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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踏入六月，應付公開試的中六同學大致完成了考試，可以鬆

一口氣；其他衡怡同學，有參加各類學界或公開比賽的團隊，亦

已完成賽季，緊接而來的就是校內的學年終考試。首先，校長預

祝中六應考DSE的同學、各級面對校內試的同學一切順利、表現出

應有的水準；也恭賀本校運動、表演藝術及其他大小團隊，今年

成績美滿，展示了嶺南衡怡勇往直前的精神！

考試或競賽，本質上會分出高低或勝負，但「贏」不了，也

未必不是好的經歷。

今年衡怡的「細C Grade」足球隊(主要由中一學生組成)，以

全勝姿態打入八強，卻遇上區內最強的國際學校，身型技術也不如人，戰至下半場已落後八球。校長親身目睹球員們沒

有互相指責，沒有放慢腳步，沒有絕望，卻看見大家仍致力策動一個攻勢，務求爭取一次正式具威脅的射門。球賽雖輸

了8比0，但球隊贏得對方觀賽師生、家長都主動上前與衡怡同學握手，感謝大家一同進行了一場具體育精神的比賽。衡

怡足球隊贏了—戰勝自己怕輸的心態，懂得集中精神發揮己隊的戰術，不懼怕對方的強大。賽後，同學們面上的泥濘也

蓋蔽不了心中無比的滿足感！

有說個人信心與能力的交集是效能感，它是人們衝破重重困難的主要能力；空有自信，欠缺相關能力，或只埋首努

力、但欠缺自信，面對困難也未必能順利跨過。

衡怡足球隊於八強賽大敗後，沒有絕望，更充滿希望和決心，已立刻啟動下一階段的球隊重整，並作針對性的訓

練，務求盡快改善技術上的不足。找到信心與能力的平衡點，效能感強的人不會輸給自己。

學校未來將繼續規劃好正規課程、引入電子學習、促進自學的教學法(如翻轉課堂、自主學習等)外，亦會致力進一

步發展各體育、表演藝術團隊，培養同學的效能感—掌握各範疇要求的能力，透過競賽或踏上舞台，發揮所學、建立自

信；我們相信高效能感的同學，不單能應付學業，更可迎接成長中種種的挑戰。

衡怡也是最可靠、最穩妥的備用「叉電」場所，中六將畢業的同學，有空可多回衡怡，探望老師，分享一下外面世

界之喜悅、失望或悲傷；又可於校園一角歇息下，呼吸一下校園獨有的氣息。今天你們將踏出學校大門，但孩子們，不

要怕，衡怡的大門會為你們常開；回來「叉叉電」，又可再如今天般昂然踏出去，再闖另一挑戰。

未畢業的同學，緊記學習過程重於成績得失，要能忍耐、常反思，正視自己強弱項，常存希望，老師同學會陪伴你

一起一關過一關的。衡怡其實每位同學都是「贏」家—中學階段最大的收穫便是同學間的友誼，有空望望身邊的友伴，

他們日後會見證你人生的各個重要時刻：大學畢業、升職、第一次駕車、結婚、生BB等。好好把握在衡怡生活的每一

刻，感恩身邊人，這樣，根本不會「輸」！

校 長 的 話

學 生 成 就

本校男子丙組足球隊於2016年4月16日，出戰

學界足球比賽，以四戰四勝的佳績晉級八強。

學界足球比賽晉級八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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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成 就

本屆朗誦節中，本校有逾60位學生獲

得優良獎。在英文比賽中，4B石家怡獲得

英詩朗誦亞軍；在中文比賽中，5A張正彤

及5B吳芷筠一同獲得粵語歌詞朗誦亞軍，

而3C陳海桐則獲得粵語歌詞朗誦季軍。 

本屆朗誦節中，本校有逾60位學生獲

得優良獎。在英文比賽中，4B石家怡獲得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及中文朗誦比賽成績優異

田徑運動健兒屢獲佳績

田徑學會隊員於多個賽跑比賽中獲得佳績：

賽事 項目名次 學生姓名

屯門區長跑比賽 男子少年組個人冠軍 3C 謝俊賢
離島區長跑賽 男子15歲以下五公里賽冠軍 3C 謝俊賢
深水埗區越野賽 男子青年組冠軍 3C 謝俊賢
猴年大年初一

利事跑

男子少年組冠軍

男子少年組亞軍

3C 謝俊賢

4D 馮俊達
博愛同心慈善跑 男子青年組八公里冠軍 5D 陳冠穎
沙田活力跑 二公里男子中學組亞軍 5C 林宇亭

第十屆吐露港10公里賽

（青少年禁毒盃4公里）

男子青少年B2組冠軍

男子青少年B3組季軍

3C 謝俊賢

5D 陳冠穎 

中學校際田徑錦標賽（第二組）報捷

本校學生於2016年2月舉行的校際田徑錦標賽，獲得優異

成績：

項目 名次 學生
男子乙組800米 冠軍 3C 謝俊賢
男子乙組1500米 冠軍 3C 謝俊賢
男子乙組推鉛球 冠軍 3D 呂小龍

賽馬會五人足球盃（學校組）屈居殿軍

2016年2月28

日，足球學會派出

成員參加賽馬會五

人足球盃（學校

組），獲得殿軍。

學界兵乓球比賽獲得季軍

本校女子丙組乒乓球隊於2016年3月12日，出戰學界

女子（第三組）乒乓球比賽，最終能再次蟬聯三甲，奪得

季軍。

名繫啟德坊行人專用街道命名比賽
勇奪亞軍
本校參加了由香

港政府土木工程拓展

處舉辦的「名繫啟德

坊行人專用街道命名

比賽」，1D班蕭玉

婷勇奪學生組亞軍。

「我的法寶袋」創意短片比賽獲獎

本校中六學生於2016年1月7日，憑短片《紅灰超人》

獲得最具創意大獎。

東區學校演講比賽

2016年4月30日，本校同學參加了東區學校演講比

賽。3B班的楊為賢同學獲得小組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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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 內 外

S p e a k i n g 
B e e  C u p  2 0 1 6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5 May 
2016 in School 
H a l l .  I t  i s  a n 
English activity 
for our S.4 students. There were three games, “Act Your 
Voice Out”, “Show and Tell” and “Big TV”, for students to 
compete in and congratulati ons to the 1st runner-up, Class 
4E, and the winner, Class 4A! 

S p e a k i n g 
B e e  C u p  2 0 1 6 
was successfully 

Speaking Bee Cup 2016
S.2 Radio Drama 

Competi ti on was held 
on Wednesday,  18 
May 2016.

S.2 Radio Drama 

S.2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4E, and the winner, Class 4A! 

中一級語文遊蹤

中文科於2016

年5月17日為中一級

學生舉辦語文遊蹤

活動，讓學生於遊

戲中認識中文。

中文科聯同演辯學

會於2016年3月18日，

在禮堂舉辦「口語溝通

大比拼 」活動。 

中文科聯同演辯學

中四級口語溝通大比拼

中二級朝代服飾比賽

中二級朝代服飾比賽已於2016年4月27日舉行，學

生需在比賽前分組完成朝代服飾一件。最後由2A班獲得

全級冠軍，2D班獲得亞軍，而最佳個人演繹獎則由2A

陳靜儀獲得。

2016年2月19日中四級周會

以樓宇安全為主題，邀得屋宇署

蒞臨，以話劇形式為大家介紹樓

宇安全的要點。

樓宇安全講座

視覺藝術科於2016年5月18

日，到傑出校友趙智銘學長的「趙

智銘設計師事務所」進行作品交

流。同學除了認識專業室內設計工

作流程外，更需展示個人藝術作品

集，進行面試選拔。獲選的同學將

於暑假到事務所接受專業室內設計

訓練，並參與設計本校校舍的真實

設計項目。

視覺藝術科於2016年5月18

視覺藝術科交流活動

阿仙奴(香港)足球學校
—五人足球示範課

本校邀得阿仙奴

(香港)足球學校於2016

年4月21日，為足球隊

隊員進行一節五人足球

示範課。

本年度福音週於

2016年3月舉行，一

連四天的活動，包括

初中大型班際活動恩典之旅、生命有價，耶穌愛你見證分

享會、還有福音電影茶座。

本年度福音週於

福音週

班際歌唱比賽

本校音樂學會於

2016年5月6日舉行班

際歌唱比賽。

2016年3月8日，戲

劇學會參加了香港學校戲

劇節。戲劇比賽後，同學

們可即時與評判進行藝術

交流，互相分享經驗，從

而提昇表演技巧。

2016年3月8日，戲

學校戲劇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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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 內 外

本年度「參觀日」於

2016年3月上旬舉行。中

一及中二分別前往香港歷

史館及香港科學館，中三

及中四分別往元朗屏山文

物徑及濕地公園進行考察

活動。

本年度「參觀日」於

2015-2016學校參觀日

中五級地理科同學

在2016年2月24至25日

參加由明愛陳震夏郊野

學園舉辦的考察營，前

往西貢荔枝莊進行兩日

一夜的考察。

中五級地理科同學

中五級地理科西貢荔枝莊探究式
實地考察之旅

2016年4月16日，中

四經濟科學生透過與測量

師參觀中環的發展，了解

測量師在城市規劃中的角

色，以及了解本港物業及

土地發展的特色。

2016年4月16日，中

與測量師同遊中環

中史科孫越老師分別於於 2016年2月6日及5月7日帶

領學生探訪陳治平老戰士及卓貫能老戰士，以及華籍英兵

蔡彼得伯伯。

中史科孫越老師分別於於 2016年2月6日及5月7日帶

領學生探訪陳治平老戰士及卓貫能老戰士，以及華籍英兵

「關愛抗戰老兵」計劃探訪兩位抗戰老兵
2016年4月23日，中史學會參加了由聖士提反書院舉

辦之文物徑導賞活動。

2016年4月23日，中史學會參加了由聖士提反書院舉

辦之文物徑導賞活動。

中史科文物徑導賞

蘇子亮老師與商科組

學生於2016年2月2日至7日

在將軍澳寶康公園年宵市

場設置了年宵攤位：「猴住

你」。

衡怡在年宵

本校CYC學生於2016

年3月5日，參加了東區堆

沙比賽，並獲得中學組優

異獎。

本校CYC學生於2016

CYC東區中小學堆沙比賽

旅遊與款待科於2016

年4月22至23日舉行了大

澳棚屋體驗及生態文化導

賞之旅。

2016大澳考察 山藝學會分別

於2016年2月12日及

2016年3月31日舉辦

了兩次遠足活動。

山藝學會分別山藝學會分別

於2016年2月12日及於2016年2月12日及

山藝學會

本校排球隊隊員於2016年5月15日參加由康文署舉辦的排球章別獎勵計劃測

試，其中3位考獲銅章、5位考獲銀章。

排球章別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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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與校長談心

輔 導 與 服 務

2016年3月4日本校邀請得香港大學建築學院蔡鴻達

教授蒞臨教授中六學生大學面試技巧。

2016年3月4日本校邀請得香港大學建築學院蔡鴻達2016年3月4日本校邀請得香港大學建築學院蔡鴻達

中六級「面試秘笈」工作坊

2016年3月

8日本校邀得君

悅酒店進修及培

訓發展經理何

文浩先生到校與

中四至中六同學

分享酒店業的職

場面貌及工作特

質。

酒店業生涯規劃講座

2016年

2月，3B及

3C班分別參

觀兩家寵物

服務行業相

關公司。

2016年

3B 3C 參觀寵物學校

中 四 級

同學分別於

2016年1月

2 3 日 及 3 0

日經歷了不

同的歷奇訓

練。

中 四 級

同學分別於

中四生涯規劃歷奇訓練

2016年1月29

日，升學及職業輔

導組安排了本校的

中五學生到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一樓展

覽廳，參觀教育及

職業博覽會。

2016年1月29

中五級參觀教育及職業博覽會
2016年5

月6日，5D班

於聖雅各褔群

會銅鑼灣幼稚

園進行了一人

一服務，為學

童提供攤位遊

戲。

2016年5

月6日，5D班

於聖雅各褔群

會銅鑼灣幼稚

5D服務學習

中二級先鋒小組

於2016年3月至4月，

先後為「長者學苑」

舉辦了三次講座，主

題為「長者旅遊」、

「古物古地」及「植

物與環保」。

中二級先鋒小組

中二級先鋒小組「長者講座」
3 A班同學

於2016年2月6

日在富欣花園長

者中心與60位

老友記度過了一

個充滿節日氣氛

的早上。

3 A班同學

於2016年2月6

日在富欣花園長

者中心與60位

3A班長者賀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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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校長於下學期分別與

中一至中五各班進行「校長

談心」活動，了解學生需要

之餘，更為他們送上鼓勵。



本年度教師專業發展日分別定於2016年1月及2月，全

體老師前往粉嶺救恩書院觀課交流和參觀，並於學校禮堂進

行生涯規劃工作坊。

衡 怡 大 事

2016年2月27日為本年度的第一次家長日，當日中一至中五學生家長應邀與班主任晤談，就學生第一學期的學習表

現詳細溝通，與此同時，更為中三同學舉辦選科講座。

第一學期家長日

家長教師會於

2016年2月20日舉

行「校園燒烤同樂

日」。

校園燒烤同樂日

本 校 家 長 教 師 會 於

2016年4月23日舉行親子旅

行。是次旅行地點是大嶼山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梁紹榮

度假村。

親子歷奇2016

教師專業發展日

本校與嶺南中學和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

學於2016年3月5日合辦

中文科聯校小組討論模

擬試。

中文科聯校小組討論

The English teachers 
of three Lingnan schools 
j o i ned  toge t he r  and 
shared teaching ideas 
with one another.

The English teachers 

JOINT STAFF ENGLISH 
DEVELOPMENT DAY

本校通識教育科老

師與嶺南中學和嶺南鍾

榮光博士紀念中學的通

識教育科同工於2016年

5月7日進行聯校老師專

業發展活動。

通識教育科聯校老師交流活動

舞蹈學會於2016年5月7

日，參加了由東區學校聯絡

委員會主辦的「東區學校才

藝欣賞會」，本校學生更連

續三年擔任大會司儀。

舞蹈學會於2016年5月7

東區學校才藝欣賞會

學生會於2016年1月29

日舉辦敬師日活動。學生會

會長司徒稀琳代表學生向李

校長送上敬師日禮物。

敬師日

林 詩 永 老 師 於

2016年1月9日註冊結

婚。林老師藉此感謝

師生們的祝福。

黃志永老師於2016

年4月24日註冊結婚，本

訊在此謹祝他新婚快樂。

衡 怡 喜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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