

賽」，其中(右圖左起)5A劉佩

儀、5B李嘉敏、李美燕、5D

梁仲凝更勇奪是次比賽冠軍。

本校麥肇輝老師獲香

港教育學院邀請擔任2015

年9月開辦的商業教育學士

課程的顧問，就課程設計

及教學給予意見。本訊在

此致以祝賀。

本校戲劇學會
同學，於「中華
文化演繹比試『明
辨』決賽」中，勇
奪「中學組校際比
賽第一名」及「最
出眾劇本獎」。

本校3A張蕙心、
蔡詠淇、吳芷筠同學，
於「香港中學『數碼
化學』短片製作比賽
2013-2014」中，奪得

「初中組第二名」。

大家庭的新成員—孫龍老師

大家好！我

是孫龍老師，很

高興認識大家，

希望能與大家度

過愉快的課堂時

間。我平日喜歡閱讀，閒時會打

打籃球。日後各位同學如有任何

學術疑問，歡迎隨時來找我！請

多多指教。

大家庭的新成員—黃志永老師

大家好！我是黃志永

老師(WG)，今學年主要教

授初中的數學和科學。我

喜歡挑戰自我，嘗試和學

習不同類型的運動，例如

游泳、籃球、乒乓球、遠足露營和健身等

運動。學習新的技能和知識時往往遇到很

多困難，希望同學面對困難時，勇於嘗

試，不懼失敗，體現「紅灰精神」。

大家庭的新成員—王健威老師

各位好！我是王健威

老師 (RN)，很高興可以再

次加入衡怡的大家庭。現

時我主要任教中三級的綜

合人文科。從前在學生時

代，我是本校籃球和田徑隊的隊員，現在

亦是田徑隊導師之一，並在課餘時間考取

了教練的資格。如果大家有任何學業或運

動上的問題，歡迎隨時來找我討論！

本校蔡宛華老

師於2014年6月26日

喜誕女兒，名為黎

蔚澄。本訊在此致

以祝賀。

本校鄺誠謙老師於

2014年6月6日喜添女兒，

名為鄺芷蓁。本訊在此致

以祝賀。

本校曾嘉瑜老師於

2014年7月喜誕女兒，名

為歐泳蕎。本訊在此致

以祝賀。

衡怡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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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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暑假，學校均

為同學提供一個海外英

語學習及生活體驗課

程，使同學透過日常生

活實踐，活學活用，以

英語與當地人溝通，增

強閱讀及寫作能力。遊

學團提高同學英語水平

外，亦可擴闊視野，

增廣見聞。作為短期

進修，生活既充實，

學習亦有意義。與往年不同的

是，今年的目的地為紐西蘭奧

克蘭。課程目的是提高學生英

語水平，透過與當地學生及家

庭日常接觸，強化英語聽、講

能力，體驗當地文化，增廣見

聞，增強對人處事的自信心。

遊學課程包括英語課程，同學在奧克蘭的Whangaparaoa College上課，透

過不同活動，同學對運用英語的信心大大提高。值得一提是，學校安排了

Buddy Programme。同學跟隨當地學生，一起上堂，一起午膳。這兩天的接

觸使同學能夠了解其上堂模式，也可以跟當地學生有深入的接觸。另外，

學校安排學生入住寄宿家庭，體會當地的家庭生活。課餘及週末遊覽當地

名勝，如Sky Tower, Auckland Zoo, Kelly Tarlton’s Aquarium, Rotorua等等，擴闊視野，增廣見聞。完成整個旅程後，隨隊老師

和同學都深信，得著的地方，肯定是遠超於預期的。盼望下一次的旅程更充實、有更多體會。

藝術發展日

本年的「藝術發展日」於2014年7月8日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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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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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均會演繹參賽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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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勝作品亦再次搬演舞台

上。同學以英語演繹話劇，向台下觀眾推銷「神奇之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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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生活」的劇目，演員表現投入，傳遞正確的價

值觀。武術學會的同學和老師親身示範不同的武術招式，功架十足，展現同學

多年來苦練的成果，亦令台下的同學理解功夫的原理。而舞蹈學會演出的「嘩

鬼回魂」，榮獲第50屆舞蹈節甲級獎，齊整的舞步展現了同學們的團體合作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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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表演，擴闊了同學的視野，為兩校的得

獎生提供了互相觀摩的平台。而嶺南中學的鋼琴獨奏及二重唱表演則繞樑三日，令人回味不已。另外，一樓及二樓共設有

五個不同主題的展覽室，分別由高中視藝科、攝影學會、藝社幹事、本校中三級徐偉洛同學及中二級陳錦傑同學帶領中五

級同學參觀。中五級同學學習欣賞及評鑑展覽品，他們的評論認真，提供的建議亦得當，有部份更別有見地，甚有參考價

值。同學表現投入，其中魔術表演很受同學歡迎。

香港聯校科學展覽

經過我校中四級葉環宇、王宇洋、鄭添毅和馮俊益幾位同學差不多一年的努

力，本校科學小組於上年度首次晉身香港聯校科學展覽。在2014年8月22日，小

組和一眾理科同學的「智能超聲波家居兒童安全裝置」作品，於銅鑼灣中央圖書

館一連六日的展覽中展出。我們的作品利用超聲音感應原理，再運用微型處理

器和紅外綫遙控等技術，設計出多用途的家居安全裝置。在眾多大中學校的參賽

隊伍中，我校展區不但吸引了大量來賓的注意，更曾一度在最佳解說員比賽中領

先。相信在不久的未來，我們的理科同學一定能走得更遠更高。

小西灣老少同樂日

2014年6月28日，是本校今年度第二次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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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活動

的內容加入了一些新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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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區區畫畫」

本校中二及中四級學生參加了由藝育菁英舉辦的「全港青少年繪畫

日—區區畫畫」。活動於2014年6月22日舉行，透過公開邀請全港各

區青少年 ( 13-18歲 ) 參與現場寫生活動，培養香港青少年在藝術及文

化上的觸覺及創意，將藝術帶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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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至

8月期間，同學們參與的校園內外活動如下：

2013-2014年度頒獎禮

本年度頒獎禮已於2014年7月9日上午舉行，當日由家長

教師會執行委員擔任頒獎嘉賓，嘉許全年度表現優異的同學。

「至IN‧至HIT‧潮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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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五擊活

動—「至IN‧至HIT‧潮問答」已於2014年5月30日圓滿

結束。各班中二代表完成了一連串既緊張又刺激的問答環

節，經過六個合回，最終由2B勇奪冠軍，2A獲得亞軍。中一銜接班音樂課的管樂團表演

在2014年8

月25日，暑期的

中一銜接班已經

圓滿結束，而當

中的音樂課邀請

了本校管樂團作

音樂示範，當天由本校管樂團指揮帶領樂團表演了多首樂

章，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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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增進他們對西洋樂器的認識。

圖書館長者學苑活動

2014年6月

16日，約50多

位長者到本校圖

書館參加「長者

學苑」的活動。

各位長者帶著輕

鬆的心情到來，同學們也用心服務，各位長者及同學渡過

了一個愉快而有意義的下午。

「友校辯論比賽」

為了提升學生的思維邏

輯、口語表達能力及團隊精

神，演辯學會應保良局甲子何

玉清中學的邀請，派出中四級

隊員於2014年5月16日（星期

五）進行一場友校辯論賽。辯題為「港府維持提高印花稅利

大於弊」。經過雙方辯員激辯後，由本校（反方）勝出，而

友校（正方）第二副辯獲選為最佳辯論員。賽後評判們給予

同學一些辯駁的技巧和建議，令他們獲益良多。

五）進行一場友校辯論賽。辯題為「港府維持提高印花稅利

中一新生家長校園聚餐

由本校家長教師會舉辦

的「中一新生家長校園聚

餐」已於2014年8月30日在

學校舉行，當日有逾百位新

生家長參與，場面相當熱

鬧。新生及家長既可於正式開學前與班主任面談溝通，又

可與同班同學及家長交流，更可參加本校社工老師安排的

「中一家長工作坊」，了解子女升讀中學後可能面對的問

題，與子女一同成長，實在深具意義。

開心智能學堂

義工服務小組於暑假期間，與香港傷健協會合作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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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學習 校園內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