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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智賢校長

暖暖春陽，迎來惠僑 50 周年校慶的
大日子。惠僑「松勝苑」內，花開爛漫，

灼灼其華；蒼松翠柏，葳蕤蓊鬱，恰似惠

僑師生張張明媚笑靨。金禧校慶，確然份

量十足值得歡笑、慶祝和記念。

春華秋實，寒來暑往，半世紀過去，惠僑在石硤尾區堅守

著興學育才的重要使命，從一間街坊平民學校開始，至今成為

直接資助中學，一直秉持「毅勇忠勤」的校訓精神，以「全人

教育」為辦學宗旨，不單傳授學生知識和技能，更著重品德教

育，致力培育學生成為堅毅不屈、勇往直前、忠誠待人、勤勉

不怠的年青人。五十年彈指流逝，2019 年亦將成為惠僑重要
的里程碑。

作為校長的我，與惠僑同行三十多年，親身經歷學校的改

變和發展，與它共同成長和進步。撫今追昔，昔日的惠僑校

園，經多年建設，已經煥然一新，設施日臻完善；當年教導的

舊生，不少已成家立室，生兒育女，並且在工作崗位上發光發

熱，在各行各業裡，都能成就一番事業，貢獻社會。有的薪火

傳承，投身教育界春風化雨；有的長袖善舞，在商界運籌帷

幄；有的成為作曲家，譜出優美的旋律；有的成為足球員，在

綠茵場上縱橫馳騁；有的憑著悅耳動聽的歌聲，成為出色的歌

手。身為「父親」，看見「兒女」成才，我不禁滿懷喜悅。

自擔任惠僑校長後，我承擔起帶領學校發展的使命，更覺

任重道遠。多年來，我見証著無數惠僑學生憑著努力不懈的精

神、遇挫不折的鬥志、力爭上游的態度，實踐夢想。縱使走過

的是荊棘滿途的崎嶇小徑，仍能締造出一個個動人的奮鬥故

事。回顧 2018 年，一如以往，多位同學在校內外均取得驕人
的成績，如四丙班陳麗倪同學榮獲「青少年獎勵計劃 2018 傑
出學生大獎」；五乙班黃麥同學榮獲「2018香港傑出青少年」
等，亦有不少同學獲得校外機構頒發獎學金，以嘉許其勤奮向

學的態度和成果。非華裔同學表現同樣傑出，六甲班的印度籍

同學 Arminder Singh 努力奮進，在學校的全力支援下，成功
考入香港大學，印証了非華語計劃試行成功。學校亦連續七年

獲得教育局頒發「關愛校園」的殊榮，肯定了全體師生、家長

多年來的努力與付出，使我倍感喜悅和欣慰。

校外比賽方面，惠僑中文朗誦隊今年再度報捷，在香港學

校朗誦節連續第三年蟬聯集誦冠軍，本年度取得一冠二亞一季

的集誦佳績，著實令人振奮。中文寫作上，五丙班莫麗嬋亦奪

得敬師委員會主辦的「全港敬師徵文比賽」高中組亞軍。而非

華語同學再接再厲，先後贏得「全港非華語學生中文講故事比

賽 2 0 1 7 -
18」 初 中

組 冠 軍 及

「非華語學

生長洲專題報告比賽」冠軍，令人鼓舞。體育方面，四乙班盧

蔚豐同學勇奪「馬來西亞第 12 屆國際跆拳道公開賽」冠軍，
三甲班麥太沙同學亦代表香港參加「亞洲板球協會錦標賽」贏

得冠軍，碩果纍纍，喜見豐收。

學校亦與時並進，近年更因應教育新趨勢，大力推動

STEM 教學，藉著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的跨學科教育，培
養學生的創意思維，鼓勵同學積極參與和科技相關的比賽，至

今卓有成效，日前分別贏得「機械臂操作體驗暨全國賽前哨

戰」亞軍及「保障私隱應用程式比賽」保障私隱學生大使金

獎。為照顧融入主流教育的非華語學生，學校亦投放了大量資

源幫助他們學習中文，學生亦不負栽培，在公開考試或校外比

賽中，都取得優異的成績。為培養學生認識自我、個人規劃、

設立目標和反思的能力，學校設計了多樣化的生涯規劃課程與

活動，在升學就業方面給予學生堅實有力的支援。此外，學校

分別邀請到英國牛津大學物理設計研究所主任劉偉榮博士及香

港教育大學講師盧賢巨先生擔任科學及數學科學術顧問，指導

同學學習，為學校提供專業意見，都對學校大有裨益。

本校辦學五十載，在金禧年裡，除了舉行一連串慶祝活動

外，更會在五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舉行五十周年校慶開放

日，誠邀師生校友及區內坊眾一同慶賀，見證本校過去半世紀

的豐碩成果。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展望將來，學校已訂立未來數

年的工作計劃，以優化學校管治，提升專業效能；照顧學習多

樣性，推動自主學習和實踐校訓精神，以提升學生責任感為目

標。過去多年，學校得到各界賢達和區內坊眾的支持指導，積

極革新，力求完善。未來，憑著師生的群策群力，上下一心，

精益求精，我相信惠僑一定能夠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穩步向
前，邁向下一個輝煌的五十年。

2017-2020年度學校關注事項

1. 優化學校管治，提升專業效能

2. 照顧學生多樣性，推動自主學習

3. 培養學生價值觀，發揮校訓精神

校長的話

校長與師生同樂，共慶中秋 1



寓學習於活動 因材施教

學習日寓學於樂 變出學習自信
Word Power是每一位惠僑人共同擁有、共同學習的重要材

料，當中擷集了各學科每一課課文中的關鍵字詞，學生們既可

掌握各科的重要概念，更可提升英文的詞彙量。而每逢「學習

日」，教務組老師便會與一眾學習大使，扮演「哈利波特」的角

色，游走校園，利用 iPad 遊戲形式邀請同學串讀 Word Power
詞彙，讓同學寓學習於娛樂，對英語學習及使用更有自信。

學習日及學習大使

參觀大館

榮譽榜

三樓最當眼處的「榮譽榜」，成為惠僑同學學習上的明確目標。

每次考測，各級第一至第五名的均會上榜，此計劃旨在表揚在學業

成績表現卓越的學生，期望他們能更上一層樓，並成為同學學習的

榜樣。此外，學習態度良好的同學，亦會經過老師們的遴選與投票

選出，得獎同學除可上榜外，更會獲頒發獎狀，資料亦會刊載於學

校刊物中公開表揚，讓家長也能為同學的表現而自豪。

教務

2018-2019年度上學期測驗各級首五名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1C陳曉烽 2A周迅之 3B陳莹莹 4C李童安 5C方文博
1B王樂瑶 2C方嘉俊 3A簡晞朗 4C林穎怡 5C陳麗倪
1A李潔恩 2B李家寶 3B鄧雅文 4C鄭漢聰 5C何芷蕊
1A劉志遠 2C馮泳恩 3B李倩君 4C莊詩桂 5C李婉婷
1C李相鏵 2A梁鈞晴 3A艾 文 4C叶澤鋒 5C劉芸瑋

2018-2019年度進步之星得獎者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1A劉暐麒 2A楊偉汶 3A鄺耀暉 4A玉文俊 5A張俊傑 6A余家佑

1B許雅琪 2A盧昶怡 3B陳莹莹 4B鄺明輝 5B錢詩琪 6A黃春菊

1C林明月 2B嚴子朗 3C殷天雪 4C鄭漢聰 5C譚俊彥 6B蕭偉浩

2C劉嘉茵 5C林卓男 6C陳偉聰

學習大使全家幅

Word Power已成為惠僑學生學習英文詞彙
及把握學科關鍵概念的重要書籍

學習日全校一起開心玩 ipad遊戲

教務組帶領中四及中五級同學

參觀逾 170年歷史大館建築群，了
解大館的保育工作，認識中區警署

的審訊、司法、監禁制度的歷史，

同學們從中大大加深對香港文化的

認識。

大館是文青的樂土，我們都是文質彬彬的讀書人呀

香港第一個監倉

曾被囚禁者的監中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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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組精心設計的《反思冊》，

讓學生逢週五班主任節靜心反省一

周的所學所得，並記下其中三科最

深刻的學習內容；學生亦可將最困

難、最需要協助的學習問題寫下，

讓班主任給予回饋及支援。此外，

在測考前夕，學生更可透過《反思

冊》訂下各科的成績目標及達成的

具體方法，然後以確切的行動實踐

計劃。

反思冊

非華語學生的各項支援及活動

為協助非華語學生融入校園生活及學習，本校設「非華語學

生大使計劃」，於高中招募多位學生大使，與初中非華語同學小

組會面，幫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另外，邀請學習態度及成績優

秀的高年級非華語學生擔任「非華語之星」，與中一級非華語新

生經常會面，分享讀書心得。而對中文程度稍遜的非華語學生，

則特設「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輔導班」，並由專責老師任教，協

助打好中文基礎。此外，更鼓勵非華語學生參與中文朗誦、故事

演講比賽及參觀活動，讓他們更投入地學習中文和認識香港。

朗誦捷報

第70屆朗誦節中文集誦大豐收，捷報頻傳
今年校際朗誦節，本校的四支集誦隊均見彪炳戰績。除

了 3B班獲得普通話詩詞集誦亞軍、6B班取得詩詞及散文集
誦亞軍，4C 班獲得粵語集誦季軍，5C 班更是繼過去兩年優
異成績後，再次勇奪粵語詩詞及散文集誦冠軍，連續三屆蟬

聯覇主，為校爭光。豐碩的成果，實在得來不易。

非華語師姐與師弟妹分享讀書心得，樂也融融

關公忠義亭，體味中國文化精神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認識香港的發展

反思冊有助同學整理所學重點
同學透過反思冊訂下測考目標及具體行動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中五、六粵語詩詞及散文集誦冠軍 3



科組活動
中秋燈謎 中文科傳媒報道

English Speaking Day 
2018-2019

To help students pursue their dreams 
an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occupations, the theme of English Speaking 
Day this year was “my dream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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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 aloud to the 
English teachers, who were dressed up in 
different occupations like sailor, doctor, lawyer, 
chef, pilot, astronaut and the Dean. To earn a 
treat, students had to project their voice and 
clearly read aloud the description to the English 
teachers. Upon successful attempt, students 
were awarded with candies and some house 
points. 

The speaking day kept the essence of 
fes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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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值金秋，人月兩圓。中文科舉辦了「校園月圓慶團圓」猜燈謎

活動。濃濃的秋意點綴着繽紛多彩，燈籠高掛的禮堂；別開生面的終

極燈謎吸引大批同學爭相競猜；校長、老師們亦遊走禮堂燈謎陣，與

同學共度愉快的時光。一期一會，締造惠僑人的共同回憶呢！

英文日

Students sharing secret recipes! Jamil taking students to the space!

Extravagant English Speaking Day

English Lawyer assessing 
the 'Read Aloud' activity

Astronaunt with the Dean of WKC!

中文科傳媒報道
金庸先生一生創作過無數膾炙人口

的武俠小說，當中角色如楊過、金毛獅

王、東方不敗等都家喻戶曉，是香港文

學的奇葩。本校中國語文科 2016 年便
曾以金庸小說為中文周主題，舉辦一連

串的活動，掀起惠僑「金庸熱」。當金

庸先生於去年 11 月與世長辭時，不少
報刊訪問本校中文組，藉以帶出金庸先

生對教育界的重要性。

一期一會，校園月圓慶團圓，師生共渡中秋佳節

老師，給我一點提示好嗎？

頭條日報

星島日
報

同學們爭相競猜燈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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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日
正生書院

50周年金禧惠風

教師發展日─探訪正生書院
「育人」工作深深影響到學生未來的發展。本校第一次教師發展日帶老

師們走出校園，觀察他校的教育方向，獲得了一次難能可貴的學習經驗及相

處時光。當日老師們到訪

正生書院，在陳兆焯校長

親身帶領下遊走校園，彼

此分享教育理念，並與該

校青少年交流。這個學習

機會讓本校老師對不同背景的學生有更豐富的瞭解，對培育學生的全人

發展有更深切的掌握。

聯校惠州交流

惠僑老師們在朱德榮副校監及鄭智賢校長的帶領下，與四所中小學逾一百位老師，到惠州

進行了兩日一夜的交流活動，行程非常緊湊豐富，包括到訪惠州學院、惠州中學、合生實驗中

學參觀，當中重點是惠港教師的示範教學，教務主任何嘉龍老師代表港方進行了精彩的公開

課。在觀課、評課的過程中，惠港教師由衷分享，大大促進了教學上的交流。

金禧版《惠風》
金禧版《惠風》擷取了惠僑近十年莘莘學子們的最佳作品，中文組老師旁注修辭法

及寫作特點的分析、臚列警句和成語，更撰寫翔實、中肯的評語，其水準之高堪比坊

間任何一本寫作天書，成為惠僑同學學習寫作最厲害的武器。

教務主任何嘉龍老師代表香
港老師進行精彩的示範課，
內地同學樂在其中

一行一百多位香港教師到訪惠州進行粵港教學交流

陳兆焯校長是一個熱情而富有使命感的教育家

惠風文集內還有師生合照呢！

5 0周年金禧版《惠風》是同
學提升寫作能力最厲害的武器

老師仔細分析文章，旁注
寫作手法、佳句摘錄等

以基督的愛陶造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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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

提升學習技巧課程

初中學習技巧班
本校每年均聘請專業導師，希望學生透

過高效讀書方法策略，提升學習成效。課程

包括閱讀技巧、確立目標、概念圖、時間管

理及考試技巧等。當中，撰寫筆記技巧有助

學生解決溫習上的困難。有趣的學習記憶

法，令同學掌握學習竅門，強化學習的自信

心，促進自主學習。

透過戲劇課程推動生命教育
本校第二年參與由香港教育大學舉辦的「協助中學規劃生命教育計

劃」，以戲劇教育作爲推動生命教育的媒介，讓學生體驗故事主人翁的思想
感情，認識生命

的意義。此外，

學生透過參與公

演和擔任小導師

的角色，建立信

心，宣揚生命教

育的訊息。

中二跨學科專題研習
跨學科小組為中二級同學安排了一項

以「超市食物大搜查」為主題的跨學科專

題研習活動。同學先搜查不同食品的產地

來源，再到超級市場統計食物來源地，並

向超級市場的顧客和員工進行訪問，運用

Google 地圖的圖釘功能，以不同顏色顯
示食物來源地之分佈，分析各國在經濟全

球化下的生產情況。最後，學生能整理數

據，於分組匯報中展現所思所學。

生命教育計劃

跨學科專題學習

教大生命教育計劃

同學們分組到超級市場統計各類食物來源地

同學細心地觀察超市食品
資料，紀錄作報告之用

中三學生於記憶學習法課程獲益良多

同學們投入戲劇定格創作，
扮演不同角色，發揮創意

師生參與戲劇教育，共同創作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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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大使計劃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是一眾閱讀大使的心願，希望向同窗推廣閱讀的樂趣。學生不僅

錄製好書推介的短片，更於早會上分享閱讀的技巧及好處。另外，閱讀大使的活動亦相當精

彩，在「全港中小學閱讀嘉年華」中與作家會面，更與友校同學分享、交流讀書心得，又到

誠品書店為圖書館揀選藏書，務求選取同齡人感興趣的書本，豐富圖書館的藏書種類呢！

STEM延展課程
STEM 教育的精神理念，在於讓學生發揮創意，並增

強學生於應用跨學科方面的知識與技能，如參與 3D 圖及
打印班、VR 體驗班及機械人編程訓練班，讓學生有更多
機會發揮所長。另外，惠僑老師又親身到小學教導學生操

作機械人，並舉辦區內傳感機械人大賽 2018，積極推廣
STEM教育。

閱讀計劃
誠品購書

STEM教育
STEM延展課程及比賽

STEM比賽及獎項
過去一年，學生於各項比賽中屢獲殊榮，包括「機械臂操作體驗暨全國賽前哨

戰」亞軍、「保障私隱應用程式比賽」保障私隱學生大使金獎、「ROBOMASTER 
2018」最佳學員獎，而在「魅力維港耀全城，全港中學生 3D 打印設計比賽」中，
多位同學合力創造出新的健力士世界紀錄，作品更於生產力促進局展出，成績斐然。

舉 辦 「 傳 感 機 械 人 大 賽
2018」讓區內小學生學習操
作本校學生編程的機械人

「機械臂操作體驗暨全國賽前哨戰」亞軍

「ROBOMASTER 2018」最佳學員獎

一起到誠品選書吧三位作家與學生分享閱讀和寫作的樂趣

相信同學一定會
喜歡閱讀大使介
紹的這本書

同學學習人型機械人編程

7



「小創客地區培育計劃」

透過教導學生利用立體打印技

術製作義肢，培養學生成為關

愛別人的小創客。其後，更獲

教育局邀請分享參與活動的點

滴，與學界交流教學心得。

惠僑師生參與學與教博覽 2018的 InnoSTEMer展覽，
展示利用 3D 打印製作的平衡玩具，並向學界人士講解背
後的物理原理，觀眾都被展品吸引得目不轉睛。此外，惠

僑老師更向公眾人士分享教學心得，讓更多人認識本校的

STEM教育。

趣味科學日營
第十屆惠僑「趣味科學日營」活動精彩，除了不同的趣味科

學實驗外，還有 3D 筆創作、製作手指琴等，為小學生提供課外
的學習經驗，培養科學精神。活動廣受友校師生的歡迎，口碑載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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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氛氛。

教師學界分享
小創客地區培育計劃

學與教博覽—21世紀教室

小學科學日營

小創客地區培育計劃教師分享

學生向參加者介紹創作意念
惠僑師生在會議展覽中心展示「平衡玩具」

製作手指琴，彈出美妙樂曲 進行牙膏噴泉實驗，測試釋出氣體

同學成功提取生果中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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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

訓導組領袖生訓練營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訓導組

每年都會為新加入的領袖生舉辦兩日一夜

的訓練營，讓新成員了解肩負的責任和使

命。活動中，各領袖生從互不熟悉到建立

默契；從戰戰兢兢到學會承擔，從中學會

團隊精神的可貴。透過情境分析、角式扮

演及解難訓練等，同學更確定領袖生的責

任和角色，為維持校園秩序工作奠下根

基，為營造關愛校園環境做好準備。

AC訓練營

香港少年領袖團（HKAC）惠僑分隊非常重視定期訓練，每年都
會舉辦為期兩日一夜的訓練營活動。在訓練的第一天，隊員需穿好

制服、整理裝備，進行既定的步操及持槍訓練。在第二天，學員要

起床早操，沿着萬宜水庫水壩晨跑。早餐過後，繼續步操及持槍訓

練，最後進行「高靴鬥高挑戰比賽」。每個組別需要磨合意見、發

揮合作技巧，才能成功。整個訓練營，既充實又充滿歡笑。

派米活動
深水埗盂蘭節派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每年的

「深水埗盂蘭節派米活動」各隊員都

會發揮關愛精神，為長者送上祝福。

當天天公造美，使活動能夠順利進

行。本校一如以往開放禮堂，並由多

名制服團隊隊員當值，協助約六百名

長者輪候領取「平安米」。期間隊員

們的熱心付出，得到不少長者的掌聲

肯定，並獲區內政府部門及團體的高

度讚揚！

細心安排長者到禮堂輪候平安米

同學攙扶長者上落樓梯

早上6時正晨操

長靴鬥高挑戰比賽，過程有趣 持槍訓練，認認真真

齊心協力保持平衡！！千萬不要打翻杯內的水師姐分享心得，勉勵新
成員憑著信心肩負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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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全方位學習，培育多元智能，是本校一貫的辦學宗旨。本校設有

童軍、深資童軍、香港少年領袖團、香港交通安全隊及聖約翰救傷隊五隊

制服團隊，規定所有中一學生必須加入其中之一，透過不同形式的訓練，

提升其領導和應變解難的能力，建立團隊精神。又透過參與不同種類的社

會服務，接觸社會的不同階層，將校園關愛的精神向外推廣，令同學們成

為關心社區事務、積極服務區內坊眾，更具公民責任的社會棟樑。

制服團隊簡介

日本廣島制服團隊遊學團

一行 39 名制服團隊學生浩浩蕩蕩走到日本廣島，初次參觀廣島市原子
彈爆炸圓頂屋遺蹟、和平紀念公園等，眼界大開。館內不少展品展示了原

爆的破壞力，同時亦展出了人民對永恆和平的祈願。學生亦走訪世界文化

遺產—宮島的嚴島神社大鳥居、天守閣城樓、海上自衛隊史料館、大和

博物館、宮島町老街等極具歷史價值的景點，鑑古知今，加深了解日本的

歷史文化精神和民族自律性。

一睹水中鳥居，歎為觀止 原爆的烙印

參觀海上自衛隊訓練，敬禮！

制服團隊與惠僑共度50周年童軍兄弟如手足

交通安全隊接受主禮嘉賓的檢閱

負責每一年的
國慶升旗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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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學生輔導

品德及價值培育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青少年時期

是打穩個人品格修養基礎的重要時候，惠僑配合學生成長

和學習的需要，以「敬師崇禮」、「積極樂觀」、「孝悌

互愛」等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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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人特別容易在個人成長、生理轉變、與異性相處

等方面產生迷思，故此輔導組為不同級別的學生量體裁

衣，舉辦多元化的性教育活動，例如「戀愛通識課」、

「護苗教育講座」、「認識自我攤位遊戲」等，在豐富有

趣的課堂中，啟發學生認識個人成長，建立人際相處的正

確態度，培養分析和抉擇能力，建立正向的價值觀。

性教育綜合服務計劃

勇於回答姑娘發問

模擬親密關係應有距離

分享戀愛及交友的正確態度

敬師周讓學生表達對老師的敬意

我們都是敬師愛友的禮貌之星！ 生動有趣的劇場，引導同學反思賭博的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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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校園的氛圍有賴師生共同營造，而輔導

組領袖生更是不可或缺的參與者。學校每年舉辦

的「培訓工作坊」，讓輔導組領袖生獲得全面的

培訓，從中認識和發展個人潛能，提升溝通和協

作能力，成為一個富服務精神的輔導組領袖生，

協助老師推行各類型的活動，讓師生共同建立關

愛、互助、共融的校園文化。

輔導組領袖生培訓

青少年面對個人成長的挑戰，許多複雜的情緒油然而生，如能獲得

師長、家人和朋輩的鼓勵、支援與扶持，就能樂觀積極地迎向人生的風

浪。輔導組獲優質教育基金資助，與香港青年協會協辦「尊重生命、逆

境同行」計劃，舉辦多元化的活動，包括：學生講座、攤位遊戲、模擬

體驗活動、成長小組培訓、領袖培育、老師及家長工作坊等，從整體到

個人層面教導學生辨識自己的情緒，掌握處理情緒的正確方法，幫助他

們建立積極正面的人生觀，提高抗逆力，促進人際關係。

「尊重生命，逆境同行」計劃

整裝待發，肩負輔導組領袖生長的使命

輔導組領袖生透過體驗活動，了解與人溝通相處的技巧

輔導組領袖生積極回應社工林姑娘的提問

「友晴同盟」小組聚會，滿載歡欣

情緒健康大使，在校園發放正面能量同學們陪伴我勇闖情緒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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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適應與支援

中一迎新歷奇營

成功不是必然的，你必須先點燃火苗，才能燃燒東西。每年暑假舉辦

的「中一迎新歷奇營」便是燃起新生們熱情的火苗。在老師和學長的陪伴

下，中一新生在營裡經歷別具意義的歷奇活動，與師友建立互助互信的關

係，體驗「惠僑一家」的關愛

文化。營裡的每一個活動、每

一段經驗，都是點燃同學奮發

求進的火苗，讓他們日後可以

燃燒青春，發光發熱，滿懷信

心迎接未來六年的挑戰，成為

耀眼出眾的惠僑人。

初到惠僑，中一新生除了要掌握初中的課程，亦需對校園

人和物有更深的認識。為此，本校社工在開學之初，旋即設計

了豐富的活動，在輔導組領袖生的協助下，帶領中一新生走遍

校園每一處。新生們在學長的引領下，完成一項又一項的挑戰

任務，加深了對惠僑的認識；學長們則身體力行，向學弟妹分

享「如何成為敬師愛友的惠僑人」，讓新生們感受「惠僑一家」

的關愛校園文化。

中一新生適應

我們願意更主動融入校園生活
有親切的社工、師姐陪
伴，我安心不少呀！

有師兄師姐的陪同，我更有信心開展中學生活

自迎新營開始，成為優秀的「惠僑人」

攜手共進，目標達成！

全賴你們，讓我高飛

同心協力，築起屬於我們的人生高塔

13



中一生日會

「沒有臉書的提醒，你還記得朋友的

生日嗎？」記得！惠僑的師友們都記得！

惠僑輔導組、班級經營組為每位中一學生

籌辦生日會，準備了豐富可口的食物和貼

心的小禮物，校長、班主任、師兄學姐亦

為生日之星帶來祝賀，讓中一新生在惠僑

的第一個生日過得既難忘又窩心。

常言道「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

事莫若談。」惠僑朋輩的情誼，跨越年紀的

界限。在「朋輩輔導計劃」中，各級學長以

一對一的形式輔導學弟妹，通過小組聚會，

如午膳聚餐、小息短聚以至課後促膝長談，

和學弟妹分享校園經驗與學習心得，讓學弟

妹早日融入校園生活，學長們也能從中沉澱

反思，有所進益。

朋輩輔導計劃

惠僑一家，師生們樂也融融

真開心！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禮物

校長，謝謝您為我們舉辦生日會

校長為生日之星送上祝賀，同學們笑逐顏開

先進帶後進，師姐教我做功課！

師姐為我慶祝生日，更
親自挑選禮物送給我

中一新生與師姐分享校園內的種種趣事14



新來港學生面對陌生的環境，或會

有適應困難，因而感到惶恐不安。「新

來港適應計劃」正是一盞領航燈，帶領

他們盡快適應香港的學習和生活，融入

惠僑的大家庭中。計劃中的「生活輔

導」，由資深社工帶領同學參與不同的

小組培訓，幫助他們適應新的校園生活

及建立朋輩支援網絡，並透過參觀活動

及義工服務，讓他們走訪社區及著名景

點，更快適應及融入新生活。而「英語

輔導」則以有趣生動的英語活動，帶學

生走出課室，實踐所學，消除學生學習

英文的恐懼，體會學習英語的趣味。

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

家校聯繫
家訪計劃

家訪活動既是學校與學生家長溝通的一道重要橋樑，更是老師和家長交流意見的寶貴機會，藉著家校合作，彼此可更

了解學生成長的需要，適時地給予學生適切的支援，讓學生感受到老師與家長對他們的關心和愛護。

學期開初，班主任已家訪了十多位中一及中二學生，其中超過九成受訪家長表示家訪令他們更清楚了解到子女在學校

的情況，更一致認同家訪有助他們升與子女溝通的技巧。

溫馨小教室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外籍老師教授
餐桌禮儀

忙著記錄組員的order同學們認真聆聽外籍老師講解英文文法

1B班主任黃善怡老師探訪陳穎怡同學 2A班主任邱虹虹老師及潘尚權老師探訪庄炘林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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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升學及擇業輔導組致力與夥伴機

構合作，舉辦多元化的參觀及實習活動，讓學生了解不同行業的概

況，為未來就業作好準備。參觀除了著重學生與講者的互動外，亦

會安排工作體驗環節，讓學生可以親

身感受職場的實況，啟發學生對擇業

方向的規劃。此外，大部分參觀機構

皆提供進修課程，讓學生能夠在空餘

時間進修，培養自己的興趣，為個人

的前路作出最完善的準備。

「凡事豫則立，不立則廢」，

要達到人生目標，必須有周密的規

劃和準備，故此及早開展生涯規劃

極之重要。本校為學生提供生涯

規劃課程，透過多元化的活動，

協助學生認識自己的性格特質、興

趣與能力，檢視個人成長中重要的

經驗，以發掘自己升學和擇業的取

向。此外，學校更透過安排不同行

業的分享會，豐富學生對各行各業的了解，激發他們思考未來的路向。

升學及擇業輔導
職場參觀

校內生涯規劃課程

校園榮譽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連續七年榮獲「關愛校園」殊榮
“Not only a School, but also a Family with Love.”是惠僑多年以來的

辦學願景，並以此不遺餘力地推動及支援學生全人發展，又透過舉辦各式各

樣的活動及延續家校同心的優良傳統，積極營造朋輩互助、師生互愛、家校

關懷的校園社區，讓學生學會尊重別人、互助互愛，建立關愛和諧的校園文

化，進而將關愛精神向外推廣，感染社區。本校連續七年獲頒發「關愛校園」

的榮譽，正反映本校在推動關愛文化及家校協作方面的努力及成果。

來品嚐手沖咖啡吧!

5A羅美珍初嘗統婚工作
絕不可輕看捧餐的技巧

紀錄人生的重要時刻，反思個人的成長經歷

積極爭取，是成功的重要元素

本校連續七年獲頒「關愛校園」榮譽

校長、師生與家長築起惠僑這個「家」 同心顯關愛，共迎五十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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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發展組
學生會

本校重視培育學生的公民意識，鼓勵高中學生主動籌組

內閣參選學生會。由 4C 李潔瑩同學帶領的「Carnival」憑著
豐富多元的活動構思，以及為同學服務的精神，組成新一屆

學生會。一如以往，Carnival 設計了一連串的萬聖節慶祝活
動，還舉辦了「蒙面」歌唱比賽，鼓勵同學積極參加。今年

更以「紅白派對」為歌唱比賽主題，將全體同學分為兩組，

增加同學們的投入感，氣氛更加熱烈。

班徽是各班榮譽、團結的象徵，蘊含著班級的使命感和

凝聚力。故此，班級經營組鼓勵師生共擬班級目標，設計具

班本特色的班徽，務求體現團結向上的精神，增加班級向心

力。學生在不同的活動中揮動班旗，吶喊助威，先聲奪人。

本年度的班旗色彩繽紛、意義非凡、別樹一幟，煞是好看！

班級經營
班徽設計及班旗

內閣成員：

主 席：4C李潔瑩

副主席：4C 李童安

秘 書：4C 鍾廣樹

財 政：4C 鄭漢聰

宣 傳：4C 陳湇瑋

福 利： 4C 希 莎

4C 羅仕傑

總 務：4C 林城金

康 樂：4C 莊詩桂

文 書：4C 韓奕賢

3A的班旗夢幻多姿、色彩斑斕，就如他們的校園生活一樣 5B粉紅救兵班徽主題為BeLoved，好甜蜜的班級

5C的小幼苗將長成為參天大樹呢！

老師與同學積極參與，一同玩樂！

學生會主席李潔瑩於早會介紹本年度活動

本屆學生會Carnival成功當選，
顧問老師與幹事們一起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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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剪影

秋高氣爽，秋季旅行正好讓同學暫時放下書本，走到郊外舒展身心，享受師生同樂。今年學校旅行，各級學生分別前

往三個郊野公園：中一級及中三級前往大欖郊野公園；中二級及中五級前往清水灣郊野公園，而中四級及中六級前往八仙

嶺郊野公園。師生們一起享受旅行之樂，度過了難忘的一天。

展翅高飛的2B

充滿個性的2C

4C大家齊齊比個「C」

4B找找看，班主任在哪裡？ 4A好sharp，好醒目的桃紅色呀！

3C旅行當然要影大合照啦！3B就是愛耍帥！

3A我們都是藍色精英

2A圍爐樂聚

1C我們的班旗真漂亮

1B齊齊燒烤樂趣多 1A開心快樂旅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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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洛陽古都考察之旅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去年六月，本校三十位師生

浩浩蕩蕩前往陝西、河南兩省展開歷史考察之旅，闖少林、上華

山、觀秦俑、訪洛陽、遊西安，足跡遍及長安、洛陽兩個中國歷

史悠久的古都與多個歷史文化勝地。一眾師生，在五天的考察旅

程中，對所到各地的歷史文化都增加了不少的認識。

少林寺武林高手雲集顯身手
遊覽樂山大佛，不禁令人有思古之幽情

來到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怎能不合照留念？

相親相愛的6C5C你有型，我有型，大家都有「熒」

6A團結一心，並肩作戰 5B粉紅戰隊

6B精英雲集5A看！我們多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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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體育營
籃球校隊及閃避球校隊前

往日本東京進行體育交流活

動，籃球隊與埼玉縣埼玉大學

附屬中學進行了一場友誼賽，

而日本東京閃避球協會就安排

了閃避球校隊與由日本國家隊

教練領軍的東京青少年隊進行

友誼賽，彼此切磋球技，獲益

良多。除了體育交流外，同學

們還先睹為快，參觀了來屆奧

運會的主場館，了解奧運場地

的設施及運動發展。

辯論隊

辯論校隊積極參與學界比賽，與友校隊員切磋交流，取長補短，以

獲得寶貴的參賽經驗。除了在學界比賽中勇奪各個獎項外，辯論校隊更

聯同中國歷史科及歷史科合辦「港澳國史辯論賽—惠僑五十週年紀念

盃」，讓同學在切磋辯論技巧時也可增進國史知識，一舉兩得。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

第一屆菁英盃辯論比賽（普通話組）初賽 最佳辯論員 5C胡晉健
第一屆菁英盃辯論比賽（普通話組）準決賽 最佳辯論員 5C方文博
第一屆菁英盃辯論比賽（普通話組）決賽 最佳辯論員 5C任嘉琪
第二屆菁英盃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 5C胡晉健
2017-18扶輪校際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 4C韓奕賢
星島第三十四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最佳交互答問 3A袁詩琪

旅遊知識王北京站

4C 林穎怡及 5C 陳麗倪同學前往北京參加由
北京市旅遊發展委員會主辦的

「港澳中學生旅遊知識互動真人

SHOW：旅遊知識王—北京站」

比賽，在芸芸參賽者中勇奪「最優

秀表現冠軍」殊榮。比賽期間兩

位同學不僅與北京市民交流接觸，

亦到訪了不少名勝景點，體會博

大精深的中國文化。

籃球隊切磋球技，以球會友

港日運動員共同參與訓練

校隊精英齊集雷門

「港澳國史辯論賽—惠僑五十週年紀念盃」於澳門陳瑞琪永援中學舉行榮獲「第一屆菁英盃辯論
比賽（普通話組）」亞軍

4 C韓奕賢獲選
為扶輪校際辯論
比賽最佳辯論員

3 A袁詩琪獲評為星島第
三十四屆全港校際辯論比
賽 「最佳交互答問員」

陳麗倪同學對答
如流，表現出色

贏得最優秀表現冠軍，可喜可賀

回答問題，又快又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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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學年九月至今，學生在聯課活動方面屢獲殊榮 ，共獲得六項冠軍、五項亞軍／銀獎、三項季軍／銅獎等共二十六個
獎項。其中，中文科於校際朗誦比賽更獲得彪炳的成績，奪得全港冠軍。

日期 賽事名稱 主辦機構 姓名 班別 冠 亞 季 優異/其他

2018年9月1日 2018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 陳瑩瑩 黎曉雯 3B 獎學金

2018年9月1日 2018馬來西亞第12屆國際跆拳道公開賽 馬來西亞跆拳道協會 盧蔚豐 4B 1
2018年9月1日 九龍體育會中學籃球聯賽 九龍體育會中學 甲組籃球隊 1

2018年10月1日 青苗學界進步獎 青苗基金 1A簡卡比 1B李穎詩
1C陳碧茵 2A艾 文
2B黃偉銘 2C溫仲軒
3A盧蔚豐 3B屈嘉鑫
3C羅銘傑 4A黃鴻星
4B林灝暉 4C蔡景添
5A蔡曼琪 5B鄭煒波
5C黃德成 

嘉許狀

2018年10月8日 旅遊知識王（北京站）優秀表現獎 北京市旅遊發展委員會 4C林穎怡 5C陳麗倪 1
2018年10月14日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銅獎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童軍團 1
2018年10月28日 2018 Winning-7第三屆九龍區

平日迎新組聯賽冠軍及盃賽

惠僑校友足球隊 1

2018年11月1日 機械臂操作體驗暨全國賽前哨戰 香港才能教育研究會 蕭景曦 王宣熹 6B 1
2018年11月17日 星島第三十四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星島日報及教育局 袁詩琪 3A 最佳

交互答問

2018年11月19日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中五、六粵語

詩詞及散文集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5C 1

2018年11月24日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中三、四普通話

詩詞集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3B 1

2018年12月1日 Singing Fighter中學大專歌唱比賽 EXPMusic Channel
實驗音樂台

梁鈞淇 5C 最具

人氣獎

2018年12月1日 Singing Fighter中學大專歌唱比賽 EXPMusic Channel
實驗音樂台

梁鈞淇 5C 1 團體冠軍

2018年12月1日 第七屆深水埗青年節深水埗青年盃

三人馬拉松籃球挑戰賽

深水埗青年活動委員會 甲組籃球隊 1

2018年12月1日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中三、四粵語

詩詞及散文集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4C 1

2018年12月3日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中五、六普通話

詩詞及散文集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6B 1

2018年12月3日 賽馬會藝育菁英計劃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2018深水埗區優異奬
藝育菁英 張靜怡 5C 優異奬

2018年12月12日 黃廷方獎學金2018 黃廷方慈善基金 劉芸瑋 5C 獎學金

2018年12月15日 深水埗學生發展獎學金2018 深水埗青少年發展協會 馮渭晶 王彥嵐
謝琼璇 任嘉琪
李童安 李潔瑩
簡晞朗 鄧雅文

獎學金

2019年1月4日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進步獎 青新時代 文曉峰 3A 進步獎

2019年1月4日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嘉許獎 青新時代 蕭景曦 6B 嘉許獎

2019年1月8日 Pilot難關突破向上游獎勵計劃2018 遵理教育基金 陳麗倪 5C 獎學金

2019年1月14日 晞望獎學金 晞望成長坊 2B古港珊 6B閻 諾 獎學金

2019年1月14日 全港學界跆拳道賽男子丙組 香港跆拳道協會 劉桂鴻 1B 1
2019年1月14日 全港學界跆拳道賽男子丙組 香港跆拳道協會 嚴俊銘 1B 1

得獎名單及簡介

21



傑出校友、傑出學生

傑出校友

昨天的叛逆少女 也可以做創業家
原來離開母校已 13 年了，當年畢業的時候就像是昨天的事，

因為母校帶給我的回憶太多，可以一直回想，才會讓我感覺時間沒

有過這麼久。

記得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李 SIR」—李根源老師！因為他的黑臉，一直讓人覺得很嚴肅。以前的我最怕上體育

課，10萬個理由想曠課，其實我想他是知道我們經常不想上課的詭計，有誰想到現在的我很愛運動？每當想起昔日上體育
課的片段，我也會暗自發笑。我真的非常感激李 SIR一直的包容和教導，他不會因學生的過犯、叛逆而對他視而不見，而
總是給予學生反思的機會，讓他站在一個位置，重新檢視自己。還記得他那時讓我當啦啦隊隊長，負責帶領二十人的啦啦隊

表演，因為他相信我，放手讓我去嘗試！當時，我一直不相信自己可以肩負這責任，卻偏偏因為這個機會，讓我認識和相信

自己的能力！就是他的這份信任，讓我在美國也能同樣地把握每一個機會，更成為一個年輕的創業家。

母校的恩師太多，訓導主任何 SIR、地理科科主任楊 SIR等，每當想起他們，昔日校園生活的畫面便會再次浮現。「惠
僑」的生活，大概是我人生裡回憶最多的時光。我還曾經帶同孩子回母校，讓他看看媽媽往日讀書的地方，讓他知道以前

曾經幫助媽媽的老師。人生旅途上遇到你們是我的福氣吧！我很感恩，我的恩師們還在這學校春風化雨，我的學弟、學妹

們仍可以得到他們的教育和提拔！

今年是惠僑創校五十週年，祝願母校光輝繼續照耀未來！

梁思敏校友

2005年畢業於惠僑英文中學
2013 年榮獲「美國紐約明報創業家」獎
現居美國紐約

短暫的相遇 永遠的銘記
畢業匆匆數載，回想當年，實在要感謝鄭智賢校長

對我用心的栽培。當時鄭校長是我的經濟科老師，也是

學生會的負責老師。鄭校長的課堂，總是充滿著愉快的

笑聲，因為他講課時總是面帶親切的笑容，深入淺出而又不失幽默地向我們解釋各個經濟學上的難題，因此我們都十分享

受上他的課。

另一位對我影響至深的良師，就是李根源老師了。還記得，總是一臉嚴肅的「肥李」老師，是體育科的老師，也是籃

球隊的教練。不論是假期還是上學天，他都會領著我們這一群活潑好動的大男孩「南征北討」，好讓我們累積更多的「實

戰」經驗。

要感激的母校老師，實在多不勝數：訓導主任何濤老師、輔導主任黃光泉老師、地理科科主任楊玉海老師⋯⋯每一位

老師都讓我獲益良多。我很驕傲自己擁有「惠僑」的血統，也很開心加入「惠僑」這個大家庭。祝願母校繼續春風化雨，

作育英才，迎接更輝煌的未來。

黃建豪校友

2006年畢業升讀香港教育學院 教育（中學中文）系
2013 年香港大學 中文系碩士畢業
現為中學教師

2008年 畢業

2013年 在學期間勇奪多個獎項及獎學金，包括：李子文創意獎、柏斯管樂創作獎；香港作曲家

及作詞家協會獎學金、成龍慈善基金獎學金、垂誼樂社獎學金。

2017年 於香港演藝學院以一級榮譽成績畢業，獲Schools' 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2017
2017年 獲東蓮覺苑頒發獎學金，於香港大學修讀佛學研究碩士

2018年 擔任「天籟敦煌樂團」駐團作曲家，參考饒宗頤前輩的《敦煌琵琶譜》及文稿，和《敦

煌石窋經書》，把敦煌音樂重現人間。榮獲饒宗頤文化館、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及敦煌

研究院支持，舉辦「天籟敦煌˙淨土梵音」展覽及音樂會，並獲邀到莫高窟演出。

甘聖希校友

Mr. KAM Shing Hei, Kahlen
「恭賀惠僑英文中學建校五十週年，願學子

學弟成績斐然，母校繼續作育英才。」

聖希師兄勉勵學妹們
繼續為夢想而奮鬥

聖希演奏「天籟敦煌樂」當天，
得到梁美薇老師到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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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得獎名單

九龍金域扶輪社 段維清（15-16畢業生）

應用學習獎學金 6B陳樂曦

黃廷方獎學金 5B馮渭晶

i100電腦贈學童 4C陳麗倪

香港傑出少年 5B黃 麥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2018 4C陳麗倪

藝恆愛心行動獎學金2018 2B陳瑩瑩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計劃 6C袁寶琼 6C王玉鳳

中電新世代˙新動力獎勵計劃 4C陳麗倪 2B古港珊

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 5B陳雨瑤 4C任嘉琪 

香港潮人深水埗同鄉會徐美琪助學金 5B王彥嵐 5B蔡穎鋒

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STEM） 5A甄銘暉 5B黃 麥 5B王彥嵐

傑出學生

傑出學生專訪

2017-2018獎學金得獎名單：

6B 黃 麥
我有幸獲得全港優秀青少年獎，這要感激在我身後，有一班良師益

友的教導和幫助，而這也使我擁有一個積極的人生態度。人生的意義為

何？經過六年中學生活的洗禮，我得到了確切的回答：「致力實現自身

的價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發光點，利用自己的能力去創造更美好的

世界，我認為這是最好的人生意義。我們時常聽到有人抱怨功課太多，

抱怨家庭環境，認為自己不能升讀高等學府等；但我認為「Nothing is 
impossible ！」與其浪費時間，嗟天怨地，何不去提升自己，進而改變
世界！有人說，這太不切實際了。但不去嘗試，又怎麼知道自己能發出

最熾熱的光？因此我認為，努力去提升自己、實現夢想，並不是天方夜

譚。期許各位同學們整頓心態，踏上實現夢想的旅途！

6B 馮渭晶
「給我最大快樂的，不是已懂的知識，而是不斷的學習；不是

已有的東西，而是不斷獲取；不是已達到的高度，而是繼續不斷的

攀登。」德國數學家高斯的這段說話是我的座右銘，啟迪著我追求

卓越，勇闖高峰。十分感謝鄭校長及老師們對我於學業及其他表現

上的肯定，推薦我參與獎學金計劃，我有幸獲頒「黃廷方獎學金」，

委實感激。我期許未來在學業上能有更高的成就，並珍惜每個成長

的機會，更專注地朝自己的理想前進，學以致用，回饋社會！

麗倪在學期間獲得多項大獎，
當中包括司徒華好學生獎

鄭智賢校長、班主任黃佩施老師見證渭晶領獎

黃麥榮獲多個獎項，於本年度開學禮
上朱松勝校監特意嘉許其優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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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及義工
「施比受，更有福」，惠僑學生將師

長的教導銘記於心，並身體力行，向社區

發放愛心。社會事務委員會每年為學生安

排最少兩次校外義工活動，服務內容包括

賣旗、探訪長者日間中心、智障中心及深

水埗區獨居長者等。本會亦招募同學參加

公益少年團，提升其公民責任感。公益少

年團大使經常參觀社區，服務機構，親身體驗社工、義工們的工作情況，學習如何籌

備義工活動，關懷弱勢社群，為建立共融和諧的社會出一分力。

家長教師會及總務

開放日資訊 邀請蒞臨

家長教師會
在「家校合一」的信念下，家長教師會每年積極籌辦各類活動，例如為中一家長舉辦輕鬆、互動的「伴你啟航」家長

講座及提供實用技巧的「eclass 應用工作坊」等，讓家長更清楚子女成長的需要，以更有效地引導子女成長，又舉辦「親
子郊遊樂」活動，暢遊大嶼山，讓家長與師生在輕鬆的環境中聯誼。家教會各委員更鼎力支持校內的各項活動，積極參與

「生果日」、「歌唱比賽」、「年宵攤位」、「周年陸運會」、「年宵攤位」等，成為學生在校園成長的強大後盾。

惠僑開放日：邁入金禧 再創輝煌

一嘗坐輪椅的滋
味，親身體會殘障
人士生活中的不便
之處

與老友記共渡歡樂的下午

愛心滿溢的美少女賣旗
啦！快點來做善事吧

春光明媚，暢遊天壇大佛

適逢惠僑創校五十載，誠邀各方友好、校友蒞臨本校校慶開放日，共同緬懷昔時美好時

光，瞻望惠僑未來發展。本校將舉行為期兩天的校慶開放日，屆時設有學科展覽、學生作品

展示、才藝表演及校園導賞等，詳情如下：

日  期： 2019 年 5 月 25 日（六）、2019年 5月 26日（日）

開放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查詢電話：2777 6289
教您如何去惠僑！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委員會與主禮嘉賓陳兆焯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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