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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徽，原為嶺南大學校徽，乃已故校長司徒衛先生所設計，圖案簡單，

象徵嶺南大學從懷士堂北望之風景。上為白雲山，中為珠江，江邊有荔枝樹一

列，下有小徑，顯出母校之雄偉氣象。校徽中之山、水、樹、及小徑，各有深遠

之意義，茲略述如下：

(一) 白雲山為嶺表名山，雄據粵南，象徵人生最高之理想。嶺南大學及其附校，

均以基督教義及精神，為創立之基礎，以基督之人生觀為教育之最高理想。

太史公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基督真理為嶺南人所仰望，所實行，此即白

雲山所代表之意義也。 

(二) 珠江為東西北江三江之總匯，源遠流長，象徵嶺南教澤，故嶺南歌中，有

「嶺南教澤珠江水，源源長流無盡」之句。嶺南大學有百餘年之歷史，學生

遍佈各洲，今母校雖不存在，然懷念母校之情，久而不渝也。 

(三) 樹乃象徵事業，每年夏季，荔枝樹結實纍纍，基督化之人生，正是如此。詩

篇謂喜愛上帝律法之人為有福，如林木植於溪旁，及時結果，其葉青蒼。嶺

南人之願望，乃以終身事業，實現為神為國為嶺南之理想。 

(四) 小徑代表前途，基督教教育，開發人生光明之前途。學生不論貧、富、智、

愚，其未來之造就，無可限量。或登白雲之巔，北望五嶺，或浮珠江之水，

遠涉重洋，每一嶺南學子，均循此途徑，努力前程也。

校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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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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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世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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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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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信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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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2015年9月，主帶領我來到嶺南衡怡紀念

中學，一所嚴而有愛的學校，我以謙卑和感

恩去迎接這挑戰。我相信過往我受過的教育

及工作經驗，包括教學、科務、輔導、校風

建立、學校推廣、學生全人發展、學生學習

支援及生涯規劃等，都是倚靠主的帶領，好

讓我能將所學所做的不斷整理和沉澱，裝備

起來成為今天的我，有承擔地領導衡怡迎接

未來發展的重任。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一4:19)

學者艾力遜的「人生八階」成長理論指出，青少年會遇到勤奮與自卑及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的

成長危機，如果得到適當的讚賞和鼓勵，便會不斷奮鬥，並能建立明確的自我形象；否則，便會常

感到挫折、自卑和徬徨迷失。

學校是教育的場所，讓學生學會學科知識、掌握生活技能及培養正確態度。衡怡的老師會常

常要求學生達到比自己現時的表現更高一點的水平，故此，大眾一般對本校的印象是「嚴」：對學

生要求嚴格，著緊學生的表現。我非常認同這方向，讓「嚴」後隨之而來的老師讚賞和鼓勵具有意

義，能真正鼓動學生內在的潛能，發展自己獨特的長處，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試問如果同學們沒

有努力過，沒有向難度挑戰過，而又獲得讚賞；甚至一直只在處處受保護的環境下累積難度不高的

「成功」經驗，日後離開校園才發現自己的能力和表現，與社會要求嚴重脫節，那時候的挫敗與迷

失又如何能挽救呢？

「愛是恆久忍耐，…」(林前13:4)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13:7)

以上道出何謂愛的兩節經文，都分別出現了「忍耐」。我相信衡怡的老師，在正規課程或其他

學習經歷中，除了有嚴格的要求外，也會以愛心關懷同學們的情意表現。過程中，師長們以最大的

耐性去了解學生的需要，恆久不斷地尋找更好的教導方案，這便是衡怡老師愛的表現。另一方面，

我們亦深切明白，培養年青人有愛，乃是包含律己忍耐的愛。例如，我們帶領學生去服務弱勢社

群，會讓學生經歷與他人合作過程中的困難，特別是面對自己和別人性格或能力上的差異，學習忍

耐克制，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才能孕育真正關愛他人的素質。由是觀之，「律己愛人」頗能反映

出衡怡的傳統教育理念，這亦是2014-2016年度全校德育主題。

2015-2016年度乃本校廿五週年校慶，各項活動能順利完成，謹此多謝辦學團體嶺南教育機

構、何善衡慈善基金會、校監及校董會各校董、前任校長及老師們、校友學長們、家長、同學及區

內人士的支持。

孜孜不息薪火接  默默耕耘爐火青

李志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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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飛躍舞台」：這台上的一個個笑臉，不就是我們的驕傲和成就嗎？

三天的開放日，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學生會在露天操場主辦的「飛躍舞台」。我看見平日少有

在校園表演的同學們，熱情投入於舞蹈、唱歌甚至個人見證分享，展現學習以外活潑、精靈、笑容

燦爛的一面。這次校慶開放日經過近一年的安排，由商討活動規模和形式，到籌備的過程，以至近

月校園環境的佈置、活動的綵排等，涉及全校上下的人力物力，大家都辛苦。但相信各位嘉賓、老

師們看見台上表演同學的笑面，心情都頓時輕鬆愉快起來，也會心存感恩。教育是為了下一代，我

們慶祝衡怡走過廿五年，也同時展望未來學校高飛的日子：這台上的一個個笑臉，不就是我們的驕

傲和成就嗎？不就是我們辛勞工作的安慰和原動力嗎？不就是我們未來展望的明燈和啟示嗎？　　

教育場所是難以抽離對人的價值觀去討論和運作，教育是不得不正視自己及校方對年青人的看

法和期望，去規劃各種教育政策、計劃或活動等。我相信在學校教育裡，人是最核心的關注。衡怡

的傳統是堅守以學生為本，透過跟班主任升班制及各項措施，建立穩固恆久的師生關係，去扶助學

生成長。我們以尊重、信任、關愛學生為本，鼓勵教師常存樂觀感(optimism)，透過5P(即People、

Place、Process、Policy、Program)細意安排各種學習經歷，讓學生的潛能得以發揮。這是啟發潛能

教育(Invitational Education)的理念，我相信亦是推行近年教育改革中盛行的自主學習的基石。

其實，老師們近年已運用合作學習、翻轉教室、備課導學案等方式，去照顧學習差異及促進學

生自主學習，最重要的是能解決教學上的難點。未來將優化資訊科技的配套，加強整體老師運用資

訊科技教學的能力。

學習其實可以是愉快的，只要我們抱著因材施教、全人發展之信念

尊重個人的長短不同，信任學生的無限潛能，學生在正規課程或品行表現不算理想時仍有樂

觀感，正面地、專業地尋找解決方法，細意安排各種學習經歷，包括正規學科、體育、藝術、音樂

等的學習活動，輔以從旁指引、風雨同路、或有時要當頭棒喝的師生交往關係，「衡怡銀禧、展翅

高飛」一定不會是空談！學生尤如光譜一般各有潛質特色，教育工作就是要讓學生的專長能發光發

亮，增強自我效能感，帶動正規學科的學習和動力。來年將規劃中一學生的團隊活動訓練，培養學

生團隊精神，與同儕共同進退，同時為專項及學業打拼。盼望學生們明白老師的心意，共同努力邁

向DSE文憑試及成長路上的種種挑戰！

我曾看過一篇文章，描述老鷹的生命抉

擇：要麼慢慢老去，要麼在中年時主動迎接

百多天的煎熬—飛到山頂無人處，用喙打岩

石，令喙脫落更替；用新喙把腳爪拔出；新爪

長出後又用來將舊毛拔掉。這樣，長出新羽毛

的牠才能重新飛翔，健壯地繼續生活下去。

做人要奮鬥，固然重要，但有否抓住機

會去努力，或許更是關鍵。在適當時刻，抓

住機遇去全身投入經營，才會與眾不同，並

獲得成功。

衡怡踏入廿五週年銀禧，全校上下透過各項活動慶祝衡怡的成就；同時，各方面都在迎接新的

挑戰。祝願大家都學習和經歷「律己愛人」的精神，在衡怡銀禧年中有所長進，有所得著。期望學

校上下齊心謹遵「弘基格致、服務社羣」的校訓，克己忍耐，常存愛心，前進不已，把握學校發展

機遇，邁向三十週年，展翅高飛！

卷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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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團隊

梁偉強老師 鄭守宇老師 劉景賢先生 李建勳老師 區國年老師 鄺誠謙老師 
陳智達先生 陳永傑老師 黃智強先生 蕭錦釗先生 鄺少權老師 冼志邦先生 
吳國輝老師 鍾紹明老師 李浩勳老師 林詩永老師

馮俊傑先生 林偉興老師 陳創雲傳道 陳家慶傳道 黃志永老師 黎德信老師 
李振威老師 馬子健先生 劉逸文老師 蘇子亮老師 劉志豪老師 鄧智勇老師 
陳展圖先生 蘇慧俊老師 徐詩賢老師 李永強老師 黃偉健老師

洪宣言女士 陳益群女士 司徒玉喜女士 黃慧玲老師 周淑華女士 馬若芷老師 
蔡青霞老師 梁國鴻先生 余耀宗先生    麥肇輝老師     譚倩君老師 彭嘉恩老師 
陳穎宜女士 李蔚汶女士 何金蓮女士    王月珍老師

張暉敏老師 黃孝恩老師 鄭佩玲女士 袁穎宜老師 許海妮老師 陳志敏老師 
劉愛萍老師 徐麗詩老師 譚婉華老師 伍慧雯老師 胡文珊老師 劉素華老師 
王佩雯老師 陳冰芬老師 黃嘉儀老師 曾惠英老師 霍綺玲女士 吳嘉容老師

蔡宛華老師 孫   越老師 吳泳玲老師 李思慧老師 李振明傳道 馮偉文老師 
歐陽天任老師 劉德華副校長 招天立校監 李志霖校長 關國康副校長  林偉傑先生 
馮達昌老師 鍾偉志老師 方漫情女士 曾嘉瑜老師 楊文莉老師  歐佩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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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卷首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創校於一九九一年，初名為嶺南(杏花邨)中學。一九九一年初，為配合教育署

在港島東區需要更多中學學位以資分派，嶺南教育機構去函教育署申請開辦第三間中學，同年獲政

府批准及劃出杏花邨地段為校址，開辦一所全新津貼中學，校舍預期於一九九三年落成。辦學團體

接受教育署的安排，暫借銅鑼灣渣甸坊崇蘭中學舊址開辦新學校，並委派嶺南中學原副校長任小莉

女士為校長，連同幾位有經驗、有熱誠、有創新精神的高級老師及幾位年青有活力的老師，在鬧市

中開展了嶺南(杏花邨)中學的新一頁。

建校
      經過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二位老師與二百多名中一學生相聚於渣

甸坊，校舍門外是購物街，背面是街市及小巴站，校舍內整天暗

無天日，環境極度惡劣，那段日子卻是首幾屆師生最難忘及最懷

念的。班主任跟升班制與簡陋狹小的校舍，造就了非一般的親密

師生關係。每天早上在天台的集隊、每個樓層不同顏色的美麗百

頁窗簾、僅有的兩個冷氣班房、陰暗細小的禮堂內進行班際歌唱

比賽、學科問答比賽，凡此種種，都交織

成渣甸坊校舍美好的集體回憶。由於老師

們用心教學、關愛學生，學生純品受教，

嚴謹而關懷的校風於渣甸坊的日子經已形

成，嶺南(杏花邨)中學逐漸成為一所受家

長歡迎的學校。

91-92年度乒乓球比賽

91-92年度頒獎禮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第一屆老師

92-93年度學科問答比賽

銅鑼灣舊校舍天台操場集隊 94-95年度歌唱比賽

(一) 渣甸坊的日子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史校
(199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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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邨校舍的興建工程拖延了兩年多仍未能動工。一九九三

年中，政府環保署對杏花邨校舍選址提出異議，指因為太接近

亞細亞公司石油氣，有潛在危險，不適宜建校。此舉校董會、

教職員及家長極感意外及不滿，多番積極向教育署要求在杏花

邨建校，令校名與校址相符。惟在環保署反對及暫借校舍的空

間限制下，辦學機構唯有於一九九四年初在有條件下同意教育

署另撥出小西灣地段以代替杏花邨。教育局承諾，若將來環境小西灣校舍地盤

有改變，會重新考慮本

校 在 杏 花 邨 建 校 的 申

請。嶺南(杏花邨)中學於

一九九五年九月遷進小

西灣校址，校園從借用

的彈丸之地發展至環境

清幽、地方寬敞、設備

完善的獨立校舍。

小西灣校舍全貌

一九九八年，教育署實現承諾，將杏花邨校址重批給嶺南

教育機構，但由於灣仔司徒拔道嶺南中學亦有遷校的需要，嶺南

教育機構遂將杏花邨校址轉批給嶺南中學，而本校則以小西灣

道三十一號作為永久校址。為了識別嶺南中學和嶺南(杏花邨)中

學乃兩所不同的學校，亦位於不同的校址，嶺南(杏花邨)中學於

一九九九年九月開始更改校名，定名為嶺南衡怡紀念中學，以紀

念何善衡博士及其夫人李怡顏女士。何博士伉儷均熱心教育，在

推動青年人教育事工上不遺餘力，凡事都抱著一股熱誠去幹，為

社會作出很多貢獻，實可作為本校師生的典範。

杏花邨校舍的興建工程雖然

一波三折，但無損本校同工的教育

熱誠，教師團隊上下齊心，為鼓勵

及推動學生進步而努力。老師們從

不以教「好學生」為追求目標，而

是以教好每一個學生為己任，堅信

每一個學生都可教，都可以不斷進

步和邁向成功，最終成為學校、家

庭、社會以至國家的驕傲。

何善衡先生夫人合照

1999年9月新校名命名典禮

(三) 更改校名及校服

(二) 遷校往小西灣

校舍新翼落成剪綵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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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卷首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一九九六年是學校發展上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裡，有本校

第一屆中五畢業生，又成立了學生會。在一九九八年，本校更成

立了家長教師會，令學校在各方面發展更完善。

二零零六年八月，任小莉校長及幾位創校老師榮休，嶺南

衡怡紀念中學校友會正式成立，並歡送榮休校長及老師，當日有

四百多位校友返回母校參與盛典，開始了校友會作為母校與校友

之間橋樑的角色。自此以後，不同的校友經常返回母校參與學校

活動，並向師弟妹們分享經歷，為母校的學與教作出貢獻。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本校正式成立法團校董會，除了有辦學

團體嶺南教育機構的學長外，更加入了獨立校董、家長校董、教

師校董及校友校董等不同持份者，使學校可以收集到不同人士的

意見，令校務發展更全面和順利。

學生會成立暨就職典禮
(1996-1997年度)

家長教師會成立暨執行委員會
就職典禮(1997-1998年度)

2005-2006年度校友會成立

(四) 重要組織的成立

新校名亦開展了本校的新一頁，學生換上由自己設計

的新校服，而老師在學與教的措施上亦與時並進，因應課

程加入資訊科技教育，配合全方位學習，帶領學生跑出課

室，跑出香港，到訪泰國、越南、新加坡、加拿大、澳洲

等，擴闊學生視野，增廣見聞。

2013-2014年度越南考察之旅

2013-2014年度新加坡考察

2015-2016年度澳洲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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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西灣校舍雖然設備完善，但隨著教育改革的推展，對校舍及設備的需求日增。二零零三年

初，學校開始了校舍改善工程，為學校加添了電腦輔助教學室、語言室、多用途教學室、學生活動

中心、會議室及多個班房等，工程於二零零四年八月竣工，學校學習環境更趨理想。

2004年完成校舍改建工程，新翼校舍落成。

近年
      發展

2003年將原有課室改建為會議室

(一)  校舍及設施改善

黃伯鏗博士(左)，李克勤先生(中)，
任小莉女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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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卷首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二零零八年，全校班房在投影機外再增設桌面電腦及實物投影機，課堂教學的互動性增加，學

習經驗比以前更豐富，學生可以學得更好。此外，學校亦通過改建舊翼有蓋操場為多用途場地、搬

遷及改建小食部，以製造更多空間供課堂教學及其他學習經歷之用。

在校園方面，學校亦增聘花王，增加種植花卉，令綠化的校園更添色彩。加上由學生設計以

「基督的愛」為主題的馬賽克壁畫、地下操場以「25周年校慶」為題的「塗鴉」牆壁、二樓藝術廊

等，令校舍比前更美輪美奐、多姿多采，師生對學校的歸屬感亦大增。同時，本校自2010年起籌備

發展可再生能源及節能裝置工程，並在2012及2013年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和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申請逾一百萬元撥款發展可再生能源及節能裝置工程。這些裝置除了可進一步減少消耗電力及化石

燃料和節省電費外，更可用作教育用途，向同學及公眾展示可再生能源及節能裝置的功能及其重要

性，鼓勵同學建立節約能源的生活習慣。在2013年6月，學校舉行「環保校園啟動禮」，標誌著我們

正向綠色學校的目標進發。

增強課堂教學的互動 學習經驗比以前更豐富

舊翼有蓋操場 新翼有蓋操場

25週年校慶塗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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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校園啟動 環保校園—節能裝置工程

必須一提的是，學校雖然只有二十五年歷史，但值得紀念的事情著實不少。因此，學校向何善

衡慈善基金會申請資助，於2012年把地下儲物室改建為校史室，並命名為「善述閣」，裏面會介紹

何善衡博士的生平及何博士所著《閱世淺談》中的雋語節錄，亦會展示學校多年來一些值得紀念的

大事及物件，希望學生從中學習到何博士處世做人之道，亦明白今日所享有的一切，其實是很多前

人努力的成果，學懂感恩。自此之後，「善述閣」便成為介紹學校的重要起始點，亦是學校迎接嘉

賓的地方，學校各大小會議亦會在內舉行。

原為地下儲物室，改建為校史室—「善述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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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卷首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二) 靈育及價值觀培養

學校的建立與發展一直都得到天父

的看顧與保守。聖經說：「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

離。」(箴言22章6節)為了讓學生接受

更佳的聖經教育，培養良好的品德及建

立正確的價值觀，學校自創校以來，曾

邀請不同教會到校協助推展福音工作，

協助撒母耳團契的週會或小組活動，不

少的學生都因此而在聖經課以外加深了

對信仰的認識，並接受基督作為他們個

人的救主。

二零零七年九月開始，學校更開放

校園給兩間教會：柴灣福音堂及宣道會

愛光堂，兩所教會的傳道長駐學校，

為學校主持講道的週會及不同的宗教

活動，更每天與團契老師們一起為不

同級別的慕道學生開設小組，並在撒母

耳團契以外建立了U-link青年團契及基

督少年軍，令學校的信仰教育及福音工

作進入了一個新紀元。

綠色長廊

馬賽克壁畫

基督少年軍 2014-2015年度福音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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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是學習的地方，為配合教育改革及社會需要，本校由二零零四年開始推出一系

列在教學方面的新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能力」為學校關注事項，包括設立閱讀組、專

題研習組以推動及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風氣，並致力加強課堂互動，使課堂教學可以脫離

舊有教學模式的束縛，令學生更有興趣學習，可以學得更好。

課堂內的學習固然能為學生打好知識的根基，帶領學生走出課室、走出香港，以擴

闊學生的視野，對學生未來的發展亦十分重要，所以本校學生的足跡遍及山東、台灣、九

洲、加拿大、澳洲等。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學年，教育局推出英語教學支援計劃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由於本校建議書中的「加拿大暑期英語學習體驗團」在課程設計

方面出類拔萃，加上本校老師的用心教學及良好協作精神，教育局破天荒地資助本校學生

參與是項學習活動，每位學生可獲資助三千元。其後在校董會的大力支持下，本校繼續獲

何善衡慈善基金會每年撥款三十八萬以支持是項計劃，由全體英文老師輪流帶領學生到加

拿大進行生活體驗與英語學習。截至二零一五年為止，約有二百四十位學生參與是項活

動，並在回港後擔任英語大使，協助老師舉辦活動，大大提升了學校的英語學習氣氛。

2015-2016年度 日本遊學團 2015-2016年度 山東考察

2015-2016年度 台灣升學考察 2007-2008年度 Canadian trip

 (三) 學科學習新里程

1605--E22093-嶺南衡怡紀念中學-25周年校刊text32   32 2017/6/1   下午 08:23:12



33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卷首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翻轉課堂—老師小挑戰，同學大得益

隨著電子學習的普及，昔日老師作為

知識傳遞者的功能日漸褪色。取而代之，

老師的職責是指導學生如何建構知識，

成為學習真正的「話事人」。早在2006

年，學校已經參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的《元認知的學與教：支援學生的學習需

要》計劃，藉以提升老師建立學生元認

知的能力。當時，我校部分老師和中大教

學人員一起設計以元認知為骨幹的課程，

把元認知的理論具體地應用在日常教學當

中。有了這次嘗試，老師確立了「還課堂

給學生」的重要性。

近年資訊科技的進步，不單令人與人

之間的距離拉近，亦令老師更方便照顧學

生的學習差異。今年，學校內不同科目的

老師開始自發地嘗試「翻轉課堂(flipped 

classroom)」的教學模式。他們會把單向

教授的內容以影片方式發放，要求同學在

家預習。老師因而可以善用課堂內寶貴的

面對面時間，進行各種跟進及提升能力的

教學活動。由於這種教學方法扭轉了傳統

方式，實踐上老師需要有更大的信心和

支援。為了令老師有更多實踐翻轉課堂

的方法得以借鑒，我們於2016年9月參與

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籌劃的「翻轉課

堂：尋找成功要素和建立良好策略分享平

台」。期望此計劃能夠進一步提升老師對

翻轉教學的技巧，並在教學上作出更多實

踐和研究，讓老師成為令學生獲益的「學

習團隊(learning community)」。
資訊科技發達，改變上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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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除了在課堂內外的教學不斷努力作出突

破外，更於二零零三年開始推出「一人一服務」

計劃，不同的部門皆積極為學生提供社區服務學

習的機會。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學年，學校更與

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合作，在校園內成立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長者學苑」，拓展服務學習

新領域，學生可以直接服務區內的長者，通過恆

常與長者的接觸，了解長者的需要，並從長者身

上學習，反思自己對生命的態度，從而訂定更具

體的人生目標。此外，聖雅各福群會、小西灣傷

健中心等機構皆與本校有密切聯繫，讓學生經常

有機會服務區內區外有需要的社群，令他們能學

會愛、實踐承擔，懂得感恩和分享。

除了鼓勵學生參與義工服務外，本校亦積極

與區內其他學校作交流。由十五周年校慶開始，

本校每年皆舉辦兩項區內盛事：「港島東區中學

即席專題演講比賽」及「衡怡盃港島東區小學學

術常識問答比賽」，提供了一個可以讓東區學校

在學術上作出交流的平台，得到區內中、小學的

大力支持，亦創造了一個機會讓本校學生參與籌辦大型的校際學習活動，擴闊視野，增強自信。雖

然前者已隨著高考的取消而停辦，但「衡怡盃」已續辦第十二年，絕對是區內小學重視的一項校際

比賽。

(四) 對外聯繫

長者學苑—電腦班

長者學苑—先鋒講座

每屆衡怡盃均得到區內小學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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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表現方面，據教育局發佈的全港中學資料，本校

學生持續多年進步明顯。2015年中學文憑試最佳五科及核

心四科的平均，以學生進入本校就讀中一至中六畢業計算，

增值九位數皆達至七級，其中三科更成為全港進步最大的首

10% 學校。

本校創校以來皆堅持「跟班主任升班制」，成功建立

關愛的校園文化。由於歷屆班主任無私的付出，言傳身教兼

備，學生一向純品受教。二零零五年教育局校外評核隊伍

於口頭匯報時，讚譽本校的老師為「粒粒明珠，照耀著學

生」；二零一零年教育局校外評核隊伍再次訪校時，更以

「創校二十年，學校不斷完善求進」作總結。二零零七年，

本校獲教育局頒發第二屆「一個學生都不能少」嘉許狀，二

零一零至二零一四年，學校五度獲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教育

局及香港輔導教師協會頒發「關愛校園」榮譽，二零一五年，更被嘉許為「積極推動生命教育」表

現突出的學校，這些都是學校同仁努力的成果。

學校雖然只有二十五年歷史，畢業生絕大部份未超過三十五歲，但我們很高興發現：我們很多

校友已在社會上建立了他們的事業，並有不少在他們的工作領域上漸露頭角。因此，本校於二零零

九年開始，設立「傑出校友獎」，嘉許在不同領域有傑出表現的校友，希望他們可以與學弟學妹分

享他們的經歷，讓學弟學妹以他們為榜樣，珍惜學習機會，及早努力，貢獻社會。過去獲頒此獎項

的校友包括：蔡友集學長(現任香港科技大學計算機科

學及工程學系講師)、王凱峰學長(肥胖及相關的心血管

疾病之基因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吳哲穎學長(第

二回合香港田徑聯賽．破「十項」港績、及東亞運動

會獲十項全能銅牌)、林潤發學長(現任香港城市大學能

源及環境學院助理教授)及趙智銘學長(第十屆中國國際

室內設計雙年獎)。

第20屆畢業禮

本校連續七屆獲得由教育局等機構頒發的關愛校園榮譽

趙智銘學長帶領同學到其工作室
體驗室內設計在職場的工作

學校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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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學生認知過程的能力是由理解、應用的低階到分析、評鑑、創造的高階，當中必須經

歷從錯誤中學習、批判反思、歸納綜合及意念更新等，這些都需要有識見的同行者去啟導。衡怡有

醉心鑽研教學法的教師團隊，加上良好的師生關係，聚焦又與時並進的政策和計劃，定能繼續以關

愛學生為本，提供多元化又精彩的學習經歷，培養出能適應社會急劇變遷、具創造力的卓越人才。

日後本校將繼續關注學生於正規課程的學習難點，輔以合適的課程規劃和設計、教學法及評估，提

升教學效能；亦會關注學生如何培養生活技能、待人處事的價值觀和態度，讓他們自信地掌握並規

劃自己的人生。展望未來的悠悠歲月，深盼在現有的基礎上，繼續得到辦學團體嶺南教育機構及本

校校董會的扶助，尤其在促進三間嶺南教育機構轄下的中學與嶺南大學的交流和聯繫兩方面，擴闊

衡怡學生的視野和學習經歷；加上家長、校友及各界友好的支持，同事們的群策群力，定能讓所育

之幼苗，繼續開出燦爛的花朵，結出健康美善的果實，共創新里程。

展望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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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CHAN MEI TUNG                   陳美彤
CHAN WAI YIP                   陳偉業
CHENG KA YAN                   鄭嘉恩
CHEUNG MAVIS CHUN WAI       張津尉
CHEUNG YIU                   張   瑤
CHIK LONG YAT                   戚朗逸
CHOY LAP YAT                   蔡立溢
CHUI CHING HEI                   徐鉦熙
FU MAN CHING                   符文靜
HO CHING CHING                   何晶晶
HO SUM YI                   何心怡
HUNG HO YEUNG                   洪浩洋
JIM YUEN LAM                   詹涴琳
KWOK HOI CHING                   郭海晴
LAI YAT LING                   黎一鈴
LAM YU HIN                   林宇軒
LEUNG NGA KI                   梁雅琪
LEUNG TSZ YAN                   梁芷甄
LI KA CHUN                   李家雋
LO FUNG WA                   羅峰華
OR CHAK HOI TRAVIS      柯澤鎧
PO HEI MAN                   布希敏
SIN SUM YU                   冼心渝
TANG KA HO                   鄧家浩
TO KWAN HO                   杜君灝
TONG YUEN KI                   唐婉琪
WONG KA CHUN                   黃嘉俊
YUEN SHING CHUN       袁誠駿

︰我們可以做得好
同 心

︰我們享受師生同樂的喜悅

︰我們分工接受不同的挑戰

︰我們彼此欣賞，同為成長伙伴欣 賞

享 受

勇 氣

︰我們學習堅守  崗位，服務學校

盡 責

︰我們一起籌辦屬於
  1A的聯歡會

快 樂

︰我們時刻感激師長

  的栽培感 恩

︰我們為黃隊隊員  全力打氣

合 作

各 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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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MEI TUNG                   陳美彤
CHAN WAI YIP                   陳偉業
CHENG KA YAN                   鄭嘉恩
CHEUNG MAVIS CHUN WAI       張津尉
CHEUNG YIU                   張   瑤
CHIK LONG YAT                   戚朗逸
CHOY LAP YAT                   蔡立溢
CHUI CHING HEI                   徐鉦熙
FU MAN CHING                   符文靜
HO CHING CHING                   何晶晶
HO SUM YI                   何心怡
HUNG HO YEUNG                   洪浩洋
JIM YUEN LAM                   詹涴琳
KWOK HOI CHING                   郭海晴
LAI YAT LING                   黎一鈴
LAM YU HIN                   林宇軒
LEUNG NGA KI                   梁雅琪
LEUNG TSZ YAN                   梁芷甄
LI KA CHUN                   李家雋
LO FUNG WA                   羅峰華
OR CHAK HOI TRAVIS      柯澤鎧
PO HEI MAN                   布希敏
SIN SUM YU                   冼心渝
TANG KA HO                   鄧家浩
TO KWAN HO                   杜君灝
TONG YUEN KI                   唐婉琪
WONG KA CHUN                   黃嘉俊
YUEN SHING CHUN       袁誠駿

1B
CHAN WAI KWAN             陳偉堃
CHENG YIU WAI             鄭堯崴
CHOW HO YEUNG             周灝垟
CHOY LOK YI             蔡樂兒
CHU YAM WING DICKSON 朱鑫榮
CHUNG CHUN KIT             鍾進傑
FOK SUET CHING             霍雪晴
HO PAK YEE             何栢儀
HUI HOI YI             許凱怡
HUI YAN YEE             許欣儀
KE CHING YI             柯靜怡
LAM HIU CHING             林曉靖
LAU YAM KIU             劉欽僑
LAW TSZ YIN             劉芷言
LEUNG TUNG HEI BERWIN 梁桐熙
LIN YU HAM             林譽涵
LUK CHING SHAN  陸正山
PANG HOI LING             彭鎧鈴
SHEK HOI FAN             石凱帆
SIN WING YEE             冼咏儀
SO CHING HANG           蘇靖恆
TAI KA YIU             戴珈瑤
WONG YEE TUNG             黃綺瞳
WOO MAN TIK             胡文迪
WU KA MAN             吳嘉雯
YEUNG TSZ NGAI             楊子毅
YU SZE WING             余思穎
YUNG TSOI YEUNG 翁采暘

同學在成長營一起克服各種挑戰，不但加深對自己的認識，

更重要的是增進了大家的感情。

呀！小心呀！同學終於能夠只用
小腿把雞蛋運送一圈，成功了！

「與校長談心」中，李志霖校長向S1B同學介紹學校的歷史。

在「人肉天橋」上走過，這個活動既考驗同學的膽量，又挑戰他們的合作性。

S1B的全家
福，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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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CHANG KWONG HIM 張廣謙
CHENG KING HEI             鄭景禧
CHENG YIU WA             鄭堯華
CHEUNG KAI SUN KASUN 張啟申
CHU KA MAN             朱嘉敏
CHU MING CHUNG 朱銘聰
CHUI CHUN HIN             徐俊軒
FUNG PAK HONG             馮柏康
IP KA LOK             葉家樂
KWOK CHUNG CHING 郭頌晴
KWONG YUEN TING 鄺琬婷
LAM YU CHING             林雨晴
LAU KA LONG             劉嘉朗
LEE CHEUK YAN             李綽恩
LEE WING LAM             李泳琳
LEUNG PUI KI             梁佩琪
MAN NOK HIM             文諾謙
NG HO MAN KENNY 吳灝民
SETO HEI YU HILARY 司徒稀瑜
SO KA YI             蘇嘉宜
TANG KING HIN             鄧敬軒
TIANA TANG             鄧智丹
TSANG TSZ KIN             曾子健
TSANG YUEN MEI          曾婉美
TSE WA CHING             謝樺靖
TSUI PIK KEI             徐碧琦
TSUI WAI HIN             徐煒軒
WONG KA WING             黃伽詠

與校長和副校長一起分享我們所煮的食物。

學校旅行燒烤樂無窮。雖遇天雨，卻無損我們的興致。

為隊友，叫口號；聲震天，振士氣。 看！在隊長的帶領下，隊員集隊多認真！

為了保護蛋先生，1C班團結一致，小心翼翼完成任務。

參觀歷史博物館，
了解發展不忘本。

起帳篷，難度高；夠齊心，做得到。

我們1C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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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CHAN KING HEI     陳敬熹
CHAN SZE CHUN             陳思駿
CHAU WANG NOK        周泓諾
CHEUNG HOI SZE              張凱施
CHIU TSZ YAN             趙梓恩
GOMES MICAELA BEATRIZ 高希雯
LAM CHI KIN             林智堅
LAM CHIN YUI             林展睿
LEUNG KA HO             梁珈豪
LEUNG MAN LONG 梁文朗
NG WAI HO             吳偉豪
SHAM WING LAM             岑詠琳
SHEK HO TIN             石浩天
SIU YUK TING             蕭玉婷
TOO CHUN WAI             杜俊緯
WONG YIK HO             黃亦浩
YAU YU MANG             邱裕萌
YEUNG CHING MAN 楊靜雯

我班亦有風趣幽默的一面！

我班亦有調皮幽默的一面！

錯要認，打要企定！

認真的上課氣氛本班健兒勇奪初中班際長跑賽冠軍

我們1D班

買食送咁小事，點會難得到我？
家頭細務我們也很在行！

三食送一湯，白飯任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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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CHAN HO YIN             陳皓然
CHAN MAN YAN             陳汶茵
CHEN SIU WAI             陳兆偉
IP TSZ HIN             葉梓軒
KONG YAN NAM             江焮藍
KWOK SIU BONG          郭邵邦
LAU HANG YEE             劉杏耏
LEE CHUN HO             李俊灝
LO CHUN YIU ROBERT 盧俊耀
LUI CHEUK HEI             呂卓熙
PANG TAK LUNG             彭德龍
SIN KA CHUN             冼家俊
WONG BO SING             黃寶昇
WONG CHING MAN 黃靖雯
WONG TSOI YING             王采瑩
WONG YAN MING ISAIAH 黃恩銘

我們1E
班

我們可愛的1E班

中一級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旅行

班際長跑賽

中一學生感恩晚宴

1E班成長營

情繫衡怡—鄺少權老師感言

在這裡20年的教學生涯中，自己也成長、
成熟和更愛這裡的同事、學生、甚至一花
一草。感恩，一路有神的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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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寫真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2A
AU YEUNG HIU YAN 歐陽曉欣
CHAN CHING YEE  陳靜儀
CHAN HIU WAI             陳曉蔚
CHAN LOK HIN             陳樂軒
CHAN TSZ YAN             陳芷欣
CHAN WAI HANG        陳偉恒
CHEUNG SING YU             張星宇
CHING OI LAI             程愛禮
CHO HO MING             曹浩銘
CHONG HEI MOON 莊希玟
CHU HO YIN             朱浩賢
HO KA YIP             何嘉業
KEUNG CHI HO JOHNNY 姜智豪
KWOK HEE MAN             郭希汶
LAI PUI YAN             黎佩欣
LAU KA CHUN             劉家俊
LEE WAI YIP             李煒業
LEUNG HOI TIK             梁凱迪
LI HAIQIAN             李海倩
MAK CHIU SHING             麥超盛
NG HIN WING             吳衍穎
NG KIT LIN             吳潔蓮
NG WAI YAN             伍慧欣
TAM SEE CHING             譚詩澄
TANG KA WAI             鄧家偉
TSANG SZE WING  曾詩詠
WONG HIN HEI             黃顯熙
WONG TSZ CHUNG NATHAN 王子頌

我們2A班

與校長談心
旅行日—放下書本，拿起紙牌

穿越時空—男同學都變成古裝美人
初中班際長跑賽—我們擁有實力

最強的田徑隊隊長！

I-TOUCH社區探索—由探路變迷路 五痕欠玩星期五—玩樂是我們的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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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CHAN HEI YIN             陳熙賢
CHAN KUEN FAI             陳權輝
CHAN SUM YI             陳心怡
CHAN YUEN MING 陳婉明
HUI CHUN LOK             許駿樂
HUNG LONG YIN          洪朗賢
KWAN WAI YEE             關慧儀
LAI WUN YAU             黎韻柔
LAM CHAK WING             林澤榮
LAU TSZ HO             劉梓灝
LEUNG CHUNG MAN 梁頌汶
LEUNG YIN LAM             梁燕林
LO WAI MAN             羅慧雯
LOOK KAI FUNG             陸啟鋒
PUK WAI YAN             畢卉昕
SHAM CHI FUNG             岑子丰
SHAM HOI LAAM             岑凱嵐
SO CHO WAN             蘇楚雲
TAM CHI CHUN RYAN 譚梓峻
TAM LOK MAN             譚樂民
TANG CHUN YEUNG 鄧駿揚
TUNG HIU YAN             董曉恩
WONG BO YING             黃寶盈
WONG HO LOK             黃可樂
WONG MAN YIU             王敏嬈
YIP YU HIN             葉宇軒
YUEN HIU MING             袁曉明
ZOU YI TING             鄒誼婷

我們2B
班

中一的成長營，同學都玩得十分開心及投入 !

Trust Ladder，我地全班隊友都支持你 !

中一暑假去挪亞方
舟歷奇活動，激發
起同學的潛能。

中二去乘風航，你睇你地幾有型！

出海學習了一
整天，發覺如

果

有人支持鼓勵
，我地可以做

到

好多未諗過會
做到既事情。

中二I-TOUCH活動，大家一起走出
社區，認識貧窮人的生活。

中一全年，我地班到攞唔少錦旗，
係時間開大食會慶祝一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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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寫真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2C
AU CHUN HEI IAN             區晉熙
CHAN CHUN YU             陳津渝
CHAU YAN YU             周殷妤
HSU KAM NOK             許金諾
HUNG CHO HEI             洪祖希
KEUNG WING KAM 姜穎琴
LAM HOK HIM HOLMES 林學謙
LEE CHING YEE         李靜儀
LI KIN WAH             李健華
LI YAN YI             李欣宜
LO PAK CHUNG MATTHEW 勞柏璁
MAN KA YI             文嘉沂
NG HONG KA             吳康嘉
NG KOK LIM             吳確廉
NG WING YIN             吳泳賢
PUN WING SUM             潘詠森
SZE CHUN KIT             施振傑
TSANG CHEUK KI   曾卓琪
TSE WAI KIN             謝偉健
WONG CHEUK YIN 王卓妍
WONG LOK YIN             王樂妍
WONG TSZ YING             黃梓熒
WONG WAI CHUN JEFF 王偉駿
YU CHUN HIN             茹鎮軒
YUEN KWOK CHAU 袁國洲
YUEN SHING FAI             袁誠徽

我們是齊心及
團結的一班。

中一時的我們，活潑又可愛。

中一成長營中留下美好的回憶。

歌唱比賽—同學動聽的歌聲，

最終獲得冠軍呀！

挪亞方舟學習新體驗日營—
好高呀！嚇到我腳軟唔敢郁啦！

旅行日—同學，出力Ｄ呀！全部企起身先贏呀！

先鋒比賽—D波會唔

會突然爆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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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CHAN CHUN TING             陳俊廷
CHOI HO YIN             蔡昊燃
CHOW KA HO             周嘉豪
HO CHING LAAM             何靖嵐
KWOK HON LUN             郭瀚倫
LAU SHING             劉   成
LEE HOI LAM             李凱琳
LEE HON LAM             李瀚臨
LEUNG TSZ HEI             梁梓希
LI LOK HANG             李樂恒
MA MAN TING             馬敏婷
SHAM HOI FAI             岑凱暉
TAM CHUN HUNG             譚俊雄
TAM KA WAI             譚嘉慧
TSUI HO MAN             徐浩文
WONG HEI MAN             黃希雯
WONG MAN HO             黃文浩
YUE CHUN LAM             于浚林
YUNG KA YAN GRACE 翁嘉恩我們就是

2D班

看看我們旅行多寫意！

同學展現強勁的力量！

即使不是大結
局，我們也可

BBQ！

乘風航全家福

你看同學多享受！

我們一起參觀民安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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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寫真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2E
CHAN CHUN WAI             陳俊威
CHAN KWOK WA             陳國樺
CHENG TSZ CHUN             鄭子駿
CHENG YAT HEI             鄭逸熙
CHOY WAI MING             蔡偉銘
CHUI CHEUK HANG 徐焯恒
LAM CASEY             林家齊
LAM HIN YAU             林衍酉
LEUNG TSZ CHING 梁芷晴
LI HIU MAN             李曉雯
NG CHEUK HEI      伍卓熙
NG MAN WAI             吳文偉
PONG HONG PUI WALLACE 龐匡棓
TAM LAI KEI             譚禮琦
TSOI YI LAM             蔡伊琳
YEUNG CHI KIT             楊子杰
YOUNG HONG CHING 楊匡正
YUEN MEI KEI             源美琪
YUEN TSZ YING             阮梓瑩
YUNG WAI HIM             翁偉謙

2E 全班齊齊
整整的合照

同學開懷留影

出走課室學習，和校長合影，樂也融融

走到李記士多，進入時光隧道

同學也有動腦筋的時候

大家一起接受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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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CHAN CHING WAN 陳靜韻
CHAN KA YAN             陳嘉欣
CHAN TSZ HEI             陳祉希
CHENG SUM YU             鄭心如
CHENG TSZ FUNG  鄭梓鋒
CHOW TSOI YING             周采瑩
CHUNG LOK YIN FLEXCO 鍾樂然
HO TSZ YAN             何芷欣
KONG KIN LOK             鄺健樂
KWAN KEI YEUNG             關紀揚
LAI WAN WAI             黎蘊慧
LAM WU SHING             林滸椉
LAU IP                         劉   燁
LEE SZE WING SHERINE 李思穎
LEUNG CHING YI             梁靜怡
LEUNG HO YAN             梁皓茵
NG WING YEE             伍詠儀
SUEN CHUN MING CHRISTIAN 孫俊明
SZE TIN CHING             施天靖
TAM CHEUK YIN             譚卓賢
TAM PUI YAU TIFFANY 譚珮柔
TSANG KA PO             曾嘉寶
TSANG TSZ HIN          曾子軒
WONG SIN YUEN             黃先源
YEUNG CHIN YING 楊千瑩
YEUNG PEI             楊   佩
YU KWUN TO             余冠圖
YU TIN YAN             余天恩這三年，我們共同

建構了美麗的回憶
！

與長者一起做手工，分享賀年喜悅

你們還記得這3日2夜成長營嗎？

世上無難事，只要你肯試！
參觀數碼港艾美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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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寫真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3B
CHAN KA HIM             陳嘉謙
CHAN TIN WAI             陳天蔚
CHEN HOI YI             陳凱怡
CHENG YUK LAM             鄭鈺嵐
CHIN NGA MAN             錢雅文
HUANG TING CHUNG 黃廷松
HUNG CHEUNG YIU 孔祥耀
KAN HOI YIN             簡愷賢
KWOK TSZ HIN             郭梓軒
LAI CHUNXIA             賴春霞
LAU TSZ HIM             劉梓謙
LIN YING YI WING 林穎怡
MAN KA HEI             文嘉熹
NG YAT                         吳   溢
OR WING SZE             柯穎詩
POON CHI LONG             潘智朗
SZE PAK HOU             史栢豪
SZE YAT PAN             施日彬
TSANG PUI MAN             曾珮文
WONG WAN YUI             黃韻芮
YAM YI TING             任伊婷
YEUNG SIK NGA             楊悉雅
YEUNG WAI YIN             楊為賢
YIU CHUN KI             姚俊祺
YU KA WAI             余嘉慧

我們3B班

我們可愛的3B班

旅行—海洋公園

參觀DOG DOG COME WONDERLAND (德寵開心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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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ANDRES DAVID ESABELLE 陳莎貝
BIAGTAN HILL SUN BILLOSILLO 周曉新
CHAN HOI TUNG             陳海桐
CHAN PAK NAM             陳柏楠
CHAN SZE KI SUKI 陳思琦
CHOI LING TUNG             蔡令東
CHU WING CHONG 朱詠莊
FONG YAU NGA             方柔雅
IEONG LAI TING             楊麗亭
KO WANG CHIT             高弘哲
KONG WING YAN             江穎茵
KU KA KIT             古嘉傑
LEE YAN TUNG             李欣桐
LIN QUNTIAN             林群添
LIU CHING LAAM             廖靖嵐
LUI HOI YEE             呂凱儀
MARISSA TANG             鄧智仁
NG HIN CHEUNG PERRIN 吳衍樟
NG NOK TUNG             吳諾彤
SHAM CHEUK HEI             岑焯熙
TAM HO YAN             譚可欣
TSE CHUN YIN             謝俊賢
WAN KA LAM             尹嘉琳
WONG YEE MEI         黃綺媚
YAN TSZ WUN         殷梓桓
YEUNG TAN PING  楊丹萍
YUEN TSZ CHEUNG 袁梓祥

我們3C班

夏日BBQ，大家一齊燒！

看我們多團結！

笑容多燦爛！

又到聖誕，又到聖誕！

親臨墓地，一看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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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寫真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3D
CHAN CHUNG MAN 陳頌文
CHAN FOR TAT             陳科達
CHAN KAM KIT             陳錦傑
CHAN WAI KIN             陳煒健
CHENG HO FAI             鄭浩輝
CHIN YIK YI             錢亦怡
FONG KA LEUNG             方家良
HO YAM HUNG             何鑫鴻
LAU HO YEUNG             柳皓揚
LAW CHEUK LAM RACHEL 羅槕淋
LEUNG WING YI             梁穎怡
LUI SIU LUNG             呂小龍
SO HOI TIK             蘇凱廸
SZE KAM KWAN             施錦鈞
TAI MIU YING             戴妙英
TO YIU SING             涂耀聲
TSE KA YU             謝家裕
YEUNG HOU IN             楊浩然
YU YUN LAM             余潤霖

我們3D班

海洋公園旅行 一起乘風航

中一成長營

班房留影 女同學

班房留影 男同學 聖誕石澳聯歡燒烤
墳場考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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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CHENG KA WING             鄭嘉榮
CHIU CHUN HEI             趙俊熙
CHONG HO CHI             莊皓弛
CHU PAK CHEONG 朱百昌
FUNG CHEUK HIM             馮焯謙
HO TSZ CHING             何子晴
IP WING YAN             葉穎欣
JAROENTRAKOONPITI MONGKOL 張有福
LEE WING CHIN             李泳芊
LEUNG HOK CHING 梁學正
LEUNG KWONG CHUN 梁廣俊
NG CHEUK HONG             吳倬劻
NG WING SANG             伍榮笙
TO TSUN HIN             杜浚軒
TSANG TAK HUNG 曾德鴻
TSOI SZE TING             蔡詩婷
WONG HEI MAN             王希文
WONG MIU YING             黃妙映全家福，考

下大家知唔
知我地

個手勢咩意
思呢？ (答案於本

頁內尋找)

入海洋公園lu……咪住先，影埋張相先 !
人文科攤位遊戲，大家

快ｄ排隊玩啦 !

學期尾同隔離班玩返場閃避球

著晒救生衣，你地想做咩呀？ (答案：3E)

原來係乘風航玩跳海「媽，我好驚呀！」

情繫衡怡—麥肇輝老師感言

衡怡學生，努力目前、掌握未來、感恩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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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寫真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4A
AU MING CHUN             歐明俊
CHAN HAU TUNG  陳巧彤
CHAN KIN HANG             陳健恒
CHENG TSZ MAN             鄭紫汶
CHEUNG SIN YU             張繕如
CHONG SHARON             莊晴禧
CHOW CHEUK LAAM 周倬嵐
CHU KA KIN             朱家健
CHU WING KIN             朱泳健
CHUI CHUN HIM             徐駿謙
KEE MAN TING             紀雯婷
KWAN HO YAN             關賀欣
LAM MAN HIN             林文軒
LAU SHUK TING             劉淑婷
LAW MAN KI             羅漫淇
LEE KIN KWAN SHIRLEY 李健群
LEUNG CHUNG YAN YANNIE 梁頌恩
LEUNG HOI CHING 梁凱晴
LI KA KIT             李嘉杰
NG TUNG TUNG             吳彤彤
NG YUEN LUNG WILLIAM 吳元龍
SETO HEI LAM HELEN 司徒稀琳
SHEK SIN MAN MANDY 石倩雯
SHUM YUET CHING 岑悅晴
SO NGO TIN             蘇傲天
TAM YUN KAI             譚潤鍇
TONG TSZ SHAN             湯芷姍
TSE MAN WA             謝旻樺
WONG KIN WAI             黃健威
YAU CHEUK WAI             丘芍惠

我們4A班

聖誕聯歡同樂

嶺步同行籌款日2015
中四歷奇日—看誰放得遠

共同設計理想的環保社區 齊齊玩遊戲

中四歷奇日—你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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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CHAN CHING KEI             陳婧琦
CHAN HIU CHING             陳曉晴
CHAN KA SHUN             陳嘉舜
CHAN MEI SUET             陳美雪
CHAN NOK HEI             陳諾希
CHAN YAT LONG             陳日朗
CHEN KA WAI             陳嘉慧
CHUI WING YEE             徐穎儀
HEUNG YAN KIU             向欣蒿
KAN MIU SHAN             簡妙珊
KAN SZE TING             簡詩婷
KWAN YEE WING             關綺穎
KWOK CHIU FUNG             郭炤渢
KWOK HOI YAN             郭凱欣
LAM LIK HIN             林力軒
LEE HAU YING             李巧瑩
LEUNG HOI YI             梁凱怡
LEUNG KA HO             梁嘉豪
LI MAN TAI             李曼蒂
LOK WING YAN             駱詠茵
MOK WING YIN             莫穎妍
NG CHING MAN             吳靖雯
NG KA HIN             吳嘉軒
PANG TSZ KWAN             彭梓鈞
PONG TAK             龐   德
SHEK KA YI KYLIE 石家怡
WAN TAI YUNG             雲大湧
WONG CHING MAN 黃靖文
LUK JENEE KA YIN 陸家妍
ZHANG HENGLE             張恒樂

我們4B
班

秋季旅行留影

生涯規劃活動—認真研究題目 生涯規劃活動—凌空取物 聖誕聯歡會

聖誕聯歡會—演唱樂

聖誕聯歡會—共享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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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寫真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4C
CHAN WING WAI             陳穎慧
CHEUNG HEI CHUN 張晞俊
CHEUNG KA CHIU             張家潮
CHUNG YEE CHING VIANN 鍾綺晴
FONG YUEN TING             方琬婷
FUNG CHUN HING             馮進興
HO CHI KIT VINCENT 何智傑
LAU PAK YEUNG             劉柏陽
LAU YING HEI             劉盈晞
LEE HO CHI             李浩智
LEUNG SHI PANG  梁仕鵬
LEUNG YIN TUNG  梁燕僮
MOK WAI SEE             莫慧思
NG CHEUK HEI             吳卓熹
NG WING SZE             吳穎思
PO HON MAN             布瀚文
WONG HO LAM PACO 黃浩林
XIE JIAYU             謝佳瑜
YAU HOI LAM             邱凱琳
YUEN WING SZE             源詠詩

4C大家庭

我們這一家
大家眾志成城創造了一個有噱頭的數理攤位

各組認真備戰中四通識科理想社區模型設計比賽，最後更勇奪亞軍

我們4C人才濟濟，看他們擔任

英文晨會的主持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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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成功學生既背後，都有一個Q版既自己！

4D
CHAN KA LOK             陳家樂
CHAN KA WANG             陳家宏
CHEUNG LONG YIN 張朗然
CHOU TSZ CHING             周芷晴
CHU KAI YAN             朱啟仁
CHU SIN YI TINA             朱倩怡
FUNG CHUN TAT KING 馮俊達
HAN JIAYING             韓嘉莹
HUI WAI HUNG             許偉鴻
KA MAN YI             賈文怡
LEE CHI CHUEN             李誌存
LEUNG TSOI YING             梁采盈
MAN HIU CHING             文曉晴
SIU YUET CHING             邵悅程
TSANG KIN WAI             曾健威
WAN CHUN HO             尹俊皓
WONG HON MING             黃漢銘
YAU KA MAN             游家敏
YEUNG PO YAN             楊寶欣

我們4D
班

動能勢能太陽能，物理攤位強過人，包你玩完高智能，考試唔會咁頭痕！

我哋手牽手，同心合力，咩難題都唔會阻礙我哋既前進！

我哋為咗公益，就連同學都可以捐出去，我哋係唔係好有善心呢？

隊長：「兄弟！我哋上！必殺技—籃球隱身術！」

隊員：「隊長！你變黑咗咋，無隱形呀！」

高中第一次影班相，同學同老師都唔同咗，感覺有d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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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寫真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4E
CHAN HIN             陳   軒
CHENG YING TO             鄭影陶
CHEUNG HEI LONG 張晞朗
CHEUNG KAI CHIU 張啟超
CHOY YU CHAU             蔡宇秋
CHU HOI YAN             朱凱欣
CHUI WING YAN             徐詠欣
LAI MING WAI             黎明蔚
LEUNG YU SHAN             梁瑜珊
LIN CHI SUM             林智森
NG YAN TING             吳恩婷
OR PUN NAM             柯本嵐
SZE WING HANG             施永鏗
TAM HO YI             譚浩頤
WONG WING LAM     黃詠琳
WOO LOK HEI             胡諾晞
WU CHUN YAN             胡進仁
YEUNG JIN HEI             楊戩曦
YEUNG KA ON             楊嘉安
YU KING WAI             庾景偉
YUEN MEI SUET             源美雪

可愛的4E同
學仔

Picnic Day
 - Ocean Pa

rk 嶺南步行籌款 陸運會師生接力賽

中四歷奇日

便服日@課室內 禮堂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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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AU WANG CHING         區宏正
CHAN KA KA             陳嘉嘉
CHEN SHUXIN             陳舒欣
CHENG SUM KI             鄭心祈
CHEUNG CHING TUNG 張正彤
CHEUNG WAI SUM 張蕙心
CHEUNG WING SZE 張頴詩
CHEUNG WING YIU 張榮耀
CHONG TSOI YING 庄采盈
CHUA WING KI             蔡詠淇
FUNG WING KIN             馮永健
HO HO YIN             何浩賢
HO SHU MING             何樹明
LAU CHEUK KIT             劉卓傑
LAW KA CHEONG             羅嘉昌
LI YAT YI             李逸誼
LI YUET                         李   月
LO SIU YIN             羅筱妍
NG HEI LAM             吳晞林
NG SAI FUNG             吳世鋒
PANG MAN LOK             彭文樂
POON WING YEE       潘穎怡
TANG KAI SANG             鄧啟生
TSANG MAN LEE             曾蔓莉
WONG HAU KEI             黃巧琦
WONG HO NAM             黃可枬
WONG WAI HO             黃偉豪
WONG YU SEN             王宇宸
YU SIN CHI             余善姿
YUNG SIU YAU             翁筱悠

我們5A
班

中五—參觀理工大學資訊日

中五—陸運會

中五—宿營
中四—參觀濕地公園

中四—英文朗誦比賽中五—聖誕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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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寫真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5B
AU WING CHI             區詠芝
CHAN HO YEUNG             陳浩揚
CHANG OI YIN             曾靄妍
CHANG PUI SHAN             鄭沛珊
CHAU CHING TUNG 周瀞彤
CHAU HO YIN             周浩然
CHENG CHUNG SHING 鄭忠誠
CHENG YUEN CHUNG 鄭炫宗
CHEUNG CHI HANG 張智恒
CHEUNG JOHNSON KWUN YAT 張冠逸
CHEUNG PAK LUN 張栢倫
CHEW TSZ KEI             趙紫淇
CHOI CHEUK WAI             蔡卓緯
CSOANG SUM YIN 莊心弦
HA WING HUNG             夏泳洪
HO HIU CHING             何曉晴
JANE KHARA BILLOSILLO BIAGTAN 周曉思
KAM YI CHING VANESSA 甘儀程
KWAN KA LAM             關嘉琳
LAM WING YAN         林詠欣
LAU WAI LING             劉慧伶
LEE YIU WING             李耀榮
LEUNG SHUK YIN             梁淑賢
LEUNG YIU             梁   瑤
NG LUNG             吳   龍
NG TSZ KWAN             吳芷筠
XIAO XIN             肖   鑫
YAU LOK YIU             邱樂瑤
YEUNG CHUN LOK 楊駿洛
YIM MING YEUNG ARTHUR 嚴明洋

我們5B班

陸運會．快樂的衝衝衝

壁報比賽．齊心就事成！

2天1夜小型旅行日．濕身也不怕！

歌唱比賽．「並沒有什麼好
比友情難以取替」

聖誕聯歡會．聖誕樹下的派對

1605--E22093-嶺南衡怡紀念中學-25周年校刊text59   59 2017/6/1   下午 08:36:47



60

5C
CHAN CHO WAI             陳祖威
CHAN HOI YAN             陳凱欣
CHAN LOK YIN             陳洛言
CHOW KA YING             鄒嘉瑩
HO SIU KAM             何兆琴
LAM YU TING             林宇亭
LAU WAI KIT             留瑋傑
LAW KAI CHUN IAN 羅啟津
LUI WING SUM             呂永森
SUNG HOI YING             宋凱盈
TSE CHU FUNG             謝柱鋒
WAN CHI HO             尹智濠
WONG CHAK SUM CHRISTIAN 黃澤深
WONG CHUN KIT             黃俊杰

我們5C
班

我們可愛的5C班

灑熱汗，奪獎杯！齊聲喊句Sure Win

齊齊整整say個Hi

排排坐，諗條好計實做到！

救人要緊顯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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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寫真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5D
CHAN KWUN WING 陳冠穎
CHAN MING CHAK 陳銘澤
HON HO KWONG             韓浩光
KWAN CHUN YIU             關振耀
KWOK CHUN HIN             郭俊軒
KWOK YIU HONG   郭耀康
LAM YAN WING             林欣穎
LAU TIN YAN             劉天恩
MAK YIU HEI             麥耀禧
TAM KA YAN             譚嘉欣
WONG HO YIN             黃浩賢
YANG YU WEI             楊毓偉
YEUNG TSZ KIN             楊紫健
YIU DORCAS             姚多加

我們5D班

黑暗中對話

齊心就事成

班輔活動

攤位主持

5D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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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
AU YEUNG CHUN   歐陽俊
CHAN HO MING             陳灝銘
CHAN KA YU             陳嘉宇
CHAN MAN TIK MAN 陳文狄
HUNG KA HO             熊嘉豪
IP CHEUK FAI             葉卓輝
KONG PO YIN             江寶賢
LAW TIM CHUN TIMKI 羅添駿
LEE KWAN WA             李君華
LEE SHU CHUN             李樹進
MAU SZE WAN             繆詩韻
NG NGAI HIN ANDREW 吳藝軒
WONG WING TUNG 黃詠桐

5E班大合
照

美麗的班Tee合照

開心旅行日 玩玩玩不停

長大了，我們也樂於服務！
暑假樂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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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寫真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6A
AU HO YIN             區浩研
CHAN HIU NOK             陳曉諾
CHAN YING NGAI             陳英毅
CHENG MING CHAK 鄭銘澤
CHING YIN CHUEN 程彥臻
CHOW TSZ KI             周芷琪
CHUNG KAI CHI             鍾啟智
FONG SHUK LING             方婌玲
HO WING YAN             何泳恩
IP SHUI YAN             葉瑞恩
KO HOI NAM             高凱楠
KWOK CHUN CHUNG 郭振聰
LAU CHUN KUEN             劉晉權
LAU PUI YEE             劉佩儀
LEUNG KI FUNG ALDWIN 梁麒豐
LO KWOK HUNG             盧國雄
LUI CHUNG YAN             呂頌恩
LUK CHING MAN             陸靖汶
MOK KWAN NING             莫鈞甯
NG KA LOK             吳家樂
SIN MING TIN RINGO 冼銘菾
SO KWAN LAM             蘇鋆林
TSANG LAN SZE             曾蘭施
WONG MAN YING             黃曼瑩
WONG WING YAN             黃詠茵
WU ON DI             胡安迪
YEUNG PEI SI             楊佩思
YUEN HO MIU             袁可苗

我們6A班

中四—學校旅行日

中五—跟我們最喜愛的Ryan老師到西貢宿營

與校長談心

課後小型生日會

中六陸運會

1605--E22093-嶺南衡怡紀念中學-25周年校刊text63   63 2017/6/1   下午 08:38:53



64

6B
CHENG HO SZE             鄭皓詩
CHENG SUET OI             鄭說愛
CHENG TIM NGAI             鄭添毅
CHEUNG SUET YING 張雪盈
CHO HO YIN             曹焅賢
CHOW CHUN HEI             周駿熹
CHUNG WAI LAAM 鍾蔚嵐
CHUNG WAI LOK             鍾偉樂
HUNG HIU PING             洪曉萍
LAI PUI YUE             黎珮瑜
LAM TSZ WAI             林芷慧
LEE KA MAN             李嘉敏
LEUNG WING YEE WANDY 梁詠兒
LI MEI YIN             李美燕
LO YIP LUNG             羅業隆
MA CHUN YIN             馬俊賢
MAK TUNG KUEN            麥棟權
NG MAN HEI             吳旻熹
SHING KA WAI             成鎵慧
SHUM YIU NAM         沈耀楠
SO YUK WA             蘇鈺華
TSANG WAI YEE             曾惠儀
TSE PUI HANG             謝沛珩
WANG TSZ CHING             王子晴
YANG YU HIN             楊宇軒
YEUNG KWOK HEI             楊國僖
YEUNG MAN HIN        楊汶軒
YEUNG PUI YI             楊佩誼
YIP WAN YU             葉環宇

我們6B
班

展翅高飛

長洲之旅

我們這一班女同學 我們這一班男同學

新嘗試—草地曲棍球

我們對生命的反思

聖誕派對，美食當前

我們畢業了

1605--E22093-嶺南衡怡紀念中學-25周年校刊text64   64 2017/6/1   下午 08:39:40



65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寫真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6C
CHAN SIN YU             陳倩愉
CHOW MING LAI             周明麗
LAI CHUN PONG             黎振邦
LAM WING KI             林泳淇
LEUNG TSZ FUNG             梁梓峰
LO MAN KWONG             羅文光
LO YUK YEUNG             羅煜揚
TANG TSZ CHING             鄧梓晴
TING SIN KWAN             丁善鈞
WONG KA YIU             王嘉瑤
WONG KI SUM             王麒深
WONG SHU PUI             黃樹培
YAU PIK CHING             邱璧晴
YEUNG CHUN WAI 楊俊威

我們6C班

團隊精神

6C 班最後一次生日會

展翅高飛、迎接未來 開心笑容、愉快學習

運動日一氣連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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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CHAN CHING WA             陳清華
CHAN DICK LONG             陳迪朗
CHAN PO YI             陳宝怡
CHAN WING SUET             陳詠雪
CHONG CHADWICK TIM SHING 莊添丞
CHOY KA FAI             蔡家輝
CHU TSZ WAI CYNTHIA 朱子蕙
LEUNG CHUNG YING 梁仲凝
LEUNG HOI SING             梁海星
NG SZE GIT             伍思哲
SUEN TING PONG             孫定邦
WONG WAI KIN             王偉健

我們6D班

我們可愛的6D班 中五旅行日

班際足球比賽

中六陸運會

中五班輔活動—一人一服務

與校長談心後 self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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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寫真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合照遲到的後果

6E
CHEUNG LING FUNG 張凌渢
FUNG TSUN YIK             馮俊益
KWOK YUEN YI             郭婉怡
LAM HOI MEI             林凱湄
LAM MIU CHI             林妙芝
LEE LAI YI             李麗怡
LIU WAI CHUNG             廖偉聰
LO SZE MAN             盧思敏
NG SZE KI             伍思琪
SO PUI HANG             蘇沛亨
WONG YU YEUNG             王宇洋

我們6E班

陸運會合照

6E 同學上課「認真」

我們6E班我們6E班

6E之寶-蘇沛亨

自拍班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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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師分享個人生涯規劃

歷程

三所嶺南教育機構轄下中學英文老師聚首交流

本校老師聆聽粉嶺救恩書院學生分享對自主學習的看法

全體老師前往粉嶺
救恩書院觀課交流

聖雅各福群會青年服務社工到校主持教師工作坊

教師專心聆聽最新升學輔導資訊

老師投入活動經歷生涯規劃

教師進修活動剪影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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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寫真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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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慶祝創校二十五周年，於2015年12月18日在本校禮堂舉行「廿五周年感恩典禮暨開放

日揭幕禮」，承蒙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擔任主禮嘉賓，校監和各位校董、家長、校友撥冗出

席，場面盛大而熱鬧。鄭教授在感恩典禮中的一番至理明言，令同學終生受用。

在感恩典禮完畢後，便是開放日的揭幕禮儀式。除了邀請到鄭教授、校監和各位校董出席之

外，本校更邀得多位友校校長和本校的長期合作伙伴

一同參與揭幕禮的戳球儀式，儀式簡單而隆重。儀

式完成後，眾嘉賓步出操場，

與本校師生會合，一同拍

掌、一同大喊「嶺南！衡

怡！」的口號，為本校

開放日打氣，隨著打氣

聲，本校的開放日便正式

開始。

廿五周年校慶感恩典禮

暨開放日揭幕禮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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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校慶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暨開放日揭幕禮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校慶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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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校慶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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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慶祝創校廿五年，於2015年12月18至20日舉行一連三天的開放日。

在學校操場，有各課外活動學會設計的二十九個別具特色的攤位遊戲，其中富學術性的，有

電腦學會的「數碼聯盟」和圖書館學會的「樂在書中」等；具趣味性的有國術學會的「衡怡武術

世界」和排球學會的「扣殺得分」等；而別具新意的則有體育科的「Kids Athletics」和藝社的「藝

妝」等，內容不勝枚舉，獎品豐富。而在禮堂外設有小舞台，供同學載歌載舞，一展所長，表演

者與觀眾均表現投入。此外，在禮堂內舉行的「泡沫飛機飛行大賽」亦吸引了不少中小學生前去參

與。至於位於各樓層的十多個課室就成為了展示學科特色的陣地，展室內亦設有小型遊戲和展覽，

整間學校充滿了歡樂聲。本校開放日的節目多姿多采，各位嘉賓和訪客都盡興而歸。 

廿五周年紀念
          　      校慶開放日

廿五周年校慶活動

第二十四屆陸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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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校慶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2015年9月29日及10月2日為本校第二十四屆陸運

會，亦為本校25周年銀禧紀念校慶的活動。本校各同學都

本著紅灰精神，燃燒著心中無比的鬥志，在運動場上為自

己、為班、為隊拚搏，使本屆的陸運會成為所有同

學歡呼的日子。除此之外，本屆陸運會亦邀請

多間友校參加接力比賽，實行以運動會友，藉

此增進學校彼此之間的聯繫。最後，本屆陸

運會承蒙香港足球總會女子足球經理黃若玲

女士蒞臨擔任頒獎禮嘉賓，同學從黃女士的訓

勉中獲益良多。

香港足球總會女子足球
經理黃若玲女士致訓辭

廿五周年校慶活動
廿五周年校慶活動
廿五周年校慶活動

第二十四屆陸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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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年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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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生日蛋糕儀式

師生及校董在晚會上大合照

由李志霖校長陪同招天
立校監致送紀念品給各
位前任校監及校長

管樂團表演助慶 國術學會的詠春表演學生會內務副會長陳嘉
慧同學及外務副會長譚
潤鍇同學擔當大會司儀

嶺南同學日 聯
歡 晚 會

暨嶺南衡怡紀念中學銀禧誌慶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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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國術學會的詠春表演

暨嶺南衡怡紀念中學銀禧誌慶

75
晚宴掠影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校慶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2015年11月20日的晚上是二十五周年校

慶活動之一的「中一學生感恩晚宴」。活動在

「李慶雲堂」舉行，禮堂內座無虛設，場面熱

鬧而溫馨。接近兩小時的晚宴，讓中一同學學

懂感謝師恩。出席的嘉賓都對活動交口稱美，

認為極富教育意義；而參與籌備的同學，亦上

了寶貴的一課。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

校慶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廿五周年校慶活動

2015年11月20日的晚上是二十五周年校

慶活動之一的「中一學生感恩晚宴」。活動在

「李慶雲堂」舉行，禮堂內座無虛設，場面熱

廿五周年校慶活動
廿五周年校慶活動
廿五周年校慶活動

中一學生 感 恩 晚 宴

紀念品為小盆栽，比喻學生
在老師照顧下茁壯成長

中小學老師及學生共進晚餐，溫情洋溢

管樂團同學為以前的小學老師演奏表演

中一學生寫感恩卡向老師表示謝意

難得聚首

昔日與今日老
師和同學大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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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周年校
慶活動

藝術發展日
為了慶祝本校廿五周年銀禧校慶，故此學校的

「藝術發展日」，特別移師到柴灣青年廣場舉行。

於2016年6月30日當晚，由管樂團打響頭

炮，配合歌詠團的獻唱，讓現場觀眾陶醉於悠揚

的音樂世界中。接著由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及粵

語組)的得獎同學演繹參賽作品，語調抑揚，令在

場的同學獲益良多。國術學會則表演詠春搏擊、

套路和武當劍法，功架十足，展現同學多年來苦

練的成果。舞蹈學會就演出其在第52屆學校舞蹈

節榮獲甲級獎的作品—「消逝的煙」和節奏輕快

的Hip Hop Dance和K-pop Dance，盡展青春活力。戲劇學會演出「愛‧吾愛」的劇目，同學表現投

入，傳遞積極正面的價值觀。

除此之外，當晚的八位司儀表現淡定，造型鬼馬，又自彈自唱、表演魔術，與觀眾互動，令氣

氛非常熱烈。

本校更有幸邀請到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的同學為我們表演拉丁舞，亦有嶺南中學的同學表

演個人獨唱和音樂劇選曲合唱，兩間友校精彩的演出，無疑使我校的「藝術發展日」生色不少，同

時為同學們提供了互相觀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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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不絕

的掌聲亦為表演同學帶來極大的鼓舞。

歌詠團的獻唱 舞蹈學會的甲級獎作品—「消逝的煙」

李志霖校長成為司儀在表演魔術時的嘉賓

功夫表演有板有眼 張正彤同學和吳芷筠同學演繹在香港
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的得獎作品

多才多藝的司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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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藝術發展日

77
師生及校董在晚會上大合照

管樂團及歌詠團的表演

戲劇學會演出「愛‧吾愛」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
中學的拉丁舞表演

嶺南中學同學表演的音樂劇

石家怡同學演繹在香港學校
朗誦節英文獨誦的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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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出席者離開前都依依不捨

於2016年8月28日（星期日）在學

校舉行校友日，慶祝學校二十五周年校慶暨校友會成立十周年。當日

節目豐富，除了有校友會會長林美寶學長作會務及財政報告外，禮堂

亦舉行盆菜宴，筵開十三席，既有學生和校友的表演，亦有抽獎環

節，歡呼聲此起彼落。當日出席者除了一眾校友和老師外，還有多位

校董和嶺南的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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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五周年校慶活動

於2016年8月28日（星期日）在學

校舉行校友日，慶祝學校二十五周年校慶暨校友會成立十周年。當日

節目豐富，除了有校友會會長林美寶學長作會務及財政報告外，禮堂

廿五周年校慶活動
廿五周年校慶活動
廿五周年校慶活動

校友日

 校
友
會
會
長

林
美
寶學
長致詞

校友會把八萬元的籌款捐贈給母校有大抽獎呀！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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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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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1. 不同能力學生的自學能力均有提升，自信心和自我形象亦得以改善；

2. 能力稍遜的學生能掌握各種基本學習技巧；

3. 能力較高的學生能善用自學空間，進一步提升學習表現；

4. 能力特高的學生能盡展潛質，不斷超越各種學習上的限制；

5. 改善學校語言學習文化，加強學生語言溝通能力，使整體學習效能得到更大的提升；

6. 語言能力稍遜的學生能打好基礎，起碼達到一般的語言評核標準，並應付日後基本需要；

7. 語言能力較高的學生能持續進步，逐漸達到良好的語言評核水平，應付日後各項升學就業需要。

整體政策
1  學校層面： 
1.1 在課堂教學、課業設計或課後科本活動上提升學生語言能力；

1.2 積極配合及支持晨會、閱報課、Speaking Bee或其他活動，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機會及動機；

1.3 通過課堂及教學常規的建立，確保絕大部份學生能建立基本自學能力，運用自學工具；

1.4 課內、課前、課後皆能鼓勵及提供空間給能力較佳學生自學，運用預習、搜集參考資料、自行重

     組筆記等策略，鞏固、深化及延展學習；

1.5 全面採用小班教學及按能力分班，方便因材施教；

1.6 透過專業交流及教師培訓，改善教師提升學生學習能力的技巧和能力；

1.7 通過推動學生實踐「生涯規劃」，提升學生對自己在各方面學習的主動性。

2  學科層面
2.1 同一級別中，針對不同班別的「策略」；

2.2 同一班別中，針對不同程度學生的「策略」。

     第一部份：同一科內全體老師一起制訂和執行的「共通」策略，並應跟隨以下分類方法：

     (1) 上課日期間：課堂內及放學後

     (2) 周末期間

     (3) 長假期間 

     (4) 其他策略

    第二部份：各任教老師為每班自行制訂的「其他 / 個別」策略，配合個別任教老師和學生強弱項的

                   合適策略。

一般「策略」可包括：
(1) 教學法

(2) 教學內容的闊度和深度

(3) 課業和評估的難度

(4) 課堂內和課堂後的學習活動

(5) 課堂內和課堂後的個別照顧，尤其針對較強的學生

學校關注事項 2013-2016

「提升學生學習能力，重點為語言能力及自學能力」

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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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參考的加強學生「語言能力」或「自學能力」的活動：

1.     針對不同程度的學生：

1.1   基礎部份(適用於全部班別的大部份學生的策略)，例如：

1.1.1 以英語教授常用詞彙、語句；

1.1.2 指導學生抄寫課堂重點(筆記)，學習不同紀錄形式，包括分類、列表、概念圖等等；

1.1.3 指導學生運用已有知識學習相關課題的基礎部份；

1.1.4 指導學生利用正規課本或練習以外的教學材料鞏固學習，包括合適的參考書、習題。

1.2    進深部份(適用於較佳班別的大部份學生的策略)，例如：

1.2.1 以英語教授部份課題，為學生提供自學的空間；

1.2.2 引導學生根據課堂重點，組織個人筆記；

1.2.3 引導學生運用已有知識學習相關課題的進深部份，包括較高級別的內容；

1.2.4 引導學生利用正規課本或練習以外的教學材料深化學習，包括合適程度的參考書、習題。

1.3   拔尖部份(適用於表現較佳或主動學習的個別學生的策略)，例如：

1.3.1 以英語教授重要課題或額外題材、活動；

1.3.2 推動學生預早自習課堂重點，主動發掘問題，引導學生以合適方法尋找答案；

1.3.3 推動學生利用已有知識學習相關課題的進深部份，包括較高級別，甚至課程以外的內容；

1.3.4 推動學生利用正規課本/練習以外的教學材料深化學習，包括自選多元化參考書、習題。

2.     定期評估各項策略的成效和學生進展：

2.1    課業、練習 (系統地安排一般、鞏固及進深習作)；

2.2    小測、統測、考試 (嘗試不同形式、挑戰題目、調整分數比例、賞分及分班分組分卷)；

2.3    額外測試、比賽 (校內、校外比賽；自組班內測試及比賽)。

教學語言及語文政策
1. 本校為一所以母語教學為主的中學，除舊制部份高中理科以英語授課及部份科目按班別以雙語（中/英

文）授課外，其他學科，尤其初中學科，皆以母語授課。不過，本校十分重視學生「兩文三語」發

展，故初中設有普通話科。同時，為配合教育局在2010/2011學年起在中一開始實施的微調中學教學

語言政策，本校善用初中每級25%「英語延展教學活動」課時，在數學、科學、綜合人文及電腦等科

循序漸進地增加以英文教學的課時比例，務求使學生在初中階段有更多機會接觸和運用英語，從而加

強以英語學習的能力，為將來升學或工作做好準備。

2. 新高中科目的教學語言以母語為主，讓學生能較有效學習相關課程內容，在中學文憑試獲取佳績；唯

為了讓能力較強的學生進一步提升英文成績，學校根據學生的能力，在中四至中六部份班別安排數學

及數學延伸課程以英文授課。

3. 以全方位策略提高語文水平。本校積極營造語言環境，務求每位學生都能掌握「兩文三語」。除正規

課程外，亦透過晨會、閱報課、閱書分享、閱讀獎勵計劃、作家講座、中英文話劇、中英文歌曲欣

賞、訪問遊客、電郵外國朋友、辯論、茶座、學習營、拼音字彙班、寫作班、拔尖計劃及英語國家和

國內遊學團等活動，提升學生中英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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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中文科每年都為

學生舉辦多元化的語文活動，包括朗誦比賽、語文知

識問答比賽、書展、作家講座、辯論及寫作比賽等，

吸引不少學生參與。近年，本科更嘗試主辦聯校性活

動，本年度就與嶺南中學和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合辦聯校小組討論模擬試，讓學生有機會在文憑試前

體驗考試實況，促進學生交流，亦成為三間「嶺中」

老師的交流平台。

此外，要有效推動學生學習語文，當然少不了中

文學會的幹事，歷屆幹事都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希望透過籌辦各類型的活動，提高同學學習語文的

興趣。多年來，中文學會每年均籌辦不同的活動

和比賽，包括：語文遊蹤、元宵猜燈謎、攤位遊

戲、填字比賽、書法比賽及標語創作比賽等，這

些活動都得到同學的鼎力支持。

要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實非朝夕之事，但我

們深信只要信念堅定，目標明確，在本科同事的

共同努力下，我們的下一代定能茁壯成長。

中文學會導師及幹事

同學招待25周年校慶展室的來賓

同學投入參與語文周的攤位遊戲

舊生回校支持25周年
校慶
開
放

日

中一朗讀大比拼

中國語文��

聯校小組討論，同學認真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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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同學正為班奮戰，誓要在語文活動
「百萬富翁」中奪得錦旗

作家黃燕萍到校與
中六學生分享寫作

心得

中文學會幹事正招待「衡怡盃」的來賓

作家梁望峰到校主持周會

學務篇

元宵佳節齊歡樂，魚兒紛紛齊上釣

在禮堂進行的書
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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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lish Department
Putting the Joy Back into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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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eaching English through Language Arts 
We have incorporated a lot more Language Arts components into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our lower forms. These activities have been developed in-school and include a wide variety of fun 
experiences for our students. Those activities include:

S.1 – Story Telling Festival
S.2 –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S.3 – TV Commercial Production Competition
S.4 – Speaking Bee Cup
Together these initiatives all form part of the strategy to equip our students with the skills they 

need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curriculum.

2. Whole-school Based English Activities
We also aim at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an English-rich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encourage 

more studen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we have English Day every 
Fridays. In the morning, we have students being the hosts of the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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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itiative to speak with teachers 
in English. Besides, we have English Reading Period and students are assigned to read and have 
discussions in English. The reading material is well-selected by the English teachers and all subject 
teachers lead students to do some follow-up discussions. All the activities are meant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more Englis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nd motivate them to use English actively. 

3. English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Our school holds a study tour to an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every summer. The purpose of 

the trip is to give all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an opportunity to improve English by immersing 
themselves in an all-English environment where they have to use English every day in basic 
communication. The students attend formal English lessons in a school and they are taught by fully 
qualifi ed teachers. Afternoons are then spent on special fi eld trips to various tourist spots. At the 
weekends, special fi eld trips are planned. It is believed that such a program can foster students'  
desire for lifelong learning by opening the world to them through experiential education. 

For almost ten years, the Program is funded by the S.H. Ho Foundations. It funds students with 
fi nancial diffi culties and provides scholarship to academic achievers; so, even the underprivileged 
students can also enjoy the benefi ts of such learning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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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TV Commercial 
Production Competition

S.4 Speaking Bee Cup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Speaking Bee

Destination: Auckland, New Zealand (2014)Destination: Sydney, Australia (2013) Destination: Cairns, Australia (2015)

S.1 English Quiz Competition English Week

1. Teaching English through Language Arts 2. Whole-school Based English Activities

3. English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4. Providing Englis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he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5.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English Society

學務篇

4. Providing Englis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t Lingnan Hang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does not only take 

place inside the classroom. A range of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run in parallel to lesson activities, 
in order to give students access to an authentic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Every year, we 
encourage our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tudents of all 
levels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and the result is always promising. 

Besides, there is a live theatre performance for our S.4 students. It is also organized after 
school and the activity gives students a chance to experience a live theatre performance which 
students are rarely get themselves exposed to in their daily life. Over the past years, they enjoyed 
in performances such as “Sherlock Holmes”,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Emma” and “Les 
Miserables”. It is believed that such activities can help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appreciating 
English works. 

5.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English Society
What makes the English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more meaningful is that the 

students, who return from the immersion program, become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to help other 
students overcome their fear of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They help as student assistants to the 
English teachers in the English Society and also help organize various English activ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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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last quarter of century, Mathematics education has been shifted from traditional 
teaching to constructivism.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computer networks and advancement 
in telecommunications, online education and flipped classroom will be the trend of the next 
decades.  I thank God for giving me such a privilege to try out these theories.  I have already 
built a YouTube channel of Hong Kong public examination to help keen learners and students in 
need.  However, I have found myself falling short in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due to the cost 
and quality of the video production.  Once again, I will be an open book to learn from the very 
basics of how to make the videos in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cost and quality with my teaching, 
computer and Mathematics knowledge.

Last but most importantly, I need to thank LHYMSS for offering me a chance to teach, to 
experience, to learn, to explore and to improve.  There is a great bunch of supportive colleagues 
to mold who I am. 

Edmond So
Mathematics teacher
LHYMSS

劉卓傑(5A)

相信大部份人都試過為了解決

深奧的問題而廢寢忘餐，或許有人會

就此而放棄，不過，幸得老師的鼓勵和細

心指導，令我對數學難題不會輕言放棄。記

得有一位老師曾說：「凡所難求皆絕好及能

如願便平常。」數學正正如此。雖然有時難

題是令人費煞思量，但我深信只要持之以

恆，問題便能一一破解，經過了一番「寒

徹骨」，所得到的滿足感非筆墨所能形

容，也令我學會做事要堅持到底，

永不言敗。

學生心聲

25周年開放日數社幹事 扭計骰比賽

25周年開放日數社幹事努力宣
傳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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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數理攤位設計比賽

中四級數理攤位
設計比賽

中一數理問答比賽
數理遊蹤

2013-14年度中
二數理問答比賽

25周年開放日展室：爆炸彈珠台

25周年開放日展室：
俄羅斯方塊扭計骰比賽

25周年開放日展室

學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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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新高中課程推行以來，通識教育科一直備受關注，無論在課程設計、評估方法，以

致學與教模式均引起社會的熱烈討論。本校在開辦課程前，已具開辦高級補充程度的通識教育科

及中學會考程度的綜合人文科的經驗，科任老師的努力及投入為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開展打下堅

實的基礎。

本科課程重視知識、技能及價值觀三者的培養。透過課堂活動、評估策略及課後的延展活動來

擴闊學生的知識基礎、提升相關的學習技能及培養正面的價值觀。

課堂模式方面，每級共設六組，每組有十五至二十位學生，按學生成績及能力編組，以便老師

能針對組內學生的能力而提供相應的學習材料及照顧學習需要。每位老師需任教課程文件中的六大

單元，以「全通」的模式帶領學生探究及討論與各個單元相關的議題，幫助學生更全面認識不同單

元及議題之間的關係。另外，老師會按各單元的主題來選取適合的議題，並搜集相關的學習材料，

如報章雜誌、時事節目及網上資料等，讓學生認識及掌握各單元中的重要概念及分析議題的方法。

老師不斷累積及完善校本的學習材料及試題庫，有利本科學與教的發展。為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

本科老師亦致力設計提升學生自學能力的課業，為學生提供不同的思考框架及學習工具，鼓勵學生

自行搜集資料及訂立探究問題，以提升學習效能。

除正規課堂外，課後的延展活動亦是擴闊學生知識基礎的重要工具。除校本的班際比賽、知識

增益週會講座外，老師亦積極引入校外學習資源，帶領學生參觀及考察，擴闊學生的視野。除了本

地社區的研習外，更多次走出香港，前往中國、台灣、越南等地作深度探訪及考察，認識各地的文

化及社會發展，深化學生的學習經歷。除此以外，老師亦積極推薦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校外的比賽

及學習計劃，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自信心。

本科與地理科合辦「越南河
內考察之旅」

同學探訪台北八里國立中學，

兩地學生進行交流

同學探訪越南河內的孤兒院 

中四同學參與「可持續發展工作坊」
構思社會企業經營策略

本科與環保團體「聽海」合作舉辦的碳交易活動

通識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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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前往台北的廢物處理設施及自然生態景點考察

參與「越南河內考察之旅」的同學

分享所見所聞
中五同學在「全港中學生實地考察報告比賽」勇奪冠軍

中四同學在「理想社區模型設計比賽」中發揮創意，製作社區模型。同學在25周年校慶開放日中以
「大時代‧小玩意」為題設計展室

學務篇

89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89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學務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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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科學科期望培養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多觀察、多思考和多

發現，因此，本科安排中一學生學習科學探究的方法(Scientific 

Investigation)，即是觀察、發問、提出假設和進行實驗，從分析結

果來得出結論。中一學生會利用長假期進行一次專題功課—日常

生活中的能量轉換，他們要拍攝生活中的事物並作記錄，再利用

簡報介紹相關的能量轉換形式。另外，科學十分著重客觀事實，

所以，本科安排中二學生在學習「遨遊太空」課題時進行專題功

課—製作水火箭，學生會在實驗課時到學校操場測試他們親自製

作的水火箭，而且還會選出代表參加班際比賽，與其他班的同學

一決高下。

我們亦期望訓練學生操作一些科學儀器，利用這些工具量度

出準確的科學數據，並作出分析，最後得出結論。故此，我們會

透過實驗課指導及鞏固學生所學，要求學生分析在實驗中得出的

科學數據，並撰寫實驗報告，以展示學習成果。當然，我們亦會

指導學生自行製作筆記，以培養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

我們渴望學生能挑戰自我，科學學會每年都會舉辦一連串的

活動及比賽，讓學生夠發揮所長，老師亦會帶領學生參加校外的

課程及比賽，以擴闊他們的視野。

不要小看女同學，她們奪得班
際水火箭比賽冠軍

 同學到科學園參加再生能源比賽，當然要在｢金蛋｣前拍照留念

同學要運用力學知識來完成中三趣
味科學競技比賽的任務

參加數理問答比賽的同學正在玩
鬥智鬥力的遊戲

綜合科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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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數理問答比賽都會有一番龍爭虎鬥

在科學周中，同學做了不少有趣的實驗

 同學參加海洋公園學院的課程

同學在參觀科學館時參與了實驗示範
在數理問答比賽中，台下的同學都表現得相當投入

在樓宇安全活動中，老師和同學都非常投入

(人物後之背景乃虛擬圖)

學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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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人文科期望透過小型研究及資料搜集活動，訓練學生的自學能力、團隊合作精神，以及有

效分配時間。在中一及中二級，本科老師會教授三項專題研習技巧，學生須按指示完成報告一份，

進行情況如下：

* 中一級：第一學期進行實地考察，第二學期搜集及整理二手資料；

* 中二級：第一學期進行問卷調查，第二學期搜集及整理二手資料；

* 中三級：學生以「今日香港」為主題，自設研習題目及探究問題，然後搜集一手資料及二手

              資料，並完成報告一份。

本科透過校本工作紙積極培養學生的各種技能，以銜接高中課程。技能包括：

* 詮釋資料：將文字、數據、圖表及漫畫等資料連繫知識和概念，並分析說明資料所反映的社會

                 問題或現象；

* 評論觀點：以不同角度來分析各項政策或措施的可行性和成效，讓學生

                 表達個人立場，並學會引用資料和例子來論證立場；

* 提出建議：以個人身份提出改善或解決問題的方法。

中三同學以「今日香港」為主
題，完成專題研習報告

中一中二同學的考察及專題報告

2A班以許願樹拋寶牒為題，獲中二級攤位設計比賽冠軍

1A班獲中一級「時事問答比賽」冠軍

綜合人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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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禮堂進行中一級「時事問答比賽」

25周年開放日展室

老師及同學參與中二級「中華文化」攤位設計比賽

2C班以圍村盆菜為題，獲中二級攤位設計比賽亞軍

學務篇

同學主持25周年開放日學科攤位1D班獲中一級「時事問答比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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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以範式轉向的概念為本，並以課業為本的教學法推行，

除學科知識外，本科更著意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及共通能力。另

外，本科利用Google Education為學習平台、學習多媒體軟件及程式

編寫，此外也致力推行網絡探究 (WebQuest)。

近年參與的校外活動及比賽

活動及比賽名稱 獎項

我的法寶袋：創意短片比賽(中學組) 最具創意大獎

智能機械由我創(初中組) 一等及三等獎

2011 CityU-CS Robocode Contest 冠軍及亞軍

2012 CityU-CS Robocode Contest 冠軍

2013亞洲機器人錦標賽 (澳門) 銅獎

2014香港工程挑戰賽 (香港) 最具潛質獎

CAP2014手機程式專題習作 高中組季軍、初中組季軍

2014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太空任務挑戰賽初中組銅獎

創意賽公開組二等獎

常規賽初中組三等獎

2015科技顯六藝創意比賽 禮藝三等獎、數藝三等獎

2015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相撲挑戰賽銅獎

嶺南生活剪影比賽：錄影比賽 學校組冠軍、公開組冠軍

科技顯六藝 三等獎

亞洲機器人聯盟錦標賽：台灣區選拔賽 機械人相撲組季軍

智能手機軟件應用設計比賽 (香港大學) 中學組冠軍

台灣機械人相撲賽2013

建構Vex機械人

建構Lego機械人
電腦科科任老師

初中機械人作品2013亞洲機器人錦標賽
(澳門)比賽場地

3D打印初中機械人作品

建構Vex機械人

電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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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科之興趣，本科著意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課堂活動，又經常籌辦課

外活動，例如：優良作品展、班際問答比賽、中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中國歷史人物檔案」、中二

「朝代服飾比賽」、中三屏山文物徑參觀及專題報告。本科老師特意訓練中四及中五中史學會會

員，讓他們嘗試籌劃活動，並安排他們擔任屏山文物徑的導賞員，讓他們成為初中生的楷模。

至於在課堂方面，本科備有多種教材，包括簡報、電腦光碟、電影光碟、中國省份掛圖、輔助

教學工作紙及參考書籍等，讓老師能作多元化之教學，以提高學生學習本科之興趣。

近年參與的校外活動及比賽

（1）2012年「一統天下︰秦始皇帝的永恆國度」展覽

（2）2012年「南京大屠殺紀念活動：松岡環女士與學生對談」

（3）2013年「國采朝章：清代宮廷服飾」展覽

（4）2013-2014年度「歷史事件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5）2013-14年第四屆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劃(6B謝家豪獲得高級組三等獎)

（6）2014-15年第五屆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劃(3A朱家健獲得初級組三等獎)

（7）2014年中國歷史科及旅遊與款待科南京考察團

（8）2015年「敦煌：說不完的故事」展覽

（9）2015年「敦煌與現代生活之奇思妙想」海報設計比賽(3A司徒稀琳獲得初中組冠軍)

（10）2015年「寫國書情」國情徵文比賽(3A朱家健獲得初中組優異獎)

（11）2015年港史國事墓地考察系列：西灣國殤紀念墳場、香港墳場、薄扶林道墳場

（12）2015年「漢武盛世：帝國的鞏固和對外交流」展覽

（13）2015-16年「關愛抗戰老兵」計劃：探訪抗戰老兵及抗戰老兵來校訪談

（14）2015-16年辛亥革命105週年「弘揚忠義，成全大我」徵文比賽(5B何曉晴獲得優異獎)

孫越老師帶領10位同學探
訪抗戰老兵陳治平

在中二級朝代服飾比賽中，模特兒需穿著
自製的朝代服飾表演

同學參與「港史國事墓地考察：西灣國殤
紀念墳場、大潭峽軍事設施考察」

中四及中五學生當「元朗屏山文物徑
考察活動」的導賞員，為中三的師弟
妹進行講解

南京考察團：師生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
紀念館與倖存者楊翠英婆婆對談

學務篇

中國歷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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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總是給人一種既有趣味卻又艱深的感覺。有見及

此，本科老師積極帶領學生參與校外比賽、工作坊和不同

形式的活動，讓學生體驗物理的應用，擴闊學生的視野，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務求令學生感受自己「活」在物理

的世界中。

近年，本校老師積極帶領學生參加校外活動，包括：

韓國首爾五天摘星遊學團、屋宇署樓宇安全學生大使計

劃、香港大學聯校科學展覽籌備委員會、科學館趣味科學

比賽、港澳中學生飲管比賽、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

大賽、天文台閃電探測器設計比賽、香港機關王競賽、香

港終極紙飛機大賽、聯校模型滑翔飛行大賽、香港科學青

苗獎、踏上工程路之細看中環灣仔繞道工作坊、「社區天

氣資訊網絡」活動、迪士尼物理世界學習之旅、香港海洋

公園學院動感物理訓練班及理工大學模擬核輻射實驗工作

坊等等，師生都獲益良多，期盼大家都會愛上物理吧！

同學參加了韓國首爾五天摘星遊學團

在聯校科學展覽的最後一天，
當然要拍照留念

參加香港海洋公園學院動感物理訓練班的
同學體驗「動感快車」後合照

同學獲得｢全港性樓宇安全週｣中的最佳攤位
設計獎及最佳校內樓宇安全推廣活動獎

陳諾希同學獲校長頒發「泡沫飛機飛行比賽」獎品

同學獲「社區天氣資訊網絡」邀請，
在其活動中滙報

同學學以致用，獲得「踏上工程路」
搭橋比賽冠軍

物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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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學務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化學研究物質的成份、結構屬性、不同物

質之間的相互作用及能量與物質之間的關係。

學習化學可使學生獲得化學的概念及知識，有

助於認識及理解工程界、醫學界和其他相關科

學與科技領域的發展。而學習與化學有關的議

題和難題則能協助學生建立一套科學、科技、

社會和環境四方面相互連繫的整體觀念。為提

高學生對化學的興趣，老師會經常進行實驗示

範，亦給予學生進行實驗的機會；另外，老師

又積極推動學生參加校外活動及比賽，也會選

拔學生參加由大學開辦的暑期課程。

近年參與的校外活動及比賽

年份 活動及比賽名稱

2015 浸會大學中醫醫學比賽

2015 城市理工大學 CO2 Project

2013至2015
The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4 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

2014
香港中學「數碼化學」

短片製作比賽(亞軍)

2014 參觀元朗牛潭尾濾水廠

2013及2014 理工大學暑期課程化學鑑證

2013
A miracle Journey of Modern 

Science Applications

2013 安全海報設計比賽

2015-16年度化學科同學合照

城大林潤發教授向同學講解CO2 Project 
的二氧化碳感應器的運作原理

25周年校慶化學科實驗示範

科學學會活動：李浩勳老師示範有趣的化學實驗 同學正在進行滴定實驗

學務篇

化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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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是一個研究環境中自然因素與人文因素的空

間分佈及相互作用的學科，著重與學生討論本港及世界

所面對的問題，並誘導學生探究如何解決問題；另外，

本科特別重視發展學生在今日社會生存所需的各種技

能，如收集、組織、發表、闡釋及評估世界有關資料。

為激勵學生和幫助他們成為主動的學習者、能進行

批判性和創意思考，並學會解決問題和作出決定，本科

把實地考察活動與探究學習元素結合，帶領學生走出課

室，探索不同的地區，甚至舉辦海外學習之旅，以實地

考察及搜集資料的方法來獲取及應用各種地理知識。

同學在日本南九州宮崎市日南海岸的「鬼之洗板」考察

同學到西貢萬宜水庫東壩欣賞世界
罕有的火山六角岩柱

同學在越南河內下龍灣的鐘乳石洞留影

同學利用不同的工具測試岩石硬度

中五同學前往西貢荔枝莊進行兩日一夜的地質考察

中三同學發揮創意，利用各種廢物製作衣飾，競逐「末日舞台」的獎項

中五同學以「日本風情畫」為題，
設計及製作25周年校慶開放日展室

地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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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學務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生 物 科 給 人 的 印 象 是

要處理大量資料性的材料，

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不過除

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了解這

些沉重的資料背後的因果關

係，如能掌握箇中的關係便

能將所有知識融會貫通。另

外，實驗與野外研習也是生

物科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在

實驗中探究生物世界的現

象，為此提出假說，利用實

驗驗證，得出結果，從而歸

納出結論，在過程中學會科學的思考方法。而生態學的野外研習，能讓學生親身走到大自然中進行

觀察及探究，並收集數據，經過實驗及分析，令學生發現一個小小的生境已蘊藏著大自然的智慧，

亦了解到原來人類行為對大自然的運作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從而學會愛惜大自然。

同學在大帽山進行野外考察後回到可觀自然
教育中心預備匯報

同學在米埔自然保護區擔當義工，協助清潔保護區

25周年學校開放日生物科展覽及攤位

同學在大嶼山考察淡水溪流，他們對自然生物充滿好奇 同學進行淡水溪流的野外研習，對不同的生物進行取樣

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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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重視理解人如何作出選擇

的學問。對於未曾接觸工作世界的高中生來說，單以理

論教授，學生是無法理解經濟學與他們的關係。因此，

我們的課程除了裝備學生以應付文憑試外，亦希望讓同

學有實際體會，把理論與現實結合，讓他們獲得寶貴的

經驗。

我們每年均會競投年宵市場攤位，2016年我們便

在將軍澳寶康公園售賣由學生自行採購的公仔及掛飾。

參與的學生需要撰寫計劃書，然後向投資者籌集資金，

集資最多的組別便可以在導師指導下，選購商品及學習

入貨技巧。活動完結後，他們需要準備損益表，以總結

他們的成果。

由於籌辦年宵的資金較多，可以參與的學生人數

不多，因此，我們在商科週舉辦衡怡大笪地。修讀經濟

及企會財的中四學生會按老師分配，負責不同企業。他

們會以數百元資本購入商品，並自行定價及擬定銷售策

略。而中一至中三同學會使用獲得的「金幣」來購買這

些商品，獲得最多「金幣」的企業便成為冠軍。

為了拓闊學生的眼界，我們安排了學生到香港的經

濟對手—新加坡考察。目的是讓學生了解為何這個比

香港面積更細小的國家，能夠在缺乏天然資源的情況下

創造出經濟奇蹟，成為亞洲的重要金融中心，境外考察

讓學生得益匪淺。

將軍澳寶康公園年宵買賣

衡怡大笪地

參觀國泰城

新加坡遊學團

校本模擬股票買賣

中四級「財智商全」班際問答比賽

經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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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學務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旨在培訓學生掌握商業知識和技能，建立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使學生

能恰如其分地擔當消費者、投資者、僱員或企業家等角色，並培養分析及解難能力。

本科亦為學生提供探索不同商業範疇的學習平台。多年來，我們曾經參與的活動不計其數，包

括香港國際成就部的營商體驗計劃、香港會計師公會商業個案研究比賽、積金局舉辦的積財智富網

上問答比賽和HKCC卓越商業大賽等。讓學生為日後生活、學習及就業作好準備。每年我們都會邀請

專業會計師到校分享工作的苦與樂。

為了令學生對課程更瞭如指掌，本科老師積極裝備自己，主動參與多個由教育局及各大學主辦

的教師培訓課程，如參加香港大學舉辦的「中學學位教師專業培訓課程」。而憑著對教學的熱誠，

麥肇輝老師獲出版社邀請撰寫教科書及應試練習的工作，並擔任講座嘉賓分享教學經驗。

本科的公開試成績亦甚理想，考獲二級者屢超全港平均，進入大學修讀會計或管理者眾。展望

未來，本科老師相信只要與學生目標一致，攜手努力，定可再創佳績。

商校合作計劃

企會財開放日展室

新加坡考察之旅

會計師到校分享工作苦樂

本校麥肇輝老師獲香港教育學院邀請擔任講座嘉賓

企業、�������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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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與款待科
旅遊與款待科的教學目標是讓學生了解旅遊及款待業中

各個互相緊扣環節的架構和性質；認識旅遊及款待業對東道國

或旅遊目的地和全球經濟的相對重要性；了解旅遊及款待業的

議題，分析影響旅遊與款待服務供求的主要因素；評估可持續

發展的旅遊策略，以減少其負面影響及增加其效益；體會旅客

和旅遊或款待從業員以符合道德標準的態度來履行責任的重要

性；在充滿動力的旅遊及款待業環境裡，能有效地運用資訊科

技、溝通、解決問題和批判性思考等能力；以及展示提供優質

客戶服務的基本原則及技能。

為了達致上述的目標，在課堂內，老師會搜羅不同的實物

或展示相片，以加強學生的印象，老師亦會運用不同的提問技

巧，安排學生就特定議題進行小組討論，加強學生的批判思考和

溝通等能力。

由於本科相當生活化及實務性，因此老師特意安排參觀及

考察，讓每一位學生都有境外考察的體驗。當然，安排這些活

動的目的是讓學生有機會把課堂所學的應用在不同的真實個案

中，甚至能讓學生認識不同的行業，以計劃將來。

大澳棚屋文化體驗

IVE及香港迪士尼樂園合辦「MAGIC 
MOMENTS由你創！」專題比賽冠軍

新加坡考察團

日本九州考察團

25周年開放日提供即磨咖啡餐飲服務 同學在IVE及香港迪士尼樂園合辦「MAGIC 
MOMENTS由你創！」專題比賽中獲季軍

2015年：日本九州考察團

南京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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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學務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為提升學生普通話的聽說能力，普通話科老師鼓勵學

生參與不同類型的朗誦活動，以培養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和

鑒賞普通話表演藝術的能力。經老師的訓練後，學生都取

得優良的成績。而演講是語言學習重要的一環，普通話晨

會短講就為學生提供公開演說的平台，增加學生應用普通

話的機會。本科又著意培訓學生參與「長者學苑」，為學

苑的老友記舉辦唱遊普通話課程，讓長者寓學習於娛樂，

參與的學生在活動中擔任小導師的角色，藉著投影片教材

及經典國語歌曲，教導「老友記」日常會話，同學都能教

學相長，提升各方面的能力。

同學一起唱歌，帶動學習氣氛
陳婧琦同學在公民黨舉辦的「2013年普通
話朗誦比賽」中榮獲亞軍

晨會普通話廣播節目

「老友記」投入學習，舉手作答

「長者學苑」大合照

李誌存同學在校外普通
話朗誦比賽中屢獲殊榮

普通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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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科

我們希望透過基督徒老師的身教和課堂講授，配合校內福音活動及伙伴教會，向初中學生更詳

細剖明福音，讓學生能認識基督是獨一真神，領悟救恩，悔改歸主，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

學會尊重及珍惜生命，擁有健康而豐盛的人生。

林芷慧同學(6B)

感謝神讓我們藉著聖經課感受到神的

大愛，明白祂為我們的罪而釘死在十架上，

用血洗淨我們的污穢。透過聖經課，我認識

了許多聖經故事，最深刻的就是瞭解主耶穌

基督的生平，祂道成肉身，在人間生活，最

後，他受人指罵和鞭打，並背著十架走「苦

路」，忍受不能形容的痛楚，更對那些嗤笑

祂的人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

知道自己所作的是甚麼。」祂的愛深深的觸

動我們！我無論遇到多難的事，絕望的，痛

苦的，祂也與我們同在，感謝神的恩典。

區詠芝同學(5A)

初時我認為聖經課是很沉悶的，但原來上

聖經課是相當生動有趣的，老師在課堂上教授了

我們不少道理和知識，使同學自我反省和努力裝

備，並多作好行為，讓我們的生命變得更豐盛。

張正彤同學(5A)

聖經科老師除了教授聖經故事外，還會讓同

學觀看基督徒的見證分享和耶穌受難的片段。聖

經老師生動地教導我們聖經的知識，使我們樂意

接觸信仰，了解神的真實性。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

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 22:6

學 生 分 享

25周年校慶展室門外留影

中三級聖經問答比賽

查經比賽

受難節訊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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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學務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視覺藝術科
視覺藝術科課程的要旨是幫助學生獲得藝術及美感經驗、知識、技能、價值觀與態度，期望對

學生的全人發展有所貢獻。

本科提供多元化的課堂活動，如繪畫、平面設計、時

裝設計、包裝設計、立體模型製作、版畫、剪紙、陶藝、

紙雕、篆刻、水墨畫等等，重視學習視覺藝術的情境因

素，並強調視覺藝術學習對學生心智發展的幫助。

此外，本科亦會積極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藝術工作

坊，如「大師承傳工作坊」、「時裝設計工作坊」、「塗

鴉藝術工作坊」等，更於校外的比賽屢獲殊榮，例如「東

區文化特色視藝設計比賽」、「全港中學南區古蹟印章設

計比賽」、「面具設計比賽」、「職安健吉祥物設計比

賽」、「生活‧色彩平面創作大賽」，而歷屆的「香港中

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及每年的「保良局藝術設計比賽」

等，皆名列前茅，榮獲世界賽及香港賽的獎項。本科老師

盼望藉著各活動，讓學生發掘個人興趣，發揮創意，並擴

闊其藝術視野，成為具藝術涵養的人。

時裝表演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區區畫畫」

中五級校慶紀念活動：塗鴉

宗教室塗鴉創作

宗教室塗鴉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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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校慶紀念活動：塗鴉

宗教室塗鴉創作者合影

聯校活動：《從地下到社區：塗鴉藝術在香港2013-2014》作品展覽

向毒品SAY NO繪畫比賽得獎同學

國際多樣性年藝術設計比賽

參觀香港智營禮品設計大賞展覽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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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學務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體育科的主要目標是「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

育」，令學生的生理及心理均健康地成長。

本科課程乃學生的必修科目，一切課程、課

時、人手均依據教育局的指引編排，再配合本校的

設施及教師的專長而編訂。除了基礎課程外，本科

亦舉辦各項課外體育活動，以促進學習。

男生手球課

女生籃球課

學生負責的小型運動會

高年級網球課

女生排球課

學務篇

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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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音樂科旨在培養學生的評賞能力及發展其音樂技能。在課堂方面，本科以「多元化互動教學」

推動學生積極參與，並為學生提供不同類型的創作形式，如創意律動、即興創作及電腦音樂，以啟

發學生的想像力、創造力和表達能力。另外，透過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如管樂團及合唱團的校內外

演出，包括：2011-2015年度繽紛聖誕倒數嘉年華、2011-2013年度東區管樂滙演及2012香港回歸

十五週年青年大匯演等，擴闊學生的視野，並提升學生的音樂美感、協作能力及自信心。

近年參與的校外比賽

年份 項目 參加者 成績

2012-2015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管樂團 銅獎

2014-2015 U331直笛獨奏 郭凱欣 第二名

2014-2015 N454長號獨奏(姚多加) 姚多加 第二名

2013-2014 N436薩克管獨奏 蘇傲天 第三名

2013-2014 N436薩克管獨奏 廖靖嵐 第三名

2013-2014 U331直笛獨奏 郭凱欣 第三名

2013-2014 U331直笛獨奏 姚多加 第三名

2013-2014 U326直笛二重奏 姚多加/李玥 第二名

2012-2013 N436薩克管獨奏 趙智 第一名

25周年感恩典禮獻唱 管樂團整裝待發，準備好參加管樂比賽 在操場演出，相信又是另一番滋味

在嶺南同學日晚宴中，同學專心演出 長笛與同學同樣耀眼

同學平日十分專注及投入練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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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學務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資訊及通訊科技組肩負推動及支援與資訊科技相關的工作，

包括教學、行政、基建等，當中包括自行研發及外購系統。

（一）教學工作
提供不同的資訊科技工具予教師，以使教學法得以變革，增

加效能，包括以下各項：

1 Google 教育平台

2 MyIT-School 專題研習室 

3 網絡探究 (WebQuest)

4 MC 自動批改機

5 衡怡杯問答比賽程式

6 媒體轉換

（二）行政工作
本校的行政系統比教育署的系統更早誕生。因此我們發展了

校本資訊科技系統，以處理校內的行政工作，其中包括：

1 Libra 分數計算系統

2 中四選修科分配程式

3 課堂日誌記錄程式

4 JUPUS 數據處理

5 暑期補考成績處理程式

6 學校網頁建設及更新

7 影片製作

8 IT室預約系統

（三）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是推動各項工作的根本，本組新增了校本的 WiFi 網

絡，方便教學及行政工作外，亦兼顧網絡保安的事項，建設包括：

1 無線網絡 (WiFi)

2 防火牆

3 檔案伺服器

4 萬維網伺服器

5 媒體伺服器

6 電郵過濾伺服器

7 內聯網

8 私人虛擬網絡 (VPN)

9 平板電腦

（四）校外系統支援舉隅
1 圖書館系統

2 代課系統

3 內聯網系統

4 課外活動報名程式

有線網絡

學生紀錄系統

校本系統

離校推薦書

分數計算系統

資訊�通訊科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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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已融入學校管理，是支援學校發展的其中一環。本組負責全校數碼化的行政事宜，以

及負責處理對外及與政府機構之間的資料傳遞。具體工作範疇如下：

學校管理方面

教師方面

學生方面

本組成員合照

WebSAMS「網上校管系統」
為本組管理的主要系統之一

本校的myProfile+系統，
以記錄學生的學習經歷 本組所使用的電腦伺服器

校本設計的「SLP學生學習概覽」

1. 提升電腦行政管理效率；

2. 讓學校管理層以相關的統計數據資料，客觀地分析和研究全校的狀況；

3. 配合學校發展，引入更多具效率的電子化措施。

1. 釋放教師空間，務求減少教師用在非教學工作的時數；

2. 讓教師以相關的統計數據資料，客觀地分析，以了解學生的學習需要，並作為優化教學的依據。

1. 釋放學生空間，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讓學生以相關的統計數據資料，了解自身的學習進程，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以追求卓越的

   個人發展。

學校電腦行政
           及管理系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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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學務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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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本組宗旨
一、協調本組轄下各成員組別，包括訓導組、輔導組、德育課、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升學及就業輔

導組、課外活動組、宗教教育組、環保教育組、學校電腦行政及管理系統組等日常運作，並就

著與學生成長有關的關注事項，商討共同策略和措施；

二、領導各組探討培育學生成長的共同目標，從而分工合作地優化學生的成長經歷、培育學生的正

確價值觀、態度和能力，活出生命的美善；

三、配合新高中學制的「其他學習經歷」和「個人學習概覽」，探討及籌劃這方面的工作，讓學生

能充份適應這方面的發展需要，從而獲得建康的成長；

四、統籌及協調跨組別的工作，如現有的各級周會、「一人一服務」、「成長路」、「訓輔組」、

各項獎勵計劃等。

乙、2013-16年度本組關注事項：「設定目標，規劃人生，重點為加強學生對

      生涯規劃的認知、能力和態度」

（一）預期的成果

一、中一或以上學生能認識自己的長處和短處，為自己訂立初步的生涯藍圖；

二、中二或以上學生能認識與人相處的技巧，並自己身處的社會環境，協助自己訂立初步的生涯藍    

      圖，尤其升學或事業目標；

三、中三或以上學生能認識學科、行業及兩者的關係，並結合自己的能力和興趣，訂立較確切可行

      的生涯藍圖，包括升學或事業目標；

四、中四或以上學生能檢視自己能力與學科及職業世界的需要，從而修訂或持守個人目標，裝備自

      己，規劃人生；

五、中五或以上學生能思考個人在家庭、社會以至國家的角色和責任，拓展豐盛和有意義的人生；

六、學生能逐漸認真地設定個人的生涯藍圖以至升學及事業目標，並適時檢討和反思，以盡力的態

      度付諸實踐。

（二）策略

   一、學校層面：

   1 營造嚴謹而關懷的學校風氣，有清晰的獎懲制度，培養學生積極向上的心態。

   2 採用「全校參與」模式，共同承擔訓輔工作，輪值管理學生校內外秩序及晨會德育短講或工作 

      坊，透過身教言傳，鼓勵學生建立目標為本的生活習慣及學習態度。

  3 推行班主任跟升班制，讓師生關係得以維繫、延續和提升，讓班主任成為學生的生涯規劃導師，

    指導及推動學生訂定目標，並向目標努力邁進；同時，透過家校合作，共同發掘學生的優點及潛

    能，加強家長在學生設定目標及規劃人生中的角色。

學生支援統籌組成員：

關國康副校長(組長)、李志霖校長、鄺少權老師、鄺誠謙老師、

鄭守宇老師、梁偉強老師、馮偉文老師、林偉興老師

學 生 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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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113113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嶺南衡怡紀念中學成長篇

113

  4 通過「以班為本」或跨班成長活動，讓學生認識自我、發展潛能及學習與人相交，訂定個人發展

     目標。

  5 透過初中推行「成長路」計劃，高中加強「其他學習經歷」及建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把課

     堂內外的其他學習經歷組織、整合和系統化，提高學生對學科以外學習經歷的重視，讓學生更容

      易訂定、檢視及反思個人升學或事業目標，好好規劃人生。

  6 加強對外聯繫，透過與校外機構建立伙伴關係，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成長輔導及活動。

  7 加強照顧學生學習差異，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均有發展機會，策劃自己升學及就業的路向。

二、組別層面：

    透過善用正規課時，包括晨會、午會、周會堂及德育課等，與及非正規課時，包括午膳時間、放

學時間、周末以至假期，採用以下「策略」，為學生提供輔導及活動的機會，用以策劃、訂定及反

思個人的目標，與及未來的人生路向。

  1 採取「跨科組協作」模式

  2 協調及支援班主任和各部門

  3 各組自行策劃、籌備（包括與校外機構合作）

     1.1 課程 / 分享 / 講座 / 論壇 / 工作坊

     1.2 比賽

     1.3 參觀

     1.4 展覽/壁報

     1.5 其他措施/活動

表揚本校學生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校長、家長與班主任一同出席同學的頒獎典禮

學生榮獲尤德爵士基金獎學金

學生積極參與長者服務，獲機構頒發嘉許狀

情繫衡怡—關國康副校長

看著無數學生成長，喜悅之情難以言喻

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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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本組使命
一、培養學生積極的態度及正面的價值觀

二、幫助學生認識自我、提升社交技巧、發展個人潛能

三、協助學生訂立獨特的生涯藍圖

四、協助有需要的學生克服在成長道路上面對的各種挑戰

乙、本組工作
一、統籌學校各級的輔導活動，當中包括中一成長營、中二的社區挑戰賽、中四歷奇活動、周會、

      班輔活動等；

二、負責設計及統籌中一、中二的成長課程；

三、設有「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學生組織，此組織本著「關愛」、「支持」及「鼓勵」原則，協助

     中一學生面對學校生活的各種挑戰。而學長在參與計劃中，除了學會關顧別人，亦學懂策劃及帶

      領活動等技巧。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導師：鄭守宇老師、劉逸文老師、社工羅鳴雪姑娘

幹事：

會   長：5A黃巧琦                                     

副會長：5E江寶賢

文   書：3A鄺健樂、4D朱倩怡    

財   政：3A林滸椉

聯   絡：3A周采瑩、3B陳凱怡、

            4A梁頌恩、4B向欣蕎、

            4C源詠詩、4D馮俊達

總   務：3A孫俊明、3A黃先源

輔導組成員：

鄭守宇老師(輔導主任)、劉志豪老師、劉逸文老師、黃嘉儀老師、吳泳玲老師

學校社工：羅鳴雪姑娘、馬子健先生

我的人生要起飛了，請支持我！

情繫衡怡—曾嘉瑜老師

每天回到衡怡，我都能找到力
氣，同事們的一聲招呼或問候，
學生們的一個點頭或微笑，都是
我動力的來源。希望大家繼續一
起珍惜這個融洽的學習環境。

輔 導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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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中二社區挑戰賽，讓學生更了解
社區，提昇溝通技巧和膽量

群策群力，以身體完成運送雞蛋任務

同學正為自己的晚飯而努力

同學在乘風航中，合作完成團隊任務

看各位大哥哥大姐姐笑容燦爛，籌得的善款應該不俗

大哥哥大姐姐亦會
與學弟妹參與校外

服務，今次是服務
智障人士

學生在工作紙上
訂定年度目標

克服畏高，令自己
變得更有自信

每人都要出一分力，才可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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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宗旨
本校訓導工作採用全校參與制度，即校內每一位教職員工及學生均有責任推行相關的訓導措

施，令每位學生在關心及督導下培養盡責守規的性格，辨別是非的能力。

時光飛逝，時歷廿五載，訓導組的基礎已堅實，運作亦暢順，學生的德行亦明顯提昇，惟望百

尺竿頭，學生成為「誠實守規」的衡怡人。

每天早上，訓導老師在
校門外監察學生回校。

每日上課前學生有秩序地集隊，參與晨會。

學生於晨會時進行宣傳和短講。

晨會後，學生有秩序地上課室。
訓導主任於家長日與
家長及學生傾談。

訓導組成員：

梁偉強老師(訓導主任)、李志霖校長、徐詩賢老師、林詩永老師

訓 導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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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升 學 及 就 業 輔 導 組

甲、本組宗旨
一、建立學生生涯規劃教育下有關升學及就業所需能力及態度

二、為有升學及就業需要的學生及家長提供專業輔導，鼓勵家校合作

三、協助教職員了解升學及就業輔導的最新發展，支援班主任成為學生的生涯規劃導師

乙、本組工作計劃簡述

活動 描述

初中學生成長輔導計劃

(集中在中三)

經過中一課程的認識自我長處及中二課程的認識社會環境及與人

相處，我們盼望中三學生透過成長課程，提升學生與人建立關係

及溝通的能力，預防青少年問題的產生。另外在輔導活動方面，

則讓他們從了解自己的能力中，建立自己未來的生涯圖則，並最

終能為自己選擇合適的新高中課程及面對成長的困難。

高中學生成長輔導計劃

教導高中學生檢視自己能力與學科及職業世界的需要，從而修訂

或持守個人目標，裝備自己，規劃人生，並培養學生能思考個人

在家庭、社會以至國家的角色和責任，拓展豐盛和有意義的人

生。到了中六級，我們會引導學生逐漸認真地設定個人的生涯藍

圖以至升學及事業目標，並適時檢討和反思，以盡力的態度在未

來升學甚至就業的計劃中付諸實踐。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成員：

鄺少權老師(組長)、吳國輝老師、鍾偉志老師、蘇慧俊老師、譚倩君老師、

曾嘉瑜老師、吳嘉容老師、楊文莉老師、馬子健先生(生涯規劃輔導員)

模擬放榜及面試
訓練

與生涯規劃教育相關的教師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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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訪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了解兩地
的校園生活、升學前景以及課餘活動趣聞。

學生到趙智銘學長的事務所進行工作體驗

學生在「職場夢體驗計劃」
中嘗試教導小孩子畫畫

學生在「企業家體驗計劃」中開檔賣熱飲

學生參與模擬職場體驗活動 (Careers Live) 的情景

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台灣大學訪參團，
讓同學為計劃升學做好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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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組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成員：

鄺誠謙老師(組長)、關國康副校長、馬若芷老師、李浩勳老師、

區國年老師、麥肇輝老師

甲、本組宗旨
德育及公民教育是全人教育的重要元素，通過本組策劃及推動的活動，以及協調及統整全校

老師在各學科及組別的活動，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尤其是四大德育價值元素：品德教

育、健康教育、公民教育及環境教育，幫助學生在成長的不同階段，當遇上與個人、家庭、社會、

國家以至世界相關的議題之際，能以此作為判斷的依歸，並勇於承擔和實踐。

乙、 本組工作
一、探討學校學年／學期德育及公民教育方向或主題

二、策劃或協調全校性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例如德育短講、論壇或工作坊等

三、協助推行一人一服務，即「其他學習經歷」中的「服務學習」，協調不同班別、學會及學

      科所舉辦的「長者學苑」活動

四、在校內舉辦與主題有關之活動／比賽，或推動學生參與全港性活動／比賽 

五、負責德育及公民教育壁佈板

六、按需要主辦各種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參觀／活動／比賽

本校連續五年獲「關愛校園」榮譽後，2014年更被嘉許為
「積極推動生命教育」表現突出學校

同學參與互動劇場《垃圾盟主》，
了解香港固體廢物問題。

午間論壇：「佔領運動，何去何從？」
師生熱烈討論。 「老少同樂日」是本組的年度活動，

讓同學有參與服務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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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本組宗旨
本校環保教育組於2007年成立，旨在製訂推動全校環保政策的方針，協調不同學科、課外活

動學會及班別的需要，策劃全校性的環保活動，提升學生的環保意識，培養學生建立健康的綠色生

活，促使學生身體力行、多關注環境，向學生灌輸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生活的重要性。

乙、本組工作與發展
一、環保教育組成立初期，致力設計及推行多元化的跨學科及班際的環保活動，並針對不同級

別，邀請政府部門及環保團體代表，每年到校舉行環保週會，增強同學對環保生活的認

識，灌輸珍惜資源的意識。

二、本校在2007年加入由天文台、理工大學應用物理系及聯校氣象網合辦的社區天氣資訊網絡

(Co-WIN)，在新翼天台安裝了一系列測量天氣數據的裝置。近兩年在本校天台更新增了CO2 

Record System(二氧化碳測量系統)及Real-time air monitor(實時空氣監測系統)等兩項環保裝

置，進一步讓同學認識空氣質素的監測方法。

三、近年，本組分別以「節能」及「減廢」作為週年主題，引入更多校外資源，更有系統地規

劃全校性的環保活動。

四、在2011-2013年，本校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申請約100萬撥款，在學校發展可再生能源及

節能項目。各項目於2013年完成後，除可進一步減少消耗電力及化石燃料和節省電費外，

這些裝置更可用作教育用途，向同學及公眾展示可再生能源及節能裝置的功能及其重要

性，鼓勵同學建立節約能源的生活習慣。

五、自2014年起，本組更自行籌辦環保工作坊，指導同學利用廚餘及食品製作環保產品，推廣

減廢惜物的訊息；又引入其他非政府組織的資源，設計校本班際比賽及活動，增強同學對

回收的認知，深化其節約減廢的價值觀。

環保教育組成員：

鄺誠謙老師(組長)、黎德信老師、陳冰芬老師、陳展圖先生

顧問：羅倬維校董

本校邀請綠色力量行政總幹事文志森博士擔任「環保校園啟動禮」主禮嘉賓，
見證本校可再生能源裝置及節能裝置落成及啟用。

環 保 教 育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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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同學帶領嘉賓前往本校天台觀察太陽能光伏板。

同學在攤位中向嘉賓講解可再生
能源的產電原理。

本校一系列的節能及環保活動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頒發
2012-2014「可持續發展學校參與獎」以示肯定。

為慶祝銀禧校慶，本組以「樂活」
為主題，設計了一系列活動。

向中二同學介紹環保酵素製作方式。
同學出席由天文台、理工大學應用物理系及
聯校氣象網合辦的社區天氣資訊網絡(Co-
WIN)活動，介紹本校環保裝置。

成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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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本組宗旨
負責統籌「衡怡大家庭」內的福音事工和信仰生命教育的小組。我們的成員除了願意委身事奉

的基督徒老師外，還有兩所教會的牧者作伙伴，一同回應主的「大使命」呼召(太28:19-20)。透過不

同的宗教活動和聖經課，讓衡怡的同學、老師、家長，甚至是我們的社區，明白真理，認識福音，

悔改作主的門徒，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得著豐盛的生命。

乙、近年活動

活動 活動 活動

1 初中聖經課 8 初信成長八課小組 15 青人一族及青年崇拜

2 高中德育課 9 團契職員查經小組 16 基督少年軍訓練營

3 各級講道週會 10 教師細胞小組 17 福音陶瓷班

4 撒母耳團契 11 家長細胞小組 18 小飾物製作及福音見證分享

5 基督少年軍訓練 12 宗教活動日 19 食物銀行之食物籌集

6 細胞小組 13 福音週 20 獨居長者探訪

7 《伴你高飛》讀經運動 14 青少年崇拜及U-link團契 21 義織冷帽行動

柴灣福音堂在嶺南衡怡紀念中學已經是第八個

年頭。過去，我不斷見證許多同學，加入教會後，更懂得珍

惜自己，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良好的個人品格，盡心盡力做好自已的

本份，而且更努力學習。在團契中，曾有年青人怨天尤人，不滿現實，後來

得到主耶穌的幫助和導師的同行，讓他們調整內心及處事的觀點和態度，重新承

擔學生的責任，還得到老師的稱許呢！曾有不少同學遇到情感困擾或家庭關系的矛

盾，在團契裡，得到同學們和導師的幫助和安慰，今日，他們大都能重新振作，更有

同學受洗加入教會！

盼望柴灣福音堂能夠繼續發揚基督的大愛，與嶺南衡怡共同教育青少年，

讓他們找到真正的平安和喜樂，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貢獻社會！

「柴灣福音堂」陳創雲傳道

宗教教育組成員：

李志霖校長(組長)、李建勳老師、曾惠英老師、劉愛萍老師、彭嘉恩老

師、陳家慶傳道、陳創雲傳道、李振明傳道「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

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10:10下

牧 者 分 享

宗 教 教 育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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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福音週「更愛主耶穌」宣言大行動

宗教活動日敬拜小組獻唱詩歌

柴灣福音堂姊妹與長者分享福音見證

福音陶瓷班 

嶺南衡怡是一個蒙主耶穌基督恩典的中學。

宗教教育組作為一個靑少年人的生命成長平台，給

予學生們在靑少年成長過程中最寶貴的陪伴者─主耶穌基

督、關愛學生的老師，引領學生在聖經真理中成長的教會牧

者，和充滿夢想的青少年信徒，一起同行。

「基督教宣道會愛光堂」李振明傳道

歡迎
你參與我們的活動，一同認識主的愛

！

參加教會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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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本組宗旨
現時的課外活動，已不只是讓學生於課餘時提供一些有益心身的活動，而是一個隱藏的課程。

課外活動的設立是希望能補足學生在課堂學習的不足，培養學生的品德、技能、態度和創作力等。

近年本港學界推動生涯規劃，課外活動更能幫助學生，因為課外活動的形式多元化，能讓學生透過

參與活動，學習與人溝通和合作，豐富生活體驗。對於有機會參與策劃和組織課外活動工作的同

學，他們更能得到組織及領導能力的訓練，讓潛能得以發揮，再加上課外活動的師生比例往往較

小，老師了解學生的特質，易於在生涯規劃上給與輔導。

乙、本組工作
一、為達致上述的目標，除學科性學會外，本校亦設立了全校性、宗教性、服務性、興趣性及

運動性等不同類別的學會約三十多個，讓不同年級及有不同興趣的學生參加。課外活動由

課外活動組管理，當中包括人力資源統籌工作、資源分配、協助培訓學生、向有需要的學

會提供協助及編排和安排全校性活動等。

二、課外活動組每年在學期初均會舉辦學會攤位展覽及幹事培訓。在大型活動方面，本組會配

合不同的科目或組別舉辦及安排不同的全校性活動，例如陸運會、宗教活動日、旅行日、

邀請不同團體到校演出等。而全年的壓軸活動便是「藝術發展日」。

三、為了使學生在不同技能和態度上有進步，以及鼓勵學生籌辦課外活動，本組設立了「服務

表現獎」，表揚在課外活動及班務中有良好表現的同學，以「責任感」、「主動性」、

「協作能力」及「領導才能」四個範疇由各負責學會的老師評分，計算後頒發最高的「一

等獎」獎狀，使學生除了在學科成績上進行評估外，亦可從學科以外的技能及處事態度上

作出評估，讓學生更了解自己的長、短處而作出改善。

課外活動組成員：

馮偉文老師(組長)、蔡青霞老師、王佩雯老師、徐麗詩老師

藝術發展日管樂表演

課 外 活 動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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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旅行日

木偶劇工作坊

藝術發展日高中藝術作品展

陸運會

學會宣傳攤位及報名

廉政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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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外 活 動 學 會

與長者一起製作福音小飾物

福音週見證分享會

與長者一起製作耶穌公仔

製作生態瓶

學會名稱：撒母耳團契
導         師：曾惠英老師、彭嘉恩老師、劉愛萍老師

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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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完成生態瓶後合照

團契同學獻唱福音詩歌

集食誠籌食物募集活動

學 會 簡 介

撒母耳團契是以基督信仰為基礎的學生團契，以較輕鬆的形式，透過遊戲、細胞小組、查考

聖經、專題工作坊和老師見證分享等，讓同學反省及探索生命，認識基督教信仰，建立積極的人

生觀。

學 生 分 享

6A 高凱楠同學  (14-15年團長)

我參加學校團契約三年多，團契給

我的感覺就像「屬靈加油站」一樣。每一

次參與團契，都使我更認識神、與神關係

更親密。每當筋疲力竭時，只要踏進視藝

室(團契基地) ，我就能拋開困倦且充滿歡

樂！因為這是我屬靈的家。犯錯時，不會

嚴苛處分；傷痛時，給我無限的安慰和支

持，這就是主的家。

6B 蘇鈺華同學  (14-15年副團長)

回想在團契的日子，的確讓

我靈裡成長了不少。團友們分享

自己的經歷，讓我不少次感受到

神的奇妙作為，反省自己，要為

主作鹽作光。

5E 黃詠桐同學  (15-16年副團長)

參加團契已兩年多，我很喜歡這個大家

庭！我與團契職員一起舉辦活動，彼此關心

和幫助，漸漸成為了戰友！這真是上帝賜給

我的恩典！我會繼續服侍團契，將福音傳給

同學，我會繼續努力學習，令自己更懂去愛

別人。

撒母耳團契歡迎各位同學參與我們的活

動，一同認識主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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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名稱：香港基督少年軍
導          師：劉愛萍老師

會長：5B班鄭忠誠　

康樂：2C班潘詠森　

聯絡：3A班何芷欣　

隊員：1B班何柏儀、1B班柯靜怡、1E班江焮藍、2A班程愛禮、

         2B班關慧儀、2B班羅慧雯、2B班王敏嬈、2C班許金諾、

         2C班潘詠森、2D班黃文浩、3A班何芷欣、3C班吳諾彤、

         4B班陳日朗、5A班吳晞林、5B班鄭忠誠、5B班莊心弦

隊牧：李振明傳道﹝宣道會愛光堂﹞

學 會 幹 事

活 動 照 片

第八屆立願禮導師及隊員合照

第八屆立願禮嘉賓們、導師們、家長及隊員合照

校內國慶升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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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年度 比賽名稱 名次／成績 學生資料（班／名）

2015年 港島區步操比賽 亞軍

5B班鄭忠誠、5B班莊心弦、5A班吳晞林、

4B班陳日朗、3C班吳諾彤、3A班何芷欣、

2B班王敏嬈、2B班關慧儀、2C班潘詠森、

2C班許金諾、2A班程愛禮、2D班黃文浩、

2B班羅慧雯、1E班江焮藍

本校基督少年軍於2007年成立，成為了香港261分隊。

香港基督少年軍是基督教制服團體，分隊每週集隊一次，透過基督教教育、步操及技能訓練、

各級獎勵計劃，培育兒童及青少年，致力使他們在身、心、靈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並具備愛心與關

懷、道德及誠信、正面及勇於承擔等良好基督化的品格。

格言：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希伯來書6:19)

步操比賽前最後練習

衡怡運動會開幕典禮
李校長與基督少年軍隊員攝於小西灣運動場 全港基督少年軍大會操

學 會 簡 介

校 外 比 賽 得 獎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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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少年團的目標是為青少年提供學校課程以外的教育，藉此提高他們的公民責任感。透過積極

參與社區的事務，讓學生認識及了解社會問題，從而作為其他市民的好榜樣，喚醒他們的公德心。故

此，公益少年團的口號是：「認識、關懷、服務」。

學 會 簡 介

學會名稱：公益少年團
導          師：陳志敏老師、吳泳玲老師

學 會 幹 事

會   長：4C班謝佳瑜

副會長：4D班韓嘉莹、4E班吳恩婷

文   書：2B班關慧儀、2B班羅慧雯

財   政：4E班黎明蔚

康   樂：2B班黎韻柔

宣   傳：4C班劉盈晞、3D班戴妙英

聯   絡：2B班梁頌汶　

活 動 照 片

年度 比賽名稱 名次／成績 學生資料（班／名）

2012-2013
CYC東區中小學

堆沙比賽12-13
中學組冠軍

4D班鄭嘉鋆

4E班孫定軒、黃毅蘋

5D班關晉壹、吳睿喬   5E班羅召安、陸梓晴   黃棨鈿

2013-2014
CYC東區中小學

堆沙比賽13-14
中學組優異獎

4A班陳曉諾、4C班黃樹培、4D班王偉健、5B班馬偉恒

5D班鄭嘉鋆、5E班林愷茵、孫定軒

東區CYC堆沙比賽

人樹共融校園遊踪

步行籌款

清潔沙灘比賽

家長日花朵義賣

校 外 比 賽 得 獎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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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年度 項名稱及頒發機構

2014-2015 愛心服務大獎―香港傷健協會

2014-2015   關懷長者嘉許狀―耆康會

暑期開心智能學堂畢業典禮

義工獲得積極服務證書

於耆康會長者中心與長者玩遊戲

到長者中心參加新春團拜

學會名稱：義務工作小組
導          師：區國年老師、陳冰芬老師

學 會 幹 事

5A班黃巧琦、5B班楊駿洛、5D班楊紫健、5A班陳嘉嘉、

5B班陳浩揚、5D班楊毓偉、5D班韓浩光

活 動 照 片

義務工作小組成立於1997年，旨在推動本校同學積極參與義務工作，從而提升同學們關心社會

的意識。

本小組以擴闊同學眼界，讓他們體驗人生為宗旨，希望他們藉著本會舉辦的活動，領會到義務

工作的真正意義，並於服務當中得到課堂以外之滿足感。

本會過往曾舉辦的不同種類的活動，包括聖誕長幼同歡同樂日、新春長者中心團拜、暑期開心

智能學堂、定期獨居長者探訪和義工訓練服務等。

學 會 簡 介

校 外 比 賽 得 獎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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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名稱：童軍團
導          師：鍾偉志老師、蘇子亮老師

執 行委員 會主席：5A班曾蔓莉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5B班吳芷筠、5C班何兆琴、5E班羅添駿

文      書：4A班徐駿謙 

財      政：4B班石家怡、4B班陳曉晴

宣      傳：4E班楊嘉安

聯      絡：4A班吳元龍 

物資管理：4A班朱泳健、4C班布瀚文

年度 比賽名稱 名次／成績 得獎單位

2015–2016 港島地域童軍旅服務獎 冠軍 深資童軍團

2015–2016 優異旅團獎勵計劃 優異旅團 童軍團

2015–2016 優異旅團獎勵計劃 優異旅團 深資童軍團

2014–2015 港島地域童軍旅服務獎 冠軍 深資童軍團

2014–2015 優異旅團獎勵計劃 優異旅團 童軍團

2014–2015 優異旅團獎勵計劃 優異旅團 深資童軍團

2013–2014 港島地域童軍旅服務獎 季軍 深資童軍團

2013–2014 優異旅團獎勵計劃 優異旅團 深資童軍團

參與屋村環保同樂日，協助製作攤
位，與街坊同樂，並宣揚環保意識。

成員宣誓，代表著對自己、家庭、
旅團與社會的一份承擔。

成員冒雨為渣打馬拉松選手提供
行李寄存服務

協助香港癌症日2015儀仗工作，
發揮服務社會精神。

童軍團集會片段：輕便炊事訓練－
隊員積極學習處理食材。

學 會 幹 事

活 動 照 片

本校於2001年成立港島第1257旅。在成立初期，旅團只設立童軍支部，直至2010年，正式成立

深資童軍團（供高中同學參加）與樂行童軍團（供畢業生參加），成為區內甚具規模的童軍旅。

本校童軍旅除進行日常的技能訓練外，更積極參加社區服務，例如每年均協助渣打馬拉松選手包

派發服務、參與港島童軍毅行與港島童軍繽紛日等。旅團亦積極參加各項童軍技能比賽，讓隊員盡展

所長，發揮積極進取、無畏無懼的童軍精神。

學 會 簡 介

校 外 比 賽 得 獎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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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學會名稱：紅十字會 YU193
導          師：曾嘉瑜老師、歐陽天任老師

學 會 幹 事

會長：5C班何兆琴　

康樂：3C班楊丹萍　

聯絡：3C班朱詠莊　

訓練：3A班孫俊明

活 動 照 片

本校紅十字會YU193已成立多年，定期有集會及步操練習，讓會員學會團隊紀律。會員亦需參

加急救、手語、防火的課程，豐富知識的同時亦可服務他人。

紅十字會會員需於課餘時間進行各類義工服務，如賣旗及老人探訪等，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另外，本會每年亦於校內舉辦捐血活動，師生均踴躍參與。

學 會 簡 介

定期步操訓練，建立團隊精神

開放日攤位 捐血服務，助己又助人

退伍軍人售旗日

宣誓典禮，立志為紅十字會服務

陸運會急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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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4D班邵悅程　         

副會長：4D班楊寶欣

文   書：4C班莫慧思         

宣   傳：3C班朱詠莊、3C班楊麗亭

聯   絡：3C班楊丹萍　

長者學苑 圖書館領袖生工作—包書

圖書館領袖生大合照

圖書館領袖生工作—當值

學會名稱：圖書館學會
導          師：楊文莉老師

學 會 幹 事

圖書館學會會員需接受定期培訓，並需於午膳時間或放學後到圖書館當值，處理借還書籍、保持

圖書館安靜及整潔，並協助新書展覽及壁報設計等。

圖書館每年都會舉辦長者學苑活動，每次約有三十多位長者參加，而每位圖書管理員亦踴躍參

與，與長者們一起閱讀，彼此各有得著。剛過去的二十五周年開放日，會員們亦積極參與攤位遊戲設

計及佈置，令賓客們玩得興高采烈，樂而忘返。

學 會 簡 介

活 動 照 片

圖書館學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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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樂隊EMPTY演出後與學生及老師合照

同學在校內歌唱比賽中自
彈自唱，迷倒一眾觀眾。

在歌唱比賽中，台下的觀眾亦賣力支持比賽者。

音樂學會幹事全力以赴準備開放日攤位 管樂團喜獲青年管樂匯演比賽銅獎

1. 樂器班

木管 銅管 敲擊

長笛班

單簧管班

色士風班

小號班

長號班

圓號班

次中音號班

大號班

鼓類

鍵盤類

定音鼓

2. 管樂團 每星期一次合奏訓練

3. 歌詠圑

每星期一次合唱訓練

學會名稱：音樂學會
導          師：鄭守宇老師、黃嘉儀老師

學 會 幹 事

會   長：5E班江寶賢 

副會長：5A班黃巧琦、5A班余善姿

文   書︰5A班陳嘉嘉

財   政：5A班黃可枬

宣   傳：4C班陳穎慧、4C班鄭影陶、4A班劉淑婷、4A班黃靖文

總務及資訊科技︰3A班余冠圖、3A班黃先源、3A班曾子軒 、3A班林滸椉、

                        3D班陳科達、3D班陳錦傑、3A班鄺健樂

活 動 照 片

音樂學會活動包括管樂團、合唱團、校內流行曲

歌唱比賽、音樂週等等，希望透過舉辦多元化的音樂

活動，例如演出、比賽、出外交流，讓同學有機會在

音樂方面作多方面的嘗試，擴闊他們的視野，提升其

自我形像，建立良好品格，並孕育出合作精神。

另外，有不少學生參加校內及校外比賽，獲得優

異成績，表現獲得肯定。

學 會 簡 介 音 樂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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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會創立於1995年，以培養及加深同學對戲劇藝術興趣為宗旨，希望透過實際參與，提升同

學對戲劇的欣賞能力，加強同學的自信心、集中力、創作能力、表達能力、責任感及主動性，從而發

揮團隊精神，因此本會每年都讓學生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校際戲劇比賽。

另外，本會每年亦參與「老人同樂日」及「藝術發展日」的戲劇演出，讓同學有更多實戰經驗，

以提升他們的自信及應變能力。

學 會 簡 介
藝術發展日

學會名稱：戲劇學會
導          師：郭志偉先生、譚婉華老師、徐麗詩老師

學 會 幹 事

扶輪話劇比賽

戲劇訓練

會   長：3A班余天恩 

副會長：3A班楊佩、3E班黃妙映

活 動 照 片

年度 比賽名稱 名次／成績 學生資料/得獎單位

2015-16 香港學校

戲劇節比賽

傑出演員獎 4D班周芷晴、3A班伍詠儀、3A班孫俊明、3A班曾子軒、

3E班黃妙映、2C班黃梓熒、1C班朱嘉敏

傑出舞台效果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傑出合作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傑出整體演出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2014-15 香港學校

戲劇節比賽

傑出演員獎 2E班黃妙映、3A班周芷晴、2A班伍詠儀、1E班于浚林

傑出舞台效果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傑出合作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傑出整體演出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2013-14 香港學校

戲劇節比賽

傑出演員獎 5A班郭展佑、5B班譚嘉明、5E班孫定軒、5E班孫定軒、5E班黃毅蘋

傑出合作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2013-14 中華文化演繹

比試『明辨』

中學組校際第一名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最出眾劇本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校 外 比 賽 得 獎 紀 錄

戲劇學會導師與幹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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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2015-16舞蹈學會會員
及外聘導師陳穎業先生

第50屆學校舞蹈節表演者 第48屆學校舞蹈節表演者

年度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成績 學生資料

2015-16 第52屆學校舞蹈節 爵士舞(群舞)，名稱：‘TheVanishedSmoke’—甲級獎 中一至中四(12人)

2014-15 第51屆學校舞蹈節 爵士舞(群舞)，名稱：「迷城」—優等獎 中一至中六(18人)

2013-14 第50屆學校舞蹈節 爵士舞(群舞)，名稱：‘Return of King’—甲級獎 中一至中六(19人)

2012-13 第49屆學校舞蹈節 爵士舞(群舞)，名稱：「賣命」—甲級獎 中一至中六(24人)

2011-12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爵士舞(群舞)，名稱：「捕夢」—甲級獎 中一至中六(20人)

學會名稱：舞蹈學會
導          師：譚倩君老師

學 會 幹 事

會   長：4A班紀雯婷　

副會長：4A班石倩雯

文   書：4D班文曉晴　

財   政：4A班梁凱晴

宣   傳：2D班黃希雯

總   務：2D班李凱琳、1D班黃亦浩

活 動 照 片

舞蹈學會自1997年9月成立，曾在校內推廣及教授現代舞、爵士舞、hiphop、音樂劇舞、社交舞

及土風舞。

本會提供正統舞蹈訓練及公開表演機會，由外聘的專業導師教授及編舞，曾參加學校舞蹈節及

校內外的舞蹈表演。本校於七樓提供一個設備完善的舞蹈室，有助舞蹈培訓。本會近年致力推廣及

教授爵士舞及hiphop舞，深受學生歡迎。

學 會 簡 介

校 外 比 賽 得 獎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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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5B班趙紫淇

副會長：5A班蔡詠淇、5B班梁瑤、5C班陳凱欣、5C班鄒嘉瑩、5A班張穎詩、5A班黄可枬、5B班甘儀程

文   書：4B班徐穎儀

總   務：4A班關賀欣、4A班劉淑婷、4A班莊晴禧、4A班歐明俊、4A班丘芍惠、4A班張繕如、

            4B班陳諾希、4B班雲大湧、4B班莫穎妍、4B班駱詠茵、4B班石家怡

「長者學苑」活動，向長者灌輸實踐低碳節能的訊息。

校園版的「地球一小時」活動

參觀九龍灣「零碳天地」

學會名稱：環保學會
導          師：黎德信老師、鄺誠謙老師

學 會 幹 事

1605--E22093-嶺南衡怡紀念中學-25周年校刊text138   138 2017/6/1   下午 09:11:38



139

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活動名稱 舉辦日期 目的

1 廢物回收計劃班際比賽 全年 鼓勵同學珍惜資源，培養同學養成廢物回收的習慣

2 自備水樽獎勵計劃 全年
鼓勵同學使用環保用具，培養同學養成不使用即棄

用品的習慣

3 初中節能班際比賽 上、下學期各一次 鼓勵同學節約能源，培養同學養成節約能源習慣

4 世界糧食日 10/2015 灌輸及認識節約能源及珍惜資源的方法

5 步行籌款 10/2015 為嶺南教育機構籌款

6 環保通訊 (3期)
10/2015、2/2016、

4/2016
灌輸不同的環保訊息

7 中一級校園盆栽種植比賽 11/2015-5/2016 培養同學對種植盆栽的興趣

8 地球一小時 3/2016 灌輸及認識節約能源及珍惜資源的方法

9 長者學苑活動 20/5/2016
向長者介紹環保訊息、珍惜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

重要性

10 環保週 16-20/5/2016
以遊戲方式向同學灌輸環保訊息、珍惜資源、保護

生態環境的重要性

11
參觀WWF海下灣

海洋教育中心
6/2016

認識海洋生物，讓學生能從不同角度認識海洋環

境，並了解及探索香港瑰麗的海底世界

地球的生態及污染問題日趨嚴重，保護地球正是每一位同學的責任。因此本會透過不同的校內

及校外活動，希望提高同學的環保意識，引發同學對自然生態保育的興趣，從而懂得欣賞及保護大

自然的景物，以及培養同學日常減少製造廢物及循環再造的習慣。

學 會 簡 介

全 年 活 動

「天主教綠識傳人」講座

環保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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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年度幹事合照

聯校辯論賽：我們從評判邵家輝
議員手上接過冠軍獎盃！

學會名稱：演辯學會
導          師：黃孝恩老師、林詩永老師

學 會 幹 事

會   長：5A班陳舒欣　     

副會長：5B班張智恒、5B班嚴明洋

文   書：5A班黃巧琦、5B班周瀞彤　

宣   傳：5A班劉卓傑、5A班蔡詠淇

聯   絡：5A班張正彤、5B班區詠芝

總   務：5B班肖   鑫、5C班宋凱盈

演辯學會主力訓練學生的說話技巧，旨在提高同學對演說的

興趣。本會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及訓練，如：朗讀、演講、小組

討論、辯論等，為同學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

另外，本會亦積極籌辦校內、校外比賽，希望藉此擴闊同學

的眼界，訓練學生的膽量及應變力。

學 會 簡 介

年度 比賽名稱 名次／成績 學生資料（班別／名字）

15-16 第十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小組優異獎 6B班鍾蔚嵐  5B班莊心弦

14-15 第九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最佳論手獎及

小組優異獎

6C班蘇頌筠  5A班陳英毅

14-15 友校辯論邀請賽 冠軍 5B班林芷慧、楊國僖、曾惠儀、黎珮瑜

14-15 2014夢想盃即席演講比賽 優異獎 5A班陳英毅

13-14 第八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小組優異獎 5E班孔文彥、6E班蔡曉琳、宋詠霖、陸梓晴

13-14 東區學校共融辯論盃 最佳辯論員亞軍 6D班朱晏昇

13-14 第三屆夫子盃演講比賽 優異獎 5B班陳皓琳

12-13 第七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小組優異獎 5E班陸梓晴

12-13 聯校辯論賽 冠軍 5E班陳思穎、陳曉欣、麥詩慜、蘇美瑩、曾奕誠

4D班朱晏昇、吳睿喬

11-12 第六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小組優異獎 6D班蕭智謙

11-12 「點止你有SAY」東區辯論

比賽

亞軍 6D班黃蘊瑤、蕭智謙、陳德儀、余雪寧、方家達、

      蔡文堅、陳心平

校 外 比 賽 得 獎 紀 錄

中四級口語溝通大比拼：校內活動務求令我校同學更有效應付公開考試 友校辯論邀請賽：辯論交流－
作客到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勇奪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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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年度 比賽名稱 名次／成績 學生資料（班別／名字）

15-16 第十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小組優異獎 6B班鍾蔚嵐  5B班莊心弦

14-15 第九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最佳論手獎及

小組優異獎

6C班蘇頌筠  5A班陳英毅

14-15 友校辯論邀請賽 冠軍 5B班林芷慧、楊國僖、曾惠儀、黎珮瑜

14-15 2014夢想盃即席演講比賽 優異獎 5A班陳英毅

13-14 第八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小組優異獎 5E班孔文彥、6E班蔡曉琳、宋詠霖、陸梓晴

13-14 東區學校共融辯論盃 最佳辯論員亞軍 6D班朱晏昇

13-14 第三屆夫子盃演講比賽 優異獎 5B班陳皓琳

12-13 第七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小組優異獎 5E班陸梓晴

12-13 聯校辯論賽 冠軍 5E班陳思穎、陳曉欣、麥詩慜、蘇美瑩、曾奕誠

4D班朱晏昇、吳睿喬

11-12 第六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小組優異獎 6D班蕭智謙

11-12 「點止你有SAY」東區辯論

比賽

亞軍 6D班黃蘊瑤、蕭智謙、陳德儀、余雪寧、方家達、

      蔡文堅、陳心平

電腦學會幹事合照 LEGO EV3組裝及程序編寫課程 VEX機器人組裝及
EasyC程序編寫課程

「長者學苑—數碼橋樑長者電腦班」 二十五周年開放日攤位

學會名稱：電腦學會
導          師：鍾紹明老師、林偉興老師

學 會 幹 事

會   長：4C班布瀚文

副會長：4A班朱泳健、4B班陳婧琦、4B班梁凱怡

文   書：4C班方琬婷

宣   傳：3B班孔祥耀、3B班潘智朗

財   政：4E班梁瑜珊、4A班謝旻樺

康   樂：4A班陳巧彤、5B班邱樂瑤、5D班關振耀、5D班麥耀禧、5E班熊嘉豪

總   務：4A班徐駿謙、4A班湯芷珊、4D班黃漢銘、5A班李月、4B班關綺穎

電腦學會旨在透過各種與資訊科技有關的活動，啟發及促進學生多元化的發展，並培養學生對

資訊科技的興趣。

本會提供資訊科技服務及培訓，包括LEGO EV3組裝及程序編寫課程、VEX 機器人組裝及EasyC

程序編寫課程等，藉以培養學生對電腦編寫及機械人教育的興趣。

本會學生於二十五周年校慶開放日時，準備了Scratch遊戲及LEGO機器人，讓來賓親身體驗學生

的精心設計。

另外，本會亦與「長者學苑」合辦四次「數碼橋樑長者電腦班」，讓同學親身體驗教授工作，

從而訓練其領導才能，達致教學相長，亦讓同學體驗敬老護老及積極人生的精神。

學 會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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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學會幹事合照 同學們下象棋時的專注情況

班際象棋比賽的情況

「三國殺」比賽場面真熱鬧 

「三國殺」比賽，女子組亦不甘落後

會   長：5A班何樹明 　

副會長：5A班黃偉豪

文   書：2B班陸啟鋒 　

財   政：4D班許偉鴻

康   樂：5A班鄧啟生、5A班王宇宸 　

宣   傳：3B班楊為賢

總   務：4C班馮進興、3B班簡愷賢、2B班岑子丰

學會名稱：棋藝學會
導          師：李永強老師、劉逸文老師

學 會 幹 事

本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發掘學生在棋藝方面的潛能，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和想像能力。

本會積極在校內推廣象棋、康樂棋及桌上遊戲等，透過定期聚會，讓學生互相交流及切磋，從中

建立友誼。

本會亦透過校內外比賽，一方面增強學生的自信、提升學生的抗壓能力，另一方面亦可令學生發

揮所長。

學 會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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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年度 比賽名稱 名次／成績 學生資料（班／名）

13-14 百樂施教育基金及香港島校長聯會合辦
「阿爸、阿媽，食飯喇！」攝影比賽

亞軍(少年組) 4E班廖偉聰

15-16 東蓮覺苑建苑80週年攝影比賽 優異獎 4B班林力軒

14-15年度幹事合照

與澳洲交流生進行集體活動

4B班林力軒同學於得獎作品前留影

城門水塘外影
外影活動

學會名稱：攝影學會
導          師：袁穎宜老師

學 會 幹 事

會   長：4A班劉淑婷、4B班黃靖雯、4B班陳諾希

副會長：4C班源詠詩、4B班陸家妍、4A班吳彤彤

文   書：4C班丘芍惠、4B班吳靖雯

財   政：4A班莊睛禧、4B班陳嘉慧、4A班鄭紫汶

聯   絡：4B班林力軒　

活 動 照 片

攝影學會為熱愛攝影藝術的同學提供一個交流的平台，讓他們分享拍攝的樂趣。學會定期舉辦

「外影活動」，會員亦可參加工作坊學習構圖技巧、光影塗鴉、夜景攝影和運動拍攝等有趣技巧。

此外，學會幹事亦需協助學校於相關的大型活動中提供攝影服務，如陸運會、東區公益少年團堆沙

比賽和學界田徑比賽等，並定期參加公開比賽，以累積寶貴的拍攝經驗。

學 會 簡 介

校 外 比 賽 得 獎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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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5A班羅筱妍　 

副會長：5A班庄采盈

文   書：5A班張正彤、4D班朱倩怡

財   政：5B班吳芷筠、4D班梁燕僮

宣   傳：4C班邱凱琳、4E班黎明蔚

攝   影：4A班周倬嵐、4E班朱凱欣

總   務：4A班謝旻樺、4C班劉盈晞

「情牽一線恆愛行動」，義務編織
頸巾，幫助弱勢群體，共襄善舉

藝術發展日－幹事帶領全級中五
同學製作簡單的立體卡

與長者學苑合辦的「扇子設計活動」

同學細心製造「微縮樂園場境」

同學滿有創意的立體卡、Perler 
Beads和奶油黏土蛋糕的作品

學會名稱：藝社
導          師：黃慧玲老師、王月珍老師

學 會 幹 事

藝社旨在提供一個創作的空間，讓同學透過製作各樣別緻的手工藝，發掘他們的藝術天份，培養

學生的生活品味，學習欣賞藝術作品。學會每年都會舉辦多元化的製作班，例如星空瓶設計、手工肥

皂、印度手繪、馬賽克相架、熱熨神奇膠珠、奶油黏土瓷盒等；此外，學會亦多次與「長者學苑」合

辦活動，同學帶領老友記一齊製作手工，藉此服務社群。

學 會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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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2015-2016年度小作家閱讀天地導師及幹事合照

「紀念冊」訪談完畢後的大合照

書展活動
暑期閱讀分享會

學會名稱：小作家閱讀天地
導          師：胡文珊老師、蔡宛華老師

學 會 幹 事

會   長：5A班蔡詠淇

副會長：5B班區詠芝、5B班劉慧伶

文   書：5B班鄭炫宗

財   政：5A班陳舒欣

宣   傳：5A班潘穎怡、5C班何兆琴

聯   絡：5C班陳凱欣、4E班梁瑜珊

總   務：4B班陳美雪、5B班關嘉琳、5B班鄭沛珊

康   樂：4B班向欣蕎、4D班游家敏、4E班譚浩頤

學生作品

小作家閱讀天地成立的目標乃訓練同學學習撰寫稿件，並提高同學的閱讀興趣。本會透過舉辦

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同學認識不同作家的風格；同時又鼓勵同學創作不同的文章。

過去三年，本會幹事參加了由「明報」所舉辦的「校園小記者」活動。於13-14年度，更與「聖

公會聖匠堂地區長者中心－完美終站」合作，為九位長者進行人物專訪，並為他們製作「生命回

顧紀念冊」，這些寶貴的經驗令學生終身受用。

學 會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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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4E班楊戩曦　

副會長：4B班吳嘉軒

文   書：4A班朱家健　

宣   傳：4B班龐   德

我們都是「山系少年」

大熱天，跳進小溪真涼快！
我們都是陽光男孩和少女

參加嶺南慈善步行籌款，同心同德，熱心公益。

年度 比賽名稱 名次／成績 學生資料／得獎單位

2013-14 摩星嶺野外定向追蹤2013 學界組亞軍 5B班周智輝

2015-16 嶺步同行籌款日2015 最多人數隊伍獎季軍 全體中四級、三丙班、山藝學會、

環保學會、童軍團、棋藝學會

本會健兒在「摩星嶺野外定向追蹤」比賽中勇奪亞軍

學會名稱：山藝學會
導          師：麥肇輝老師、劉志豪老師

學 會 幹 事

活 動 照 片

本會於二零零九年成立，旨在推廣遠足活動，讓同學有更多機會到郊外舒展身心，讓他們欣賞

及感受大自然之美，從而愛惜野外環境。同學透過遠足、夜行、野外定向、急救及山藝訓練等活動，

對山藝技巧有更深入的認識，並發揮自我的潛能，亦可學習到香港本土歷史、文化、地理及自然等知

識，透過團體遠足活動學懂團結、友愛等價值觀。

學 會 簡 介

校 外 比 賽 得 獎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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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年度 比賽名稱 名次／成績 學生資料（班／名）

2014-2015 2015年第十屆香港國際武術比賽暨葉問盃 第一名 3C班李欣桐
3E班余潤霖

2013-2014 2015年第九屆香港國際武術比賽暨葉問盃 第一名 6D班冼嘉恆

第五屆世界詠春拳錦標賽 第一名 6E班陳錦華

一起談武論劍

會員於嶺南同學日表演「新編詠春拳」

東區民政署嘉年華會國術表演

學會名稱：國術學會
導          師：李浩勳老師

學 會 幹 事

會      長：3D班余潤霖　

副 會 長：3C班李欣桐、3D班柳浩楊

文      書：4A班陳巧彤　 

財      政：1D班石浩天　

宣      傳：4B班陳婧琦  

總      務：5D班陳銘澤 

聯      絡：3E班曾德鴻　 

資訊科技：1E班冼家俊

福      利：5B班邱樂瑤

國術學會於2011年成立，旨在向同學推廣中國國術及其深厚的文化內涵，以及傳授強健體魄的

法門和生活方式。為了向全校學生推廣中華武術，我們透過週會和各項校內外的表演活動，讓同學

跟區內友好作深入交流。本會又定期舉辦詠春武術訓練班，向組員推廣及傳授葉氏詠春等武術。近

年，本會同學曾參加多項校外表演和比賽，取得一定的成績，藉以宏揚國粹。

學 會 簡 介

校 外 比 賽 得 獎 紀 錄

校長和國術學會委員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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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5B班周浩然  

副會長：5D班陳冠穎、4D班馮俊達  

文   書：4B班梁嘉豪、4A班林文軒  

聯   絡：5C班林宇亭、4A班陳健恆、3C班謝俊賢、2B班劉梓灝、2A班陳樂軒

2014年度(第二組別校際田徑賽)

2015年度(第二組別校際田徑賽)

一年一度的初中班際長跑賽

2014年度(第二組別校際越野賽)

2015年度(第一組別校際越野賽)

學會名稱：田徑學會
導          師：梁偉強老師

學 會 幹 事

創立的年份：一九九三年。

學會的宗旨：來者不拒、奮發堅持、發揮潛能、為校爭光。

我們的信念：罡風難阻奮進路，冷雨不敵衡怡心。

我們的口號：罡風難阻奮進，冷雨不敵衡怡。We are Hang Yee, Over the Top.

學 會 簡 介

校 外 比 賽 得 獎 紀 錄

衡怡田徑成立至今廿數載，人才輩出；除學界比賽屢奪獎項外，同學及舊生更不時於各項公開

賽事得獎，更有舊生於國際賽事取得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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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足球學會於跑馬地練習團隊相

衡怡足球隊出戰聖保羅書院

黃耀信教練指導學生

練習投入，紀律嚴明

蘇慧俊老師指導學生

學會名稱：足球學會
導          師：黃偉健老師、蘇慧俊老師

學 會 幹 事

會     長：4B班郭炤渢　       

副 會 長：2D班黃文浩

文     書：2A班曾詩詠　

財     政：5A班區宏正

康     樂：2C班洪祖希

宣     傳：2B班林澤榮

聯     絡：4C班李浩智

C隊隊長：2A班李煒業

本校足球學會以正規足球訓練孕育學生的紀律、鬥志及爭勝心。不論寒冬或炎夏，於週六或假

日清晨，學生須到草地足球場接受艱苦的訓練，包括：體能、技術、默契及戰術訓練。透過與多間

友校的比賽及交流，有助隊員認識自己的強弱，推動他們更有方向地學習和進步。歷年來，本校足

球隊進軍多項賽事，在爭勝的過程中成就了同學堅毅不屈的鬥志及勇於拼搏的精神。

學 會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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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6E班孫定邦

年度 比賽名稱 名次／成績

2012-2013 港島區男子甲組 冠軍

大家都專注聆聽教練賽前的戰術部署

球員的信念：I believe I can fly !

本校女子隊以32比11擊敗對手，
Yeah !

友誼賽前先留倩影

奮鬥多年，A-grade同學終於成功
奪得學界冠軍獎盃

學會名稱：籃球學會
導          師：李建勳老師、黃智強先生

學 會 幹 事

學會每年都會選拔一些熱愛籃球運動與及有潛質的同學加入球隊，進行定期有規律的訓練，以改善

同學球技，加強團隊精神及戰術的配合。另外，球隊亦曾與不同學校進行友誼賽，彼此觀摩交流球技。

球隊每年的目標都是在學界比賽中爭取好成績，2012-2013年度男子A-grade勇奪港島區冠軍，實

在是同學們多年努力奮鬥的成果，更加證明每位衡怡的學生都可以登峰造極的：YES, I CAN DO IT ! 

最近兩年，我們除了男子籃球隊之外，更加成立了女子籃球隊，讓一班熱愛籃球的女同學得以一

展身手。 

此外，學會每年亦會在校內舉行不同級別的班際籃球比賽，分別為高級組(中五至中六)、中級組

(中三及中四)與初級組(中一及中二)，提供機會讓同學比拼較量和發揮各班的團隊精神。

學 會 簡 介

校 外 比 賽 得 獎 紀 錄

1605--E22093-嶺南衡怡紀念中學-25周年校刊text150   150 2017/6/1   下午 09:15:39



151

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友誼賽—嚴陣以待 隊際比賽

排球學會大合照

桂華山中學友誼賽

學會名稱：排球學會
導          師：黃志永老師、李思慧老師

學 會 幹 事

會   長：5B班梁淑賢

副會長：4B班簡詩婷

文   書：3C班陳思琦

財   政：4B班黃靖文

宣   傳：4B班簡妙珊　

聯   絡：4A班吳彤彤　

總   務：3B班柯穎詩

排球學會是本校唯一「全女班」的體育學會，旨在透過排球訓練和活動交流，提高同學對運動

的樂趣，從而鍛煉她們的體魄，塑造她們堅毅的素質。

排球學會亦會於校內籌辦球賽，讓學會外的同學亦能以排球技術決一高下。由各級會員組成的

三支排球校隊，分別代表本校參加不同組別的學界比賽和友誼賽，從比賽中互相切磋和交流球技，

學習群體協作及體育精神。

學 會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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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3A班林滸椉　 

副會長：5B班鄭忠誠

文   書：3D班羅棹淋 　 

財   政：4D班梁釆盈 

康   樂：3A班關紀楊 、2A班李煒業 　

宣   傳：2A班譚詩澄、 2A班陳偉恆

聯   絡：2A班郭希汶、 2B班羅慧雯 　

總   務：2A班黃顯熙 
本校乒乓球校隊與聖類斯中學進行友誼賽

乒乓球校隊與導師合照

校內校外各式乒乓球比賽

2014-15香港學界女子第三
組(港島)丙組乒乓球比賽亞軍

2011-12香港
學界男子第三組
(港島)乙組乒乓
球比賽亞軍

學會名稱：乒乓球學會
導          師：鄧智勇老師、陳展圖先生

學 會 幹 事

本會旨在提高本校同學對乒乓球的興趣，使之成為一個有益身心的課餘活動。乒乓球既能強健體

魄，更能培養同學的體育精神，訓練同學在群體生活中的紀律性和責任感。隊員可透過活動結識一群

志同道合的同伴，彼此分享在校園生活中的點滴，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

本會每年於校內舉辦各式的乒乓球比賽及訓練，更派遣學員參加不同規模的公開賽，與校外對手

切磋球技，藉此提高同學的球技。

學 會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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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5B班嚴明洋　 副會長：5A班張蕙心

文書：4A班李健群    財   政：5B班梁   瑤

康樂：4A班梁頌恩　 宣   傳：5B班張冠逸

總務：4D班文曉晴　 隊   長：5A班張蕙心

年度 比賽名稱 名次／成績 學生資料（班／名）

2015-2016 學界女子乙組

羽毛球比賽

亞軍 2A班陳靜儀、2C班文嘉沂、2D班何靖嵐、3C班江穎茵

4A班李健群、4A班梁頌恩、4B班陳美雪、4B班關綺穎

4E班梁瑜珊

2014-2015 學界女子丙組

羽毛球比賽

亞軍 1A班姜穎琴 、1A班文嘉沂、1B班陳靜儀 、1B班陳曉蔚

1B班莊希玟 、1B班何靖嵐

2013-2014 學界女子乙組

羽毛球比賽

季軍 3A班張蕙心、3C班梁   瑤、4D班陳宝怡、4C班周明麗

4A班葉瑞恩、4A班呂頌恩、4A班陳善謠、1B班江穎茵

羽毛球校隊與教練合照

球隊練習

學界羽毛球比賽勇奪亞軍

攤位遊戲「一拍中的」

學會名稱：羽毛球學會 
導          師：陳永傑老師、馮達昌老師

學 會 幹 事

羽毛球學會的宗旨是透過定期的羽毛球訓練和比賽活動，培養學生對羽毛球的興趣，並希望學

生能夠改善球技和學習到合作精神。本會每逢星期二、四放學後在禮堂練習，由教練指導校隊同學

球技，望能於校際羽毛球比賽中爭取較佳成績。為了讓同學及老師有機會切磋球技，本會每年均會

舉辦師生羽毛球比賽，大家都踴躍參加，場面非常熱鬧。

學 會 簡 介

校 外 比 賽 得 獎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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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5A班黃巧琦　    

副會長：5E班江寶賢

文   書：3A班鄺健樂、4D班朱倩怡  

財   政：3A班林滸椉

聯   絡：3A班周采瑩、3B班陳凱怡、4A班梁頌恩、4B班向欣蕎、

            4C班源詠詩、4D班馮俊達

總   務：3A班孫俊明、3A班黃先源

溝通技巧培訓班
大哥哥大姐姐帶領學弟妹參與校外服務

與學弟妹建立的友誼，是各位
大哥哥大姐姐的目標

「大哥哥大姐姐」參與義賣活動

每人都要出一分力，才可完成導師
給我們的任務

學會名稱：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導          師：鄭守宇老師、劉逸文老師、社工羅鳴雪姑娘

學 會 幹 事

本計劃團隊由13位來自中三至中五的學生組成，計劃秉持「關愛」、「支持」及「鼓勵」三個主

要元素。計劃將學長與中一學弟妹作配對，以建立伙伴關係，學長在計劃中需要以關愛、鼓勵及支持

等正面態度照顧中一學弟妹，協助他們適應校園生活，共同面對生活上的困難和挑戰。而學長在參與

計劃中，除了學懂關顧別人，亦提升了他們策劃及帶領活動等技巧。

學 會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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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名稱：學生會 
導          師：馮偉文老師、蔡青霞老師、吳國輝老師、王佩雯老師

學 會 幹 事

會         長：4A班司徒稀琳

外務副會長：4A班譚潤鍇   內務副會長：4B班陳嘉慧

文         書：4A班陳健恒   文         書：4B班徐穎儀

財         政：4A班丘芍惠   康         樂：4E班胡諾晞

宣         傳：4C班吳穎思   宣         傳：3A班李思穎

福         利：4C班源詠詩   福         利：3B班潘智朗

資 訊 科 技：4B班梁嘉豪   資 訊 科 技：4C班李浩智

總         務：3B班姚俊褀

代表會主席：3C班江穎茵   代表會副主席：3A班曾子軒

聖誕舞會

會長4A班司徒稀琳代表全校
學生向校長及老師送贈小心意

2015-2016年度學生會幹事會
及代表會於長洲進行訓練營

2015-2016年度學生會幹事會及代表會全體幹事及導師
2015-2016年度學生會會長司徒
晞琳接過由上屆會長莊心弦的信物

學生會協助學校籌辦25週年校慶節目之一：中一感恩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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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後活動－中一中二級班際比賽 文化週

福利：買賣文具

學生會是本校的學生自治組職。除了舉辦活動、為同學謀求福利之外，學生會更是學生和老師之

間溝通的橋樑，使同學的校園生活更添色彩。

本校學生會以內閣制由全體學生投票選出會長及兩位副會長，並由當選的內閣向全校招募其餘

十一位幹事，組成一個十四人的幹事會。同學除了在候選期間從候選內閣推出不同的政綱外，本校亦

安排了候選內閣進行答問大會，讓各學生會候選內閣親身介紹自己，並接受對手以及台下同學的質

詢，使同學在投票前能充份了解各內閣。

學生會舉辦過的活動多不勝數，聯誼方面有每年一度的盛事－聖誕舞會，也有不同主題及不

同規模的比賽如水槍比賽、閃避球比賽等，由同學自由組隊參加，活動以創新及非傳統為主，有別於

本校現有的學會活動，希望藉以激發籌辦同學的創意，亦同時讓參加者更具新鮮感。此外，學生會亦

於每年的試後活動期間舉辦中一、二級班際比賽，比賽場地更覆蓋全座校舍！

學生會亦熱心公益，曾舉辦公益金便服日等不同的籌款活動，同學只要捐出善款，便可欣賞老師

及同學的精彩表演。另外，學生會亦曾舉辦義賣活動，透過活動讓參與的同學明白縱使在物質富庶的

香港，仍有一群貧困的人需要幫助。

作為與學校的橋樑，學生會成立了校政小組，在聽取同學意見及進行問卷調查後，經詳細討論及

整理後，會去信校長向學校爭取同學合理的要求。學生會亦會舉辦一些論壇鼓勵同學多關心及留意時

事，例如六四論壇、佔中論壇等，令幹事們在待人處事方面獲益良多，促進他們成長。

學 會 簡 介

學生會協助學校籌辦25週年校慶開放日：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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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中一：鄭嘉恩、張　瑤、符文靜、何心怡、唐婉琪、黃嘉俊、彭鎧玲、蘇靖恆、

         冼咏儀、李泳琳、梁佩琪、蘇嘉宜、鄧智丹

中二：吳康嘉、黄可樂、周殷妤、陳津渝、林澤榮、王卓妍、曾卓琪、黄寶盈、

         羅慧雯、陳偉恒、黎佩欣、郭希汶、梁凱迪

中三：孔祥耀、林穎怡、柯穎詩、楊為賢、陳海桐、廖靖嵐、謝俊賢、楊麗亭、

         鄭心如、李思穎、梁皓茵、伍詠儀

中四：郭凱欣、吳嘉軒、蘇傲天、陳諾希、莊晴禧、石倩雯、徐穎儀、莫穎妍、

         陸家妍、陳健恒、龐   德

2015-2016年度各級先鋒與導師合照

到太古小學小學舉辦活動

到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主持周會

中二同學在禮堂參與「五痕
欠玩星期五」班際比賽

學會名稱：先鋒小組 
導          師：李志霖校長、劉德華副校長、關國康副校長、

                   伍慧雯老師、劉素華老師

先 鋒 小 組 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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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長者中心舉行聖誕聯歡會

為中一同學舉辦「人人都識  點解你唔識」問答比賽

中一先鋒領袖訓練營大合照

中一先鋒領袖訓練營：
大家猜猜誰是網中人？

中六畢業先鋒與導師大合照

「先鋒小組」的成立，旨在發掘及培訓具潛質的學生成為領袖。小組導師每年均公開招募中一學

生參加，透過班主任的協助及親身面試，挑選大約12位品學兼優並樂意服務的同學組成中一先鋒小

組。在往後三年，導師會帶領受訓的同學籌辦各式各樣的活動，有系統地培育他們成為真正的領袖。

「先鋒小組」所舉辦的活動相當多元化，包括：全校性的德育主題活動、中一認識學校周會、參

與「長者學苑」，籌辦長者聖誔聯歡活動及長者講座、為中二舉行一連串的班際比賽及到小學主持周

會等。隨著經驗的累積，中四的先鋒同學會衝出校園，到小學主持周會。就本年度中四先鋒的組員為

例，他們於2015年11月30日和12月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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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校高小學生舉辦以「責任感」為主題的周會，透過處境短劇、心理測驗及提問互動，讓學生了解自

己在學校及家庭中的應有責任。兩校學生均十分投入，明白到責任感的重要，活動非常成功，兩校校

長及老師均予以讚揚。

在籌辦各項活動時，「先鋒小組」的組員須輪流擔當不同的職務，包括主席、副主席、文書、財

政、聯絡、宣傳及總務等。透過履行不同的職責，各組員的表達能力、觀察力、決斷力、責任感和合

作精神均不斷提升，這些都是先鋒組員努力的成果。

學 會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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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紅隊精英，陣容鼎盛

探訪長者，冬日送暖 赤腳步行，親身體驗中國山區
兒童赤腳上學的感覺

學會名稱：紅隊 
導          師：李振威老師、徐詩賢老師

學 會 幹 事

隊   長：5A班黃可枬 

副隊長：5A班翁筱悠、5B班肖鑫(全校守崗計劃)、5C班宋凱盈(活動)

啦啦隊隊長：4A班紀雯婷、5B班周曉思、5C班陳凱欣

文   書：5B班周瀞彤

財   政：徐詩賢老師

康   樂：5B班梁淑賢、5B鄭沛珊

聯   絡：4B班簡妙珊、5B班甘儀程

查   崗：5A班李月、5D班姚多加、3C班陳海桐、3C班朱詠莊、3C班鄧智仁、3C班吳諾彤、

            3C班楊丹萍、3C班方柔雅、3C班楊麗亭

我校同學分為紅、灰、黃、綠四隊。本著紅灰精神，紅隊隊員在各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現。在

參與全校守崗計劃時，人人盡忠職守。在每年一度的運動會上，隊員們奮勇爭光，運動員在場上全

力以赴，啦啦隊隊員在場外落力打氣，因此紅隊健兒能屢創佳績。除此之外，紅隊亦舉辦了不少活

動，例如隊際手球比賽、足球比賽、探訪長者、服務自閉症兒童、赤腳步行籌款等，令同學的校園

生活更多姿多彩。

學 會 簡 介

盡忠職守查崗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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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長：4A班歐明俊

副隊長：4A班陳健恆、4A班莊晴禧

文   書：4A班徐駿謙

啦啦隊隊長：5A班張榮耀、4D班卲悅程、4D班賈文怡

康   樂：4C班何智傑、3B班劉梓謙、3B班陳凱怡　

幹   事：4A班鄭紫汶、2B班陳天蔚、3B班孔祥耀、3B班簡愷賢、

            3E班趙俊熙、3B班鄭鈺嵐、3B班賴春霞、3B班黃廷松

24屆陸運會男子全場總冠軍

士氣高昂的啦啦隊

高級組隊際足球賽
隊際手球賽冠軍

學會名稱：灰隊
導          師：鄺少權老師、許海妮老師

學 會 幹 事

灰隊隊員除積極參與「全校守崗計劃」外，更全力以赴參與陸運會比賽。每年全體幹事都會訓練

初中同學在陸運會中為隊員落力打氣，鼓勵隊友。於2015年，灰隊有幸奪得陸運會「全場男子總冠

軍」；事實上，灰隊不乏運動能手，故亦常奪得隊際足球、籃球獎項。此外，灰隊幹事也群策群力，

舉辦不少聯誼或服務活動，如「密室逃脫」、老人服務、燒烤等。

學 會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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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曾勇奪陸運會隊際男子全場總冠軍 啦啦隊員盡精英，全隊團結齊打氣

本年度勇奪高級組隊際足球比賽冠軍

隊              長： 5E班李樹進

5A班黃巧琦

啦啦隊(總隊長)：

 

3A班李思穎

3A班余天恩

4E班譚浩頤

編              崗： 4A班陳巧彤

編              崗： 2A班吳衍穎

守 崗 跟 進： 3A班曾嘉寶

查              崗： 4B班陳靖琦

查              崗： 4B班關綺穎

學會名稱：黃隊 
導          師：吳嘉容老師、馬若芷老師

黃 隊 幹 事 會 名 單

中六的女同學為接力比賽全力以赴

黃隊的幹事會是由一班主動投入，克己盡責的初中及高中同學出任。大家在協助執行隊務的過

程中不斷學習提升個人的領導、組織、人際溝通等才能。

黃隊的隊員在每年的陸運會比賽中，均有突出的成績，勇奪不同項目的獎項，表現得到不同的

老師和家長的讚賞。隊員們同時在不同的隊際球賽中勇奪獎項。另外，黃隊的隊員在「全校守崗」

計劃中，表現積極，表揚百分比極高。隊員們亦熱心參與本校老少同樂日的工作、賣旗活動、燒烤

活動等，累積個人不同的課外活動經驗，從多元的智能向度發展。

學 會 簡 介

查                 崗： 4B班李巧瑩

查                 崗： 4E班徐詠欣

守崗後處理禮物： 3A班周采瑩

活                 動： 4A班周倬嵐

4B班梁凱怡

隊際球賽(初級組)： 3A班鍾樂然

隊際球賽(高級組)： 5A班吳世鋒

訓 練 員： 6B班張雪盈

5C班黃澤深

5E班陳嘉宇

1605--E22093-嶺南衡怡紀念中學-25周年校刊text161   161 2017/6/1   下午 09:19:29



162

隊      長：4A班譚潤鍇   　 副隊長：4A班梁頌恩、4B班簡詩婷

文      書：4D班周芷晴     總負責：4E班楊戩曦、3B班潘智朗

編      崗：3B班林穎怡、3B班楊為賢  

球類活動：4E班胡諾晞、4C班李浩智、4A班林文軒

查      崗：3B班施日彬、3B班文嘉熹、4A班黃健威、4B班張恒樂、4B班陳嘉舜、5C班黃俊杰、       

               5E班陳文狄、5D班郭耀康

2013-2014年度綠隊太平山遠足

2015-2016初中隊際籃球比賽決賽

綠隊啦啦隊努力為運動員打氣

綠隊健兒奪得陸運會獎牌

學會名稱：綠隊
導          師：孫越老師、張暉敏老師

學 會 幹 事

本隊歷年參與「全校守崗計劃」以協助校方維持課堂以外的秩序及培養學生律己律人的精神 。此

外，每年所訓練之啦啦隊均能於陸運會中全情投入為隊員打氣，發揮團隊精神。再者，本隊隊員每年

亦積極參與各項球賽，為隊爭光。本會每年均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如遠足、參加「老少同樂日」、

港島賣旗日等，以團結各級隊員，增加歸屬感。

學 會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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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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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共融」是很多學校與家長們都希望做到的事情。幸運地，小兒能入讀嶺南衡

怡，而我可參加家教會，融入衡怡的大家庭。可以親身參與衡怡二十五週年校慶的大日

子，是我的光榮。嶺南衡怡歷屆的家教會在這些年裡，見證學校的進步，學生的成長，感

到欣慰。祝願嶺南衡怡在未來的日子，繼續作育英才，而家教會繼續讓家長融入學校，了

解子女的校園生活，陪伴未來的社會楝樑快樂地成長。

馮璧華

第十七、十八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11-12參觀戒毒所

15-16歷奇大軍A隊 15-16校園燒烤

家長教師會

家校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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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合作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15-16家教會委員就職

14-15樹屋田莊

13-14黑暗中對話
14-15親子歷奇

14-15新生聚餐 13-14年桔製作

15-16家長身體檢查大合照

15-16參觀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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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榮譽顧問：任小莉校長   (在職任期：1991-2006)

            李守儀校長   (在職任期：1991-2015)

            羅倬維副校長 (在職任期：1991-2009)

            曾慧珍老師   (在職任期：1991-2009)

顧問：陳文達 (2000年畢業)

主席：林美寶 (2003年畢業)

副主席(外務)：趙詩婷 (2012年畢業) 

副主席(內務)：莊志鵬 (2000年畢業)

財政：龍偉洪 (Jackie)(2000年畢業) 

文書：曾曉彤 (2012年畢業)

文書：余凱文 (2001年畢業) 

聯絡：冼嘉兒 (2007年畢業)

宣傳：黃俊誠 (Bus)(2000年畢業) 

康樂：馬明珠 (1994年畢業) 

康樂：張彩珠 (2000年畢業) 

資訊科技：阮樂敏 (Jessica) (2003年畢業)

資訊科技：謝文禮 (2000年畢業)

總務：陳綺雯 (2001年畢業)

導師：

關國康副校長 

馮偉文老師

鄺少權老師

林偉興老師 

鄧智勇老師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 Alumni Association

簡介

「團結校友，回饋母校」，校友會由成立至今舉辦不同活動，希望透過聚會使校友能夠與老

師、舊同學、學兄學妹保持聯繫，增強對母校的歸屬感。校友會每三年舉行一次幹事選舉，今年已

經是第四屆，希望在未來的日子繼續為母校與校友們服務，藉此凝聚及團結嶺南衡怡各個層面的校

友，傳揚嶺南人的文化，共同回饋母校。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校友會第四屆幹事會行政架構

2009校友會會員大會暨校友會第二屆選舉

2015第四屆校友會幹事宣誓

母校25週年開放日校友會攤位合照

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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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嶺南衡怡紀念中學合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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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校友會成立5週年暨母校20周年校慶 2012校友日暨校友會第三屆選舉及就職典禮

2015校友日全體幹事與校長合照

2014校友日全體幹事與校長合照

校友盆菜宴暨母校25周年校慶

2015校友日大合照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合作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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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2008年9月，本校得到安老事務委員會資助，成立「長者學苑」，服務「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

心」長者。一直以來，本校積極推動學生參與社會服務，新高中課程亦強調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

「長者學苑」的成立，正好為學生締造更豐富的學習經歷。同時，長者學苑可以讓長者發揮老有所

為、終身學習的精神，一同推廣「跨代共融，和諧社區」的訊息。過往曾舉辦的活動相當豐富，多

采多姿。

協辦機構

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各年活動規劃(僅供參考，每年或有調動和增減)

長者學苑活動 活動日期
學術性

科目活動
活動地點 長者名額 參與學生

電腦應用課程(2班) 各年度11月-2月  本校電腦室 20位 電腦學會

德育及公民教育、
生命教育講座
（共8至10場）

各年度9月-5月 本校禮堂 40位
中一、中二及
中四學生接待

籌辦長者聖誔聯歡
活動及培訓工作坊

各年度12月 長者中心 70位 中二先鋒小組

班團服務活動
（約2-3次）

各年度10月-6月 本校或長者中心 40位 各班學生

長者講座（3場） 各年度3月-4月 本校課室 40位 中二先鋒小組

老少同歡日 各年度3月 本校禮堂 100位 各級學生

普通話班(2堂) 各年度3月  本校課室 40位
普通話

成績優異同學

開放圖書館書籍
推介及伴讀

各年度1月及6月 本校圖書館 30位 圖書館學會會員

藝社手工藝班 各年度4月及5月 視藝室 20位 藝社幹事

長者詠春班(2堂) 各年度5月 本校課室 20位 國術學會同學

家居減廢工作坊 各年度5月 本校課室 40位 環保學會幹事

長者詠春班有姿勢有實際
長者上課專注  同學用心教導

梁智鴻醫生應邀出席長者學苑畢業典禮

長者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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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 陸靖汶
S5 鄭皓詩

S5 李文洋 S5 鄭說愛

S5 朱子蕙
S4 源詠珊

S6 李詠欣

繪 畫

美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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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郭海晴 唐婉琪 S3 陳莎貝 陳思琦

S5 張榮耀 S5 曾靄妍

S6 李兆昀

S3 黃妙映

S6 郭家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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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鄧梓晴S6 鄧梓晴

S6 盧思敏

S6 周樂韻

S6 謝英聰

烙  畫

S4 陸梓晴

混  合 媒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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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郭家盈

S6 關灝林

S6 關灝林

S6 林旭揮

包  裝 設  計

剪  紙

陶  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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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伍慧欣

《永遠不要找別人要安全感》是一本有助心靈成長的書。書中主要內容講述作

者的人生經歷及領悟。若你要把安全感寄託於身外之物，滿足於暫時的安全感，

那只會慢慢陷入恐懼不安之中，在暫時的歡喜與失望之間，反復折磨自己。

〈讓過去的過去，未來的才能來〉是我喜歡的篇章之一。內容敘述一個女孩的

故事。小時候，她家裡發生火災。她的媽媽即時的反應是找出家裡的存摺，並搖

醒丈夫一起逃走。走出火場後，丈夫問起孩子，媽媽才記起女兒，折返火場救回

女兒。女兒事後有權利選擇記住怨恨，但她選擇不記恨，「讓它過去」。她仍然

愛她的父母，一起好好的生活。讀完這一篇，我明白了活著，誰不會受傷呢？學

會忘記傷害，忘記痛苦，要翻開人生新的一頁，不然會活得很累。過去了，就忘

記吧！別再糾結和計較，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快樂是自找的〉是另一篇我喜歡的篇章。內容是講述作者的朋友因生日當天

沒有人與她慶祝而感到不快樂。她註冊微博時登記了假的生日日期，朋友因此得

不到提醒。作者勸朋友不應這樣等下去，不如直接聯絡朋友相聚。一個小時後，

原本愁眉苦臉的她變得笑逐顏開。朋友們都到了，帶來了蛋糕和祝福。讀完這一

篇，我明白了把自己的快樂寄託在他人身上會容易心生怨恨。我也明白到自己應

該主動追求快樂，而不是等待。快樂也就會來得容易一些。

這本書分了很多篇章，通過一些小故事帶出道理。這本書令我學會放下、獨

立、知足，是一本有助我心靈成長的書。

中文作品

閱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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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黎蘊慧 

《悲慘世界》是由法國著名作家維克多˙雨果在1862年所發表的一部長篇小

說，涵蓋了拿破崙戰爭和往後十幾年的歷史，是十九世紀著名的小說。故事主

角冉阿讓是一個苦刑犯，他因為偷了一塊麵包，並數次越獄而被判刑十九年。

他獲釋後改過自新，化名馬德蘭，成為一位受人尊敬的市長。後來，他為幫助

可憐的妓女芳汀而又一次越獄，其後更把她的女兒撫育成人，更為了拯救女兒

的情人而失去生命。

在我未閱讀這本書之前，就已經

先看了這篇小說的電影。最初，我只是

覺得女主角從小被欺負，男主角改過自

新，卻遭到刁難，整個故事籠罩一片灰

暗、悲慘的氣氛。現在我再次閱讀這個

故事，又有另一番體會。

冉阿讓剛出獄的時候，因為犯人

的身份而處處被歧視，幸好他遇到一

位仁慈的主教。當冉阿讓偷去教堂的

銀燭台被遞個正著時，主教卻用善意的

謊言救了他。主教的舉動慢慢感動了冉

阿讓，使他不再被憤怒遮蔽雙眼，整天

想著報復；他反而棄惡從善，成為市長後，幫助更多低下層的市民。我認為我

們要學習主教廣闊的胸襟，不應該用有色眼鏡看待別人，而應該饒恕別人的過

錯。這樣，犯錯的人才有改過自新的機會。我們不能改變別人的想法，但我們

可以用自己的愛去善待別人，讓世界充滿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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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從足球比賽看身份認同
麥：6B麥棟權  鍾：6B鍾蔚嵐

麥：校長、各位老師、同學，早晨。喂！你有沒有觀看「中港大戰」呀？

鍾：什麼是「中港大戰」？中國和香港的戰爭？不是吧！

麥：難道你不知道嗎？中港大戰是指11月17日，在旺角大球場上演的一場足球賽事。該場賽事是由

香港隊迎戰中國隊。

鍾：哦！原來你談的是這件大事！我雖然無暇入場觀看，且一票難求，但我都有關注這件大事。香

港隊雖然未能取勝，但能迫和中國隊，實在令我感到自豪。他們傾盡全力，努力不懈，迎難而

上，這就是香港精神了。

麥：的確，大型賽事本來就有增加社會凝聚力及團結人民的力量，運動員以香港代表隊身份出賽。

在賽事贏得榮譽，是體育實力的展示，市民會因此而感到自豪，從而增加我們對香港人身份認

同感。在眾多體育競賽之中，又以足球最能夠凝聚人心。

鍾：不過，香港人支持香港隊就不是理所當然的事。香港足球發展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走下坡，

實力大不如前，不再受到本地球迷關注。香港球迷對港隊的集體認同，始於2009年港隊在東亞

運奪得歷史性首面金牌。球迷看重的除了是球員個人的球技及團隊的合作性外，賽事的勝負也

是關鍵。球員所展示的逆境自強精神，再次燃起港人火熱的心。港隊的努力打動了香港人，以

驕人的成績提升香港人的自豪感。

麥：這種香港精神亦見於世界盃外圍賽，港隊先後與實力比他們強大的中國隊與卡塔爾隊對戰，繼

續拼盡全力追到最後一刻，正是這一份令香港人一貫自豪的拼搏精神，引起全城共鳴，所以在

對賽期間，即使不是港隊球迷，對港隊的表現，無不感到自豪和鼓舞。

鍾：不過，在中港對戰之前，中國足協推出一款「打氣」海報，嘲笑港隊隊員有層次—有黑皮

膚、有黃皮膚和有白皮膚，意思是隊員蕪雜，球員來自世界各地。中國足協的諷刺海報惹來香

港人的反感，激起港隊與球迷之間的同仇敵愾。球場上兩方對立本來無傷大雅，但港隊與中國

隊之間的言論，就掀起了這一場風波。 

麥：中港矛盾近年不斷升溫，中國足協的挑釁，令中港賽事對立情緒加劇，喚醒香港人的本土意

識。港隊最後賽和中國隊，球迷的反應是感謝港隊守住香港人的尊嚴。當日場外叫起「We 

時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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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Hong Kong」口號，凸顯港人強烈的本土意識。但我對於中國足協的海報的詮釋有點不

同，我認為球員來自世界各地，正好反映香港文化的多樣性和兼容性，我們不就是一個華洋

雜處的國際都會嗎？

鍾：對！你的詮釋真獨到呢！不過，有趣的是—每當中國代表隊在國際體育盛事中勇奪獎牌，港人

都會感到興奮雀躍，落力地為中國隊打氣，例如：中國國家跳水隊深得港人支持，他們來港的

跳水示範，必定座無虛席。

麥：其實一場球賽，可以增強香港人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感，令港人更加團結感到自豪。但與此同

時，亦須謹慎處理通過球賽激發出來的非理性民族情緒。支持港隊是否等於不支持中國代表

隊？港人通過足球建立的本土身份，是否就容不下國民身份？ 

鍾：身份認同本來就會受多重因素影響的，運動只是其中一個因素。如果香港隊表現優秀，體現到

香港的精神，就會激發港人對本土意識及身份認同；在同一場比賽當中，如果中國隊的表現更

優秀，展示到體育實力的話，亦會增強港人的民族意識及激發國民身份認同感。

麥：我認為近期人們總將事情看得過於政治化，簡簡單單做個觀眾，享受賽事也是一件樂事呢！

講題：「YouTuber」網絡紅人的樂與怒
周：5B周瀞彤  區：5B區詠芝

周、區：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周：詠芝，你有沒有理想呢？不知大家有否聽過一份職業叫「YouTuber」，「YouTuber」已經成為

香港新興的職業。他們拍攝的影片內容五花八門，談的是時事、美容和政治等。他們會分享自

己的興趣、個人想法、生活點滴，這些都是他們喜歡做的事。例如網絡紅人達哥的「爆機兄

弟」，伍公子的「公子玩」，還有我們學校的師姐Jessica，現在她只要簡單的說：「今日陽光

好好！」已經獲得數千個「讚好」。最有名的是達哥，他的短片竟有十幾萬點擊率。其實人生

最開心莫過於可以實踐自己的理想。

區：你剛說到有十幾萬點擊率，那你有沒有聽過導演王晶先生呢？我想起早前無綫電視節目—《網

絡挑機》，主持人訪問他。他說得很有道理，他指「YouTuber」雖能實踐自己的理想，但有否

想過，他們的入息能否維持生計？而王晶先生毫無疑問是一位成功人士，他二十多歲時已買車

買樓，更是知名的大導演。就如今個新年的《賭城風雲3》，他利用自己在娛樂圈的地位，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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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週年標語創作比賽得獎作品

組別 獎項 得獎者 作品

初級組 冠軍 3C 陳諾希 衡怡建校廿五載  春風化雨放異彩

初級組 亞軍 2D 莊靖彤 衡怡創校廿五載  律己關愛育英材

高級組 冠軍 4A 羅筱妍 嶺南銀禧育英才  桃李滿門顯關愛

高級組 亞軍 5A 黃曼瑩 春風化雨 作育英才  廿五年情 衡怡滿載

   周潤發、劉德華這些大明星做電影主角，還有投資者肯注資。而這齣不就是「YouTuber」呼籲

大家罷看的電影呢！最後票房收了1.66億元，內地的落畫日期更因票房大收而推遲。如果王晶

談不上是成功和有地位的人士，又怎能請來一眾大明星呢？又怎會有投資者注資呢？這件事比

任何事來得真實，我想就是因為他知道理想不可以當飯食，王晶先生都是踏實一點而已。既有

車、又有樓，事業有成，王晶先生的「Package」都幾好好呀。

周：你還說他的「Package」好，他眼中不就是只有錢？「YouTuber」曾說過賺大錢不一定代表成

功，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已經算是成功了，至少嘗試過，失敗過，總比完全沒有嘗試的來得

好。沒錯，在香港生活缺乏金錢真是萬萬不能，但是否為了所謂的「成功」而埋沒自己的理想

呢？每個人對成功的定義都不同。而這班熱血的青年好像達哥、伍公子、司徒夾帶，他們有一

顆勇往直前的心，不是為買樓而生存，而是真真正正為理想而生存，有目標，努力追尋夢想。

區：但如果你當「YouTuber」是正職，其實收入並不高。就像早前有報導指網絡紅人伍公子不眠不

休地拍片近一個月，收入都只有兩萬多元。今時今日香港這個物質主義掛帥的社會，相信拍

「YouTube」的收入都未能滿足到大家。我故意在2016大學升學指南中算一算，以香港大學為

例，1700個學位中就已經有700個商科學士學位，我還未算上醫生、律師等這些專業人士的學

位。從增加大學學位趨勢可見與關於「錢」有關的科目炙手可熱，你都明白在香港生活，沒有

錢真是萬萬不能的。

周：區同學、區同學！但是我常常見你看「YouTube」，我們班上的同學還日日緊貼網上直播呢。

區：……各位同學有的是年青熱血，究竟你們為理想進發？為現實低頭？還是希望取得平衡呢？無

論如何，我們年青人一定要積極努力、力求上進。最後，各位同學，包括我倆。

周、區：共勉之！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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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Nobody” by Kitty Yu (4A)
Good morning everyone, I’m Kitty from 4A. Before I am going to deliver my speech,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I AM NOBODY! Are you NOBODY too?” “Yes?” “Then, there’s a pair of us!” 

Some of you might wonder what I am talking about. Actually, these are the first two lines from a very 
famous poem called “I’m nobody” by Emily Dickinson. Dickinson was treated as a “nobody” and at the 
end she committed suicide. It’s sad! Do you all share the same feeling with Dickinson?

WE ARE NOBODY because we are neither good nor bad. No one will pay any attention to us! Think 
about our academic performance, we are not the 5** students, but we are not the worst. Look at our 
uniform, they are not fashionable, but not behind the times. Our Hang Yee students are not genius, but we 
are not stupid. Our school is not well-known in Hong Kong, but has good reputation in Siu Sai Wan…

By the way, have you experienced this before? Sometimes people will ask you “Where do you 
study?” I will proudly say “I am studying in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WHAT? 
LINGNAN Secondary?” “No! No! No! It’s another school! My school is HANG YEE! HANG YEE! You 
know?” “Um…where is it?” (Pause) It’s so embarrassing…

We are NOBODY…but does it mean we are “the extra” or we are unimportant?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one day, the mouth said I’m most useful, because master tells others 
everything through me! But the nose said if I don’t breathe, master dies! Then, ears said master can enjoy 
music because of me! At last, the eye said without me, master may fall down! They are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nd suddenly… their master dies.

After listening to the story, do you still think that you are “the extra”?

Today, I want to share with all of you. No one is “an extra” in this world; we all have different talents 
and abilities. Although we might not be as outstanding as the SOMEBODY out there, or we don’t even 
have to be SOMEBODY, we only have to be a special, responsible, confident and loving NOBODY! 
Thank you!

English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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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esting Talk about Story Writing by Betty Lee (5E)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Hong Kong Book Fair to get some information about some new books. I 

attended a talk which was called "What makes a good short story". I found the talk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the authors tried to use their own writing experience to tell others how to write a good short story. So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the schoolmates about what I heard in the talk.

There were three authors who shared on what makes a good short story. The fi rst author is called Red 
Harvey. He thought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were the plot and structure of the story. He said a plot is 
the sequence of events in a story. A plot usually has the logical sequence, such as exposition, rising action, 
climax, falling action and resolution. Exposi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where the characters and the 
setting is revealed. And then, rising action is where the events in the story become complicated and the 
confl ict in the story is revealed. Climax is the highest point of interest and also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story. 
Falling action is the confl ict begins to resolve. Resolution is the fi nal outcome in the story. So a good story 
needs a well thought-out story plot.

The second author is called Andy Lee. He thought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was characterization. We 
should make sure characters are interesting. A main character should have weaknesses and strengths. They 
should not be perfect. Moreover, there should be at least one good thing about the “bad person”. It is because 
readers need to have things in common with the characters. Otherwise, they will be bored with the character. 
Interesting characters makes the readers want to read more about them. It is a very important element.

The last one is called Anna Wong. She thought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was the theme. A theme is 
something important as it is trying to teach the readers, like a lesson or moral. It must appear in the short 
story. Otherwise, readers will not be interested in the story. 

After the talk had fi nished, I myself thought that a story is like a recipe, you need to have all the right 
ingredients for it to be good. Apart from the plot, characterization and them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have a 
good research. If your story is set in a real place, do some research to make sure you have the facts about that 
place. It is silly to write about Paris, if you know nothing about it. By doing research on Google about it, it 
doesn’t need much time but you give life to the story.

In conclusion, writing a short story needs all the right ingredients, and good ingredients need a good plan 
and thinking before you actually write out the short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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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ok Sharing by Sharon Shum (2A)

Title:  This Year I Will...
Author: M. J. Ryan

Good morning everyone. I'm Sharon Shum from S.2A. It's my pleasure to share a book with all of you 
today. Before I start, I would like to ask all of you a question. Our fi rst term test is coming, have you set 
any targets for yourself? You might often fi nd it very diffi cult to achieve your goals after setting them. Here 
I am going to share a book that could help you all achieve your goals.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is Year 
I will... How to Finally Change a Habit, Keep a Resolution, or Make a Dream Come True by M. J. Ryan, 
which you can borrow it in the public library.

This book teaches us how to keep a resolution or change a bad habit into a good one, for example, 
get better marks in studies or lose weight. First of all, you need to have a clear goal and you need to do it 
seriously, no playing or kidding, or else you will fail. You need to control yourselves too,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lose some weight, you need to resist yourself from snacks and good food.

Here I am going to share my personal experience, I always wanted to get better marks in my Maths 
exam since I'm not really good at it, so I followed the guidelines in this book, and I really did it. My marks 
have been increased sharply from 60 to 80 marks! Is that magic? No! All you need is something really 
simple. 

I will share some examples that I've read in the book as well, such as, the author's college friend tried 
to study properly. He wanted to start at nine o’clock, but he gradually started at ten, eleven and on and on... 
Soon, he failed. This example has shown us we shouldn't give excuses to all our things. Other than this, 
you need to believe in yourself. A young woman called Cheri is a big worrier. She always worries about 
everything. She has many dreams. For example, going to the medical school while holding a full-time job, 
travelling to Europe, joining a marathon and the list goes on…

She decided to stop worrying and remind herself that she can succeed and remember she can do it 
herself instead. The author also mentions if you have any troubles, you can fi nd someone, such as friends 
or parents to help you. In other words, the recipe to success is to have a clear mind and no excuses.

I think this book is useful and meaningful, because you can't do anything without a clear mind. If you 
have it, you can keep a resolution, or even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So, are you ready to clear your 
mind and set your target? Read this book and you will fi nd all the answers you need.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1605--E22093-嶺南衡怡紀念中學-25周年校刊text181   181 2017/6/1   下午 09:25:26



182

Saying Goodbye to Our Stress by Natalie Tai (6E)

Good morning everyone. I am Natalie from 6E and this morning, I would like to share some tips with 
my fellow schoolmates on how to deal with stress. To begin with, let me ask you two questions. First, 
have you ever felt overwhelmed by all the things on your to-do-list and it seems endless? Second, do you 
feel that you never have enough time to get things done? Admittedly, teenagers nowadays are facing quite 
a lot of stress, at school, at home or with friends, so what should we do to cope with our stress? Here, I 
have 4 tips for you.

1. Do exercise regularly
First, choose some exercise that you enjoy doing as it help us relieve our stress. The biggest issue about 
stress is that it may lead to many other things such as depression, anxiety, behaviour issues, insomnia 
and some other mental problems. If we do exercise regularly, it will reduc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improve ou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lso, exercise improves our quality of sleep and we feel better 
rested. Therefore, try to do exercise regularly and it help us deal better with stress.

2. Maintain good communication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Second, it is important to maintain good communication and spend quality time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Be honest and share your true feelings with them. Give yourself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to talk 
about your worries and problems. When the feeling is shared, it gives you a relief from the circumstances 
and your level of pressure will be lowered.

3. Change your mindset
In addition, we have to change our mindset. We have to think of change as a challenging and normal part 
of life and stress as a temporary situation. 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door opens, but often at times 
we look so long at the closed door and forget all the other possibilities. We care too much about success 
and failure. Indeed, we should see failures as opportunities, not disasters. We should practise problems 
solving instead of complaining and letting stress build. Learning from failure is always the recipe of 
success.

4. Believe in yourself
My fi nal advice is: don’t forget to believe in yourself. Having stress is normal, but how to overcome it 
depends on you. Let a little stress motivates you into positive actions to reach your goals! Trust yourself 
and stay cool under pressure.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commit that you will succeed if you don’t give up.

I hope the above advice can help you in certain ways and this is the end of my today’s sharing.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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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ok Sharing by Herman Leung (1B)
Title:   The Invisible Boy 
Author:  Sally Gardner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is morning, it’s my pleasure to share a book which I’ve read with all of 
you.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Invisible Boy and it’s written by Sally Gardner. This is an adventure sci-
fi  story and it’s actually quite a short story of about one hundred pages.

Before I introduce the book, let me ask all of you a question:

Do you want to be invisible? If you were invisibl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This story might give 
you some interesting ideas. 

The book sets in Sam’s family. One day, Sam’s parents were lucky to fi nd out that they won the prize 
and that’s a trip to the moon. They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the trip but Sam could not go with them. 
Unfortunately, by the end of the trip, Sam's parents lost contact with Houston and they could not return to 
the earth. 

Sam stayed with the neighbour Mr. and Mrs. Hardbottom. One night, Sam met a little alien called 
Splodge and he can make people become invisible. Splodge came to the earth as he was trying to fi nd 
tomato ketchup as a birthday present for his mom. However, his spaceship was broken so he needed 
to fix it. Splodge and Sam became friends. At the same time, Mrs. Hardbottom is planning to get the 
insurance money of Sam's parents but they didn’t treat Sam in a nice way. Staying in Mr. and Mrs. 
Hardbottom's house has no difference from staying in the prison. Sam never got enough to eat and he 
couldn’t go to school. One day, this wonderful alien made Sam become invisible and he tricked Mr. and 
Mrs. Hardbottom. It’s a lot of fun to read this part.

(If you want to know what happened to Sam at the end? You can go to the library and borrow the 
book!) You never know what happens next until you read the story!

My favourite part of the book is when Sam fi rst met Splodge. That part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funny 
because what Splodge said and did was very ridiculous. For example, he fell off from the spaceship and 
then the two tufts on the top of his head were knotted together. Also, when Sam became invisible, he 
tried to scare Mr. and Mrs. Hardbottom by making some silly noise at night and moving the chairs. They 
thought the chairs were fl oating around the room. 

My favourite character is the alien - Splodge. I think he is very cute and lovely because he had long 
pink tufts on the top of his head and green skin. He is also very brave and he loves his parents. He was 
fl ying to another planet alone to fi nd a birthday present for his mom!

After reading this book, I have learnt to always remember a golden rule - never trust people that you 
don't know. They might be a thief, a robber, or even a murderer! Just like the two neighbours, they are not 
good people but they pretended to be, simply because they wanted to get the insurance money. Also, I’ve 
leant to love my family too. Next time at my mom's birthday, I will write her a birthday card and to wish her 
a lot of blessings. I hope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what their parents do for them and help them when they 
need anything. It’s important to keep in mind to pay back our parents when time comes. 

That’s all for my today’s sharing.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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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sided argumentative essay by Mandy 
Cheung (4A)

Dear Sir/Madam,

The recent proposal of removing PE lessons put forward by certain schools has raised concerns 
among parents and society. In an exam-oriented city like Hong Kong, PE lesson is considered as an 
unnecessary subject which cannot boost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However, in my opinion, we 
should not be short sighted about whether or not students can enter the university.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re also very important. Therefore, I am writing to oppose from adopting such a proposal.

First, PE lesson helps to prevent obesity, which jeopardizes health. Many students love eating fast 
food and seldom do exercise. If we remove PE lessons from the curriculum, many students will then lose 
the battle against obesity. Also, consuming so much greasy food goes together with lack of exercising will 
result in sickness. Although academic results are paramount to future prospects, we should never come at 
the expense of our precious health.

Second, PE lessons boost mental health and are conducive to good behaviors. During PE lesson, 
students can escape from the nightmare of doing past papers and revisions. Instead, they can chill out 
with friends and enjoy the fresh air and beautiful nature. Also, our body will release a chemical substance, 
endorphins, while doing exercise. It will make us feel happier and relaxed when facing the immense 
pressure of imminent tests and exams. However, if this ‘sanctuary’ is removed, students will not be able 
to fi nd a way to relieve their pressure. Worse still, being nerve-racked for a long time will lead to mental 
disorder; for example, depression. Therefore, PE lesson benefi ts both mental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Lastly, PE lessons cultivate creativity, which is needed in examination. As many games, for example 
“Scavenger Hunt” requires creativity, students will gradually become more keen-witted and they may end 
up having the knack to answer knotty questions easily. So, doing exercise is a gateway to develop higher-
order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which sharpen our exam skills.

In my opinion, the benefi ts of having PE lessons are clearly underrated in Hong Kong. It is a shame 
to give up such an important part of school life just to achieve academic excellence. I hope the proposal 
of axing PE lessons will be rejected or our future pillars of our society will turn bad.

Yours faithfully
Chris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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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肇輝老師作品—山野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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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學校、校長及副校長在二零一六年給予我一個回來母校實習的機會，讓我能夠體驗一下

當老師的生涯。

在中學時期，我十分幸運地遇到兩個視覺藝術科的啟蒙老師—吳肇忠老師和彭嘉恩老師。他

們啟發了我，讓我在視覺藝術科上得到良好的發展。

今年三月至四月，我以老師的身分重踏校園，感覺既奇妙又親切。身邊的老師們都很照顧

我，亦時常提點我，令我學到更多，謝謝你們！

希望將來我亦能夠成為一個能啟發學生的好老師，將嶺南衡怡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今年是學校創校的二十五週年，在此感謝母校的栽培，亦祝願母校「欣欣向榮，桃李滿天

下」。

 

2010畢業生

江思敏

在母校實習的日子

今年是嶺南衡怡紀念中學二十五周年紀念，離開母校已經接近十多年。回憶起當年第一日踏

入學校，是一間殘缺不堪的學校，但它給我一個無比溫暖的感覺。不論校長、老師、校工們，都

非常用心教導及幫助我們。

幾年的美好生活已經離我們遠去，母校的一切成為我腦海中的一段美好回憶。記得有一次，

我們的班主任結婚要請假，在他請假前的最後一堂，我們在黑板上畫結婚公仔，待他入班房的時

候大家一起恭賀他，這情景還歷歷在目。

有一次，學校排練大型歌舞劇《故園心》，老師、同學們付出的所有心血及時間，一起齊心

協力。離開母校後，我希望可以為母校出一分力，所以參加了校友會。希望可以「團結校友，回

饋母校」。

2000年畢業生

黃俊誠

參加校友會有感

校友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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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廣闊瞭近目前，江水流其間，群邱遠繞恆為障護，奮前莫為難……」也許我只會是在

妹妹的畢業典禮再次唱這首校歌，當然前提是她能夠順利畢業，好像偏題了……畢業前，我們總

會做一些令人莞爾的舉動或是主動參與之前沒有報名的活動：在晨會精神奕奕地「吼」出老師

早晨、在運動會中為參賽者歡呼吶喊、在週會「認真地」高唱校歌、增強對校內比賽的好勝心等

行為，未能盡錄。而這些奇怪的行為卻成為了畢業的傳統，就如老師說：「你們就像精神病院裏

的病人，而我就是院長。」我們就像被釋放出來的精神病患者般享受在中學最後一段日子。這些

「無厘頭」行為不過是為自己的中學生涯增添回憶，讓自己和朋友回想起時會心一笑。

一直以來，我討厭讀書，可是我喜歡學習。可是別人只會從你的成績而去判斷你是否努力，

要是成績不好，那麼就是你沒有盡力而為。這時，大家的努力一次又一次被推翻，自信一次又一

次被打壓，進步一次又一次被否認。我很喜歡自己的中學，老師和同學的相處亦師亦友，學習氣

氛也很好，重建我對學習的信心。雖然上課時累得很想睡，功課多得快砸死人，可是老師的教導

卻讓我堅持下去。老師支持學生，同學互助互愛，真的慶幸自己就讀這所中學。學校也舉辦不少

活動鼓勵學生學習，這點很重要。因為學生需要的學習並不是強迫性的讀書、做功課和測驗考

試，而是活用於生活上的知識。不懂就要問，但在這之前要嘗試自己尋找答案。

自問自己不是好學生，不論過去現在，以壓力沉重為由，逃避自己學生的責任。學生對讀書

毫無興趣，以為自己也不喜歡學習，卻不知道原來自己不知不覺間一直都在學習，慢慢滲入在自

己生活當中。有段時間，我曾感到迷惘，認為自己討厭讀書是因為缺乏能力，明明對這些科目有

興趣但成績偏偏未如理想，令人開始懷疑自己付出的努力。可是，朋友卻會瞪大眼睛說：「別對

自己有這麼高要求」、「合格就行了」、「試卷這麼難」、「這樣的成績是正常的」、「不是零

分已經很好了」。或許，有些人會認為這種想法不應該，但對於開始自我懷疑的時候，卻是最好

的安慰。

六年時間很快過去，大家各自也有不同的中學生活。中學學過的知識慢慢忘記得一乾二淨，

但和老師、同學和朋友相處的日子卻不會輕易忘記。或許大家的成績不好，但每個人都有自己擅

長和感興趣的事物，不要因為及不上他人而放棄。生活上會遇到不同壓力和挫折，可以悲觀地預

測結果，但要保持樂觀的心境去面對。

「……地美人娛乃祖所賜，愛保兩勿忘……」乖學生當然還記得自己中學校歌的歌詞，可是不

會再有唱的機會。也許再過幾年，我們會無意識地哼唱一段旋律，可是已經忘了是甚麼歌曲了。

2014年畢業生

方琬淇

校友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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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校園生活，大概有五年吧。這次回來是為了參加學校二十五周年銀禧校慶活動。

一步入校園，必先經過校務處。還記得當年，任校長每天早上總會站於樓梯旁，跟每一位同

學親切的打招呼，給予關心和問候，好讓我們每天都提起精神來。即使過了這麼多年，我腦海中

仍記得任校長跟我說的那一句：「朱同學，你的校裙好像有點短，站直身子讓我度一度。」今天

回想起來，好感謝任校長那些年風雨不改的關心我，儘管這些關心讓我多了好幾個缺點。

行至地下的廁所附近時，遇見了教經濟科的蘇子亮老師。蘇老師已記不起我的名字了，只記

得我是姓朱。不過沒關係，我真的很感激有蘇老師教了我兩年的經濟科。他是一位能把教學變得

生動，令我對經濟科產生興趣的老師。幸好現在有面書，我可以去看他分享他兩位女兒的點滴。

跟著直行到四樓的地理室。還記得當時曾經由李校長教我們一年的地理科，那時我們都會爭

先恐後的衝到地理室門口排隊，到底為甚麼？我忘記了，只記得當時的李校長非常用心的教我

們。現在她已退休，在享受生活了。今天雖看不到李校長，卻看到了「地理男神」—鄺誠謙老

師。不知不覺，原來鄺老師已任教了十年。身為他教導的第一屆畢業生，看著他在地理室內教

書，實在有趣。雖然我們畢業了，但他也邀請了我們出席他的婚禮，過農曆新年時到他的家去拜

年。也許鄺老師在我們的眼中，永遠也像個常說關於地理的哥哥，多過一個地理老師吧！

隔了一會兒，到了操場去找教會計科的區國年老師。這位老師，想必自己也想不到原來他有

這麼大的影響力，令今時今日的我，從事了會計行業。當我告訴他的時候，他大笑了很久。當年

的他，有著很多偉大的理論，說什麼「會考就像大海一樣，高手就像大白鯊，而我們就是……」

他真是一位風趣的老師。

然後我看到馬賽克壁畫區有咖啡供應。在那裡看見了我的初中班主任及英文科老師—馮偉

文老師。一位我常常都見到的老師，特別是在聖誕節或新年。對我來說，他的身份已由老師，變

做了朋友，這大概就演繹了「亦師亦友」的道理吧！我想他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將我由「壞學

生」叫成了「乖學生」，哈哈！

在離開校園的時候，就遇上了初中教我中文科的陳冰芬老師。記得那時的她常穿上綠色的衣

服。那時的我最喜歡上中文科，因為答問題會有獎勵。因此上中文課的我總是特別積極。其實很

想跟陳老師說，有一次上課的時候，你忽然問：「朱同學，你是不是在偷吃甚麼？把口張開讓我

看一看。」我把口張開後，她便說：「不好意思，我錯怪了你。」陳老師，我沒有怪你，當時我

已把東西吞了，你沒有看錯呢！那天遇上了她，還真的一點也沒變，如果時間許可，真的很常跟

她多聊天，我想我們可以聊很久，從前的她是很關心我的。

就這樣，離開了校園，卻帶走了回憶。

2010年畢業生

朱寶衡

來忘掉錯對 來懷緬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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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創作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憶當天的那段舊夢，祂仿似與我夜裡共行。」回想起在衡怡的日子，讓我看見主耶穌一路

的同行，很感謝母校讓我能在中學時期有機會認識福音，令我能相信耶穌，找到一生的方向。

還記得初中的時候，李永強老師是我的聖經科老師，當時他在課堂上問我們：「如果你們

是一個智者，你們應該會有三條問題，就是人從哪裡來？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人死後又會往哪裡

去？」這些問題，讓當時的我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及目的。在每次的聖經堂裡，李永強老師都會

以他動人的歌聲帶領我們唱詩歌，透過詩歌裡的歌詞，讓我對福音漸漸有所認識。「當我感到飄

零，祂緊靠我，告訴我知，祂多愛我」。雖然當時的我未經歷過人生許多的挫折，但我知道原來

在這世上有一位神愛我，因此我便決志相信了耶穌。

雖然信了耶穌，然而年幼的我很希望證明自己的價值。因此，在初中時，我向自己立志，

無論在任何班別，我也要考到「第一名」。在往後的六年，我十分用功讀書，真的做到了「第一

名」。不單在班上我考到了第一名，更考到了全級第一名，最後更考上了香港大學。優異的成績

及老師的賞識，讓我感到自己很有價值。然而，神卻透過大學的經歷讓我知道，唯有衪才是我真

正的價值。

在考上大學後，我發現自己沒法像以往般考到第一名，因為身邊的同學都十分優秀。縱使考

到了好的成績，也沒有老師的賞識。我漸漸發覺，人生的道路其實並不只有讀書，人人都站在不

同終點的跑道上，根本沒有什麼真正的「第一名」。原來，一直渴望證明自己價值的我，在耶穌

裡早已得到真正的價值。衪並不因我是否可愛、是否聰明、是否有好成績，而決定對我的愛。在

衪裡面，我已得著完全的接納、完全的肯定及完全的愛。

最近上母校的網頁時，都會看見每月有不同的詩歌分享，而且也看見母校有舉辦福音週及團

契等的活動，每次留意到這些福音工作時，都讓我十分感恩。想到許多的師弟妺也能像我一樣，

在中學時期便能認識主耶穌，實在是一件無比美好的事。「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

佳美。」盼望母校能留下許多美麗的足印，祝願母校主恩滿載，興旺福音！

2012畢業生

王有為

足印

情繫衡怡—鍾偉志老師感言

師生每天都在校園內不停的追逐—追功課、追進度、追分數。但推動我們追逐的不只是因
為彼此的目標和要求，而是打從起跑時一點一滴積累下來的一份情，一份無私的關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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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我加入校友會都已經第四個年頭。回想起當日加入的原因，就是想延續與母校的

聯繫與情懷，還希望跟老師繼續學習書本以外重要的一課—人生。

以前還未加入校友會的日子，想起母校，只能透過一年一度的校友日活動，去探望各老師與

同學，重拾當年在母校的日子和感覺，珍惜當中的一點一滴。

由於工作的轉變，需要學習與人溝通的技巧，發現人際網絡的重要性，便自然想起學習的地

方。回想到老師教導的方法、行為等，很想再次透過他們用心的分享去學習和實踐。這一刻，用

心感覺到老師的悉心栽培和教育比一切來得更加重耍。

「回饋母校」就是我加入校友會最大的目標，以上這種種原因，更增添我想加入校友會的決

心。很想透過自己的崗位去盡一點義務和責任，希望在未來的日子努力令不同屆別的校友可以聚

首一堂，繼續宣揚母校的精神。

2001年畢業生

余凱文

情寄母校

回想起十多年前在校園讀書的時候，真的很懷念有得學習的機會和時間去發掘知識。雖然我

在嶺南讀書不足三年，但獲益良多。特別感謝老師們的支持及鼓勵，為我惡補英語，助我準備應

考英國學校入學試，使我能夠順利應付及繼續完成我的學業生涯。現在投身社會工作，仍會不斷

努力更新各方面的知識，為工作盡力。

2001年畢業生

陳綺雯

回首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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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創作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由1997年就讀中四開始，「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這個校名與我結下不解之緣。從一開始踏入學校，每一

天都是想著準時返學，準時放學。之後參與學校的戲

劇〈故園心〉，便經常被當時的任小莉校長留堂，變成

要早過人返學，遲過人放學。可能這個原因，我比其他

同學看到更多課堂以外學校的景象，亦因為參與戲劇學

會，認識由中一至中七的同學及全校老師，自此對學校

產生更豐富的感情，畢業後仍經常回校探望老師。

至於校友會，正正是因為經常回校。當校友會2004

年籌備成立時，就加入校友會籌備委員會，籌備校友會

成立的細節，回想起當時與一眾校友討論校友會會章的

時候，只可以用兩個字形容—「陰公」，對著幾十頁其

他會的會章，不斷地查來查去，反覆地討論，一班十幾

廿歲的校友不斷地討論幾個月，會章終於出世啦！

但這樣仍然未完結的，校友會當然要確立會章，又用了幾個月籌備成立典禮，不過幸好有當

時副校長李守儀校長、羅倬維副校長、曾慧珍老師、鄧智勇老師、馮偉文老師及校友會幹事共同

努力之下，2006年校友會成立典禮終於完成，校友會正式成立！

俗語說「創業難，守業更難！」校友會成立後便要籌劃會務，校友會有每年一度的校友日、

獎助學金、校友分享週會、選舉校董等等一連串的會務都是校友會幹事一同努力的成果。回想起

我在校友會擔當校友會主席的日子，可以說是精彩，因為守業真的好難！在這十一年來與幹事會

幹事及老師一同努力之下，校友會於2016踏入第10年，見證校友會的發展亦同時見證學校踏入第

25年銀禧，令我非常感觸，想起自己真的老了！不過，我仍然非常感恩能夠參與校友會，為校友

及母校服務，令我的人生更精彩及充實！

2000年畢業生

陳文達

我在校友會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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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嶺南衡怡創校二十五周年及校友會十週年的大日

子，我非常高興成為校友會幹事一份子，期間與各校友及母

校共同經歷了一段開心、愉快及繁忙的日子。

學校開放日當天，有幸代表校友會出席，看見很多離校

生回校參加，學生和老師談天說地，影相留念，這場面令我

感到開心和感動。盼望各位繼續積極支持校友會活動，發揚

嶺南「紅灰精神」的優良傳統。 

 

 2000年畢業生

莊志鵬

加入校友會大家庭

不經不覺，我已經在校友會服務了十個年頭。回想起一次在街上與曾慧珍老師相遇，談及

近况之餘也在這時就被曾老師邀請參加校友會幹事會。記得當晚回到學校門前的那一刻，心中

頗為興奮，因為這一間校舍是我未曾有機會享用過的。我帶著興奮莫名的心情踏入會議室，才

發現原來校友會的幹事的面孔非常陌生，各人都是年青貌美，朝氣勃勃，充滿朝氣。經過多次

出席他們的會議，漸漸地也融入他們當中及一起為母校服務。經過我們多年的努力，我們校友

會幹事會已由八位成員增加至十多位，校友會人材濟濟。

在幹事會籌備活動中，我們不分彼此，齊心合力，我們真的有太多太多回憶在腦海中出

現。我們也有出現意見分歧的時候，不過多年的合作亦令我們越來越有默契。除了開會之外，

我們亦會私下聚會。幹事會有一個不成文規定，就是每年的農曆新年都會安排一個團拜活動，

讓一班幹事可以聯誼一番及盡情玩樂。

我十分榮幸能夠有機會加入校友會，與一班年青有為的校友們一起為母校服務。適逢今年

是母校創校25週年及校友會創會10週年，我謹祝母校及校友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1994年畢業生

馬明珠

我在校友會的日子

1605--E22093-嶺南衡怡紀念中學-25周年校刊text192   192 2017/6/1   下午 09:27:47



193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創作篇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春風化雨桃李滿門

落葉歸根根在嶺南

陳祖謙學長

光陰飛似箭，緣份

校園建，友情心裡

佔，師生情永惦。

張穎儀學長

母校是我的另一個

家，這裡的一切都是

我最珍貴的回憶。

伍秀儀學長

一個溫馨的字眼，一

種深厚的感情，母校

是我永遠的家。

蘇玟妃學長

忘記了學校書本知

識，卻毋忘老師疼

愛及教導。

張美美學長

衡怡不但是我學習

和成長的地方，更

是我溫暖的家。

孔文彥學長

憶往昔，博學石旁，母校的

一草一木，老師的一顰一

笑，仍記憶猶新。蒙母校銀

禧，不忘母校培育之恩，十

年樹木，百年樹人，願母校

繼續發光發亮。

董秋學長

祝母校師生間情誼

精神能不斷傳承，

培育更多英才。

羅綽麒學長

感謝老師悉心栽

培，在我成長中留

下美好的回憶！

陳愛璉學長

畢業多年，每次回

母校見到熟識的臉

孔，總令我感到很

窩心。

馬曉民學長

學校是聯繫著師生、同儕的好

平台，讓彼此在知識、情感等

層面得以交流，互相影響。感

恩在這個平台中渡過七年的求

學光陰，所經歷的一切也成了

今天的美好回憶。

羅咏詩學長

綠葉綻放廿五載

衡怡情與你常在

徐昌傑學長

今天的柵欄，未來

的牆壁，都是靠以

往在校園裡所獲得

的去衝破。

蔡家威學長

情繫衡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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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智銘先生

Mr. Chiu Chi Ming
Hong Kong famous interior designer

香港著名室內設計師

1994年畢業

Graduated in 1994.

感謝嶺南衡怡給我的關愛及教導，令我畢業多

年也受用。

Thank you Hang Yee for giving me all the great 

kindness and guidance. The lessons last even aft er 

many years of graduati on.

Awards or Achievements 獎項或成就

• 2012年榮獲香港室內設計協會評審「專業級

設計師」會員資格。 

• 2013年獲得第八屆中國國際建築裝飾及設計

藝術博覽會之十大最具影響力設計師獎「住

宅空間類」。 

• 2013及2014年獲得澳洲墨爾本舉辦之Square 

Foot.com十大室內設計師獎。 

• 2014年獲得香港雅舍室內設計雜誌年度室內設計及家居品牌「最佳時尚個性風格設計獎」。 

• 2014年獲得成功設計大賽「成功設計獎」。 

• 2014年獲得第十屆中國國際室內設計雙年展銅獎。 

• 2014年獲得CIDA中國室內設計大獎香港地區「居住空間‧住宅設計獎」。 

• 2014年獲得Mediazone's 香港最有價值企業卓越企業大獎。 

• 2015年獲得美國國際設計大獎-IDA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s「年度辦公室設計-優異獎」

• 2015年獲得香港雅舍室內設計雜誌年度室內設計及家居品牌「最佳東西融合風格設計獎」。

• 2015年獲得香港MH摩登家庭雜誌年度室內設計菁英獎。

• 2016年獲得上海國際室內設計節「金外灘獎之最佳居住空間優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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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林潤發博士

Dr. Lam Yun Fat
香港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學院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6年畢業

Graduated in 1996.

多謝衡怡的老師對我永不放棄。

My sincere grati tude goes to all the teachers 
at Hang Yee, they never give up on me.

Research Interests 研究興趣

 Regional/local air polluti on modeling

 Interconti nental long-range transport of air polluti on

 Impact assessment of future climate change

 Global climate & air quality downscaling

 Stratospheric ozone transport

Publicati on出版刊物

HUANG, K, FU, J, HSU, N C, GAO, Y, DONG, X, TSAY, S C, LAM, Y F N, "Impact assessement of 

biomass burning on air quality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during BASE-ASIA",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Vol 78, 1 October 2013, pp 291-302, doi: 10.1016/j.atmosenv.2012.03.048.

#KUHLMANN, G, HARTL, A, #CHEUNG, H N H, LAM, Y F N, WENIG, M O, "A novel gridding algorithm 

to create regional trace gas maps from satellite observations", ATMOSPHERIC MEASUREMENT 

TECHNIQUES, 7(2), 2014, pp 451-467, doi: 10.5194/amt-7-451-2014.

LEE, Y C, LAM, Y F N, #KUHLMANN, G, WENIG, M, #CHAN, K L, HARTL, A, NING, Z,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identi fy the biomass burning sources contributi ng to black carbon episodes in Hong Kong",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Vol 80, December 2013, pp 478-487.

LI, N, FU, T M, CAO, J, LEE, S, HUANG, X F, HE, L Y, HO, K F, FU, J, LAM, Y F N, "Sources of secondary 

organic aerosol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fall: Contributi ons from the aqueous reacti ve uptake of 

dicarbonyls",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Vol 76, Fall 2013, pp 20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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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畢業

Graduated in 1998.

各位老師，感謝你們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了我人生的旅程。

To all my teachers, thank you for lighti ng up my lift  with all your love, hope and light.

Research Interests 研究興趣

 Computer Vision

 Image/Video Processing

 Computer Graphics

 Web Technology and Multi media

Publicati on出版刊物

•  Michael S. Brown and Yau-Chat Tsoi (2006) "Geometric and Shading Correcti on for Images of Printed 

Materials Using Boundary Interpolati on", IEEE Transacti ons on Image Processing (T-IP), June 2006

• Michael S. Brown and Yau-Chat Tsoi (2005) "Distorti on Removal for Camera-Imaged Print Materials 

Using Boundary Interpo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Image and Graphics, Special Issue: 

Advances in Document Analysis (IJIG), April 2005

蔡友集博士

Dr. Tsoi Yau Chat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香港科技大學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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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1991-2016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吳哲穎先生

Mr. Ng Chit Wing

1999年畢業

Graduated in 1999.

從校工到校長，衡怡給我的教導是終生受用。

What I have learnt at Hang Yee lasts my whole life.

Awards/Achevement 獎項/成就

• 香港十項全能紀錄保持者

• 2009年東亞運動會十項全能銅牌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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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凱峰博士

Dr. Wong Hoi Fung
香港浸會大學生物系研究助理教授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Faculty of Biolog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01年畢業

Graduated in 2001.

沒有衡怡，沒有今天的我。

I would not be the same if I were not 
at Hang Yee.

Research Interests 研究興趣

 Molecular endocrinology 

 Molecular basis of metabolic diseases: metabolic syndromes, obesity, diabetes and NAFLD

 Biological applicati ons of novel pepti domimeti c for biomarker and anti gen discovery

 Cancer immunology

 ROS signaling and infl ammatory response

Publicati on出版刊物

1. Wong RHF, Kwong T, Yau, KH, Au-Yeung HY. Real time detection of live microbial growth with a 

highly sensitive bioluminescence nitroreductase probe. Chem Commun (IF = 6.834). 2015 Feb 

26;51(21):4440-2.

2. Dempersmier J, Sambeat, A, Gulyaeva O, Paul SM, Hudak CS, Raposo HF, Kwan HY, Kang CH, Wong 
RHF, Sul HS. Cold-Inducible Zfp516 acti vates UCP1 transcripti on to promote browning of white fat and 

development of brown fat. Molecular Cell (IF = 15.052). 2015 Jan 22; 57(2): 235-46 

3. Wong RHF, Wang Y, Tang T, Hudak, CS, Yang D, Duncan RE, Sul HS. Phosphorylati on and Recruitment 

of BAF60c in Chromatin Remodeling for Lipogenesis in Response to Insulin. Molecular Cell (IF = 

15.052). 2013 Jan 24;49(2):283-97

4. Wong RHF, Sul HS. Insulin signaling in fatt y acid and fat synthesis: a transcripti onal perspecti ve. Curr 

Opin Pharmacol (IF = 5.203). 2010 Dec; 10(6):684-91. 

5. Wong RHF, Sul HS. DNA-PK: Relaying the Insulin Signal to USF in Lipogenesis, Cell Cycle (IF = 5.006). 

2009 Jul 1; 8(13):1977-8.

6. Wong RHF, Chang I, Hudak CS, Hyun S, Kwan HY, Sul HS. A role of DNA-PK for the metabolic gene 

regulation in response to insulin. Cell (IF = 35.532). 2009 Mar 20;136(6):1056-72. (Faculty of 1000 

selecti on).

Transcripti onal regulati on of energy metabolism

Transcripti onal regulati on of brown fat (BAT) development

Biology on energy metabolism and brown fat development 

traditi onal Chinese medicine derived natural products

Phosphoproteomic analysis of traditi onal Chinese medicine 
derived na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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