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個暑假，全城最矚目的，要算是巴西

里約熱內盧的奧運會了。很多片段，相信令

大家都難以忘記。

牙買加飛人保特，是短跑世界紀錄保持

者，比賽前後通常都表現輕鬆，裝出招牌

「閃電」的動作。他說過：「擔憂是毫無用

處的，如在賽前擔心自己接下來的表現，你

已經輸了。努力練習，在比賽中全力去跑，

自然會有好成績。」平時刻苦鍛鍊，比賽現

場保持輕鬆，讓自己表現出應有水準。保特對大家的學業、應付考試上有否啟示呢？

***

今年我們會在中一級，在正規課時內納入體藝團隊的訓練，包括管樂、合唱團、田

徑、舞蹈、戲劇、乒乓球及羽毛球，務求讓學生從小培養對某項目的興趣，持之以恆去

練習，成為各團隊的一份子，從而投入校園生活，增強對衡怡的歸屬感。

衡怡校園電視台亦已經正式啟動，將校內外種種活動、學習經歷片段，於校園內播放和分享，令學生進一步投入學

校生活，見證同學和師長們的成功經歷，培養正面思維。「歸屬感」、「樂觀感」、「效能感」，是提升學生抗逆力的

元素；高效能感、對學校有歸屬感、面對困難心存樂觀的學生，才不會害怕成長上、包括學業和公開試的挑戰。

***

奧運的目標，亦包括「更快、更高、更遠。」祝願各位同學今年學得更快—保持身體健壯、每天精神奕奕回到學

校，必會提升學習的效率。也祝願同學設定更高的目標—對自己有合適的高要求，才有上進的動力。最後祝願同學望

得更遠—視野不要局限於學校、於小西灣，要主動接觸新事物，放眼香港、放眼世界。

　　李志霖

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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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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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學校亦十分重視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在暑

假前後亦舉辦了一系列活動，讓學生在各方面有均衡發展。

每年暑假，學校均得到何善衡慈善基金會380,000元資助，為同學提供一個海外英語學習及生活體驗課程，讓同學

以英語與當地人溝通，提升英語能力，同時亦能擴闊視野。今年，26位中三至中五同學在澳洲黃金海岸的AICOL上英語

課，改善閱讀和寫作的能力。在寄宿家庭中，體會當地的家庭生活，課餘及週末更遊覽當地名勝，如Surfers Paradise, 
Currumbin Wildlife Sanctuary, Movie World, SeaWorld等。

Australia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2016

校長的話
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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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五視覺藝術科的同學參

與由著名室內設計師――趙智銘學

長與視覺藝術科合辦為期六星期的

「師。生。校舍」設計工作坊。

由2016年8月2日開始，同學更在趙智銘設

計師事務所工作。趙智銘設計師除了親自教

授學生設計技巧，更邀請了著名室內設計師

Anson Cheng 及Samson Wong為嘉賓，與同學

分享設計心得及展示個人設計概念之技巧。

在最後一天，同學以小設計師的身分，向

校董丶校長丶設計師丶嘉賓丶家長及老師介紹

自己為本校的大堂及一樓設計的新形象，而設

計師及校長更作了即時的回饋及分享。眾同學

亦獲得趙智銘設計師事務所頒授工作體驗證書，當中中五級張正彤丶莊心弦和張榮耀同學更被設計師及嘉賓評選為表現

最傑出的員工，獲得趙智銘設計師事務所送出的嘉許獎金和禮物。

學生於暑假期間分

別到千禧新世界香港酒

店及香港君悅酒店參與

職場體驗計劃，希望能

透過職場體驗、讓學生

親身了解酒店業的崗位

及工作。

2016年8月12日至8月16日，修讀中史及旅遊與款待科的

中三、中四及中五學生前往中國山東省考察，參觀威海市劉

公島上的甲午戰爭資料館、登泰山、進行成人禮、考察孔府

孔廟孔林，以及到嶗山清太官了解道教文化等。

趙智銘設計師事務所工作體驗

「職場達人」酒店職場體驗計劃 中史及旅遊與款待科山東考察團

全方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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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發展晚會」於2016年6月30日在柴灣青年廣場舉行，表演內容包括管樂團演奏、歌詠團獻唱、香港

學校朗誦節(英語及粵語組) 得獎者演繹參賽作品、國術學會表演詠春搏擊、套路和武當劍法、舞蹈學會演出

在第52屆學校舞蹈節榮獲甲級獎的「消逝的煙」、Hip Hop Dance和 K-pop Dance、戲劇學會演出「愛‧吾愛」

的劇目，都展現了同學的青春活力。

今年首次加入司儀作為表演團體之一。8位司儀表現淡定，造型鬼馬，

又運用風趣的言辭介紹各個表演環節，與觀眾互動，令氣氛熱烈。同時，今

年有幸邀請兩間友校參與表演，讓大家了解不同學校的特色。嶺南鍾榮光博

士紀念中學的拉丁舞表演，輕快的舞步反映兩位同學十足的默契。嶺南中學

的個人獨唱、音樂劇選曲合唱，令在場觀眾津津樂道。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當日的精彩活動，讓現場的觀眾見證同

學多年來的成果，不絕的掌聲亦為表演同學帶來極大的鼓舞。

本校中三及中五級學生於2016年7月27日參加由藝育菁

英舉辦的「全港青少年繪畫日—區區畫畫」，與全港各區

青少年 ( 13-18歲 ) 參與現場寫生活動，培養在藝術及文

化上的觸覺及創意，將藝術帶入社區。

On 6 July 2016,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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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mpion is Lucifer and the first 
runner-up is YFBK. 

藝術發展晚會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區區畫畫」2016 Bandslam 2016

由本校主辦的第十一屆「衡怡盃──港島東區小學學術常識問答比賽」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在

本校禮堂圓滿結束，並由北角衛理小學再次勇奪冠軍，

亞軍是太古小學，季軍是北角官立小學，殿軍則由基督

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奪得。賽後由兼任比賽學術顧問

的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卜永堅教授擔任頒獎嘉

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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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每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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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參與籌備工

作的中一至中四同學都得到一次難忘的學習

經歷。

籌辦第十一屆「衡怡盃―港島東區小學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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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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至8月期間，同學們參與的校園內外活動如下：

為了增加同學們對海洋保育的意識及香港海下灣海

岸公園的了解，生物科

及環保學會於2016年6

月24日參加了由世界自

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舉辦

的海下灣「海洋大考查

活動」。

2016年6月23日， 28位來自中一和中二級的同

學參加了由香港海洋公園學院舉辦的「海洋奇趣大

典」，認識海洋資

源的多元用途，以

及探究本港對鯊魚

存活的影響，從而

反思人類對魚翅的

供求。

On 8 July, 2016, fi ve NET teachers spent 2 hours with 
our S.2 students to guide 
them to learn English with 
f u n .  T h e  ex p e r i e n c e  i n 
this fun day has enhanced 
s t u d e n t s ’  c r e a t i v i t y , 
communicati on and thinking 
skills for daily life.

2016年6月17日，本校

田徑學會、足球學會、籃球

學會、排球學會、羽毛球學

會、乒乓球學會及國術學會

齊集禮堂，把過去一年訓練

的苦與樂、比賽時的成敗得

失一同分享。

海下灣海洋大考查

香港海洋公園學院―聰明八爪班2016

一級山藝訓練課程

綠隊參觀消防局

綠隊於2016年7

月5日參觀北角消防

局，認識消防員的

工作、消防局的設

備及不同種類的消

防車。

本校學生參加了由香港

戶外拓展協會舉辦的一級

山藝訓練課程，包括完成

一次簡介課和參加兩次遠足

實習，學會運用指南針和地

圖、尋找座標、計算目的地

之間的距離等等。

S.2 English Fun Day

運動學會分享會

本校20位來自

中二及中五的同學

於2016年5月21日

參加由理工大學應

用物理系所舉辦之

「輻射與你」工作

坊。

2016年7月2日，25位中一及中三學生前往中環大

會堂圖書館演講室參加書展講座：「朝花夕拾――

書 裡 書 外 老 戰

士」，汲取做口

述歷史的經驗和

增強對中國遠征

軍歷史的認識。

書裡書外的老戰士講座

新學年升讀中二的先鋒小組12位成員，在社工及五

位導師的帶領下，於2016年8月26及27日到粉嶺浸會園參

加兩日一夜的「領袖訓練

營」，培養自信、合作性、

表達能力、組織能力和領導

才能等，更為未來一年定下

目標。

中二先鋒小組領袖訓練營

物理科活動「輻射與你」工作坊

2016年6月

17日，本校足球

隊與中華基督教

會基灣小學(愛

蝶灣)進行友誼

賽，從而建立合

作伙伴關係。

友賽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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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3日，中三級的學生參與由聖雅各福群會

協辦的生涯規劃活動，進行模擬人生。同學有機會選擇四

個不同的職業性向類型的工作外，亦體驗了包括實用型的

LEGO建造城市、研

究型的科學探究活

動、藝術型的室內

設計、社會型的籌

劃活動、企業型的

市場策略及傳統型

的數據處理。

本校中一級同學於2016年7月7日前往位於油麻地的

民安隊總部，認識

民安隊的職能及運

作，亦學會各項能

服務社會的技能和

知 識 ， 例 如 運 動

攀登、模擬山火撲

滅、急救及露營用

品常識等。

2016年7月6日及7日，中四學生在位於灣仔的聖雅各

福群會「Career Live」大本營進行生涯規劃活動。同學在

他們的模擬人生中，經歷了不同的行業，包括工程、酒

店旅遊、中醫藥、護

士、美容、和室內設

計及廣告，並且反省

個人選擇背後的想法

及設定目標時考量的

方向。

2016年7月7日及7月8日為中一新生註冊日，當日絕

大部分新生家長亦有

陪同學生到禮堂註

冊，並與本校老師唔

談，同時，抽空出席

7月9日為中一新生家

長而設的「中一新生

家長招待會」，增加

對學校的了解。

Dreams Come True

Career Live 2016

中一級 生涯規劃活動—體驗民安隊少年團訓練

2016-2017年度中一新生家長招待會

文憑試放榜輔導晚會2016中五級模擬升學面試工作坊

2016年6月23日，本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邀請了香

港青年協會的社工為中五學生舉辦了模擬升學面試工作

坊，藉此加強學生應付升學面試的技巧及信心。

為了協助本校中六畢業生準備高中文憑試放榜日可能

遇上的升學及就業問題，並在情緒上提供支援，升學及就

業輔導組及輔導組於文憑試放榜日前的2016年7月8日，安

排中六的畢

業同學、班

主任、輔導

老師回校參

與文憑試放

榜晚會。

輔導與服務

為幫助有志升讀大學的高中學生了解大學的學科特色和學習模式，從而建立自己的升學及就業目標，嶺南教育機構

特別邀請了嶺南大學及機構屬下的三間中學一齊合辦此次的生活體

驗營，包括本校的34位中四及中五學生。同學能在6月26日至28日這

三天兩夜中住在嶺大最新的學生宿

舍中感受舍堂的生活文化、參與模

擬課堂、透過圖書館的資訊設備及

書籍搜尋報告內容及匯報。而分組

活動更讓到有志升讀大學的年青人

有更多的交流及互相認識的機會，

共同訂定目標。

嶺南大學生活體驗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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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2016年6月25日舉行的第二十屆畢業典禮已圓滿結束。當天承蒙嶺南大學副校長莫家豪教授擔任主禮嘉賓，

各位校董、家長和校友撥冗出席，場面盛大。

李志霖校長在校務報告中肯定衡怡廿五年來師生努力所得的豐碩成果。而

主禮嘉賓嶺南大學副校長莫家豪教授致訓詞就令畢業同學獲益良多。莫教授以

嶺南大學的辦學精神激勵我們，鼓勵我們要擴闊知識層面，培養個人的品德情

操，並不斷自我增值，終身學習，以迎接生命中的每一個挑戰；莫教授的金石

良言成為畢業同學的燈台，令他們畢生受用。

畢業典禮標誌著「承社」的畢業生快將邁向人生的新一頁，而第二十屆畢

業典禮亦在歌詠團悠揚悅耳的歌聲中劃上句號。

本校麥肇

輝老師於暑假

期間出版了一

本企會財科模

擬 試 卷 （ 必

修部份），本

訊在此致以祝

賀。

於「香港國際學生

視 覺 藝 術 比 賽 暨 展 覽

2016」，中五級李月同學

在二千多位本地及海外參

的賽者中脫穎而出，獲得

獎項。獲獎作品更將會在

香港赤鱲角機場大堂內作

展覽。

3C班的陳權輝同學在「全國青

少年航空天模型教育競賽─水火

箭定點打靶香港區選拔賽」中奪得

一等獎，更在暑假期間代表香港參

加了全國賽─第十八

屆「向北京向太空」全

國青少年航空模型教育

競賽。

本 校 獲 頒 發

「可持續發展學校

參與獎」，以肯

定及表揚本校在

2014-2016年度所

推行與可持續發展

及節約減廢的相關

活動。

衡怡喜訊

衡怡生力軍

我是羅子宇老師，很高興加入衡怡大家庭。

平生嗜好一曰行山，二曰旅遊，通稱遊山玩水

也。希望同學能活在當下，努力學習！

一年一度的校友日暨會員大會已於2016年8月28日在學校舉行，出席者除了一眾校友和老師，還有多位校董和嶺南的

學長。當日進行會務和財政報告，亦在禮堂舉行盆菜

宴，筵開十三席，既有學生和校友的表演，亦有抽獎環

節。場面相當熱鬧。同時，活動亦為學校籌得港幣八

萬圓，以推動學校的課外活動發展。

衡怡大事
2016校友日—慶祝校友會成立十周年及學校創校二十五周年

第二十屆畢業典禮

更多學校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