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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抱負和使命

本著基督精神，秉承嶺南辦學傳統，提供優質
全人教育，並以校訓「弘基格致，服務社群」勉勵
學生拓展豐盛和有意義的人生。在嚴謹而關懷和具
啟導性的環境下，提升學生的知識及學習能力，促
進學生的品德及學業發展，使每名學生都能增值進
步，貢獻社會，榮神益人。

服務社群
 
 
 
  
  
  

  
弘
基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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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學校開辦之初，曾遇過不少困難。學校曾借用銅鑼灣渣甸坊崇蘭中學舊址上課，

原本的校舍選址在杏花邨，連校名亦為嶺南杏花邨中學。但那個地點因為安全問題無法

動工，所以在 1995年暫時性遷入現在這個小西灣道校舍。後來又因原定的杏花邨校址

轉批予嶺南中學作遷校之用，變成嶺南中學在杏花邨，我們的校名有「杏花邨」卻在小

西灣。為免混淆，學校遂於 1999年 9月正式更名嶺南衡怡紀念中學，以紀念捐款人何

善衡及其妻李怡顏。

學校辦學就是要因材施教，我們絕不放棄每一位學生，無論起步點是高是低，老

師們都努力令學生在六年間有所進步。據教育局發佈的資料，本校學生持續多年進步明

顯。中學文憑試最佳五科及核心四科的增值，尤其數學科，屬全港表現良好的學校之

一。學校大堂垂掛一張張紙牌，上面寫着由老師為文憑試考生所寫的打氣字句，就是要

讓學生看到學校是一個團體，大家互相支援，迎難而上。

求知識固然重要，但體藝發展對人的發展也是同樣重要。學生在活動中發掘到自

己的潛能，提升自尊感，建立團隊的歸屬感。故此，為了幫助中一新生發展興趣和才能，

學校特設「潛能盡展計劃」，在上學期規劃不同的初階課程，於正式課堂時間內讓學生

參加體驗，期望同學能通過體驗課程了解自己的長處和興趣，從而在合適的領域上繼續

發展。

及早發掘自己的潛能和意趣，既是平衡學術與活動，其實亦是為學生的生涯規劃

做好準備。今年學校的生涯規劃獲得相關的全港學校主題大獎，就是對本校生涯規劃工

作的肯定。校長、副校長、科任老師以至全體班主任擔任「生涯規劃師」，透過不同計

劃，讓同學獲取相關知識，培訓多元技能及建立積極態度，以便他們探索、訂立及反思

個人生涯規劃目標。

衡怡老師上下一心，一直為學生獻上

心力和時間。希望學生帶着裝備，迎接挑

戰；帶着感恩的心，服務社會；帶着愛，

走着人生路。

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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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協作    提高教學成效

為了配合電子教學的發展，本校老師善用全校課室無
線上網的設備，積極鑽研各種合適的學習平台，包括
Youtube、Padlet、EDpuzzle、Schoology、Kahoot! 及
Google Classroom等，令學習不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也配合了學校關注事項之一 :發展課堂前後的自主學習策
略。學生透過電子平台作預習、小測、搜集資料、觀看錄
像等，為課堂時間內學習之重點作好準備，超過八成老師
同意大部份學生能建立基本自學能力，運用自學工具。

老師於課堂內則可針對難點作詳細講解或個別協助能力較弱的學
生。我們更已結集校內的良好翻轉教學經驗，於香港中學校長會的
工作坊、香港中文大學翻轉課堂優質教育基金項目的研討會作分享；
理科老師也參加了香港教育城的 eREAP共用電子教材計劃，資訊
與通訊科技科亦加入了職訓局的優質教育基金翻轉課堂計劃，衡怡
的教師團隊致力與其他學校交流學習，互補長短，以造福學生。

衝破時空障礙
電子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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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let電子平台

數學科課業互評

通識科促進外出參觀交流

學生分組參觀不同的環保組織後，把參觀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並將照片、影片及文字上載到 Padlet的平台上，與其他組員分享資訊。

中文科促進同學互評和交流

中文科使用 PADLET 訓練個人短講，促進學生之間的互評。

課堂實例

學生用 QR Code 觀看影片，然後完成預習。

綜合科學科課堂前預習

更多通識
電子學習
實踐經驗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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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近年參加校外 STEM 比賽獲獎舉隅

本校對創新科技教育一直不遺餘力，自
2013年已開始在初中電腦科教授手機程
式設計，在科學科滲入 STEM元素或在
地理科加入環保科技等等。我們亦在課
外活動方面，推廣學習機械人編程和製
作。由 2013至今，本校學生取得多個本
地及國際性比賽的獎項，成績有目共睹。

Arduino ( 跨科：綜合科學及電腦科 ) 

編程 ( 電腦科 )

年份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6-2017
理工大學生物工程學系 
STEM工作坊肌電氣球戰車比賽

最佳表現獎 2A 蘇靖恆   2B 袁誠駿

年份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5-2016 電腦應用程式編程比賽 2016 優異獎 (初中組專題習作比賽 ) 3B 孔祥耀

2013-2014 電腦應用程式編程比賽 2014
季軍 (高中組專題習作比賽 ) 4A 區浩研
季軍 (初中組專題習作比賽 ) 3A 蔡詠淇

2012-2013 Hong Kong City U-CS Robocode Contest 2014 2012 冠軍 6E 鄭頌希

STEM 融入教學  
培訓創新科技人才
•	 在其他學習經歷加入 STEM課程，例如 :3D模型設計、手機程式設計、Arduino 興趣班、Unity 編
程班、微電影製作及機械人編程等

•	 增設衡怡校園電視台及 STEM室
•	 成立創意媒體及科技學會，舉辦 LEGO EV3 製作及程式編寫課程
•	 應用 VR 製作虛擬孫中山史蹟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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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 ( 電腦科 )

年份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7-2018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一等獎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精工組 ) 2C 馬一波
最佳設計一等獎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精工組 ) 3B 郭頌晴 3B 鄺琬婷 3B 曾婉美

2016-2017

第十九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
型教育競賽

水火箭射靶賽，中學男子組：一等獎 (第一名 ) 
3C 陳權輝

第十九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
型教育競賽 - 香港區選拔賽

黃鸝手擲飛機直線距離賽，中學男子組： 
一等獎 (第一名 )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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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區選拔賽

水火箭射靶賽，中學男子組：一等獎 (第五名 ) 2B 陳權輝
水火箭射靶賽，中學男子組：一等獎 2B 岑子丰

2016-2017 ＣＷＢ遙控車大賽 冠軍
2A 陳偉堃 2A 陸正山
2A 朱鑫榮

2014-2015 2014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最佳設計及創意獎
2B 楊為賢 2B 柯穎詩 
2B 簡愷賢

科學探究 ( 理科 )

年份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7-2018
YMHK香港青少年機械工程協會
香港學界機械人相撲賽

冠軍
2B 繆凱鏗 2C 馬一波 
2B 梁浩然 2C 黃錦華

亞軍
1B 陳嘉俊 1B 甄梓巽 
1B 梁樂恆 1B 梁皓堯

2016-2017
YMHK香港青少年機械工程協會
香港學界機械人聯校相撲賽

銀獎 (中學組 ) 
2A 朱鑫榮 2A 陸正山 
2A 蘇靖恆 3B 施振傑 
3B 茹鎮軒 3B 謝偉健

2017教聯兩岸四地中學生機械人大賽 銅獎 (避障競速比賽初中組 ) 1B 黃錦華 1C 梁浩然

2015-2016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港區挑戰賽
銅獎 (太空任務挑戰賽 ) 4A 謝旻樺 4A 周倬嵐 4E 梁瑜珊
銅獎 (相樸挑戰賽 ) 3A 孫俊明 3A 林滸 3B 簡愷賢

2014-2015
科技顯六藝創意比賽 2015

「數」藝三等獎
6A 施啟智 6B 唐浚偉 6C 張家熊
6C 文志超 6D 李兆昀

「禮」藝三等獎
4A 羅嘉昌 4A 李    月 4B 夏泳洪 4B 林詠欣
4B 邱樂瑤 4B 楊駿洛 4C 麥迪文 4D 楊紫健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港區挑戰賽 二等獎 (創意賽 ) 3C 朱泳健 3C 布瀚文 2B 孔祥耀 2B 簡愷賢

2013-2014 亞洲機器人錦標賽 2013 (澳門 ) 銅獎 (Vex 機械人 )

4A 區浩研 4A 周芷琪 4A 盧國雄 4B 洪曉萍
4B 馬俊賢 4B 曾惠儀 4C 羅煜楊 4C 麥迪文
4C 黃樹培 4C 楊俊威 4D 郭志健 5D 冼嘉恆
5D 王浚暉

2012-2013 亞洲機械人錦標賽 2013 (台灣 ) 季軍 (機械人相撲 ) 3A 區浩研 3A 周芷琪 3A 盧國雄 3A 洪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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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English Department see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as an exciting 
challenge to make learning fun and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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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ing of  English in our lower forms. Those activities include:

•	 S.1 English Quiz Competition

•	 S.2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	 S.3 TV Commercial Prodction Competition

•	 S.4 Speaking Bee Cup

•	 Bandslam

Cultivating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 Fostering Active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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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ole-school Based English Activities
To provide an English rich learning environment, we encourage studen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such as our English Day on Fridays, the weekly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book sharing 
and speeches. On our Speaking Bee Fridays, students are rewarded when they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peak 
with teachers in English. We also have English News Reading Period and students are assigned to read 
English materials selected by the English teachers and have discussions in English.

3. English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Funded by the S. H. Ho Foundations, our school has held study tours to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for more than 10 summers! The purpose of  the program is 
to give all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an opportunity to improve English by 
immersing themselves in an all-English environment and attending formal English 
lessons which include special field trips to various tourist spots.

4. Providing Englis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Every year, we encourage our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and the result is always promising.

Our students also get a taste of  live threate performance experience in S.4. 
It is believed that these activities can help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appreciating English works.

5.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English Society
Students who return from the immersion program become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to help other students overcome their fear in English. They 
also assist teachers in the English Society and help organize vaiours English 
Activities.

6. Introducing e-Learning Platforms 
To cope with the current education trends and the needs of  different learners, our department 
started introducing e-learning platforms such as Schoology, Kahoot!, Google Classroom, Quizlet, 
NowComment, Popplet, Padlet etc. We believe that these learning tools can provide a mobile, 
relevant, personalised and self-paced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cater for different learners.

Speech Festival

Immersion Program

Speaking 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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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境外遊歷    

本校重視學生走出課室學習，每年都會於長假期

為學生安排不同的遊學團，以擴闊學生的視野和

眼界。透過遊學團的課堂外學習，學生可以將課

堂上所學習的知識，結合考察經驗，了解不同國

家文化及城市的發展，豐富學習經歷。

2017-2018 新加坡
理科新加坡遊學團

豐富學習領域

2017 泰國
地理科及旅遊與款待科學習團

2009, 2010加拿大
English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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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山東
中國歷史科及旅遊與款待科學習團

2013-2015 台灣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學習團

2017-2018 台灣
台灣大學參訪暨生活體驗團

2016-2017 敦煌
中國歷史科及通識教育科
—絲綢之路中華傳統文化藝術
        教育交流體驗營

2016-2017 中山
中山大學參訪暨嶺南尋根之旅

2013 首爾
理科組及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學習團

2014  越南 
地理科及通識教育科學習團

2014 南京
中國歷史科及旅遊與款待科學習團

2012, 2015 九州
理科組及旅遊與款待科學習團

2013黃金海岸
English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2014, 2018奧克蘭
English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2016, 2017悉尼 
English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2011, 2015凱恩茲
English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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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輔合一  培養良好品德
班主任跟升班制

每一位同學在初中或高中都由同一位老
師擔任班主任，目的是加強班主任與家
長的聯繫，建立合作伙伴的關係，在品
德的培育上及生涯規劃上都發揮了巨大
的作用。班主任與學生建立了深厚的感
情，能提升訓育及輔導的效能。

乘風航藝術發展日 -班際歌唱比賽

家長與班主任建立緊密溝通

中一成長營

中二 i-touch社區挑戰賽

褔音週學生見證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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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施教  照顧差異
高中選科具彈性  助學生多元發展實施小班教學　照顧學習差異

為照顧學習差異，本校特意調配資源，把中一至中六原本的四班分為五班，以減少各班人數，
再按學生能力編班，務求使每一位學生都能得到悉心的照顧。 本校致力發展學生各方面的潛能，學生可根據自己的能

力和興趣，有彈性地選擇修讀不同的科目，為自己的升
學或出路作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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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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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物 / 中國歷史 / 經濟 /資訊及通訊科技 / 物理
(可選其中一科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生物 / 旅遊與款待 / 視覺藝術
(可選其中一科 )

新高中文憑試 科目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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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同學對社會的歸屬感，德育、公民教育及環保教育組推行公民
大使計劃，帶領同學參與不同類型的社區服務。又與區內的富欣花園
長者中心合作，設立「長者學苑」已達十載，讓區內的長者能定期到
校參與不同種類的課程及活動，推廣長幼共融，促進跨代溝通。本校
參與服務的學生每年超過 400人次，總時數逾 4500小時。

一人一服務

讓學生透過學會或班的組織，策劃服務，對象以幼稚園及小學學生為主

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信愛學校開放日策劃

遊戲攤位

2017-2018環保為公益—慈善遠足活動

中五級策劃幼稚園學習活動班輔活動

中四先鋒到太古小學主持周會

服務學習   關心社群

策劃信愛學校開放日遊戲攤位活動 到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主持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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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學苑

學生為東區長者定期策劃並提供課程及活動，如
老少同歡日、電腦應用、工藝製作、圖書伴讀活
動、普通話班、環保工作坊等。讓長者能夠終身
學習，推廣「跨代共融和諧社區」的訊息。

公民大使計劃

讓同學學習服務社區不同人士，如 :開心智能學堂、課後補習班。

中二級先鋒小組策劃長者講座

「童讓愛‧共傳承」聖誕送暖行動

開心智能學堂

食品捐贈大行動及探訪食物銀行

深水埗「平等分享行動」

「著綠小西灣」嘉年華

環保驅蟲劑工作坊

普通話科舉辦長者
學苑普通話活動

老友記詠春班

小西灣老少同歡日

生命導師計劃，免費
協助區內小學生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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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展潛能  體藝訓練建信心
「潛能盡展」體藝訓練計劃

中一學生經過上學期逢週五的訓練課，了解自己所長及興趣，並揀選合適自己的項目，進行長期發展。超過九成老師都同意此
計劃可發掘和發展學生的個人潛能和興趣。這些團隊也讓學生體會到合作、溝通、解難、包容、承擔等價值和態度的重要性。
這些素質，不但令學生在該平台自信地發揮，更是同學們日後踏入社會舞台後，能發熱發亮的最重要元素。重點學習包括：羽
毛球學會、乒乓球學會、籃球學會、田徑學會、武術學會、結他班、歌詠團及舞蹈學會等。

學生心聲

運動學會分享會

老師心聲

「潛能盡展」計劃有助提升學生的紀律、責任感及自尊
感。此外，活動於星期五最後一節課進行，這有助緩和
學生一星期的學習壓力，舒展身心。

譚倩君老師
舞蹈學會負責老師

從潛能盡展學員到副隊長之路

回想起我剛升到中一時，參加了潛能盡展的課程，讓我有機會尋
找到並發展自己的興趣 – 長跑，亦增加了我對學習的動力及信心。
潛能盡展計劃讓我更了解田徑學會，是我加入田徑隊的其中一個
原因，使我確立自己的目標，除了讓我在比賽場上奪取獎項外，
對我做人處事亦有幫助，能成為副隊長。

中三級陳釗皓同學
田徑隊的副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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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類學會

田徑學會

籃球學會

劍擊學會武術學會

足球學會

排球學會

舞蹈學會

薈藝園

戲劇學會 咖啡學會Campus TV  

結他班

演辯學會

隨心．繪

撒母耳團契 基督少年軍 童軍團

類別 名稱
領袖訓練 學生會、先鋒小組

服務 公益少年團、童軍團、圖書館學會

運動 田徑學會、足球學會、籃球學會、排球學會、乒乓球學會、羽毛球學會、武術學會、劍擊學會

宗教 撒母耳團契、基督少年軍 

興趣
歌詠學會、管樂學會、戲劇學會、舞蹈學會、演辯學會、創意媒體及科技學會、棋藝學會、攝影學會

手作坊、校園小記者、山藝學會、咖啡學會、薈藝園、隨心．繪、Campus TV  

學科 中文學會、中史學會、英文學會、地理學會、數社、科學學會

管樂及歌詠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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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升學就業目標  
推動生涯規劃一直是我校過去 10年的關

注事項。我們的生涯規劃工作由中一開

始，它不單是某組別的工作，而是由校

長、副校長、科任老師以至全體班主任

擔任「生涯規劃師」。透過不同計劃，

讓同學獲取相關知識，培訓多元技能及

建立積極態度，以便他們探索、訂立及

反思個人生涯規劃目標。
規劃豐盛人生

2017年本校獲得全港學校卓越關愛校園「推
動生涯規劃主題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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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職場參觀

課外活動導師分享

嶺南大學生活體驗營 2018

高中工作體驗計劃

酒店實習

嶺南幼稚園

模擬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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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怡畢業生離開母校後，也會積極參與校友會，協助學校持續發展，
例如籌款資助學校發展課外活動、出席放榜晚會、午間升學就業分
享會、行業簡介會、支援運動校隊訓練、協助每年一度的陸運會運
作、提供職場實習機會、支援學校環保教育、參與模擬升學面試及
捐助獎學金等。我們的校友多處於人生的工作繁忙期，要投入支持
學校活動並不容易，全賴一顆對嶺南衡怡老師們感恩的心。

校友會活動

提供職場實習機會 ∼ 室內設計師　趙智銘學長

籌款資助學校發展課外活動

城市大學助理教授林潤發學長經常回校分享大學面試技巧，並介紹本校
再生能源裝置。

參與策劃及帶領福音營會

校友回饋  情繫衡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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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繫小學  建立跨校學習平台
衡怡盃

「衡怡盃──全港小學學術常識問答
比賽」已舉辦了十三年。參賽學校由
東區擴展至全港小學，2017-2018年

Scratch編程無人機工作坊

無人機的應用將會越來越普及，本
校一位高中生帶領着五位初中學生
到友校小學主持一個 STEM 活動，
教授小學生利用 Scratch編程控制
無人機自動操作。

衡怡盃 Scratch編程

度參賽學校多達十六間，參觀比賽的小學師生及家長逾三百三十人。賽事
分為初賽及決賽兩部份，每部份均設有必答題及搶答題。題目內容圍繞小
學四至六年級的中文、英文、數學、時事常識四個範疇。

舉辦衡怡盃旨在延續本校與各小學的聯繫；同時，鞏固同學在各學科的知
識，讓各小學同學有互相觀摩交流的機會。此外，亦為參與籌備工作的中
一至中四同學締造難得的學習經驗。

中小學交流計劃

飲水思源  感謝小學老師栽培

教導小學學弟妹奧數班

機械人編程活動

2016-18年度，本校中三至中五的學生亦曾為多間友校小學舉辦機械人編程活動，利用
手機程式控制機械人進行足球比賽，彼此都獲益良多。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中一同學把親手栽種的盆栽帶回小學送給小學老師以感謝多年教育之恩。

救世軍韋理夫人
紀念學校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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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展才能 本校學生在體藝方面獲得不少公開獎項。獎項能增強學生的自信，發揮
團隊協作力、更能增強對學校歸屬感，亦是未來持續訓練、堅毅不懈的動力。

比賽項目 參賽組別 得獎成績 學生姓名

中學校際越野比賽 (第一組 )

男子丙組 個人殿軍 2B 陳釗晧

男子乙組 團體殿軍

3A 鄭堯崴   4A 鄧駿揚   3B 鄭堯華
3A 劉欽僑 3C 徐鉦熙 2E 陳仲揚
4C 陳樂軒 4D 譚梓峻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學校際越野比賽

(第三組第二區 )

女子組 團體季軍

5B 江穎茵 5B 譚可欣 5A 方柔雅
5A 陳思琦 5B 陳海桐 3C 梁芷甄
4E 陳曉蔚 2D 劉芷瑜 3C 符文靜
3A 余思穎 2C 林穎欣 1D 區綺珊
1A 唐嘉慧  2A 陳凱晴 1D 譚凱澄
2E 魏沛而  4C 陳婉明 4B 吳康嘉

女子乙組 團體冠軍
4E 陳曉蔚 2D 劉芷瑜  3C 符文靜
3A 余思穎  3C 梁芷甄  4C 陳婉明

女子甲組 個人第三名 4B 吳康嘉

女子乙組 個人第二名 3C 梁芷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二組 )

男子甲組擲鐵餅 冠軍
6A 譚潤鍇

男子甲組推鉛球 亞軍

男子丙組 1500米

冠軍

2B 陳釗晧

男子丙組 4x400米
1C 程耀淳 2A 龐匡佑
2B 陳釗晧 2B 杜卓軒

男子丙組 團體亞軍 2A 龐匡佑 (代表領獎 )

屈臣氏田徑會

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 2017
男子甲二組推鉛球 第三名 6A 譚潤鍇

東區康樂體育協會、康文署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7

男子 C組推鉛球
冠軍 6A 譚潤鍇

男子 C組擲鐵餅

男子 C組推鉛球 季軍
6A 李嘉杰

男子 C組擲鐵餅

亞軍女子 C組推鉛球
6A 莊晴禧

女子 C組擲鐵餅

男子 C組一百一十米跨欄 季軍 5E 黃廷松

學界越野路之王長跑賽

男子甲組 個人第三名 3E 龐匡棓

男子乙組 團體冠軍

1B 范昇藍 2D 梁鎮鋒 2E 陳仲揚
3A 劉欽僑 3A 鄭堯華 3C 徐鉦熙
4A 鄧駿揚 4C 陳樂軒 4D 譚梓峻
3A 鄭堯崴

男子丙組
個人第一名

2B 陳釗晧

女子甲組 4B 吳康嘉

女子乙組

團體亞軍

2D 劉芷瑜 3A 余思穎 3A 何栢儀
3C 梁芷甄 3C 符文靜 4E 陳曉蔚
4C 陳婉明

女子丙組

1A 董家晴 1A 唐嘉慧 1D 譚凱澄
1D 區綺珊 2A 陳凱晴 2C 林穎欣
2E 魏沛而

田徑

科  技

球  類
比賽項目 參賽組別 得獎成績 學生姓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第二組 )(港島 )

女子乙組

冠軍

2A 陳慧儀 2B 陳凱晴 4E 陳靜儀
4A 陳芷欣 4B 莊希玟 4B 曾詩詠
4B 文嘉沂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第三組 )(港島 )

亞軍
2B 陳凱晴 2B 許詩彤 4A 羅慧雯
4B 譚詩澄 4B 郭希汶

比賽項目 參賽組別 得獎成績 學生姓名

中國航空運動協會

第十九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
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

黃鸝手擲飛機

直線距離賽
一等獎 3C 陳權輝

香港青少年機械工程協會 -YMHK
全港學界機械人相撲賽

中學組

冠軍
2B 梁浩然 2C 黃錦華
2C 馬一波 2B 繆凱鏗

亞軍
1B 甄梓巽 1B 梁樂恆
1B 梁皓堯 1B 陳嘉俊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教聯兩岸四地中學生機械人大賽
避障競速比賽 銅獎 2B 楊為賢 2B 柯穎詩 2B 簡愷賢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學習如此多紛 2018 
iGeneration Hong Hong

i-Code 初中組

冠軍 2B 繆凱鏗 2C 馬一波

3D 模型創作大獎
2B 繆凱鏗 2B 梁浩然
2B 王鎮汶 2C 馬一波

香港建造學院 意粉塔大挑戰 中學組 季軍
2C 何綾珊 2D 李家濠
2D 丁子桐 2D 王燦聖

香港航模協會

第二十屆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

競賽 香港區選拔賽

黃鸝手擲飛機

直線距離賽
季軍 2E陳仲揚

東區區議會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

「跨代融乜易」

中學生微電影創作比賽 2017/18
學生組

亞軍
5B楊為賢

最佳導演

亞軍 5A 林穎怡

香港小型賽車會

香港小型賽車會錦標賽 2017
公開組

第一站：季軍

2B 王鎮汶第四站：季軍

全年：總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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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藝  術  及 其  他 
比賽項目 參賽組別 得獎成績 學生姓名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 管弦樂團 公開組 何耀光大獎 4B 陳權輝

音樂事務處

2017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中學組 銅獎 學校管樂團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第 54屆學校舞蹈節

中學組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組別 )

甲級獎

學校舞蹈團

中學組 中國舞
(雙人舞組別 )

1C 余欣晴 1E 馮欣淇

香港學校戲劇節 中學組粵語組 傑出合作獎 戲劇學會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全港校際棋盤遊戲大賽
QUARTO ! 冠軍 4B 陳熙賢

東區海濱宣傳文件夾設計比賽 公開組 亞軍 6A 梁凱晴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香港東區執行委員會
公益少年團 2017/2018年度
香港東區中、小學堆沙大賽

中學組
最受歡迎獎

中學組殿軍

4A 關慧儀 4A 畢卉昕 4C 陳婉明
4C 董曉恩 4E 譚樂民 4A 鄧駿揚

Academy of  Fencing (Hong Kong)
1sth Quarter 2018 Fencing Competition

U14 Girl's Epee 2nd Runner-up 1C 李碧瑤

傑青武術暨音樂藝術中心

龍武館第二屆全港中小學

武術錦標賽

中學組男子個人尋橋拳 第 1名 4B麥超盛

中學組男子個人小念頭拳 第 3名 3D區晉熙

中學組女子個人詠春

小念頭拳
第 2名 5C 李欣桐

中學組男子五步拳 第 2名 4B 曾德鴻

中學組女子南拳 第 1名

1B 杜浠潼中學組女子初級刀術 第 2名

中學組女子全能 第 3名

中學組集體詠春

小念頭拳
第 1名

2B 馮瑋絡 2B 王鎮汶 2B 袁禮謙
3D 區晉熙 4B 麥超盛 2E 鄭斯朗

中學組集體五步拳 第 3名
1C 馮漢宏 1D 郭邵邦 1D 李珀賢
1E 蔡嘉富 1E 鄭宇杰 1E 徐健浩
1B 龔少瀚

香港武術聯會

全港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 2018

女子初中學組

初級南拳
第 1名

1B 杜浠潼女子初中學組

初級刀術
第 4名

女子初中學組全能 第 3名

大埔體育會及香港跆拳道正道會

2017至 2018年度
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男子兒童 (13-15歲 )
A組 (搏擊 )

冠軍 2E 鄭斯朗

比賽項目 參賽組別 得獎成績 學生姓名

The 69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1 Boys
Champion 1C 盧逸晴

香港中風基金

全港中學中風常識問答比賽
中學組 「最佳成績獎」亞軍

2B 馮瑋絡 2B 李芷珊
2B 莫浩雲 2B 陳凱晴

東區區議會 東區健康城市
譜出健康新「煮」意烹飪比賽 2017-2018

學生組 季軍 3D 蔡伊琳 3D 蕭玉婷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愛心寄天安門母親」心意卡設計比賽

公開組

冠軍 2B 周嘉敏

亞軍 2C 何綾珊

東區防火委員會 東區民政處及消防處
東區防火安全標語創作比賽

季軍 5B 周采瑩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影像歷史：香港歷史文化遊」

路線設計比賽

亞軍
5B 黃先源 5C 孫俊明
6B 龐   德 6B 吳嘉軒

am730媒體有限公司、
Good Morning Class

第三屆全港中學學界廣告 賣橋王比賽
高級組 品牌大獎

5A 楊麗亭 5A 李思穎 5B 陳莎貝 
5B 黃先源 5C 李欣桐 5C 孫俊明

保良局主辦  教育局
2017國際可持續旅遊發展年

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賽 2等獎 4B 莊希玟 4A 林學謙 4B 王卓妍  

世界賽 3等獎 4C 歐陽曉欣   4E 王敏嬈

香港賽 2等獎 4D何靖嵐

世界賽 1等獎 4D許金諾

世界賽
3等獎

4C董曉恩 4C王偉駿 4D 陳心怡 
4E陳曉蔚 4B黎佩欣 4E曾珮文香港賽

香港島校長聯會

2017年香港島傑出學生
2017分區 優秀學生 3A 余思穎 5A 林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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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柴灣小西灣道三十一號    電話：2576 4852    傳真： 2882 4540

電郵：info@lhymss.net    網址：http://www.lhym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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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世傑醫生

校長：李志霖先生 

嶺 南 衡 怡 紀 念 中 學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