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香港青年音樂匯演榮獲銅獎

管樂團於2014

年12月4日參加在

伊利沙伯體育館舉

行的2014香港青

年音樂匯演，榮獲

銅獎。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成績

獎項      中文科 英文科

亞軍
2C羅諾泳 2A余天恩

3B陳婧琦 6B陳皓琳

季軍 2A余天恩 4A集誦隊

優良證書 27位 52位

良好證書 24位 14位
2014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3A陸家妍及6E戴綺敏

品學兼優，獲老師提名參加

2014年「香港島傑出學生

選舉」。經評委面試後，陸

同學獲得「分區優秀學生」

獎，戴同學獲得「全港優秀

學生」獎。

青苗學界進步獎

本校學生於2014至

2015學年中品行及成績

有明顯進步，獲老師提名

取得2014年「青苗學界

進步獎」，得獎者包括：

2A梁靜怡、2B黃延松、

2C呂凱儀，2D李泳芊、

2E譚嘉慧、3A胡諾晞、

3B林智豪、3C布瀚文、

3D朱啟仁、3E劉柏陽、

4A馮永健、4A鄧啟生、

4B周曉思、4C黃曉彤、

4E陳灝銘、5A陳英毅、

5B鍾偉樂、5C邱璧晴、5D孫定邦、5E王宇洋、

6A林朗天、6B吳淇茵、6C黎逸、6D林朗聰、6E戴綺敏。

第五屆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
計劃獲得優異成績

中國歷史科參加了由香

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

士同學會主辦的第五屆全港

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

劃，3A朱家健取得初級組

三等獎。

2014-2015年度  第二期

中學校際越野錦標賽(第二組) 取得佳績

田徑隊於

2014年11月

2 7日在香港

仔郊野公園參

加中學校際越

野賽(第二組

別)，取得團

體總亞軍，能夠在下年度提升至最高級別的第一組作賽。

個人比賽方面，6B陳輝洪獲男子甲組個人第9名，4D陳冠

穎獲男子乙組個人第4名 。

東區田徑比賽再創佳績

田徑隊於

2014年12月

14日參加了

東區田徑比

賽，同學落力

比賽，獲得不

俗的成績。

5C梁偉業獲

男子乙組200米季軍，2E 呂小龍獲男子丁組擲鐵餅冠軍及

男子丁組鉛球冠軍，4C 林宇亭獲男子丙組200米季軍，5B 

薛俊安獲男子公開組擲鐵餅季軍。

學 生 成 就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第十七屆
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

家長教師會會員

大會暨第十七屆執行

委員會就職典禮已順

利於2014年10月18日 

舉行。校長、老師與

家長一邊享用茶點，

一邊暢談。2014-15年度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為

朱麗芳女士、吳穎琪女士、李愛玲女士、關世璋先生、陳

柏就先生、徐一妹女士、馮璧華女士、馮凱儀女士、譚潤

祥先生，而教師委員為李守儀校長、李振威老師、徐詩賢

老師、黃孝恩老師、王健威老師、黃志永老師及余佩詩老

師。對於各位家長無私的付出，本校致以最深切的感激。  

一邊暢談。2014-15年度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為

教師專業發展日

2014年12

月1日是本校本

學年的教師專業

發展日。當日以

「生涯規劃」作

為重點，既配合

學校的關注事

項，亦回應了教育局在本學年新增的「生涯規劃」津貼。

上午的進修時段，學校邀請了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就業網絡

青年工作幹事黃民信先生，以「如何在校內推行生涯規劃

教育」為題，讓老師可以在教學工作和負責的課外活動中

注入更多「生涯規劃教育」元素。午後，全體老師一同前

往觀看電影—《爭氣》，讓老師有機會反思「其他學習

經歷」對學生全人發展的影響。

逾百小學家長及學生蒞校參觀

為增加小學

家長及學生對本

校的認識和了

解，本校於2014

年12月5日及12

日一連兩個星期

五開放校園，讓

小六學生和家長蒞校參觀。當日本校安排學生擔任講解及

招待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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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庭的新成員—楊文莉老師

大家好！我是楊文莉老師，很高興來

到衡怡。我平日喜歡閱讀和聽音樂。平日

同學如有時間，歡迎隨時來找我聊天。

麥肇輝老師於2014年12月

30日上了香港電台節目“奮發時

刻DSE”擔任嘉賓，講解企會財

科課程及應試技巧，並接聽同學

電話解答疑難。

衡 怡 大 事

衡 怡 喜 訊

校務處職員李蔚

汶小姐於2014年12月

13日註冊結婚。謹在

此祝賀她新婚愉快。

劉志豪老師於

2014年12月29日註

冊結婚。謹在此祝賀

劉老師新婚愉快。

孫龍老師於2014年9月15

日喜添兒子，名為孫建城。在

此致以祝賀。

2B、2D、2E、3B、3C及3D班乘風航

2014年10月內，

中二及中三級共6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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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學挑戰

自我，學習克服困難。最後超過九成同學能從三層多的高

處跳進大海，實在令人讚歎。期望同學能將活動的成功經

驗，應用到平日生活中，以面對人生的各項不同挑戰。

中一成長營

中一各班同學分別於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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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加強

全班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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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配合關注事項「設定目標，規劃人生」，同時亦為學生提供不少服務學習機會。2014年9月至12月

期間，所推行的輔導及服務活動如下：

校友工作經驗分享週會

2014年1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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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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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專業會計師，任職一家協助巴西客戶到中國購買原料

的公司的會計部主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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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工程部高級工程師。兩

人分享了他們從求學到職場的崎嶇路途，更不約而同勉勵

師弟妹認真學習，並要打穩語文的根基。

中六模擬放榜

長者學苑—第七屆數碼橋樑長者電腦班

為配合「長者

學苑」活動，電腦

學會於2014年11

月8日及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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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活動中

親自設計課程內容及施教，從而訓練領導才能，達致教學

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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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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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碼橋樑長者電腦班」供區內長者學習。同學在活動中

嶺步同行籌款2014

4 B 及 4 E 班

山藝學會、童軍

團、 環保學會及

演辯學會於2014

年10月19日參加

了由嶺南大學主

辦的「嶺步同行

籌款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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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長及

各學會老師帶領同學們從大埔海濱公園出發，步行至科學

園。沿途風景明媚，令人心曠神怡。
數碼橋樑。

長者學苑服務獎勵計劃

2014年11月22日，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在本校禮堂舉辦「長者學苑畢禮典禮」。
凡於2012至2014年累計長者學苑服務時數達30小時或以上的同學，獲頒「服務金獎」。
獲獎同學包括：2C李欣桐、2C莊晴禧、2E余潤霖、3A徐穎儀、3A陸家妍、3A莫詠妍、3A
吳嘉軒、3A龐德、3B郭凱欣、3B蘇傲天、3B梁嘉豪、3C陳諾希、3C陳健恆、3E張晞俊、
4A鄭心祈、4B劉慧伶、4A陳嘉嘉、4A馮永健、4A張蕙心、4A曾蔓莉、4B吳芷筠、4B區
詠芝、4B邱樂瑤、4D林欣穎、4D陳銘澤、4E黃詠桐、5A何泳恩、5B梁詠兒、5B薛俊安、
5C丁善鈞、5C鄧梓晴、5D梁仲凝、5D黃佩怡、6A郭展佑、6A林嘉薇、6A施啟智、6B吳俊
輝、6E洗嘉因、6E陳錦華、6E王俊傑。

為了讓中六同學

親身經歷放榜的「實

況」，加深其對放榜

及升學出路的知識及

心理準備，升學及就

業輔導組邀請了聖公

會青年綜合服務中心，於2014年10月17日到本校舉行了

模擬放榜。今年的同學表現得十分投入，他們都積極尋找

出路，去到不同的攤位排隊，亦顯得很有策略。無論結果

如何，相信這過程都給予他們一個深刻的印象，而他們亦

可以從中調整自己今後的學習目標和策略。

輔 導 與 服 務

165

舊生得獎

本校第一屆

舊生趙志銘參加

中國國際設計雙

年展比賽，榮獲

香港地區銅獎，

他的作品今年已

奪取五個不同的

獎項。他謙虛地

表示仍在學習。

「衡怡」東區升中選校巡禮

本校於2014年

11月22日上午參加

由東區學校聯絡委員

會主辦、勵志會梁李

秀娛紀念小學等協辦

的「東區升中選校巡

禮」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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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學生及家長更了解學校的情況，作好

升中選校的準備。



中二級數理問答比賽

數社和科學學會合作舉辦的「中二級數理問答比賽」

已於2014年11月26日在禮堂圓滿結束。參賽的同學表現

得十分出色，台下同學亦非常投入，全場氣氛激烈。是次

比賽，讓同學有機會互相切磋數理，機會實屬難得。 經過

三場緊張又刺激的比賽後，最後由2B班勇奪冠軍，2C班則

獲得亞軍。

中四級通識教育科「可持續發展工作坊」

中四通識教育科

20位同學於2014年

10月15日及22日參

加了由可持續發展委

員會主辦的「可持續

發展工作坊」。兩場

工作坊均由「商界環

保協會」的代表主

持。同學透過活動除了可認識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外，更對

企業責任及消費者權益等概念有進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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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至12月期間，同學們參與的課外活動如下：

學校推廣活動—「選舉之多少」

為提高同

學對本港各級

選舉制度的認

識，以及了解

本身的公民權

利和責任，通

識 教 育 科 於

2014年11月

11日邀請選舉事務處舉辦有關選舉的講座。是次活動以演

講及播放短片的形式，簡述本港各級選舉制度，活動過程

中還加插了有獎問答遊戲的環節，富娛樂性又有意義。

中四級通識教育科理想社區模型設計比賽

中四級同

學於2 0 1 4年

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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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資以及自選

的三項物資，在硬卡紙上製作一個社區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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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獲亞軍。

S3 TV Commercial Production 
Competition
The S3 TV 

Commercial Production 
Competition was held 
on 10 December 2014. 
Students were asked 
to excel their creative 
advertising ideas on 
stage. It does not only expose them to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but also gives them an opportunity to speak 
English on stage.Congratulate to all the award winners:
Champion-3A  First runner up-3B
Best actor-3D  Anthony Wu and 3E Kelvin Cheung

初中班際長跑賽

本校於2014年10月

24日舉辦了「初中班際

長跑賽」。比賽當日，

健兒們表現出色，各組

賽事進行順利，各班師

生表現投入。最後中一

至中三級，分別由1D、

2 E， 3 C取得冠軍，

1A、2C、3B則取得亞軍。

2014-2015年度上學期書展

2014年10月14

日至17日，本校與商

務印書館合辦書展，

同學反應踴躍，購買

了不少書籍及文具，

大有得著。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來自中二至中

四級的十二位同學

組成四支隊伍，參

加於2014年11月1

日在香港科學園舉

行的「應用可再生

能源設計暨競技大

賽」，目的是推廣可再生能源的科技應用。透過比賽，同

學親身嘗試應用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科技，設計、

製造及測試作品，並與其他參賽學校互相交流和觀摩。

而中二級隊伍更獲得風車設計獎，期望來年同學們再接再

厲，於比賽中得到更佳的成績。

港史國事墓地考察—
西灣國殤紀念墳場、大潭峽軍事設施

中史學會於

2014年12月7日

舉辦了「港史國

事墓地考察」活

動，一共有十多

位同學及三位老

師參與。 是次

活動主要分為兩

部份，首先參加Canadian Commemorative Ceremony，之後

考察大潭峽軍事遺址。經過這次考察活動後，同學們都對

認識香港的戰時歷史及中外軍人對香港的貢獻加深認識。

東區滅罪禁毒助更生嘉年華會
-TEEN DANCE

舞蹈學會同學於

2014年11月22日在

西灣河愛秩序灣公

園，參加由東區撲滅

罪行委員會主辦的東

區滅罪禁毒助更生嘉

年華會。當日表演舞

蹈TEEN DANCE，表達「舞蹈是處理焦慮的最佳方法之一，

向毒品說不」。本校同學還被邀請協助香港海關毒品檢測

犬示範表演，得到難忘的體驗。

第二十三屆陸運會

2014年

9月30日及

10月9日是

第二十三屆

陸運會的日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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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本屆陸運會成為所有同學歡呼的日子。

學會攤位展覽

為鼓勵同學多參加課外

活動，並且讓新入學的中一

同學加深認識各學會，本校

於2014年9月3至5日在舊翼

有蓋操場舉辦學會攤位展

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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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氣氛良

好，學生反應熱烈。

中二先鋒小組：「唔識呢啲識邊啲」

中二先鋒小組為了加強中一

級同學對學校的認識，特別為中

一級舉辦一個名為「唔識呢啲識

邊啲」班際比賽活動。活動於

2014年12月3日舉行，經過「好

飛唔飛飛呢啲」、「好搶唔搶搶

呢啲」及「好爆唔爆爆呢啲」三

個回合的緊張刺激比賽後，最終

由1D勇奪冠軍，1A獲得亞軍。

中三先鋒小組：「鬥瘋‧ 鬥FUN‧ 
鬥高分」 

中三先鋒小組為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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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玩西‧玩High D」。

其中第二擊活動—「鬥

瘋‧鬥FUN ‧鬥高分」已於2014年1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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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初賽的五個

回合及決賽的三個回合，最終由2E勇奪冠軍，2C獲得亞軍。

中四先鋒到小學主持周會

2014年11月24日和12

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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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四至六年級學生舉辦以

「節制」為主題的周會，

透過熱身遊戲、處境劇及

提問互動，讓學生明白在上網時間、金錢使用及飲食方面都要

有所節制。今次先鋒舉辦的到校活動非常成功，兩校學生均十

分投入，而先鋒同學亦表示獲益良多。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校園論壇 — 
佔領行動，何去何從﹖」

德育及公民教育

組於2014年10月24

日午膳時間在有蓋操

場舉行校園論壇，並

以「佔領行動，何去

何從﹖」為題，邀請

了關國康副校長、孫

越老師、劉志豪老師、鍾偉志老師及孫龍老師作論壇的嘉賓，

分享個人對是次事件的看法，並與出席論壇的學生會代表及其

他同學作交流。

校園版「世界糧食日」

環保學會響應地球

之友的呼籲，於2014

年 1 0月 1 6日舉行了

校園版的「世界糧食

日」。當日環保學會的

幹事於午膳期間在四樓

走廊設計了攤位遊戲及

在414室播放影片，宣

傳認識廚餘的種類及減少廚餘的訊息。另外，幹事

更設計了「標語創作」比賽及「惜食天使」行動，

表揚不製造廚餘的同學，宣揚珍惜資源的訊息。

5B嶺南幼稚園攤位活動

5B學生

於2 0 1 4年

12月20日前

往嶺南幼稚

園籌辦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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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知多點—家長小組專訪

受訪者：中六學生家長馮凱儀女士、中三學生家長陳轉運女士

校園小記者：4A陳舒欣、蔡詠淇

本校成立多年，有賴一群家長在背後支持。本校除了有家教會外，還有

由家長自發成立的家長小組。本校「小作家閱讀天地」的小記者有幸訪問家

長小組的成員，了解更多關於家長小組的背景和運作，供各家長參考。

小記：請問本校家長小組何時成立？現時有多少名固定成員？

家長：2012年3月成立，現時有19名家長參與。

小記：為甚麼設立家長小組？

家長：站於家長角度，有不少家長都想加深對學校的了解。而且身為過來人，明白家長在子女讀中一時會很擔心，有問題

 卻難以啟齒，心裡有苦又無人知曉，承受很大壓力。設立家長小組，是為了讓家長可以互相交流和傾訴。

小記：家長小組何時舉行聚會，會舉行甚麼活動呢？

家長：一般都會在每月的第四個星期六，下午二時半在學校103B室舉行聚會。活動形式多元化，有唱詩歌、分享、

 興趣班等。

小記：對家長小組有甚麼期望？

家長：期望有更多家長參與。

小記：參加家長小組後有甚麼感受或得著？其他家長又可以如何參加？

家長：很感恩，參加小組後認識到一班志同道合的家長，擁有不少愉快的回憶。我們可以通過小組加深對學校的了解，減

輕壓力，更學會了如何與子女相處。有興趣加入小組的家長，可透過子女的內聯電郵，傳送訊息到家長小組的內聯

帳戶，或致電6120 9089與家長馮女士聯絡。家長小組最近一次的活動日期是2015年3月28日吃火鍋活動，如有興

趣，請提早報名。

校 園 內 外 全 方 位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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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學長親授「CISCO思科網絡體驗課程」

感謝謝

文禮學長於

2014年11月

14日蒞臨教

授「CISCO

思科網絡體

驗課程」，

為ICT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同學，初步講解CISCO思科網絡

的專業技術。謝學長創立的Pacswitch Globe Telecom，為

一間專業的網絡管理及網絡工程公司，他的專業分享，讓

同學體驗企業級網絡的實施及建設等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