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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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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鼓勵空軍要成為逆境中的明
星。這枚小小的校徽，盛載著惠僑師生的信
念：「無懼困難，逐夢追星」，並且在這師
生互愛的校園中，陪伴著每一位學生在關愛
文化中茁壯成長。
“Not only a school, but also a family
with love.”是惠僑多年來的辦學願景。惠僑
連續六年榮獲「關愛校園」殊榮，作為校長
的我，不勝欣喜。該獎項體現了惠僑學生、
家長以及老師多年來的成果，亦為我們多年
提倡家校共融、同舟同心的熱誠與努力給予
莫大肯定。榮膺大獎，實在為惠僑半世紀以
來屹立深水埗區所積澱的成就倍添光彩。展
望將來，我希望惠僑學生能夠在有興趣的範
疇上好好發揮，讓潛能化作成就，在競賽與
考試時盡情燃燒，成為後輩的長明燈，在漆
黑的苦學路上予以照明鼓勵，在人生路上獲
得社會各界的喝采聲，在不同崗位上發揮潛
能，盡展所長，繼續實踐關愛精神，推己及
人，達至盡善盡美。
中學階段誠然是重要的成長歷程，同學
除了承受沉重的學業壓力外，亦要處理來自
四方八面的問題及困擾。尤其廿一世紀的社
會上，網絡文化、個人情緒、朋輩關係、濫
藥援交等問題一一搖撼着年青一代的價值觀
與道德界線。部分家長為了保護子女免受傷
害，過度催谷或過度呵護孩子，結果不僅令
親子關係惡化，更形成「港童、港孩」的現
象。故本校實施「家訪計劃」，增加家長與
老師溝通的機會，以「家校合作」的形式瞭
解及照顧學生所需；同時間，亦積極舉辦親
子講座，邀請專家向家長灌輸教子良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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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惠僑亦透過形形色色的活動，以協助學
生尋覓同窗益友，作為逆風啟航的夥伴，例
如「朋輩輔導及初中學長計劃」、「高年級
師徒計劃」、「敬師運動」、「禮貌運動」
等，讓學生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擴大社交圈
子，同時提升對學校的歸屬感。
惠僑亦透過不同的支援計劃，對SEN、
非華語、資優學生給予適切協助。「新來港
學童適應計劃」、不同類型的「成長小組」
等措施行之有效，各類津助均讓家境困難的
學生獲得平等參與活動的機會，配合家校關
愛的精神，讓學生打破物質羈絆，重拾自
信，奮發向上。
古希臘的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過：「人
的性格決定人的命運。」每個人都要有正面
積極的價值觀，才能追求圓融美滿的人生。
在這方面，輔導組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輔導委員會與訓導組、公民教育組、升學及
就業輔導組、家長教師會及社工等不同組別
聯繫及配合下，在全校參與訓輔合一的支援
服務中，就學生的成績、情緒、德育、社會
認知及家長學校聯繫等緊密合作，達致建立
和諧的校園文化，以培養同學正面的價值

觀，幫助同學認識自我，讓他們學會與人相
處之道，發展良好的人際關係及處理負面情
緒的能力。
因應學生的不同需要，輔導組提供預防
性、發展性及補救性的團體及小組輔導活
動。在預防、發展及補救的各個階段中，活
動大多提供前測 (pre-test) 及後測 (pro-test)
的報告及檢討，從而檢視各輔導活動是否適
時及適切，以回應現今社會的變化，並為
未來訂定的計劃提供充足的準備。在「預
防性」工作上，輔導組每年都會舉辦「中一
迎新歷奇營」、各級迎新及聯誼活動等，增
強學生歸屬感、團隊建立、抗逆文化及精
神，從而使學生在新學年健康地成長及樂於
學習。同時亦為班主任及老師提供培訓工作
坊、講座、輔導手冊及指引，以增強識別及
處理有特殊需要的同學的能力。
在「發展性」工作上，輔導組透過早會的
「晨光雋語」，與學生分享時事、故事、人生
觀、價值觀、社會現象及風氣等，從潛移默化
中，進行滲透性思想教育。其次，為學生的個
人成長發展及自我形象之建立，推行了一連串
的計劃，提供參觀、訓練、小組及義工服務，
提升他們自我表達的技巧、自信心。
在「補救性」工作上，訓、
輔導組合作無間，發揮「訓輔合
一」的精神，透過各級級會，與社
工共同討論個案，並對有特殊需要
的學生作出即時轉介，盡早提供協
助及支援。輔導組又透過「自強計
劃」、「火鳳凰計劃」、「成長小
組」等讓學生重新建立一個良好的
習慣，以達到改過遷善的目的，並
促進學生的自我檢視能力及提升個
人對朋輩壓力及負面情緒的次世代
之抗逆力。

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世界中，香港
的社會發展日新月異，青年人需有不一樣
的視野，以面對未來的挑戰。惠僑多年以
來在教育路上竭盡所能，孕育了不少積極
進取的年青人，所謂百煉成鋼，青年人在
風高浪急的成長歷程中，唯抱持堅定的信
念和忍耐，才能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揚帆
直往，茁壯成長。惠僑老師們上下一心，
成為風雨中學生的同路人，本著連綿不斷
的教育熱誠，秉承目標，源源不絕地在人
力與硬件上為學生提供全面支援，務求親
手培育星星幼苗，以使學生在溫暖的校園
環境中勇敢地探索自己的夢想，在瞬息萬
變的香港中得到一個清晰的定位。
輔導工作無疑需要恆心與耐性，任重而
道遠，我明白努力往往未必能即時得見果
效，但雖如此，惠僑的同工們仍為同學默默
耕耘、無私奉獻時間和愛心，這份工作熱誠
實在讓人肅然起敬！本校出版這份《輔導
組特刊》，既是對過去活動的一個總結，
亦代表一個新的開始，繼往開來。希望各位
家長和同學閱覽刊物後，加深瞭解輔導組的
工作，未來能更積極參與及支持輔導組的活
動，讓本校輔導工作更見成效。

努力下，本校
校長、師生與家長同心
」的榮譽
連續六年獲「關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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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主任的話
別再說沒有自信，
透過學習你也能擁有它！
你是否曾因為失敗了幾次而放棄希望？
是否因為聽信別人說的閒言閒語而裹足不
前？是否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實現目標？

「自信」是一個人能否成功的重要因
素，許多人放棄追逐夢想、被困境打敗，不
是真的因為能力不足，而是因為自信不足，
認定自己不會成功，因此半途而廢，甚至未
戰先敗，而與成功擦身而過。

雖然建立自信看似無須勞師動眾，單
憑一己之力就能擁有，但對自信心不足的
人來說，卻很難轉個念頭就信心滿滿。那
麼要怎麼做才能不再低估自己的潛能，找
回自信心呢？

自信是能透過訓練而擁有的技巧

擔任球隊教練的運動心理學博士Ivan
Joseph常碰到學生家長詢問，孩子需要具
備甚麼特質才能夠進入學校球隊，獲得每
年七十多萬的獎學金？家長常自誇孩子體
能好、視力佳、技術高超，但這些都不是
Ivan Joseph最想要的球員特質，他認為擁
有「自信」是更重要的事。
Ivan Joseph認為，只要擁有自信，哪
怕是面臨困難的處境、極大的挫折都能讓人
站起來奮力迎戰；但是一旦沒了自信，只要
一點點小小的挫折，就足以讓人退縮、不願
嘗試努力。而自信並非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天
分，非得靠老天爺眷顧、基因遺傳才能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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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認為自信是一種技巧，能透過學習、
訓練而來。

建立自信的方法

球員在球場上要能成功，除了平日要勤
加鍛練體魄之外，內心也要夠強大，經得起
考驗，擁有能面對失敗、再次接受挑戰的韌
性，才能不斷向前、突破重重關卡，贏得勝
利。Ivan Joseph透過三種方式教你培養自
信心：
1. 反覆練習，堅持到底：要有自信心
不能只靠嘴上說說卻沒真材實料，不然到頭
來只是欺騙自己罷了。因此要擁有真正的自
信就要反覆練習，做得不夠好、不完美，就
要一再練習，熟悉這項技能之後，困難就不
再是困難，因為你知道自己已經駕輕就熟，
自信也能油然而生。

如同家喻戶曉的作家JK．羅琳在被退
了十二次稿後仍不放棄、堅持到底；史上眾
多傑出作家、發明家能創造出非凡的成果，
並非因為他們的天資聰穎，做任何事都能一
蹴可成，而是他們有相信自我的信念，不被
「失敗」打敗，才能一戰再戰，直到成功。
2. 記得自己的優點，對自己信心喊話：
每個人的心裡都有一個聲音，會在需要的時
候和自己對話，你聽到的通常是鼓勵自己的
小天使，還是打擊信心的小惡魔呢？教育家
Sheldon Le vy指出，我們的想法會影響我
們的行動，所以我們更應該鼓勵自己，而非
用負面的話來催眠自己不夠好。

Ivan Joseph在人生的高峰時期寫了一
封信給自己，列出過去的重要成就，在失
意時拿出信件反覆閱讀，提醒自己並非一
無是處，現在只是面臨困境，不應該對自
己落井下石，而是要透過肯定自我來渡過
難關。他也提醒不要輕信那些總是打擊你
信心的人，要拿回自己的力量，做自己命
運的主人。如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就沒
有人會相信你了。

3. 重點放在做對的事：不論是做什麼
事，過程中總是會有好有壞，Ivan Joseph
認為我們應該以鼓勵替代責備，強調做對的
事，而非做錯的事，這樣才不會適得其反、
一再打擊信心。就像照顧孩子時，許多家長
習慣在孩子做錯事時大聲斥責、不斷重覆提

起，卻總忘了要鼓勵他表現良好的行為。如
此，以為能糾正孩子的錯誤行為，實則卻是
強化了他做錯事的印象，而忽略了他擁有的
良好表現。

Ivan Joseph在面對任何事情時都能正
向思考，找出事情好的那一面，鼓勵自己換
個方式就能成功，不會因為一時失敗而一再
責備自己，讓自己失去信心而選擇放棄。他
提醒著我們：永遠都要相信自己能做得越來
越好。

為自己加加油，讓惡魔退散

事情未能順利成功，固然讓人失望，但
失敗經驗並非一無是處，它讓我們能看見自
己不足的地方，讓我們知道努力的方向，是
逆境中能鍛練我們、讓我們更加強壯的力
量，而不是阻擋我們前進的障礙。記得下一
次在失意的時候，為自己加加油，去除在心
裡打擊你信心的惡魔，學習擁抱失敗，從中
獲取珍貴的教訓，讓心靈更加強壯，自信就
會長駐你心。

人生可比喻為一場跨欄競賽，跨越時
的喜悅、跌倒時的挫折、以及體能上的極
限……過程中面臨一道又一道的欄架障礙。
「懂得動腦思考的運動員」為偉大，分享如
何以優雅之姿，躍過嚴峻的挑戰！
參考書：天下雜誌出版《邊跑邊思考》，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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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委員會工作簡介
I.

職責

II. 目標

1.

推動全校參與輔導計劃( Whole School
Approach to Guidance)及活動；

2.

執行學校及各級別的輔導工作；

輔導工作在促進學生全人發展的過程中發揮
支援的功能，具有發展和預防作用，適用於所有
學生。面對成長路上的各項挑戰：

3.

策劃及統籌發展性(Developmental)及預防性
(Preventive)的團體輔導活動；

4.

與訓導組合作共同處理學生問題；

5.

聯絡班主任、各老師及其他小組，共同推行
全校性輔導活動；

6.

處理校內所有轉介轉個案事宜，需要時把個
案轉介到駐校社工或校外有關人士或機構；

7.

幫助學生培養個人及群性發展，使學生：
a.

建立自我形象、興趣及才能，促進全人
發展；

b.

懂得如何應付壓力、情緒、健康及個人
與群體抉擇等難題；

c.
d.

營造一個愉快的學習環境；

2.

幫助學生加深了解自己，包括個人能力、優
點和缺點；

3.

提升學生察覺自己感受的能力，教導他們處
理情緒的技巧；

4.

幫助學生建立自信及增強自尊感；

5.

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及社交行為；

6.

協助學生訂定目標，計劃事業與人生；

7.

及早識別問題所在；

8.

盡早輔導學生解決困難。

III. 輔導組領袖生之職責
1.

處事有責任感，具服務精神；

懂得處理與異性關係等等；

2.

協助輔導組搜集資料及展板之工作；

讓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
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

3.

協助輔導組舉辦及推行全校性活動；

4.

協助輔導組之運作等。

8.

統籌及記錄教育局的文件；

IV. 輔導組提供的輔導方式

9.

就分配及轉介學生個案，制定指引給全體教
師參考；

1.

團體輔導：透過全校性講座及活動，加深學
生對有關專題的認識和了解；

10. 作為學生家庭、學生與學校間之橋樑，加強
彼此間之溝通，促進家校合作；

2.

小組輔導：針對小組問題作出輔導，例如補
習班等；

11. 與社工保持聯繫、溝通；

3.

12. 全面推行品德教育，藉此推動學生品德、群
育之雙軌發展；

個別輔導：對個別學生的問題作出輔導，個
案處理。

V. 個別輔導

13. 訓練領袖生具服務精神，協助舉辦及推行全
校性活動等；

1.

定期性的面談；

2.

有計劃、行為目標；

14. 進行團體（例如全校講座）、小組（針對小
組問題作出輔導，例如沉迷網絡小組）及個
別輔導等；

3.

評估及跟進。

15. 作定期評估及跟進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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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老師如需要轉介個案，可直接聯絡輔導主
任或駐校社工，學生也可自行接觸輔導組老師或
駐校社工。

G

rowth

個人成長

我們必須接受失望，因為它是有限的，但千萬
不可失去希望，因為它是無窮的。
We must accept finite disappointment, but we must
never lose infinite hope.
Martin Luther King

Growth

惠僑英文中學

個人成長
成長就是酸、甜、苦、辣的交集。青少年在成長的路上難免會遇到
挫折，輔導組為此特別舉辦了「中一迎新歷奇營」、「新來港學童適應
計劃」、「新生加油站」及「校本課後及學習支援計劃」等活動，幫助
學生突破障礙，建立互信互助的夥伴關係，增強個人抗逆能力及溝通技
巧，從而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及自我形象，開展他們愉快的校園生活。

中一迎新歷奇營
每年八月中旬舉辦的「中一迎新歷奇
營」，已成為每一位中一新同學開展人生
新一頁的里程碑。在老師和學長的陪伴
中，他們從不同的群體活動中，提升溝通
及解難能力，建立互助互信的團隊精神，
體驗了「惠僑一家」的關愛校園文化，並
學習成為敬師愛友的「惠僑人」。

在學長協助下完成任務
在歡笑中提升抗逆能力
目標一致，成功就在眼前

8

成長新一頁由此展開

G

rowth

師生情誼由此刻開始建立

學生感想

1B 陳瑞棟

中一迎新營令我難以忘懷。我還記得和師兄、

師姐在「疊氣球」的遊戲中，同心協力地把氣球疊

個人成長

同心協力，凡事可成

1A Zahnib
In August, I joined the S1

得最高，並且獲勝的片段。而在每一個

Orientation Camp. I enjoyed

讓我感受到的朋輩之間互相幫忙、互相

assigned to a group with 7 caring members.

活動中，學長們總是不斷鼓勵著我們，
扶持的「惠僑」精神。

it so much! At the camp, I was

On the first day, we played games such
as treasure hunt. At night, we participated in
two special events. The first event was Night
Walk, in which we had to walk around the
camp site with our eyes covered. We had to
trust our teammates’ instructions and walk
through obstacles. In the next event, we had
to work as a team to accomplish some tasks.

歷奇活動，放飛自己，放飛夢想

The events were challenging but rewarding!
On the next day, we needed to complete
several tasks in a competition. At the end, our
group won! We were very excited!
The camp was really great! I made new
friends and learnt a lot, for example, the
importance of teamwork and being confident.
I would love to join the school’s camp again!

滿懷信心，挑戰自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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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
面對一個陌生的環境，人總會有一點恐懼，一絲
不安。新來港學生同樣也面對不少適應上的困難，例
如語言溝通問題，對社會欠缺歸屬感等等。本校關注
新來港學生的需要，推行「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
內容包括生活輔導及英語輔導。
生活輔導方面，參與學生在資深的社工帶領下，
透過定期聚會、義工服務、景點參觀等，增加彼此的
認識及支援，並進一步認識香港的人和地。在英語輔
導方面，活動著重發掘學生對學習英文的興趣，消除
對英文的恐懼。參與學生均表示計劃使他們更快投入
新的校園生活，適應香港的生活。

5B 繆佩欣

這個計劃令我感到學校的老師們和

社區的義工都很友善，對於我們不懂的

4B Liang Yaocan
Having participated in the

地方，他們都很耐心地解答及幫助。活

activities for the new immigrants, I

們。當我看到長者們在老人院孤獨的樣

acquired various skills such as communication skills

動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探望長者
子，我學會要珍惜我身邊的長
輩們，也要孝順父母。

10

齊齊賀聖誕

學生感想

大家一起分享來港的所見所聞

adapted to the life in Hong Kong easily. Besides, I also
and learnt more about the traditions and cultures of
Hong Kong. I hope the school will keep organizing this
meaningful programme.

暢遊海洋公園

G

rowth

個人成長

義工服務獻愛心

你好，新朋友

積極投入每一個活動

派對的開心時光

照顧老人，關懷社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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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網絡計劃及
「Be NetWise新媒體素養教育計劃」
輔導組參與由復和綜合服務中心舉辦、優質教育基
金資助的「學生支援網絡計劃」，計劃內容覆蓋全面，
包括：家長講座、教師培訓日及學生網絡治療小組工作
坊等，以協助本校學生建立正確的網絡行為。另外，
亦同時參加香港青年協會舉辦的「Be NetWise新媒
體素養教育計劃」，於電腦科課堂內結合校本課
程，為初中學生提供媒體素養的培育，從而建立學
生正確使用新媒體的態度，提升他們的批判能力、分
析力、正面價值觀和責任感。輔導組在網絡媒體素養的
積極培育，去年獲頒發「至正網絡校園之健康使用互聯
網」獎勵計劃銅獎，以茲表揚。

寓學習於遊戲

自製「正面網絡」的宣傳品
學生在上「新媒體正面睇網絡形象篇」的課程

12

動動腦筋，訓練解難思維

一起認識善用網絡媒體的好方法

G

rowth

個人成長

自強計劃及火鳳凰計劃
為鼓勵學生主動及積極面對過失，輔導組設
立了「自強計劃」及「火鳳凰計劃」，讓參與學
生改過遷善，重新建立健康、正面的自我形象。
參與學生必須接受不少於十五個上課天的評估、
透過「好人好事紀錄」及參加「補過工作坊」
（義工訓練 服務）作「功過相抵」，以建立一
個良好的習慣、正確的人生態度。當學生完成有
關要求，便可抵銷其缺點紀錄。

自強及火鳳凰計劃紀錄冊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課後計劃）主要是
為清貧學生提供多一些支援和機會，為他們舉行各
類型的課後活動，包括區本補習班、全人發展活
動，以至技能訓練等，藉此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
豐富課外的學習經驗，並增強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和
歸屬感。

新生加油站

姑娘
友善親切的駐校社工徐
大家庭
僑
惠
帶領中一新生認識

同學們與駐校社工一起討論，樂趣多多

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輔導組夥同校內社工開設不同的成長小組，透過專業指導及經驗分享，協助有不同學習
需要的學生，建立多元的支援網絡，讓他們在校園生活及學習上得到更適切的支援。此外，
輔導組亦與家長緊密聯繫，透過家校的溝通和合作，陪伴學生同行中學成長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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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時事講座

健康教育活動

「成長小組」活動幫助學生
建立更積極正向的人生態度

沉迷賭博
來」論壇劇場由
未
我
出
』
賭
『
「
發人深省
自演出的話劇，
親
」
人
來
過
「
的

預防藥物濫用工作坊以遊戲
形式讓學生認識常見毒品

14

學生上台扮演賭徒的
兒子，勸父親戒賭

「青少年焦慮情緒」講座教導學生
如何面對在成長中出現的焦慮情緒

G

rowth

個人成長

輔導組領袖生培訓
輔導組領袖生肩負著為同學服務的使命和
工作，在上任前，他們需參加「輔導組領袖生
培訓工作坊」，以獲得全面的培訓。藉着不同
的培訓活動、討論與分享，加深了領袖生對自
我的認識，提高了溝通及協作能力，以協助輔
導組舉辦不同的活動，促進校內互助互愛的精
神，同心建構關愛和諧的校園文化。

在活動中體會
溝通的重要性

正面的態度是成

在培訓活動中建立默契

我們都是積極樂觀
的輔導組領袖生

為領袖生的必要

條件之一

動力火車，開動吧！
開闢關愛的道路

肩 負 使 命 ， Ｗ e ar
e re ad y！

人才濟濟，同心共建關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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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生
心聲
輔導組副領袖生長

4C 廖浚偉

成為輔導組領袖生長，讓我明白「輔導」的角色是協助

同學建立獨立思考、迎難而上及團結融和的精神。

在中一迎新營中看到中一學弟們，我猶如看到昔日的自

己。我希望可以用我所學，幫助學弟們，如同以前幫助我的
學長們一樣。在迎新營的一連串活動中，我努力地擔負著輔
導者的角色，對學弟們循循善誘。看著他們的笑臉，作為學
長的我亦深感安慰，這成為我日後幫助他人的一股動力，亦
希望這種助人的「輔導」精神可以傳承下去。

輔導組副領袖生長

4B 閻

諾

輔導組舉辦了許多活動，例如「禮貌之星選舉」、

「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等，其中令我最難忘的就是
「朋輩輔導計劃」。作為輔導組領袖生長的我，能夠有
機會在交流中得知學弟學妹們的所需所求，然後盡我所
能去幫助他們解開學業及生活上的難題，讓他們感受到
來自校園的關愛，並建立起一份珍貴的友誼。

未來的日子，我希望繼續努力為同學服務，讓他們

在一個和諧、關愛的校園環境內快樂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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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代人課室裡面的哲學和理念，便是下一代
政府的。
The philosophy of the school room in one generation
will be the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 in the next.
Abraham Lincoln

惠僑英文中學

校園生活
「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在學校這個廣闊的天地裡，輔導組
不遺餘力地推動及支援學生全人發展，從禮貌運動、敬師運動、開心生
日會、師徒計劃至朋輩輔導計劃，用心為學生創造一個愉快的校園生
活，讓學生自由地施展才能，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

敬師運動
每年的敬師運動，內容都非常豐富！深受師生
歡迎的「師生競技比賽」，在講求合作精神中，拉
近師生之間的距離。「班牌設計比賽」和「敬師歌
詞創作比賽」，讓學生透過藝術創作，發揮創意，
表達對老師的心意。此外，學生除了可以藉著寫
「敬師咭」向老師傳達心意外，更可在每年敬師運
動的壓軸環節— 「敬師才藝表演」中，透過不同
的表演方式，盡訴心中感謝師恩之情，將「惠僑」
敬師愛生的關愛文化繼續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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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鄭校長帶領老師們悉心地照顧每一位學生

同學齊心協力完成師生競技比賽

S

校園生活

chool life

猜猜我們的班別
4B 吳雍慧

學生感想

講求合作精神的班際「師生競

技比賽」是我每年都最期待的學校

同學們高歌一曲頌師恩
5A Rachel Yeung
Salute to Teachers Talent
Show.
I enjoy every moment of

活動。

the Salute to Teachers Talent Show.

激。節目豐富，包括「運球障礙賽」、「四人八

preparation for the performance.

都全程投入，真的能做到師生同樂﹗

class in the school playground for the video

每年的班際「師生競技比賽」都十分緊張剌

足」、「無敵風火輪」等等，無論同學，還是老師
我很享受那天熱鬧的氣氛，快樂的時光就在所

有參與的同學和老師的歡呼和打氣聲中度過了。

I still remember the process of
The most difficult task was to get the
recording. But finally we did it successfully.
It was a cheerful and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and I long for the show of next
year.

師生競技比賽，場面十分熱鬧

老師的打氣是我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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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貌運動
為培養同學們在日常生活中以禮待人的
習慣及尊重別人的態度，輔導組推行全年性
的禮貌運動。當中包括由班主任、領袖生及
中一學生每天清晨向師生及街坊問好的「禮
貌說早安」活動、並有全校學生參與的「禮
貌吉祥物設計比賽」，以及由全校師生投票
推選出待人有禮的「禮貌之星」選舉等等。
在多元化的活動過程中，讓學生在校園內實
踐禮貌人生，共建和諧校園。

他們就是待人有禮的「禮貌
之星」，恭喜！恭喜！

街坊都能感受到我們溫馨有禮的校園文化

20

一班精神抖擻的中一同學正在
向回校的同學說早安

親切的笑容，為全校師生掀開新一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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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貌吉祥物：BoBo & Lily
6B 譚鈺琼

簡單一 句話便 能讓
同學感 受到溫 暖

學生感想

禮貌，是指對人謙恭有禮的態度。

對個人而言，禮貌的態度是別人建立對自己良

好印象的第一步，亦是個人修養的基本表現。我們
要學懂凡事都抱著感激之心，平常多說問候、感謝
的話，讓有禮的態度成為我們生活的一個習慣。

對社會而言，禮貌能使人與人之間更和諧。朋

友之間的一個會心的微笑，令冷漠的生活增添溫

暖。面對陌生人時，一句問候往往能打破相互之間

的隔膜，不論是工作、交友，都能起到
很大的幫助。

對人有禮，既能利己，亦能利

人，希望各位同學能夠領會和實踐，

並在生活中保持著這個有禮的態度。

5A Arminder Singh
I feel very happy and
honored to be nominated
as Stars of Cour tesy. As a
student, I remind myself to be polite to
people around. I always greet my teachers
and my fellow classmates with a pleasant
smile. I am glad that my courtesy has made
a good impression. I would continue to be
nice to every person that I meet and be a
warm-hearted person. I also hope that I can
motivate and encourage my classmates
to have good manners. I believe that this
is constructive to the class environment.
More importantly, having good manners
is certainly a cornerstone for us to become
successful people!

「禮貌之星」與老師們的開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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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綜合服務計劃
正值青春期的同學們容易在個人生理、與異性相處
上產生迷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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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抉擇— 性通識教
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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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讓學生
在輕鬆多元的活動中，認識兩性相處之道，同時建立正
確的價值觀及自我形象，並學懂自愛，在成長路上早作
準備。

兩性相處是成長

模擬經歷不同的戀愛

情境

寫出自己的價值觀，
進一步認識自己

中重要的課題

在開 放的 空間 中
表達 個人 意見

22

在輕鬆的氣氛下帶出嚴

肅的話題

提出疑問，一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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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開心生日會
“Happy Birthday to you……”禮堂中迴盪著歡快愉悅的歌聲，全場師生在鄭校長的帶
領下一起高唱生日歌，為中一及中二的生日之星慶生，場面溫馨感人。
為了讓中一及中二的學生更深刻地感受到惠僑一家的關愛文化，輔導組每兩個月舉辦一
場別開生面的生日會。在生日會上，除了預備生日蛋糕外，亦送上獨一無二的生日熊及生日
抱枕作為禮物。藉著生日聚會，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在一個溫暖、和諧的大家庭中快樂成長，
讓他們的中學生活留下難忘美好的回憶。

吃生日蛋糕樂趣多

許個願，希望學業進步！

色彩繽紛的生日蛋糕

校長、老師、同學齊齊為我們慶祝生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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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林穎怡

快樂是一個過程，只要我們去經歷

就能得到。快樂沒有起點終點，只有一
個狀態，那就是融入其中。感謝學校這
兩年來為我們精心準備開心生日會。每
次，我都樂在其中，心裡有說不出的感
動。生日會中，可以聽到全級同學為我

唱的生日歌，可以收到學校精
心為我準備的別出心裁的

禮物，可以吃到可口的

零食及生日蛋糕，還可

以收到朋友們出於真心

的祝福，更讓我感受到惠

僑大家庭的溫暖。

在訓練營中舉辦別開生面的生日會

學生感想

1A AHTISHAM AHMAD

Birthday Party of Wai Kiu Family
It was a shiny day on the ninth of
December and it’s a bit cold too.
My sister and I went to school together
as we do every day. After several classes, it was
our lunch time and while we were having our lunch, a
senior form student entered our classroom with manners.
She whispered to the teacher who was in charge of
looking after us. Then she shouted out some names of
my classmates and gave them a headband which had
a Happy Birthday sign on it. I knew it straight away that
those students were Birthday students. After that, she
said ‘As the bell rings, please go down to the hall and we
will have a Birthday Celebration.’ When we went down to
the hall, there were other classes too! All the S.1 and S.2
students were there. We played some mini games and
ate snacks which were our favorites. Everything was full
of joy and surprises! I hope there can be more parties like

24

「開心生日會」讓學生體會
到惠僑一家的關愛文化

this on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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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雋語
輔導組推行的「晨光雋語」邀請不同學科的老師
在早上短講，與學生分享時事、故事、人生觀、價值
觀，以及班級上的現象等不同的主題，如「勇於承
擔」、「勤奮向學」、「博愛感恩」、「自律自信」
及「愛護環境」等，從而潛移默化，讓學生學習課堂
以外的知識，並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念及積極
的人生態度。

同學們分享學習的樂趣

林鎮宇老師準備了紙卡
與學生分享博愛與感恩

麥Sir以不同事件做例子，
寄望同學們好好讀書，令 我願意和同學們分享我的讀書方法
將來出路有多個選擇

晨光雋語是美好一天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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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學長計劃
「初中學長計劃」是由中二及中三的學長帶領中一的學弟妹，通過活動和聚會，協助
他們適應中學的新生活。透過計劃，學長們可以提高自己的溝通能力和領導才能，感受助
人的喜樂；而學弟學妹們可以更好地適應新環境，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態度。此外，在雙
方的互動交流中，更建立一份深厚的友誼，在溫情滿溢的校園中互相扶持、互相關懷，一
同成長。

學長陪著中一同學成長，令他們能更快融入校園生活

兩位師姐與中一同學一起打
排球，齊齊趕走學業壓力
26

球場上的友誼

學長向中一的學弟介紹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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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輩輔導計劃
「朋輩輔導計劃」目的是協助
中一同學更快適應中學生活，促進
校內互助互愛的精神，以及加深學
生對學校的歸屬感。是項計劃邀請
中四級或以上學長成為朋輩輔導
員，以二至三人一組帶領五至六名
中一級學弟妹，定期共晉午膳，建
立關係，讓中一同學有機會與高年
級的學長們分享於學校或生活上的
點點滴滴。此外，學長們更會與學
弟學妹們分享學習的方法和技巧，
並在學習上給予指導，特別是英文
學習的輔導。這可以同時鞏固自己
所學，達到雙贏效果。

第一次聚會時中一的同學
將他們遇到的困難寫下來

我們和師姐聊得很開心

藉著午膳時光，輕輕鬆鬆說英文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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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級師徒計劃
DSE壓力大，為了與學生並肩作戰，「高年級師徒計劃」為每位應屆考生都安排了
一位任教的老師作為他們的人生導師，透過定期聚會提供指引及支援。計劃多年來獲得
學生廣泛好評，不少學生在畢業後仍和當年的「師傅」保持聯繫，不忘師恩，延續「一
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師徒關係。

師徒在天台花園的休閒小聚
願原力協助大家面對DSE！

Mi ss Wo ng 送 給 大 家
哆 啦 A夢 的 法 寶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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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老師
心聲
姚健威助理輔導主任

獲得傑出成就的學生，總是較易獲得

注視和讚譽；而我更在意於「失意者」的
面容和身影。我想：每一位「成功者」在
獲得成功前，總有灰心失意的時候，他們
所需要的，正是別人的陪
伴和支持。作為一名
「輔導者」，在學

生感到迷惘和無

力時，我願與他
同行，讓他重拾

信心和動力的笑

臉，逐步踏上成功

之路。

邱虹虹老師

「輔導」是愛的培育，好讓學生在

一個有愛的環境下成長。無可否認，現
在的學生心靈真的比較脆弱，需要更
多的扶持。作為輔導老師，很多時都
需要親身感受學生的經歷，才會明白

學生的感受，否則只會繼續
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耐心聆聽學生的心
靈，感應他們的

感受，贏取學生
的信任，才能對

學生作出最好的

輔導。

關梓瀅助理輔導主任

相信大家也一定聽過

《西遊記》的故事。以
羅家英和周星馳主演的

《西遊記》為例，故事

中羅家英飾演的唐三藏

在取經路上不厭其煩地提

醒周星馳飾演的孫悟空不能太

自我，不能太仼性，更不能不聽從師傅的話。
其實這就跟現今的學生輔導工作相同，老師一
直陪伴著沒有明確目標的學生，希望藉此機會
能將迷失的他們帶回一條康莊大道上。就如故
事中的師徒一樣，他們最後還是能修成正果，
取得西經。

段玉臨老師

校園生活，

正是社會的一
個小縮影，更

如一面鏡子，如實地映照出對與錯，黑與白。社會
上荊棘滿途，盡是誘惑與挑戰，學生們整裝待發，
並肩前進，唯獨欠的就是一盞導航燈；輔導老師正
是提燈者，因應周遭環境的不同，適時將光度有所
調高、轉低。學生儘管錯踏泥濘，也不至於滿身污
泥，損手損腳。

而活動推行的精粹，是要發掘於歡笑背後蘊藏

的價值觀、人生觀。待人之道，禮貌之重人人皆

知，唯有親自體驗活動的過程，從中知己知彼、捨
短取長，才可深深體會，牢記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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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天樂老師

在惠僑的這六年

來，接觸的學生個案

很多，家庭、感情、學
施紅紅老師

「寶貝，你們好嗎？」沒想到這親暱的語氣

是出自梁啟超與子女的書信，他就這麼親切地呼
喚自己的兒女。他非常懂得啟動子女之間的愛，
他讓大孩子去關懷小孩子，「有些事不必問爹

爹，但記得與哥哥姐姐商量」，手足之間相愛互
助就這樣培養出來。

作為輔導老師，我們不也是要這樣嗎？對學

生，教育要有大方向，也要有小細節；要嚴厲，

業……青春期大概算是人

生最多煩惱的一個時期了。有時候，我們
身邊正好有合適的資源，可以直接幫助同
學解決問題；有時候，我們剛巧有相關的
人生經驗，可和同學分享；有時候，我們
除了當個聆聽者外，能做的不多……但無

論怎樣，我想我們作為「同行者」的角色
是不變的，就讓我們繼續「陪著你走」，
過千山過千海。

也要溫柔細膩，並鼓勵及培養他們朋輩之間互助
互愛的一份情。

李良保老師
李嘉羚老師

疼惜你的人令你溫暖，傷害你的人令你堅強。
欣賞你的人令你自信，批評你的人令你勇敢。

這些人可以是你的家人、同學、老師、朋友，

亦可以是你自己！

作為輔導老師，

我經常提醒自己要從

年青人的角度思考，以

年青人的眼光看世界。我深信

要有同理心，才能與學生同行。

有一段時間，我常到一班代課，課

同學們，你要時常疼惜、欣賞自己與別人，在

室內都是素未謀面的學生。他們全都是

順境求變，

好奇心。僅僅數次代課時間，我趁機抓

受到傷害、批評的時候學會堅強和勇敢。
逆境自強，祝大
家能擁有強大的
心靈。

男孩子，正值青春期，對兩性關係充滿
緊他們的志趣，簡單傾談，彼此打開了
心窗。面對年青人對兩性的疑惑，只要
不迴避，分享正面訊息，循循善誘，便
能引導他們思考和成長。

以同理心關顧學生，是我感到最欣

慰、最滿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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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溪溪老師

提到「老師」這個職

業，通常會讓人聯想到滔

Mr Siu Hoi Leung, Sebastian
Working as a counseling

滔不絕、口若懸河、妙語連

teacher in Wai Kiu College

但作為一位輔導老師，卻往往更多

I am grateful to Mr

珠，甚至是喋喋不休的場景。

時候擔當一名安靜的聆聽者，聽學生訴說心聲，訴
說生活中的喜怒哀樂。有時，也會聽到一些「雞毛
蒜皮」的小事，比如莫名的口角或者突然被打翻的
友誼小船……但轉念一想，自己小的時候，這些我
們現在看來的小事不都也是天大的事嗎？

當一個學生對你敞開心扉而娓娓道來的時

候，信任，也油然而生。這種被信任的感覺，每一
次都讓我更加深對這個職業的熱愛，並重新審視自
己剛入行時候的初心― 「我教的並不僅僅是某

個學科，我教的是孩子們。」

余美圓老師

曾經聽過一個由史丹

福大學學者做的「棉花糖測

試」實驗，對象為四歲的小孩

子。小孩被關在一個獨立的空間

裏，其中內放了一粒棉花糖，並提醒他假如20分

鐘後還未吃那粒糖，便給他多吃一粒。這個測試旨
在研究小孩子的自律能力。

十多年後，調查人員重訪當天的實驗對象，發

現當初有自律能力，能夠堅持到底的小孩，在學業
和成就都比起那些提早吃了棉花糖的較為成功。

專家的結論很簡單，自小懂得先吃苦、後享受

的人，會更為堅毅不拔，做任何事都會更成功。

各位同學，這個測試對你有沒有啟發呢？希望

大家在面對挑戰和困難時，能抗拒誘惑、壓抑衝

動，堅定意志、永不放棄，最後必能享受到甘甜豐
碩的成果。

is definitely a blessing.
Wong, the counseling
head, who supports all
members unconditionally
and gives invaluable advice to us
when facing difficulties. Besides, I cherish
students who trust me, sharing their ups
and downs, their success and failure as well
as their frustration and their dream. While
working out ways to help students tackle
their problems, I learn a lot about life myself.

蘇嘉寶輔導助理

聆聽是一種藝

術，先學會聆聽才
能得知說話者的
想法、觀念，然

後在腦子裡思考、
排序，代入說話者
的感受，從他們的

觀點看事情，繼而

給予他們合適的支

持，事情也能變得事半功倍。

喜歡聆聽多於說話的我，遇到帶著不同情

緒來向我表達感受的同學，總會先給他們足夠
的時間暢所欲言、說個痛快。輔導除了給予學
生方向、提示、鼓勵外，使他們有足夠的空間
表達自己感受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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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生
心聲
輔導組副領袖生長

4B 邱榮寶

輔導組每年都舉辦許多活動，藉此推廣

校園的關愛文化。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禮貌運動」。每個早上，踏入校門都有師
弟師妺和我打招呼，簡單的一句「早晨」
都讓我感到窩心，亦突顯惠僑是一所充滿

愛的學校。特別在冬日的早上，即使寒風刺
骨，也會份外感到温馨，無限的暖意直達心
裏。作為輔導組領袖生長的我，在未來的日
子，會全心全意為惠僑的同學服務，讓他們
在滿有溫情的校園裏愉快地成長。

輔導組副領袖生長

4A 鄭紫晴

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就是處事以及對待別人的

態度。輔導組的活動正正是幫助同學建立正面積極
的人生觀，例如「性教育綜合服務計劃」、「晨光雋
語」、「敬師運動」、「禮貌運動」等活動，都能夠
培養同學以正確的態度待人處事。

而作為輔導組領袖生長的角色，在校園的關愛文

化的推廣上，如「朋輩輔導計劃」，可以協助學長及

老師真正了解師弟師妹的需要；在籌辦活動上，如
「中一迎新營」，我們的積極參與可以令活動的進行
更順暢，成效更大。我相信校園內師生之間的愛，正
一點一滴地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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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親子

家是我們所愛的地方，雙腳可以離開，心卻
不能。
Where we love is home, home that our feet may
leave, but not our hearts.
Oliver Wendell Holmes

惠僑英文中學

家庭親子
親情是支撐我們搏擊風浪的桅杆，是給予我們安逸的避風港。輔導
組深明在學生的成長路上，家校聯繫與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
輔導組透過「家訪計劃」、籌辦不同類型的家長講座等，讓家長更瞭解
子女面對學業及成長的挑戰和需要，讓學子們在父母與師長的陪伴下健
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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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的家長講座
及工作坊，包括：「升中伴你行」、
「捉緊少年心」、「中三升中四選科
簡介」及「如何在家庭建立優質網絡
文化」、「財智GOAL飛— 親子理
財」、「eClass 手機應用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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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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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溝通，同心培育，體現惠僑的關愛精神

中一級班主任與家長一同認識學生升中後的需要

F

amily

父母與子女都要學習如何管理情緒

家庭親子

社工給予家長們專業的意見

羅乃萱女士主講「成為孩子的同行者」家長講座

家長紛紛拍下簡報的內容

互動交流，了解子女成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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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享：【種樹者言】
陳廷三博士：養兒育女最終為了甚麼？
陳廷三博士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專業顧問，專責家長教育、
學生輔導及學校訓育等課程。育有一對2字頭的兒女。
「有無搞錯啊！阿媽，就嚟食飯啦，你點可以畀餅乾阿女食呀！」兩代之間的爭拗，是
新一代父母的難題之一。有時聽見新手父母們抱怨連連，我會問他們兩條問題，第一：你覺
得你錫囡囡多些，還是你媽媽錫孫女多一些？答案通常是— 我阿媽錫到個孫「飛起」。第
二：你認為你湊小朋友的知識和技巧高些，還是你媽較好？聽到的幾乎都是— 我媽當然好
好多。

祖父母更識教仔
你或會發現，祖父母和孫兒的相處，總是特別開心的。因為他們有的不止是外來吸收的
「知識」，還有自身的經驗，他們深明，究竟甚麼才是重要的。飯前的一塊餅乾，是否就那
麼 powerful，吃了會死人？一塊無關痛癢的餅乾，可以令孫女快樂起來，我相信任何一個大
人都會去做。這不是出於縱容，而是愛的流露。
為甚麼我們的爸媽，唸書都比我們少，卻好像都比我們更懂得當一個爸媽呢？
那個年代，沒太多人出來說三道四，教你如何教仔，我認為，這是很主要的原因之一。
很多「專家」都說做父母要做得開開心心，但千萬別誤解為開心即等如容易。你問很多老人
家，他們必定告訴你，當父母一點不容易。但若你追問下去，問他們若重頭來過，還要不要
生小孩，他們大多答「要」。開心，不因為過程容易，而是在於你能克服當中的困難，看見
孩子的成長。就跟一個種樹的人一樣，過程很苦，但當看到生命的成長，它帶來的滿足，令
一切都變成值得的。

你想孩子怎麼樣？
今天很多為人父母的，都搞不清楚自己養兒育女的 ultimate goal 究竟是甚麼。
有些父母說目標是想子女入名校上大學，我內心即時的反應是「有無搞錯！」今天香港
學校（包括大、中、小），有多少真的能讓學生親嘗知識的美味？還是學生被迫虛耗大量金
錢、時間、精神、體力，在做各式各樣題目偉大到飛起的 project 和 presentation？裡面究竟
有幾多知識是學生真正有接觸及了解的？抑或都是從不同途徑抄襲而來？在這種大環境下，
你還要以入名校、大學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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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父母說：「冇呀，我但求佢聽聽話話，唔好犯事就得。」
有些看似很沒所謂：「冇啊！我只希望佢日後可以搵到兩餐食，養
得掂自己。」我內心即時的反應又是「有冇搞錯！你要求會不會太
低？」這想法並不代表謙虛，而是荒謬、浪費。你口袋裏的 smart
phone 好 powerful，而你只期望它能打出打入？這是一個生命，你
對這生命應有何期望？

生命潛能盡情發揮？
我常用種樹作比喻，你種一棵蘋果樹，你總不會只期望它別生
蟲就可以了吧！你會期望它種出蘋果，這是它潛在的能力。照顧生
命的目標是甚麼？是讓它盡情發揮。當然，人與蘋果樹不同，我們
一早已知道蘋果樹要結的是蘋果，但人呢？內在潛能都在等待我們
發掘。
今天香港最荒謬的地方，是用同一個模具來切菠蘿，看似有效
率，但有的大菠蘿的果肉被浪費掉了，有的小菠蘿切完後仍留有果
皮，醜態畢露。今天孩子最可憐的，是統統都被拿去給學校、爸媽
「倒模」。
我以前是唸工業中學的，那年代，香港家庭還可按照孩子的特
性和家境，把孩子送進不同的學校唸書。今天呢？連工業中學都沒
有了，教育只得一個模具，很多小孩也就這樣被浪費掉了。我看過
一齣關於玉石師傅的紀錄片，玉石師傅在雕琢玉石前，會先拿玉石
來研究一番，觀其特性及色澤才下手雕琢，務求使其最美麗地展現
出來。這才是對生命應有的取態。
原文刊於《FAM樂活家》Issu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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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訪計劃
家訪是學校和家庭溝通的一道重要橋樑，也是
老師和家長交流意見的一次寶貴機會。輔導組特設
「家訪計劃」，除了讓家長增加對學校的認識外，
還可以讓老師多了解學生在家中的言行，家長亦可
了解子女在校的情況及表現。藉著「家校合作」，
彼此更瞭解學生成長的需要，有效及適時地照顧學
生，為學生提供一個更適切的學習及成長環境。

林鎮宇老師及徐麗榕姑娘
家訪1A潘柏澔同學

1C謝佳軒同學、媽媽及黃偉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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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伍煜權同學、媽媽及黃靜兒老師

吳國偉老師家訪2B班杜洛文同學

3A譚俊彥同學、媽媽及施紅紅老師

何志文老師家訪2C班鄺明輝同學

6B岑俊傑同學、媽媽及余美圓老師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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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2C 鄺明輝
程中，
訪
在家 的過
解到兒子在
讓我清楚了
。謝謝老師
學校的情況
及鼓勵。
主動的關懷

1C 謝佳 軒家 長

家長心聲

2B 杜 洛 文 家 長

在家訪的過程中
，讓我
知道兒子在學校
的學習情況
及校園生活，對
兒子有更多
的了解。我很感
謝學校和老
師的關心，讓學
生有一個健
康愉快的校園生
活。

6A 伍煜 權家 長

在與 老師 面談 中， 令
我得 知兒 子在 學校 的學 習

態度 及表 現， 這有 助我 在

家中 對兒 子的 管教 。

這次 家訪 最大 的幫 助是 讓我

自己與孩子的溝通上的需

了解 到

要。家訪的
過程 中不 但讓 我進 一步 認識
學校 的教 育
方向 ，還 可與 老師 在教 育孩
子上 達成 共
識。 我非 常感 謝班 主任 於課
後前 來進 行
家訪 。

家庭親子

1A 潘柏澔家長

在家訪的過程中，我感受到學 校的老師
對外孫的關懷，也了解到柏澔 在學校的學習

情況。這次家訪加強了我對外 孫的理解和信
任。在此，我感謝學校安排是 次家訪。

領袖生
心聲
輔導組副領袖生長

4B 吳雍慧

我和其他同學一樣，是一個普通的中學生，需要

輔導組副領袖生長

4A 黃梓瑩

家校合作是青少年成長中重要

老師的教導和父母的支持。因此，家校聯繫和合作是

的養份。有效的瞭解和密切的聯

辦了不同類型的講座，讓家長更瞭解子女，

樑，讓家長可以更深入了解

我和同學們成長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學校舉
例如：關於「網癮」的講座，令家長瞭解
如何教導子女正確使用網絡，不誤入歧
途；教導家長使用「學校e-class網站
系統」的工作坊，令家長可從中得知

更多學校的資訊和查核子女每天的功

課。輔導組更設立了「家訪計劃」，令

老師與家長能直接溝通，互相瞭解學生
在校和在家的情況。這一切一切，都令
我感到老師和父母對我的關心，增加了
我對學校的歸屬感，也更愛我的家。

繫是家長與學校之間重要的橋
子女在學校的生活，讓親
子間的感情更進一步。
因此，輔導組每年都會
舉辦不同類型的家校活

動，例如家長講座、家

訪活動等，拉近家長、老

師與同學之間的距離，令
彼此的關係更融洽，我也
是其中的一名受惠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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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社會

社會猶如一條船，每個人都要有掌舵的準備。
A community is like a ship; everyone ought to be
prepared to take the helm.
Henrik Ibsen, An Enemy of the Peopl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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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社會

邁向社會
人人都奉獻自己的一分力量，世界將變成美好的明天。惠僑「關愛
文化」的推廣並非只囿於校園之內，更推而廣之，惠及社區，培育學生
成為「愛己愛人，愛校園、愛家庭、愛社區」的青年領袖，為日後回饋
社會作好準備。

深水埗社區中小學協作計劃
本校參與「深水埗社區中小學協作計劃2016」，讓學生能
發揮所長，指導區內的小學生，在教與學的過程中學習關愛的
真諦，從而達至教學相長的目標，締造一個團結友愛的社群。
此計劃是由深水埗學校聯絡委員會主辦，深水埗
民政事務處及教育局協辦，對象是深水埗區內就讀的
小學生。而惠僑的配對學校是連續五年的好伙伴—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活動主題是「延續
關愛，中小共融」。整個計劃包括「視藝坊」、「日
用英語」、「英語美食工作坊」、「體適能訓練」及
「繪本閱讀講故事」，學生們寓學習於遊戲，表現投
入，在歡笑聲中度過難忘的時刻。

讓我和小師弟來一張合照吧

一眾學生義工在中小學協助計劃閉幕禮合照，為一系列的活動劃上完美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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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和外籍老師學習實用
英語，手舞足蹈非常投入

看我們的收納紙盒多漂亮

「繪本工作坊」邀請了兩隻大恐龍一起來玩遊戲

42

我們率先完成製作收納盒啦！

每人 有一 隻小 恐龍 ，開 心樂 融融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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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基金計劃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為期三年，旨在鼓勵青年人規劃未來、養成建立資產的習慣，並同時
累積儲蓄和無形資產（例如正面態度、個人抗逆能力和才能，以及擴闊社交網絡等）。
自二零一六年一月起，學生正式啟動「個人發展計劃」，透過動用學生與家長兩年的儲
蓄基金，以及從計劃獲得的配對基金和政府獎勵基金，讓學生為自己訂下的目標，實踐個人
發展計劃。
學生表示在導師的指導下，引導他們優化人際關係及提升溝通技巧，訂立個人短期及長
期目標，建立儲蓄習慣，學會如何在生活中節省不必要的支出及正確的理財概念，並且讓學
生了解自己，認識自己的才能。另外，師友計劃的大哥哥、大姐姐和藹可親，讓學生認識到
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擴闊生活圈子和眼界，並與師友建立了一份深厚的感情。

「起動」分享會

追夢營⸺ 著手規劃
我的人生路

師友計劃的大姐姐與我們
分享她追夢的經歷

新春聚會定立新一年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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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心聲《一支無用的筆》
徐姑娘想跟大家分享一則來自同學的、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有一位讀書成績較遜色的同學，他內心的深處一直覺得自己
沒有用，因而十分自卑。可是最近卻發生了一件小事，令他茅
塞頓開。那天正值小測，開考時他才發現自己忘記了帶筆，正自
徬徨焦急之時，忽然發現書枱上竟然擱著一支筆。這一下喜從天
降，同學正暗自慶幸欣喜，卻發現這支筆是損壞的，只能勉強書
寫，想是別人嫌它沒有用，丟棄在同學枱上，可是他卻因為它而
順利完成了測驗。
這一件小事令同學忽有頓悟：就算是一支損壞了的、別人眼
中沒有用處的筆，只要遇上了適當的時機，落在有需要的人手
上，一樣能發揮它的功用！

駐校社工

徐麗榕姑娘

領袖生
心聲
輔導組總領袖生長

5C 王玉鳳

作為輔導組總領袖生長，我認為我們
的責任是推動學校的關愛文化，營

造一個友善、親切的校園環境，使
學生可以在校園裡融洽共處。另
外，亦需輔助老師籌
備活動，例如「禮貌
運動」、「朋輩輔

導計劃」等。在籌

備和推動輔導組活

動中，培養了我隨機應

變的能力以及優秀的領導

才能，更使我領悟到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令我獲益良多。我

相信在輔導組汲取的經驗，無

論對於我生活或是處事上都有著

顯著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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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副領袖生長

5C 袁宝琼

作為一名輔導組領袖生

長，我願意肩負重任，協
助老師推動多元化的活
動，為同學建立一個愉
快的校園生活。除此之

外，我也願意走出校園，

為社區服務。我曾經參與深

水埗社區中小學協作計劃，到配
對的小學舉辦視藝工作坊，教導

小學生摺紙。我們能藉著多元化

的課外活動，擴闊社交圈子、傳遞

關愛之情，在幫助別人的同時，也令

自己獲益良多。我希望以後能繼續盡自
己一分綿力，為大眾服務，讓更多的人
受惠，締造一個團結友愛的社群。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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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纍纍

如果你試圖尋找競賽的捷徑，那麼競賽也
一定會令你早早出局。但如果你付出努力，那麼
好的結果將會回報你。這就是競技場上的
真諦，人生也是如此。
If you try to shortcut the game, then the game will
shortcut you. If you put forth the effort, good things
will be bestowed upon you. That’s truly about the
game, and in some ways that’s about life too.
Michael Jordan

惠僑英文中學

果實纍纍
為了擴闊學生的視野及促進個人成長，輔導組除了在校內舉辦各種
比賽外，還鼓勵學生參與不同性質的校外比賽，讓他們發展潛能、挑戰
自我，為日後回饋社會作好準備。

禮貌家族角色設計比賽

高中組冠軍 5A鄧璦津

初中組冠軍 3B張靜怡

禮貌吉祥物角色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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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組冠軍 3A陳易儒

高中組冠軍 4B譚惠方

A

chievement

果實纍纍

向老師致敬：敬師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高中組冠軍 6A謝樂詩

敬師運動委員會

「向老師致敬」
給老師的一封信

徵文比賽冠軍作品
6C 段維清

親愛的老師：
久仰山斗，時深企念。入秋，陣陣的秋風亦愈蕭瑟。老師近來一切安好嗎？幾
度春秋過去，您輕誦詩詞的聲音卻不時縈繞於腦海，那一句句警世箴言也盤亙於
心。「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老師您的教誨令我在書海浩瀚中自在暢遊，更讓我
在人生旅途上勇敢向前。

得獎作品獲公開展覽

還記得那次放學補課，一整天的課堂早已磨光同學們的專注力，或望窗外，或
低頭輕聲交談，或托腮闔眼。您講課的聲線依舊如故，黑板上的字跡仍是清晰有
力。分針愈發逼近結束的時間，同學們喜樂之情愈發流露於表。您合上書，說：
「不積硅步，何以至千里？」 短短幾字，卻叫我們深深反思。是您教會我們堅毅的
道理；是您在我們想要放棄退縮時像無言的巨人，在背後鼓勵我們；亦是您伴隨我
們勇敢向前去追夢，和我們一起面對難關。荀子所言：「鍥而不捨，金石可鏤。」
教會我們這個道理的人，正正是您！
老師您教導我們的更不單是學習上的堅毅，更是對夢想的堅持和力臻完善的精
神。無論是班際比賽或是校外賽事，無論是勢均力敵或是雲泥之別，無論是成功或
是失敗，您總用行動告訴我們，做人應力臻完善，應懷抱希望拼盡全力。一次，又
一次，您鼓勵着我們帶著這種力臻完善的精神面對每一件事，和我們分享一次次的
力臻完善背後的喜悅。我時常在想：這種精神雖不令我每一次都獲得颯颯而立的
成功，但這種精神讓我嘗到發自內心的喜悅，讓我重獲昔日只重視結果而忽視的過
程，令我明白屈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胸懷抱負。
古有楊時程門立雪，屹與門前不畏風雪，只因不願打擾正在休息的老師。更有
九五之尊漢明帝，為老師親自送葬，盡顯尊師之禮。老師由古至今，無論在知識學
習的道路，或是在為人處世的認知都是至關緊要。對老師您的感謝之情，又怎是草
草幾句就可一一道盡的呢？「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我希
望腳踏實地，以自豪的成績來回報您的培養，讓老師您感到一絲絲欣慰。

榮獲 全港 徵文 比賽 冠軍

秋雨驟然落，謝師之意卻未停。老師，您近來安好嗎？
學生

維清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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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
獎項名稱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2016-2017
司徒華教育基金：第五屆「好學生．
好老師」表揚計劃─好學生獎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2016
黃廷方獎學金 2016
第八屆深水埗區傑出學生選舉
─優秀學生獎

舉辦機構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教育局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得獎者
全校師生
閻

教育局 扶貧委員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黃廷方慈善基金
深水埗學校聯絡委員會 深青社
深水埗區傑出學生協會

諾

賴曼婷、閻 諾、蔡穎峰
閻 諾
高中組：王玉鳳、袁宝琼
初中組：黃 麥、馮渭晶

2015-2016年度
獎項名稱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2015-2016
第七屆深水埗區傑出學生選舉
─優秀學生獎
司徒華教育基金：第四屆「好學生．
好老師」表揚計劃─好學生獎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2015
黃廷方獎學金 2015
向老師致敬 2015─「中文徵文比賽」冠軍
向老師致敬 2015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優異獎
深水埗優秀青年
2016年「明日領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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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敬師運動委員會

段維清、王玉鳳、冼家宝
王玉鳳
段維清
譚惠芳

深水埗民政事務署

江文康
羅佰欣、柳欣然、鄭紫晴
蔡穎鋒、冼家宝、袁宝琼

傑出青年協會

第五屆「好學生．好老師」
表揚計劃―好學生獎

三位同學榮獲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 2016

得獎者
全校師生
高中組：江文康
初中組：段維清、王玉鳳
江文康

教育局 扶貧委員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黃廷方獎慈善基金
敬師運動委員會

教育局

第四屆「好學生．好老師」
表揚計劃―好學生獎

延續關愛文化，讓惠僑
成為師生的大家庭

舉辦機構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教育局
深水埗學校聯絡委員會 深青社
深水埗區傑出學生協會

三位同學榮獲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 2015

六位同學榮獲2016年「明日領袖獎」

輔導服務熱線電話
政府部門 輔導機構
社會褔利署「求助熱線」
醫院管理局「精神科諮詢熱線」
香港心理衛生會「心理健康資訊電話服務」

服務時間
24小時服務熱線
24小時服務熱線
星期一至五
14:00-22:00

電話
23432255
24667350
27720047

服務時間

電話

兒童及青少年輔導服務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精神健康諮詢熱線」
生命熱線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明愛「向晴熱線」
協青社「青年熱線」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輔導熱線」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輔導熱線」
心情行動基金
香港健康情緒中心
人際輔導中心
學友社「學生專線」
東華三院「關懷熱線」
香港明愛「跳出沉溺專線」
香港青年協會「關心一線」
家長支援服務
香港家庭福利會「家庭支援熱線」
心暖心輔導中心有限公司「心暖心熱線」

星期一至五

10:00-12:30
14:00-17:00

24小時服務熱線
24小時服務熱線
24小時服務熱線
24小時服務熱線
星期一至五
星期一至六
星期日
星期一至五
星期一至六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星期一、三、五
星期一至五
星期一至五
星期一至六

23820000
23892222
18288（轉駁86）
90881023
19:00-10:00
27116622
10:00-22:00
27316227
14:00-18:00
10:00-17:00
23012303
09:00-18:00
28330838
09:00-17:00
25238979
10:00-13:00
19:0-21:00
25033399
14:00-18:00
25480010
12:00-23:00
31617777
14:00-02:00
27778899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日
星期一至六
星期日

09:00-21:00
10:00-22:00
14:00-18:00

香港小童群益會「兒童身心發展」家長專線
和諧之家

24小時服務熱線

性教育及求助支援熱線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青少年性教育熱線
衛生署「紅絲帶中心」性博士熱線
母親的抉擇
愛滋熱線
明愛「愛情專線」
護苗基金

服務時間
24小時服務熱線
24小時服務熱線
星期一至日
24小時服務熱線
星期一至五
星期一至五

藥物、酒精或賭博支援
東華三院「濫藥輔導熱線」

09:00-22:00
12:00-23:00
11:00-19:00

明愛展晴中心「戒賭輔導熱線」

81012929

電話
25722222
25543399
23372121
28682022
27802211
31611222
28899933
電話

10:00-22:00
09:00-13:00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東華三院「酗酒輔導服熱線」

電話
23440700

28666388
25220434（女）
22951386（男）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25354135

28841234
25212880

星期一至五
10:00-22:00
星期六
09:00-13:00
星期一、二、四、六 10:00-22:00

28849876
2499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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