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人「勤力讀書，出人頭地」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認

為「書中自有黃金屋」，但過分重視學業成績只會為學生帶來

無形壓力，把他們壓得透不過氣，悲劇往往由是發生。作為教

育工作者，我當然期望學生能學有所成，日後有遠大的未來；

但更寄望他們懂得關愛他人，才德兼備。因此，惠僑一直以來

除了著重同學的學業成績，更重視他們在德育方面的發展。

  我相信每位同學都有無限潛能，有待大家一起發掘。新高中

學制的課程設計更寬廣與全面，可以照顧同學各方面的學習興趣

及貫徹多元化的辦學理念。惠僑早在新課程推行前，便在正規課

程外舉辦多姿多采的課外活動，冀提供一個更獨立自主的發揮空

間予每位同學，讓他們盡情發展學科以外的才藝與技能。同學參

與校外比賽，一方面可為校爭光，另一方面亦可了解彼長己短，

擴闊眼界，在良性競爭中激發潛能。若然有幸得獎固然可喜，但

失敗亦可從中汲取經驗，完善自我，而活動過程中所得的歡笑、

悲哀、激動，更是人生最可貴的生活片段及經驗。

  二零零一年已實施的「世界學堂」，正是本校推動個人發

展的重要計劃，它既配合教育改革建議，亦讓學習超越學科課

程和考試的局限，令學生得到全面的學習經歷。所謂「讀萬卷

書不如行萬里路」，中國大陸是蘊藏數千年文化的寶庫，同學

可藉著實地考察，印證課堂所學。因此校方期望每位同學在學

期間，最少會有一次機會往海外考察，以達到本校「立足香

港，放眼世界」的辦學宗旨。至今，本校師生已先後到訪北

京、上海、南京、四川、廣州、成都、長江三峽、昆明、麗

江、珠江三角洲、惠州及澳門等地，獲益良多。

  猶記得零三年曾到訪雲南並與昆明八中開始互訪交流，今

年，惠僑的世界學堂計劃亦再次踏足雲南。由朱德榮副校監帶

領下，師生一行四十人與一所全國擁有第二多的少數民族的雲

鄭智賢校長

南重點中學  雲南民族中學進行交流，並觀摩學習，同學們

透過計劃，接觸不同文化的特點、認識不同地域的風土人情，

令個人社交及學術層次不斷攀升，並且在發展多元智能的同

時，亦提升語言能力和溝通能力。

  回想當日的學術交流研討會，氣氛實在十分熱烈，交流活

動可謂十分成功。兩校師生都投入討論，彼此分享教學心得，

雲南民族中學無論在學校管理、課程及教學方面都有很多地方

值得我們學習及借鏡，只可惜行程緊密，時間短促，期望日後

兩校可互訪指導，繼續保持聯絡，藉以提昇教學效能。旅程中

最難忘的是，在學術交流研討會開始前，師生寓學習於娛樂，

雲南民族中學校長李暾及領導熱情接待我校師生，同遊大理天

龍八部影視城、一起乘索道飽覽蒼山風景、暢遊洱海及昆明古

蹟名勝，實是一個愉快而難忘的經驗。

  本年，惠僑更先後與國內多間中學締結成姊妹學校，包括

廣州市天河中學及廣州市第七十五中學，希望雙方就教育現

狀、學校管理、兩地教育體制、課程內容、教學方法及經驗等

各方面進行學習交流，例如透過體育夏令營、作品交流、書信

交往等方式，增進兩校師生之間的了解、交流和友誼，更可派

出優秀教師駐校，擔任訪校教學顧問等，進一步推動中港兩地

中學的互動，共同提升辦學質素。

  面對課程改革的轉變，上課模式從課堂教學到全方位、跨

科學習，「世界學堂計劃」就是貫徹以「學生為本」的精神，

讓同學親身參與，藉以建立各種自學能力，將被動的學習型態

轉為主動的考察和探求，從而思考和組織，並透過與人協作等

方式，將不同的學科知識融會貫通，以解決疑難。從而奠定終

身學習的基礎。學海無崖，我們應該活到老學到老，成為不折

不扣的世界公民。

惠僑英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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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屆7A岑樂怡同學獲獎，
校長、家長、班主任一同慶賀

中一級拔尖班
  為加強本校中一級尖子學生的培訓，本校特於上學期
統測後，根據所有中一級學生的上測成績，挑選中、英、
數三科主科成績表現優秀的尖子，參加由本校中、英、數
科老師任教的拔尖班，於每星期一、二及五放學後，以小
班教學及小組導修形式授課，進行精英訓練，冀能藉重點
培訓，鞏固學生的學習基礎，使其能在學業上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

中一至中四級功課輔導班
  今年本校參與「區本計劃」，與扶苗協青社合作，
於上學期統測後，由該機構安排專業導師於星期一、五
放學後，以及週末到校，為中一至中四級的學生作課後
指導，學生可自由報名參加，針對學生在學習上的困難
對症下藥。

中五級應用學習課程（APL）
  為配合中五級個別同學的學習需要，校方與外間機構協作提供新高中應用學習課程（APL），讓中五級學生修讀各
項實用課程，作多元化培訓。所有課程於星期六進行，學生如完成整個為期兩年，總課時達180小時的課程，其成績將
會被紀錄在中學文憑證書上，當作一學科成績計算。

奪仁愛堂《啟丞助學騰飛獎》
  去屆7A岑樂怡同學代表惠僑奪得仁愛堂《啟丞助學
騰飛獎》，獲得三萬元作為未來三年大學的生活資助。
校長、家長及班主任聯袂出席於美麗華酒店舉行的頒獎
典禮。席間，評審高度讚揚岑同學，指她不僅面試的表
現優異，泰然自若，而且言談間更流露「勇於承擔、積
極奮發」的人生觀。岑同學喜獲此獎學金，表示會繼續
邁向卓越，他朝學有所成，則會回饋社會，造福社群。

學術獎項簡介
《向老師致敬徵文比賽》高級組摘冠
  中國語文科在2010年可謂大豐收。開學甫三個月，
已獲得多個公開比賽獎項，其中在國際復康會主辦的《無
障礙社會》標語創作比賽中，取得一項季軍及四個優異
獎。其次在明報及迪士尼主辦的《最愛校園開心事》比賽
中，則取得高中組積極參與獎。再者，於2010年校際朗
誦節亦獲得不俗成績，奪得高級組女子粵語詩歌獨誦亞
軍，以及兩位同學獲得初中組女子粵語詩歌獨誦季軍。
  更教人欣慰的，是6A劉美儀同學勇奪由敬師活動委
員會主辦的《向老師致敬徵文比賽》高級組冠軍，在這全
港總共有300多所中學參加的比賽中，劉同學擊敗全港參
賽者，脫穎而出，實在可喜！
  謹望惠僑同學繼續努力筆耕，以亮麗的文筆將青春
的、將生命記錄，在學術上爭取更好的成績！

教務
林壽均主任

邁向卓越，他朝學有所成，則會回饋社會，造福社群。

中五、中七級課後補課
  在支援高年級的學生方面，為協助即將參與公開考試
的學生能作最好準備，本校特別編定中五及中七級的各科
補課時間表，中五級學生於聖誕節、農曆新年、復活節及
暑假期間，均進行中、英、數科補課，而其它選修科則於
星期一至五放學後進行。中七級學生亦於星期一至五放學
後進行補課，由科任老師任教，並由校方定期監察各科的
補課進度，以便跟進進展及提供支援。

中七級應試技巧講座
  本校在去年十月份安排
校外專業教育機構Edvenue 
Limited導師到校，為中七
級學生主持《中七級考試策
略工作坊》，藉互動學習形
式，幫助中七級學生掌握應
付高級程度會考的竅門和策
略，加強訓練學生的應試技
巧，並提升其應考的信心。

中文科中秋燈謎活動及英文週
  中文科與中文學會合辦的中秋猜燈謎活動，於去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學校禮堂內進行。活動當日，禮堂人山人海，
熱鬧無比，師生們都樂在其中。校長更到場派發月餅，與學生同賀佳節。學生從中認識到中國節日的傳統文化，氣氛愉
快而熱鬧，整個活動進行得非常成功，校園亦洋溢著一片和諧的團圓氣氛。而英文科於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進行的英文
週各項活動，同樣十分精采，無論是Tongue Twister、Taste and Say、English Singing Contest還是作為壓軸節目的Scrabble 
Competition，都有不少學生參加，各展所長，全情投入於各項舉辦的活動中。

中七應試技巧講座

同學積極參與中秋燈謎活動，
把禮堂擠個水洩不通

中秋燈謎比賽，各班同學都滿載而歸 全校同學踴躍參與，籌辦的中文學會自然十分欣喜

6A劉美儀同學勇奪高級組冠軍，
擊敗全港300多間學校學生，十分厲害！



提升學習技巧培訓課程

「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

「小農夫有機耕種計劃」

健康校園計劃  
正向心理學入門及應用

閱讀計劃

讀書有法

第二屆「小學生趣味科學日營」

  為強化學生的學習能力，學校邀請了校外的專業培訓機構全面推行「提升學習效能課程」，課程內容涵蓋時間管
理、文章處理技巧、記憶法及考試技巧等。此外，為配合新高中通識課程發展，惠僑亦為高一至高二同學舉辦了「議題
寫作及訓練工作坊」，提高學生於議題探究過程中的批判性思考和主動學習能力，讓學生更有效掌握自主學習能力，以
應付新高中課程。
  課程以外，本校亦十分重視學生個人成長的培育，並積極提升學生的共通、溝通及解難能力，故特別舉辦「激發學
習動力講座」，讓學生認識自我的長處及潛能，提升自信，尋找自己的人生目標。

  本學年，惠僑成功獲選為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舉辦的「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
的夥伴學校之一。作為夥伴學校，本校將建立一個支持健康促進的學校架構，策略性地提倡健康校園。為配合此計劃的
推行，教師發展活動亦針對健康校園發展元素進行，如去年舉辦的「正向心理學入門和應用」工作坊，是年舉辦的「教
職員頸腰背護理工作坊及健康檢查活動」、「生命教育講座」、「健康校園經驗分享」及「全球肺功能日  肺功能測
試」等，先從鞏固本校教職員的健康概念入手，建立一支強而有力的專業教學團隊，繼而再建構健康校園。

  「小農夫有機耕種計劃」成為「花旗集團成功在望
獎勵計劃2010」的一份子。透過講解、討論、示範及實
習，讓學生掌握有機耕種的基礎技巧，培養健康的嗜好並
養成愛護自然的美德。去年11月更邀請到環保機構到校舉
辦「拉闊有機耕種」講座。一班小農夫更經常在校園進行
有機菜蔬義賣活動，藉以宣揚環保及健康飲食的信息。

  廣泛閱讀是學習的最佳途徑。本校繼續與公共圖書館
及香港閱讀城合作，全面推行校本「過五關、斬六將」閱
讀獎勵計劃、閱讀大使培訓計劃，定期舉行讀書會，並推
動各類型的閱讀計劃比賽等，藉此鼓勵學生多閱讀，提升
閱讀氣氛。

  去年3月份，惠僑舉辦了第二屆「小學生趣味科學日
營」，加強與小學的聯繫，讓小學生透過不同的趣味科學實
驗，增強對科學的興趣和好奇心。學校同時培育了一班初中
科學大使，訓練他們推廣趣味科學，藉此建立其自信心。

課程發展
陳容芳主任

閱讀大使經營惠僑讀書會

小學科學日營  提取
生果中的DNA

小學科學日營  化學泡泡實驗

小農夫有機菜義賣，老師們熱烈認購 收成了，同學們都興奮不已！

正向心理學入門及應用課程，
十分受老師歡迎！

正向心理學入門及應用 進行「讀書有法」課程 學習不同記憶方法正向心理學入門及應用課程，正向心理學入門及應用課程， 正向心理學入門及應用正向心理學入門及應用



剛過去的暑假，我參加了交通安全隊舉辦的「塞外約、京城會」北京、內蒙國情學習團。通過這個學習團，我
更加瞭解我國的發展。

  在北京，我們參觀了北京奧林匹克公園、鳥巢及水立方。然
後，我們再到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參觀他們的交通指揮
控制中心，我發現原來北京的保安是非常周密的。
  結束北京之行，我們來到內蒙古的希拉穆大草原。在大草原
上騎馬馳騁、住蒙古包體驗少數民族的生活、在沙漠上騎駱駝和
滑沙⋯⋯這一切一切都使我流連忘返。
  我的「塞外約、京城會」之行，除了可以增廣見聞外，還讓
我有機會親近我國的不同民族。「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在這裏我要感謝交通安全隊給予我這獨特的體會和經歷。

在交通安全隊的團隊生活真是多姿多采，除了平時的集訓外，我們還參
加了很多活動和比賽。

  二零一零年下學期，我和同隊葉錦儀同學得到隊監鄭健聯老師和施紅紅
老師的推薦，參加一年一度的「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的選拔。沒想到，
我倆竟然雙雙獲獎，真是喜出望外呢！
  我倆一同出席交安獎學金暨義務工作嘉許狀頒獎典禮，在獲頒交通安全
隊獎學金的一刻，我倆都感到非常榮幸呢！今後我們會繼續發揮所長、努力
不懈，為交通安全隊盡一分力。

訓導
「塞外約、京城會」北京、內蒙國情學習團

獲「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有感

隊員心聲

交通安全隊

深資童軍

3B葉錦儀

3A梁嘉豪

何濤助理校長

3A梁嘉豪與葉錦儀奪獎學金，
歌星Hotcha上前祝賀！

自從參加了深資童軍後，我的生活更加多姿多采，不再局限於課本，卻又讓我獲益良多、廣闊見識⋯⋯

  從未想過，原來參加深資童軍會這麼有趣。從絲網印刷、社會服務再到有機耕種、原野烹飪、學習急救等，
形形色色的活動實在豐富了我的假期生活，而且更可學以致用呢！
  記得參加深資童軍時，我還是一個很被動的團員，是那友善的團員和熱情的
領袖們改變了我，讓我認識了許多好友，更加積極投入活動。深資童軍活動中，
最有趣的一項便是原野烹飪了！從未想過我們平時一貫的燒烤方式也可以這麼原
始地進行。你有沒有試過用竹竿插著整隻雞燒烤嗎？吃過蘋果蛋、橙蛋沒有？如
果沒有，那你一定要試一試了！這是野外求生的一種訓練。從起火到燒烤食物，
都是我們團員一起努力共同完成的，所以吃起來特別有滿足感。
  我永遠不會忘記深資童軍倡導的團隊精神  「團結就是力量」，大夥一起
齊心合力參與活動，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在深資童軍這個制服團隊生活了一年多的我，感覺非常開心，因為學會了很多東西。說起學東西，記得那次三
日兩夜的露營活動，我第一次在硬磞磞的草地上睡覺，感覺非常有趣。

  這個活動很有意義的，要學習在營地搭建帳幕。帳幕是換衣服和睡覺的地方，若搭建不好的話，可能會在睡
覺時塌下，所以我們都份外小心。
  另外，我們亦做了一些紮作，如︰衣物架及坎事枱等，這些訓練可以增加我們的團隊精神，亦可讓我們學會
獨立能力。在這次活動中，我們有紮作、原野烹飪及營火會等活動，非常好玩有趣。起初我還以為這團隊的活動
只有步操，有點不想參加，但加入深資童軍後，不但學會一些野外求生技能，還得到很多歡樂呢！

4C富彬雷

2A梁瑞錚

「塞外約、京城會」北京、內蒙國情學習團。

深資童軍  陸運會檢閱

制服團隊



香港少年領袖團

隊員心聲

聖約翰救傷隊

不經不覺入隊四年了，由普通會員到成為隊員，以往對救傷隊的陌生早已消失了。我在這幾年間，不單學到步
操、急救技能，更從中體會到隊員合群精神的可貴。我們也汲取了更多社交和生活上實用的知識。我們本着

「竭誠為人服務」的精神，為處於危難的人伸出援手。由於本校救傷隊會為學校及社會提供急救服務，令我們有
機會實踐抱負，服務大眾。我並不認為參與救傷隊是浪費時間，反而覺得很有意義，而自己也可以學習更多課外
的知識，擴闊了我的眼界。此外，我更有機會認識到來自不同學校的救傷隊員，增進彼此友誼。

4A林家威

團員心聲

還記得第一天踏進這間學校時，我和媽媽一起進入禮堂，便被眼前各支制
服團隊吸引，但有一隊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就是香港少年領袖團。

  我很開心能加入少年領袖團這個大家庭。起初抱著興奮的心情參加第一次
訓練，因為我以為會有很多遊戲，但過了最初的一兩次訓練後，我卻覺得很辛
苦。尤其導師訓練我們步操時，自己卻經常做錯動作，我不禁為自己感到生
氣，還差點哭起來呢！但慢慢地，我掌握到步操的竅門。至今，我覺得最辛苦
的是入營要進行的跑步，因為每次也要早上六時在操場集合，但亦因此使我的
身體強壯不少！
  在少年領袖團裡我學到很多
自己在課堂時學不到的知識及新
事物，例如：夜行、操控軍事用
對講機、攀石、結繩、露營等等
知識。至今，我最希望的是與師
兄師姐學槍操，因為我認為那是
很有挑戰性的呢！

今年，是我第一年參加香港少年領袖團，雖然經常要宿
營，吃了不少苦頭，從中也學會了不少的知識，例

如：自律、使用指南針及地圖等等，這些都是我在課本上
學不到的！
    我很開心可以來到這個大家庭，希望他日可以學到更多
不同的步操動作及新事物。而印象最深刻的是黑夜步行，
簡稱夜行。起初我也感到很恐懼的，但在老師的教導下，
對黑暗的看法也不同了，最後大家也克服了對黑暗的恐
懼。我學到如要領導別人，先要服從別人。我相信將來還
會學懂很多東西的！

1A曾漢傑

1A李承謙上槍操堂

同學們專心致志，學習如何起營
上槍操堂前需小心檢查子彈

步操檢閱，看！惠僑的同學多英姿凜凜！

聖約翰救傷隊

隊長心聲

童軍

「Left... Right... Left... Right」步操的打數聲，在「黑地」不停地喊着。回想起中一的時
候，每一次集會都十分努力地學習步操，因為很渴望能夠和「師兄」、「師姐」，一

起步操，一起大喊。
  從中一升上中二，年資大了，責任也大了。不能再做一個每次集會都在嘻嘻哈哈地談
笑的新隊員，要做一個好榜樣，還要負責訓練新隊員。新隊員
操得不好，責任最大的是我們這些舊隊員。在訓練的時候，看
到他們對童軍充滿熱誠，就好像看見中一的自己。
  童軍是一個團隊，不能只靠一個隊員。我們講求團隊精
神，要每一位隊員都做好自己的本份，才能令整個團隊進步。
  我很感謝曾教導過，責罵過我的所有「師兄」、「師
姐」。謝謝你們教導了我很多很多，所以我不要辜負你們對我
的期望，在將來的日子，我一定會繼續為社會服務。

3A林藹婷

起步操，一起大喊。
  從中一升上中二，年資大了，責任也大了。不能再做一個每次集會都在嘻嘻哈哈地談
笑的新隊員，要做一個好榜樣，還要負責訓練新隊員。新隊員
操得不好，責任最大的是我們這些舊隊員。在訓練的時候，看
到他們對童軍充滿熱誠，就好像看見中一的自己。
  童軍是一個團隊，不能只靠一個隊員。我們講求團隊精
神，要每一位隊員都做好自己的本份，才能令整個團隊進步。
  我很感謝曾教導過，責罵過我的所有「師兄」、「師
姐」。謝謝你們教導了我很多很多，所以我不要辜負你們對我
的期望，在將來的日子，我一定會繼續為社會服務。

童軍   陸運會檢閱
隊員負責校內升旗儀式



  「共創成長路」賽馬會學生培育計劃由香港青年協會及本校輔導組合辦，是項計劃的目的是透過加強學生與他人
的聯繫、建立健康的人生信念和訂立清晰的目標，從而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共創成長路」共分兩個層次課程推行。第一層次課程主要在通識科課堂上推行，就學生成長之所需，從不同學
習課題及活動中引導學生學習。而第二層次課程是透過非正規課程，讓學生就不同活動進行訓練，以建立個人形象、
提升自信心，深化團隊精神，並發揮領袖才能。

課程內容 課程目標

常規課程 通識科課堂 全人發展

非正規課程

中一：雜耍班 建立個人形象、提升自信心

中二：歷奇、野戰訓練 深化團隊精神，培養領袖才能

中三：生態遊蹤及義工服務 發揮領袖才能，認識及回饋社會

3A黎玉新、梁嘉豪、侯詠恩
  一眾同學參觀了很多種不同的菜田，發現用牛糞作肥料，真是挺

臭的！但耕種的體驗，卻改變了我們不愛吃蔬菜的壞習慣。我們還利

用一些植物的汁液製作小手工。這些有趣而難忘的經歷，我們一定不

會忘記！我們往往忘記了用化學品刺激種植蔬菜，其實會破壞食物的

本質及生態的本源，這問題實在值得我們反省。

正規課程—通識課堂齊討論

中二級：歷奇訓練—團隊精神，你我同心

中一級：雜耍訓練—自我形象初確認

中三級：一豆一穀，來處不易中三級：有機耕種，親力耕耘

導
「共創成長路」賽馬會學生培育計劃

常 規 課 程 感 想

 1A梁珊珊、梁嘉怡、佘俊安、陳煒琪
  在「共創成長路」中，老師以有趣的遊戲和生動的講解，提醒我

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課堂中所學會的，我們都樂在其中。我最喜

歡的一課是＜向損友說不＞，它讓我學會了怎麼交朋友和向壞朋友

說「不」的方法。還有如何「對抗欺凌」，怎樣保護自己，如何找

尋真正的好朋友，這些課題我們都學懂了。希望來年我們還能參加

這個計劃。

輔

參 觀 有 機 農 莊 後 感

黃光泉主任

中二級：野戰訓練—號令一聲，目標一致



伴你同行嚮導計劃2010

2C楊光達
  我學會了很多有關禁毒的知識，當中的體驗都不是從書本上
可以學到的。此外，我亦學懂了不少防止濫藥的方法及毒品帶來
的禍害，還明白到向毒品說「不」的重要。面對毒品的時候，要
緊記「不可一、不可再，向毒品說不，向惡夢說不」呢！

參觀沙咀懲教中心

性教育／防止濫用藥物講座
  面對二十一世紀社會風氣和家庭結構的轉變，青少年濫藥問題正

不斷衝擊著年青新一代，由於問題越趨複雜和難於解決，故此輔導組

推行了一系列的預防青少年濫用藥物講座，以提高同學們對最新吸毒

趨勢及禁毒教育的認識，鼓勵他們思考毒品帶來的禍害，提高他們的

分析及判斷能力，幫助他們拒絕毒品，建構一個無毒校園。

  此外，「o靚模」、「援交」及現今青少年對戀愛的態度在社會

亦形成另類的次文化，容易對青少年的價值觀及健康成長造成不良影

響，故此我們亦舉辦了一系列的性教育講座，如「護苗基金性教育課

程」及專題講座，如〈戀前分後〉等，讓學生及早得到適當的輔導及

知識，從而建立正確的人生觀，擁有健康、積極的人生。

同學們在細心聆聽濫藥後的後果

  時間過得真快，不經不覺，我已在惠僑英文中

學出任駐校社工三個多月了。學校予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她雖然位處於一個已老化的社區，但卻是一所

充滿朝氣的學校。她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

會，讓不同能力及專長的學生可以盡展所長。而學

生亦積極參與其中，享受學習的樂趣。當中最令我

感動的，是老師及家長對同學的關顧，全心照顧同

學不同的成長及學習需要。

  惠僑是一間充滿生命力的學校，在未來的日子

裡，我希望與老師、同學及家長一起走過生活的每

一步。

何志文老師、輔導主任及社工一起探訪學生家長

  家訪計劃的宗旨是加強學校

與家長之間的溝通，了解彼此的需

要，從而讓學生可以在一個更充滿關

愛的校園環境中健康成長。

  在家訪會談中，家長可以更了解其子女在校的行為及上

課情況，如家長遇上管教子女方面的疑難，老師亦可即時提

供一些有效的建議及支援，並在需要時作出轉介。在彼此的

溝通互動下，家訪不僅能打破家校的隔膜，讓老師瞭解學生

的成長背景，亦能促進家長對學校的認識和了解，加強學校

與家長的溝通、聯繫和合作，成為學校與家長的溝通橋樑，

實踐「家校合作」的精神及理念。

  計劃是由香港警務處、深水埗區議會、社會福利署、
深水埗撲滅罪行委員會、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理工大
學及本校協辦。這項全年性活動，特色是每次活動均由警
察代表、大學義工、社工、老師及學生共同參與，透過不
同的活動如領袖訓練，義工服務、工作坊及參觀懲教署、
戒毒中心與大學等，彼此分享、互動，從而培育學生多方
面的才能發展，加強學生與他人之溝通，幫助他們訂立清
晰的目標，建立健康正面的人生觀及提升抗逆力。

1B黃浩翔
  活動令我明白到毒品的禍害。吸毒
象徵著前途盡毀，猶如生命宣告終結。
毒品除了帶來金錢上的損失外，還會危
害身體。既然有這麼多的傷害，為甚麼
青年人還會吸食呢？是政府禁毒措施不
足，還是毒品唾手可得呢？其實吸毒可
能只是為了滿足一時的好奇心、朋輩的
影響或逃避現實等，但卻會摧毀我們的
一生。政府除了需要在禁毒措施方面著
手外，也應該協助吸毒的年青人盡早戒
除毒癮，才能建造一個無毒的將來！

5B李威雄
  參觀禁毒方舟後，我清楚明白毒品害人，毒害一生的道理，
知道吸食毒品對身體造成的傷害，使我對毒品的戒心提高，明白
到千萬不可因好奇而嘗試，更不可受朋輩影響，因為毒品會令人
「一次上身，毒害一生」。

社工心聲 家訪計劃

參 觀 禁 毒 方 舟 後 感

徐麗榕小姐

要，從而讓學生可以在一個更充滿關
黃廷峰老師進行家訪



  潮僑盂蘭勝會是石硤尾區內一個歷史悠久的社區活動，每年大會均會派發平安

米予區內的長者，吸引數百名區內的公公婆婆前往輪候。為免長者在輪候時遭受

「好天曬落雨淋」，惠僑英文中學每年均會開放學校禮堂，作為輪侯派發籌碼的中

心，同時亦安排了校內的制服團隊隊員維持秩序，照顧長者，讓長者可以安坐在禮

堂內，等侯派發取米籌碼輪候。結果，公公婆婆們喜孜孜地拿著平安米回家去。

公公婆婆在禮堂等候輪米，免卻排隊之苦 本校制服團隊隊員手牽手維持派米活動 本校學生協助婆婆下樓梯，照顧入微

  中五全級師生積極參與由香港青年協會舉辦的50周年慈善步行。當日天公造美，風和日麗，同學們懷著一顆

善心由科學園邁步行至大埔海濱公園去。雖然行程頗長，但同學都不言疲倦，相信是積極助人的心讓大家充滿了能

量吧！

同學們善事做得多，人也變得更「靚」呢！
青協50周年慈善步行，惠僑與全港市民一起為慈善盡點綿力

  2010年10月10日，鄭校長帶領230名師生一

同參加「仁愛堂慈善步行日」。雖然當日下著毛毛

雨，但絲毫沒有減退「惠僑人」的一顆為善至樂的熱

心。我們以慈善為目標，開開心心大步向前走，不消

兩小時，師生便由沙田中央公園沿著城門河走了一

圈，順利完成慈善步行。最後點算，本校師生共籌得

$7,100，款項不算多，但卻體現本校師生為慈善不遺

餘力的精神。

香港青年協會50周年慈善步行

仁愛堂慈善步行日2010 

社會服務及義工
楊玉海老師

潮僑盂蘭勝會派米活動
惠僑師生人才濟濟，為善

最樂



雲南交流團後感
4B 羅穎筠

  我在老師的帶領下到雲南進行學術交流。這趟旅程，實在獲益良多。
  十七日，經過一天的奔波終於到達大理，那裡一切都是新奇的！大理古城的建
築物屬於復古風格，所以生活在石屎森林的我異常興奮。但是好奇還是被疲憊打敗
了。幸好我們下塌的酒店古雅幽靜，獲得一夜好眠。
  十八日，天氣晴朗，是外遊的好天氣。「天下風花雪月，人間魅力大理」果真說得

沒錯。我們到天龍八部城遊了一趟。金庸筆下的大俠魅力非凡，在天龍八部城最能感受得
到。腳踩五千米海拔，目睹萬頃良田，天下，捨我其誰？其後，我們去了清碧溪。那兒的水，清可見底，特具靈
性。大理，得天獨厚，明明身處內陸，卻擁有雲南第二大淡水湖洱海。明明是湖，名字卻是海，奇怪事真不少！
倒是洱海的海鷗好生熱情，在美食的誘惑下，它們隨我們一起遊覽，異常熱鬧呢！在途中，我們更品嘗了當地著
名的三道茶：苦茶，苦盡甘來；甜茶，甜蜜滋潤；回味茶，百感交集。但好不好喝，則見仁見智了。
  十九日，我們又要馬不停蹄地趕回昆明。下午，我們到達了民族村，我特
別喜歡這個地方。那裡的人都很熱情，中國本是一家嘛！
  二十日，是我們這次交流團的重頭戲。穿起校服就該有學生的樣子，收起
了懶散的表情，換上一副精神的面貌，我要將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民族中學
的學生很熱情，很主動，和他們聊天是一件快樂的事。我在那裡認識了一個傣
族女生，臨走前她還送我傣族披肩，真的很感動！我們後來還交換了聯繫方
法。原來，友情是可以通過短短幾分鐘建立的。
  二十一日，雖然捨不得，但還是要跟這個可愛的地方說再見，我知道，我
們會再有緣再見的。

課外活動

捐血日
  2010年11月為本校的捐
血日。學生十分踴躍參加這項
有意義的活動。不料天氣轉
涼，捐血當日部份學生生病
了，但依然有67名學生參與
是次活動，體現了「施比受更
有福」的精神。

世界學堂計劃
佘成登主任

再戰 2011年宵攤位營商活動
李良保老師

　　適值農曆新年，惠僑英文中學第三次舉辦年宵攤位，在吳國偉老師及吳思詩
老師的帶領下，成功投得維多利亞公園的年宵市場204號攤位，該攤位落在年宵
市場的中央位置，為整個年宵活動帶來地理上的優勢。我回想起第一次舉辦年宵
活動，已是四年前了。過往兩次籌辦年宵活動，每次由撰寫計劃書、籌備資金、
競投攤位到入貨均由高年級同學負責，而袁智立老師和我則從旁指導，希望同學
從籌辦年宵的過程中，能夠學到經濟及營商知識，並藉此增加同學的凝聚力。
　　有別於一般學校年宵由校方出資的做法，過往兩次的年宵活動，部份資金由
家長教師會支持，而大部份資金則由同學自行籌措。今年家長教師會繼續大力支
持，出資四萬元作營運資金，大大減輕了同學的資金壓力。同學在校內舉辦了秋
季旅行訂炭服務、麥芽糖餅傳心意的售賣服務及聖誕大抽獎獎券售賣等活動。
而早於聖誕節假期，家長教師會副主席郭瑞海先生，親自駕車帶我及六位中六同
學，一行八人大清早出發到深圳批發市場入貨，他更給予同學一些寶貴的意見，
真是難能可貴。最終，在同學們精挑細選及多次商議下，選購了幾款時尚的吹氣
拳套、千噸鎚、顏色鮮
艷的入耳式耳筒、新款
裝飾膠眼鏡及可愛實用
並重的按摩鎚等年輕人
歡迎的產品。在家長、
老師及同學的支持下，
年宵攤位宵情暢旺，師
生們亦獲得寶貴的營商
經驗。　　

課外活動

  我在老師的帶領下到雲南進行學術交流。這趟旅程，實在獲益良多。

築物屬於復古風格，所以生活在石屎森林的我異常興奮。但是好奇還是被疲憊打敗
了。幸好我們下塌的酒店古雅幽靜，獲得一夜好眠。
  十八日，天氣晴朗，是外遊的好天氣。「天下風花雪月，人間魅力大理」果真說得

沒錯。我們到天龍八部城遊了一趟。金庸筆下的大俠魅力非凡，在天龍八部城最能感受得

德威杯—惠港澳籃球比賽
  本校學生陳志強（4B）、梁嘉成（4A）、
譚梓聰（5A）、陳永賢（5B）及8名舊生一起前往
廣東省惠州市淡水鎮參加本年度「德威杯  惠港
澳籃球比賽」。憑著學生的拼勁，最終獲得亞軍。

譚梓聰（5A）、陳永賢（5B）及8名舊生一起前往
惠港

參觀

校監秘書陳德威先生與雲
南民族中學校長合照

年宵

6A同學一起捐血

5B 陳定永同學為善不甘後人

比賽第二，友誼第一
惠僑代表隊合照



步操銀樂隊隊員心聲
4A 蔡加文

  不知不覺加入銀樂隊已三年了，自己也由「新丁」變成了「師
姐」。今年更有機會參加步操樂隊交流日，使我對音樂有更深的認
識。而令我最深刻印象的是交流日的合奏環節，演奏的曲目全都是
高難度的。身在現場的我像聽音樂會一樣，感覺十分震撼。經過這
次活動，我下定決心在今後日子加緊練習，希望下一次出席交流日
時能和他們一起合奏。

4A 何詠晴
  我抱着好奇心參加了步操樂隊交流日，但想不到有很多意外的
收穫。雖然之前已有不少公開表演的經驗，例如：民協晚會、深水
埗飄色巡遊、運動會等等，對不少歌曲都十分熟悉，但是在交流日
當天欣賞到的歌曲，很多是從來沒有接觸過的，雖然不能即時加入
演奏，但仍能感受到當中的樂趣。這次活動激發了我更多的音樂細
胞，真希望能學會更多歌曲，提升我的吹奏技巧，明年的交流日能
跟大伙兒痛快地合奏。樂隊的導師們，拜託你們了！

校園電視台記者有感
3B 葉錦儀

  加入電視台之前，我對短
片製作和採訪一無所知，
幸得麥老師的悉心教
導，經過一個多學期
的訓練，我終於懂得
如何進行採訪及製作
短片了。
  校園電視台最常製
作校園新聞短片，製作過
程絕不簡單。先要作資料搜集，再實地採訪。
採訪期間常出現突發情況，因此我學會了隨機
應變。從採訪、撰稿、錄音、剪接⋯⋯短短兩
分鐘的短片，要花上整整數天才能完成。
  雖然製作短片難度很高，卻帶給我很大滿
足感。觀眾是我最大的原動力，每當想到自己
的作品會有人欣賞時，我就熱血沸騰，充滿了
活力。

視藝學會學生感想
2A 李洛

  我從小對美術感到好奇，所以選擇了
參加視藝學會。第一堂課，老師便告訴我
們這個學期要在學校的操場上完成一幅壁
畫，同學們聽後興奮不已。
  其後，老師從旁指導我們欣賞畫作，
啟發我們的靈感。經過大家的努力，我們
很快有了定稿，並在牆上親手依樣畫上。
雖然壁畫現時只完成了三分之一，但看着
自己在寒風中完成的底稿，我感到很有成
功感！

2A 陳蓓慧
  在視藝學會中，我認識到很多藝術的
風格與畫畫的技巧，例如：超現實主義、
錯視、空間互換等。在今次創作壁畫過程
中，我明白到完成一件事需要很大耐心，
而且要非常準確，例如我們為計算圖像之
間的比例便花了幾天時間。雖然我常在畫
壁畫時把自己弄得很髒，但我十分享受這
個過程，明年我仍會參與藝術活動的！

舞蹈學會
  我校舞蹈學會歷史悠久，隊員演出經
驗豐富。所謂「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
功」隊員們向來表現積極，更於去年的第
46屆學校舞蹈節勇奪甲等獎。
舞蹈隊隊員三甲班侯詠恩有這樣的感言：
  「我很喜歡跳舞，不斷地在大小的比
賽中獲取舞臺經驗。台下熱烈的掌聲，是
積極進取的動力。我沉醉於音樂的旋律，
享受舞蹈中的每一個故事。我將努力練
習，期待在第47屆學校舞蹈節比賽中有滿
意的表現。」

戲劇學會會員感想
2B 談本暢

  為訓練學生的自律精神，增加藝術修養，學校規定中一新生必須參加「制服團
隊」及「一人一藝」。我雖然選擇了戲劇學會，但對於甚麼是戲劇，我毫無頭緒，
只是抱著一試無妨的心態。幸運地，在戲劇學會我認識了阮老師及郭老師，他們都
擁有一份對戲劇的熱情，教曉我們很多演戲的技巧。現在，我和戲劇學會的會員，
正努力籌備不久將來的演出，萬分緊張，也萬分期待，希望演出成功呢！

2B 韓戩皓
  我參加戲劇學會已經有一年半了。當初在台上表演時，由於我太在意觀眾的目
光，所以十分怯場，未能投入演出。但是一年後的現在，我已經不再害羞了！
  還記得第一次上演技課時，我一直在想：自己根本不是演戲的材料，不必認真
練習。幸好導師們沒有把我放棄，在他們悉心教導下，現在站在台上的我充滿自
信。戲劇學會的活動十分精采有趣，導師幽默風趣。我最喜歡戲劇學會的「熱身環
節」，透過這環節我能培養情緒，投入練習。我希望未來能繼續參加戲劇學會。

一人一藝

惠僑步操銀樂隊在陸運會中吹奏出場樂 步銀參加社區活動

校園電視台訪問藝
人歐錦棠先生

同學正在進行戲劇排練

同學正在進行戲劇練習



陸運會
  惠僑英文中學第14屆陸運會已於2010年10月13假深水埗運動場順利舉行。當日風和日麗，秋風送爽，
鄭智賢校長於開幕辭中鼓勵惠僑的同學發揮「永不言敗」的體育精神，竭盡所能，不斷超越自己。而健兒們亦不負厚
望，全力比拼，結果在多項田賽及徑賽中屢破紀錄。

旅行剪影
  2010年11月19日是學校旅行日，當天同學、老師們一起放下課本，親親大自然，享受師生之樂！

無線電視台慶
  本校有28名學生應邀出席香港無線電視
台慶，同學放學後便需立即前往將軍澳排練
舞步，雖然綵排時間長，共有兩次，每次約6
小時，但各同學都能做到無線電視口號「全
力以赴、做到最好」。

參與台慶活動



活動得獎名單
  本年度各同學在各學術及體育
方面的表現突出，在短短半學期共
取得90個不同的獎項。

冠軍／金獎：6個 殿   軍：1個
亞軍／銀獎：5個 優異／優良：51個
季軍／銅獎：9個 良   好：16個

校外活動得獎名單
日期 組別 舉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 備註

7月

家長教師會 深水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傑出家長教師會   

童軍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2010年傑出旅團 優異獎   

深資童軍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2010年傑出旅團 銀獎   

步操銀樂隊 香港步操樂隊聯盟
2010香港步操樂隊節
全港步操樂隊邀請賽

銅獎   

8月 籃球校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深水埗體育會
深水埗區議會

深水埗區
男子籃球比球2010

殿軍   

9月 中文科
2010年國際復康日
深水埗活動籌委會

《無障礙社會》
標語創作比賽

季軍 麥自強（3A）  勤

優異獎

曾諾彤（3B）  忠
譚日峯（3B）  毅
張子謙（3B）  勇
高妙妍（3A）  勤

10月

科學科
Royal Australian National
Chemical Institute

Austrailan National
Chemistry Quiz

Distinction 鄺綺萍（5C）  勤

High Distinction
胡永泰（5C）  勤
麥浩霆（5C）  忠

籃球隊 惠州市外事僑務局
「德威盃」

惠港澳籃球友誼賽
亞軍

梁家誠（4A）  勇
陳志強（4B）  勇
譚梓聰（5A）  毅
陳永賢（5B）  勇
張觀華（舊生）
葉栢勁（舊生）
方德文（舊生）
郭智烽（舊生）
李聰裕（舊生）
田泳浚（舊生）
葉永基（舊生）
楊家杰（舊生）

11月

中文科 敬師運動委員會 《向老師致敬》徵文比賽 冠軍 劉美儀（6A）  勇

數學科
南方杯國際數學邀請賽
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方杯國際數學
邀請賽（初賽）

二等獎 麥浩霆（5C）  忠

三等獎 勞沛華（5C）  勤

美術學會 深水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國民教育暨基本法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季軍 吳青霞（4C）  忠

乒乓球校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比賽 冠軍
林偉豪（4B）  勇
許嘉樂（5A）  毅
姚皓淇（5B）  勤

越野校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越野賽 第10名 許嘉樂（5A）  毅

男子乙組越野賽 亞軍 陳澤榮（3B）  勤

田徑校隊 深水埗區議會

深水埗區田徑賽
男子甲組100米跑步

冠軍 陳志強（4B）  勇

深水埗區田徑賽
男子乙組1500米跑步

冠軍 陳澤榮（3B）  勤

深水埗區田徑賽
男子乙組鉛球

季軍 梁嘉成（4A）  勇

深水埗區田徑賽
男子乙組鐵餅

季軍 梁嘉成（4A）  勇

12月

音樂學會 深水埗區議會
幸福「Rap歌唱不停」
深水埗區Rap歌創作比賽

亞軍 陳文昌（3C）  毅

季軍
梁嘉豪（3A）  勇
郭展翔（3A）  忠

優異獎
鄧翔皓（1A）  忠
任健濠（1A）  毅
馮俊灦（1A）  忠

優異獎
梁偉倫（3A）  忠
久保田雅治（3A）  忠

電腦學會 深水埗區議會
「堅毅自強‧開放心靈」深水埗區
中學簡報設計及創作比賽

季軍 富彬雷（4C）  勤



日期 組別 舉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 備註

12月

交通安全隊

西九龍交通部
道路安全組
香港交通安全隊
西九龍總區

「三思而後駕」嘉年華會
攤位計設比賽

全場總冠軍

盧鎧婷（1A）  忠
葉冠延（2A）  勤
陳子聰（3A）  勤
梁嘉豪（3A）  勇
葉錦儀（3B）  勤
曾諾文（4B）  勤

數學科
南方杯國際數學邀請賽
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方杯國際數學邀請賽（決賽） 三等獎 麥浩霆（5C）  忠

中文朗誦隊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六、中七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蔡佳莉（6A）  忠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三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林藹婷（3A）  忠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三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高妙妍（3A）  勤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三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侯詠恩（3A）  忠
楊曉珊（3A）  勇
陳曉嵐（3C）  勇
聶俊婷（3C）  勤
蘇嘉敏（3C）  勇
余旆旂（3C）  勇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四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麥寶霞（4A）  勇
陳岸萍（4C）  勇
蕭凱瑩（4C）  忠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四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阮家豪（4C）  毅
袁家浩（4C）  毅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四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富彬雷（4C）  勤
李 靜（4C）  勤
鄧艷婷（4C）  勤
黃秀媚（4C）  忠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五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湯芷慧（5A）  勤
陳懷露（5C）  毅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五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麥浩霆（5C）  忠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六、中七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富彬莉（6A）  毅

英文朗誦隊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二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賴永霖（2A）  毅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三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黎玉新（3A）  忠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三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黎震霆（3A）  忠
久保田雅治（3A）  忠
高偉麟（3A）  勇
梁嘉豪（3A）  勇
郭展翔（3A）  忠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三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黎心怡（3A）  毅
謝欣欣（3A）  毅
李嘉敏（3A）  勇
葉藹琳（3A）  毅
蔡詠儀（3B）  忠
葉錦儀（3B）  勤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四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陳曉怡（4A）  忠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四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譚子淳（4A）  勤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五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陳凱彤（5A）  勤
林安琪（5C）  忠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五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胡永泰（5C）  勤
麥浩霆（5C）  忠

1月

  
葵青區議會銀禧
紀念工作小組
樂teen派

舞林達人HipHop大賽 冠軍 巫珮珚（4C）  勤

公民教育組 中山大學法津系香港同學會
第11屆《基本法》及國民常識

網上問答比賽
優秀獎 麥浩霆（5C）  忠

中文科

香港電台及社會福利署
《家庭實況劇 一念之間》

徵文比賽

高中組亞軍 林安琪（5C）  忠

高中組優異獎 趙瑞瑩（5C）  忠

初中組冠軍 王梅芳（2C）  忠

初中組亞軍 林海濱（1A）  勤

初中組季軍 江桂萍（3A）  勇

迪士尼及明報 《最愛校園開心事》徵文比賽
高中組  

最積極參與獎
  



  本年度的歌唱比賽於2010年12月20日舉行。

評判陣容強勁，包括張逸峰先生（舊老師）、
梁美微老師（音樂總監）、郭瑞海先生（家教
會副主席）

陳凱彤同學的表現有職業水平，奪得
個人高中組決賽冠軍，實至名歸

大師姐組成的「中七少女時代」壓軸登場，
勁歌熱舞，掀起了全場的高潮

歌唱比賽

萬聖節鬼屋
  一年的節日裏，最受青少年歡迎的莫過於萬聖節。兩大主題公園

爭相舉辦鬼屋活動，惟入場費非常昂貴。學生會為了讓同學一嘗入鬼

屋的刺激感，於11月1日在學校禮堂舉辦鬼屋活動。各幹事利用課餘

時間，發揮小宇宙，打造鬼屋，更甘於「扮鬼扮馬」為同學帶來歡

樂。是次活動反應熱烈。而同學們的支持，正是幹事們最好的禮物。

同學們被嚇得心膽顫驚4A 陳永浩掩著胸口說怕怕 同學們玩得不亦樂乎  

  由活動大使主辦的聖誕聯

歡會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於學校禮堂順利完成。當天禮

堂掛滿了聖誕裝飾物，洋溢著

濃厚的聖誕氣氛。活動大使設

計了各種遊戲，並安排抽獎活

動。同學們玩得不亦悅乎！

聖誕聯歡會

大型活動 學生會活動
李根源主任

  家長教師會舉行的活動中，以教育培訓講座最受家長

歡迎。如十一月十二日為中一家長安排的「子女升中適應

講座」，由本校社工徐麗榕姑娘主講，目的是讓家長更瞭

解子女在學校的學習情況、成長需要和心理變化，以協助

家長辨識子女的適應困難及其處理方法，會後各家長與班

主任相談子女在校情況，氣氛融洽熱烈。

  聖誕期間，家教會更在元朗大棠荔枝園舉行燒烤同樂

日，學生、家長、老師共聚一堂，共渡餘暇，情誼增進了

不少。由於園內設有不少活動設施，例如大型魚池、遊樂

場，迷你動物園，果樹教育徑，蝴蝶標本室，自耕樂園

等，家長同學都樂在其中，盡興而返。

「俯首甘為孺子牛」，同學
一家大小享受天倫之樂！ 燒烤之外，更一充起策馬揚

鞭，看同學的馬上風姿！

5B 張盈盈、張媽媽及楊玉海
老師一起享受燒烤樂

校長為講座致開幕詞

吳詩思主任

家長教師會及總務



廣州市第七十五中學

暨南大學

南京第四中學

校外交流

  2010年12月9日，本校在教育局及香港教

育工作者聯會的安排下，本校正式與廣州市第

七十五中學成為姊妹學校，期望將來雙方老師

及學生能加深認識及了解，互相學習交流，提

升教與學的質素。

惠僑與廣州第七十五中學締結為姊妹學校，從此交流學習

  南京第四中學自2007年10月22日與本校締結為姊妹學校後，每年約11月均派學生及老師團到本校作學術交流及

訪問。去年暑假本校更派出30多人的師生到南京作為期兩週的體育營訓練。期間，雙方均派出實力相當的學生進行

足球及籃球比賽，雖然雙方互有勝負，但彼此間之友誼增進不少。

南京第四中
學與本校教

職員交流

5C 陳懷露同學向南京四中校長介紹校園電視台

佘成登主任

暨南大學領導與
惠僑老師留影



  我敢於面對轉變，愛生命並積極尋找過更

好生活的方法，亦希望我的學生如是。轉任到

惠僑英文中學後，友善的同事、和合的師生相

處模式，使我很快便適應了這個新環境。與學

生相處的每一時刻，使我更相信每一個孩子都

是善良的，可教的。我為自

己投身了教育事業感到欣慰，

為自己有幸能通過教學去啟發

學生，學會欣賞自己、尊重別

人、積極生活而雀躍。

你妳您的一句句
  一句「早晨」，一句「最少要有九分」，一句
「我會比心機的」，可以看到惠僑學生有禮純真、
言而有信的一面。
  在惠僑短短的四個月裡，每天早上迎接我的是
一句句早晨，無論是你有否任教的學生，他們都會
有禮貌地跟你說聲早晨，由此可見惠僑學生以禮待
人的精神，也能從中感到一份親切感。
  今年自己是2C班的班主任，2C給我感覺很純
真，他們雖然還是有點孩子氣，喜歡走走跳跳，吵
吵鬧鬧，但心底裡他們都是一群乖學生，以秩序週
為例，他們在某些課堂拿取較低分數時會有歉意，
並承諾會做好，一句最少要有九分，讓我感到只要
2C有目標，他們是可以做到的。
  我會比心機的，是一個中五
修讀生物的學生在測驗後對我說
的，在往後的測驗功課果真看到
他在詞彙所下的苦功，看到他的
進步真的很高興。

  怎樣的婚宴才算是圓滿呢？相信這個問題難倒過不

少準新人。我在去年也花了不少心思籌備，希望每一位

到賀的賓客皆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人算不如天算，在婚宴

舉行前的數天，一個超強颱風正逐漸逼近香港，天文台預

計婚宴當天將會颳風，讓我和我的太太擔心了好幾天。但

戲如人生，電視劇的情節居然發生在我的身上，當天不但

沒有颳風，而且陽光普照，仿如春回大地。到了婚宴的一

刻，我像其他新人般在台上說一番感言。其實我老早已構

思好內容，一切也如想像中順利，但當說到感謝父母含辛茹苦

的養育之恩時，忽然一股「真氣」直沖上頭，我不禁留下男兒

淚，這是我最意想不到的事情。最後，在溫馨的氣氛中吃過美

味的晚餐後，所有賓客均帶著愉快的心情離開。我想，這樣的

婚宴已算是圓滿了！

Raphael Socchia

  I consider myself the luckiest man in Wai Kiu College. I got to do what many people dream of – never work a 
day in their lives. I had the privilege of attending to the lives and loves of over ten thousand resilient persons. Each 
and every one of students here is a friend of mine today. No matter where I go, I get waves, handshakes, and hugs. 
Each boy or girl, understand that they carry a little of me with them wherever they go. And I have the greatest joy 
of all – I carry a lot of all of them with me every day of my life. I love what I do. That is why I am not ready to 
quit. Education of the young is critical to a society’s well being. If in any way, I can affect a positive attitude in the 
adults of tomorrow, my mission in life will be accomplished. It is my greatest joy to continually explore all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what love and education hand-in-hand can offer the youth of today here in Wai Kiu College.

With great love and appreciation,
Raphael (Ray) Socchia

教師動向
陳英傑老師婚宴

外籍教師

教師感言

陳英傑老師

到賀的賓客皆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人算不如天算，在婚宴

舉行前的數天，一個超強颱風正逐漸逼近香港，天文台預

計婚宴當天將會颳風，讓我和我的太太擔心了好幾天。但

戲如人生，電視劇的情節居然發生在我的身上，當天不但

沒有颳風，而且陽光普照，仿如春回大地。到了婚宴的一

刻，我像其他新人般在台上說一番感言。其實我老早已構

Mr Ray

As the Luckiest Man in WKC

  As a teacher it is my honour 
to be trusted by the school and 
s tuden t s .  On  the  day  I  was 
assigned the challenging task of 
teaching A-Level, I determined to 

work on it with the students at my best. Even 
in the x-th year of my teaching, I still meet 
new opportunity to advance myself and learn 
new things. You may think the problems in 
front of you are mission impossible, but do not 
underestimate your ability. Students, how can 
you give up before giving a try?

蔡玥琦老師
  你們都是可愛的，年輕而有活力。你
們擁有最寶貴的東西─—青春和時間。可
惜很多時候你們總是「大唔透」，把現
在擁有的優勢給浪費掉。你們喜歡「潮

語」，但不喜歡英語；喜歡到處閒逛，但不喜歡回家伴
著親人；你們喜歡「面書」，但不喜歡讀書。你們喜愛
玩樂，卻把學習以至一些做人的道理拋諸腦後。
  其實，我也是十分年輕的（哈哈！）。我也清楚跟
朋友「唱k」、「打機」、「煲劇」、「shopping」和
「打邊爐」是極之開心的事。但同時我也明白到讀書和
品行的重要性。
  你們要為自己負責任，不要為了短暫的快樂而犧牲
前途。你們亦要為自己所做的事向家人交代。當你們不
懂事或犯錯時，家人必定是最痛心的。
  最後，想和你們分享一句名言。「黑髮不知勤學
早，白首方悔讀書遲。」希望你們都能明白箇中道理。

關梓瀅老師 李嘉羚老師

黃廷峰老師 崔小婷老師
  第一年教書，衝勁有餘，方法不足。為
師者，責任重大，路不好走。幸好這裏有並
肩作戰的同行者，讓我能夠迎刃而上迎刃而
解，順利解決任何問題。謝謝大家在我的生
命中添上柔和而溫暖的色彩。當然，生活中
會有起伏，再乖的小孩也會有搗蛋的時候，
我曾為孩子們功課做得不好、課堂紀律差而
流淚。這些黑暗暗淡的顏色也是色彩中不能
缺少的部分。雨後有彩虹。孩子的問候、鼓
勵的說話都讓我如飲甘露。孩子一句「辛苦
曬」、「聽曬你話」，一篇用
心的功課，一個點頭，彷彿在
我的「成績表」上記下一個又
一個得次不易的優點。感謝你
們在我的生命地圖上畫上重要
的色彩。
  有色彩的人生才算精彩的
人生。我堅信，從教，是個永
不後悔的決定。

  我在惠僑任教通識科，同時也負責
帶領校園電視台。有一次，校園電視台
的同學需要採訪幾名校外嘉賓，但我因
為要上課，未能到現場親身指導他們。
臨行前，我抓著他們，再三提醒他們訪
問的技巧、拍攝的角度和分鏡等，最後
跟他們說：「阿仔、阿女，一會記得自
己『執生』啊！」他們笑了，說我活像一個爸爸，因子
女要獨自外遊，放心不下，而在機場對他們千叮萬囑。
  說到「執生」，也是記者和老師的一大共通點。大
家都是前線工作者，同樣要求隨機應變。課堂上，學生
的身體和心理狀況每天都不一樣，就通識科而言，教學
內容也是日新月異，老師必須反應快速，靈活變通，才
能充分滿足學生的各種需要，達到最佳教學效果。
  惠僑同學的成績未必出眾，卻很有潛質，像一顆顆
未經琢磨的寶石，雖未閃閃生輝，卻也泛著微光，等待
琢成大器的一刻。如何將他們好好研磨、鑲嵌成為美麗
的珠寶，是我們身為老師的責任，也是教學工作最有意
義、最有趣味的地方。

麥天樂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