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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智賢校長

首戰文憑試報捷  多科勇奪5**驕人佳績
    去年是學制重疊的一年，惠僑中七同學出戰末代高考，而中
六同學則應考首屆中學文憑試，結果，兩級同學皆考獲令人鼓舞
的成績。惠僑35名高考生有近一半直升大學學士學位，連同副學
士者，升學率高達89％；中六級亦有同學多科考獲優異成績，其
中6C麥浩霆同學便憑藉1科5**，2科5*，2科5等的佳績，入讀香
港大學工程學系。
    第一屆文憑試揭盅後，中國語文科被冠以「名校殺手」之
稱，不少名校優異考生都因為中文未達三等而被拒大學門外。數
據顯示，全港7萬多名考生只有0.8%考獲5**級別，換言之，全港
只有560人考獲5**。但鑑於惠僑英文中學專注學生兩文三語的培
訓，因是之故，6C陳懷露及林莊梅同學在中文科均取得5**之佳
績。此外，在最後一屆的高級程度會考中，惠僑的中國歷史、電
腦、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合格率達100%，其中中國語文及文化科
更有50%惠僑同學考獲C級或以上的成績，遠超於全港中學三成
之多。上述令人欣慰的成績，足以印證惠僑同學的學業成就正在
不斷提升，老師及同學們的努力亦結出了豐碩的果子。

暑期英語口語訓練班及小學暑期英語遊戲日
    要公開考試摘星星絕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由初中開始
便扎穩根基。因此惠僑不斷為初中同學尋索不同的學習方法，務
求鞏固學生的底子，並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例如在英語方面，
惠僑今年增聘了兩位外籍英語教師，透過小班教學及多元化活
動，以活潑有趣的方式讓學生多接觸英語，舉辦了「中秋英語填
字遊戲」、「英語大使學會」、「英語朗讀日」等。此外，在今
年6月25日至7月7日期間，本校特地邀請了兩位來自英國牛津大
學的優才生    心理學系一年級學生 Sean Robert Mills及英文系
二年級學生 Imogen O’Sullivan到校擔任客席導師，為本校學生
及友校小學生開設多個英語口語訓練班，並為區內街坊主持小學
暑期英語遊戲日，藉此讓參與的學生寓學習於遊戲，透過英語環
境，進行互動學習，提升英語能力。
    「電子教學」亦是今年惠僑教與學方面的亮點，我們已購買
了五十部iPad以配合計劃，初中學生由本學期開始便在早讀時段
利用iBook閱讀，藉以提升讀書興趣，培養閱讀習慣，令學生在最
新科技結合傳統教學模式之下，取得最大的得益。其它科目亦正
密鑼緊鼓，籌劃電子教學計劃。

多元活動培養學生自信  豐富經歷開展燦爛人生
    在學術發展以外，惠僑當然不會忽視本校的強項    品格教
育及多元活動。香港過去的教育制度時常遭到家長和社會大眾詬
病，問題的癥結不在於學校所傳授的知識不夠豐富，或是師生之
間不懂關愛，大眾所不滿的是學校往往只集中教授學科上的知
識，沒有提供足夠的課外活動來啟發學生的多元智能。即使學生
在運動、音樂、藝術或文字創作方面擁有天份，卻得不到學校的
支援和栽培。孩子明明很有特殊天份潛質，卻「小時了了」，浪
費上天的美意。惠僑英文中學深明此理，因此除注重學業外，一
直投放大量資源在課外活動上，致力啟發學生的多元智能，讓每
個孩子都能盡展所長。
    我個人認為，「教育」的真正意蘊，是發掘孩子天賦、是激

發他們追逐夢想的熱情，而不是要求他們依循著某個特定的軌
跡發展走！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天
賦才華，都有自己要走的路，故校方會盡量發掘他們的潛能，
讓他們都能成就夢想。所以，一旦我們得知學生的需要，便會因
時制宜、因材施教、因勢利導，開設相關的課程，或撥款資助他
們到外間機構參與相關的活動，以免有滄海遺珠，埋沒了他們的
天份。每一個惠僑的學生都深刻體會到學校對他們的栽培是絕不
吝嗇，因為學校每年均舉辦大量並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在正規
學習以外有遠多於同齡人的豐富經歷，擴闊眼界，找到自己的專
長，最終開展燦爛人生。
    假使未能開辦某些學會或課程，校方亦會以實質行動，例如
以金錢資助，讓同學能夠參與活動，拓闊自己的眼界及發掘自己
的興趣。學習並不局限於學校課室，校方亦不希望同學的天賦因
經濟問題而被埋沒。過去本校曾籌辦及資助同學參加非主流學校
活動，如劍擊、跳彈床、冰上曲棍球及欖球等，成績驕人，分別
取得學界劍擊軍刀組季軍、學界跳彈床冠軍及冰上曲棍球賽亞軍
等。今年中六級吳遠勝同學更勇奪全港泰拳比賽冠軍，為校爭
光，亦大大肯定了我們一直所堅持的信念。

同路同心  迎向未來
    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世界中，香港社會發展日新月異，青
年人需有不一樣的視野，以面對未來的挑戰。惠僑多年以來在教
育路上竭盡所能，孕育了不少積極進取的年青人，所謂百煉成
鋼，青年人需要經歷不同的磨練，才能茁壯成長，在荊棘滿途的
道路上，唯有信念和忍耐能開闢出康莊大道，惠僑所有教師上下
一心，成為學生風雨中的同路人，本著不息的教育熱誠，秉承教
學目標，源源不絕地在人力與硬件上為學生提供支持，務求親手
培育更多幼苗，以使學生在溫暖的校園環境中勇敢地探索他們的
夢想，並在瞬息萬變的香港中尋找一個清晰的定位。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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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colleague
  I feel privileged to have this precious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our principal, all 
the teachers and staff here in Wai Kiu College. Everyone has been very supportive and 
inspiring,and this has made me a better teacher in every way.They all made me feel that I 
belong to this big family here in Wai Kiu College, and my sense of belonging was remained 
very strongly, thus providing me with more motivation to dedicate myself to our family, Wai 
Kiu College.
    In conclusion, I believ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reflects my personal experience at Wai 
Kiu College,
  Students enlighten the day,
  Colleagues shed light on me.

Ms Che Yiwen

  Not to forget, the colleagues at WKC really live up to the slogan of WKC which is, “It’s 
not just a school, but a family with love.” They welcomed me with open arms and have always 
shown great enthusiasm in bringing my ideas to light. If I didn’t have such a wonderful team, 
i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to have such a fantastic English Week. It was their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that made it all happen.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I want to thank my team for their cooperation and especially for 
tolerating the talkative me. Thank you all once again! 
  To my students, keep speaking English! Learning English is magical; embrace it, who 
knows you might be a future English teacher in WKC.
  Good luck!

Kanwal Jamil

  While I have a steadfast set of goals for my students I take great comfort in not being 
alone by any means in this pursuit. At Wai Kiu College there i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support that is always readily available from all of the staff. My fellow teachers are always 
available to help mentor me and improve my teaching skills as well as partnering with me for 
special lessons. I have no doubt that everyone at Wai Kiu College from the principal to the 
teaching assistants eagerly shares the common goal of helping our students to succeed. Wai 
Kiu provides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excellence and helps to strengthen everyone who 
enters its doors. 

David Mcal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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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於上學期統測後特別挑選中、英、數三科成績最佳的尖子，開

設基礎訓練班，安排本校的資深老師或校外教育機構的專業導師，於每

星期一、二及五的放學後，輪流為這批尖子進行精英訓練，以小班教學

及小組導修形式上課，冀能透過增加他們的學習時數，加強訓練，重點

培訓，早日打好良好的學習基礎，成績更上一層。

導師悉心教導

    本年度繼續與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屯門會所合作，開辦「區本功課輔導班」。由

該機構安排專業導師，逢星期一、二及週末到校以小組形式上課，分別為中一至中四級

有需要的同學補習及指導功課，協助學生提升學術水平。為使本功課輔導班更有成效，

所有參加的同學，不分級別，均按照其上學期統測的成績編班，以期因材施教，針對同

學的學習問題對症下藥。

區本補習班

    為幫助即將參與公開考試的同學作出最佳的準備，學校特別編定中五及中六級各科的補課時間表。中六級中、英、數

及通識科於星期一至五放學後進行補課，其他選修科則於聖誕節及農曆新年期間進行。緊接中六級的補課，中五級各科的

補課亦會安排在下學期開始。因此各科任老師對各同學的程度及學習情況均有深入的了解，學務組會定期監察各科的補課

進度，以便跟進補課學生的學習進展。

    應用學習是新高中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課程透過應用和實踐學習，讓學生領悟相關的基礎理論，並透過真實的情

境，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學生成功修畢一科已通過質素保證程序的應用學習課程，便可獲認相當於一科香港中學文憑試

科目合格。在2012-2014年度，應用學習共有35個不同課程讓學生修讀，課程學習時數為180小時，並於星期六及暑假期間

進行。本學年共有五十多名中五同學修讀應用學習，可見課程深受同學歡迎，而本校亦是香港少數的中學不設名額上限，

讓學生自由選擇報讀。

    今年朗誦節中文組共派出42名學生參加比賽，分別參與粵語及普通話的男子詩詞獨誦、男子散文獨誦、女子詩詞獨誦

及女子散文獨誦比賽。其中5A楊曉珊同學及5A黃宛鈴同學奪得女子詩詞獨誦粵語組季軍，5A郭健則奪得女子詩詞獨誦普通

話組季軍，成績令人欣慰。此外，5C班同學更組成集誦隊，出戰《校園師生情》集誦比賽，四十位同學設計了不少動作，

聲情並茂地將敬師之情表達出來。結果喜獲82分，獲得優良獎狀。

5C集誦隊

中一基礎訓練班

中一至中四級區本功課輔導班

中五、中六級課後補課

APL（中五、中六級）

第64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同學們，我們一定要堅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碰上

任何困難阻礙時，請不要氣餒，請行動，請改變。你們還記得嗎？在惠僑中學的首個

上課日，我在課堂上，為同學播了電影《3  Idiots》的插曲＜Give Me Some Sunshine

＞，之所以送這首歌給惠僑的同學，是想向你們承諾，雖然我只是一名資歷甚淺的老

師，但本著我的教學熱誠，必定會盡力為大家提供「陽光」與「雨水」，陪伴在你們

身旁，與你們一起成長。

    我很慶幸可以在本年度加入惠僑這個充滿活力、勇於求變的大家庭，認識了惠僑

中學一眾經驗豐富的前輩，很有個人風格的可愛同學，而我亦會努力裝備好自己，一

起成為老師與同學們之間的同行者。

    讓我們一起努力，期待更多不一樣的九月天，共勉之。

感覺九月
李珍妮老師

　　今天的我，剛離開了大學，重回中學。不一樣的是，身份由難纏的學生變成同學

們眼中煩人的老師。

    同學們，我希望你們從今天起，慢慢地揮別昨天不完美的自己！請你們從今天起

相信自己，不要故步自封，不要錯失了一個挑戰自己、改變自己的機會。惠僑的同學

都多才多藝，靈活多變，只要你們願意迎難而上，他朝你們定必能覓得屬於你們的一

片藍天。

    今天的我並非完美，肩負使命的我更是戰戰兢兢，幸得惠僑一眾親切的前輩鼓勵

與支持，初執教鞭的我方能從容專注的處理好各樣事務。

    執教，令我的生命添上更多的色彩、更富意義。

陳翠紫老師

    希望借此機會提醒同學，在努力的過程中，除了要insist（堅持）和 persist（持

續不斷）外，也要有resist（抵抗）和desist（斷念）的能力，因為人人也有惰性，要

學會適時打消念頭，抵抗誘惑。但這點實在知易行難，我但願與同學共勉之！人生，

不一定要當「最好」，但一定要令自己「更好」。努力過，不一定成功，但一定精

彩！ 英語裏有句諺語：Shoot  for  the moon！Even  if  you miss,  you will  land  among 

the stars！盡力嘗試過，即使目標不達，到最後也一定有所得著。

    最後，感謝惠僑給予新老師們機會在校刊內表達心聲，無論日後路怎麼走，在惠

僑的日子我也將永遠難以忘懷。

陳俊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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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同學與校長合照

姓名 班別 累計積點 選取禮品

李韵怡 3B 1795 Onda Vi40 9.7”Andriod Tablet Nikon S2600 Digital Camera

王梅芳 4C 1785 Onda Vi40 9.7”Andriod Tablet Onda Vi40 9.7”Andriod Tablet

李洛 4A 1540 Asus 1015 Netbook D2600 Nikon S2600 Digital Camera

陳蓓慧 4C 1450 iPod Touch 4 16GB Saure SE 315 Ear Phone

繆麗緩 3B 1280 Asus 1015 Netbook D2600 iPod Touch 4 16GB

林立文 5C 990 Asus 1015 Netbook D2600

岑韵詩 6C 950 HKC M7 Touch 7”Android Tablet

廖志華 5C 930 HP Deskjet 3520

周珍珍 4C 890 HKC M7 Touch 7”Android Tablet

鄧艷婷 6C 870 HKC M7 Touch 7”Android Tablet

梁佩珊 4C 790 HKC M7 Touch 7”Android Tablet

黃秋城 5C 690 HP Deskjet 3520

    本校在2012年6月25日至7月7日期間，邀

請了兩位來自英國牛津大學的8A及10A的優才

生    心理學系一年級學生 Sean Robert Mills

及英文系二年級學生Imogen O’Sullivan到校擔

任客席導師，為本校學生及友校小學生開設多

個英語口語訓練班，寓學習於遊戲，兩位導師

成功令參與同學無所顧忌的以英語交流，同學

們反應熱烈，積極投入於各遊戲活動中，進行

互動學習，提升英語能力。

兩位導師與小學生合照

外籍導師耐心地
講解

遊戲的規則

完成英語口試訓練同學

遊戲日結束後鬼馬合照

    踏入二十一世紀，傳統教科書內容遠遠追不上互聯網訊息的變化速度，方興未艾的

「移動學習」（Mobile  Learning）正好加強學習中的互動性，透過最新訊息啟發創新、

知識探求和自我解決能力，因此成為現今全球教育界一個重要的議題。

    香港教統局亦提倡電子教材，將傳統課本學習形式轉移至數碼教室的學習，加上坊間

有不少關於學習的程式（Apps），有助學生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惠僑為回應香港教育局

政策，開展21C eLearning新架構的發展方向，購買了五十部iPad 作教學之用。

    今年，初中便利用iPad推行早讀計劃，書

庫藏有多達百本的書籍，利用iPad看書，大大增

加學生的閱讀興趣。除此之外，本校更利用

iPad進行戶外全方位教學活動，其教學效

果顯著，有效地將學生的學習範式轉移至

以學生為中心，學生可根據自己的特質

和進度來學習。

iPad藏著不同種類書籍，大大增

加學生的閱讀興趣

於太空館利用iPad

進行即時探索

初中學生利用iPad進行早讀

    「2012黃寬洋青少年進修獎勵計劃」為全港性獎勵計劃，旨在表揚青少年勇敢面對個人成長、家庭、人際關係和學

業等方面的逆境與考驗，並提供獎學金資助他們發展潛能。本校4C班王梅芳同學經過兩輪面試，憑著其積極求取進步的精

神，在全港136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在7月7日當日，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頒發紀念狀予王同學，而本校鄭智賢校

長、黃光泉主任、萬文娟老師、黃廷峰老師及40多名同學均前往頒獎禮支持。

    惠僑乃是以平民學校形式於1953年創校，及至1968年遷至偉智街現址，校舍只樓高兩層。有鑑當時石硤尾區學

位極之緊絀，校董張冠成先生，慷慨捐出三百萬元巨額，將兩層校舍擴建為現在的四層校舍。

    張冠成先生的女兒張玉薇女士同樣對教育事業念茲在茲，尤其對惠僑英文中學的學生情切，於今學年開始，張

女士以先父之名義，捐出每年二萬元的獎學金，藉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一方面獎勵努力爭取佳績的學生，另一

面鼓勵學弟學妹發憤向上。 該獎學金將分三項：「學業成就獎」、「成績飛躍獎」及「公開考試成績最優秀獎」。

    「學業成就獎」：各級成績名列全級第一名者，共六名學生，各獲頒 $2000元。

    「成績飛躍獎」：各級成績進步最顯著者，共六名學生，各獲頒 $1000元。

    「公開考試成績最優秀獎」：公開考試成績最佳者，一名學生，獲頒 $2000元。

    以上獎學金，見證張校董一家對育才興學的願景以及對惠僑的濃情厚意；謹望惠僑學生奮發向上，在學業成績

上竿頭猛進。

2011-2012年度全方位學習獎勵計劃 「移動學習」（Mobile Learning）

黃寬洋青少年進修獎勵計劃

鳴謝

小學暑期英語口試訓練及小學暑期英語遊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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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邀請專業培訓機構為中一級同學

舉辦「提升學習技巧課程」，協助同學掌

握學習技巧，提升其學習興趣，強化自信

心。此外，「應試技巧」及「通識議題寫

作及訓練」等課程亦繼續舉辦，指導高中

同學解難策劃方法、目標設定及考試技巧

等，培養同學批判思考，為他們面對公開

試或升學前作好準備。

課堂以外的體驗式學習：

中一讀書有法課程，同學們踴躍回答問題
中一讀書有法課程，同學

們認真地做練習題

    去年，本校共有10名在人文學科、數學、科學或領

導才能等方面均有優秀突出表現的學生獲取錄參加香港

資優教育學苑各類型的資優課程，是次計劃旨在讓學生

參與多元化的課程和活動，培養學生不同方面的智能發

展，提升自信心及專科能力。本年，本校更參與教育局

優質教育組舉辦的「資優教育夥伴學校網頁」計劃，為

資優學生提供適當的課程，發掘他們的個人潛能，藉資

優學生互相交流學習經驗的機會，擴闊他們的視野。

本校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合照

    為培養同學有良好的閱讀

習慣，本校於初中除推行「課

室小圖書館計劃」，又於初中

試行以iPad電子書，閱讀中文

經典名著及著名英文小說等，

提高學生對閱讀的興趣。此

外，本校又繼續與香港閱讀城

及公共圖書館合作，推行各類

型的「閱讀獎勵計劃」，如

「閱讀大使計劃」、「讀書會

活動」、「伴讀特工隊」等，

與同學分享閱讀的樂趣。

課室小圖書館計劃

課室小圖書館計劃，同學們專心地閱讀

閱讀城「伴讀特工隊」故事分享

    自去年起，我校便是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教育中心的「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的夥伴學校，我們以

「共建健康和諧校園」為學校發展方向，除了訂定「健康校園政策」外，更積極推廣健康教育活動，包括：「健康大使

培訓」、「預防流感疫苗注射」、「健康飲食校園」、「職安健活動」、「使用環保餐具獎勵計劃」、「環保校園」、

「節能減碳活動」、「預防濫藥活動」、「健康講座」、「學生健康問卷調查」、「健康問答比賽及展覽」等，旨在攜

手推動健康教育的發展。 

4A 陳燕琪
    成為健康大使後，我對毒品有更深入的認識，確切知道吸毒對生活和健康的禍害，更學會如何去幫助吸食毒品的人。

另外，培訓的內容多次提醒我，不論是那一種毒品，都能叫人成癮。所以不要因一時好奇，或為了紓緩的壓力而嘗試吸

食。即或遇上困難、壓力，我們可藉做運動、與師長、朋友或家人傾訴等方法解決，切勿依賴毒品麻醉自己；反之，我們

要愛惜自己，要以正面積極的態度面對。面對毒品，我們可要「企硬！」，不可一、不可再，向毒品說不！

健康校園－中一至中三預防濫藥活動

健康大使培訓分組討論

健康校園計劃－環保午膳餐具獎勵計劃

    每年惠僑老師都會聚首一堂，一起參加教師培訓活動。去年5

月的「馬灣挪亞方舟之旅」，老師透過多元化設施及工作坊培訓，

提升合作力與凝聚力，更在繁忙的工作中得以抽空玩樂。本校近年

曾舉辦之教師培訓包括：「團體能力提升工作坊」、「頸腰背護理

工作坊」、「基本體檢服務」、「聲線護理講座」及「人文校園講

座」等，藉此加強團隊建立，促進教師身心健康，共同推動健康校

園文化。

教師發展日－挪亞方舟之旅

學習及應試技巧課程 健康校園計劃

健康大使感想

教師發展日

支援資優學生計劃

促進閱讀中學習

中一至中三預防濫藥活動 環保午膳餐具獎勵計劃健康大使培訓

6 7

課程發展課程發展



    今年本校繼續安排所有中一級同學參與「黑暗中對話」。活動中，學生們利用其他感官在不同的場景中感受獨特的質

感、聲音、氣味和味道，在黑暗中體驗視障人士遇到的種種難處，從而培養同理心、學習社會共融，包容和欣賞社會上不同

人的長處，建立正面的人生觀。師生均認為活動意義重大，能從中反思生活，畢生難忘。

黑暗中對話活動

    去年3月，科

學組舉辦「第三屆

小學生趣味科學日

營」，吸引不少區

內小學參與。活動

除了可加強與區內

小學的聯繫外，還

可讓小學生進行有

趣的科學實驗，激

發他們持續學習科

學的興趣和提升學

習的自信心。 

小學科學日營

小學科學日營－製

作「葉脈書籤」

    去年11月份邀得EDIT Workshop Company Limited舉辦「生

涯規劃課程」，以「經驗學習」的方法，協助學生訂立個人

目標、瞭解個人成長歷程與生涯發展的關係，培養宏觀及具

前瞻性的生涯態度與信念。在學生進行個人與生活環境的探

索中，實踐生涯抉擇，思考如何規劃他們的前路。

生涯規劃課程

分享

培養個人素質

1A 李銘洋
    最初參加香港少年領袖團（AC）的原因很簡單，是

因為在選擇制服團隊之前，我覺得AC的制服比其他的制

服團隊更好看，再者，訓練活動內容亦很豐富。

    在訓練期間，我發現AC有更多的優點，例如，AC式

的步操、露營、玩繩網等活動都使我的校園生

活更加精彩和多元化。而且，每次的訓練

與活動，都能鍛煉我的體能和意志，使

我更獨立、自信和積極。

我們畢業啦！

軍事趣味學習－偽裝

及躲藏訓練 

軍事趣味學習－一齊花面貓

校長、導師與應屆畢業隊員合照

檢閱隊員房間

5C 梁嘉豪
       屈指一數，今年是我在惠僑渡過

的第五個年頭，也是在交安渡過的第

五年。看著那五張制服照，卻是百般

滋味在心頭。回想起中一那年，我是

個自律和責任心也欠奉的初中生，但

在一眾師兄師姐的鞭策下，我學懂自

律、負責的重要性。今天，成為師兄

的我，除了不忘在隊中向新隊員宣揚

隊訓「謹慎禮讓」的重要性外，也和

隊員一起學習和傳承前人精益求精的

精神，令惠僑交通安全隊的隊員不單

重視道路安全意識，也懂得品德對人

生的重要。直至今天，我慶幸自己中

一時選擇加入交安，更感謝交安多年

來給我學習的機會，使我在中學生涯

能留下一頁又一頁動人的回憶。

交安隊員步操非常整齊

交通安全隊在分區操中

勇奪第三名

「黑暗中對話」活動 香港青少年領袖團

交通安全隊

黑暗中對話學生感想

小學生趣味科學日營 生涯規劃課程

1C 羅慧霖
    在「黑暗中對話」，令我對視障人士完全改觀。

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環境中，心裏十分恐

懼和緊張。過程中，我最深刻的是「坐船」活動。視

障人士優美的歌聲，深深吸引著每一位同學，令我不

由自主的跟著他們一起合唱。在30分鐘的分享過程

中，我明白到其實視障人士和我們是沒有分別的，他

們一樣有能力可以過正常的生活，而且他們比一般人

更開朗和活潑。

1C 崔添逸
    通過活動，我深深體會到失明人士在日常生

活中所遇到的種種困難。旅程中，最令我難以忘

懷的是到市場的活動，因為要嘗試去觸摸一些東

西，還要利用嗅覺辨別是甚麼東西。我體會到失

明人士那麼努力去活，我一定會好好學習他們努

力不懈的精神。

1C 陳金玲
    「黑暗中對話」令我知道視障人士平

日是怎樣生活的，就算他們遇到種種困

難，都會勇敢地獨自面對，而不像我們，

只要遇到一點點困難就以為別人一定會來

幫助。這次活動，讓我對視障人士有了更

多認識，從而對視障人士更多的尊重。

進行有趣化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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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黃啟華
    三年的童軍生活中，我最喜歡的是宣誓營，因為我在營舍裏學習到甚麼是團隊精

神，還增進了隊隊員之間的友誼。不過，最令我深刻的活動是在剛過去的六月，本團參

加的深水埗區童軍步操比賽，我負責持旗，十四位隊員在比賽前一個月便已開始練習，

縱使未能贏取任何獎項，但我與其他隊員一起奮鬥，已留下美好的回憶。

本校制服團隊負責一年一度

的國慶升旗儀式

童軍團連續三年獲得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

域頒予傑出旅團獎項

鄭智賢校長與區總監和本校童軍團成員合照

4C 王梅芳
    大家還記得去年陸運會起伏的心情，以及比賽過後互相擁抱的情景嗎？那是

屬於我們St John的集體回憶。

    去年陸運會制服團隊比賽，士氣高昂的我們終究不敵當值過後身軀的疲

憊，落場比賽時並未能表現出最理想的水準，心情低落，不過心底裡仍渴望

那榮耀的獎盃是屬於我們的。到了宣佈成績的時候，我們都被詫異的答案愣住

了    我們奪得冠軍！我們無不驚喜萬分，又哭又笑的抱在一起呢！

    周年步操、急救、家居護理比賽，我們付出不少汗水。除星

期六回校練習之外，放學後我們也逃不過步操訓練、開會、甚至

磨鞋、穿針線等預備工作。然而，那兩個艱苦的星期，雖有抱

怨，但也看到了大家的團隊與決心，所有人都已融入團體之中。

儘管我們最後還是輸了比賽，但那一幕又一幕溫馨的情景卻使我

們慰心，我們約定明年一定會繼續努力！

    其實得獎與否已不重要，至少我們還有一份濃厚的情誼，一

股不遜色的志氣，一個窩心的集體回憶。

比賽後隊員臉上都掛著開心的笑容

周年步操比賽

2A 劉家義 
    「left,  left,  left  right,  left……」隱隱約約聽著這熟悉的口

令，讓我想起我中一在深資童軍時的情景。那時我甚麼都不懂，

練習步操的時侯又錯又亂，一些師兄師姐們發口令示意轉左，我卻

轉右，叫我喊口令，我卻一言不發，把他們氣死了，但他們沒有半

點的埋怨，只有耐心教導。

    記得聖誕宣誓營中，我學會了很多在野外求生的技能。雖然我

們紮的營都是東歪西倒的，但在紮營的限時中，我們都充份地分工

合作。在那個寒冷的聖誕，我覺得很溫暖，因為期間我一直都是病

著的，病得面青唇白，隊員都很關心我的情況，一直都照顧我。謝

謝你們！回想起這一年，雖然上學期步操好辛苦，但下學期戶外集

會活動卻很好玩，很開心。明年要繼續留在深資童軍成長呢！

第三屆區總監盃深資童軍錦標賽冠軍

    為建立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有效溝通橋樑，本校輔導組定期進行家訪，讓老師與家長有更直

接的聯繫，家長可以從中瞭解子女在學校的情況，加深對學校的認識；老師亦能瞭解學生在家

中的情況及成長中的不同需要，從而提供更適切的支援。

車一聞老師家訪1C班冼家

宝同學及其家人

社工黃姑娘家訪1B班戴子

浩同學及其家人

「愛自己、活得起」預防青少年援交活動後感
2B 倪美琪

    這個世界有許多誘惑，其中包括金錢的誘惑，有些人甘願為錢財做牛做馬，甚至出賣

身體，誤入歧途，愈陷愈深，我們應引以為鑑，不要因小失大，要用正確的金錢價值觀來

衡量是非對錯。

「預防濫用藥物」講座後感
2A 段維清

    「預防濫用藥物」活動對我很有幫助，不但增加我對毒品的認識，例如「K仔」、「大麻 」等毒品的形狀、顏色和分類，而且

讓我更清楚瞭解毒品的危害，對充滿好奇的我是一個很好的提醒，讓我決定一定要向毒品說「不」！

「愛自己、活得起」預防青
少年援交小組—在各班中
透過小組討論、影片及真實
個案分享，向同學灌輸對
「性」的正確價值觀。

「愛自己、活得起」預防青

少年援交講座—講員講解

詳盡，例子生動有趣。

1A 楊諾琳
    在十一月十日的活動當中，各同學和導師們透過把願望寫在紙飛機上、訪問及與義工哥哥姐姐聊天，加深彼此的了解和認

識。其中全體同學和導師一起跳舞時最教人快樂，當天我認識其他班別的朋友，彼此交換學習心得，更可汲取導師們的經驗及

知識。這次活動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呢！我衷心希望各同學能朝向各自的目標前行，永不放棄，直到的願望成真。

1B 黎  明
    與一班大哥哥、大姐姐們一同參與集體活動，令我感受到與人溝通的樂趣，以後我必定更主動與人交談。

本校學生和大專導師來張大合照

童軍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惠僑混合見習隊

九龍第1106旅 深資童軍

深水埗東區、西區成立20周

年紀念活動－步操比賽

家訪計劃

生命教育

中一級「傳薪領袖計劃」

1A 廖賢軒家長
    賢軒入讀惠僑時，我擔心他能否應付中學的生活和學習的轉變。透過家訪，我和孩子

可與班主任及輔導組老師傾談，了解他在學校中的學習情況、行為態度、與人相處等各方

面的表現，從而改善他的學習情況。在家訪中，我感受到老師關懷學生各方面的成長。現

在孩子回家後會分享他在學校的趣事，已適應學校的生活。但願他能努力學習和在各方面

繼續進步，感謝老師們能無私地付出課堂以外的時間與學生、與家長溝通。

1C 冼家寶
    這次家訪讓父母知道我在學校的表現，也讓老師們了解我的生活狀況。我發現原來老

師都很關心及注意同學的情況，也會按需要對我們作出適時的幫助。

家訪後感

    學生面對不同價值觀的衝擊，不免感到困惑，為此輔導組積極推行生命教育計劃，提

高學生對事物的判斷能力，使他們能夠抱持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學會辨別是

非。今年舉辦的活動包括「愛自己、活得起」預防青少年援交講座及小組活動，藉以加深

學生對援交的認識，並讓他們對「性」持有正確的價值觀。此外，「預防濫用藥物」及

「愛‧清新」健康無煙校園講座，亦讓學生明瞭毒品及吸煙的禍害，使其遠離毒品煙草、

避免濫藥，共建一個健康和諧的校園。

    本校連續兩年參加由燊火青年網絡（U-Fire）主辦的

「傳薪領袖服務計劃」。計劃特殊之處，是惠僑的同學會

獲配一位大專生，作為他們的「成長嚮導」，導師主要來

自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大學等。透過網絡

及活動提供生命輔導，幫助同學建立良好的價值觀，及早

計劃未來。本年有四十八位中一同學參加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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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葉錦儀
    「名師出高徒計劃」不但令我認清自我，更能改善自己的學習方法及態度。在計劃中，

「名師」會為我傳授成功的心得，甚至提供「專業工作體驗」的機會，使我訂立職業方向。我期望

此計劃能令我立定志向，提升學習效能，建構個人社會網絡，未來能投身社會及為香港盡一點力。

    本校一直重視學生的心理成長，本著我校口號“We are more than a School, but a Family 

- with Love”的理念，從學生的個人成長、心靈強化、班級經營及家校合作等方面著手，以

推動關愛校園文化。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增加家校、師生及同儕之間的交流，藉著三

方面的攜手努力，達致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幫助他們認識自我，學會尊重別人，互助互

愛，建立關愛校園和諧文化的目標。

    本校的努力更獲得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樂Teen會頒發「關愛校園獎」。此獎項是由學者、

教育界代表、社會服務界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選出，公開表揚積極推廣及實踐關愛文

化及表現突出的學校。

    曾聽見過這樣的故事：每個人來到這世界上，上帝都會送給他一個寶盒，盒內裝著的是上帝給他的禮物：或是善良的

個性，或是一項天賦才幹……每個人得到的禮物都不盡相同，所以有些人記憶力特強，或精於抽象思維，所以讀書考試成

績斐然；有些則滿有藝術天份，音樂繪畫樣樣皆能。上帝希望人可以在其生命中把這些才能盡情發揮，享受祂這份心意帶

來的滿足及快樂！

    可惜的是在現今社會，讀書成績似乎成了唯一一個衡量個人成就的標準。成績不好，便等同於沒有前途，沒有價值！

對於一些成績稍遜的同學而言，他讀書以外的天賦因此而得不到別人的欣賞。可是在惠

僑，社工卻見證著同學們的多才多藝：例如在繁重的工作中不時收到同學送來精美小手工

為社工打氣加油；每年一度的時裝表演足見同學的無限創意，令人歎為觀止；烹飪亦難不

到他們，應用課程內的作品令人垂涎欲滴。他們的創意及一雙巧手，令人讚歎不已！惠僑

老師對同學的才幹特點瞭然於胸，在學校創造及提供不同的機會讓同學可以一展所長。所

以同學不用妄自菲薄，只要已經盡力，縱然成績未如理想，也無需自我懷疑，亦不用灰心

氣餒！嘗試發掘自己的優點強項，把握機會加以鍛煉，讓才華盡情發揮，同學們一樣可以

享受當中的樂趣及滿足，在當中找到自我的價值及得到別人的賞識！
駐校社工徐姑娘與同學們

在小組活動中合照

    班際義工活動探訪了鄧碧雲長者中心、扶康會上李

屋、白田康齡長者中心、李嘉誠護理安老院及探訪石硤尾

邨獨居長者等。同學熱心及積極為他們表演，一起參與遊

戲及面談，使他們有一個歡樂的下午。在義工活動上，同

學表現出色，深受機構及長者讚賞，同時獲社署頒發獎狀

嘉許他們的努力付

出。而中三至中五

同學則參與賣旗活

動，藉此協助社福

機構籌募經費推動

慈善活動。

中四同學探訪鄧碧雲中心合照

中四級全方位領袖培訓計劃

朋輩輔導計劃

關愛校園

社工心聲

仁愛堂慈善步行 2012

班際義工及賣旗活動

深水埗社區中小學協作計劃

師徒計劃

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名師出高徒」計劃

    輔導組與香港青年協會籌辦「中四級全方位領袖培

訓計劃」，藉此提升學生的領袖才能，讓他們建立自信

心。透過不同的群體及小組活動，同學學懂解難及協作

精神，亦從中反思自己的強弱項，找出最合適自己的領

袖風格，為將來在學校或社會擔當領導角色作好準備。

  4A 李洛 
    領袖訓練不但令我增強做領袖的自信心，亦令我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和缺點，同時反思自己在帶領別人解決問題時的缺失。

此外，在訓練中我還看到同學對處理問題的不同反應，讓我更了解同學的性格特質。

4C 王梅芳
    作為一名領袖生，領袖訓練對我們來說是不可缺少的。是次訓練在提升我們的領導能力之餘，也有助建立全班和諧的人際

關係。在遊戲活動中，大家一同思考及分工合作，氣氛樂也融融，讓身為領袖生長的我深深意識到團結精神是靠彼此的關心、

合作、投入等等而得來的，更有助我在管理方面的發展和發揮團隊領導的潛能。

領袖培訓計劃大合照

為同學服務

    「深水埗社區中小學協作計劃」以幫助區內就讀的小學生為旨。透過今年惠僑服務的小學是「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

商會學校」，在活動中，我校學生發揮所長，他們從中亦學習關愛的重要性，以締造團結友愛、服務社區的精神。

4C 王梅芳
    第一次與小學生共同參與歷奇活動。在遊戲過程中，我們所有中、小學生共融互

勉並積極投入，從中我學懂什麼叫認真投入和責任，更建立個人自信，為我將來投身

社會作出準備。

5C 何嘉俊
    在「跳躍音符」的活動中，我擔任過小老師，身體力行的教導小學生rap歌的技

巧。與小學生溝通並不容易，惟有耐心來投入到他們的純真世界裡，過程中亦要細心

留意著他們的反應，多點關心和協助他們，才能合力譜出一首跳躍之歌。

本年度我校與香
港四邑商工總會
新會商會學校成
為配對學校

學生義工與小學

生相處融洽

    師徒計劃是為了加強師生間的溝通，及早發現個別學生的問題而設。計劃以中六

級學生為支援對象，於9月至來年1月期間，透過師生間的會面，協助學生面對公開

考試、升學或就業的挑戰。

6B 許嘉樂
    師徒計劃讓我感到老師的真誠關懷，讓師生互相了解，並讓老師成為同學的知心友。在

與老師交流中，話題不獨只在學業上，家中的狀況也會提及，而老師不但給我不少寶貴的建

議，更成為我們一個很要好的密友！

6B 樊兆國
    師徒計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同學和老師互相了解，無論在同學的學業、感情，或是家庭的困惑上，都可得到一些心靈

上的支持及實質的建議。過程中，師生間的歡聲笑語，讓我感到溫馨和有價值。這段回憶，在我人生當中是彌足珍貴的。

師徒同歡大旅行

    5C葉錦儀同學經過多輪的面試後，有幸在過百名學生當中甄選成為「高徒」之

一，而葉同學的配對「名師」是教育界幼兒教育及社會服務系白鄧紹芬主任，期望葉

同學在「名師」的指導下成為「高徒」，向成功之路邁進。

「你爭我奪」中同學大顯身手

    朋輩輔導計劃旨在協助中一同學適應中學校園生活，並促進校內互助互愛的精神，建立和諧、關愛的校園。活動開展

前，參與的中四、中五級學長必須完成培訓工作坊，方可擔任朋輩輔導員。然後，他們透過定期與中一級學生會面，建立

關係，提供情緒、學習等支援。會面後，朋輩輔導員將填寫會面報告，以便跟進及檢討計劃成效。

5C 何嘉俊
    我參與了朋輩輔導計劃，與中一的學弟們共進午膳，讓彼此加深認識及了解。雖然在開始

時彼此話題不多，好像有點尷尬，但只要能找到他們的愛好，多談他們有興趣的話題，大家便

漸漸熟稔。學弟們都很樂意分享自己的感受，有時遇到一些趣事或在生活和學習上的問題，他

們都會告訴我，我亦盡量給予他們建議，幫助他們解決困難。

    其實每一個中一的學弟、學妹都有自己的特長，有些喜歡畫畫、有些喜歡彈奏樂器、有些

喜歡運動。只要我們能耐心的瞭解他們的性格，彼此間的相處，就是一段很快樂的回憶了！

朋輩輔導員訓練

    步行籌款路線

以山頂廣場為起

點，並沿山頂繞行

一圈，需時約一小

時三十分鐘。雖然

當天天氣寒冷，還下著細雨，但不減同學參與步行籌款

的熱情。當日校長撥冗一同參加，師生一行共二百六十

人參與是次步行籌款，非常熱鬧。師生們在校長帶領

下，先來一張大合照，然後各班浩浩蕩蕩地開始步行，

為慈善出力，並為仁愛堂籌得寶貴的善款。

葉錦儀同學與教育界幼兒教

育及社會服務系白鄧紹芬主

任成為師徒關係

本校再度榮獲「關愛校園獎勵

計劃」「關愛校園」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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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想

2A 賴曼婷
    「步履秋高蒞廈門，幾曾圓夢海天存。嘗聞漁火添新盞，今見森榕續舊根。花落

花開終有意，潮來潮去了無痕。一灣碧水知多少，不盡鄉思欲斷魂。」廈門十六天，

讓我學習到如何在悠閒的時候鍛煉身體，善用餘暇提升體育技能，例如：短跑、跳

遠、跳高及武術。還有，體育營更提升了我們在籃球、足球、乒乓球和排球方面的技

術。各位，你還不快點來參加來年的體育營？

    廈門體育營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短跑訓練和逛鼓浪嶼，短跑訓練中，我們學習了高抬腿跑、後蹬跑、小步

跑，其中高抬腿跑，這個姿勢跑起來很有趣，同學們也玩得不亦樂乎。而遊覽鼓浪嶼亦令我印象深刻，那是一個很有特色的

地方，一個現代與古典結合的地方。每一條橫街窄巷都別有特色。工藝品、字畫、珠繡、漆線雕、彩紮、彩塑、彩瓷等豐富

多姿的當地特產，琳瑯滿目。小巷裏吃喝玩樂樣樣齊全，只有你想不到，沒有你找不到。廈門，鼓浪嶼，那是叫人神往的地

方，那是年輕的心，放飛希冀的地方。

    廈門十六天的體育營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每一天我們都像小鳥一樣自由自在，和老師同學相處也很愉快。

    「天藍藍，水潺潺，綠影

搖幡幡。蜂飛蝶舞花滿園，滿

園繁花鮮。百小橋，百展園，

百園萬景藏。如詩如畫遊人

醉，不思還故鄉。」廈門十六

天體育營，這首詩形容得最是

恰當。

 

「全體老師們 + 一個傻兵」大合照

參觀世外梅園時的大合照

排球訓練離港前在機場大合照 籃球教練講解技術

足球訓練大合照

八所小學的學生齊齊整整拍大合照

放馬過來吧！

「別以為你們可

以擋住我！」

上籃得分

    那些年，我們一起上課的日子，一起走過的走廊，一

起流過汗的操場，一切也如此美好的回憶，盡在2012年

3月23日舊生會盤菜宴勾起。短短的數小時，再次回味往

事，溫馨暖入心窩！

    那天共有120多位校友出席，濟濟一堂筵開三十多席，一

起談近況，吃喝玩樂，還有參加抽獎活動，獎品縱或不多，

但已叫現場環境非常熱鬧，人人都情緒高漲！整晚各校友的

心情都興奮不已，深信這是因為他們能與從前的老師、同學

久別重逢，重返母校、彼此分享生活點滴的緣故吧！

    雖然活動完結，但校友會仍會繼續積極以不同形式貢獻

母校，如在校內學生歌唱比賽擔任表演嘉賓或評判、參與陸

運會賽事、訓練校隊隊員（如體育活動、辯論）等，讓惠僑

的精神薪火相傳下去。

120名惠僑人

這圍全是當日籃球校隊

的隊員及家人

開餐前，老師們合照留影。

    校友盃籃球賽已踏入第三

屆，目的是集齊惠僑籃球隊多

年來的波友共聚一堂，談談波

經，甚至出一身汗；旨不在

賽，實則是回校懷念曾經讀書

遊戲的地方。有些校友更帶同

妻兒一睹他們的幫主首領──

李根源老師球場上的英姿。
校友張榮峰說：「我又贏了！」校友籃球隊大合照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為本校的秋季旅行。中一、中五及中六級前往大

棠郊野公園；中二及中三級前往大拗門郊野公園；中四級前往黃石公

園。當日秋高氣爽、天朗氣清，各同學可以暫時將沉重的課本放下，好

好享受與老師和同學一起歡樂的日子。

世界學堂—黃埔軍校 校友聯繫：盤菜宴

校友聯繫：校友盃籃球賽

旅行剪影

世界學堂—福建體育營

區內小學聯繫：小學籃球、乒乓球賽

學生感想
1C 周杰煌

    我懷著激動的心情來到黃埔軍校，甫下車使知道軍校訓練並不如想像中好

玩！軍校的教官全都很嚴格，我們剛到埗，他們已命令我們整理床鋪，八個人

同住一房，床板都是木造的，害我邊睡邊在想：床板會突然下陷嗎？衣服也要

自己洗，洗完還要自己放在陽台曬晾。

    三天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射擊訓練，射擊訓練有射箭與槍械。到達射

擊場時，我被那槍聲的巨響嚇了一大跳，但看到別的同學練習完槍械射擊後，

臉上流露的喜悅表情，又令我蠢蠢欲試，於是我鼓起勇氣試射了三發，嘗試過

後，才發現沒有想像中困難。

    這三天艱苦的訓練讓我明白了做任何事都要勇敢地迎難而上，面前的挑戰

只是我們把它想像得過於困難，只要有恆心，鐵杵也可以磨成針。

立正！不許動

    「小學籃球及乒乓球錦標賽」於2012年已踏入第八

屆，目標是以區內小學生為對象，旨在加強中小學校間

之聯繫，並提高學生的籃球及乒乓球技術和興趣。

    去年分別有11間及7間友好小學參加本校所舉辦的三

人籃球錦標賽及乒乓球錦標賽，當日邀得深水埗區議會主

席郭振華MH，JP為比賽擔任主禮嘉賓。三人籃球錦標賽

的三甲分別是大坑東宣道小學、白田天主教小學及五邑工

商總會學校；乒乓球錦標賽三甲分別是大角咀天主教小學

（海帆道）、啟基小學及天主教善導小學。

小學生也巾幗

不讓鬚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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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班

2A班

1A班

1B班

2B班 2C班

3A班 3B班 3C班

4A班
4B班

4C班

5A班 5B班 5C班

6A班 6B班 6C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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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類
別

組別 舉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

服
務

社會
事務學會

社會福利署 2011年義工服務嘉許狀

金獎 5C 鄭國偉

銀獎
4C 鄭嘉儀  4C 葉錦儀  5A 陳翠熒  5A 林家威
5A 胡文詩  5C 李  靜  6A 陳沛霖  6A 陳玉婷
6C 凌立港  6C 謝志安  7A 邱嘉盛

銅獎

2A 劉楚盈  2A 鄧智榮  2A 黃曉筠  2B 鄭裕麟
2B 鍾曉峰  2B 林嘉文  2B 謝樂詩  2C 方玉梅
2C 馮嘉穎  2C 謝靖愉  3A 朱嘉欣  3A 何展洛
3A 黃嘉祺  3B 徐衍燊  3B 韓戩皓  3B 林浩昭
3B 梁笑容  3B 譚鑫怡  3B 談本暢  3B 謝智勇
3B 邱耀揚  3B 余慧敏  3C 劉樂婷  3C 陸景榮
3C 馬瑞荃  3C 唐錦興  3C 王梅芳  4A 陳毅詩
4A 陳子聰  4A 蔡詠儀  4A 郭敏儀  4A 林藹婷
4A 謝梓傑  4A 黃宛鈴  4B 梁憲明  4B 吳嘉麗
4C 陳曉嵐  4C 陳文昌  4C 何嘉俊  4C 高妙妍
4C 林立文  4C 林詩潁  4C 梁嘉豪  4C 黃秋城
5A 區佩儀  5A 陳永浩  5A 霍詠瑤  5A 李慧炫
5A 麥寶霞  5A 顏珮珊  5A 蕭焯瑤  5A 譚子淳
5A 余海其  5B 梁雪渟  5B 李駿源  5B 曾諾文
5B 謝明珠  5B 黃聖諭  5C 張家儀  5C 錢嘉文
5C 鄧艷婷  5C 富彬雷  5C 羅穎筠  5C 吳青霞
5C 岑韵詩  5C 蕭凱瑩  5C 鄧綺珊  5C 王俊熹
5C 黃秀媚  5C 黃芷茵  5C 袁家浩  5C 阮家豪
6A 陳凱彤  6A 陳珮妍  6A 陳慧嫻  6A 許慧敏
6A 麥佩珊  6A 冼卓楠  6A 陶泳欣  6C 陳懷露
6C 許芷恩  6C 鄺綺萍  6C 梁健怡  6C 林安琪
6C 盧艷棋  6C 吳熾均  6C 胡永泰  6C 余信良
7A 陳卓希  7A 陳春暉  7A 張瑋瑩  7A 馮嘉駿
7A 馮耀恒  7A 許敬禧  7A 許婉怡  7A 葉麗珊
7A 關志誠  7A 郭韶民  7A 劉佩玲  7A 李展鵬
7A 廖倩儀  7A 廖德政  7A 伍俊豪  7A 卜希彤
7A 胡俊琛  7A 阮千榕

社會福利署 2011年義工服務嘉許狀 機構金獎 惠僑英文中學

興
趣

科學學會

北區花鳥蟲魚
展覽會

香港甲蟲餇育
研究會

全港甲蟲王餇育大賽 優異獎 3B 談本暢  3B 許耀華  3B 韓戩皓

6月

類
別

組別 舉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

體
育

惠僑
籃球隊

深水埗體育會
深水埗區三人籃球比賽2012男

子公開組
冠軍

4B 勞偉康  5B 陳志強  葉永基（舊生） 
方德文（舊生）

籃球校隊
陳樹渠
紀念中學

陳樹渠盃籃球邀請賽 亞軍
4B 周家豪  4B 勞偉康  5A 梁嘉成  5A 楊文康
5B 陳志強  5B 陳永賢  5B 羅  雋  5C 鄭國偉
5C 吳遠勝  6A 譚梓聰

其
他

輔導組 香港青年協會
2012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青少

年進獎勵計劃
    3C 王梅芳

藝
術

藝術
教育組

深水埗區家長
教師會聯會

深水埗區校際才藝展光華2012 創意技巧獎 3A 楊兆康

7月

類
別

組別 舉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

服
務

深資童軍
香港童軍總會
深水埗東區及
深水埗西區

攤位設計比賽 亞軍 3B 余慧敏  3C 馬瑞荃  5C 富彬雷  6C 余信良

學
術

教務組

香港潮人
深水埗同會
深水埗學校
聯絡委員會

2012年度鄭錦鐘助學金     4C 何嘉俊

類
別

組別 舉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

團
隊

深資童軍

香港童軍總會
深水埗西區

區總監盃深資童軍錦標賽 總冠軍
4A 余慧敏  4A馬瑞荃  6C富彬雷
余信良（舊生）

香港童軍總會
九龍地域

傑出旅團獎勵計劃 銅獎

2A 趙璟鑌  2A 劉家義  2B 江文杰  2B 簡智仁 
2B 羅李蓉  2B 蒙清兒  2C 馮啓進  2C 羅  青 
2C 姚麗芳  3C 陳家頌  4A 余慧敏  4A 馬瑞荃
5A 謝梓傑  5C 黃秋城  6C 富彬雷

童軍
香港童軍總會
九龍地域

傑出旅團獎勵計劃 優異獎

2A 石振邦  2A 蕭振威  2A 趙紫珊  2A 陳偉瑜
2A 葉展誠  2B 任桂康  2B 林倩而  2B 倪美琪 
2B 梁志輝  2B 鄧境錢  2B 岑俊傑  2B 孫浩鈜
2B 楊家駿  2B 陳俊興  2C 林駿杰  2C 謝誠軒 
2C 陳啟東  2C 陳靖雯  2C 伍卓文  2C 梁婉珊 
3A 黃啟華  3A 曾漢傑  3C 邱耀揚  3C 余鴻欽
4A 邱玉君  4A 關珍紅  4A 馮健成  4B 梁笑容 
4C 唐錦興

體
育

   
元朗區議會／
香港泰拳
理事會

青少年組泰拳DOS盃
男子少年組63.5公斤級

冠軍 6C 吳遠勝

服
務

社會
事務學會

深水埗區青年
活動委員會／
傑出義工選舉
工作小組

   
2012年深水埗
區傑出義工

5C 何嘉俊

11月

9月

類
別

組別 舉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

學
術

中文科
香港道教
聯合會

第十二屆香港道教節徵文比賽 優異獎 5C 何嘉俊  5C 高妙妍  陳春暉（舊生）

10月

類
別

組別 舉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

學
術

教務組
香港廣東客屬
社團聯合總會

   
香港客屬總會
「助學金」

4C 王梅芳

輔導組 新家園協會    
新家園世茂
「助學金」

4C 陸景榮

體
育

田徑校隊
香港四邑商工
總會黃棣珊
紀念中學

友校4x100接力比賽 季軍 4B 楊光達  3B 陳梓軒  6B 黎大成  6B 林偉豪

2012-20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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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準備專題講座」
    今年家長教師會邀得香港科技大學人力資源部高級組

長李瑞美女士來校，主講「就業準備專題講座」，讓畢業

班的同學及家長對職場的招聘過程和要求有更深認識。香

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先生亦有出席是次講座，參

加者包括家長及學生，他們對李女士的講解留下深刻的印

象，並獲益良多。

主席 王雲秋女士

副主席 吳湛森先生

司庫 劉淑英女士

聯絡 黃麗華女士

總務 利志光先生

康樂 譚瑞群女士

理事 洪亞鳳女士

理事 鄭瑞芬女士

理事 鄺少鳳女士

副主席 鄭智賢校長

秘書 吳詩思老師

總務 楊玉海老師

司庫 吳國偉老師

聯絡 姚健威老師

執行秘書
袁巧兒輔導

助理

就業準備專題講座－家長齊參與

深水埗區傑出家長教師會
    本校家長教師會獲選為深水埗區傑出家長教師會，主

席王雲秋女士及理事劉淑英女士更獲得「傑出家長義工

獎」，鄭智賢校長並獲委任為深水埗區家長教師聯會名譽

顧問。

校長與各委員合照

升中伴你行
    為讓家長更瞭解子女升中面對的挑戰，進而協助子

女適應，家教會及社工黃姑娘特別安排中一級家長講

座    「升中伴你行」，內容圍繞辨識子女初中生活適應

困難及其處理方法，中一家長均踴躍參與，期望子女能有

愉快的中學生活。

「升中伴你行」講座，讓家長更了解學校與子女

「子女沉迷上網，家長怎麼辦？」
    科技發達，網絡活動成為不少現代人生活的一部份，

青少年對上網更是趨之若騖，甚至泥足深陷。如何引導同

學正確使用網絡成為家長關心的問題。本校家長教師會及

學校社工舉辦「子女沉迷上網，家長怎麼辦？」講座，與

家長分享青少年上網的現況及沉迷上網背後的成因，讓家

長能引導子女正確及安全使用互聯網。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畢業典禮暨頒

獎禮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在本校禮

堂舉行，當日荷蒙深水埗區議會主席郭振華MH

太平紳士主禮，致辭及授憑，並邀得校監朱松勝

MH、校董、友校校長、家長、校友及社會友好出席，一同祝賀畢

業班同學前程萬里，場面溫馨熱鬧。

    典禮於下午五時正舉行。首先由校監朱松勝MH致歡迎辭，朱

校監提醒畢業同學，縱或他日遠飛，都要毋忘惠僑，毋忘默默耕耘

的老師；接著由鄭智賢校長作校務報告，校長訓勉同學要縱觀八

方，不應把學識局限於書本之上，要培養批判思考，學習「審問、

慎思」。此外，校長亦表示學校在教與學、學生成長、學生成就等

各方面，在過去一年都有顯著的進步。

    主禮嘉賓深水埗區議會主席郭振華MH太平紳士在致訓詞

時，亦鼓勵同學努力向上，面對挑戰時要勇於承擔，最後寄語

即將畢業的同學：關心社區，懷抱世界，闖出新天地。

    頒發證書及各獎項之後，是四個畢業班的班主任感言，6A陳英

傑老師、6B蔡玥琦老師、6C王立憲老師、7A何嘉龍老師對畢業同

學的叮囑，溫馨感人，台下同學及家長都感動落淚。最後是畢業生

代表致謝辭，這部份成為當日典禮的高潮，段段那些年的集體回憶

再次在各位畢業生、老師腦海迴盪，依依離別，萬分不捨。

    最後，由本校同學、老師表

演，合唱一曲，寓意師生情重，

典禮亦在愉快的氣氛下結束。

畢業生大合照

惠僑英文中學2011-2013年度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

2012-13年度家長講座活動

畢業典禮

家長代表 學校代表

校監勉勵一眾

畢業同學

主席與台上嘉賓大合照

師生齊演出

歡樂時光

12月

類
別

組別 舉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

學
術

中文
朗誦隊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五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 5A 李嘉敏  5C 梁鈞嵐

季軍 5A 黃宛鈴  5A 楊曉珊

優良獎
5A 鄧婉盈  5A 余旆旂  5A 聶俊婷  5A 謝欣欣
5C 林詩穎  5C 高妙妍  5C 陳曉嵐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五級女子普通話
詩詞獨誦」

良好獎 5A 江桂萍

季軍 5A 郭  健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六級男子普通話
詩詞獨誦」

優良獎 6B 樊兆國  6C 袁家浩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一級女子普通話
詩詞獨誦」

優良獎 1C 羅慧霖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一級男子普通話
詩詞獨誦」

良好獎 1B 李柏倫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一級女子普通話
詩詞獨誦」

優良獎 1B 鄧傲霜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二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 2C 伍卓文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二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 2A 趙善彤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二級女子普通話
詩詞獨誦」

良好獎
2A 戴雅婷  2A 劉家義  2B 倪美琪  2B 陳  玉
2B 郭耀然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三級女子普通話
詩詞獨誦」

優良獎 3B 周穎彤  3B 劉嘉琪  3B 繆麗緩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四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 4C 陸景榮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四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 4C 譚鑫怡  4B 梁笑容

優良獎 4A 司徒嘉文  4A 余慧敏  4A 黃貝津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四級女子普通話
詩詞獨誦」

優良獎 4C 王梅芳

良好獎 4C 周珍珍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六級女子普通話
詩詞獨誦」

良好獎 6C 鄭雅梅  6C 富彬雷

優良獎 6C 鄧豔婷  5C 黃秋城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五級粵語詩詞集誦」

優良獎 5C 全班

英文
朗誦隊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五級男子英詩獨誦」

季軍 5B 羅心樂  5C 梁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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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及總務課外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