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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吳遠勝原是惠僑籃球校隊主
力，中六那年，跟同學到拳館試玩，
被泰拳的速度感和刺激感深深吸引。
拳館師父亦相中遠勝這匹千里馬，遠
勝的泰拳之路亦由此展開。
夢想成為「香港拳王」的遠勝憑
着堅毅不屈的意志，克服日復日枯燥
乏味又艱難的訓練，終獲成果，十八
歲那年勇奪香港泰拳分齡（少年組）
冠軍，翌年再奪冠軍，更於2017年
代表香港出賽獲取銅牌，相信遠勝憑
着對夢想的堅持，必能成為香港泰拳
界的閃耀新星。

陳湛華

陳校友主修結他演奏

九龍石硤

尾偉智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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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優化學校管治，提升專業效能
2. 照顧學習多樣性，推動自主學習
3. 實踐校訓精神，提升學生責任感

牛津學者擔任學術顧問發掘世界視野人才

力量與速度
揮發汗水贏得2017香港跆拳比賽冠軍！

校友陳湛華於香港浸會大學修讀音樂學文學士課程（主修結他
演奏），並於2016-2017年以一級榮譽畢業，同時獲得最高成績的
學業獎Scholastic Award，實在可喜可賀！
湛華於2004年入讀本校，因興趣而開始學習結他及接觸流行
曲，並樂於嘗試各種樂器。湛華不負老師的期望，以奮發頑強的鬥
志，向着目標前行，不但在短期內考獲三項國際證書，入讀大學修
讀自己心儀的課目；最終更以全級最高成績的榮譽畢業。他在音樂
路上匍匐前行，堅毅的決心必使他的星途閃爍、發光發熱。他的成
功經驗亦鼓舞惠僑師弟妹：只要積極裝備自己，成功必等着你！

由明報教育組長至自己當上兩位孩子的家長，與教育界接觸多年，學校的特色五花八門、各適其適，我始終相信不論學
校用什麼方法，目標都是「為學生好」，發掘學生的亮點。我認為，學校與學生一樣，都有獨一無二的亮點，「家長視學」
就是希望將學校的亮點發掘出來，讓家長在選校前知道，教育不單只有傳統名校，世上沒有最佳學校，只有最合適學生的
學校。
文：梁永樂 OpenSchool升學顧問

陳校友獲浸大音樂學文學士（榮譽）學位畢業，並獲一級榮譽及最
高成績的學業獎Scholistic Award，回母校與校長拍照留念

惠僑英文中學
Wai Kiu College
首席顧問：鄭智賢校長
總 編 輯：何嘉龍教務兼中文科主任
執行編輯：崔小婷 周玉玲 姚健威

麥芷珊

劉紹堅

張梓柔

陳慧敏

廖綺雲

蕭海量

6C班勇奪68屆校際朗誦節集誦比賽冠軍，與校長分享喜悅之情。

教 務
回應新高中課程

制定學習策略

英文及數學學術顧問
英文科學術顧問
周蘿茜小姐

數學科學術顧問
盧賢巨先生

周蘿茜小姐具豐富的英語教學及學術管
理經驗，歷任威靈頓書院副校長、維多利
亞英文小學校長，福建中學副校長和福建中
學附屬學校行政經理、九龍真光中學語文顧
問，並在教育局擔任課程發展、教師專業發
展等多個委員會顧問。周小姐現時除擔任香
港女教師協會主席外，亦是香港教育政策關
英文科顧問
注社副主席、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委員、
周蘿茜小姐
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委員，在多個教
育範疇上均建樹良多，有極大貢獻。本校能繼續邀得對教育充滿熱
誠的周小姐出任英文科學術顧問，深信必定能進一步推動本校的學
術發展。

盧賢巨先生為香港教育大
學講師，曾獲優秀講師獎。他
致力優化教學，培訓優秀的數
學教師，對香港教育界貢獻良
多；歷任樂道中學、港大同學
會書院數學顧問，以及基督教
香港信義會紅磡小學、救恩學
校的課程發展顧問。盧先生出
數學科顧問
版了多本著作如《數學的生
盧賢巨先生
命》、《數學基本原理及應用》等，亦經常發表學術
論文，啟蒙後學。本年度有幸邀請到經驗豐富的盧先
生擔任數學科學術顧問，深信對師生均有莫大裨益。

中五、中六課後補課
高中課程豐富而緊湊，為協助中五、中六級學生鞏固課程所學，更有自信地迎接文憑試，本校安排科任老師於9月下旬始
為同學進行課後補課。各科按同學的能力分成拔尖及鞏固班，量體裁衣安排教材，藉此提升補課效益。而在各長假期，包括
聖誕節、復活節等，藉額外的課堂幫助學生鞏固應試技巧，務求令同學於公開試獲得理想的成績。                          

APL（中五級、中六級）
本校中五、中六級學生可選讀「重實踐」、「學習範疇
多元化」的應用學習課程（APL）。學生能從應用及實踐中
學習基礎技能，了解個人終身學習及職業的取向。當中，6B
班陳樂曦同學積極投入，獲教育局頒發應用學習獎學金，更
憑著優秀的表現而獲頒「特別嘉許」獎。

6B陳樂曦同學表現出色獲頒獎學金

各級科學講座
本校學術顧問，英國牛津
大學物理設計研究所主任劉偉
榮博士每年均遠道從英國返
港，為初中同學主持有趣的科
學講座。今年兩次講座的主題
分別為「槍械」、「導彈」，
同學們反應殊佳，除增長了豐
富的課外知識，亦提升了研習
科學的興趣。

2016-2017
「全方位學習獎勵計劃」得獎名單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1B
1B
1B
1B
2B
2B
2B
2B
2B
2C
3C
3C
3C

陳瑩瑩
鄧雅文
歐鈺瑩
鄭泳琪
林穎怡
高鍾雯
韓奕賢
王思怡
莊詩桂
伍栓銳
劉芸瑋
李婉婷
陳麗倪

3C
3C
4B
4B
4B
4B
4B
4B
4B
4B
5A
5B
5C

方文博
胡晉健
吳雍慧
馮渭晶
梁耀燦
謝洛錚
蔡穎鋒
閻 諾
王彥嵐
黃 麥
Arminder
陳樂曦
袁宝琼

英文輔導班

劉教授遠道由英國
赴港到校指導同學們

為提升學生的英
文水平，學校特別投
放額外資源，聘請校
外專業導師為學生開
設增潤課，讓學生有
更多機會學習英文，
打穩基礎，為文憑試
作更佳的準備。

同學們在老師的指導下
輕鬆完成課堂練習

3

關注學習差異

因材施教

學習日及學習大使
為增加惠僑學生的英文詞彙
量，教務組結合各科老師的力量
出版屬於惠僑人的「詞彙冊」
（Word Power）。小冊子設計
精美、內容豐富，惠僑同學每人
手執一本，隨時隨地學習各科英
文單字。由11月開始，每月第
二個周五定為「Word Power學
習日」，每月第四個周五為「科
本學習日」，每次以不同科目為
主題。在學習日裡，老師與學習
大使裝扮成《哈利波特》的角
色，手持Word Power或iPad，
遊走校園，向同學抽問生字串法
或提問有關內容，答對者可獲得
獎勵。同學們踴躍參與，氣氛熱
烈，師生一同度過愉快而充實的
小息時光。

榮譽榜

師生同心，一起積極參與學習日活動

鄭智賢校長粉墨登場，與教務主任
何嘉龍老師一同化身《哈利波特》
小說中的角色

通過趣味盎然的活動，令學生對學習更感興趣

學習日反應熱烈，師生共同實踐愉快學習

上學期榮譽榜名單

為表揚及肯定模範學生在學業方面的努
力，希望他們獲得激勵後能更上一層樓，並起
到作為同學學習榜樣的作用，教務組特別設立
「榮譽榜」，以表揚在學業成績及學習態度上
表現卓越的學生。得獎同學除可獲頒發獎狀，
資料亦會上載校網及刊載於學校刊物中作公開
表揚，讓家長也能為同學的表現而自豪。

統測各級首五名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1A 周迅之

2B 陳莹莹

3C 李童安

4C 方文博

5B 王彥嵐

6A ARMINDER

1C 方嘉俊

2B 李倩君

3C 李潔莹

4C 李婉婷

5B 蔡穎鋒

6C 袁宝琼

1C 馮泳恩

2A 簡晞朗

3B 林穎怡

4C 何芷蕊

5B 廖志誠

6C 林嘉明

1B 李穎詩

2B 鄧雅文

3B 高鈡雯

4C 陳麗倪

5B 馮渭晶

6B 麥淑晶

1B 李卓婷

2B 甄梓傑

3B 莊詩桂

4C 任嘉琪

5B 黃

6C 李汝傑

麥

非華語學生支援

初、高中的非華語女生聚首一堂
兩位非華語學生在「全港非華語學生
中文講故事比賽2017-18」中勇奪初
中組冠軍及亞軍

本校中文組今年先後推出「非華語之星計
劃」、「非華語學生大使計劃」及課後中文輔導
班，致力從多方面照顧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中
文組更特別邀請讀書態度及成績良好的非華語師兄
姐擔任「非華語之星」，每月與中一及中二級非華
語同學會面，分享讀書心得，藉此鼓勵師弟妹努力
學習中文；亦於高中招募多位學生大使，以小組形
式與非華語同學會面，為非華語同學拓寬交友圈，
幫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此外，本校增撥資源，為
初中的非華語學生聘請中文程度優秀的畢業舊生擔
任導師，望能進一步提升他們的中文水平。

繪本園地
圖書館特意為非華語學生開闢「繪本園
地」，希望透過有趣的書籍引起他們閱讀中文
的興趣。今年在原有數百本中文繪本圖書的基礎
上，再添置了數十本由老師精挑細選，適合不同
中文程度學生閱讀的有趣中文繪本圖書，供同學
們借閱。此外，每逢多元活動堂，中文老師更會
帶領非華語同學以輕鬆有趣的方式閱讀繪本，循
序漸進地提升他們的中文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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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學生在老師帶領下愉快地學習中文

閱讀繪本後，同學認真
完成工作紙

首辦公開課
教務組銳意促進同儕交流，提升教學質素，
故舉辦了一系列專業發展活動。打響頭炮的是各
科公開課，由六位科主任領航，開放課堂讓老師
們觀摩學習，交流教學心得與技巧。當中，更邀
得兩位重量級學術顧問— 牛津大學物理研究
所主任劉偉榮博士，以及香港教育大學講師盧賢
盧賢巨顧問的公開課活動十分有趣，
巨先生舉行示範課。兩位顧問的精彩課堂為老師
師生也樂在其中。
們注入教學的新意念，透過相互切磋學習、激勵 同學們成功組合方塊，從活動中學習數學原理。
駢進，望能進一步提升教學效能。

教務主任兼中文科主任何嘉龍老師風趣幽默，教學技巧多變，同學們都愛上他的課！

劉偉榮博士的公開課上，同學們都
聚精會神地學習科學知識。

朗誦比賽

中文科高中集誦隊 捷報！

中三、四級粵語二人對誦冠軍

連續兩屆獲得校際朗誦節集誦比賽冠軍

繼師兄姐朗誦隊於集誦比賽問鼎三甲後，3C
黃永康和羅仕傑同學再為惠僑增添一面二人對誦
冠軍錦旗！兩位同學當日自信生動的表演讓在場
的評審、家長及參
賽者都讚嘆不已。
年紀小小，面對眾
多參賽者卻能自信
自如地表演，實在
值得讚賞。

上一屆校際朗誦節，由6C班組成的冠軍集誦
隊隊員經已全部畢業，邁進人生另一領域。第69
屆校際朗誦節則由5B班組成新的高中集誦隊，代
表惠僑出戰。他們比賽時承傳了師兄師姐的團結
與齊心，成功接棒，勇奪高中組中五、中六級普
通話集誦比賽冠軍，為校爭光，非常可喜。
此外，惠僑另外兩支集誦隊亦相繼為學校帶
來好消息，5A班獲得粵語散文集誦季軍、4C班
亦獲得粵語校園敬師篇集誦季軍。

兩位同學突破自己，
贏得二人對誦冠軍

古靈精怪的5A班朗誦時可是十分認真的

榮獲冠軍！指導老師、評判、5B班一同慶賀佳績

再度蟬聯冠軍，好厲害！

可愛的4C班小試牛刀獲頒季軍

中文科中秋燈謎會
時值中秋，月正圓。在這相聚團圓的時分，中文科舉辦了以
「惠風情、朗月明；遊樂園、師友情」為主題的中秋燈謎會。活動
當天，張燈結綵的禮堂裡人頭攢動，熱鬧非凡，同學們爭相競猜燈
謎；師生在繽紛多彩的燈籠前合影留念，歡聲笑語充盈整個校園。

師生同樂慶團圓
校長、師生共慶中秋，預祝佳節！

同學們最喜歡和藹可親的校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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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Halloween
English Speaking Day 2017-2018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Ms. Fan in a
Halloween style!

Students are happily
interviewing teachers

   Halloween provides a great reason for people to dress up and have fun. Kids around
the world on that day go from doors to doors to ask for ‘trick or treat’. This year, the same
notion was adopted for the English speaking day. It was held on 31st October, 2017 and
the theme was ‘Halloween’.
   To indulge the students in the festivity and maintain embodiment of the festival, the
English speaking day was premeditated in a very special way. Students were asked
to come to the school hall and interview the English teachers, who were dressed up in
characters like Witches, Vampires, Devils and Egyptian Queens. To earn a treat, students
had to ask Halloween related questions to the English teachers. Upon successful attempt,
students were awarded with candies and some house points.
   The speaking day kept the essence of Halloween which helped to enthuse students
to speak in English in a more relaxing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An evidence to prove
the success of this event was the blissful smile and enthusiastic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Festivity unveiled!

Students' excitement!

Cosplay of Wai Kiu English Team!

課 程 發 展
生命教育計劃
即興創意劇場
本校首次於多元活動課舉辦「即興創意劇場
學會」，讓學生初嘗結合舞台表演和競技元素的
Theatresports活動。
學員在活動中可透過不同遊戲學會舞台表演的
技巧，並自編自導自演成為喜劇之王，同學們創意
十足，情節迂迴曲折。過程不但考驗各學員的即興
創意和解難能力，亦要與對
手合作無間，傾力演出。活
動鼓勵學員建立正面思考，
以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
「Never Say No」、「Never
Give Up」！
在搶帽遊戲中，學員鬥智鬥力

6

運用技巧「雙體人形」演繹，
學員們表情生動，充滿動感

高中生命成長課
學校課程發展組以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與態度為目標，運用生活
化的題材，整合課程，通過價值觀教育、公民教育、《基本法》教
育、生命成長課程及
跨學科專題學習活動
等，實施生命教育，
以培養和發展學生各
種生活技能及共通能
力。學生透過 不 同的
學習活動，培養正面
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
生態度。

提升學習技巧課程
在二十一世紀，學生和老師都需要終身學習，自我增值。因此，
本組於早會時向全體師生介紹了十種有效的學習方法和不同的學習策
略。學生生動地演繹利用人體聖釘法加強自己的記憶，全校學生亦進
行記憶大測試，學習成為自我導向的
學習者，有效地學習。
本校又 爲 初中同學舉辦有效學習
技巧班，課程內容涵蓋閱讀技巧、筆
記撰寫、確立目標、概念圖、記憶基
本法等，以提升同學學習的興趣，強
化他們對學習的信心。
師姐們生動地演繹人體聖釘法

公民教育組
為配合初中學生的成長需要，本組
為中一至中三各級設計每月一次的「德
育公民課」。此外，公民教育組近年舉
辦了「國慶升旗禮」、「法治與人權講
座」、「平常心看世界互動劇場」、
「知識產權執法講座」、「選舉知多少
講座」等活動，以培養學生的積極性和
自信心，並提升學生的公民意識。

一人一本校本公民教育小冊子

國慶早會升旗禮

教師發展日

「應用流動電子學習工具」工作坊

教師們積極地學習使用 iPad 教學技巧

閱讀計劃
Hyread
推動電子閱讀除了可提升學
生的閱讀興趣，培養閱讀風氣
外，還可促進自主閱讀風氣。
書類繁多不知選哪本好呢
因此，圖書館小組向同學介紹
「Hyread」電子閱讀平台，同學只需申請公共圖書證，便可
隨時隨地於平台上借閱圖書館裡的電子藏書，費用全免，手
續簡單，相信能有效鼓勵學生建立自主閱讀的習慣和能力，
並與人分享閱讀感受和心得。

今年本校邀請了小童群益會 爲 全
體教師舉辦了「應用流動電子學習工
具」工作坊，旨在提升教師們運用電
子學習工具的技巧，讓教師在課堂或
實地考察時加以應用，以促進教與學
效能。同時能培養學生運用不同的電
子學習資源的技巧，方便掌握不同資
訊，促進自主學習。

資優計劃
本校為資優生提供抽離式學習
課程，例如：機械臂操作及編寫
程式等，同時亦為資優生提供參
觀活動，以拓闊眼界及滿足他們對
學術的好奇心。此外，在培訓資
優生時，學校會組織不同的學習小
組，如綠色科技小組，讓資優生進
行探究式活動，並研發自己的發明
品，其中本校研發的氣淨燈更屢獲
奬 項，成功得到大眾的認同。

向評判介紹氣淨燈

必讀書計劃
正所謂「開卷有益」，推廣閱讀小組一向致力推廣閱讀
風氣，深信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及習慣是成就終身學習者的
重要關鍵，今年更邀請各科老師精心挑選「必讀書」讓同
學借閱。同學每月選
讀不同科目的「必讀
書」，可大大擴闊知
識領域。老師更於早
會分享選書及閱讀心
得，讓師生一同建立
良好的閱讀文化。

機械臂增潤課程

老師與同學分享閱讀技巧及心得

沉醉於書本中的同學們

參觀2017創科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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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科技及智能城巿研發小組

STEM教育
智能設計及機械人課程

同學們認真地學習人型機械人編程

STEM學會為初中同學提供
人型機械人及機械臂課程，讓同
學了解及掌握基本編寫程式的技
巧。他們可以利用機械臂及機械
人進行各項任務，包括「即席機
械臂揮毫活動」、「模擬消防機
械人計劃」等。此外，本校亦會
舉辦與智能設計相關的活動，例
如：三對三機械人足球比賽等，
為校園增添更多姿采。

本校為學生提供創客空間，讓他們自行研發各類型的產
品。去年，高中同學成功研發「氣淨燈」，將空氣清新及照
明系統裝置結合，為改善全球暖化及香港空氣質素提供了一
個可行的解決方案。
此外，STEM教學小
組與數學科、ICT科及
科學科合作，讓學生以
「智能都巿」為題進行
專題研習，並設計一個
交通燈指示系統及行車
路線規劃方案，以紓緩
本校高中同學研發的
香港交通擠塞的情況。
綠色科技發明品— 氣淨燈

STEM比賽獲獎
年度

比賽名稱

得獎項目

最佳演繹 奬
最佳創新 奬
最美觀作品 奬
2017 內地與港澳青少年STEM創客挑戰賽
最受歡迎智能創客作品 奬
智能創客大 奬 二等 奬
傑出創客導師— 黃廷峰老師
2017 全港校際氣候變化跨課程專題比賽
高中—最佳發明品

獲獎學生
王彥嵐
黃 麥
黎嘉政
盧嘉霖
甄銘暉

楊潤雄局長也來支持
惠僑DSS STEM FAIR攤位呢

校本支援計劃
本校今年參與了教育局
的校本支援計劃（STEM），
跟專業發展學校「瑪利諾神
父學校」進行交流活動。本
校上學期在中一級舉辦了
「跳躍式下降」活動，下學
期則會在中三級舉辦「無線
遙控氦氣飛魚」活動，希望
藉此豐富同學在STEM領域的
學習體驗和得著。

與協作學校老師交流

健康校園
健康校園計劃旨在讓學生身心得以健康發
展，從而提升自信、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擁
有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及以強健的體魄應付學
業或工作上的需要。本校近年舉辦「全校早餐
日」、「濫藥講座」、「黑暗中對話」、「中
大中三級學生健康問卷調查」等活動，讓師生 維他命知多少健康搶答題
關注身心健康。
得獎者5A班黎嘉政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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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早餐日，眾志成城，萬眾一心

同學們努力計算如何才能以最慢的時閒下降

黑暗中對話
每年中一學生須參與「黑暗中對話」活動，同學會
到「黑暗中對話探索館」參與這個特別的旅程。透過在
全黑的環境中經歷不同的生活情境，讓參加的同學親身
體驗黑暗世界，在感同身受中改變對視障人士的看法，
並反思自己的生活。

1C班兩位班主任帶領同學共度「黑暗中對話」的時光

訓 導
制服團隊簡介
制服團隊生活不僅能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亦讓他們
認識到甘苦與共的摯友。師生更能在課堂以外建立更深厚
的情誼，這有助同學投入校園生活中。故此惠僑所有中一
學生均需參加制服團隊。新生可以選擇加入少年領袖團、
聖約翰救傷隊、童軍、深資童軍
或交通安全隊，透過各團隊的各
種訓練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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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獲得不少政
府部門及區內服務機構的讚揚，
相信在制服團隊獲得的能力及
經驗，必定能幫助同學們日後的
發展。

威風凜凜的AC隊員

充滿自信的童軍領袖

童軍精英聚首一堂

交安蟬聯步操獎項

加拿大軍事交流團
很榮幸能參加由香港少年領袖團所舉辦的加拿
大交流團，兩星期的當兵生活、艱辛的過程使我真
切體會到當保家衛國軍人的辛酸，他們堅毅不屈的
精神令我肅然起敬。訓練當中種種的挑戰亦豐富了
我的人生經驗。最高興是能認識到一班外國隊員，
每次與他們的分享和交流，都讓我獲益良多。
4C麥漢心

在巨型軍車前與教官們大合照

小隊員有機會接觸軍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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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平安米

3B麥綽雄

盂蘭節派米感想

團隊每年均協助社區機構舉辦派米活動，我是第二次參與派米了。我的處事也比去年更成熟
了，帶領師弟妹們維持現場秩序，讓街坊安心輪候派米。與往年一樣，警察在禮堂舉行「警訊」
講座，我們在旁照顧公公婆婆，也幫忙派發關於安全小知識的傳單，提醒公公婆婆慎防被騙。
看著公公婆婆滿帶笑容、安然無恙地領走「平安米」，我感到十分滿足，真真切切明白到
「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呢！

親切地與公公婆婆道別

海關青網大使訓練營

學生在模擬法庭一嘗當律師的滋味

小隊員小心翼翼地攙扶公公婆婆取平安米

青網大使計劃感想
去年暑假，參加了由海關主辦的青
網大使知識產權專章計劃初級課程，當
中五日四夜的訓練營，令我眼界大開。
是次課程的主題為「知識產權」，
除了一般的講座外，主辦單位更邀請了負
責刑事檢控的律師，為我
們講解知識產權的檢控過
程，隨即，我們更有幸能
在模擬法庭上透過角色扮
演活動，學以致用。這次
活動，我們不但提升了保
護知識產權的意識，也對
整個司法程序有更深入的
了解。

4B何浩瑋

訓練營中認識了新師友

參觀美軍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機庫展出了美軍最新型的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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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甲板與美軍合照

美國航空母艦「列
根號」難得訪港，如此
千載難逢的機會，我
立馬報名參觀。映入
眼簾的龐大戰艦使我們
嘆為觀止。戰艦上，我
們參觀了已退役的戰機、
4B賴家康
飛機油箱等新奇的事物。之後，
我們到甲板參觀，寬廣的甲板上停泊
了許多台戰機，空間及排水量之大實
在驚為天人。這次參觀真是令我大開
眼界！

童軍大露營
學生感想
參加「香港童軍105週年紀念大露營」是我當童軍以來最難忘的一次活動。是次活動不但能
和來自世界各地的童軍互相交流和競賽，體會到箇中的樂趣和成功感，最重要的是學習團隊精
神。童軍所有的活動都是以小組進行的，需要每一位隊員的合作和堅持才可以完成。以前的我會
比較自我，但經過一系列的活動後，我明白到要做好每一件事都需要和其他人互相合作和信任。
是次活動不但拓闊了我的眼界，也讓我明白到團隊精神的重要性，提升了我的責任心和獨立
能力，希望在以後的日子裡可以繼續和隊員們迎接人生的每一項新挑戰！

3A鄧子俊

1106在營地上留下了印記
隊員和其他國家的童軍合照留念

輔 導
學生輔導
品德及價值培育
同學們在求學階段，除
了要掌握必要的知識和不同
的技能外，培養品德及正確
的價值觀亦同樣重要。輔導
組配合學生成長和學習的需
要，訂立不同主題，例如
「以禮待人」、「積極人
生態度」、「孝悌精神」、
「敬師愛生」等，藉早會、
講座、話劇、遊戲及小組分
享等活動，為學生提供預防
性的培育及發展性的支援，
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積極的自
我形象及人生觀，以面對成
長路上的各項挑戰。

在校園內放置預防濫藥的資訊，
培養學生建立健康的人生

惠僑學生敬師之情，在「師生競技」中完全展現

一年一度的禮貌之星選舉，表揚有禮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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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綜合服務計劃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
都要懂得保護自己

小組活動讓學生更自由地發表意見

青少年對個人生理改變及與異性
相處等方面，往往會感到迷惘，卻又
難於啟齒。輔導組為各級學生舉辦
不同主題和形式的性教育課，包括
「護苗基金．中一級護苗教育活動課
程」、「香港青年協會．中二、中三
級戀愛通識課」及「關懷愛滋．中
四、中五級性教育講座」等，讓學生
在輕鬆而多元化的模擬體驗及討論活
動中，認識兩性相處之道及探討對性
的各種疑惑，同時建立正確的自我形
象及價值觀，學會珍惜自己，愛護身
邊人，迎接成長路上的挑戰。

輔導組領袖生培訓
校園文化的建立，除了師長的培育，學生
的參與協助亦是必須的。輔導組在每年學期
初，均會舉辦「輔導組領袖生培訓工作坊」，
讓輔導組領袖生在全面的培訓中，學會肩負領
袖生的使命和工作。藉着不同
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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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協助輔導
組舉辦不同的活動，
促進校園關懷互愛的
精神，彼此同心建構關
愛和諧的校園文化。
領袖生們在培訓
活動中建立默契

領袖生年度培訓，為協助輔導組工作作最充份的準備

新生適應與支援
中一迎新歷奇營
「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每年暑假舉辦的「中一迎新歷奇營」，是每位中一新生踏入求學生涯的里程碑之一。在
老師和學長的陪伴下，中一新生經歷不同的群體活動，與師友建立互助互信的關係，並體驗「惠僑一家」的關愛文化，成為
敬師愛友的「惠僑人」。在歷奇營經歷的每一小步，均能堅實地幫助中一新生們滿懷信心地迎接未來六年的挑戰。

在老師和學長的協助下完成任務

12

成長新一頁由這刻開始

在歡笑聲中提升成長抗逆力

中一午膳迎新

學長帶領學弟走訪校園每一處

朋輩輔導計劃

最快完成任務，師姐都俾Like！

中一新生初來甫到，在新的學
習環境中，除了要掌握初中的課程
外，亦需要對校園師生、設施有更
深的認識，以開展成長的新一頁。
本校社工在開學初設計了豐富的活
動，在輔導組領袖生的協助下，於
午膳時間帶領中一新生走遍校園的
每一處，認識校園的設備、不同的
教室和各科任老師，並在學長的引
領下，完成不同的適應任務。·

駐校社工林姑娘親切友善，
讓學生感到溫暖和安心

讓學生感受到「家」的溫暖和關懷，是惠僑
一直致力營造的校園文化。為協助中一學生適應
中學的校園新生活，各級的輔導組領袖生，在
「朋輩輔導計劃」中擔任小組學長，以不同的形
式與中一級學生定期聚會交流，了解學弟妹們在
校園生活中遇上的各種挑戰，並給予他們支援和
鼓勵，以早日融入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在親嚐
「惠僑一家」的甜美關愛文化中，體現校園長幼
互助互愛的友愛精神。

師姐們在放學後替學弟補習，
很窩心啊！

學長們精心挑選學弟妹們喜愛的生日禮物

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

在義工探訪活動中，和藹可親
的公公教導學生做人的道理
在模擬探訪活動中，體會助己助人的精神

面對陌生的環境，新來港學生
或會遇上適應上的困難，例如溝通
困難、欠缺朋輩支援等問題。為
此，輔導組推動「新來港學童適應
計劃」，透過資深社工帶領不同的
生活輔導活動，幫助初來港的惠僑
學生適應新的校園生活及建立朋輩
支援網絡，並透過參觀活動，更加
認識香港，更快融入校園及香港的
生活，進以開展潛能，發光發亮。

家校聯繫
家訪計劃
家訪是學校和家庭溝通的一道重
要的橋樑，也是老師和家長交流意見
的寶貴機會，讓學子可在家校的關懷
中成長，建立正面價值觀及良好的生
活態度。本校多年來設立的「家訪計
劃」，除了讓老師多了解學生在家中
的言行，進一步了解他們的家庭狀況
外，亦讓家長增加對學校的認識及了
解子女在校的情況和表現。通過這計
劃，家長與學校能更瞭解學子成長的
需要，並有效及適時地給予支援，以
建構一個更適合他們學習及成長的優
良環境。

黃靜兒老師與社工林佩嫦姑娘
家訪1A何政諾同學

黃廷峰老師與社工林佩嫦姑娘
家訪1B嚴子朗同學
麥芷珊老師與社工林佩嫦姑娘
家訪2B李澤源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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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擇業輔導

嘗試操控機器人

台北生涯規劃交流團
升學及擇業輔導組於今年六月舉辦「台灣生
涯規劃四天考察之旅」，透過實地考察及參觀，
協助學生了解台灣的升學情況，為將來升學擇業
作好準備。參觀的多個地點包括：和泰興業大金
空調與東南科技大學研訓中心、車輛食物營運中
心及祥儀機器人夢工廠等，內容豐富，講解亦切
合學生需要，大大擴闊了學生對港台科研發展的
眼界，有助他們探索未來職場發展的方向。

向台灣出發，探索未來的路向

扶輪社「與校同行」計劃
扶輪社為國際性的慈善組織，多年來與香港的中學建立起密
切的聯繫。扶輪社的「與校同行」計劃，為惠僑學生提供全面的
支援和服務，讓他們訂立更完善的生涯規劃目標與發展。計劃
中，3B班莊詩桂同學榮獲最佳進步獎，以表揚其積極求進，努力
發展潛能的上進精神。莊同學更獲邀請乘坐由范家碧博士親自駕
駛的直昇機遨遊香港，在天際乘風翱翔，留下難忘的美好回憶，
並在耀目的雲彩中翻開燦爛人生的新一章。

范博士仔細講解飛行路線

上機前與范博士合照

讓我的人生與直昇機一起高飛！

生涯規劃課

在「人生拍賣埸」擔任拍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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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上介紹不同的創業者

對青少年成長，完備的生涯規劃是必
須的。本校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合辦生
涯規劃課，課程內容由生涯回顧開始，到
規劃將來的人生，內容豐富全面。當中的
「人生拍賣場」，除了讓學生明白個人價
值觀如何影響自己的擇業決定外，亦激發
他們對人生目標的反思。主辦機構亦邀請
了不同行業的嘉賓到各班進行職場分享，
增加學生對職場世界的認識，以更全面了
解自己在升學及擇業上的取向。

聯 課 活 動
世界學堂
台灣STEM與生涯規劃四天考察之旅
說起臺灣，人們總會想起經典偶像劇、周杰倫或是五月天的
歌、著名風景、各式各樣的本地小吃等。首次踏足臺灣，除了緊
張，更多的是激動。
士林夜市聞名於世，果真名不虛傳。琳琅滿目的商品讓我恨不
得全買下來，那些香氣撲鼻的臺灣奶茶、蚵仔煎、鳳梨酥、大雞排、 3B林穎怡
生煎包⋯⋯真教人回味！此外，我們化身《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的
主角到十份小鎮放天燈，滿懷期待地寫上願望，看著點點燭光帶著希望飄向
遠方。
是次臺北之旅，我們不僅親嘗了色香味俱全的特色小吃，更參觀了富歷史
文化的機構，還在旅程中建立了深刻的友誼，互相扶持、體諒。積累知識、結
識朋友、體驗生活，都是我這次旅行中最大的收穫。

了解更多核子廢料的壞處

自由廣場大合照

首爾環保建設及氣候變化學習團

實踐環保家居原來並不難

首爾，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
首爾的市民甚具環保意識。居所內，
他們會將垃圾分類，分成可燃燒和不可
燃燒，以便日後進行回收再造。這不僅
減輕了堆田區的負擔，更有助舒緩全球氣
候暖化問題。馬路上，政府設立電子告示
5A甄銘暉
板，顯示每日的空氣污染指數，以及不同的天
氣資訊。據觀察，路面車輛的氣體排放量較香港低，馬路兩
旁亦種滿了花草樹木，充份表現愛護環境的心。
首爾的街道上總瀰漫著濃濃的咖啡香，站在馬路旁靜
候，別有風味。當綠燈亮起，上班一族不斷與我擦身而過，
人人手握一杯咖啡，衝向火車站。原來，這就是韓國人的生
活節奏。
首爾是一個生活節奏急速但不忘注重環保的國度。

與一眾學習伙伴們大合照

馬來西亞體育交流團
幾天的旅程中，我們走訪了馬
來西亞不同的城市。首先是第一高
樓— 雙子塔。雙子塔曾是世上最高的
摩天大樓，十分雄偉。其後，我們前往
馬來西亞南部城市— 柔佛巴魯，與寬柔中 5A方熙林
學師生進行體育交流。隊員先參觀校園，然後進行籃球、
足球、排球和乒乓球友誼賽。最後雙方交換紀念品，留下
了難忘的回憶。
此外，馬來西亞盛產水果，特別是榴槤。在導遊的帶
領下，我們終於可以一嚐它的獨特滋味。而多元化種族亦
造就了馬來西亞的美食。我們走訪了吉隆坡當地的夜市，
感受南洋風味的飲食文化，品嚐肉骨茶、娘惹菜、拉茶、
白咖啡等，真是滿載而歸！
總括而言，是次馬來西亞之旅不僅讓我體驗了當地文
化，還結交了不少朋友。希望日後有機會，能重遊舊地。

兩地排球女將切磋球技

寶柔中學熱烈歡迎我校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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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張家界、長沙文化與環境保育之旅

走訪祕境— 阿凡達之鄉

中國語文科及通識科率先領師生到訪張家界

大家看過《阿凡達》這部電影
嗎？當中的潘朵拉星球，正是取
景於我國壯麗的張家界。
張家界是一個山水相間的城
市，秀麗的澧水從城中穿過，好
像一條玉帶圍在張家界的腰間。澧
5A林嘉杰
水兩岸都是秀美的風景，每年均吸引了
大批的旅客前來參觀。
張家界是少數民族的群居地，景區內隨處可見人們
對歌的場面，而國家森林公園內滿佈獨特的砂岩峰林，
讓我們除可領略張家界的壯麗山水之外，也能享受富文
化特色的傳統曲藝，令人難以忘懷。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親臨我國這片奇妙的
土地，體驗湖南的風土民情和歷史，遠離城市，確是一
次難得的體驗！

廣州花都面面觀青年交流團
本年四月，我來到了廣州花都，一個耳熟
能詳卻沒親臨其境的城市。
旅程第一天，我滿懷期待來到了軍營，終
於見到中國的武警了！武警維護社會穩定，保
衛人民性命財產安全，擔負武裝執勤，處理突發
4C謝琼璇
事件，反恐和協助解放軍防衛作戰任務。
在軍事表演中，武警們整齊一致的表演，使我驚嘆。表演一開始
即營造風雨交加的效果，武警們扛著自己的戰友或是受傷的人民，步
履維艱地往前走。多次的跌倒重來，表現出無畏無懼的精神，像是天
空中的雄鷹在雷鳴風雨下，不斷的突破極限，克服困難。
感謝學校的支持，還有青年社給予的機會，讓我們能參加是次交
流團，反省以往「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觀念。

左！左！左右左！

向衛國英雄致敬

刻苦的武警訓練

韓國釜山慶州五天歷史文化考察之旅

品茶的藝術
錦衣華服宮廷裝

韓國釜山慶州五天歷史文化考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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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一架飛機劃過破曉，
降落在韓國金海國際機場。雖
然一夜未眠，但激動的心情使
我仍精神奕奕。
釜山是韓國第二大城市，
富文化與歷史氣息。其中，甘川
4C任嘉琪
洞保存了韓戰歷史的背景和獨特的
地形。半山而下，獨有的階梯式建築，穿插著迷宮
一樣錯綜複雜的胡同。此外，一個充滿故事的藝術
小村— 馬飛亭壁畫村讓我們感受到當地人對繪畫
的熱情，他們切實地把他們的信仰和生活烙印在牆
壁上。
另一方面，釜山博物館和慶州歷史遺址區則令我
們瞭解到當地的歷史發展。慶州歷史遺址區是新羅王
朝的首都，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瞻星台，它是東方最
古老的天文設施，而大陵苑則是皇族墳墓。我們更有
幸在這古都體驗韓國茶道與試穿韓服，受益匪淺。
十二月的釜山，寒風吹來佛國寺的莊嚴、蒸汗
幕的熱情、南浦洞的愉悅⋯⋯點點回憶繞心頭，久久
不散。

小學籃球、乒乓球賽
小學乒乓球

小學籃球賽

本校今年邀請到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
炳先生MH擔任主禮嘉賓。同學們勢均力敵，施展渾
身解數，帶來精彩的賽事。是次活動共有五隊友好
小學參賽，比賽成績如下：

是次活動承蒙深水埗區議會副主席陳偉明
先生MH擔任主禮嘉賓。今年共有七隊友好小
學參賽，球員的拼搏表現，為眾人帶來一幕幕
激動人心的比拼，一場場精彩絕倫的賽事。

女子組 冠軍： 周嘉晴

團體得獎名單：

啟基學校

亞軍：

李卓嵐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季軍：

曹綺庭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殿軍：

陳俊伊

天主教善導小學

男子組 冠軍： 李力恆

巾幗不讓鬚眉

男子組

女子組

冠軍

基愛小學A

啟基小學

亞軍

則仁中心小學

基愛小學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亞軍：

譚子鏞

大角咀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季軍：

何進傑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殿軍：

趙若天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盡力取得關鍵一分

賽後來張大合照

小學科學日營
趣味科學日營
「趣味科學日營」至今舉
辦已有九年，廣受友校師生的
歡迎，口碑載道。透過不同的
趣味科學實驗、STEM活動及
展品演示等，為小學生提供小
學課程以外的學習經驗，培養
他們對學習科學的興趣和好奇
心。參加的同學都表現得十分
投入，整個日營洋溢著一片愉
快的學習氛圍。

學習3D立體打印技術繪圖

同學們專注地做牙膏噴泉實驗
原來人體發電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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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剪影
本校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日已於11月17日完滿結束。當日秋高氣爽，
非常適合舉行戶外活動。師生可藉此放鬆心情，感受大自然的氣息，共同渡
過難忘的一天。是次活動分別在三個地點進行：中一、中三及中五級前往大
棠郊野公園；中二及中六級前往清水灣郊野公園；中四級則前往黃石碼頭。
1A開心去旅行

1B開心齊歡笑

1C來一個笑...yeah!
2A多元共融，樂也融融！

2B同學鬥搶鏡

3A齊齊旅行去野餐！

18

3C最好的旅行

充滿童真的2C

3B樂郊遊

4A郊遊樂

4B「孔龍」與學生

4C留下第一次班會旅行的足印

5B這一班！
5A師生盡興而歸

我們是動靜有則的5C班！
6A最後一年，當然要影張全家福啦！

6B我的第一次，你們的最後一次

6C珍惜最後一次的旅行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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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在聯課活動方面屢獲佳績。由本學年九月至今，共獲得四項冠軍、三項亞軍／銀獎、七項季軍／銅獎及五個獎
學金等共二十三個獎項。其中，尤以中文科表現最為理想。在「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連連報捷，勇奪粵語散文二
人對誦冠軍、中三、四年級粵語男女子組校園生活集誦季軍、中五、六年級粵語男女子組散文集誦季軍、中五、六年級普通
話男女子組詩詞集誦冠軍等。集誦隊擊敗了多支傳統名校勁旅，成績彪炳。
日期
9月

體育組

9月

體育組

9月

體育組

9月

STEM

9月

STEM

9月

輔導組

9月

輔導組

10月

制服團隊

10月

體育組

10月

體育組

11月

音樂組

11月

通識教育科

11月

輔導組

11月

中文科

11月

中文科

11月

中文科

11月

中文科

11月

中文科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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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中文科

得獎資料
舉辦機構：香港足毽總會有限公司、國際毽球聯合會
比賽名稱：第九屆世界足毽錦標賽女子團體賽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閻 諾（5B）
舉辦機構：香港跆拳道協會
比賽名稱：香港男子跆拳道黑帶賽2017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盧蔚豐（3A）
舉辦機構：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中華兩岸跆拳道交流協會
比賽名稱：2017年高雄國際盃跆拳道錦標賽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盧蔚豐（3A）
舉辦機構：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嶺南大學
比賽名稱：內地與港澳青少年STEAM創客挑戰賽
獲得獎項：全國二等獎
得獎學生：黎嘉政（5A）、甄銘輝（5A）、黃 麥（5B）、王彥嵐（5B）、盧嘉霖（5C）
舉辦機構：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嶺南大學
比賽名稱：內地與港澳青少年STEAM創客挑戰賽
獲得獎項：最受歡迎獎
得獎學生：黎嘉政（5A）、甄銘輝（5A）、黃 麥（5B）、王彥嵐（5B）、盧嘉霖（5C）
舉辦機構：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獲得獎項：施彭年教聯獎學金
得獎學生：陳麗倪（4C）
舉辦機構：香港潮人深水埗同鄉會、深水埗學校聯絡委員會
獲得獎項：徐美琪獎助學金
得獎學生：王思怡（3B）、高鐘雯（3B）
舉辦機構：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比賽名稱：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傑出旅團
獲得獎項：銅獎
得獎學生：1106旅童軍團
舉辦機構：公民體育會
比賽名稱：2017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男子丁組200米
獲得獎項：亞軍
得獎學生：邵俊剛（2B）
舉辦機構：公民體育會
比賽名稱：2017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男子丁組100米
獲得獎項：亞軍
得獎學生：邵俊剛（2B）
舉辦機構：深水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及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比賽名稱：深水埗公民教育歌唱比賽
獲得獎項：公開組亞軍
得獎學生：林敬鋒（6A）
舉辦機構：香港律師會
獲得獎項：最佳證人獎
得獎學生：楊舜傑（4A）
舉辦機構：司徒華教育基金
獲得獎項：第六屆好學生‧好老師表揚計劃
得獎學生：陳麗倪（4C）
舉辦機構：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比賽名稱：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學五、六年級普通話女子詩詞獨誦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張富鑫（5B）
舉辦機構：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比賽名稱：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學五、六年級詩詞集誦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5B
舉辦機構：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比賽名稱：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校園生活集誦—敬師篇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4C
舉辦機構：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比賽名稱：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學三、四年級粵語二人朗誦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黃永康、羅仕杰（3C）
舉辦機構：元朗大會堂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比賽名稱：全港非華語學生中文講故事比賽17-18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艾 文（2A）
舉辦機構：元朗大會堂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比賽名稱：全港非華語學生中文講故事比賽17-18
獲得獎項：亞軍
得獎學生：簡晞朗（2A）

日期

組別

12月

中文科

12月

體育組

12月

體育組

12月

升學及擇業組

得獎資料
舉辦機構：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比賽名稱：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學五、六年級粵語散文集誦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5A
舉辦機構：HG Gideon / Thaitae
比賽名稱：Thaitae Open Internaltional Taekwondo Championship 2017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盧蔚豐（3A）
舉辦機構：灝天金融慈善
比賽名稱：站立綜合格鬥@香港站自由搏擊業餘賽
獲得獎項：優異獎
得獎學生：陳柏熙（2B）
舉辦機構：羅氏慈善基金
獲得獎項：應用學習獎學金（2016/17）
得獎學生：陳樂曦（6B）

全 人 發 展
學生會

學生會萬聖節鬼屋活動

學生會成立
每年九月，惠僑校園都氤氳著熾熱的選舉
氣氛，同學們於小息時段熱烈討論候選內閣
的特點及政綱，務求挑選出最理想的學生會內
閣。在學生會答問大會中，4C陳麗倪帶領的
Echo團隊憑着出色的表現，獲得同學們一致的
信任，最終成為新一屆學生會。
主席：4C陳麗倪
外務副主席：5A曹靜婷 內務副主席：4A曾憲文

Echo團隊人強馬壯

新一屆學生會Echo成功當選，打響頭炮
的是一系列萬聖節活動，包括：小息「嘩鬼派
糖」、午間尋寶遊戲「嘩鬼校園抓『鬼仔』」以
及緊張刺激的「鬼知你係度」鬼屋活動。當天，
學生會幹事「扮鬼扮馬」於校園穿梭，為同學們
帶來驚喜，校園洋溢著歡樂的氣氛；放學後，幹
事們開放鬼屋，門庭若市。學生會萬聖節活動在
同學們的歡聲笑語中劃上完滿的句號！

參與 活動 ，贏 取小 食部 優惠

嘩！好恐怖呀！
快點派糖果來定驚吧！

券

同學們爭相參加「鬼知你係度」鬼屋活動

班級經營
中一生日會
「惠僑一家」的關愛文化植根多年，輔導組及班級工作小組特意為
中一學生舉辦開心生日會，讓同學們在溫暖、和諧的大家庭中愉快成
長。鄭校長、老師們更到場為壽星送上祝福及富紀念價值的禮物，全場
師生更高唱生日歌，場面溫馨動人。

愛笑的1C班

1A生日之星

鄭校長與老師們為中一生日之星帶來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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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冠城獎學金及校外獎學金
張冠城校董紀念獎學金
學業成就獎                                           
中一級
1B 陳 莹莹 （2B）                            
中二級
2B 林穎怡（3B）                            
中三級
3C 李婉婷（4C）
中四級
4B 馮渭晶（5B）                            
中五級 5A ARMINDER SINGH（6A）                         
中六級
6C 倪美琪
公開考試成績最優秀獎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成績飛躍獎
1A KAUR KARMJOT（2A）                                    
2A 陳振源（3A）
3A 陳彼廸（4C）
4A 鍾愷盈（5A）            
5A 林敬鋒（6A）                            
6A 郭智淳

6C 倪美琪（現就讀於香港大學護理系）

惠僑創校校董之一張冠城先生之
女— 張玉薇女士，以先父之名義，每
年捐出二萬元的 奬 學金，藉以激發學生
的學習動力，表揚努力爭取佳績、發奮
向上的學生，獎學金分別為：「學業成
就獎」、「成績飛躍獎」及「公開考試
成績最優秀獎」。謹望惠僑學生在學業
成績上竿頭猛進，無負張校董一家對惠
僑的濃情厚意。

校外獎學金
得獎項目

得獎名單

香港客屬總會獎助學金計劃

3B 劉芸瑋
5A Arminder
4B 梁耀燦
3B 劉芸瑋
2B 王思怡
2B 高鍾雯
3B 陳麗倪

明日之星計劃— 上游獎學金
香港潮人深水埗同鄉會徐美琪助學金
施彭年教聯獎學金2016-2017

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
—6A Arminder、5B梁耀燦及4C劉芸瑋

中一至中三張冠城學業獎得主

中四至中六張冠城學業獎得主

香港潮人深水埗同鄉會徐美琪獎助學金
—3B王思怡、3B高鍾雯

施彭年教聯獎學金
—4C陳麗倪

領袖生訓練
中港青年學子楚地文化交流團感想
滔滔長江水，遙遙入鄂路。入楚路途遙遠，卻絲毫不
減我們的熱情。我們到訪了宜昌市，看到了中國引以為
傲、當今世界最大的的水利發電工程— 三峽大壩工程。
其磅礡之勢有如李白的「疑是銀河落九天」。親臨其境，感
受如此氣勢，我們均驚嘆不已。當我們走進控制室時，看到的不 4C張穎瑜
是想像中的人潮和忙碌，反而只有寥寥數人，取而代之的竟是一堆高科技的
機器代替人手的監控、運作。「真厲害啊！」我不禁發出一聲驚嘆。是啊！
不臨其境，不知祖國的強大啊！
五日四夜的武漢遊已成憶記，這次旅程我收穫了豐富的知識，親眼見識
到祖國的強大，真是一趟意義非凡的路途。

參觀鄂軍都督府

浪花淘盡三國英雄

青年博鰲論壇
三名青年領袖
出席青年博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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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迎接我們的到來

我有幸參加了博鰲亞洲青年論
壇，增加了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定
位的認識，讓我對「粵港澳大灣區」
這 個 陌 生 又 一 知 半 解 的 名 詞 消 除 了 困 5B蔡穎鋒
惑，更從與會嘉賓分享的真知灼見中，對香港的世界角色
有深入的探討和了解。
這次論壇，不僅讓我見識了社會的發展，開拓更廣
闊的世界觀，更啟發我須展望將來，積極裝備自己。

領袖訓練營
記憶裡的炎夏散落在風中，閃
爍著金光與笑影……循著時光的隧
道，我在學期初以輔導組總領袖生
的身份參加了一年一度的領袖生訓
練營。
5B吳雍慧
我本來抱著滿不在乎的心態參加，但
在訓練營結束之際，我卻是多麼的依依不捨。在這兩天
一夜的訓練營中，收穫的不僅是知識，更重要的是友
誼！訓練營讓我重新充滿了動力，去迎接更多的挑戰！

今年的領袖生訓練營與往年不一樣，學
校安排了輔導組、聯課活動組，以及制服團
隊參與。
當中，我了解到以身作則的重要，立
己，才能立人。訓練營新增了記憶力訓練，我
5B馮渭晶
無疑是「拖後腿」的一位。在遊戲中，我頻頻出
錯，結果令我們組落後於人，但組員不但沒有怪責我，還嘗試講
一些笑話緩解氣氛，減輕我的愧疚情緒。從他們身上，我學會了
包容別人，也學會了從失敗中成長。   

團隊合作精神

最重要

發揮每個人的

惠僑各組的精英領袖

長處互補不足

社 會 服 務 及 義 工
海外義工

同學們出席海外義工啟動禮，為義工服務作好準備 住在當地民宿，體驗簡單樸素的生活

所謂「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惠僑學生的義工服務，不只囿於香港，
一如既往，惠僑本年選出在義工服務上有
傑出表現的同學參加海外義工交流。今年
4C班陳麗倪、張靜怡、植江珊及謝琼璇
參與深水埗青年事務委員會舉辦的「海外
義工服務計劃」，與區內其他學校的學生
一同到馬來西亞擔任義工，認識當地的文
化及風俗習慣，並體會「為別人點一盞
燈，照亮了別人，也照亮自己」的意義。

班際義工
「贈人玫瑰，手有餘香」，一點小小的愛心
行為，就能把愛灑向別人，並把快樂留給自己。
這種助人為樂的精神，在本校每年為學生安排的
兩次校外義工活動中充分表現出來。這些義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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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在籌備和參與義工活動中，
學習如何關心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關懷弱勢社
5A同學與長者義工一起將關懷帶給獨居長者
群，為建立共融和諧的社會出一分力。

長幼同樂，和公公婆婆一起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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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隊培訓

義工 隊的 訓練 ，讓 隊員

明白 溝通 的重 要性

惠僑學生都明白「幫助別人就是一種
幸福」的道理。每年，一批對服務社群充
滿熱誠的中三及中四級學生都會參與外間
機構的培訓，裝備自己成為能貢獻社會的
年青人。這群「愛心天使」，未來將會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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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社區，協助盂蘭節派米活動

家 長 教 師 會
家教會每年積極籌辦各樣活動，如深受家長歡迎的「成為孩子的同行者講座」、「中學生活適應講座」等，緊密聯繫各
家長會員，讓家長更清楚子女成長時的需要，拉近親子關係。今年，更舉辦「親子郊遊樂」活動，讓家長與師生暢遊屏山文
物徑及沙頭角農莊，彼此在輕鬆的環境中聯誼，建立互信共勉的關係。家教會各委員更鼎力支持校內的各項活動，於「周年
陸運會」、「年宵攤位」、「時裝表演」、「歌唱比賽」及「敬師才藝表演」等活動中都身體力行，參與其中，為子女們的
成長豎立良好的榜樣。

舉辦 的活 動，
家教 會不 但贊 助學 生會
賽者 打氣
家長 們更 撥冗 到校 為參

資深 教育 工作 者羅 乃萱
女士 到校
主持 講座 後與 老師 們合
照留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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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積極 參與 專家 教育

講座

家長、學生、老師一起暢遊屏山文物徑

新 老 師 自 我 介 紹
盧賢巨（數學科顧問）
我喜愛數學和文學。
數學以純潔和優雅的形式描述自然界，而文學則透過文字闡述人生
的哲理。
《伊索寓言》被認為是寓言故事的經典之作，書中一系列的故事篇
幅雖短，卻深藏道理，極具文學價值，因而成為世界上流傳至廣的經典
作品。以下是我喜歡的一篇：
「有一次，北風和太陽正在爭論誰比較有本事。他們正好看到有個
人走過，那個人穿著一件斗篷。他們就說，誰可以讓那個人脫掉那件斗
篷，就算誰比較有本事。於是北風就拚命地吹。怎料，他吹得越厲害，
那個人就越是用斗篷包緊自己。最後，北風沒辦法，唯有放棄。接著，
太陽出來曬了一下，那個人就立刻把斗篷脫掉。北風只好認輸了。」
這故事啟發了我對教育的看法。強逼是不能成為學生主動學習的動
力；唯有讓他們感覺到學習的需要，形成學習的興趣，才能真正愛上
學習。

Claudia Fan（任教英文科）
范超琦
   Hello everyone, I’m Miss Fan. I teach English for both junior and senior
forms. I studied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for the master degree in Education
in 2012 and I graduated two years later. I love to do research to find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to convey knowledge to students. I appreciate different
cultures overseas. I’m open-minded and helpful. If you have any queries
about English subjects, you are free to see me in the staff room. I believe in
the saying, ‘practice makes perfect’. Everybody can learn English well if he
or she pays great efforts in studying English.

Shirley Wong（任教英文科）
黃善怡
   I am Miss Shirley Wong, a new teacher and I am teaching 2B, 3A and
5C. I love to share my experience with my students. ‘Effort leads us to
success’ is my motto. We must work hard in order to chase our dreams. The
word, dream, should not only be a dream. Let’s make it possible with hard
work! It may take you some time to step forward, but then you would feel
satisfied when you achieve your dream on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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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慶龍（任教數學科）
回想讀書時代，我的數學成績雖然一向不俗，但總談不上是喜歡數
學。直至高中時修讀理科，初次接觸「附加數學」時，我有幸遇上良
師，他循循善誘地引導我思考數學的問題，並耐心解答我在課餘時的提
問。在他教學熱誠的薰陶下，我對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亦令我立志
成為中學老師，以生命影響生命。
今天，我已成為一位中學老師，願我能成為影響學生們生命的好老
師，陪伴他們學好數學，並希望我們都能以孔子所說的「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的精神，彼此互勉。

文冠鏗（任教歷史及通識科）
回首過去的學習歲月，初中時的我，學業成績並不理想，級名次更
是不值一提，每年只要不用留班便暗自竊喜，對考入大學更視為天方夜
譚。慶幸高中時，在師長的勸勉和鼓勵下，才猛然醒悟，痛定思痛，螢
窗雪案，最終成為人師。同學們，如果你也曾對自己的學習、前路感到
迷惘或灰心，可以來與我傾訴，彼此分享，讓我陪伴你踏上光明遼闊的
人生路。

文和秀（任教生物及物理科）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曾經的學生現已執起教鞭，肩擔起教育下一
代的使命。踏入惠僑，讓我接觸到各具特色的學生，使我的教育小宇宙
變得更廣闊、更精彩。
課堂上，我是教授初中科學、物理和高中生物的老師；課堂外，我
是聖約翰救傷隊導師、毅社導師和即興創意劇場學會負責老師，這些充
滿挑戰性的工作崗位教我樂此不疲。今年我有幸成為3B班的班主任，
學生們有些乖巧文靜得像小天使，有些可愛活潑得像小精靈。而我堅信
每位學生都有屬於自己的獨特故事，我亦樂於聆聽和陪伴他們，與他們
一起在惠僑這個大家庭中茁壯成長。

黃琬懿（任教視藝科及地理科）
「所有小孩都是藝術家。」巴勃羅 ・ 畢卡索
無須是驚天動地的社會大事，生活中的一紙一物也能與藝術創作連
繫。在教師及創作者的角色之間切換、共存的我，期望能陪伴學生們探
索身邊細碎散漫的有趣事物，並透過藝術品的創作展現他們的獨特性，
在耍玩與學習中體會創作的快樂，成為生活中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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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 出 學 生 專 訪
世界發展步伐愈來愈快，背誦、填鴨式教育或可操練出
「專才」，不過今天教育界必須與時並進，教導知識之餘更
著重思考、體驗、世界觀，才能培養出敢於追夢、懂得實踐
的真正人才。
惠僑英文中學（下簡稱「惠僑」）的鄭智賢校長以
「人•才」形容惠僑理念，他認為必須要培養學生具備解難
能力、溝通技巧、創新思維等共同能力，所以惠僑一直推行
全人教育。

直資英中重視培訓學生英語能力
惠僑開宗明義為英文中學，對英文水平當然份外重視，
而惠僑作為一所直資中學，具充裕的空間及自由度調配資
源，以學生為本推行合適的教學策略。例如開設英文班授課
外，也因應學生英文程度調整中文學習模式，先好好吸收各
科目的知識，再透過基礎課程逐步提升他們的英文水平。此
外，學校會舉辦多元化的英語活動，營造英語語境，讓學生
培養英語溝通技巧，例如英語周、英語話劇等，以循序漸進
方式幫助學生打穩根基。
學校在英文培訓方面落足工夫，難怪鄭校長也自豪地承
諾：「我可以保證，惠僑畢業生，都能夠充滿自信地以英語

溝通，在聽、說、讀、寫方面均足以應付升學及就業，英語
運用都無畏無懼。」

著名學者進駐擔任各科學術顧問
現時很多學校都有邀請學者擔任顧問，與老師共同備課、
親身示範教學、提供專業教學建議，藉以提升老師的教學效
能。惠僑也邀得多名學者擔任學科顧問，與其說是顧問，不如
說是輔助導師，因該校顧問均「落手落腳」指導老師或學生，
著名顧問如現任香港女教師協會主席周蘿茜女士出任英文科學
術顧問、香港教育大學講師盧賢巨先生出任數學科學術顧問
等，而最為特別是早於十八年前，惠僑已邀請到英國牛津大學
物理設計研究所主任劉偉榮博士，作為定期教學的科學科學術
顧問。
身處英國的劉偉榮博士會透過網絡視像為學生授課，並且
抽空前來香港，與老師分享教學建議及主持科學講座，以深入
淺出的方式為學生講解有趣的科學知識。除了擔任顧問之外，
劉博士還十分支持學校的「世界學堂計劃」，他樂意擔任導師
及領隊，當學生到英國交流時，他會親自帶領學生參觀博物
館、藝術館等，還安排學生留宿家中，提供起居飲食支援，劉
博士對學生的關心與照顧，已成為不可多得的惠僑人。

讓學生發掘潛能追逐夢想

英國牛津大學物理設計研究所主任劉偉榮博士。

被問到家長怎樣知道自己的子女是否適合入讀惠僑，鄭
校長坦言，如果學生屬於讀死書的類型（只理解書本字面意
思，不能活學活用），或家長只認同讀死書的理念，則惠僑
未必適合他們入讀，鄭校長認為惠僑的最大特色，是能夠讓
學生追夢：「學校每年都會安排多個交流團讓學生參與，擴
闊視野，並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包括藝術、體育、科研
等範疇，讓學生認識自己、發掘興趣，從而尋找到目標，訂
立志向。」
在現今世代，學生已經可以輕易在互聯網上學習到各式
各樣的知識，「知識怎樣強都不及Google」，因此學校所扮
演的角色也必須要跟隨社會轉變，老師不能再單純地飾演知
識傳授者，而是要讓學生在學校這個地方，學習解難能力，
提升溝通技巧，培養領導才能，讓學生有足夠機會嘗試，在
感興趣的領域發光發亮，為各行各業創造擔任領袖的人才，
這亦是惠僑英文中學的教育理念與宗旨。

耀燦參與張家界
交流團留影（中間）

芸瑋是班中的開心果（右一）

Arminder同學在少數族裔文化體驗日中接受小學生訪問

5B 梁耀燦

4C 劉芸瑋

常言道：「進業修德在少
年」。在中學生涯裏，勤奮力學是
學子的本份，而有幸能獲得表揚和
獎勵，於我而言，更是勉勵著我在
學習上要持之以恆，絲毫不可懈
怠，以報答老師們和家長們的劬勞
教導和照顧。「不積跬步，無以至
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今
天，我在學習上的積累，是為了在
中學文憑試中獲得優異的成績，更
是為了他日能貢獻社會。我定必自
強，為自己、為家庭、為我校、為
社會傾盡所能。

古語有云：「天將降大任於
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在學習和生活上，我遇到
種種的困難— 從最基礎的語
言不通，到最深刻的文化差異，
都是對來自內地的我的一種挑
戰。而有幸能獲得「明日之星獎
學金」，不僅是對我積極地投入
學習生活的肯定，也是一個見證
著我樂觀積極地面對歷練，迎難
而上的里程碑，並提醒著我每一
次的失敗與成功，都是我再一次
邁步奮進的動力，讓我無畏無懼
地迎接一切的險阻與挑戰。

6A Arminder

不經不覺間，我在惠僑的時間
已經六年了！回想起中一的我，
只是一個黃毛小子，甚麼都不懂。
但我一直相信：「寶劍鋒從磨礪
出」，在我遇上困難時，堅持和努
力能助我克服任何的挑戰。例如在
學習上，當我遇到複雜的題目時，
我會選擇做更多的練習鞏固所學，
並舉一反三，讓自己真正學會和
掌握內容，這樣才是一個學習的過
程。常言道：「時間不饒人」，但
亦有說：「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
人。」我深信，我能全心全意去做
事，昂首跨過日後的每一道難關！

惠僑英文中學

惠僑提供多元化交流、活動與比賽，讓學生從中
發掘興趣，發展潛能。

http://goo.gl/dhjEyP

網上收看
積極求進的Arminder （左一）、梁耀燦（左二）與劉芸瑋（右二）同學，榮獲「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