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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nly a school, but also a family with LOVE

惠僑英文中學

辦學團體：惠陽商會教育基金
校監：朱松勝 BBS
校長：鄭智賢先生
學校類別：直接資助男女子中學

校訓：「毅勇忠勤」

創校年份：1968 年

堅毅不屈

勇於承擔

忠誠待人

勤奮不懈

辦學宗旨
本校以「全人教育」為辦學理念，在傳授知識技能之同時，亦注重培
養學生的品德、抗逆力及獨立思考能力，協助他們養成積極進取的人生觀。

頂尖學術顧問
劉偉榮博士
【英國牛津大學物理設計研究所主任】
周蘿茜女士
【香港女教師協會主席】

盧賢巨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講師】

專業教師團隊
本 校 100% 為 學 位 教 師， 全 部
已獲教育專業訓練，三份一取得碩士
或以上學歷。英語及普通話老師亦
100% 達基準。學校亦積極鼓勵教師
持續進修，使教師能與時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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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學習差異

Wai Kiu College

拔尖保底

因材施教

教務組開設不同類型的補習班，針對學生的學習差異，提供額
外的訓練活動，以照顧不同的學習需要，務求做到因材施教，拔尖
保底。在歷屆文憑試之中，不少科目取得不俗的成績，如於「死亡
之卷」中國語文科之中，每屆均有同學考獲 5* 或 5** 等，成績彪炳。
此外，本校於校際朗誦節的成績亦非常突出，於連續兩屆朗誦
比賽中，高中組集誦隊都擊敗傳統名校勁旅，勇奪冠軍，為校爭
光。而於獨誦、二人對誦比賽中，亦多番摘取冠軍，是朗誦節的大
校際朗誦節集誦比賽冠軍

贏家，以行動確切實踐本校「逐夢追星」的理念。

通識老師齊起來

校際朗誦節
二人對誦冠軍

學習日反應熱烈，師生共同實踐愉快學習

主題式英語學習

中文科老師化身三國人物粉墨登場

讓學生樂在其中

英 文 科 以「Learning is
FUNtastic」為目標，致力給予
本 校 學 生 一 個 fun 及 fantastic
的英語學習環境及經歷。
English Speaking Day 大家齊來學英語

學生運用午飯時間以 iPad 學英文

英語話劇以童話反映現今社會問題

活動

有趣的 Taste and say 英文

刺激的英文 Scrabble 串字比賽

老師與時俱進 公開課同儕學習

本校銳意促進老師間的同儕交流，提升
教學質素。除了由科主任領航，開放課堂讓

學術顧問周蘿茜女士引
導學生創作英文故事

數學科顧問盧
賢巨
先生細心指導
學生

老師們觀摩學習，交流教學心得與技巧外，
更邀得本校的學術顧問—牛津大學物理研
究所主任劉偉榮博士、香港教育大學講師盧
賢巨先生，以及教學經驗豐富的周蘿茜女士
舉行示範課，為老師們注入教學的新意念。
課堂靈活多變，讓學習成為樂趣

牛津大學物理研究所主
任劉偉榮博士由英國赴
港為同學帶來有趣的科
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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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潤課程

惠僑英文中學

均衡發展

課程發展組以多元化的辦學理念為
基礎，與不同機構舉辦多元化的「增潤
課程」，讓學生獲得各方面的均衡發展，
培養學生共通能力及啟發學生潛能。
提升學習技巧課程 —讓學生掌握不同
的學習技巧

跨學科專題學習—走出教室，到嘉道理農場

黑暗中對話體驗，建立共融文化

應用學習課程

衝出校園，參與全港性 Theatresports 比賽

資優教育—參與 ROBOMASTER 課程

配合學生不同需要

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為本校
提供共十多項課程，讓有興趣修讀的中四
至中五級同學報讀，課程內容主要包括酒
店服務營運、幼兒教育、西式食品製作及
電腦鑑證科技等，同學表現出色。
學生表現出色，獲頒發獎學金

E-Learning 靈活電子教學
本校以培育學生掌握最新資訊科技知
識和全球視野為使命，全校課室及所有特
別室均設有獨立無線網絡接達點，讓師生
能更靈活運用 iPad 及其他多媒體學習裝
置作互動學習，提高教學成效，並促進學
一人一 iPad，提高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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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運用多媒體學習工具，讓學生利用 padlet 程式搜集資料

生自主學習。

透過 iPad，學生可作互動性研習

Not only a school, but also a family with LOVE

Wai Kiu College

各項支援及獎助學金計劃

鼓勵及幫助有需要學生

惠僑舉辦「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幫助初來港的惠僑學生適應新的校園生活及建

英語輔導

立朋輩支援網絡，使他們更快融入校園及香港的生活，進而開展潛能，發光發亮。
對於經濟有困難的家庭，本校設有「學費減免計劃」、「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佛教慈濟基金會安心就學計劃」等津貼，支援學生午膳、校服、團隊制服、書簿以至
其他延伸學習的費用，讓學生不會因家境問題而錯失任何學習或參與活動的機會。對於

將英語學習帶入生活中

成績優異的同學，亦設有「張冠城校董紀念獎學金」及學科成績優異獎學金。

生活輔導

在義工探訪活動中，建立同儕
並肩、互相支持的緊密關係

開辦英語輔導班，讓學生學習更具自信

初到香港，到屬於「我們」的海洋公園去

推廣閱讀

打開心窗
「 開 卷 有 益 」， 本 校

一起閱讀必讀書，有助培養良好的閱讀風氣

同學
在 書 展 中，
同分
一
師
老
們與
享閱讀心得

掌握生涯

致力推廣閱讀風氣，使學
生成為自主學習的主導者。
正在分享圖書
的閱讀大使

師生一起讀好書

規劃人生

升學及擇業輔導組
針對學生全人發展及行
業探索，向學生提供以

中六學生在模擬放榜中，學懂對文憑
試的態度及應對方法

自我探索為主的生涯規
劃活動，為將來投身社
會作好準備。
參觀美國銀行中，學生積極查詢銀
行業入職要求

中六打氣活動給予學生在面對公開試壓力
下一點溫暖及支持

友校學術交流

學生參觀國泰城，加深對
機艙服務的要求和認識

促進課研文化
本校先後與內地多所學校結盟為
姊妹學校，經常舉辦交流活動，增進

台灣慈濟科技大學羅文瑞校
長到訪本校舉辦升學講座

教師的專業教學能力，推動課研文化。
本校亦與內地華僑大學及台灣慈
大亞灣區中學到本校訪問交流

本校學生 與大亞灣 區中學舉 行
交流活動

濟科技大學建立夥伴關係，為學生提
供更多元及合適的升學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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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僑英文中學

STEM Education
惠僑英文中學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讓學生從創新和設計作品的過程中獲得
成就感；更致力栽培學生成為貢獻社會的新世代棟樑。
緊貼 STEM 教育趨勢
惠僑透過校本 STEM 課程及跨學科合作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
啟發學生創意，盡展 STEM 的潛能。

出席 pint of science 講座，
認識最新運動科學的發展

英國牛津大學物理研究所主任劉偉榮博士擔任 STEM
學術顧問，定期到校授課，並檢視課程內容與成效

本 校 老 師 到 英 國 國 王 學 院（King's
College, Taunton）進 行為期 3 個月的
學術交流和培訓，從而把外國的 STEM
教學新思維帶回校園，惠澤學子

智能設計及機械人課程
本校成立 STEM 學會，為初
中學生提供人型機械人及機械臂
課程，寓學習於趣味活動。
學生在學習人型機械人編程

在機械人組裝的同時輸入編程

全國青少年高校科學營（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
學生參加內地高校頂尖學府的科學營，透過多個學者主講的講座，汲取科學領域上的知識與經驗，擴闊對科學發
展的觸覺與視野。

參觀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製作遙控器電路版

開營大合照

校本支援計劃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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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學生進行「跳躍式下降」活動

本校 STEM 老師與協作學校老師作專業交流

Not only a school, but also a family with LOVE

Wai Kiu College

學生發明屢獲獎項
為實踐創造力，本校銳意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科技相關比賽，並獲得多項殊榮。當中，學生發明的「氣淨燈」除
了榮獲「全港校際氣候變化跨課程專題比賽」高中組發明品項目冠軍，更在「內地與港澳青少年 steam 創客挑戰賽」
中，獲得高中組二全國亞軍及最受歡迎獎。比賽除了讓學生發揮創意和實踐所學外，更讓學生與各地參賽者切磋
交流，在駢進砥礪中拓展 STEM 的天地。

學生向評判介紹發明品
— 氣淨燈，並榮獲全
國亞軍及最愛歡迎獎

參與「兩岸四地中學生機械人大賽」，
榮獲三項大獎

學生獲邀出席教育局主辦首爾環保建設及氣候變化學習
團—到訪韓國 HONGIK UNIVERSITY

參與「學與教博覽」

在學與教博覽的 InnoSTEMer 展示區公
開演示學習成果

學生向在場嘉賓及傳媒分享在校學習 STEM 的體
會，更即場獲 TVB 邀請為展品作直播講解

向海外專業人士介紹展品中的物理定律

分享教學成果

參與《十八區 STEM 學校巡禮—商校同行

羅范椒芬女士為本校學生提字鼓勵

淨燈」的原理

學生向嘉賓講解發明品「氣

本校學術顧問劉偉榮博士向大眾講解
如何有效學習 STEM

推廣 STEM 文化

回饋社區

除校內 STEM 教育的發展外，本
校更著力將 STEM 文化向社區推廣。

師生合作，設計大家的 STEM 發明

學生接受《知識 UpKnowledge》
雜誌記者專訪

節

STEM 老師細心講解每一項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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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溫情洋溢

惠僑英文中學

連續七年榮獲「關愛校園」殊榮

“Not only a School, but also a Family
with Love.”是惠僑多年來的辦學願景，本
校連續七年獲頒發「關愛校園」的榮譽，

本校連續七年獲頒
「關愛校園」的榮譽

為中一級學生舉辦之生日會，
讓他們融入惠僑的大家庭

正是本校在推動關愛文化的努力及成果。

惠僑的關愛文化由班級經營開始

」

校長、師生與家長築起惠僑這個「家

校長、師生同心，同建惠僑關愛文化

中一迎新歷奇營—開展成長新一頁

重視品德及價值培育

建立正面積極人生觀
惠僑致力培育學生個人品德
及正確的價值觀，協助學生建立
正面積極的自我形象及人生觀，

每年舉辦的「禮貌大使選舉」
表揚在校發放禮貌光芒之學生

各級舉辦不同形式的性
教育
課程，讓學生學會愛己
愛人

健康積極的人生觀
不同主題的積極人生講座，建立學生

關注師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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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創健康校園

本校致力提高師生健康
意識，促進身心健康發展，
營造健康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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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食推廣，深受學生歡迎

全校早餐日，推廣健康生活

家校一同支持健康生果日
學生投入參與互動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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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Wai Kiu College

惠澤社群

每年為學生安排的校外義工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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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立共融和諧的社會出一分力。
每年，惠僑的「愛心天使」更參與不同的海外義工服務，在認識世
學生與長者義工一同探望獨
居長者，讓他們感覺溫馨

界的旅程中，將關愛的精神推廣到世界各地。

學生與長者合照留念，猶如一家人

學生參與海外義工服務，把關愛傳揚海外

家校同心

義工隊探望長者宿舍，宣揚關愛精神

培育青蔥幼苗

惠僑英文中學家長教師會是
家長和教師之間，一道既重要、
親子郊遊樂讓家長與子女增加溝通及
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又有效的雙向溝通的橋樑。

「升中伴 我行」講 座，讓中 一新生儘
快投入校園新生活

家教會在輔導組敬師運動中，表揚本校老師的辛勞及付出

多元聯課活動

本校家長教師會獲頒發
深水埗傑出家長義工獎

啟發學生潛能

聯課活動在課堂教學以外，提供二十
多項學術性、趣味性、體育性、服務性及
藝術性類別的學會活動，讓學生培養和發
展個人興趣，豐富學習和生活經驗。

在狀元匯活動中訓練學生口才及擔任司儀能力

同學在皮革班學懂各種皮革製作方法及要訣

非華語同學從閱覽圖書中，增強對中文的認識

在跆拳道學會中，教練與學生精神奕奕

籃球學會球員球來
球往，拼鬥一番

8

Not only a school, but also a family with LOVE

訓練領袖才能

惠僑英文中學

建立自律精神
深資童軍
香港交通安全隊

本校每名學生都需接受制服團隊的訓練，透
過制服團隊活動，學會了自律及團體合作，亦透
過參與社會服務，做一個盡責任的良好公民。

香港少年領袖團
交通安全隊隊員參觀消防局

雄糾糾的深資童軍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
童軍

蘭派米活動

香港少年領袖團隊員協助孟

聖約翰救傷隊隊員與導師合影

全人教育

童軍隊員入宣誓營

提升審美情操

本校學生曾參與藝術交流團，到
訪北京及韓國；又透過參與本地不同
的藝術活動，盡展藝術潛能。

學界戲劇比賽

渣打藝墟嘉年華

公民教育歌唱比賽

榮獲「深水埗校園藝術馬拉松獲至 Like 大獎」

獎助學金推薦

微電影比賽作品—
You deserve a better choice

鼓勵學生追夢

為幫助有需要及鼓勵勤奮的學生奮發向上，發揮他們的最大潛能，本校
成立獎助學金小組，甄選最合適或合資格的學生申請不同的獎助學金，讓學
生獲得更豐富多元的學習資助，並體驗知識改變命運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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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廷方獎學金

司徒華教育基金好學生獎

獎學金
明日之星計劃—上游

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STEM)

Not only a school, but also a family with LOVE

世界學堂

Wai Kiu College

增廣見聞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本校舉辦「世界學堂計劃」，讓每位學生參與海外考
察，加深對不同地方的了解，增廣見聞，並達至「懷抱祖國，放眼世界」的辦學宗旨。

環境

到湖南省地質博物館，考察當地地理

一睹韓國釜山新羅王朝王陵

跳起來

參與「世界學童計劃」，學生興奮到

泰國青邁義工服務體驗

參與高校科學營 ( 北京 )

年份

在台灣十分路軌放天燈

境外交流團名稱

2007-2018



英國本土生活交流活動



「我想 • 我闖」獎勵計劃之澳洲悉尼之旅



韓國首爾通識及藝術研習之旅



韓國釜山慶州五天歷史文化考察之旅



日本沖繩經濟、科技及文化五天考察之旅



泰國清邁海外義工 2015



泰國清邁海外義工 2016

年份



馬來西亞吉隆坡文化歷史考察之旅



馬來西亞體育交流團



馬來西亞一帶一路交流團緬甸義工服務計劃



越南義工服務計劃



台灣學術文化交流團



台灣升學考察及文化探索之旅



台南、高雄、墾丁五天生態及環保之旅



台灣四天體育交流之旅

內地交流地區

2007-2018



北京、上海、南京、雲南、山東、江蘇、武漢、張家界、長沙、杭州、四川、南沙、惠州、潮汕、廈門、澳門

沖繩古蹟留足跡

遊覽台南的七股鹽山

台灣文化及升學探索

參觀南北韓非武裝地帶

與馬來西亞學校的排球隊切磋

球友誼賽

與台中第一高中進行籃

10

開設科目
中一至中三：
中文班：
以中文授課的科目：中文（中一及中二以普通話授課）、數學、綜合科學、中國歷史、
通識教育（中二及中三級開設）、歷史、地理、經公、資訊科技、
視覺藝術、普通話、音樂、體育
以英語授課的科目：英文
英文班：
以中文授課的科目：中文（中一及中二以普通話授課）、中國歷史、普通話、
通識教育（中二及中三級開設）、視覺藝術、音樂、體育
以英語授課的科目：英文、數學、綜合科學、地理、歷史、經公、資訊科技
中四至中六：開設之科目(新高中課程)
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
選修科目：中國歷史、歷史、經濟、地理、物理、化學、生物、資訊及通訊科技、
視覺藝術 、數學延伸課程單元 2

鄰近交通工具
港鐵：石硤尾站 (C出口)
巴士：2B、2E、2F、6、6A、6C、6D、40、86、86A、87、87A、87B、214
小巴：40M、10M
大

里

惠僑英文中學
Wai Kiu College

賽馬會盲人中心

西

街

智

石

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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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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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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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尾

邨
石硤尾站

N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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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街

南

偉

昌

街

名

都

商

場

偉

智

坑

九龍深水埗石硤尾偉智街十七號 （港鐵石硤尾站C出口）
17, Wai Chi Street, Shek Kip Mei, Kowloon
Tel: 2777 6289 Fax: 2776 7727
Website: www.wkc.edu.hk
Email: wkc@wkc.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