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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外

11月28日

和12月12日，

中四先鋒小組

同學代表學校

先後到訪太古

小學及聖公會

柴灣聖米迦勒

小學，為兩校的高小學生舉辦以「自律與承擔」為主題的周會。

中四先鋒到小學主持周會

本校中史科老師於9月30日帶同27位中三至中五同

學前往香港海

防博物館參觀

「天子‧公民

─末代皇帝

溥儀」展覽。

天子公民溥儀展覽

本校宗教教育組於十一月舉行了一系列活動，讓同

學向身邊人表達感恩。其中一項，是向小西灣街坊派發飲

品、福音單張和心意咭；對上班一族，同學感謝他們對社

區的貢獻；對長者，則送暖問候。

另外，十一月的一次高年級週會，校方安排了「平等

分享行動」的發起人到校，分享於街頭與有需要人仕分享

食物、日用品、藥物、現金代用券等的體驗。發起人強調

他們做的並不是「義工」、也不是「服務」，嘗試放下施

予者高高在上、與別不同的既定角色，純粹去張開眼睛、

不再對社區裡有需要的人仕視而不見，在日常生活中、

而非特定的「義工日」去親身接觸街頭人仕，與他們「傾

偈」，了解他們工作、健康或生活困難之處，以行動去關心他們，如教導或陪伴他們去超市使用現

金書劵、協助他們整理拾回來的沉重紙皮，並推去變賣等。

知恩─我們實在要醒覺，今天有穩定的工作、安穩的生活、接受教育的機會，是許多人的幫

助、提攜和努力建設後的結果，實非理所當然。謝恩─多說一句多謝，常記住自己是別人施恩的受

惠者。報恩─知恩圖報，祝福對自己有恩的人；有時或者未能親自以行動向當事人報恩，但也可

向其他人、甚至陌生人，如以上「平等分享行動」的參與者，以平等角度看待別人，去分享自己的

愛。對弱勢社群來說，你或許是唯一一個，會在當刻困難時，去慰問和幫助他們的人啊！

以下是一個故事片段(轉引自中文大學社工學系黃洪教授)：有一個家庭，只有母親與讀小學的女兒，很窮；母親過新年前在社工協助下，

兼職賺得一千多元；大家或者以為母女二人會大吃一頓吧─結果，母女去買了一張床褥，更要自行搬回家。原來，家中並無一物是他們自己

購買的，全部都是別人轉贈的，這張床褥是第一件他們真正擁有的家產。

有一天，女兒在床上做家課，問：「媽，甚麼是不滅的能源啊？」大家一般會認為是水力、風力或太陽能吧。母親想了一會兒，答：

「……是人，人才是不滅的能源。有人，才有一切。」女兒是母親奮鬥的原動力，母親沒有很多資源，卻有無限不滅的能量，去好好養育女

兒。她亦深信，只要好好栽培女兒，家庭才有希望和出路。

校長、老師們每天都在教育場所工作，有機會分享所學、關心和照料下一代，實在很值得感恩。希望大家都不受環境和條件的限制，少看自

己的不足、欠缺，多張開眼睛、打開心扉，與生活中相遇的人多分享、聆聽和互相扶持。共勉之。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約翰福音14章27節）

李志霖校長 

2017年2月

校長的話

本校中四級通識教育科約50位同學參加了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與豐盛社企學會合辦的

「社創校園通通識」計劃，分別在10月12日及11月5日參觀了位於九龍灣的社企「銀杏館」及灣

仔的「i-bakery Gallery Cafe」，認識兩間社會企業餐廳的經營理念、運作模式，體驗了社企前

線員工的「摺餐巾」及「擺放餐具」工作。

通識教育科探訪社會企業



校園內外

本校中國歷史科於11月26日派出學生參加了由長春社主辦的「賽馬會香港非物質文化

遺產公眾教育計劃─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生大使」。同學因此學到了很多不同的非物質

文化遺產製作方法，包括花牌紮作、花鈕藝術、剪紙倒影及潮州話等。

賽馬會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眾教育計劃

公益少年團於12月3日

在金督馳馬徑參與教育局

公益少年團香港東區委員

會舉辦的環保為公益─慈

善遠足活動。此活動為公

益金籌募善款及培養學生

環保意識。

環保為公益―慈善遠足活動

11月5日，本校戲劇

學會參加由百樂施教育基

金會有限公司舉辦的校際

戲劇比賽初賽。比賽以

「由和諧家庭釋出正能

量」為題，探索如何處理

兩代關係、建立和諧的家庭和培養正面的人生觀。

第四屆「阿爸、阿媽，食飯喇！」
校際戲劇比賽初賽

10月12日及10

月28日，W創作社的

專業戲劇導師教授

本校戲劇學會學生

舞台實戰的技巧，

包括音響及燈光的

操作，亦讓學生即時構思一個短劇及進行回饋，使學生的戲

劇表演技巧得以提升。

W創作社―舞台實戰工作坊及表演工作坊

12月4日，十多位同學及三位老師參與了中史學會與山

藝學會舉辦的「Canadian Commemorative Ceremony及大潭峽

軍事遺跡考察」活動，參

與Canadian Commemorative 

Ceremony儀式和考察西灣

國殤紀念墳場及大潭峽軍

事遺址。

港史國事墓地考察

本校德育、公民及環保

教育組與綜合人文科於11月

2日參加了YMCA "模擬農村社

會旅程"。同學扮演不同的身

份，從而了解中國戶籍制度、

農村與城巿之間的關係、社會

的不公平狀況，更反思自己的生命，學懂珍惜資源。

模擬農村社會旅程

本 校

中二先鋒

同學於12

月19日，

為 接 近

八十位老友記籌辦聖誕聯歡會，表演魔術、主持遊戲、與長

者一起唱聖誕歌和製作聖誕飾物，充滿耐心及關愛之情。

中二先鋒為長者籌辦聖誕聯歡活動

11月5及6日，本校十

多位高中同學於香港科

學園創新科技署舉辦的

「2016 創新科技嘉年華」

擔任義工，協助活動進

行。另外，本校初中同學

更參加了此嘉年華的「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2016 創新科技嘉年華

山藝學會於10月15日舉行

了西貢古道之行，沿著飛鵝山

道步行至孫中山母親之墓─百

花林，憑弔推翻滿清、建立民

國的艱難歷史，又進行孫中山

生平問答遊戲。 

山藝學會西貢古道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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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旅行日

11月18日是本校一年一度

的學校旅行日，不同級別的學

生分別去到不同的郊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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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是嶺南衡怡的「感

恩月」，同學透過不同形式的

感恩活動，學習珍惜自己所擁

有的一切，感謝曾幫助關愛自

己的每一個人，在順逆中感謝

神。

感恩校園

12月9日，中四級同

學參加通識教育科舉辦的

「理想社區模型設計比

賽」。比賽最後由4B奪得

冠軍、4A奪得亞軍。

中四級通識教育科理想社區模型設計比賽

為鼓勵同學多

參加課外活動和使新

入學的中一同學對學

會加深認識，本校於

9月6至8日於禮堂舉

辦學會攤位展覽。

學會攤位展覽

11月2日，學校邀

請香港劍擊學校導師來

校，為中一同學作劍擊

表演及示範，以推廣劍

擊運動。

劍擊示範

On 13 December 
2 0 1 6 ,  t h e  S 3  T V 
Commercial Production 
Competition was held 
at the school hall. The 
champion was class 3B 

and  the first runner-up was class 3C. Tommy Chan from 3A and Simon 
Li from 3D won the Best Performer Award! 
and  the first runner-up was class 3C. Tommy Chan from 3A and Simon and  the first runner-up was class 3C. Tommy Chan from 3A and Simon 

The S3 TV Commercial Production Competition

12月7日，中二級先鋒小組

為了加強中一級同學對學校的

歸屬感，特別為中一級舉辦一

個名為「睇你對衡怡識幾多，

知幾多」的週會。活動以班際

比賽形式進行。最終由S.1C勇

奪冠軍，S.1B獲得亞軍。

中二先鋒主持中一「認識學校」周會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在11月

10日及16日進行了兩次午間職業

分享會，分別邀請了從事國泰

機艙事務長的舊生黃美寶學長

與及在護理中心工作的登記護

士陳綺霞女士(本校家長)，分

享入職的經驗、行內的特別要求及從業員的性格特點等，相

信參與的80位同學獲益良多。

午間職業分享會

本校公民大使聯同保良局

「綠在東區」的職員首次在學校

舉行一連3天的「二手物品」市

集，把上學年6月從各班同學收集

得到的二手文具、書籍、校簿及

文件夾在9月27至29日整理，於有

蓋操場展出，並供全校同學免費

換領。

衡怡二手物品市集

為了加強中二級同學

的團隊精神及發揮同學的多

元智能，中三級先鋒小組於

12月13日為中二級舉辦了班

際比賽─「Easy Up–Easy 

Down–Easy Go Go Go」。最

終由2B班勇奪冠軍，2A班獲

得亞軍。

中三級先鋒小組Easy Up – Easy Down – Easy Go Go Go
在11月9日，環

保教育組舉辦了「環

保酵素」工作坊，向

中一及中二同學推廣

減少及善用廚餘的方

法，又介紹了製作環

保清潔劑及天然肥皂

的原理，鼓勵同學善

用資源，節省不必要的固體廢物。

環保教育組環保酵素製作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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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與服務

10月23

日，校長、

全 體 中 四

級 、 三 丙

班、環保學

會 、 童 軍

團、棋藝學會、山藝學會參與了由嶺南大學舉辦的「嶺步同

行籌款日2016」。活動在於上午10點正式開始，從山頂凌霄閣

出發，沿著夏力道、盧吉道，環繞山頂一圈，返回起點凌霄

閣。本校最後獲得「最踴躍參加隊伍」亞軍。

嶺步同行籌款2016

在上學期，李志霖校

長分別與中一、中四及中

六各班同學談心。校長除

了與同學分享個人的學習

經歷外，更勉勵同學為了

個人目標，積極準備公開

試的挑戰。

與校長談心

12月2日，升學及

就業輔導組舉辦了「職

業藍圖」生涯規劃講

座，邀請了衡怡10位學

長回校，向中五師弟妹

分享不同行業的現況。

「職業藍圖」生涯規劃講座

10月7日，升學及

就業輔導組為中六同學

舉行了模擬放榜。今年

學生收到的成績全部是

由科任老師根據學生中

五表現所推算出來，所

以學生特別認真。

中六模擬放榜

為了讓同學進一

步挑戰自已，建立班

本團結精神，10月11

日，2B及2D班共43名同

學參與了一次乘風航

海上訓練活動。在導師的指導下，同學需要完成指定事項，

學習駕駛快艇及進行棄船逃生訓練。

2B、2D乘風航

10月至12月期間，

中一各班分別到大潭童

軍中心進行了兩天一夜

的挑戰營，進行分組比

賽活動，如野外煮食、

夜行及露營。學生更在

挑戰營中了解到自己的強弱項，並為自己制定短期的目標。

中一成長營

為了提升學生在生活上的正面

能量，加深了解自己的情緒，本校

輔導組Mission E於12月9日在灣仔

陽明山莊舉行了越野活動。除了遠

足，同學更於山峰定立自己的人生

目標，又分組進行烹飪比賽，煮出

多項美食，讓大家一起享用。

輔導組Mission E越野活動

本校長者學苑與

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

中心於11月19日在本

校禮堂舉行「嶺南衡

怡紀念中學長者學苑

2014-2016年度畢業典禮」，向近50位長者頒發畢業證書，以

表揚他們在過去兩年參加本校長者學苑所提供的課程及活動

達20、30、50或80小時。

長者學苑頒獎典禮

9月10日，5E班學生

參與了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信愛學校以「科學、科

技、工程、數學（STEM）

教育」為主題的開放日，

透過攤位遊戲與小學生和

嘉賓打成一片，一起渡過了充實的一天。

5E一人一服務―信愛小學開放日

5D班於10月29日參加了由勵志會陳鄭潔雲幼稚園於柴

灣翠灣邨籃球場舉辦

的「勵志繽紛嘉年華

2016」。同學齊心籌

劃攤位遊戲、設計及

佈置攤位，得到很多

幼稚園生、小學生及

家長的支持。

5D勵志繽紛嘉年華



12月10日，本

校鍾紹明老師獲香

港電腦教育學會邀

請於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行的「實踐G 

Suite for Education

的心得及分享」擔

任嘉賓，分享本校

多年來在資訊科技

應用的經驗。

出席「學與教博覽2016」擔任分享嘉賓

5

師生成就

學界乙組男女子乒乓球比賽亞軍

本校女子乙組乒乓球隊於學界比賽奪得亞軍。

青苗學界進步獎

本校學生於2015年至2016學年中，品行及成

績均有明顯進步，獲得老師提名，並取得「青苗

學界進步獎」，得獎者包括：

本校羽毛球校隊女子乙組於12月4日，在學界羽毛球

決賽奪得港島區（第二組別）冠軍。

學界羽毛球(第二組)乙組港島區冠軍校際越野賽(第一組)

11月21日，本校田徑隊再戰精英雲集的校際越野賽第一組別。當

天，李志霖校長及

課外活動主任馮偉

文老師到上水高爾

夫球場為同學打

氣。最後，田徑隊

隊員取得團體第七

名、6D陳冠穎同學

和4B謝俊賢同學分

別勇奪甲組個人賽

第二名和乙組個人

賽第八名。

本校管樂團於12月8日參加了在伊

利沙伯體育館舉行的「2016香港青年音

樂匯演」，榮獲銅獎。

2016香港青年音樂匯演榮獲銅獎

3A文嘉沂同學及6A蔡詠淇同學品學兼優，獲得老師提名參加

2016年「香

港島傑出學

生選舉」。

經 評 委 面

試後，兩位

同學均獲得

「分區優秀

學生」獎。

2016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獲獎

2A 鄭堯崴 2B 黎一鈴 2C 劉嘉朗 2D 邱裕萌 2E 葉梓軒

3A 王子頌 3B 潘詠森 3C 畢卉昕 3D 劉  成 3E 源美琪

4B 何子晴 4B 鄺健樂 4D 吳　溢 4D 余潤霖 4E 吳諾彤

5A 梁凱晴 5B 陳嘉舜 5C 李浩智 5D 朱倩怡 5E 源美雪

6A 陳嘉嘉 6B 林詠欣 6C 尹智濠 6D 陳冠穎 6E 熊嘉豪



衡怡大事

12月2日，本校舉辦了「視覺藝術和STEM

創作工作坊」，由4A班學生接待約200位來自香

港嘉諾撒學校的小學生、老師和家長，為他們

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浮雕創作、視藝作

品巡覽、機械人體驗、環保教室和科學實驗等

等，各位小學生在離開時都表現得十分開心，本

校學生亦在籌辦的過程中吸取了寶貴的經驗。

與香港嘉諾撒學校交流 ―「視覺藝術和STEM創作工作坊」

12月2日至3

日，高中同學探

訪廣州中山大學

嶺南學院及附屬

中學，了解嶺南

大學的歴史及內

地升學情況。

為增加小學家長及學生對本校

的認識和了解，12月9日及16日，

本校開放校園，讓小六學生和家長

蒞校參觀。當日安排了中二至中五

的同學擔任講解及招待工作，亦有

電腦學會同學作STEM機械人示範，

環保學會同學介紹本校環保設施等等。小學生和家長不但能親身感

受本校學生的校園生活，更可以與本校師生作零距離的實況交流。

小學家長參觀日高中同學探訪廣州中山大學
嶺南學院及附屬中學

家長教師

會會員大會暨

第十九屆執行

委員會就職典

禮已於11月11

日順利舉行。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第十九屆
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

11月26日，本

校參加了由東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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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怡」東區升中選校巡禮

本校於10月29日

參加了由香港東區家

長教師會聯會主辦的

《升中選校策略活

動》，在會場內擺設

攤位展覽。

升中選校策略活動

1 1 月 2 6

日，本校的升

學 組 及 其 他

師生 出 席 嶺

南 同 學 日 晚

宴，大家都盡

興而歸。

嶺南同學日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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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地理及旅遊與款待科考察團

本校地理科、旅遊及款待科於11月3至6日舉行泰國遊學團，有三十

名師生參與，當中包括校董符之福先生、前任校長李守儀女士及前副校

長羅倬維先生。在校董符之福先生的策劃及協助下，是次遊學團在行程

安排上獲得泰國駐香港領事館、泰國旅遊局及泰國航空支持。一連四天

的行程除了讓同學在異國體驗當地的文化、擴闊視野外，更可在旅程中

把課堂所學的知識加以應用，獲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