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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要成為文質彬彬的君子，便要從多角度研習學
藝，不應像容器般局限了自己的用途，惟此才能整全地觀
照自我，成為「通才」，並在不同處境下亦能盡展所長，
達至盡善盡美，這就是聖賢孔子「君子不器」的道理。作
為校長的我，特別欣賞同學們能夠在喜歡的範疇上好好發
揮，讓潛能化作成就，在競賽與考試時盡情燃燒自己，成
為後輩的常夜燈，在漆黑的苦學路上予以照明鼓勵，並在
人生路上獲得社會各界的喝采聲。當中尤其重要的，更是
在發揮潛能的過程中毋忘學習做人處世的應有態度，實踐
關愛別人、仁民愛物的美德。2013-2014年度適逢惠僑創
校45周年，榮幸連續三年獲得「關愛校園」殊榮，讓我深
感喜悅和欣慰。該獎項肯定了本校全體學生、家長以及老
師們多年來共同努力的成果，亦為惠僑多年來提倡家校共
融、同舟同心的熱誠與努力給予莫大的鼓勵。榮膺大獎，
為惠僑45年來屹立深水埗區所積澱的成就倍添光彩。
翻開紀念年刊，回想去年不僅有中六同學順利升讀香
港中文大學、北京大學等著名學府，更分別有同學摘得兩
屆「司徒華教育基金好學生獎」、「深水埗區優秀學生及
傑出學生」等殊榮。運動方面，惠僑的健將們在少青團全
運會挑戰賽中獲得三冠三季佳績，並勇奪九龍區第三組足
球賽冠軍、惠港澳盃籃球錦標賽冠軍等多個獎
項。頒獎禮上師生樂也融融，猶如實現《論
語》中「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般溫馨
的情境，令我滿懷欣慰。

「一人一藝」及紀律團隊訓練是達至全人發展的橋頭
堡，既可讓初中生習得各種專門技藝，亦可讓他們從社區
工作中省過遷善，養成推己及人、克己復禮的品德與自主
獨立的人格。「生涯規劃」協助學生確立人生目標，透過
職業導向講座、與各工商機構舉辦的參觀活動等，讓同學
們挑選合適的升學或就業路。是年我與各機構積極溝通，
惠僑已在十月份加入扶輪社的「Rotary Adopt A School」
計劃，日後將籌辦更多活動，讓同學們能夠透過扶輪社的
關係網接觸更廣大的社會層面，開闊眼界。
惠僑關懷學習能力參差的學生，對SEN、非華語、資
優學生給予適切的協助。「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區
本補習班」等措施行之有年，各類津助亦讓家境有困難的
學生平等參與各活動，配合家校關愛的精神，幫助學生打
破物質羈絆，增加自信，奮發向上。
「學海無涯勤是岸，青雲有路志為梯。」校長在此寄
語同學們好好利用學校資源，在學習之餘積極參與活動，
發揮才華，啟發志向，耙梳一條明確的人生路。任重道
遠，惠僑上下在未來將會更珍惜過往積聚的豐碩成果與汗
水，孜孜不倦，延續關愛精神，積極與家長、教育及社福
機構合作，為邁向半世紀的輝煌做好準備。

春華秋實，惠僑「松勝苑」中的栀子樹葉
在秋意中泛起一線橘色的光澤，沉睡的栀子花
正等待來年盛放的季節。2014-2017年度我將
定下「三年計劃」，希望惠僑師生能夠承傳往
年佳績，並且有所增補，以「關注學生全人發
展」、「照顧學習差異」、「延續關愛校園文
化」這三大目標，迎接惠僑寫下新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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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智賢校長榮獲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
鄭校長於11月10日榮膺「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的嘉許狀及獎
章，以表揚其對社區服務的貢獻。鄭校長在社區建設、社會服務、康體事
務、文化藝術發展範疇上表現卓越，是惠僑師生的垂範。

鄭校長接過嘉許狀時獲得台下眾多鎂光燈與掌聲的致敬

回應新高中課程 制定學習策略
高中課程旨在讓學生「立足現在，創建未來」，為擴闊學生的知識基礎、發展興趣、獲得多元能力，惠僑積極回
新 應新高中課程的方針，制訂學習策略，以使學生有信心迎接未來的挑戰。
中五、中六課後補課
為幫助學生及早準備公開試挑戰，提高學業成就，本校於學期初已
安排中六級進行課後補課。中、英、數及通識四科必修科安排在放學後進
行。選修科目則在聖誕及農曆新年等長假期進行。補課形式靈活，按同學
的能力分成高中低三組，為有學習差異的學生編制不同程度的教材，藉此
提升補課效益。至於中五級的補課，則緊接中六級畢業試後推行。

本校繆麗緩和江文康同學獲得第六屆
「深水埗區傑出學生殊榮」，可喜可賀

應用學習課程（APL）

科學講座

本校鼓勵中五學生修讀應用學習課程，高中學生可根
據興趣和志願，自由選擇應用學習課程作為選修科目。同
學在課程中考獲「達標」將等同香港中學文憑第二級的
成績，而考獲「達標並表現優異」更等同第三級或以上
的成績。課程主要由大專院校及專業團體提供，內容包羅
萬有，全部與實務工作及行業有關，如「美容學基礎」、
「餐飲業運作」等。應用學習科照顧學生不同需要，讓學
生在研習興趣的同時獲得社會認可資歷。

惠僑非常重視科學教育，希望藉此培養學生對世
界的好奇心，故邀得英國牛津大學物理設計研究所主
任劉偉榮教授擔任學術顧問。在上學年劉教授曾為
本校中一至中三級學生主持三次科學講座。分別以
「電擊槍」、「化學武器」及「玉兔登陸月球」作主
題，內容有趣，深入淺出，學生們反應相當熱烈。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獎學金
繆麗緩(5C)

王梅芳(6C)

「全方位學習獎勵計劃」

世茂新家園精英培養計劃
傑出中學生獎
冼家宝(4B)
江文康(4C)

第三屆
司徒華教育基金好學生獎

段維清(4C)
林倩而(4C)

蔡穎鋒(2B)
黃 麥(2B)
段維清(4C)
江文康(4C)

倪美琪(4C)
繆麗緩(5C)
李韵怡(5C)
鄒慧琳(5C)

李洛 (6A)
謝智勇(6C)
周珍珍(6C)
王梅芳(6C)

張可瑩(6C)

李韵怡(5C)
繆麗緩(5C)

張冠城校董紀念獎學金得獎名單
I.成績飛躍獎
梁栢晞(2A) 鄧有添(5C)
林岸興(3B) 曹子聰(6B)
陳梓峰(4C) 管慧淇(畢業生)
III.公開考試成績最優秀獎
林立文(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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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學業成就獎
蔡穎鋒(2B) 文 熙(5C)
林嘉明(3A) 李洛 (6A)
段維清(4C) 林立文(畢業生)

全方位學習獎勵計劃得獎同學與校長、老師合照

教
「校際朗誦節」連戰皆捷
粵語對誦勇奪冠軍

譚鑫怡（左二）和周珍珍（右三）同學奪取大獎，校長及
中文老師恭賀

務

惠僑於「第66屆校際朗誦節」大豐收！6C班的
譚鑫怡、周珍珍同學以91分極高分數問鼎「粵語對誦
組」冠軍，並雙雙獲得比賽最高級別的「榮譽獎狀」。
早前賽事中，崔添逸(3C)、王玉鳳(3B)同學亦分別摘得
「普通話詩詞獨誦組」季軍，成績令人鼓舞！

關注學習差異 因材施教
語有云：「十指有長短」，學生的學習進度亦會因應能力高低出現差異，有見及此，我校透過不同類型的訓練
俗 班，給予學生適當的幫助，冀能幫助學生提升學業水平。除了一如既往的「中一至中四級區本補習班」、「中文
趣味班」外，本年度還增設「非華語學生中文訓練班」及「資優學生支援計劃」。

非華語學生中文訓練班
本校獲教育局發放「支援非華語學生校本津貼」，故特意與校外教育機構
合作開設中文訓練班，由專業補習導師為非華語學生於校內進行小班教學，由
淺入深，循序漸進地提升其中文水平。補習班共開兩班，分別照顧中文程度較
高和較低的非華語學生，在平日逢星期一、三、四、五放學後上課，每次1.5
小時，每星期合共6小時。除了平日課後時段外，亦會於試後期間善用時間繼
續訓練，務求提高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水平。

中文趣味班
為照顧學習能力稍遜、缺乏學習動機的學生，學校特別開設中文趣味班，
每星期透過一節有趣、生動的活動教學以啟發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課堂中導
師透過紙板遊戲、急口令比賽、搶答遊戲等活動，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以提
升成績。

資優學生支援計劃

非華語同學與老師一起暢遊尖沙咀

為優化學校課程，發掘和培育天資優異的學生，以充分發揮個別潛能，本
校自2011年開始，便積極舉薦學生參加香港資優教育學院的培訓計劃，至今
已有17位同學成為其中的學員。學校透過多元化、富連貫性的教育活動以及
善用外間機構所提供的資源支援，幫助我校資優學生發展多元智能，提升專科
能力，成就美好將來。

重視說話訓練 提升溝通技巧
升說話技巧及溝通能力是新學制的教育重點之一，中英文科因時制宜，於本年度重點培訓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
提 除了在日常課堂教學中加強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外，更開設多個語言訓練班，務求幫助學生提升溝通技巧，讓學
生更能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語言藝術運動

普通話面試班

在溝通技巧方面，惠僑今年開始特別邀請校外專
業導師為有潛質擔當司儀的尖子學生開設司儀班，計
劃在上學期進行，共開兩班，分別培訓中二至中三級
及中四至中五級同學，每星期一次，每次兩小時，藉
此讓學生學習擔任活動司儀的技巧，以在來日發揮所
長，在大型活動中獨當一面。

有鑑於升學與就業面試愈來愈重視普通話能力，輔
導組與中文科合辦普通話面試班，禮聘校外導師到校教
授學生普通話面試的談吐、對答等技巧。計劃在上學期
進行，共開兩班，分別培訓中二至中三級及中四至中五
級同學，每星期一次，每次1.5小時。期望課程修畢後，
參與的同學能夠掌握到普通話面試的訣竅，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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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發展
「A-Life Academy計劃」

「扶輪與校同行計劃」
本校剛於12
月與港京扶輪社結
為合作夥伴，現正
籌備多項活動，包
括不同的專題講
座、工作坊及參觀
活動等，結合工商
界人士的資源，為
本校學生提供全方
位的支援和協助。

由2012年起本校共4位同學參與了由「香港基督教青年
會」舉辦的「A-Life Academy計劃」，從而建立正面的價
值觀及自信心，每位參加者由一位生活經驗豐富的專業人
士作導師，與他們分享經驗，並透過舉辦讀書小組、工作
坊等活動，讓年青人充份獲得學業支援及心靈鼓勵。

「教師發展日活動」

扶輪與校同行計劃

「百仁之友」計劃
「百仁之友」的參與同學會與百仁基金會會員接觸交
流，瞭解商業機構的運作及對人才需求，並從成就卓越的
企業才俊身上學習成功之道，為將來投身社會作好裝備。
今年，百仁基金曾在本校舉辦「菁青相惜」分享會，不少
商界成功人士親臨本校與學生分享學習、工作及生活的所
見所聞，同學們直接與青年企業家對話，培養正向思維及
訂立未來發展目標。

百仁之友啟動禮暨分享會

本學年有幸邀請到葉祖賢先生JP到校主持講座，主題
名為「把課堂上好的三招四式」。葉先生透過日常觀課所
得，分享了如何提昇學習效能的重點，讓老師們獲益良
多。同日下午時段，亦邀得健腦操導師舉辦「健腦操工作
坊」，提升老師們的教學效能。此外，發展日曾先後舉辦
「英語示範教學」、「i-pad示範教學」及「營養養生講
座」等活動，讓教師們在不同範疇上裝備自己，迎接教學
上的不同挑戰。

「健康校園計劃」
為學生提供健康、多元化的校園生活是本校的辦學宗
旨之一。自2010年起，本校積極營造健康的校園環境，
以達致健康和諧校園的目標，至今頗見成效。近年來舉辦
的活動包括「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劃」、「全校早餐日活
動」、「書包減重計劃」、「互聯網健康講座」、「運動
與健康飲食活動」、「健康大使培
訓課程」、「學生健康講座」、
「初中健康成長課程」、「學童
健康問卷調查」、「健康問答比
賽及展覽」、「預防流感疫苗注
射計劃」、「預防濫藥活動」、
「職安健講座」、「社區健康嘉
年華會」及訂立「健康校園約
章」等，將健康資訊與良好的生
活習慣從校園推廣至社區。
智能都市大賽2014冠軍

百仁基金委員與出席分享會的同學合照

「人生規劃成長課程」
課程發展組配合生涯發展教育之實施，透過開辦各
領域的課程讓學生訂立成長目標，如9至10月期間舉辦了
「人生規劃成長課程」，講授成長歷程與生涯發展的關
係。此外，本組繼續推薦不同範疇上有潛質的學生參與各
類活動，包括「第三屆香港科技新苗100計劃」、「高中
生科研體驗計劃」、「智能機械人培訓課程」、「智能互
動設計課程」及「人型機械人課程」等。學生在不同範疇
增進知識，瞭解行業的需求，發揮創意，規劃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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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規劃成長課程參與同學與導師合照

理大協作計劃— 全校早餐日活動

「環保校園」
「保護環境，人人有
責」，本校自2000年開始，
已推行廢物分類、墨盒及膠樽
回收計劃，以引導學生認識珍
惜資源的重要性及廢物分類的
概念。自2013年起，更參與
由環境運動委員會、環境保護
署及教育局舉辦的「綠色學校
獎勵計劃」，鼓勵校方制訂環
境政策及執行環境管理計劃，
以達致「綠色校園」的目標。

第二及第三屆香港科技新苗100
的本校學員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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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團隊簡介
是惠僑英文中學紀律團體
「全民皆兵」 的一大特色，全體中一學
生需參與香港少年領袖團、聖約翰救傷隊、香港交通安
全隊、童軍及深資童軍之其中一隊。同學透過操練，學
習書本以外的知識，發掘自身潛能，並貫徹本校全方位
學習的辦學宗旨，培育多元智能。
此外，關愛社會亦是本校特色，學生通過參與賣
旗、急救當值、探訪獨居長者及協助派發平安米等社會
服務，將愛心帶至社區，延續本校關愛校園的精神。多
年來學生獲得社區及各界人士的高度讚賞，在區內口碑
載道。師生通過參與制服團體的活動獲得更多相處的時
間，加強師生關愛，從而讓同學更能投入校園生活，享
受學習過程，加強自信和歸屬感。

各團隊一起參與香港電台拍攝工作

各隊隊長心聲
聖約翰救傷隊 ST.JOHN
3A 李智光 SAFDAR ASID ALI
I a m A s i d a n d I h ave
been in St. John for three
years. I am really delighted
to be a member of this
f a m i l y. I n t h e s e ye a r s , I h ave
learnt much from my seniors such
as patrolling, first-aid skills and
life morals. Besides, I can widen
my horizons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and
e x t ra c u r r i c u l a r d u t i e s . A l l t h e s e
experiences help to boost my
confidence and I am proud to be
o n e o f t h e m e m b e r s o f S t . Jo h n
family.

2B 黃 麥
有 人 認 為 S T. J O H N
是一隊很嚴苛的團隊，
那就大錯特錯了！雖然
ST.JOHN操練辛苦，可是
在操練以外的時間，各位師
兄師姐都是很活潑開朗的。他們不僅
會認真提攜作為後輩的我們，還會跟
我們開玩笑，其樂融融。老師們跟我
們打成一片，彼此就像長不大的小孩
子般水乳交融。所以，ST. JOHN實是
一個大家庭！
猶記得有一年的盂蘭節派米下着
傾盆大雨，師兄姐們六點鐘已回到學
校，其後更分秒不休，從清晨忙到傍
晚，儘管濕透了身，仍堅持下去，實
在令人敬佩。

同學在急救比賽中表現出色

隊員們一起學習急救知識及技巧

交通安全隊

步操比賽時接受警隊指揮官檢閱

可愛聽話的女隊員

4B 陳詩慧
「團結一心，向着目標
進發！」是我們交通安全隊
一直以來的信念。
在交通安全隊這個大家庭
裡，所有隊員都是我最親愛的兄弟姐妹，
校長和同學攜手宣傳道路安全
在這裡我經歷了很多的喜與悲。在一年一度
4C 賴曼婷
的分區步操比賽前夕，我們進行密集的訓
就像倒帶似的一
練，在如火的驕陽下一次又一次調節我們的
樣！正當我向新入伍的
步伐與動作，在步操場上盡情揮灑眼淚與汗
師弟師妹喊出命令的時
水，換來的是比賽時整齊的步伐！每次比賽
過後，我們都立即分享成功的喜悅。即使失 候，當年我聽着師兄師姐指揮的畫面
敗 也 不 氣 餒 ， 我 們 會 互 相 鼓 勵 ， 並 為 爭 取 立刻浮起。我，真的長大了。初中時
下 一 次 的 成 功 而 努 力 ， 在 失 敗 的 地 方 重 新 師姐對我嚴厲，年少無知的我還以為
振 作 。 在 這 四 年 間 ， 每 一 位 隊 員 都 竭 盡 全 她們不喜歡我，到現在才明白「嚴師
出高徒」的道理。
力，沒有絲毫怨言，是令我最感動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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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深資童軍
2B 余怡婷
深資童軍裡彼此情同手足，每次艱辛訓練都是有笑有淚的難
忘回憶。
猶記得我們露營那天，每位深資童軍都提着沉重的物資，好
不容易才到達目的地。我們聽着老師指示，學習如何紮營。期待
已久的燒烤晚會終於開始，可天空卻烏雲密佈，不久竟下起傾盆
大雨。來不及躲避的我們忽發奇想，立刻提起布和竹子，運用從
集會中所學到的方法築起一個布幕來擋雨，再將旁邊的黑色垃圾
袋套在身上，看見老師和同學們都穿起這套「黑色雨衣」，大家
都不禁哈哈大笑起來，洋溢熱哄哄的氣氛。
一年深資童軍的體驗讓我得着許多，尤其體會到一個人的力
量其實很渺小，團結才是力量，我為我能成為深資童軍的一分子
感到驕傲。

4C 羅李蓉
在導師細心的教導下，我不止
瞭解深資童軍的使命，更學會了幾種
可靈活運用於日常生活的實用繩結，如平結和雙
套結。如今，我可牢牢地把家居用品紮得穩穩固
固的，可真幫了媽媽不少忙呢！除此之外，我更
在深資結識不少好友。主動交 友向來不是我的強
項，可是在深資這大家庭裡，每個人都是笑意盈
盈，對人特別親切，瞬間便將我內心的熱情煥發
出來，讓我明白人與人之間總需要有人踏出第一
步，才能有機會瞭解對方，進而成為好朋友。
「以天為蓋、以地為廬」，你千萬別以為深
資童軍不用吃苦頭，事實上，我們吃的苦真不
少！露營時沒有軟綿綿的床和被褥，吃飯時沒有
精緻的餐具可用，沒有三菜一湯可享，僅以橙皮
為碗，以人情增添食物的暖意，但當我們把這種
種的「苦」吃進肚子裡，滲透的回甘，可堪回味
一生呢！

本校連續六年獲得傑出旅團榮譽

宣誓了Hip! Hip! Hooray!

童軍
2A 朱妙妍
今年是我參加童軍團的
第二年，有幸獲得老師和師
兄師姐的推薦，成為副隊長，
團結就是力量，只要合作，甚麼事都能
參加了更多的專章訓練班，其中我對 做到！
消防專章最感興趣。在消防專章的訓
練班內，我可以深入瞭解消防員的工作，亦體會到他們工作的意義。其實，原
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每天都會接觸到消防資訊與設備。消防專章的學習
內容，與我們的生活實在息息相關。參加了這個活動，我把學到的知識教導身
邊的家人和朋友，提高他們的防火意識之餘，我更敬佩消防員這偉大的工作。

3B 陳朗熙
三年童軍的生活中印
象最深刻的，是去年陸運
會的步操比賽。比賽前一周我們
觀察到其他團隊的表現非常優秀，因
此加緊了步操練習。起初我和一些隊
員都選擇逃避，但經過老師和師兄師
姐的勸告後，我們加倍努力，朝向同
一目標進發。雖然比賽輸了，但卻贏
了一次寶貴的經歷。團結
童軍讓
我明白到「團結就是力量」的道理！

少年領袖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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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領袖團表演花式槍操

3A 李銘洋
各位導師們耐心的教
導，讓我慢慢適應少年領
袖團的生活，更得到無窮
的樂趣。現在，身為一個
大師兄的我，會盡力在團
隊中幫助有需要的師弟師
妹們，希望他們學會堅毅
不屈的精神，令大家能嘗
到少年領袖團先苦後甜的
滋味。

經過八過月的艱辛訓練，見習學員可以畢業啦！

輔
導

關愛校園

輔 廣至鄰里關愛，貢獻社區的精神。本校連續三年獲教育局頒發「關愛校園」殊榮，正好印證輔導組在校園及社區
導組在推動及支援學生全人發展方面不遺餘力，積極建立及營造優良的關愛校園文化，從朋輩互助、師生互愛推

推動關愛文化的成果。

中一迎新營
青少年在成長時難免面對環境轉變造成的壓力，特別是小學
升中後或會感到徬徨不安。開學前惠僑便為應屆中一新生舉辦
「中一迎新歷奇營」，地點為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
營。期間學生透過各種群體活動建立夥伴關係，增強溝通技巧，
並體驗互信互助之團隊合作精神，同時訓練抗逆能力。在兩日一
夜的迎新歷奇營中，同學們相處融洽，團結互助，體驗「惠僑一
家」的關愛校園文化，為新學年的校園生活作好準備。

團隊精神就是
彼此信任
小小列車向前衝
有你牽扶，我必成功

我們正期待中學生活的挑戰

朋輩輔導
「朋輩輔導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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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歸屬感。由中四
及中五級同學擔任中一同學的朋輩輔導員，除定期與中
一級同學會面，建立「學長、學弟」的關係，提供個人
情緒的支援外，更於聚會期間指導英語，達致教學相長
之效。
惠僑的師兄師姐齊來午餐聚會，真熱鬧啊！

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
「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包括「生
活輔導」及「英語輔導班」，以加強本
校新來港學生對社區的認識及適應，協
助他們突破學習障礙，並懂得與人溝通
的技巧，從而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及自我
形象，建立朋輩支援網絡，融入校園生
活，成為惠僑及香港的一分子。

輪流分享，加深認識

初來報到，先訂立短期計劃

開開心心認識社區資源

參觀石硤尾區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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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才創富」兒童發展基金

夥伴，幸好有你！

為鼓勵本校學生
規劃未來，樹立
正面人生觀、
增強個人抗逆
能力，輔導組
與香港基督教
青年會特別合辦
大家一起……撐！
為期三年的「兒童發
展基金」活動。計劃已進入第二年，上年舉辦
了「歷奇訓練營」、「攤位設計」及不同的工
作坊，以促進學生的個人成長發展，突破自我
限制，建立團隊合作精神。

我們承諾：全力以赴

師徒計劃
面對公開考試、升學及就業的難關，中六級學生或會感到壓力與迷惘，不知如何面對。「師徒計劃」正為中六級
學生們而設，在不定期的聚會中，師傅（老師）與徒弟（學生）透過彼此分享，交流經驗，提升學生們學習的動機和
效能，並及早發現個別學生的問題，作出適時轉介，讓學生能有充份的裝備，迎接未來不同的挑戰。

祝願同學們在DSE摘星

Hello Kitty 筆陪伴你考DSE

老師與學生分享地球奧祕

家校聯繫與支援
透過「中一新生家
長會」、「升中伴你
行」等家長講座，家長
更瞭解子女面對學業及
成長的挑戰和需要，紓
緩子女的情緒問題，踏
上健康的成長路。

不少家長出席講座

家長們反應熱烈

家訪計劃
「家訪計劃」是本校一大特
色。老師親身與家長面談溝通，
關心及瞭解學生於學校及家中的
情況，冀為學生提供一個更適切
的學習及成長環境。家長普遍對
家訪計劃表示滿意，並認為藉此
更瞭解子女在校的情況，同時亦
可向校方直接反映意見。
8

李良保老師家訪3A班關溢彬同學

陳英傑老師家訪6A班房嘉匯同學

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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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貌品德教育
學生成長階段中灌輸知識誠然是重要的，但道德內涵的培育亦不容忽視。「禮貌運動」與
在 「敬師運動」就是讓學生內化良好的個人品格，成為內外兼善的未來社會棟樑。
禮貌運動

俗語有云：「禮多人不怪」，惠僑重視推廣禮貌風氣，着力教導學生待人的基本禮貌，並讓學生多在日常生活中
實踐出來。今年的禮貌運動內容包括「禮貌之星」選舉、「中一級禮貌大使」活動、「禮貌Logo設計比賽」、「禮貌
廣播劇」等。當中最特別的是讓中一級學生輪流擔任「中一級禮貌大使」，當值之日早早回校站在校門向老師及同學
們問安，藉此推動校園禮貌文化。

打招呼、面帶笑容好EASY！

各位早晨！

我們是小小的禮貌大使！

敬師運動
惠僑素來重視師生關係，為培養尊師重道的精
神，本學年繼續推行「敬師運動」，包括「敬師愛生
攝影比賽」、「敬師西洋書法比賽」、「班際師生競
技比賽」、「APP傳心聲」、「敬師才藝表演」等，
讓同學表達對老師們的謝意，促進師生情誼，成就
45年來「惠僑一家」的關愛文化。

師生合作完成競賽項目
學生代表向校長表達心意

充分表現出師生間的關愛

對外協作計劃

「敬師愛生」攝影比賽作品

感謝惠僑這個大家庭的培育

惠僑「關愛文化」的推廣並非只囿於校園之內，更要推而廣之，惠及社區，培育
學生成為「愛己愛人，愛校園、愛家庭、愛社區」的青年人。

深水埗中小學協作計劃
「深水埗社區中小學協作計劃」為區內中小學創造一個良好的溝通平台，使同學們藉着參與多元化的課外活動擴
闊社交圈子，培養正面的人生觀及價值觀。
本校對參與計劃的小學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包括「紙黏土蛋糕創作工作坊」、「日營分享會」、「奏鳴樂曲」及
「趣味生活科學」等。同學在活動中盡情發揮所長，在教與學中體會關愛的真諦，從而締造一個團結友愛的社群。

滿懷憧憬的啟動典禮

有趣的紙黏土蛋糕創作工作坊

依依不捨的閉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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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務
服
社會

及義

探訪當地居民
與越南兒童合照

參觀緬甸一所小學

海外義工服務計劃
今年我校有五位同學獲選參與由深水埗區青
年活動委員會籌辦的「海外義工服務計劃」，接
受一連串培訓後，先後遠赴越南和緬甸進行為期
六天的義工服務，到當地小學和孤兒院服務，或
協助當地學校、社區修葺環境。
多參與這些海外義工活動讓同學們明白到
「愛」能打破語言障礙。以真誠的心與當地小朋
友建立友誼，從而理解到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
流，是不受語言文化差異所局限的。

遠赴緬甸的學生義工合照

義工服務計劃
除海外義工計劃外，全體惠僑師生積極參與義工服務計劃，學
生每學年必須參與最少四次義工活動。
早前，本校亦曾派出十五位高中同學參與深水埗區青年領袖服
務團，從義工服務中積極裝備自己，透過實際行動關心社會，設定
人生目標。此外，本校推薦了五位在義工活動表現傑出的同學，參
加深水埗區青少年發展協會舉辦的運動項目、個人計劃等交流活
動，讓青少年認識中國國情，回饋家國。

到長洲市集活動

參觀民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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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團隊訓練

暑假期間學生參與宿營

課外
世界學堂

活動

學 「世界學堂計劃」，足跡遍歷英國、馬來西亞、南韓、台灣、澳門及大部份國內城市。學生藉此計劃認識當
習不應局限在書本中，也不應囿於課室內。為配合教育改革建議，讓學習超越學科和考試局限，本校特設

地特有的社會民情及藝術文化，培養學生獨立觀察能力，並發揚本校「立足香港、放眼世界」的辦學宗旨。

韓國首爾通識及藝術研習之旅
通識科及藝術教育科合辦首爾研習團，讓學生認識當
地社會民情及藝術發展。行程包括參觀南韓首爾之仁寺洞
文化藝術小村、三星D’
light科技館、景福宮、KBS韓國放
送公社電視台、Korea Gas韓國燃料公司等。此外，一眾
師生亦到達南北韓交界的DMZ（非軍事）區域，參觀南
北韓第三地道、都羅山展望台及火車站、臨津閣、自由之
橋。同學更嘗試自製韓式泡菜、試穿傳統韓服等，寓學習
於娛樂，擴闊視野。
4C 倪美琪
從清溪川、自由之橋、樂
天世界，到景褔宮、明洞、月
尾島，每一個景點都為我們送上
了不同的驚喜，其中最刺激的就是餵海
鷗，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餵飼牠們，於
我而言是一種嶄新且特別的體會。四天
韓國之旅雖然很快結束，但卻令我產生
了遊訪異國的計劃，實在感謝學校給予
我們這一次寶貴的機會，期待下一次能
夠到其他地方遊學。

雪戰首爾

在南北韓交界的DMZ非軍事區留影

4C 林倩而
韓國之旅讓我認識到韓國的
傳統文化、獨特習俗。韓國人很
熱情，即使語言不通，仍很有耐
性瞭解我們所需，盡力與我們溝
通。老師為了讓我們深入認識韓
國文化，跟我們說了很多歷史故
事。這次旅程帶給我的是一次難
得的學習機會，更意外地增進了
同學間的感情，令我們友誼變得
深厚。

6A 邱玉君
除了韓星外，韓國值得
探索的地方還多的是！旅程
給我帶來了驚喜，最後一天竟下起雪
來！同學和老師在雪地上打雪戰！老
師放下平日的威嚴，與同學們一起玩
耍，場面樂也融融，師生玩得忘形，
臉上的笑容更是燦爛無比。我們比以
前懂得共同解決困難，甚至結識以前
不太熟悉的同學。總括而言，這次旅
程使我刻骨銘心，獲益良多！

6A 關珍紅
韓國人注重身份，講究禮儀。其中三個景點讓我留下深刻
的印象。一是三星公司的業務繁多，不單生產最為人熟悉的電
子產品，亦兼營保險、化妝業務，十分多元化。二是民俗博物
館擺設了韓國的婚嫁禮儀、傳統食品及古人的展品，讓我感受到韓
國的古文化。三是KOREA GAS燃料公司的展覽令我理解韓國人重視保護環
境能源，它更以電影形式向我們展示這個概念。這次旅程讓我切身體會韓
國的另一面，對韓國留下美好的印象。

台灣四天體育交流之旅
台灣憑着優秀的人文素質，成為亞洲區遊學的熱門之選。因此，本校籃球隊及校友隊為了進一步瞭解台灣大學及
中學的籃球技術，特意到訪台灣，與多間學校進行籃球友誼賽，加強雙方師生的認識和交流。
6A 林家歡
能與一些已畢業的師兄一同前
往，途中亦能與師兄暢談惠僑以往
的故事，真是人生一大樂事啊！
這次台灣體育團，令我見識到
台灣高中的籃球技術，更親身在籃球場
與他們切磋。我還親眼目睹勁旅「松山高
中」的高效率練習方式，令我十分震撼！當
地街頭小吃亦果然名不虛傳，十分美味，令
人一再回味！

校友隊與台中中興大學友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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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

活動

祖苗文化
香港學生內地體能運動訓練體驗團

姚老師與同學們的合照

2B 邱榮寶
為了鍛練體能，挑戰自我，我
參加了由祖苗文化舉辦的體育交流
團，選擇了一項我不熟悉的運動項
目
羽毛球。教練教授我們殺球、
控球及開球等技巧，不斷從旁鼓勵，使我不
敢怠慢。結果，原本對羽毛球一竅不通的
我，最後習得各種技巧，可以參加比賽。
比賽當天，我把所學的技能盡情發揮出
來，雙方戰況激烈，最終我雖未能取勝，但
也雖敗猶榮。我在這次交流團獲得的不僅是
球技上的進步，更重要的是那一份耐力和堅
持，教我畢生難忘。

教練在糾正同學們的姿勢

教練講解戰術

校外得獎名單
本校的運動健兒分別在友校的運動會、深水埗區內比賽及全港性的比賽屢獲佳績，成績令人鼓舞。在九月至十一
月期間共獲得八項冠軍、一項亞軍等十三個獎項。在藝術範疇方面，由本校學生自編、自導的微電影亦獲冠軍殊榮。
日期 組別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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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月

九
月

體
育

體
育

九
月

體
育

九
月

體
育

十
月

藝
術

十
月

學
術

十
月

學
術

得獎資料
舉辦機構：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比賽名稱：羽毛球單打分齡賽2014女子單打B組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楊霈霖(2A)
舉辦機構：聖文德書院
比賽名稱：男子組友校邀請賽4×100米接力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麥俊杰(5A)、楊光達(5A)、
陳梓軒(5B)、黃子軒(5C)
舉辦機構：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比賽名稱：男子組友校邀請賽4×100米接力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麥俊杰(5A)、楊光達(5A)、
陳梓軒(5B)、黃子軒(5C)
舉辦機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
中西區區議會
比賽名稱：中西區分齡羽毛球比賽2014
女子青少年組雙打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楊霈霖(2A)
舉辦機構：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比賽名稱：勞聯三十周年微電影比賽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黃悅芯(3B)、詹欣純(3B)、陳子健(5A)、
馮展浩(5A)、劉卓祺(5A)、李浩天(5A)、
柯兆暉(5A)、謝樂詩(5A)、王 盈(5A)、
陳霆峰(5B)、陳梓軒(5B)、張富榮(5B)、
趙思婷(5B)、梁鈺錕(5B)、
歐陽漸榮(5C)、方曉瑩(5C)、
林嘉文(5C)、李韵怡(5C)、黃子軒(5C)、
楊兆康(6C)
舉辦機構：萬鈞教育基金 馮漢柱教育信託基金
獲得獎項：「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獎學金
得獎學生：繆麗緩(5C)
舉辦機構：司徒華教育基金
獲得獎項：第三屆「好學生•好老師」表揚計劃
得獎學生：王梅芳(6C)

日期 組別
8.

十
月

團
隊

9.

十
月

團
隊

10.

十
月

體
育

十
11. 一
月

體
育

十
12. 一
月

體
育

十
13. 一
月

體
育

十
14. 二
月

服
務

十
15. 二
月

學
術

十
16. 二
月

學
術

得獎資料
舉辦機構：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獲得獎項：2014傑出旅團銅獎
得獎學生：深資童軍全體隊員
舉辦機構：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獲得獎項：2014傑出旅團優異獎
得獎學生：童軍全體隊員
舉辦機構：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比賽名稱：男子組友校邀請賽4×100米接力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麥俊杰(5A)、楊光達(5A)、
陳梓軒(5B)、黃子軒(5C)
舉辦機構：深水埗區議會
比賽名稱：深水埗區田徑賽100米賽跑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陳梓軒(5B)
舉辦機構：深水埗區議會
比賽名稱：深水埗區田徑賽100米賽跑
獲得獎項：亞軍
得獎學生：麥俊杰(5A)
舉辦機構：深水埗區議會
比賽名稱：深水埗區田徑賽4×100米接力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麥俊杰(5A)、楊光達(5A)、
陳梓軒(5B)、黃子軒(5C)
舉辦機構：深水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獲得獎項：深水埗區傑出義工【兩名】
得獎學生：繆麗緩(5C)、叶 婧(5C)
舉辦機構：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比賽名稱：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三中四級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
獲得獎項：季軍【兩名】
得獎學生：崔添逸(3C)、王玉鳳(3B)
舉辦機構：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比賽名稱：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五中六級粵語女子組二人朗誦」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譚鑫怡(6C)、周珍珍(6C)

課外
區內小學聯繫

活動

小學乒乓球比賽
友好小學乒乓球錦標賽已圓滿結束，本年度參賽學校包括白田天主教小學、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大角咀天主教小學（海帆道）、五邑工商總會學校及香港扶
幼會則仁中心學校。是次活動更邀得深水埗區議員陳鏡秋MH,JP為主禮嘉賓。比
賽成績如下：

來自同一所學校的冠亞軍非常厲害

女子組
季軍：潘秀嵐
亞軍：陳潔潔
冠軍：蔣詠詩

大角咀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白田天主教小學
大角咀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男子組
季軍：黃凱言
亞軍：沈卓謙
冠軍：吳瑋琪

大角咀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頒獎典禮後來一張大合照

小學籃球比賽
友好小學籃球錦標賽
已圓滿結束，參賽學校多
達九間，是歷年之冠。是
次比賽由香港教育政策關
注社主席張民炳MH擔任頒
獎嘉賓。比賽成績如下：

這球就是勝負的關鍵

女子組
冠軍：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亞軍：聖公會基愛小學
季軍：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男子組
冠軍：聖公會基愛小學
亞軍：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
季軍：香港嶺南同學會小學

最開心的一刻便是大合照了

友校交流及學校結盟
透過與姊妹學校的緊密交流，老師們分享教學及行政管理心得，讓校務精益求精。上學年適逢創校四十五周年，
惠僑與大亞灣第一中學、大亞灣第二中學、大亞灣第三中學、惠陽區崇雅中學初中部、惠陽區中山中學、惠陽區新墟
中學及太陽島中英文學校締結成姊妹學校。
結盟校太陽島中英文學校的老師由該校楊石惠副校監帶領蒞臨進行交流訪問。期間，老師們參與觀課活動，並
與本校老師進行座談會，交流教學經驗及心得。雙方都期望將來舉辦更多不同形式的交流活動，以期在教學上更上
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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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地多所學校結為姊妹學校

太陽島中英文學校老師訪問本校

本校與崇雅中學初中部結為姊妹學校

課外

活動

校友聯繫

1979畢業班
惠僑英文中學創校四十五周年校
慶暨開放日吸引了大批畢業多年的校
友及舊老師回校參觀聚舊。第十一屆
（1979年）畢業生於二零一四年六
月七日重聚，逾七十名同窗好友及舊
老師聚首一堂。鄭智賢校長亦出席盛
會，並與一眾師生共話當年，一訴離
情，笑談人生。這份四十多年的情
誼，實屬難能可貴。臨別依依，各人
皆期待着下一次聚會的日子！

當年學生代表贈送紀念品給學校

聚會的單張
1979年畢業班大合照

校友三人籃球錦標賽
第三屆校友盃籃球賽於六月中順
利舉行，當日天氣炎熱，仍吸引四十
多位籃球發燒友回校切磋球技，最後
由2012年畢業生隊奪得冠軍寶座。

十多年沒有回母校的六尺
巨人十分懷念學校球場

14
共四十多名校友回校一展球技

當年的校服

課外
旅行剪影

活動

本年度的學校旅行於十一月二十日舉行。當日秋高氣爽，同學都懷着歡欣、喜悅的心情與老師度過難忘的一天，
一同舒展身心。是次活動分別於三個地點進行：中一、中三及中五級前往大棠郊野公園；中二及中四級前往黃石公
園；中六級前往馬鞍山郊野公園。

！！
可愛的1A班！

“2A, 2A I love you”
Mr. Ho and Ms Ng said

3A超人班來了！

4A、4A我愛你

5A班擺出一個

「班陣」

6A班班主任的乖孩子

1B班勝利！！

！

2B班必勝
必勝！必勝！

有3B班班主任所保護的
學生特別幸福

心口掛着個「
4B班

B」字就是

各有不同表情

的5B班

你能分辨出誰是6B班的
班主任嗎？

人多勢眾的1C班

2C班左右各站一個門神，
守衛全班

齊心一致的3C

班

4 C - T h e C h am
pi on ！

5C班的班陣很難破呀！！！

哪個背影是6C班班主任
Ms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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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

花絮

四十五周年校慶花絮

上學年是惠僑四十五周年的校慶年，為了紀念這個里程碑，學校全年舉辦了大大小小的活動慶祝，而五月舉行的
「四十五周年開放日」更是高潮活動。一連兩天的開放日，各學科、學會都設置展覽室，精心設計了不少遊戲，成功
吸引各方賢達友好，以及不少深水埗的街坊鄰里參觀，人潮如鯽，而他們對開放日都讚不絕口。惠僑師生上下，將惠
僑最精彩的一面展現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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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
禮

二零一四年度畢業典禮

朱副校監及莫君虞太平紳士授予證書

6A班

上年中六級一百多位羽翼豐碩的惠僑畢業生，於五
月的畢業典禮中揮別校園，向藍空展翅翱翔。當日典禮
由朱松勝校監，莫君虞太平紳士的訓勉揭幕。頒發證書
過後，三位班主任向畢業生作最後叮囑，言辭動容、場
面溫馨感人。而學生代表亦在台上訴說依依不捨之情，
教台下不少師長同學感動落淚。母校希望每位畢業生，
無論是升學還是就業均能找到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努
力嘗新，發揮所長。

6B班

畢業生代表6C何嘉俊、陳曉嵐致辭

6C班

新老

周玉玲老師
我非常高興能加入惠僑，成為團隊的一分子。惠僑給我重
新經歷「育人」的樂趣，透過學校的不同活動，我更深入瞭解同學
在學習以外的才能，惠僑同學真的是多才多藝呢！每年重複教授大同小
異的教學內容，惟覺那一張張活生生的臉，才能叫生活變得精彩起來。
當教師最大的回報是能看到你們勝過昨日的自己，哪怕只是一丁點兒的進步
都值得欣喜。同學，在學校望到的雖只是一小片藍天，但不要忘記天空本是遼闊的。
我相信你們都能找到屬於你的一片天。做夢是沒有年齡界限的，共勉之。

師

介紹

Mr. Lam Chun Yu, Cyrus
   A brand new chapter has started when I decided to join Wai Kiu College. It has been
a challenge, pleasure and joy so far. The large class size here has once been a challenge
for me as I am not good at remembering names. However, surrounded by lots of lovely,
energetic and intelligent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I have already felt home in Wai Kiu,
despite the short period of time we have spent together.
   With the belief that every student could shine, I am devoted to engaging my students
in a cooperative and interactive environment to make learning English more effective and
fun. Learning English may not be an easy task, however,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can
accomplish until you try!
   Apart from teaching, I am a keen sportsman and I specialize in football. Football has
been my life since the very first time I played with it. When I was a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like you, I used
to spend 6, or even 7 days a week on football training. Besides playing for teams at different levels, I have also
been coaching for almost a decade. Fortunately, I lead the teams I coach to win the inter-school championship
and numerous awards. I hope I could help to bring even more glory to the existing brilliant Wai Kiu Football
Team!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sharing more precious moments with you together! Let’s go! Rock and roll!

Miss BAI, Cynthia
   It is such a delightful experience to have joined the big family of Wai Kiu. Wai Kiu
students are like angels to me. They may not be outstanding achievers academically,
but they show me their politeness and kindness all the time, which makes my teaching
enjoyable here. Every day is new to me since they keep empowering me with energy and
vitality and I keep learning from them at the same time while teaching.
   I am a passionate English teacher who loves immersing in language arts and cultural
studies. Moreover, I also believe students can acquire the English language more
spontaneously and joyfully if they embrace a more relaxing and authentic language
environment where the language input is relevant and comprehensible. And I am trying
my best to devote myself to creating such an effe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my angels to acquire the
English language that used to scare them away.
   Besides teaching, dancing and music are important parts of my life. And I am trying to pass on this
message to my students as well so that they can enjoy and appreciate the beautiful world of art created by
human beings, thus they discover their interests, talents and values.
   Last but not least, ‘I do not teach subjects, but I teach stu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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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會

學生會內閣名稱：Apex

挑戰頂尖

實踐最強

顧問老師：崔小婷老師、周玉玲老師
主
席：5A黃晉昇
內務主席：5C黃榮基
外務主席：5C黎志聰
秘
書：5C謝靖愉
財
政：5B陳家樑、5B鄧煥華
宣
傳：5A楊 洛、5B甘慧媚、
5A鄧翔皓
福
利：5B邱耀揚、4A戴雅婷
總
務：5A陳家頌
活
動：4A王樂淘、3C崔添逸

新舊學生會成員大合照

趁着年輕，盡

最強的男子組

情揮灑汗水為

大家謀福利

全年活動計劃
上學期
下學期
其它服務
亮點政策
10月：萬聖節蘋果棋比賽 2月：中文週（協辦）
借雨傘（共40把，先到先得） 班T代訂
萬聖節留倩影
年宵活動（協辦）
校服回收
「智囊團」制度
11月：Fashion Show
3月：陸運會派水及休息站 文具及飲品售賣
Fashion Show由你話事
12月：歌唱比賽
4月：復活節遊戲
投票制
校外：香港中學生協作會HKSSCU

會

家長

教師

家長教師會轉眼已成立十五
載寒暑，多年來一直透過不同途徑，讓學校
與家長建立互信互諒的夥伴關係。本年度的培訓活動
包括家長電腦班、親子溝通講座、高中選科講座、中學
生活適應講座等，深受家長歡迎。透過輕鬆、互動的方
式，家長們更清楚子女成長所需的同時，亦習得不少教
子良方。
惠僑的家長繼續積極參與學校活動，本年度的歌唱
比賽、時裝表演、敬師才藝比賽，都邀請家長出席並擔
任評判工作。家長亦協助籌辦陸
運會、生果日、年宵市場攤位等
活動，令家校合作跨進一大步。
為鼓勵同學於德、智、體、
群、美五育的發展，家教會特設
獎學金。期望家教會繼續舉辦各
項優質的活動，與各位家長一起
與時並進，建立家校合一、健康
和諧的關愛校園文化。
新舊家教會委員會合照

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暨會員大會大合照

本校家長教師會獲選為深水埗區傑出家長教師會，主
席王雲秋女士及副主席吳湛森先生更獲「傑出家長義
工獎」

家長擔任歌唱比賽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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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show 大合照

Fashion show 家長也參與

傑出
司徒華教育基金好學生獎

學生

6C 楊兆康
現就讀中六級的楊兆康同學去年榮獲香港教育專業 康 切 實 體 會 到 「 施 比 受 更 為 有
人員協會頒授「司徒華教育獎勵基金」第二屆「好學 福」的精神，亦體悟到「行有
生」獎。這獎項對於曾經荒廢學業的他無疑是打入一劑 餘 力 ， 旁 及 他 人 」 的 無 私 奉 獻
強心針。
之可貴。
兆康就讀中二時早已無心向學，後來更輟學兩年。幸
中四那年的暑假，兆康亦
好他及時醒悟，深明讀書對人生的重要之處，決定重拾校 有幸獲得校長推薦，參加香港青
園生活，決心追回過往虛度的光陰。但過程並不容易，對 年 協 會 舉 辦 的 「 我 想 我 闖 獎 勵 計
楊同學在台上分享
於以往從未用功讀書的他，英文科是他最大的障礙，但 劃 」 ， 並 在 1 5 0 位 參 加 者 中 脫 穎 而
個人得獎感受
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相反，他從小學的英文教科書開始 出，免費到澳洲悉尼參加兩星期的生
讀，記生字，學拼音，經過日復日堅持不懈的練習，他終 活體驗。在彼邦，兆康親身體會不同
於趕上中三程度的英語，最後能夠重返校園。他感激地 地方的文化，更認識了十多個不同國家的朋友，此行不僅
說：「沒有惠僑，就沒有今天的我。在此衷心感謝惠僑願 使他的英語能力顯著提升，就連視野也大大地拓闊了。
意給我一次改過的機會，讓我再次回到這個溫暖的大家
畢業在即，兆康將面對人生的另一個里程碑
公開
庭。」
試。他表示定必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實現他的大學夢。
兆康重返校園後，一直積極參與校內外不同的活動。 在此，祝福他能憑着自己的勤奮和毅力，開創自己的光明
在音樂方面，因受到學校梁美薇老師的用心教導，使他與 未來，服務社會。
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能夠擁
年份
獎項
有不同的演出機會，從中得
2013-14 獲選為第二屆司徒華教育基金好學生
到 各種 寶 貴 的 經 驗 ， 幫 助 他
2013-14 惠僑英文中學訓導組總領袖生長
提升自信心。
香港青年協會「我想•我闖」獎勵計劃：
義工服務方面，兆康於
2012-13
澳洲悉尼交流
中四時獲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2012-13
香港藝術學院：學生大使
選為國際義工，遠赴越南參
2012-13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越南義工服務計劃
與義務工作，教導當地的窮
2012-13
惠僑英文中學輔導組領袖生
楊同學與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先生
苦孩子讀書、與他們玩遊
2011-12
深水埗區校際才藝展光華：創意技巧獎
及校長合照留念
戲、一同生活。過程中，兆

6C 王梅芳
就讀中六級的王梅芳同學榮獲香港教育專業人
梅芳勇敢地面對困難，無論在家庭、學
員協會頒授「司徒華教育獎勵基金」第三屆「好
業，還是課外活動方面她都積極投入，表
學生」獎。該獎對臨近畢業的她來說，無疑是一
現出色。今年將應考中學文憑試的她，
份榮耀，一種肯定。
基於母親患病的關係，讓她體會到病
出生內地的王梅芳同學由於家庭問題，從小
人住院的困苦，令她立志要成為一位
就被寄養在祖父母家，十二歲時才跟母親來港
白衣天使，把正能量帶給病人。
定居，入讀惠僑英文中學可說是她人生路上的轉
最後，作為師姐的她寄語學弟學
捩點。初來港時說話因帶有鄉音的關係感到萬 王同學與陳日君樞機合照留影
妹們：「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
分自卑，她更曾經抱有放棄的念頭。然而就在
毀於隨。」期望他們能夠勇於挑戰自
這彷徨的交叉路口，她在惠僑英文中學遇到了生命中的天 我，為惠僑這個大家庭爭光！
使
惠僑的老師們。她曾感激地說：「校長，老師，總
是在我跌倒時及時給予軟墊，讓我感受到一份溫暖、一份
支持，令我可以從失敗中重新站起來。」
自中二開始，梅芳積極投入校園生活。她刻苦勤
學，熱愛中國語文科，樂於用文字來表達心聲，用章句
來感動他人。她曾參與由香港電台舉辦的徵文比賽《愛
與恕，全在一念之間》，獲得初中組冠軍。她善用細膩
的筆鋒，給戒毒者撰寫一封鼓勵信，用言語溫暖戒毒者
脆弱的心靈，鼓勵他們走出困境。此文也獲得了主辦機
朱耀明牧師頒發獎狀給王同學
構頒發亞軍的榮譽。
年份
2014-15
2014-15
2013-14
2013-14
2013-14
2011-12
2010-11
2010-11

獎項
獲選為第三屆司徒華教育基金好學生
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領袖200》
教育局 傑出青年協會 青苗基金：明日領袖獎
上游獎學金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教育局：明日之星
惠僑英文中學輔導組總領袖生長
一念之間》冠軍
社會福利署及香港電台《家庭實況劇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PS33：「筆動心靈」回信及閱讀計劃徵文
比賽初中組亞軍
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青少年進修獎勵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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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偉華博士、鄭校長及一眾師生祝賀王同學獲得殊榮

傑出

學生

深水埗區傑出學生獎

5C 繆麗緩
就讀中五級的繆麗緩同學，在短短五年的中學生涯中獲得多個獎項和
獎學金，包括「深水埗傑出學生」、 「力爭上游獎學金」、「卓越今
日，成就未來獎學金」、 「深水埗傑出義工」等殊榮。當
筆者問及獲獎感受時，麗緩臉上掛着憨厚的笑容道：
「獲獎固然高興，但我常常告訴自己：這一切都只
是虛名，過程中不斷地力爭上游才是 真正意義之所
在。」年紀輕輕的她，真摯、誠懇、謙虛，這正是
她成功的原動力。
繆麗緩接過「卓越今天，成就將來」獎狀
麗緩是新來港人士，五年前她從只有麥田
和紅磚瓦房的小鄉村踏進被高樓大廈和霓虹燈佔據的國際大都市。高度現代化的建築
和交通，急促的生活節奏，不同的語言文化均讓她無法適應。幸好在香港社會和惠僑
繆同學出席「第六屆深水埗區
的包容下，麗緩漸漸敞開心懷，慢慢地去學習廣東話，去適應這裡的生活文化，從嘗
傑出學生」頒獎典禮
試乘坐雙層巴士，到去茶餐廳喝奶茶吃菠蘿包，用心去感受這裡的一景一物。
如今的她已經習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身邊還有一群要好的夥伴。她在學習方面亦慢慢跟上進度，並熱
衷參加各種回饋社會的活動。她曾遠赴緬甸參與義工服務，而今年暑假，麗緩更將踏上往貴州的義教之旅，
以一己綿力回饋社會。
談到對未來的寄望，麗緩表示：來到香港後，她最大的得着就是參與了各種義工服務，體會到「施比受
更為有福」。在未來，她希望能夠成為一名義工，宣揚愛與關懷，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年份
獎項
萬鈞教育基金 馮漢柱教育信託基金頒發：
2014-15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獎學金
2014-15 惠僑英文中學輔導組總領袖生長
2014-15 深水埗傑出義工獎
2013-14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教育局頒發：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
2013-14 潮州同鄉會徐美琪助學金
2013-14 教育局 傑出青年協會 青苗基金：明日領袖獎
江同學與繆同學在「第六屆深水埗區
2012-13 第五屆深水埗區傑出學生選舉：傑出學生獎
傑出學生」頒獎禮上互相祝賀

4C 江文康
印象中的文康是一位
謙虛有禮、文靜的學生，
課餘總是埋頭書海，專注
求學。但在一次校內歌唱
比賽中，他以充滿生命力
的歌聲、自信的舞步掀起
全場高漲的氣氛，想不到 江同學參與緬甸義工服務團
這位文靜的同學竟有如此膽識。這次專訪，筆者終
於明白這位傑出學生的心路歷程……
江文康來自泰國，生活環境的轉變，令這位性
格較為內向的小夥子一度不敢嘗試接觸新事物，每
天都是過着無目標、無理想的日子，前路茫茫，文
康亦完全放棄了自己。後來文康來到惠僑升中，這
竟成了他人生的轉捩點。文康表示，幸好惠僑一班
熱心教學的老師，每當他遇到困難時，總會出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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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康與4C班贏得排球比賽冠軍（前排左二）

助。因為他們的關心和關懷，使他的性格逐漸變得外向，開始
嘗試參與各種活動，開拓生活圈子。
皇天不負有心人，今年他在惠僑寫下人生中光輝的一頁，
那就是獲頒「深水埗區傑出學生」獎。在成長的過程中，他的
成長路可能比別人辛苦，當問到如何面對困難時，他堅定地
說：「成功的道路之所以寬廣，是因為堅持的人極少；我的旅
程無論有多少風雨都要堅持下去，因為有『陽光』在前方正在
等着我。」
人生的旅程如航海，有風平浪靜的時候，也有驚濤駭浪的
時候；如飛翔，有時候陽光明媚，有時候烏雲密佈。風雨無阻
的人生，自然讓人喜愛，但有時候逆境也是人生的一大財富。
最後文康還以金句寄語惠僑的同學們：「沒有勇氣冒險的
人，他的一生將會一事無成！」
期望各位同學能見賢思齊，勇闖難關，為美好的將來做好
準備。
年份
獎項
2014-15 「夢想工程」：明日領袖獎
2013-14 第六屆深水埗區傑出學生選舉（初中組）優秀學生
2013-14 香港步操樂隊聯盟：優秀隊員
2013-14 惠僑英文中學卓越義工獎
2013-14 惠僑英文中學步操銀樂隊隊長
2012-13 惠僑唱歌比賽（初中組）獨唱冠軍
2011-12 「愛深共建新家園」繪畫比賽：個人組優異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