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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五月中旬，本人有幸參與香港教育局主辦的香港中小學校長領導研

習班，到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受訓六天。交流的特色是安排校長們「跟崗」

一天，我到訪北京海淀區北京石油學院附屬中學，與孫玉柱校長、副校

長、老師和同學座談、觀課等。

從訪校當中，得知一項從未聽聞過的項目，名為「免監考場」：學生可

以申請在上下學期考試中，在沒有老師監考下進行考試，他們要簽下承諾

書，聲明守規、不作弊；完成考試後，學生會獲頒發證書表揚。

                                   信任學生有多元潛能

這是一間非常信任學生的學校，相信學生有多元潛能，提供校本體藝、音樂、多國語言的培訓，

學生亦表現自信，部份表演項目更屢獲佳績。學校信任學生可兼顧學業，事實上，該校「加工」能

力很強，學生學業成績出眾；負責教務的副校長也認同校本課程對學生的全面成長有很大幫助。

學校以幫助學生入大學為目標，但亦強調這是一所學生快樂、老師幸福的學校。校長不單自信，

也信任老師，在每週的行政會議中可見，學校分工清晰、主任們各司其職，校長除間中稍作協調

外，主要是讚賞老師的表現。會議上，負責總務的主任稱職工應「將學校當作『家』般管理」，可

見領導信任下屬，換來職工們高效能的工作表現。

                                    學校上下講求互信

校長的信任，令老師感自信，相信自己可以幫助學生。負責課程發展的主任表示，學校有空間讓

自己可以靜下工作和讓自己發展、成長。一位老師覺得很有成就感，覺得自己很棒，在學校是「青

春快樂的延續」。「要相信孩子會做好，要給他們機會。」老師們形容學生如折了翼的天使，要幫

助他們重新裝上翅膀飛翔。

在「免監考場」、校園的氛圍、以及從接觸過的校長、老師和學生的身上，都反映了學校「待人

唯信」的辦學宗旨，並非虛言。

衡怡有「卓越」的教學團隊、「關愛」的校園及學生支援措施、「精彩」的課外活動及學習經

歷。這也是辦學團體、校長、師生、家長、校友互相信任下的努力成果。

                                                                      李志霖 校長

                                                                        2018年9月

德育劇場

本校邀請了「遊劇場」於7
月6日到校演出《迷失之逆
襲》。短劇帶出了正面的抗逆
訊息，而劇場完結前的互動提
問，更引發了學生的反思。

 香港海洋公園學院體驗活動

本校初中同學在 4月 9 日參觀

了海洋公園學院，了解到人類

的捕魚活動如何影響海豚的生

活。活動培養了同學愛護地球

的生活態度，反思保育的重要

性。

「著綠小西灣」嘉年華

本校公民大使於3月17日聯同

小西灣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及綠在東區舉辦「著綠小西

灣」嘉年華，以推廣健康、

綠色的生活態度。

「生命TEEN使」成長計劃分享日

本校公民大使於3月至5月期間校

內舉行了一連串推廣器官捐贈的

活動後，於7月出席「生命TEEN

使」成長計劃分享日，與其他參

與學校交流舉辦活動的心得。

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
   頒獎典禮

繼 2012-2014 及 2014-2016
年度後，本校再次獲頒發「可
持續發展社區項目獎」，以
肯定及表揚本校在2016-2018
年度與「綠在東區」在社區
所合辦的環保推廣活動。

參觀六四紀念館

活動讓同學認識到29年前
發生的中國民主運動，包括
其起源、經過、結果及影響
等，並對改革開放成果作出
反思，讓同學對當代中國發
展有更深入的了解。

培訓公民大使 

       促進社區交流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本校舉辦不同類型的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藉以建立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培養積極人生的態度，並推動
學生實踐公民責任。

午間攤位遊戲

初中班際器官捐贈常識問答比賽

       校長的話

綠在東區「我愛我城‧

    享足跡地圖」分享會

公民大使環保教育團成員獲保

良局綠在東區邀請出席4月21

日的「我愛我城‧享足跡地

圖」分享會，以嘉許及表揚在

過去一年積極參與社區環保活

動的公民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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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及發展
校內培訓 提拔人才  校外比賽 成果豐碩
本校積極推動STEM教育，「校園電視台x STEM室」為同學提供科研的基地，以提拔創科尖子；並透過參與校外比賽，鼓
勵學生發揮創意、提升解難能力。本校學生屢獲殊榮，展示了努力研習的成果。

2017-18 部份與 STEM 有關的獎項 / 比賽

比賽 得獎者 獎項

第二十屆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
教育競賽香港區選拔賽

2E 陳仲揚
黃鸝手擲飛機直線距離賽 

季軍

APRA 亞太機械人競賽 ( 香港區 )
S1 陳嘉俊，甄梓巽 機械自動相樸賽 冠軍

S2 繆凱鏗，馬一波 機械自動相樸賽 季軍

健康遊戲編程比賽 2B 繆凱鏗 Scratch 遊戲設計 優異獎

意粉塔大挑戰

2C班何綾珊、2D班李家濠、
丁子桐、王燦聖

季軍

3B班郭頌晴、曾婉美和謝樺靖 優異獎

意粉塔大挑戰「健康遊戲編程比賽」

第二十屆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香港區選拔賽

APRA 亞太機械人競賽 ( 香港區 )



服務學習

  社區關懷計劃
     —「開心智能學堂 2018」

本校連續十二年與港島傷健中心合辦此活動，為傷殘兒
童及青少年提供令身心和諧發展的暑期活動，同時藉此
減輕家長們於學校長假期間的照顧壓力。公民大使社會
服務團、1A及4C班同學參與義工培訓，令暑假得以充實
之餘，亦過得更有意義。

本校鼓勵同學身體力行，以義工服務實踐關愛文
化，並從中認識社會。一系列的義工服務讓學生
了解區內人士的需要，達致關心社區，回饋社會
的理念。

義工服務 彰顯愛心

Putting the Joy Back into Learning

New Zealand English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2018

Friday as English Day

      At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we see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as an exciting challenge to make learning 
as fun and practical as possible. We know that the best way for students to become engaged in the lesson is to have them become 
active rather than passive learners.It is our intention that the extensive exposure and applica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can help build 
up students’ ability in English learning, and prepare them for their further studies and careers. Furthermore, our school is keenly 
creating an English rich language environment by means of putting in new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such as the School English Day 
on Friday, with the hope that students can all acquire the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eff ectively. 

      The LHYMSS English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provides an authentic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studying abroad and experiencing the cultural exchange during their homestay accommodation in 
the summer holiday. This year, 18 students from form 3 to 4 travelled to Auckland in New Zealand. They attended English courses 
in the New Zealand Language Centre in the morning and went on excursions with the local activity companions at numerous 
educational sites and famous landmarks. All of the students completed the 2-week English course and learnt a lot about the Maori 
culture in New Zealand.

S.1 English Quiz 
Competition 

A fun way to test student 
vocabulary, grammar and 
general knowledge.

We have English Day every Fridays. 
In the morning, there will be English 
announcements,  book sharing, and 
speeches. In the afternoon, we have 
English Speaking Bee in which students 
are rewarded when they take initiative to 
speak with teachers in English.   

S.2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A simplified version of 
the amazing children story, 
"The  Gruff alo" is presented.

S.4 Speaking Bee Cup

An English activity which aims to refine 
students' public speak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Speaking 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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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Zealand English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2018
老人探訪

生活達人組員在大姐姐的帶領下，於5月5日

探訪柏逸長者中心的老友記，促進了同學與長

者的溝通。

「長者講座」
中二級先鋒小組於3月及4月舉辦了三次講座，主題為「做個健康快樂的長者」、「長者的困擾」及
「活得『智』安全」。同學及老友記均豐富了生活的知識，十分實用。

本校開辦「長者學苑」，學生從服務長者中提升公民教育及社區參與的意識，並倡導長者持續學習，
保持身心健康。

唱遊普通話
本校學生擔任小老師，以輕鬆的手法教
授普通話知識，並與老友記一起大展歌
喉，高歌國語金曲，寓學習於娛樂。

「環保驅蚊劑

製作」
撒母耳團契幹事先向
老友記講解滅蟲劑及
驅蟲劑的分別，宣揚
愛護大自然的訊息，
然後教導老友記以天
然的方法製作驅蚊
劑。老友記收到親自
動手製成的成品，別
具成功感。

關注長者社區貧窮戶外體驗活動

公民大使參加了由樂施會及社會企業「歷耆者」(Eldpathy) 合辦的「無窮校園」。同學通過小組活動及親身
穿上模擬高齡體驗衣，了解香港老人貧窮問題及長者面對身體的障礙，提升對長者面對困難的同理心。

「長者學苑」 聯繫社區

社區體驗 長幼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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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消息

 「第三屆全港中學學界廣告

   賣橋王」比賽

  6 位中五同學獲得

 「海天堂高級組品牌大獎」

「遊學在中國」全港學界照片徵

 集比賽 2018

高中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覽

5A 潘智朗同學榮獲入圍獎

6A22 司徒稀琳及 6E8 梁瑜珊

的作品有幸入圍，並在香港大

會堂低座一樓展覽公開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