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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
香港中心」，分析PISA(2015)數據後表示，香港青
少年對生活滿意的百分比比國際水平低，而師生關
係和歸屬感兩個學校因素，與此顯著相關。中心建
議，要讓學生「快樂」起來，老師可關注每一個學
生的學習表現、在學生有需要時給予額外幫助，以
及讓學生有機會表達意見。此外，要青少年對學校
有歸屬感，學校不要讓學生感到孤單，要使他們感
到同學喜歡他；不要讓學生覺得自己像局外人、事
事沒份參與等。

以班主任關顧　建立學生歸屬感

本校刻意安排由同一位班主任關顧同一批中一至中三甚至中六學生，從學生學習、體藝發展、
興趣培養、交友、社交、與家人相處、投入社區服務、訂立升學目標、規劃未來等各方面全方位照
顧，就是要讓學生感到「快樂」，透過良好穩固的師生關係，以產生滿足感。另外，透過班級經營
和各類以「班」為本的輔導、歷奇、社區服務、生涯規劃活動，將每位學生與同學、老師、班、校
內團隊及學校連結起來，互相支援，並產生歸屬感。

建立正向人生價值  滬港學生也須減壓

本人於2018年12月中獲邀參與教育局的「內地與香港校長交流計劃」，訪問了上海市徐匯區的
中國中學。中國中學有一門心理課，幫助學生了解和面對自己成長上的挑戰，照顧學生在巨大的考
試壓力下，情緒、人際、適應學習、升學就業等問題；全賴老師的投入，學生才可改善不交流、公
共精神欠佳、欠缺自己想法的普遍情況。誠然，有中國中學這種師生關係，才可令學生投入學校生
活和群體學習，減輕學生面對內地高考的壓力。其實，本港學生面對文憑試的壓力也不少，長時間
使用手機也明顯影響他們的社交、溝通等精神面貌。有見及此，衡怡便致力提供空間予師生，刻意
經營更多為學生減壓和提升學生精神面貌的措施或活動，今期「衡怡通訊」會介紹為學生打氣的計
劃─「Fighting！」及其他特色活動。

滬港兩地中學教育背景不同，但面對的挑戰相似；教育的核心是「人」，建立師生關係、關愛
師生，都應是學校發展的焦點。

                                                                      李志霖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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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考察  學以致用
課堂外學習是本校重視的一環，本校致力嘗試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驗，將課堂所學延伸至日
常生活當中，讓學生融會貫通，提升解難能力，並享受學習的樂趣。

Tutoring Sessions by Lingnan University 
Exchange Students

Canadian Commemorative Ceremony及
西灣國殤紀念墳場考察

2019衡怡商科組年宵銷售活動

教師專業發展日－中文及數學實戰分享

酒店及旅遊學系的資訊日

全方位參觀學習

Tw o  e x c h a n g e 
s t u d e n t s  f r o m 
Lingnan University 
came to our school 
and  they  had 3 
sessions with our 

S.4 and S.5 students respectively. The focus was on 
speaking skills, vocabulary and confi dence-building. 
All students enjoyed the sessions a lot and it was a 
rewarding experience. 

12月2日，中史學會與山藝學會合辦了「西灣

國殤紀念墳場考察」，活動不單加深同學們對香港

戰時歷史及中外軍人對香港的貢獻的認識，亦為學

會幹事提供一個導賞介紹的實習機會，從而建立信

心及應變能力，為將來的工作作準備。

2019年2月，本校商科組讓學生在觀塘花市

擺設年宵攤檔，通過年宵市場的營運，掌握實

際商業運作，獲取難得的解難、團隊合作和創

新的經驗，並把知識回饋到課堂學習和人生規

劃上。

2019年2月10日，本校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及創科會22位學生漂洋過海，前往科技先端的美麗國度—日本東京。

本校帶備比賽冠軍的相撲機械人和千錘百煉的3D列印作品，與東京都立科學技術高等學校的師生交流分

享。行程中的微型觀課和參觀活動，讓同學認識了日本學校的設備、機械人作品和3D列印作品。

同學還參觀了不少科技相關的場所和展館。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路，大家都獲益良多。

2018年10月19日在校監羅世傑先生、校

長、老師及同學的見證下，位於本校小西

灣道的新出入口正式啓動。啟動禮現場氣

氛温馨和諧，師生上下樂也融融。

為協助應對氣候變化，向同學及社區推廣可再生能源的好處，本

校響應香港電燈公司的「上網電價計劃」，在2018年8月協助港燈拍攝

宣傳片，介紹本校可再生能源裝置的運作概況及發展歷程。宣傳片將

於港燈網頁及其Youtube頻道播放，稍後亦會在其新開幕的教育中心播

放。

於2018年7月，本校開始為

校舍塗上新的顏色。藍白色的主

調代表學生（校服的藍/白色恤

衫）；牆上的紅灰黃綠顏色為本

校四隊隊色；另外在正門入口牆

上還有代表基督的藍色十字架和

本校紅灰精神的紅灰柱。粉飾外

牆後，校園更添朝氣。
11月30日，中四及中五修讀旅遊與款待科的同

學前往柴灣專業教育學院，參加酒店及旅遊學系的

資訊日，讓同學了解更多學院提供的課程、收生要

求等升學資訊，為自己的升學藍圖預早規劃。

各級於參觀日前往不同特色的場館或地區考察，研習歷

史、科學與社區。

中一 歷史博物館、中二 香港科學館、
中三 聖士提反書院文物徑、中四 探訪貧窮戶

千葉航空科學博物館 TEPIA 先端技術館

提升專業 自強不息

2019年2月1日，全體老師參與2018自主學習節「自主學習網絡學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大會邀請了香港中

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劉潔玲教授主講「在香港課堂推行自主學習的理論與經驗反思」，並有多間友校作專

題分享。本校各老師按自己任教的科目和興趣選擇不同分組，借鏡友校經驗。 　

為提升學生自學能力，老師通過交流與協

作，在課堂及課業設計上皆作出了不少嘗試，

按課題或學生特質的需要，成效漸見。本校中

文科和數學科老師都參與了實戰經驗分享，拋

磚引玉，與友校老師分享我們近年推行自主學

習和電子教學的經驗與成果。

遊學體驗  放眼世界

校長的話

衡怡大事

本校每年均會籌辦境外活動，讓學生切身地感受當地環境及文化，探索不同的知識領域，從中開拓
視野，豐富自己的成長閱歷。

日本科技遊學團 2019 VR 製作之旅

校園新一頁—小西灣道新出入口啟動禮

本校參與港燈「上網電價計劃」

衡怡新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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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校長的話

本期主題：正向人生—「Fighting! Never Give Up」



衡怡力量  積極拼搏 迸發潛能  展耀才華
本校積極推動正向教育，重視培養學生的正面人生態度。文憑試前，本校舉行一連串的正向校園活
動，名為「Fighting! Never Give Up」。「Fighting!」計劃不但為中六同學打氣，還為校園營造奮鬥的
氛圍，建立正向校園文化。

由2018年11開始，在衡怡校園每一角落，都
掛滿了由師長和應屆考生寫上勉勵說話的「共
勉紙牌」，在師生互勵互勉的氣氛下，一同積
極面對文憑試。

6A李思穎及林穎怡同學獻唱《One million dreams》揭
開序幕，祝願畢業同學為自己的夢想堅持奮鬥，努力
向前。之後由初中同學代表從學校一樓及二樓拋下象
徵「難關」及「祝福」的汽球，全體中六同學則在地
下接過「祝福」後，用力戳穿象徵「難關」的汽球，
寓意同學在眾人的祝福及鼓勵下擁有無比的力量克服
未來的挑戰。校長在活動中勉勵同學努力迎接公開試
的挑戰，校園上下均會為應考同學提供最大的支持及
鼓勵。

本校參加了優質教育基金資
助的「尊重生命，逆境同
行」─「好心情@學校」計
劃。社工於1月23-25日的午
膳時間在有蓋操場舉行一連
三天的午間攤位遊戲，與同
學分享正面的訊息，例如當
中有咖啡師即席示範沖咖啡
和分享他的成長點滴等等。

2019年1月，撒母耳團契及中四至中六的同學
籌辦「集氣音樂會」，演唱一系列充滿正能量
的歌，亦感謝校友樂隊「LOVEisCULTURE」前
來助興，當天音樂會氣氛熱鬧，台上台下打成
一片，集結能量為畢業同學打氣。

為畢業同學「加油」
       —並肩作戰  奮戰到底

擁抱「祝福汽球」—攜手衝破難關

攤位遊戲—導師社工分享人生點滴

「集氣音樂會」
         —同學校友憑歌打氣

「共勉紙牌」—校園洋溢拼搏氛圍

學弟妹前來聲援，送上祝福

品味人生，導師啟航

校友樂隊「LOVEisCULTURE」「集氣音樂會」氣氛熾熱

男子甲組團體   第八名
男子乙組團體   第五名

中學組   金獎及殿軍

精工組   殿軍、二等獎及最佳設計一等獎

初中組   季軍 學生作品入選製成畫冊

中學校際越野錦標賽（第一組）

全港學界機械人相撲賽 2018/19

中學組挑戰賽 (Lego) 銀獎

全港機械人海洋保育運動

2018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

第三屆全港學界「中史解碼」短片
創作比賽

亞軍

YMCA快樂『球』學計劃氣球藝術比賽

3C 張沅彤   6A 楊麗亭初中組、高中組分區優秀學生

２018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欣賞—我們的香港」繪畫比賽

女子團體   季軍
女子乙組   冠軍

男子乙組   亞軍
中學組 甲級獎
青少年組 銀獎 中學組   甲級獎

中學校際越野錦標賽（第三組）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第三組）（港島） 第 55屆學校舞蹈節 ( 中國舞 )( 獨舞 ) 
第一屆「鳳凰盃」中國風舞蹈比賽

第 55屆學校舞蹈節 ( 爵士舞及街舞 )( 群舞 )

中學組 嘉許獎
中學組 傑出寫作獎及傑出劇本獎

第六屆「阿爸、阿媽，食飯喇！」
校際戲劇比賽

香港校際戲劇節 2018/19 ( 廣東話組 )

女子團體、女子甲組   冠軍
女子乙組、男子乙組   季軍

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第二組）（港島）

女子甲組   季軍
女子團體、女子乙組   殿軍 

遙控輪型機械人擂臺比賽   銀獎                     避障競速比賽   金獎

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 第三組 )( 港島 )

i-Code 初中組   優異獎 （第四名）

學習如此多紛 2019 iGeneration Hong Kong

2018 海峽兩岸暨港澳機械人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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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專長  照亮他人
本校舉辦不同類型的社區服務，讓學生發揮自己的力量，回饋社會，並勉勵學生拓展豐盛的人生。

嶺步同行籌款日 2018

長者學苑畢業典禮 

東區青少年嘉年華暨綜合表演 

本校中四各班、3B班、童軍團

及山藝學會的師生齊心踏步，支

持嶺大博雅教育的發展，並獲得

「最踴躍參

加隊伍獎」

亞軍及「最

高 籌 款 額

獎」季軍。

2018年11月10，本校公民大

使與長者學苑與路德會富欣花園

長者中心學員擔任司儀，向近50

位長者頒發畢業證書。當日除嘉

許各修畢課程的長者外，亦表揚

熱心參與長者服務的同學，整個

禮堂洋溢長幼共融的氣氛。

2019年1月26日，舞蹈學會成

員演出K-Pop舞蹈及中國舞。

5E 一人一服務
—籌辦信愛學校「STEM攤位」

STEM機械人程式編寫工作坊

太陽能模型車製作班暨比賽

柴灣聖米迦勒小學、香港嘉諾撒學校

柴灣聖米迦勒小學、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環保酵素製作及
去油功能測試 STEM工作坊 

柴灣聖米迦勒小學、太古小學

Watoto 兒童合唱團亞洲巡迴音樂會

推廣中國武術

宗教教育組於2018年11月21日邀請

了WATOTO非洲兒童合唱團到本校舉行熱

愛生命音樂會，接待學生及家長，以笑

容和歌聲築起互助互愛的橋樑。

2 0 1 9年 2月 1

日，本校武術學會

前往聖公會油塘基

顯小學，在文化日

中擺設攤位，推廣

中國武術─查拳入門套路。

本校3B 繆凱鏗、3C 馬一波於全能機器人國際邀請賽中沉著應戰，經過屢敗屢戰，不停改良進步，於芸芸
參賽者中脫穎而出。

繆：我們十分榮幸能夠代表香港參與台灣 2018全能機器人
國際邀請賽。經過激烈的戰鬥，最終奪得相樸賽冠軍，
為本校及香港增光。

馬：國際邀請賽前，我們與香港代表隊進行友誼賽，竟然全
部落敗。我們非常震驚，原來對手針對我們的機械人而構思設計，處處克制我們。但憑著心中的一團
火，我們沒有氣餒，繼續奮戰到底。

繆：我們通宵改良機械人，研製程式，創作新的必殺技，拼搏至凌晨三時。當時的信念是：盡了力，就不
必計較成敗，最重要是心中無悔。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幸運是賜給肯努力的人。比賽當日，我們
沉著應戰，僥倖贏得冠軍。

馬：我們不甘認輸，以堅持到底的信念，壓倒從未想過能擊敗的對手，最後獲得冠軍。我們體悟到「不要
怕輸，只是不放棄，就有成功的機會」。

繆：3B繆凱鏗     馬：3C馬一波

本校鼓勵學生投入參與課外活動、表演及比賽，希望藉著多元化的學習經歷，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抗逆能
力，以面對成長路上各種挑戰。學生不但能從賽事中發掘自己的興趣，還能找到努力拼搏的方向，邁向積
極人生。

2018-19 部份比賽獎項

勇闖國際 2018 全能機器人國際邀請賽 
自主相樸賽國高中組冠軍

學生專訪  得獎心聲：為比賽搏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