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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辦學宗旨 1

創建電子學習平台 培養高新科技專才 2

高效學習 因材施教 5

訓輔合一 培養良好品德 7

升學及就業輔導 實踐生涯規劃 8

服務學習 關心社群 9

跨科組境外交流 衝出香港開眼界 10

課外活動顯潛能 12

學生成就現自信 14

校友回饋 薪火相傳 16

學校資料 17



發展個人潛能 盡顯衡怡精神
教育是為了下一代。衡怡走過廿五年，頒獎台上的笑臉，運

動場上的汗水，舞台上的功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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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的教育裏，人才是核心。我們深信學習的過程是辛勞的，

但過後就會得到滿足和快樂。每位同學都有不同的恩賜，起步點各有不同。透過老師們細意安排各種學習

經歷，信任學生的無限潛能，因才施教，照顧差異。從電子學習、翻轉教室中，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提

升教學效能；從發展體育、藝術、音樂等的潛能，讓學生建立自信及抗逆力，磨練鬥志，面對人生的挑戰；

從不同科組提供的境外學習和交流，讓學生廣開視野，不再局限於書本的知識，而要放眼世界，建立跨地

域的人際網絡。

我們的班主任在兩個重要的階段上，從旁引路，同歷風雨，以嚴謹而關懷的信念，牧養學生，帶領他們走

當行的路。這樣，衡怡的學生才能展翅高飛，飛到不同的領域上，大放光彩；飛到不同的社群裏，貢獻自己。 

我們本著嶺南教育機構的辦學宗旨，提供優質全人教育，積極培養學生自律的精神，使他們成為

專注學業、待人以禮、守諾盡責、為人設想、處事審慎認真、對社會有承擔的青年人，拓展豐盛

和有意義的人生。 

辦學宗旨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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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電子學習平台 培養高新科技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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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老師利用資訊科技，不單拉近了老師與學

生之間的距離，更方便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電子學習平台 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
‧ 全方位推行電子學習

‧ 引入平板電腦為學習工具

老師把以往單向教授的內容以影片方式先紀錄和發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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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校參與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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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在教學方面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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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學生丁善鈞同學的分享—摘自教育局舉辦的焦點訪談內容「我欣賞數學科老師善用資訊科技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老師就不同的運算技巧進
行錄影教學，製成「一般版」及「拔尖版」的短片，然後上載讓同學按自己的能力
選擇短片進行預習。課堂上老師會再指出算式操作的常見錯誤，並重申學習重點。
這方法有助我進行自主學習。」  〈頭條日報 2016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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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科學科技工程數學 ) 計劃
本校乃環保科技的先鋒，2007 年已加入社區天氣資訊網絡，利

用本校天台的氣象站為香港天文台提供天氣數據。另有太陽能和

風力發電裝置，加上再生能源監控系統，達致節能和教育的目

的。可見，本校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教育（STEM）方面是早著

先鞭的。 另外，本校今年會與理工大學合作 STEM 計劃，體現

了衡怡老師們乃「學習型社群 (learning community) 」。

初中電腦科會有手機應用程式編寫及設

計的校本課程，並有研習

VEX 機械人和 LEGO

機械人的興趣班。學

生參加各項世界性的

比賽，成績彪炳。

環保科技 早著再生科技先機 資訊科技

中四電腦與資訊科技科學生於 2016 年參加了由香港資訊教育

領袖學會舉辦的「千人 3D 打印創作解水困˙齊破健力士紀錄」

活動，透過學習及利用 3D 打印及設計，引發創意，嘗試解決

世界上不同地方的「水資源」問題。

LEGO 機
械人

風力發電機組

太陽能光伏板

可再生能源監控系統

VEX 機械人 3



如何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科學老師教到力學時，學生要先

做一個「水火箭」的專題報告。然後透過班際水火箭比賽，

將知識實踐出來。成績優異的隊伍，將被推薦參加全港性的

「中學生水火箭比賽」。2016年有兩位學生奪得「一等獎」，

中二級陳權輝同學更成為香港代表，遠赴海南參加第十八屆

「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 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

結果在全國水火箭賽中學（男子組）中奪得第十二名，與及

全國黃鸝賽中學（男子組）中奪得第七名，成績驕人。

本會提供一個創意平台，讓同學善用媒體及資訊科技，從而認識社會，探索世界。

每位同學都需動手製作視像，透過親身拍攝、剪輯及後期製作的學習經歷，以培

養同學的自學能力、責任感、同理心及團體合作精神。同學組成不同的製作隊伍，

將校園活動的點滴呈現於校園電視。學校現正計劃申請 QEF 優質教育基金開設

更具規模的校園電視台。

科學科技 水火箭帶你飛出香港

創意媒體及科技學會

由製作科學專題報告，測試水火箭，

到參加全港選拔、培訓，最後躋身全

國賽。對我來說，是一個追求夢想的

旅程。我學會了凡事小心謹慎，一個微不足道的錯

誤，都足以影響整個局面。好像全國賽前一天的訓

練，我忘記把發射架的水泵出就急忙地插上火箭。

結果，火箭在未有充分準備下發射了。第二，我發

現「一山還有一山高，強中自有強中手」。我們應

該將目光放遠些，與不同對手較量，才能令自己不

斷進步。第三，我學到獨立應付突發事情能力。比

賽期間存在很多變數，例如：風速、水壓和風向。

我要有足夠判斷力，以當時的風向風速等來決定發

射方向，例如：第一次我支箭離目標 10.68 米，由

於風太大，我必須調整發射角度，結果成功縮短距

離至 3.68 米。

陳權輝同學的追夢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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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發展學生不同方面
的潛能。學生可根據自己的
能力和興趣，並按升學出路
選擇修讀不同的科目，配搭
更具彈性。

新高中課程科目一覽

科目         班別 A 班 B 班 C 班 D 班 E 班

核心科目 ( 一 ) 中文

核心科目 ( 二 ) 英文

核心科目 ( 三 ) 數學 （按能力分組上課）

核心科目 ( 四 ) 通識教育 （分六組，配合選修科同步上課）

選修科目 ( 一 )
地理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經濟 / 資訊及通訊科技 / 化學

( 可選其中一科 )

選修科目 ( 二 )
生物 / 中國歷史 / 經濟 / 資訊及通訊科技 / 物理

( 可選其中一科 )

選修科目 ( 三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生物 / 化學 / 旅遊與款待 / 視覺藝術

( 可選其中一科 )

其他學習經歷 體育、音樂

高效學習 因材施教
衡怡上下本著因材施教的精神，絕不放棄每一位學生。我們致力讓學生經歷在學業上有長進，無

論起步點是高是低，是哪一學科，老師們都努力令學生在六年間有所進步；而量度此方面的最佳

工具，便是教育局發放的增值指標。據教育局發佈的資料，本校學生持續多年進步明顯。2016 年

中學文憑試最佳五科及核心四科的平均，增值九位數皆達至八級，其中兩科更是全港進步最大的

首 10% 學校。 

為全面照顧學生個別差異，本校調配

開辦班級的資源，將中一 至六各級編

排比原編配多一班（即由原本四班改

為共五班），減少每班人數，並按學

生能力編入各班，使老師能有效照顧

學生的學習需要。

實施小班教學 照顧學習差異

高中選科更具彈性 有助學生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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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語言環境 主動學習建構知識

透過晨會，學生會以不同語言向同學分享訊息，強化兩文三語

的能力。例如：星期三的晨會時，會以普通話分享日常生活

的話題，以廣東話分享時事議題及閱讀心得；星期五則配合

Speaking Bee ( 英語日 )，以英語分享 Speaking Bee的主題。

‧ TV Commercial Production 
Competition

‧ English Fun Day

‧ Bandslam

‧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 中一語文遊蹤

‧ 朗讀大比拼

‧ 中四口語溝通大比拼

‧ 聯校小組討論

‧ 作家講座

‧ 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 學生閱讀獎勵計劃

‧ 暑期閱讀獎勵計劃

‧ 網上閱讀計劃

‧ 親子閱讀計劃

‧ 全校讀報課

晨會廣播

語文活動 閱讀計劃

Speaking  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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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輔合一 培養良好品德

班輔活動

中一 成長營

乘風航
中二 i-touch 社區挑戰

 班團建立活動

中四 歷奇日

本校每一位同學在初中或高中都由同一位老師擔任班主任，目的

是確保班主任與家長的聯繫與及跟學生的感情得以延續和提升。

這制度一直行之有效，甚得教師、學生及家長的認同，2007 年更

獲教育局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的第二屆「一個學生都不能少」

嘉許計劃頒發獎狀嘉許，2009 至 2015 連續七年更獲教育局及香

港輔導教師協會頒發「關愛校園」榮譽，證實本校有著不放棄任

何一個學生的崇高辦學理想。

班主任跟升班制

跟班主任升班制影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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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 實踐生涯規劃
本校重視學生生涯規劃教育，持續多年作為學校關注事項。各級有關升學及就業輔

導的活動多不勝數，尤以高中更為豐富。

模擬升學面試工作坊

參觀教育及職業博覽會

中六模擬放榜

嶺南大學生活體驗營

中三參觀旅遊業發展中心

「職場達人」酒店職場體驗計
劃

中六級「面試秘笈」工作坊

生涯規劃活動

 學生於酒店中實習

大學生生活體驗

大學生生活體驗8



服務學習 關心社群

數碼橋樑長者電腦班

先鋒小組長
者講座先鋒小組長者活動

先鋒小組長者活動

為長者籌辦
聖誕聯歡活

動

普通話班

中四學生參
與嶺步同行

籌款日
本校中五學生到聖雅各褔群會

銅鑼灣幼稚園帶領學習活動
本校先鋒小組到小學主持

德育週會本校學生為信愛小學開放日設計及主持展室活動

為配合學校辦學精神、宗旨及新高中學制中「其他學習經歷──社會服務有關的學習活動」，積

極提供學生參與社會服務的機會，包括為長者事務出一份力，讓長者發揮老有所為、終身學習的

精神，並推廣「跨代共融，和諧社區」的訊息。以 2015-2016 學年為例，本校曾參與社區服務的

學生超過 1200 人次，總服務時數更超過 5100 小時。

長者
學苑

  一人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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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組境外交流 衝出香港開眼界
本校重視學生走出課室學習，讓學生可以親身體驗和考察，印證課堂學習內容，擴闊視野。以下表列了各科、

各組及跨科合作籌辦的遊學團，並活動的學習和參觀重點。 

科目 年份 地點 學習及參觀重點

英文科
1999-2016
每年暑假

曾到加拿大、
英國雷丁、悉尼、
奧克蘭、凱恩茲、
黃金海岸等

1. 當地學校上課：接受正規英語強化課程
2. 認識當地文化：安排寄宿家庭，體會當地家庭生活
3. 課餘參觀遊覽：實地考察及進行文化交流活動

中文科
1999-2001
及 2005

廣州、佛山
1. 陳家祠及光孝寺：認識傳統祭祀文化及木構建築
2. 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了解廣州歷史及古代文化
3. 石灣陶瓷工藝廠：認識傳統工藝技術

通識教育科 2011-2012 台灣
1. 八里垃圾焚化廠及八里衛生掩埋場：認識台灣環境保育
2. 親訪九份山城、台北 101 大樓、誠品書店：認識當地文化發展

旅遊與款待科 2010-2011 澳門 澳門歷史城區：認識當地文物保育及旅遊業發展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2012-2013 台灣 ( 比賽 ) 參加 LEGO 及 VEX 機械人比賽，並奪得季軍

2013-2014 澳門 ( 比賽 ) 參加 VEX 機械人比賽並奪得銅獎

2014-2015 台灣
1. 國立科技大學：參觀當地資訊科技教育
2. 捷運系統：考察網絡設計工程及操控系統

中國歷史科及
旅遊與款待科

2007-2008
中原

( 鄭州、西安 )

1. 西安古城：體驗古代貴賓入城儀式
2. 秦始皇兵馬俑：認識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3. 華清池：考察與楊貴妃相關歷史遺跡

2013-2014 南京
1. 總統府：了解近代歷史
2.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與幸存者對話
3. 中山陵：了解近代歷史

2014-2015 山東
1. 泰山及孟廟孟府：考察聯合國世界自然及文化遺產，並參與成
人禮
2. 甲午戰爭博物館：認識甲午戰爭

地理科及
旅遊與款待科

2005-2006 廣州
1. 本田車廠：了解廣州的工業發展
2. 海珠區官洲街侖頭村：了解城巿發展對農村的影響
3. 鹽田國際集裝箱碼頭：了解當地的經濟發展

2008-2009 台山
1. 台山師範中學：與學生交流
2. 皮革污水處理廠及華美鎖廠：認識台山的工業生產
3. 梅家大院及台山華僑文化博物館：了解僑鄉發展歷史

2011-2012
2014-2015

九州
1. 阿蘇火山及八地獄：考察火山及不同成份的噴泉和溫泉
2. 八幡製鐵廠及熊本城：考察重工業及了解當地文物保育
3. 高千穗峽及鬼之洗板：觀察峽谷自然地貌及頁岩

2016-2017 泰國
1. 泰國稻米農田及稻米加工廠：掌握當地重點經濟項目
2. 椰子園及椰子製品加工：了解本土工業發展
3. 泰國音樂及廟宇：認識當地文化生活

地理科及
通識教育科

2013-2014 越南
1. 下龍灣：認識石灰岩地貌
2. 河內三十六行街及法式建築：認識當地歷史及文物保育方法
3. 欣賞水上木偶戲：認識本土藝術文化

商科組 2012-2013 新加坡
1. 新加坡城市規劃展覽館：了解新加坡經濟、商業、旅遊發展
2. 到訪老巴剎市場、小印度：認識當地文化
3. Tiger Beer 啤酒廠：考察釀酒過程

理科組、地理科、
中國歷史科及旅遊
與款待科

2006-2007 廣州
1. 陳家祠：認識嶺南建築藝術
2.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認識清末革命軍的歷史故事
3. 珠江啤酒廠：認識啤酒生產過程及銷售策略

理科組及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2012-2013 首爾
1. 廢物廢水處理中心：考察當地處理固體垃圾的方法
2. 科學體驗館：以互動方式學習科學原理及生態科學
3. 三星展示館：了解韓國創新科技

通識教育科及
商科組

2009-2010 上海
1. 世界博覽會：認識舉辦世界盛事的意義
2. 上海南匯第二中學：與當地學生交流
3. 寶山鋼鐵廠、洋山深水港、東海大橋：了解經濟發展及民生

升學及就業
輔導組

2013-2014
2015-2016

台灣
1. 參訪銘傳、元智、逢甲、東海、明道、朝陽科技及國立屏東科
技等大學，了解台灣升學前景，與及大學的學習模式與設施
2. 參觀九二一地震紀念館及一中夜市：認識台灣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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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顯潛能
為了幫助中一同學發展興趣及才能，本校的一些重點學會，於上學期規

劃了不同的初階課程，於正式課堂時間內讓學生參加和體驗，期望學生

能在課程後了解自己的興趣及長處，於合適的領域上繼續發展。

田徑學會

羽毛球學會

舞蹈學會

歌詠團 戲劇學會

管樂團

潛能盡展訓練片段

乒乓球學會 學會報名人頭湧湧

潛能盡展計劃∼七大核心學會

12



專業教練指導足球訓練

女排球技不讓鬚眉

本校設有逾三十個課外活動學會，學生可按自己的興趣及需要而參加。

而且，接近半數引入專業教練及邀請學兄學姐回校訓練同學。

青年廣場藝術表演見證學習成果

學會活動多元化 引入專業教練培訓

舞蹈學會舞藝超凡

籃球隊橫掃學界

童軍團隊活動多元
化

 司儀團隊多才多藝 戲內戲外全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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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現自信（僅摘錄部份獎項）

校外比賽—學科獎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第 18 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 一等獎 2B 岑子丰

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香港賽） 一等獎 ( 第五名 ) 2B 陳權輝

全港中學生實地考察報告比賽 公開組金獎 5A 張蕙心 5B 吳芷筠 5C 陳凱欣 5B 趙紫淇

第5屆香港LEGO機械人運動會（機械人劍擊賽） 冠軍 4A 朱泳健 3B 孔祥耀

第 5屆香港 LEGO 機械人運動會（迷宮賽） 冠軍 1B 朱鑫榮 1B 陸正山 1B 蘇靖恆

第 5屆香港 LEGO 機械人運動會（迷宮賽） 亞軍 2C 施振傑 2C 謝偉健 2C 茹鎮軒

第 9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
（中學組粵語—新詩）

亞軍 3C 陳海桐

第 67 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粵語歌詞） 亞軍 5A 張正彤 5B 吳芷筠

第 67 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粵語歌詞） 季軍 3C 陳海桐

第 67 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The first-runner up 4B 石家怡

香港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銅獎 1A 徐鉦熙 1A袁誠駿 2C 文嘉沂 2C 曾卓琪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港區挑戰賽
( 太空任務挑戰賽 )

銅獎 4A 謝旻樺 4A 周倬嵐 4E 梁瑜珊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港區挑戰賽
( 相撲橫綱挑戰賽 )

銅獎 3A 孫俊明 3A 林滸㣰 3B 簡愷賢

第 18 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三等榮譽獎 3C 殷梓桓

名繫啟德坊行人專用街道命名比賽 ( 學生組 ) 亞軍 1D 蕭玉婷

「辛亥革命元老後人與學生對談會」暨
辛亥革命 105 週年徵文比賽

優異 5B 何曉晴

學生 Apps 學生寫流動應用程式設計比賽 優異獎

3B 史柏豪 3B 陳嘉謙 3A 鄭梓鋒 3A 林滸椉

3A 孫俊明 3A 余冠圖 3A 黃先源 3B 孔祥耀

3B 劉梓謙

科技顯六藝創意比賽 2015
「禮」藝
三等獎

5A 羅嘉昌 5A 李月 5B 夏泳洪 5B 林詠欣

5B 邱樂瑤 5B 楊駿洛 5D 楊紫健 4C 麥迪文

全港中學南區古蹟印章設計比賽

印章金獎 4A 司徒稀琳

優異獎 4A 石倩雯

特別獎 4E 朱凱欣

2015 國際光及光基技術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世界賽及香港賽
三等獎

4E 庾景偉 4E 源美雪 4E 胡進仁 4D 梁采盈

香港賽三等獎
4D 賈文怡 4D韓嘉厠 4E 吳恩婷 4E 梁瑜珊

4B 黃靖文 5B 曾靄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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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課外活動獎

田徑學會

本校田徑隊已躋身全港中學越野賽第一組別，而且成績非凡，屢創佳績。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5

男子 D組推鉛球 冠軍 ( 破大會記錄 ) 4A 譚潤鍇

男子公開組 1500 米 冠軍 5D 陳冠穎

男子公開組 1500 米 季軍 3C 謝俊賢

男子 C組 200 米 季軍 5A 張榮耀

男子 C組 400 米 亞軍 5E 陳嘉宇

男子 D組 400 米 亞軍 4E 張啟超

男子 D組 400 米 季軍 2E 龐匡棓

中學校際越野錦標賽 ( 第一組 ) 2015 男子甲組團體 殿軍

中學校際田徑錦標賽 ( 第二組 ) 2015

男子乙組 800 米 冠軍 3C 謝俊賢

男子乙組 1500 米 冠軍 3C 謝俊賢

男子乙組推鉛球
冠軍 3D 呂小龍

亞軍 4A 譚潤鍇

男子甲組 800 米 冠軍 5C 林宇亭

男子甲組 1500 米 亞軍 5D 陳冠穎

男子甲組 5000 米
亞軍 5D 陳冠穎

殿軍 3D 楊浩然

第 10 屆吐露港 10 公里賽 2015
男子青少年 B2 組 冠軍 3C 謝俊賢

男子青少年 B3組 季軍 5D 陳冠穎

奕豐城市挑戰賽 2015（三公里挑戰賽） 學生男子組 季軍 5D 陳冠穎

傳愛同心慈善跑 男子青年組 8公里 冠軍 5D 陳冠穎

屯門區長跑賽 男子少年組個人賽 冠軍 3C 謝俊賢

離島區長跑賽 男子 15 歲以下 5公里賽 冠軍 3C 謝俊賢

深水埗區越野賽 男子青年組 冠軍 3C 謝俊賢

猴年大年初一利事跑
男子少年組 冠軍 3C 謝俊賢

男子少年組 亞軍 4D 馮俊達

沙田活力跑 男子中學組 2公里 季軍 5C 林宇亭

寶礦力水特皇者之戰馬拉松 2015

男子少年 2組 2公里 殿軍 3C 謝俊賢

男子少年 3組 2公里 亞軍 5C 林宇亭

男子少年組 10 公里 亞軍 5D 陳冠穎

項目 獎項

舞蹈學會 第 52 屆學校舞蹈節—爵士舞及街舞（群舞） 甲等獎

管樂團 2015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管樂團比賽（中學初級組） 銅獎

戲劇學會 香港學校戲劇節（中學粵語組）
傑出演員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羽毛球學會 香港學界港島羽毛球比賽（女子乙組） 亞軍

乒乓球學會 香港學界港島乒乓球比賽（女子丙組） 季軍

國術學會
第 10 屆香港國際武術比賽暨葉問杯

第 6屆世界詠春錦標賽
男子 52kg 組
女子少年組

第一名
第一名

基督少年軍 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島及離島區步操比賽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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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回饋  薪火相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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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校工到校長，衡
怡給我的教導

是終生受用！」

‧ 香港科技大學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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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浸會大學生物系研究助理教授「沒有衡怡，沒有今天的我。」

‧ 香港城市大學能源
及環境學院

助理教授

「“My sincere gratitude g
oes to all 

the teachers at Hang 
Yee, they 

never give up on me.”」

趙智銘學長
趙智銘設計師事務所工作體驗：學生展示個人設計概念

趙智銘學長與視覺藝術科

合辦，為期六星期的「師

˙生˙校舍」設計工作

坊，讓學生體驗室內設計

師的工作過程，為學校重

新設計大堂。高中視覺藝

術科的同學獲益不淺！

王凱峰博士

林潤發博士吳哲穎學長 蔡友集
博士

校友工作經驗分享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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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料

學校類別：政府資助男女學校

辦學團體：嶺南教育機構

創校年份：1991 年

宗　　教：基督教

校　　監：招天立先生

校　　長：李志霖先生

電　　話：25764852

傳　　真：28824540

電　　郵：info@lhymss.net

學校地址：香港柴灣小西灣道 31 號

學校網址：http://www.lhym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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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學校：

1. 由柴灣地鐵站到小西灣 , 請乘搭小巴 47M，小巴到達小西灣綜合

大樓（行人天橋底）下車，約 2分鐘即可到達。

2. 由杏花村地鐵站到小西灣，請乘搭小巴 62，小巴到達小西灣綜合

大樓（行人天橋底）下車，約 2分鐘即可到達。

3. 由港島區各處到小西灣，可乘搭 8P、 8X、 82、82X、 84M、85、

788、789 等巴士

4. 由九龍及新界各處到小西灣，可乘搭 106、118、606、 682 及 

694 等巴士

離開學校：

1. 同樣可乘搭小巴 47M或 62 前往柴灣或杏花村地鐵站

2. 可乘搭 8P、 8X、82、82X、84M、85、788、789 等各巴士站前

往港島區各處

3. 可乘搭 106、118、606、682 及 694 等各巴士站前往九龍及新界

各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