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僑校徽上鑄著一句拉丁文：Per Ardua ad Astra. 這
是二戰時英國皇家空軍的箴言，用以鼓勵空軍成為逆境

中的明星。這小小的校徽，盛載着惠僑的辦學理念和願

景—「無懼困難，逐夢追星」。近半世紀以來，惠僑本

著辦學團體的理念，春風化雨數十載，在全體教職員的群

策群力下，為社會培育堅毅不屈、勇往直前、忠誠待人、

勤勉不怠的傑出青年。

    擔任惠僑校長的十餘年來，見證着惠僑莘莘學子不負

所望地成長，哪怕是面對荊棘滿途的成長路，他們仍勇敢

跨越，大膽逐夢，背後一個又一個辛酸的奮鬥故事，教我

感動不已。回顧2016年，同學們在校內校外均獲得多項佳
績，四乙班閻諾獲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頒發「司徒華好

學生獎」，表揚其努力奮鬥，迎難而上的精神。每年，全

港只有數名學生得獎，欣喜的是本校四年以來均有學生成

為全港公認的好學生，這絕對是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

  除此之外，今年學校亦喜獲多項大獎，2A 班盧蔚豐同
學勇奪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2017中學男子色帶組冠軍；
4A班楊霈霖同學榮獲全港學界羽毛球精英女子單打比賽
冠軍，這是羽毛球學界的最高榮譽獎，可見她 打遍天下

無敵手；惠僑的中文朗誦隊亦在第68屆朗誦節中囊括多
項大獎，包括普通話詩詞獨誦亞軍、粵語散文二人對誦

季軍。最令人鼓舞的是集誦隊擊敗了多支傳統名校的勁

旅，分別榮獲中三、四年級粵語男女子組散文集誦冠軍，

以及勇奪公開組粵語男女子組校園生活集誦冠軍，師生更

獲邀到香港電台作示範演出，讓惠僑成為本年度朗誦節的

大贏家，確實以行動實踐「逐夢追星」的理念。

    惠僑一直以來重視同學的德育發展，如今全人教育已

卓見成效。未來，惠僑會在這優良的基礎上發展，進一步

提升學生的學業表現。本校誠邀擁有豐富教學及行政經驗

的周蘿茜女士，擔任駐校的學術顧問。周女士有逾四十年

發展學校的教與學，以及執教英文的經驗，乃榮休副校長

及香港女教師協會主席。相信惠僑將如虎添翼，學子的學

術表現必定更上一層樓。

    最後，我想與同學們分享希臘智者蘇格拉底的一句

話：「最有希望得到成功的，並不是才幹出眾的人，而是

那些最善於利用時機去努力開創的人。」同學們，少年易

學老難成，校方向同學致力提供優良的師資以及學習環

境，在此謹望諸位竭力實踐「毅勇忠勤」這校訓，把握當

下時機，無懼困難，逐夢追星！

1. 延續關愛校園文化

2. 照顧學習差異

3. 關注學生全人發展

WAI KIU COLLEGE
惠僑英文中學

地址：九龍石硤尾偉智街17號 電話：2777 6289 
傳真：2776 7727  網址： www.wkc.edu.hk

校長與師生歡度中秋

謝謝學校特別為我們舉行「開心生日會」校長的話

2017年

2014-2017學校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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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新高中課程  制定學習策略

務

張冠城校董紀念獎學金得獎名單

成績飛躍獎
中一級  1A 希 莎(2A)
中二級  2C 羅伊然(3C)
中三級  3C 符傳奇(4C)
中四級  4B 郭浚樂(5B)
中五級  5B 林宛逸(6B)
中六級  6B 許 嬋

中五、中六課後增潤班
  新高中課程豐富而緊湊，為提升應試技巧及鞏固學習內容，中五、中六級課後增潤班自九月下旬開始，各科

按同學的能力分成拔尖及鞏固組，藉此提升補課效益。而在各個長假期，包括聖誕、農曆新年和復活節，亦會藉

額外的課堂時間，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務求令學生於公開考試中取得理想成績。

應用學習課程 (APL)
  中五、六級學生可選讀應用學習課程(APL)，從應用及實踐中學習基礎技能。學生可從創意學習、媒體及傳
意、商業管理及法律、服務、應用科學、工程及生產六個應用學習範疇中選修不同課程，以發展基礎技能，為未

來進修、工作及終身學習做好準備。應用學習課程的成績將載列於香港中學文憑，讓學生能獲取認可學歷，作為

日後持續進修及工作的基礎。

名師科學講座
  本校學術顧問—英國牛津大學物理設計

研究所主任劉偉榮博士經常與本校學生進行遙距

視像教學，每年兩次訪校，為本校中一至中三級

同學主持「第二個地球」、「靈異事件真確性」

的科學講座，探討科學原理，引發學生研習科學

的興趣。同學們用心聽講，反應殊佳。

Nearpod 教學
  近年流行的Nearpod教學平台為師生提供更便利及多元
的教與學方法。本校全體教師已接受培訓，不少科目已經開

始使用Nearpod作教學之用。教師在教學簡報中加入小測、
繪圖、投票、影片等互動活動，實時取得學生的回饋，有助

施行階段性評估，從而提升學習興趣、效能與課堂氣氛。

公開考試成績最優秀獎
6C 文 熙

學業成就獎
中一級  1B 韓奕賢(2B)
中二級  2B 陳麗倪(3B) 
中三級  3B 馮渭晶(4B)
中四級  4C 袁宝琼(5C)
中五級  5C 倪美琪(6C)
中六級  6C 文 熙

教

「全方位學習獎勵計劃」得獎名單  

1B 韓奕賢 3B 陳麗倪 3B 閻 諾 5C 江文康
2B 劉芸瑋 3B 梁耀燦 3B 吳雍慧 5C 倪美琪
2C 任嘉琪 3B 蔡穎鋒 4A  Arminder 5C 段維清
3B 馮渭晶 3B 黃 麥 4C 袁宝琼 5C 曾藹豪

得獎同學們與鄭校長一起開心拍照留念

學業成績優異的學生都可得到
張冠城校董紀念獎學金

劉博士經常為惠僑同學進行遙距視像
教學，令學習不受時空的限制

劉博士一面播放火箭發射的照片，一面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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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學習差異  因材施教

非華語學生支援  

  為加強對非華語學生學習中

文的支援，學校特別安排專責

老師，在中文課堂上進行抽離

教學，分班授課，因材施教。學

校又參與了「專業發展學校計

劃」，與擁有豐富經驗的明愛屯

門馬登基金中學合作，並成為夥

伴學校，雙方透過緊密合作，優化本校非華語學生的

校本課程。

  此外，校方更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手提電腦，內置

多種中文學習軟件，借予他們在課堂上或家中作學習

之用；亦鼓勵非華語學生積極參加中文演講、寫作等

比賽，同學們屢獲獎項，進一步提升其學習自信。

中一至中四級區本補習班
  本校獲教育局撥款舉辦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補習班以小組形式上課，每班人數約為10人，冀望為
學生提供適切的課後學習支援，全面提升學術水平。

中二級主題學習日
  秋風颯爽，最是郊遊好

時節。今年惠僑中二級同學

經歷了不一樣的秋遊日。除師

生燒烤同樂外，同學們還在老

師的帶領下進行主題學習，一

起探索清水灣郊野公園的樹木

研習徑。在大自然中寓學習於

秋遊，學習形式生動，同學們

樂在其中。

中一拔尖訓練班
  為了早日發掘中一生的潛能。本年度特設中

一級中英數拔尖訓練班，為尖子學生提供適切的

照顧，發揮潛能。

繪本園地
  學校圖書館開闢了一個主要為非華語學生而設的「繪本園地」，

為學生挑選了數百本有趣的中文繪本圖書，供所有學生借閱，以增加

他們閱讀中文書的興趣和擴闊閱讀面。在每星期三的多元活動堂，中

文老師更帶領同學以輕鬆有趣的方式閱讀繪本，循序漸進地提升中文

閱讀能力。

非華語學生參觀香港科學館

一眾參加「全港非華語學生中文講故
事比賽2016-2017」的非華語同學在得

獎後與訓練老師一起合照留念

4A  Samia同學在
「多元文化夢飛翔」
計劃中獲頒傑出學生

銅獎証書

2A 希莎與1A 艾文同學
於「非華語學生中文講
故事比賽」中勇奪初中

組冠軍及季軍

非華語學生在多元活動堂與老師一起閱讀繪本

未出發，先興奮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把看到的有用資料都記下來

同學們用心記下
樹木研習徑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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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Week 2016-2017
From 28 November to 2nd December 2016, Wai 
Kiu College witnessed yet another marvelous 
English Week. The theme of English Week was 
‘If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The English 
week offered many activities like Taste and Say 
and iPad games.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English 
Week was the English Talent show which began 
with a bang. Students performed an opening 
dance followed by English teachers’ dance to 
the music of ‘I believe I can fl y’. The song was 
an excellent exemplifi cation of the theme of English Week. 
The audience was captivated by the performance.

The show was filled with exhilarating performances 
which include English dramas, singing, solo verse and 
dramatic duologue. A Secondary 2 student Li Ying Yi 
stole everyone’s heart by her fantabulous stage presence 
and excellent delivery of a famous British drama by 
Shakespeare. Not only that, the cute and charismatic 
charm of 1B’s singing got everyone stunned. 

This year’s talent show was a complete package. All 
English dramas portrayed a good message with lots of 
impressive moments. The extravagant talent show which 
is always a mixture of creativity, talent and spectacular 
performances of both English teachers and students made 
the English Talent Show of Wai Kiu College yet another 
success.  

第68屆朗誦節（中文）捷報！
惠僑成為比賽大贏家
    惠僑是第68屆校際朗誦節的大贏家，連奪多項
大獎：初中集誦隊（3B 班）繼去年獲得校際普通話
詩詞集誦季軍後，今年再下一城，獲得粵語散文集

誦冠軍；高中集誦隊（6C 班）亦繼去年獲得粵語校
園散文集誦季軍後，今年的表現更卓越，

榮獲該項比賽冠軍且受邀到港台表演及

錄播；而4B 黃麥在競爭相當激烈的女子
普通話詩詞朗誦中獲亞軍及榮譽獎狀；

另外3B 陳麗倪、張靜怡聲情並茂，榮獲
二人對誦季軍。中文朗誦成績斐然，乃

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實在可喜可賀！

英文周

校際朗誦節罕有地採用本校6C 段維清早前的敬師比賽冠軍文章為全港指定大會誦材，莫大光榮

6C 班憑著自己班的故事，在校際朗誦節中擊敗多支傳統名校的勁旅，
奪得68屆朗誦比賽冠軍，為這班畢業班帶來很圓滿、很完美的回憶！

A happy chicken family!

Harry Porter and his team swishing their magic wands!

The next target of the wolf!

I believe I can fl y

Zombies entering the Magical college!

A dramatic Police ar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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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學習技巧課程
  本校每年均邀請專業培訓機構為中一級學生舉辦「學習

技巧策略班」，協助他們適應學習階段的轉變，提升學習的

自信心及能力。此外，「讀書有法英文班」亦為中二級或以

上學生教授提升英語學習效能的方法及竅門，使同學學習外

語時更得心應手。

多元化學習課程

課
程 發

資優計劃

展

 啟發科學科技潛能  
支援資優計劃

  「千里馬」端賴「伯樂」的發掘與培育。為啟發資優學生的潛能，本

校為學生進行「抽離式科學培訓計劃」，利用課後時間，為具潛質的學生

提供額外的學習機會，鼓勵學生參加校外的課程和比賽，豐富其學習經

歷。本校不少學生獲選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學員，並獲邀參與不同的資

優培訓活動，如「高中科研體驗」、「高校科學營2016」、「教育局網
上資優學習課程」、「參觀科學研究實驗室」及「智能設計及機械人課

程」等，讓學生在不同範疇上增進知識，發揮創意，及早探索自己的興

趣和發展方向。

中學生資訊科技開發
技能大賽2016

  在智能互動設計協會主辦

及 IVE（柴灣）資訊科技系協
辦的「中學生資訊科技開發

技能大賽」中，本校學生獲得「機械人任務比賽項目」

季軍，並在「機械人任務比賽項目」、「智能軟件編

程」、「跳舞機械人」三個項目中獲得全能大獎。碩果

纍纍，叫人鼓舞；同學們投入比賽，積極學習，在不同

的挑戰中成長，藉此提升解難能力。

STEM 教育

  本學年新成立的STEM學會，藉著科學、科技、工程及
數學的跨學科教育，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裝備學生應對全

球的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挑戰。透過相關的學習

活動，並配合不同具創意的解決方案，提升學生在綜合和應

用跨學科知識的技能，豐富學生在科研活動上的經驗。

專業導師引導學生找到「讀書之法」

小小年紀已是編寫
電腦程式的高手

在中學生資訊科技開發技能大賽2016
取得優異的成績

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習提取
植物香水

STEM學會成員的製成品—無盡之鏡 5



 輕鬆閱讀英語名著計劃

  高爾基曾說：「書籍是

人類進步的階梯。」而浩如

煙海的書籍中的統帥—名著，更是我們的良師益友。

閱讀推廣委員會於今年度推行「輕鬆閱讀英語名著計劃」，每星期初

中學生均有一節閱讀課，閱讀指定的英語名著，藉此提升學生的閱讀

能力及興趣，繼而使其愛上閱讀。

 黑暗中對話—
「SuperHero」夢想計劃2016
  追夢，讓人類進步成長。本校鼓勵學生參與「黑暗中

對話—『SuperHero』夢想計劃2016」，讓同學們突破
自我所限，積極追尋夢想，勇敢實踐夢想，為前途及發展

早作計劃，在未來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SuperHero。

全國青少年高校科學營
  七月驕陽似火，但充滿熱情的豈止是天氣。本

校20名學生分別前往清華大學及南京大學參加全國
青少年高校科學營。學生親身體驗科技創新活動，

從而培養自主創新的精神。透過生物學、機械人工

程、心理學和地質學等講座，認識科技的發展，在

科研知識方面獲益良多，明白到嘗試勝於空想，學

習必須自強不息，終有所成的道理。

閱讀計劃

人生規劃成長課程
 生涯規劃活動
  升學及擇業輔導組通過舉辦各項生涯規劃活動，幫助

學生認識自我，及早訂立目標。例如舉辦「築夢工程工作

坊」，讓學生藉著遊戲中的角色選擇活動，認識社會上不同

的工作及了解有關資歷架構的概念，從而明白興趣、性格與

職業之間的對應關係，進一步探索自己的前路，為未來升學

及擇業作充分的準備。

扶輪社「與校同行」計劃

  3A 蘇星赫、5B 邱曉悅勤勉不懈，榮獲
2016年扶輪社「與校同行」計劃的「最佳進
步奬」，這個獎項印證同學在過去一年，在

學業、課外活動方面的進步，謹望惠僑同學

們見賢思齊，追求進步。

階梯式閱讀英語名著，

讓學生循序漸進學習英文

閱讀課讓學生在輕鬆的氣氛下交流讀書心得

專心閱讀英語名著，
享受閱讀的樂趣

我們都有夢想，讓我們成為追夢的

SuperHero

學生模擬視聽障進行溝通，

體會殘疾人士的實際生活

到南京大學參加全國青少年高校科學營

乘坐高鐵，出發到清華大學去

社工向同學講解「築夢工程」遊戲玩法

兩位勤奮不懈的學生榮獲扶輪社「與校同行」最佳進步獎6



教師發展日
  教師發展日除以學與教為焦
點外，亦關注師生的日常相處與情

緒支援。去年，本校邀請了復和綜

合服務中心高級項目主任主講「正面紀律的理念及建立積極進取

的師生關係」的座談會，讓教師更有效地以正面紀律的取向教導

學生及處理網絡欺凌的問題。另外，由資深教育專員主講的「處理學生之衝突及情緒行為問題」講

座，亦讓教師掌握「調解」的技巧，妥善處理學生的衝突及情緒行為問題，以促進和諧的師生關係

及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不同主題的教師培訓活動，均有助本校教師發展專業。

健康環保校園

教師發展日

 環保校園
  本校非常注重環境教育，通過舉辦各類講座及活動，讓學

生關注環境保護、減少浪費，更讓學生身體力行，擔任校園的

環保大使，藉校園中央廣播向全校師生宣揚環保的訊息；又鼓

勵學生積極參與膠樽回收活動。每月收集全校的垃圾並紀錄重

量，提醒學生減少隨意耗用及浪費資源的惡習，以綠色簡約的

生活來保護環境，並成立「環保先鋒隊」，參與「咪嘥嘢校園

減廢大獎」活動。

榮獲「香港健康學校」
獎勵計劃銀獎殊榮
  我校致力提供一個健康、多元化的學

習環境，協助學生建立健康積極的人生

觀。自2011年始，已獲邀成為香港中文大
學醫學院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的「優

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的夥伴學

校。去年，更通過世界衞生組織、教育

局、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

心的｢健康校園驗證｣，榮獲「香港健康學

校獎勵計劃」健康校園銀獎。這個獎項除

了肯定我們在健康範疇中達到世界衞生組

織的標準外，亦印證我們多年來所建立的

優良健康學習環境的成果，實為本校師生

及家長的莫大鼓勵，並為我們延續健康校

園的文化注入更大的動力。

 健康校園
  健康校園小組近年舉辦的活動眾

多，包括「全校水果日」、「街市回收

食物」、「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劃」、

「書包減重計劃」、「初中健康成長

課」、「理大水耕種植計劃」、「健康

大使培訓課程」、「學生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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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預防濫藥活動」等，活動形式

多樣，師生均能從活動中了解不同的健康生活資訊。

身體力行，參與清潔郊野公園活動

環保先鋒接受培訓

在水耕種植活動中認識環保種植法

參與街市回收食物行動，體會
「惜食」的重要

一日一蘋果，健康早會師生大合照

藉不同主題的培訓裝備老師

從角色扮演中掌握處理學生衝突和
行為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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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中一學生必須參與制服團

隊，可以選擇加入香港少年領袖團、

聖約翰救傷隊、童軍、香港交通安全

隊或深資童軍。透過各團隊不同的訓

練活動，如步操訓練、急救訓練及野

外求生訓練等，協助同學發掘潛能，

提升組織、領導、應變和創新能力。

本校各團隊經常參與區內服務，也曾

獲得不少政府部門及區內服務機構的

讚揚，相信他們在制服團隊獲得的

能力及經驗，必定能幫助他們日後的

發展。

  制服團隊除了提升學生的抗逆能

力，更讓他們認識到一班與他們同甘

共苦的朋友，老師和學生更在課堂以

外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有助同學

投入校園生活 。

訓
導

制服團隊簡介

石硤尾盂蘭勝會派平安米活動
  石硤尾社區每年均舉辦盂蘭勝會，為響應

活動，本校制服團隊隊員每年都會協助主辦單

位派發平安米予區內長者。為避免長者飽受日

曬雨淋之苦，本校開放禮堂予長者輪候。 各

支制服團隊隊員協助進行人流控制及救護服

務，確保活動順利進行。

  今年，各隊隊員在滂沱大雨下，安排近

千名長者禮堂輪候。隊員更協助警方跟輪候

中的長者宣傳預防電話騙案。主辦機構及長

者們對隊員們的服務均讚不絕口呢！

母親節派花活動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深摯的母愛，無時無刻沐浴著兒女們。

趁著母親節，我校同學為表達對母親的敬意，在社會事務委員會及制服

團隊的統籌下，舉行了母親節獻花活動。同學們一早趕到學校，為活動

作準備。有些同學負責吹氣球，有些同學負責制作氣球花，有些同學寫

情誼卡。短短的幾個小時，一袋又一袋承載著同學們心意的氣球花便已

準備好，並由中一學生代表前往街頭派送給石硤尾區偉大的母親們。母

親們接到氣球時甚為驚喜，肯定了同學們的付出 。

童軍精英

充滿自信的紀律部隊

AC隊員參觀美國軍艦

攙扶長者到禮堂
制服團隊隊員協助警方派發防止

電話騙案宣傳單張

同學們為市民送上氣球花，

一起開心大合照8



訓導組領袖生訓練營
  要維持學生的良好秩序，除了老師以

外，一支有責任感又具效率的訓導組領袖生

團隊亦是不可或缺的。

  本校訓導組領袖生由中三至中五級同學

擔任，為了讓他們熟悉未來 的工作，訓導組

於西貢戶外康樂營舉辦了兩日一夜的訓練

營。透過不同的分組活動，讓學生更加了解領

袖生的工作及應有態度，認識遇到不同突發情況時的處理方

法，提升領袖生的自信心及待人接物技巧，為將來協助老師

維持秩序做好準備。

 千人齊習急救創紀錄
  本校師生參加了香港心臟專科學院於2016年10月10日舉辦的「千人齊習急救創紀錄」活動。在偌大的會
堂中，香港聖約翰救傷會講師教授基本急救知識及技巧，全場約1000名師生、家長等認真學習，締造千人齊習
急救的紀錄。同學們表示是次活動極具意義，一旦遇上意外，便能運用所學的急救技巧，救己助人。

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

  在剛過去的暑假，5C 袁宝琼同學參與了香港青少年
軍事夏令營，透過紀律訓練、軍事體驗和參觀學習等活

動，體驗解放軍駐港部隊的生活，除了學習基本的軍事

知識和技能外，還 加深了對國防的認識，鍛鍊出刻苦、

自律、守紀和團結的精神。

香港海關青少年訓練營
  香港海關於2016年暑假舉辦了「青網大使知識
產權專章計劃」青少年訓練營，全港名額只有100
個，而惠僑同學有幸成為當中的20位幸運兒。活動
中，同學了解到知識產權的重要。該訓練營由現役

海關官員執教，同學更參觀了海關總部、飛行服務隊總部，也參與了

訓練緝毒犬和野外訓練的實戰課程，機會難得 。這六日五夜的訓練，

鍛練同學的毅力及紀律，同學們獲益良多！

解放軍訓練營

參觀飛行服務隊總部

6A伍卓文（左二）榮獲青
網大使傑出表現獎

一班巾幗不讓鬚眉的女學員

同學們專注地學習包紮技巧

齊心合力
面對挑戰

全體訓導組領袖生與老師合照

我們都是急救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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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及中二級開心生日會
  為了讓中一、二級的學生更深刻地感受到「惠僑一家」的關愛文化，輔導組每兩個月都會 舉辦一場別開生面

的生日會。一眾壽星除一起吃生日蛋糕外，更會收到別具心意的生日禮物。同學們在老師和學長的帶領下，一

起高唱祝福滿滿的生日歌。藉著定期的生日聚會，惠僑期望每一位學生都能在一個溫暖、和諧的大家庭中快樂

成長。

初中學長計劃及朋輩輔導計劃

深水埗社區中小學協作計劃
  締造一個團結友

愛的社群，是本校多

年來秉持的信念，故

此本校連續多年參與

由深水埗學校聯絡委

員會主辦的「深水埗

社區中小學協作計

劃」，服務區內就讀的小學生。本校今年配對的

學校為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以「延續關

愛，中小共融」為主題，舉辦「視藝坊」、「日用英

語」、「英語美食工作坊」、「體適能訓練」等活

動，讓參與的學生們能寓學習於遊戲，發揮所長，並

從中體會關愛的真諦，從而達到 以愛相連的目標。

敬師運動

  今年的敬師運動一
如以往，內容非常豐富！

打頭陣的是講求合作精神

的「師生競技比賽」，

精彩項目包括「運球障

礙賽」、「四人八足」、

「無敵風火輪」等，師生都投入地為參與比賽的健兒

歡呼和打氣，氣氛熱烈。

  敬師運動最精彩的項目則是每年的壓軸環節—

「敬師才藝表演」。為了向老師們表達敬愛之情，各

班學生花上了不少心思，將精挑細選、滿載心意的禮

物送給老師，而每當同學們朗讀出對老師的心聲時，

都令老師 感動不已，場面溫馨感人。

輔
導

共建校園關愛文化

  為協助中一學生適應中學校園生活，輔

導組推行「初中學長計劃」及「朋輩輔導計

劃」。中二及中三級學長會帶領中一的學

弟及學妹進行活動和聚會，中四級的學長

則擔任朋輩輔導員，定期與中一級同學共

進午膳，讓學弟學妹們有機會與高年級的學兄學姐分享在學校或生活上遇到的

困難，從而促進校內互助互愛的精神，加深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開心生日會」讓學生體會到
惠僑一家的關愛文化

在保良局訓練營中舉辦
別開生面的生日會

有師姐陪著我們成長

感謝師姐和我們分享學習經驗

看我們的收納紙盒成品多漂亮

學生義工在中小學協作計劃閉幕禮合照

學生表達對校長及老師的感激

同心協力完成師生
競技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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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中一迎新及適應活動
  輔導組於暑假期間舉辦了兩日一夜的「中一迎新歷奇營」，中一級新生在師兄姊的協助下進行不同的活

動，藉以提升他們的溝通及解難能力。新生們在活動中建立互助互信的團隊精神，正正體現了「惠僑一家」的

關愛校園文化。另外，本校社工在開學初亦設計了多種活動 ，帶領新生認識老師及校園，為新的校園生活作好

準備。

高年級師徒計劃
  「一試定生死」的公開考

試往往給予考生沉重的壓力。

學校除了在學業上幫助學生

外，亦顧及其精神及心理上的

發展。「高年級師徒計劃」由

 中六級老師擔當中六學生的人

生導師，透過定期聚會，與學生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為

他們指引路向，並對他們所面對的困難提供適時的支援及

建議。

  計劃推行多年，

獲得學生的好評，不

少學生在畢業後仍和

當年的「師傅」保持

聯繫，分享人生路上

的所見所聞，師徒關

係依舊密切。

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
  為協助新移民學生盡快適應及融入新的

學習環境，本校推行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

計劃分為生活輔導及英語輔導兩部分。生活

輔導方面，透過義工服務及參觀香港著名景

點，如長洲、海洋公園等，幫助他們認識香

港 ；英語輔導方面，則由外籍英語老師透過

遊戲的形式，增強他們學習英文的興趣及自

信心。

性教育綜合服務計劃
  同學們正值青春期，對個人生理、與異性相處等方面，往往

會產生很多的迷思。輔導組為不同級別的學生量體裁衣，舉辦不

同主題和形式的性教育課，包括「護苗基金—初中護苗教育活

動課程」、「香港青年協會—『愛情價值學』戀愛及性教育計

劃」及「關懷愛滋—性教育工作坊」，讓學生在輕鬆多元的活動

中，認識兩性相處之道及探討對性的各種疑惑，同時建立正確的價

值觀及自我形象，並學會珍惜自己，以順利踏上成長路。

歷奇活動，助「您」高飛 成長新一頁由此開始

在學長協助下完成任務

你、我和他「緣聚惠僑」

難得師徒都愛吃蛇宴

陳Sir送的聖誕禮物，
提醒同學注意健康。

在輕鬆的活動中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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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網絡計劃及Be Netwise新媒體素養教育計劃

  為指導學生建立正確的網絡行為及媒體素養，

本校成功申請由優質教育基金資助、復和綜合服務

中心舉辦的「學生支援網絡計劃」及香港青年協會

舉辦的「Be NetWise新媒體素養教育計劃」。計劃
內容包括媒體課程、家長講座、教師培訓及學生網

絡治療小組工作坊，以全面建立學生正確使用網絡

媒體的態度，並提升學生使用網絡媒體時的批判能

力、分析力、正面價值觀和責任感。本校更榮獲

「至正網絡校園之健康使用互聯網獎勵計劃」

銅獎，肯定了本校致力教育學生正確使用網絡的努力。

禮貌運動
  禮貌是一種美
德，亦是我們待人接

物必須有的態度。為

了讓學生明白禮貌的

重要性，並培養他們待人以禮的態度，本年度輔導組以「全

校講禮」為禮貌運動主題。內容包括初中學生向師生問好的

「禮貌家族說早安」活動、輔導組領袖生聲演的「禮貌廣播

及閱讀比賽」、視藝科老師統籌的「禮貌家族吉祥物」設計

比賽、以及由全校師生推選的「禮貌之星」選舉等，讓學生

在多元化的活動中實踐禮貌，共建和諧校園。

輔導組領袖生培訓工作坊
  輔導組每年均會舉辦「輔導組領袖生培訓工作坊」，讓領

袖生在開展全年活動前獲得全面的培訓，肩負起輔導組領袖

生的使命和工作。藉着不同的培訓、討論與分享，領袖生加

深了對自我的認識，更提高了溝通及協作能力，協助輔導組

 舉辦不同的活動，促進校內互助互愛的精神，同心建構關愛和

諧的校園文化。

預防藥物濫用工作坊
  青少年濫用藥物的原因廣泛，所生的禍害深遠，因此，預防青年

濫藥的教育工作極為重要。有見及此，輔導組與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合辦「預防藥物濫用工作坊」，協助學生認識毒品的禍害，並教導他

們拒絕接受朋輩誘惑的技巧，幫助他們培養自制能力和建立正面的自我

形象，成為積極健康的青年人 。

從活動中認識常見毒品

本校榮獲「至正網絡校園之健康使用互聯
網獎勵計劃」銅獎

透過小組討論認識善用網絡媒體的方法

師生投入聲演禮貌廣播劇

禮貌家族角色設計比賽冠軍作品

肩負使命，I'm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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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興趣活動
  為幫助學生發展潛能，輔導組舉辦多項全人發展活動，

例如：同賀中秋的「冰皮月餅DIY」製作
班、「濃情朱古力獻母親」巧克

力製作班、「舞動奇蹟．街舞

訓練班」等，期望學生從課

外活動中增強自信心，提升

溝通及協作能力。

專題講座
  學生面對的困難和誘惑日

漸增加，有見及此，輔導組安

排了不同的專題講座，例如深

入探討青少年常見的焦慮情

緒、協助學生及早識別並化解情緒危機的「青少年焦慮情緒」

講座。當中與明愛展晴中心合辦的「『賭』出我未來」論壇劇

場，由沉迷賭博的「過來人」親自講述過去的經歷，提醒學生

賭海無益。此外，還舉辦了「黃寬洋積極人生推廣大使分享

會」，邀請該獎勵計劃的得獎者親臨學校，分享他們克服困境

的經歷，宣揚毋懼困難、永不言棄、積極進取的正面訊息。

連繫家校 同心培育

家長講座
  家校聯繫與合作是學生成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養

分，讓學子們可以在家長和老師 的關懷中茁壯成長。

輔導組每年都會籌辦不同類型的家長講座，包括：

「升中伴你行」、「中三升中四選科簡介」及「如何

在家庭建立優質網絡文化」等，讓家長更瞭解子女在

成長及學業上面對的困難，讓孩子們在父母與師長適

切的支援與陪伴下健康成長。

家訪計劃
  本校多年來都有推行「家訪計劃」，以此作

為學校和家長溝通的一道重要橋樑，讓家長增加

對學校的認識，了解子女在校的情況，更讓老師

了解學生在家中的生活，從而與家長一同訂立更

有助子女成長的計劃。藉著「家校合作」，校方

和家長更能瞭解學生成長的需要，為學生提供一

個更適切的學習及成長環境。

 

請品嚐我們親手製作的冰皮月餅

熱熱鬧鬧，一同迎接中秋佳節

學生上台扮演賭徒的兒子，
勸父親戒賭

沉迷賭博的「過來人」親自演出的話劇，發人深省

麥芷珊老師家訪1B 班陳斌浩同學

家校溝通，同心培育，體現惠僑的關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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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服
務
及義工

班際義工服務
  本校每年都為學生安排兩次校外義工活動，服務

包括探訪長者日間中心、智障中心及深水埗區獨居長

者等。希望學生透過關心長者及智障人士，主動關懷

弱勢社群，為建立共融和諧的社會出一分力。今年，

同學們表現 出色，更獲社署頒發嘉許獎狀。

海外義工服務計劃
  今年4B 班吳雍慧、馮渭晶、蔡穎鋒、黃麥
及蕭景曦同學在校內的義務工作表現出色，獲選

為本校學生代表，參加由深水埗青年事務委員會

舉辦的「海外義工服務計劃」。他們探訪泰國清

邁的小學和聾啞學校，與小朋友一起遊戲，擔任

「小老師」教授簡單的英文，體會到「助人為快

樂之本」的滿足感。

在當地小學擔任小老師教英文

一顆服務別人的心就像一朵燦爛的太陽花
用心扭出一朵朵花，在母親節向母親獻花致敬

師生向各老友記拜早年

義工隊探訪妍景老人院

為長者化妝搞搞新意思

義工隊培訓
  每年學校都有一群對服務

社群有熱誠的學生投入義工隊

的工作。他們更參與外間機構

的培訓，例如環保教育、溝通

技巧等，裝備自己成為能貢獻社會的年青人。未來義工隊將會

接受公益青年服務團全面的訓練及進行義工實習，讓他們能更

有效地為學校的義工服務作出貢獻，在社會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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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外
活
動

世界學堂
  日本沖繩經濟、
科技及文化五天考察之旅
  趁著試後的空檔，老師們帶領學生到日本沖繩進行

經濟、科技及文化考察。是次考察，學生除了參觀當地

的企業，還造訪沖繩頂尖學府—沖繩科技大學，與

當地中學生及研究生作學術及文化交流。除此之外，學

生也遊覽了不少沖繩的旅遊景點，如展望塔、萬座毛、

美軍基地、黑糖食品製造工場，並認識了硫球王國歷

史，從中體驗地道的沖繩文化。

台灣升學及文化探索之旅
  去年暑假，有意到台灣升學的中四、五學生參加了台灣升學及文化探索

之旅。是次旅程師生分別造訪慈濟科技大學及華梵大學，透過參與大學舉辦

的工作坊及講座，從中了解該院校的辦學理念、課程、學習環境等，這些完

備及實用的升學資訊，對學生有莫大裨益。除此之外，學生亦參觀了台灣的

旅遊景點，親身感受當地的歷史文化，為未來的升學早作規劃。 

備及實用的升學資訊，對學生有莫大裨益。除此之外，學生亦參觀了台灣的備及實用的升學資訊，對學生有莫大裨益。除此之外，學生亦參觀了台灣的

旅遊景點，親身感受當地的歷史文化，為未來的升學早作規劃。 旅遊景點，親身感受當地的歷史文化，為未來的升學早作規劃。 

放天燈，許個願

體會中國書法的美在華梵大學感受濃厚的文化氣息

與沖繩研究生交流

在古色古香的首里城留下足跡參觀沖繩海洋博公園

第三屆滬港青少年運動訓練營（祖苗）
  足球隊於2016年7月到上海參加由祖苗文化青年交流中
心主辦的「第三屆滬港青少年運動訓練營」，有幸得到荷蘭

籍教練指導，經過一連串 高強度的訓練，學生的球技和發揮

攻守戰術的技巧均有顯著提升。

  足球隊更與上海東亞體育少年隊進行交流，透過友誼賽

汲取了寶貴的實戰經驗。除了訓練和比賽外，亦遊覽了不少

的上海名勝景點，體驗中華文化。
足球隊與外籍教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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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青少年高校科學營南京大學分營
  十位中三級學生於試後

活動期間前往南京大學，參

加「全國青少年高校科學

營」。主辦單位安排學生們

乘搭高鐵，在旅程之初便見

識到中國最新的既穩定又四通八達鐵路技術。到達後，主

辦單位安排了多個講座，當中有傑出的學者與學生分享在

科學領域上的經驗，包括生物學、機械人工程、心理學和

地質學等，擴闊了學生的眼界。

參訪博羅中學
  四十名師生參加由博羅縣政府、博羅中學主辦的「手牽手、心連心青年文藝交流會」。兩地學生進行各具特

色的文藝交流，眼界大開，獲益良多。本校學生在文藝交流會中表演魔術及女子二重唱，更贏得各方的讚賞。

  此外，學生亦參觀了不少當地名勝如航天育種基地、觀背村、東山森林公園及長寧麻姑峰村朱明洞風景等，

親身 體驗當地文化。

上海遊學團

  惠僑與九龍區8間中學，一行近200人成為
第一批進入上海迪士尼遊玩的遊學團。在這夢

幻世界玩過緊張刺激的機動遊戲，樂而忘返。

此外，學生更有機會乘觀光船夜遊黃浦，近距

離觀賞上海灘璀璨夜景；亦登上全球第二高，

直插雲霄的上海中心大廈，在雲層之上鳥瞰上

海巿。

  玩樂之外，更有許多學習的機會。如與上

海重點中學—洋涇中學與當地學生一同上

課；又到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與客席香港教授

及留學生交流。六天的相處，兩地師生建立起

濃厚的友誼，機場一別時更互相抱擁，甚至不

捨落淚呢！惠僑學生大開眼界，度過了一趟難

忘而愉快的經歷。

  活動過後，學生們都撰寫了「活動後

感」，由西協遴選作品。本校6C 班劉浚謙及
勞錫洪同學，更從二百多篇文章中脫穎而出，

分別奪得季軍及優異獎。

抓住每一隻迪士尼卡通人物合照

師生同遊世博中國館，
開心到飛起！

專心聆聽技術人員的講解

與博羅同學一較舞藝在交流切磋中建立濃厚的情誼

在南京大學校園留下青春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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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港澳青少年中華文化體驗營
  五日四夜的「京港澳青少年中華文化體驗營」是

由北京市政協港澳台委員會與九龍地域校長會合辦

的。同學們獲資深教練指導技術。前世界乒乓球女子

冠軍鄧亞萍小姐亦在典禮中與同學分享經驗。另外，

學生們與京港澳球員切磋球技，獲得寶貴的實戰經驗。

  除此之外，學生們參觀了不少北京名勝。而參觀科學探知館時，在模擬案

發的現場內嘗試科學搜證的工作。學生此行可謂大開眼界，並且度過了一趟難

忘且豐盛的旅程。

乒乓球
  第六屆友好小學乒乓球錦標賽共有七隊友好小學參賽，並且有幸邀請到深水埗

區議會副主席陳偉明MH擔任主禮嘉賓。今年的參賽健兒技術水平頗高，比賽氣氛非
常熾熱，健兒們都施展渾身解數，抱着「勝不驕、敗不餒」的體育精神，爭奪錦標。

划艇
  本年度共四隊

友好小學派出健兒

參加室內划艇賽。

比賽分為「一分鐘

距離賽」和「4x250
米接力賽」。比賽

時，健兒可以在禮

堂銀幕上看到自己及

對手的差距，令比賽更加刺激，各

參賽健兒都傾盡所能，爭奪殊榮。 

籃球
  友好小學籃球錦標賽

有九隊友好小學參與。

是次賽事承蒙「香港教

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

民炳MH及「學與教專業
學會」總秘書楊嘉欣博士

擔任主禮嘉賓。各場賽事

精彩絕倫，氣氛緊湊，籃

球健將們的表現出色， 展

現青春與活力的光芒。

高校科學營2016—
清華大學

小學籃球、乒乓球賽

室內划艇賽是體能與
鬥志的考驗

與多屆世界女子乒乓球冠軍
鄧亞萍小姐合照

獲國家隊教練親自指導

體驗清華大學的課堂學習，
機會難逢

第一次去清華大學，先拍張照留念

運球上籃？無難度！

划艇健兒們來
一張大合照

絕對是有姿勢，也有實際。

  七天的高校科學體驗營於清華大學展開。

惠僑學生走進清華校園，體驗清華學生的日常

生活，亦參與不同教授主講的講座，內容包括

對資訊科技的前瞻及反思課節等。學生們透過與清華學生的交流，體會

到「行勝於言」的道理，反思到自己不足，明白到在學習上要自強不

息，才能獲取最大的成功 。

趣味科學日營
  「趣味科學日營」已經舉辦了八年，廣受友校師生

的歡迎，口碑載道。惠僑師生透過不同的趣味實驗、展

品、活動和表演等，為小五至小六學生提供小學課程以外

的學習經驗，培養他們學習科學的興趣。參加的學生 都表現得十

分雀躍，整個日營洋溢著一片愉快的學習氣氛。

小學科學日營

顯微鏡下的世界是怎樣的呢？

同學們小心翼翼地進行
雞蛋撞地球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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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藍衣天使

5A粉紅救兵

俏皮的1C

人強馬壯的5B

3B黑白配
4A最有愛

猜猜4C班主任在哪？

2B寓學習於旅行

學校旅行
  為了促進師生之間的關係，讓學生舒展

身心，本校於十一月十八日舉行秋季旅行。

是次活動分別於四個地點進行，中一、中三

及中五級前往大棠郊野公園；中二前往清水

灣郊野公園；中四級前往大潭郊野公園；中

五級前往涌背燒烤場。當日秋高氣爽，師生

都懷着歡欣、喜悅的心情 度過難忘的一天。

旅行剪影

1B Super！

2C Band of Brothers

6B最愛MISS 余 6C班最「熒」呀！
6A一起走過高中三

個年頭
5C旅行樂開懷

姚Sir Miss Li有班3A為
食寶寶

快樂齊心1A班
李SIR話2A同學看那邊

藍精靈，十分勁，呢班4B最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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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及簡介 
日期 組別 得獎資料

九月 —

舉辦機構：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比賽名稱：港台中學生機械人大賽(2016)—

輪式機械人循跡比賽
獲得獎項：銅獎
得獎學生：余賢海（4B）、陳俊龍（4B）、

黃 麥（4B）、蕭景曦（4B）

九月 —

舉辦機構：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比賽名稱：港台中學生機械人大賽(2016)—

遙控輪型機械人擂臺比賽
獲得獎項：銅獎
得獎學生：余賢海（4B）、陳俊龍（4B）、

黃 麥（4B）、蕭景曦（4B）

九月 —

舉辦機構：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比賽名稱：港台中學生機械人大賽(2016)–

避障競速比賽
獲得獎項：銅獎
得獎學生：梁耀燦（4B）、郭楠烽（4B）、

蔡穎鋒（4B）、謝洛錚（4B）

九月 美術學會

舉辦機構：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比賽名稱：賽馬會藝育菁英計劃之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獲得獎項：優勝者
得獎學生：張靜怡（3B）

十月 童軍
舉辦機構：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獲得獎項：2016傑出領袖
得獎校友：謝志安

十月 深資童軍

舉辦機構：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比賽名稱：2016傑出旅團
獲得獎項：銀獎
得獎學生：毛宇青（2B）、鄧乃軒（3B）、

王智君（3B）、趙宇軒（3B）、
劉穎軒（3C）、安天宇（3C）、
余怡婷（4B）、張富鑫（4B）、
李結靜（5A）、潘澤宏（5A）、
鄭洪政（5B）、李文勝（5B）、
廖朗溢（5B）、屈曉程（5B）、
葉 威（5B）、吳文康（5C）、
趙敏姿（5C）、趙璟鑌（6A）、
劉家義（6C）、羅李蓉（6C）

十月 童軍

舉辦機構：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比賽名稱：2016傑出旅團
獲得獎項：銅獎
得獎學生：鄧子俊（2A）、歐詠嫻（2B）、

鄭 進（2B）、梁卓鋒（2B）、
麥焯雄（2B）、唐敬皓（2B）、
葉健強（2B）、周盈溢（2C）、
鄺明輝（2C）、羅仕杰（2C）、
陳晶晶（3A）、蘇星赫（3A）、
胡慧瑩（3A）、何浩瑋（3B）、
楊思敏（3B）

十月 通識科

舉辦機構：扶輪社
比賽名稱：模擬立法會辯論比賽
獲得獎項：最受歡迎獎
得獎學生：蔡曉晴（5A）

十一月 —

舉辦機構：九龍西區各界協會
比賽名稱：上海遊學團2016

「活動後感」文章比賽
獲得獎項：優異獎
得獎學生：勞錫洪（6C）

日期 組別 得獎資料

十一月 —

舉辦機構：九龍西區各界協會
比賽名稱：上海遊學團2016

「活動後感」文章比賽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劉浚謙（6C）

十一月
童軍及
深資
童軍

舉辦機構：香港童軍總會深水埗西區
獲得獎項：致謝狀
得獎團隊：童軍及深資童軍

十一月
田徑
校隊

舉辦機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體育會
比賽名稱：沙田區田徑運動大會2016

男子青少年ME組100米
獲得獎項：亞軍
得獎學生：邵俊剛（1B）

十一月
田徑
校隊

舉辦機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體育會
比賽名稱：沙田區田徑運動大會2016

男子青少年ME組200米
獲得獎項：亞軍
得獎學生：邵俊剛（1B）

十一月
田徑
校隊

舉辦機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荃灣區體育康樂聯會

比賽名稱：荃灣區分齡田徑比賽2016/17
男子青少年E組200米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邵俊剛（1B）

十一月
田徑
校隊

舉辦機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荃灣區體育康樂聯會

比賽名稱：荃灣區分齡田徑比賽2016/17
男子青少年E組100米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邵俊剛（1B）

十一月 田徑校隊

舉辦機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荃灣區體育康樂聯會

比賽名稱：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2016
男子青少年E組200米

獲得獎項：亞軍
得獎學生：邵俊剛（1B）

十一月
朗誦校隊
（粵語）

舉辦機構：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比賽名稱：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三、四年級粵語
男女子組散文集誦」比賽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3B

十一月
校園
電視台

舉辦機構：香港年協會／民政事務局
比賽名稱：「實踐吧！夢想！」

微電影創作大賽
獲得獎項：優異獎
得獎學生：鄭紫晴（4A）、林嘉杰（4A）、

森信裕（4A）、王雋堯（4A）、
曹靜婷（4A）

十一月
籃球
校友隊

舉辦機構：香港籃球總會／康仁體育會
比賽名稱：康仁體育聯賽校友盃
獲得獎項：亞軍
得獎校友：郭智烽（校友）、葉柏勁（校友）、

黃建豪（校友）、葉永基（校友）、
田泳浚（校友）、鄭國偉（校友）、
楊文康（校友）、方德文（校友）、
胡榮光（校友）、勞偉康（校友）、
周家豪（校友）、譚俊軒（校友）、
梁嘉成（校友）、陳志強（校友）、
陳永賢（校友）、黃志恒（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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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組別 得獎資料

十一月 —

舉辦機構：深水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比賽名稱：公民教育歌唱比賽
獲得獎項：熱心參與獎
得獎學生：徐子涵（4A）、黃麗娟（4A）、

伍煜權（6A）、蕭振威（6A）、
吳雍慧（4B）、黃 麥（4B）

十一月 —

舉辦機構：深水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比賽名稱：公民教育歌唱比賽
獲得獎項：亞軍
得獎學生：吳雍慧（4B）、黃 麥（4B）

十一月 —

舉辦機構：深水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比賽名稱：公民教育歌唱比賽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伍煜權（6A）、蕭振威（6A）

十一月 —

舉辦機構：深水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比賽名稱：公民教育歌唱比賽
獲得獎項：感謝狀
得獎學生：徐子涵（4A）、黃麗娟（4A)

十一月
朗誦校隊
（普通話）

舉辦機構：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比賽名稱：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三、四年級普通話
女子組詩詞獨誦」比賽

獲得獎項：亞軍
得獎學生：黃 麥（4B）

十一月
朗誦校隊
（粵語）

舉辦機構：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比賽名稱：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三、四年級粵語
女子組二人對誦」比賽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陳麗倪（3B）、張靜怡（3B）

十一月 —

舉辦機構：廣州市群眾體育指導中心／
廣州市跆拳道協會

比賽名稱：「穗港杯」跆拳道邀請賽
獲得獎項：亞軍
得獎學生：盧蔚豐（2A）

十一月 —

舉辦機構：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香港教育城
比賽名稱：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
獲得獎項：銀章級【三名】
得獎學生：何悅穎（6C）、林烙文（6C）、

蔡滎江（6C）

十一月 輔導組

舉辦機構：司徒華教育基金
比賽名稱：第五屆「好學生‧好老師」表揚計劃
獲得獎項：好學生獎
得獎學生：閻 諾（4B）

十二月 教務組

舉辦機構：元朗大會堂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比賽名稱：全港非華語學生中文講故事比賽
（初中組）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HEFZA NIMRA（2A）

十二月 教務組

舉辦機構：元朗大會堂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比賽名稱：全港非華語學生中文講故事比賽
（初中組）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AHTISHAM AHMAD（1A）

日期 組別 得獎資料

十二月
社會事務委
員會

舉辦機構：義務工作發展局
活動名稱：義務工作服務 2593小時
獲得獎項：嘉許狀
得獎學生：全校學生

十二月 教務組

舉辦機構：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教育局
活動名稱：多元文化夢飛翔計劃2015/16
獲得獎項：傑出參與大獎
得獎學生：全校學生

十二月 教務組

舉辦機構：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教育局
比賽名稱：多元文化夢飛翔計劃2015/16
獲得獎項：傑出學生銅獎
得獎學生：SAMIA KHAN MUHAMMED（4A）

十二月 學術

舉辦機構：朗誦校隊（粵語）
比賽名稱：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獲得獎項：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五、六年級粵語男女子組
校園生活集誦」比賽冠軍

得獎學生：6C

十二月 足球校隊

舉辦機構：青年事務委員會
比賽名稱：2016-2017深水埗區青年盃中學

五人足球挑戰賽（高級組）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陳家俊（2C）、葉俊希（3B)、

李進皓（4A）、陳建渝（5A）、
王章禧（6B）、屈沛恆（6B）、
陳志楷（6B）、陳梓峰（6B）

十二月 籃球校友隊

舉辦機構：博驥體育會
比賽名稱：第九屆博驥籃球聯賽D1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校友：康文川（5A）、何權晉（5B）、

陳志楷（6B）、郭智烽（校友）、
葉柏勁（校友）、田泳浚（校友）、
鄭國偉（校友）、楊文康（校友）、
方德文（校友）、勞偉康（校友）、
周家豪（校友）、譚俊軒（校友）、
梁嘉成（校友）、陳志強（校友）、
陳永賢（校友）、黃志恒（校友）

十二月 —

舉辦機構：香港道教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觀塘警區

比賽名稱：「划出彩虹，社區共融！」
室內賽艇錦標賽觀塘區少年
警訊會長盃

獲得獎項：優異獎
得獎學生：KHAN SHANZEB（2A）、

康文川（5A）、鄧智誠（6A）、
陳沛華（6B）

十二月 —

舉辦機構：香港道教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觀塘警區

比賽名稱：「划出彩虹，社區共融！」
室內賽艇錦標賽和諧共融盃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KHAN SHANZEB（2A）、

康文川（5A）、鄧智誠（6A）、
陳沛華（6B）

十二月 —

舉辦機構：香港道教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觀塘警區

比賽名稱：「划出彩虹，社區共融！」室內賽艇錦
標賽盃女子丙組4x500米接力
獲得獎項：殿軍
得獎學生：楊卓藍（1A）、楊 煬（1B）、

葉詠欣（1C）、甄可兒（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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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家 教師

校長、教師、家長、學生參與
深水埗家長教師聯會就職禮

Earnest
宗旨：認真處理會務；

用心服務同學。

顧問老師：崔小婷老師、
周玉玲老師

主席：5B 葉  威
內務副主席：5B 陳樂曦
外務副主席：5B 李文勝

  家教會透過「家校合一」，讓學校、家長保持

緊密聯繫，建立互信互諒的伙伴關係。本校家教會

自1999年成立，發展至今，已成為家長和學校間
重要的溝通橋樑。

  本年度舉辦了多項活動，希望能聯繫各家長會

員，將家校合作認真地實踐出來。其中不少講座活

動深受家長歡迎，例如為中一級家長舉辦的「升中

伴我行」講座，以輕鬆、互動的方式，令家長更清

楚子女成長的需要。此外，「子女沉迷上網！如何

在家庭建立優質網絡文化？」、「eclass應用」等
一系列講座，為父母提供實用的技巧，讓父母能有效地引導

子女成長，進一步改善親子關係。此外，亦舉辦了「親子燒

烤樂」聯誼活動，數十位家長、老師及學生們在輕鬆的環境

暢談生活瑣事。家教會的委員對校內活動亦十分支持，到校

參與「學生會時裝表演」、「周年陸運會」、「歌唱比賽」

等活動，誠然是學校背後的強大支柱。

  新一屆的家長教師會團隊亦於二零一六年四月成立，合

作共建立健康和諧的 校園文化，以助學生健康成長。

學
生 會

會

有見過如此可愛的小鬼嗎？

學生會的全年活動

高頭大馬的陳老師怎麼會怕
「小鬼頭」呢！

Earnest成員人才濟濟

校長和家長為學生打氣

家長被 Super Models 大包圍

主席陳佩儀女士 
接受委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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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傑 學生專訪
4B 閻 諾
第五屆司徒華好學生獎

  困難和挫折只是懦夫和動搖者的藉口。為了盡快適應香港的生活，我

從不同的途徑學習廣東話，並積極與老師、同學溝通。除了豐富多采的學

習生活，我還參加了不同的課外活動，擴闊眼界。雖然不幸患有紅斑狼瘡

症，可是病魔未能擊倒我，反而讓我勇敢正視人生。

  我在校內不同的崗位上克盡己任，為學校服務之餘，也讓我更快的融入新環境，認識更多新朋友，體驗團

隊合作的樂趣。《禮記》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成才之路如同雕刻玉器一樣，只有經過

刻苦磨練，才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我會繼續向同學傳播正能量，無私地分享個人的經歷。

5C 王玉鳳
第八屆深水埗區優秀學生

  活潑開朗、熱愛生活最能貼切

地形容我，我深信「態度決定一個

人的高度」，因此我對社區充滿熱

情，期望以一己之力回饋社區。參

加義工活動令我親身體會「施比受

更有福」的道理，在參與或籌備活

動時發揮領導才能，並培養團隊合

作的精神，使我在待人處事方面更

有自信。「優秀學生」不只是一份

虛榮，它不單讓我重新認識自己，

也擴大了我的社交圈子。社會上不

同人的故事讓我對自己生活的城市

有更確切的了解。

5C 袁宝琼
第八屆深水埗區優秀學生

  「贈人玫瑰，手有餘香」，參

與義工服務是我在求學階段的一個

重要目標，既讓我幫助到有需要的

人，又可以訓練我的膽量和溝通能

力，令我更加認識自己。成為深水

埗區優秀學生後，我獲得了更多難

能可貴的機會參與不同的活動，如

領袖訓練、青年議會、社區服務等

等，讓我大開眼界，生活也變得更

加豐富和充實。我會繼續把這種精

神延續下去，推己及人，將來在社

會上發光發熱。

校長與老師陪同閻同學接受
「第五屆司徒華好學生獎」殊榮 

王玉鳳同學與袁宝琼同學一同
到泰國當義工

袁宝琼同學在泰國當義工時與當
地小朋友合照

4B 馮渭晶
第八屆深水埗區優秀學生

4B 黃 麥
第八屆深水埗區優秀學生

  很多人說香港競爭激烈，我一

直都不以為然，直到我在角逐這

獎項時，看到其他同學的優秀表現

後，我才如夢初醒。在面試時，每

位同學都十分盡力地表現自己的優

點，爭取發言機會。「以人為鏡，

可明得失」，這次經歷我不僅了解

到其他學生的優點，亦發現了自身

的不足之處。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我

們必須時刻裝備自己。惠僑的同

學們，希望你們早日發掘到優點

與 專 長 ， 盡 情 地 打 拼 自 己 的

天下！

  《離騷》有言：「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的話正代表我在求學和

待人處事方面的態度。獲選「優秀學生」對我來說是一個莫大的鼓舞。這鼓舞成為我尋求

突破的原動力。這份榮耀對我來說是一個肯定，而不是壓力。我還有好長的一段路要走，

但我一定會奮力向前，向理想邁進。長路也許漫漫，但我一定會勇往直前，繼續努力。

黃麥同學參与科學工作坊

馮渭晶同學獲校長頒發
學業成就獎22



比賽中避過南華守將攔截，
射入關鍵一球

出
傑 校友專訪

（2012年畢業生）
    校友許嘉樂自幼熱愛足球，入讀惠僑期間已入選區隊

青年隊，足球之路亦由此展開。進入了球圈後，他的天分很

快獲得肯定，除火速入選香港U13青年軍外，更由區隊轉投職業
球會東方足球隊。

2012年畢業後，嘉樂旋即被東方球會聘作職業足球員，並成為隊中的射手，
協助球會由丙組升上甲組（現港超聯）。為了爭取更多的出場機會，他

毅然轉投橫濱FC，在球場上戮力奮戰四年，終以熱汗換來了角逐年
度最佳青年球員的機會，也換來了港隊教練金判坤的青睞，入選香

港足球代表隊，並在港澳埠際賽中射入一球，協助香港隊奪冠而

回。

    嘉樂今年效力港超球會理文流浪，憑著他堅毅不屈、勤奮不

怠，以及對追夢的堅持與執著，很快已成為了球會的主力。相信不

久的將來，他定會 成為香港足球壇上的新星，閃耀球壇。

全情投入港超聯與
南華比賽中

披上香港隊戰衣作賽，
助香港隊奪冠而回

老
新 師自

麥芷珊老師
  記得小思老師曾說，老師的使命是「要將自己所知的告訴下一代」。從小，我便想

成為一位老師，因為老師是一份「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工作。作為一位老師，我想告訴你

們，你們都是「獨一無二」的，你們每一個人都有無限的可能。

  同學們，相識是緣分。惠僑是我們師生情緣之始，我們一起「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吧！

黃羡鈴老師
Self-introduction

Hi everyone, I am Miss Lily Wong. This year, I am teaching class 5A and a group of 4B. 

The fi rst day I was with my S4 students I wrote on the board this motto: Attitude determines 
altitude. Most students take the message seriously and endeavor to brush up their English. 

They now start to reap the reward of their hard work and persistence. 

If you realize the fact that a journey of thousand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 step, you will fi nd the 
drive which propels yourself to strive forward! 

我
介紹

許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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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ove languages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I can endure the wordiest 
explanations. I read labels, posters and signs carefully as though I were 
proofreading documents.

Some words I came across stay in my mind for a long time. I learnt the word 
“meadow” when I read Heidi at the age of ten. Then there is “negotiate” used to 
describe how an old man walks up the stairs.

My interest in languages is not limited to text alone. Thanks to YouTube, we can easily re-live those historic moments 
listening to inspiring speeches.

I keep reminding my students that language profi ciency is not just for university admission but for life and so language 
practice should not be merely limited to examination drills when after all, that is so boring. 

Whenever I am interviewed on the tips to learn English, I would simply say – use it and live it! Language is living and 
growing every day. Some like to put the blame on the lack of language environment. If that is indeed the case, create 
one for yourselves. With the internet going rampant and communication devices getting inexpensive, there is absolutely 
no difficulty in surrounding yourselves in an English-rich world if you so desire! That is exactly what I do. I read in 
English. I watch and listen to the English television and radio channels. I walk up to Western-looking tourists just to 
have another chance to speak in English! I correct my mistakes whether in writing or in speaking whenever I realize I 
am wrong. 

My love of languages grows by the day. In fact, I have a dream - to learn one more language! Which one? Not sure yet! 
French? Maybe!

* Pauline CHOW Lo Sai is the Academic Consultant of Wai Kiu College. She served Fukien Secondary School as the Assistant 

Principal in 2003 – 2004 school year, the Deputy Principal from 2004 to 2013 and then the Consultant from 2013 to 2015. Miss Chow 

was also the Executive School Manager of Fukien Secondary School Affi liated School from 2009 to 2013 and then the Consultant 

from 2013 to 2015. In 2015 – 2016 school year, she joined Kowloon True Light School as the Language Consultant.

Miss Chow attained Bachelor of Arts, Master of Arts and Master of Education degree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was also 

awarded the Advanced Diploma of Education b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Postgraduate Diploma of Further Studies in 

Education by The University of Durham, United Kingdom.

Miss Chow is a Subject Specialist of the Hong Kong 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Academic & Vocational Qualifi cations, a member of 

Council on Professional Conduct in Education and Committee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 Principals. She is also 

the Chairwoman of the Hong Kong Women Teachers’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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