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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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有一項研究「學童身心靈健康評估計劃(HBSC)」顯示，
除父母(家庭)和教師支援外，同學和朋友的支援，也對學生生活滿意
度，有正面而顯著的影響。例子有：「我有可以一起分享快樂和悲傷
的朋友」、「其他同學都接納我」等。其實，青少年出現偏差行為，
我們可以從提升生活滿足感入手，尤其學校方面，可致力策劃促進朋
友間、同學間互相支援的計劃和活動，例如高年級關顧新入學同學的
朋輩輔導員計劃、以班為單位的競賽活動或進行社會服務、刻意表
揚各種大小成就、獎項、好人好事或提供如何「面對失敗」的學習經
歷；更要推廣人與人之間誠信和尊重的價值觀，從而營造同學間可坦誠分享喜與悲、互相接納長
短處的情操和氛圍。

本期「衡怡通訊」，介紹了師生們毋懼艱辛、迎難而上的挑戰，也報導了學生在舞台上綻放光芒
，以及各種勇於開拓自己目光眼界的全方位學習活動；而高中同學踏出校園尋覓志向、成就理想
的工作體驗計劃，確實是衡怡中學生涯尾聲的亮點。

　　這些學校細意安排的師生和同學共行的學習經歷，希望讓同學在中學生涯中，身、心、靈也
有健康平穩的發展，並擁有一段難忘、有滿足感的時光！

李志霖校長
2019年10月

職場參觀
升中五同學拜訪司徒維新律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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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迷你四驅車青少年公開
賽總決賽暨學界挑戰賽

3C馬一波同學於6月29日參與香
港迷你四驅青少年公開賽總決賽
暨學界挑戰賽。同學因應跑道的
設計，運用 STEM知識，為車身
作不同的改裝。經過三輪初賽後
，同學雖未達進級成績，但在過
程中累積寶貴的經驗，相信日後
作賽會有更好的表現。

毋懼艱辛 邁步勇闖

  山藝學會二級山藝證書課程
山藝學會會員參加了由中國及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主
辦的二級山藝證書課程。同學在三日兩夜的露營中，
運用地圖及指南針、紮建營地、體驗原野烹飪等。過
程中雖遇到嚴峻的挑戰，但同學並沒有氣餒，順利考
獲二級山藝證書。

基督少年軍獨木舟專章
基督少年軍舉辦2019年暑期獨木舟
專章訓練及考核，在分隊導師教導下，
同學突破自己，考獲一星及二星獨木
舟證書及獨木舟專章。

本校為同學提供充足的機會，讓學生認識自我，在不同範疇有所嘗試，燃起對生命的熱誠。
透過各種體驗學習，同學建立了正面的價值觀，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生活的挑戰，乘風
破浪。

累積經驗 迎難而上
同學藉着參加公開比賽，與同儕切磋砥礪，發揮對所屬專長的熱情，邁步向夢想
進發。同學抱進取拼搏的精神，越戰越強，為未來挑戰奠下成功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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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 
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

馬一波同學於8月1至8月8日代表香港前往
寧夏，於手擲滑翔機直線距離飛行項目中
奪得中學男子組殿軍，獲一等獎。這個獎
項亦是對他過往所付出努力的肯定。

 

為推動STEM教育在本校多元化發展
，本校師生在今年度首次參與「粵港
澳大灣區青年無人機大賽」。同學除
了需在限時內操控無人機穿越障礙物
，沿著指定的航道飛行，更要設計在
無人機設計起重架，盛載不同重量的
物件來完成任務。雖然未能獲得任何
獎項，但同學勇於嘗試，在良性競爭
下開拓了目光，獲益良多。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無人機大賽」



衡怡舞台 綻放光芒

運動學會分享會2019

精英運動員本着「嶺南衡怡，永遠堅持！超越極限，不驕不疑！」
的精神，於賽事中力爭上游，勇闖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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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國際氣球藝術大會2019

4E班陳美彤同學與其他學校的7位「恒生─
YMCA快樂『球』學計劃」優秀學員紮作了以
「地球村」為主題的佈置，並於中型氣球藝
術創作賽獲得「佳作獎」。

藝術發展日花絮
2019年7月8日，課外活動組總結了整個學年的成果，讓同學在柴灣
青年廣場的舞台上一展所長。整個表演貫徹「熱愛生命」的德育主題
，同學追夢的搖籃中找到奮鬥方向，激發同學將興趣轉化生
命的熱愛、發揮個人潛能。藝術發展日為同學提供表演平台
，實踐理想，為人生添上燦爛的姿彩。 

2018-2019部份得獎項目
本校舉辦不同性質的課外活動，讓學生探索自己的興趣，
發掘自己的潛能。同學十分投入學會的定期訓練及聚會，
願意努力付出、默默耕耘，為夢想起航。同學追夢的搖籃
中找到奮鬥方向。

   香港理工大學高
中數理比賽

5A班陸啟鋒同學於香
港理工大學高中數理
比賽(物理組別)奪得
最高的卓越大獎

劍擊

班際歌唱

戲劇

魔術

   
2019香港聯校音樂
協會管樂團比賽

榮獲由香港聯校音樂
協會主辦的管樂團比
賽銅獎。



本校老師嘗試開發電子教材，將虛擬實景(Virtual Reality)應用於課堂學習，並參與分
享會，加強學校間的教學交流，進一步推動電子學習的發展。

勇於承擔 開拓目光
每位同學都有獨特的天賦，本校重視同學參與活動的學習歷程，透過籌辦及參
與大型活動，能培訓同學的領導、協作、溝通等能力，並能提升自信，讓同學
敢於嘗試，在不同領域中盡展所長。

   最佳演示大獎

本校參加了由教聯會及STEM 
PLUS  舉辦的中小學STEM 創科
展覽，學生將所創作的「虛擬
孫中山史蹟徑  2.0」向評審及公眾人士解說
及示範，榮獲2019中小學STEM大賽的「最
佳演示大獎」。

榮獲「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歷史

教學)」History Learning(中學組)金獎

本校資訊科技科鍾紹明老師及中國

歷史科孫越老師和參與製作「中山

史蹟徑教學VR」的學生出席頒獎禮
，師生共享成果。

   第一屆「衡怡科技盃─全港
小 學 S T E M 機 械 人 足 球 大 賽
2019」 

為推廣STEM教育及促進中小學交流
，鼓勵更多香港學生發揮創意及提
升解難能力，遂於 4月 13日首辦「
衡怡科技盃」，盼能為STEM教育出
一分力。

香港嘉諾撒學校─太陽能模型
車製作班暨比賽

第十四屆「衡怡盃─全港小學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本校於6月27日主辦的第十四屆「衡怡盃─全港小學學術常識
問答比賽」規模為歷年之冠，參賽的學校多達二十三間，亦因
參賽學校眾多，除了傳統的初賽及決賽，今年首次加入預賽，
令比賽更為緊張刺激。每年的「衡怡盃」，無論司儀
、發問題目、招待、計分以至休息時間的學科攤位活
動等，均由學生負責，相信各參與活動的同學都上了
人生寶貴的一課，得到一次難忘的學習經歷。

敬業樂業 與時並進

協辦2019東區學校
才藝欣賞會

本校同學擔任司儀、攝
影及錄影工作，並應邀
表演。

東區學校演講比賽

本校今年獲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邀請，負責協辦是次
比賽。由場地佈置、前司儀、幕後工作人員及分組的
工作人員等，都是我校的同學擔任。

中四級鄭靖雯   普通話中學組亞軍

中三級羅穎怡    粵語初中組季軍

獲獎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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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dney English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me 2019

The LHYMSS English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me 
provides an authentic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interested in studying abroad and experiencing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summer holiday. This year, 18 students from 

S.3 to S.5 travelled to Sydney in Australia. They attended 
language courses in the Sydney College of English and went 

on guided excursions to various educational sites and 
landmarks every afternoon. The 2-week English courses 

also helped them expand their academic horizons and 
interest in global issues.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2019
It was held on 22 May, 2019. It is a simplified version of 
"The Gruffalo", written by Julia Donaldson and Alex 
Scheffler, which is loved by many children all over the 
world. 
Congratulations to the champion S.2A and the first 
runner-up S.2C! Their performances were amazing and 
stood out from the other classes for their excellent 
language ability, creativity and wonderful collaboration. 
We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judges, Ms Ng, and Ms 
Cheung for their precious time in this activity.

2019 Bandslam
Our annual post-exam activities Bandslam was held 
on 5 July, 12 bands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etition. 
There were pianos, keyboards, drums, saxophones, 
guitars, bass guitars and electric guitars. Different 
pop songs were sung with different musical 
instruments. The atmosphere was so lively and all 
the students enjoyed a lot. The champion is You Are 
Not My Hands and the first runner-up is Cupid.

ALL THE 
STUDENTS

ROCK!!!

ALL THE 
STUDENTS

ROCK!!!

ENGLIS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ENGLIS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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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及旅遊行業工作坊
學生學習使用航班訂位系統     

職場參觀
升中五同學拜訪司徒維新律師行

明確目標是努力的原動力，本校透過舉辦工作
坊、職場參觀、工作體驗等活動，讓同學更清
楚自己的發展方向，及早規劃成長的藍圖，為
未來奮鬥，掌舵人生。

ENGLIS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ENGLIS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尋覓志向
    成就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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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與了由兒童發展基金撥
款的「同行丨成長丨理想」計
劃，鼓勵同學培養儲蓄習慣，
並訂立明確的個人發展目標。
7月7日的立志禮中，54位同學
在眾嘉賓及友師的見証下，互
相製作和交換信物留念，承諾
以實踐和邁進個人發展計劃而
努力。盼同學在成長導師的引
導下，共同開創精彩未來。

「同行丨成長丨理想」

  計劃立志禮

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

土作坊

香港君悅酒店

2018-19 工作體驗計劃
為讓學生體驗職場生活，了解行業資訊及實
務運作，協助學生尋覓職場興趣，升學及就
業輔導組已是第四年在暑假期間推行工作體
驗計劃。相信計劃能協助學生探索升學出路
，能運用將實習經驗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並
應用所學於職場中。

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嶺南幼稚園

新華旅行社  

香港傷健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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