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 A I  K I U  C O L L E G E

2012年

2012 校訊製作小組
首席顧問：鄭智賢校長  何濤助理校長

總 編 輯：何嘉龍中文科主任

執行編輯：施紅紅  廖綺雲  姚健威  劉紹堅  崔小婷  李子謙  譚明恩 

攝    影：林國基  蕭重勳

設計、排版、印刷：香港高科技有限公司

學校不單只求知識分數，更重要是品行道德的培養，惠僑師生間的一份濃情，最教校長校監欣慰

校訊
惠僑英文中學

地址：石硤尾偉智街17號    電話：2777 6289    傳真：2776 7727

    第一屆文憑試將於本年三月舉行，這場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將原本七年的中學生涯縮短為六年，沿用達二十多年的香港中學會

考、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亦成為永遠歷史，由三三四中學文憑試所取代。

    本校一百二十名中六學生，會與全港七萬二千名考生成為首屆「白老鼠」，競逐一萬五千多張大學入場券。無論學生、老師

對這場戰役都嚴陣以待，在過往三年來，周一至周五放學後都各科補課，聖誕、新春、暑假從不間斷。苦讀三年，大戰就在眼

前，究竟惠僑中六學生現刻的心情如何？同學們又有可秘密武器應戰？且看下文鄭校長對同學的勉勵與中六同學的心聲：

讀書不只是求分數

    有人說「求學不是求分數」，我
想修改為「求學不只是求分數」。「分
數」對評定學習成效而言，實在有莫大
的參考價值，然而學而不思，只顧求取
高分，最終只會成為「高分低能」的書
呆子。在此與大家分享數月前中大校長
沈祖堯教授在畢業禮上的致辭。他在典
禮上寄語，各飽讀詩書的大學生，畢業
後不要急功近利，相反，要學習過著
「儉樸」、「高尚」及「謙卑」的生
活，學習如何貢獻社會。惠僑的所有同
學，特別是即將畢業的中六及中七級同
學，你們有否反思學習真正的目的與意
義呢？ 
    我認為，學習的意義，在於豐富學養，
更在於人格道德的提升，這正正是惠僑一直
秉承的「全人教育」的辦學宗旨。如何達至
這目標呢？《禮記．中庸》云：「博學之、
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要求
同學先要縱觀八方，不應把學識局限於書本

之上，而是放眼於世界各地的不同知識。博
學之餘，更需「審問、慎思」，要學會批
判思考，新高中課程新核心科目通識教育
科就是為訓練同學思維而備受重視的。最
後，「明辨、篤行」就是要慎思明辨，擇善
而從，不為世俗歪風潮流所引誘，堅持做正
確、合於道德的事，堅決不走歪邪道路。這
才能建立一套正確的價值觀，才能如沈校長
所言，過「儉樸」、「高尚」及「謙卑」的
生活。

學求以有濟於天下
    此外，校長必須提出的是，我們身處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時代的價值觀扭曲。人
人「學求以有濟於己」，於是對家事國事天
下事，事事漠不關心。就如去年十月在廣州
發生「小悅悅」事件：兩歲女童「小悅悅」
先後被兩輛貨車撞倒輾過，十八名途人視若
無睹，無動於衷。各位同學，倘若你面對這
些道德考驗，又會有何抉擇呢？會嚇跑了還
是施予援手？為善為惡往往只是一念之間。

我校非常重視培養同學的品德，例如設立公
民教育委員會，推廣道德教育就是要培養同
學正面的價值觀，建立豐盛的生命。
    惠僑成立義工活動的目的，同樣是希望
你們能關懷弱勢社群，學懂珍惜身邊擁有的
幸福。中一新生必須加入的聖約翰救傷隊、
交通安全隊、少年領袖團、童軍、步操銀樂
隊，同樣是用以培養同學的服從性、紀律
性、毅力、抗逆能力和協作能力，期望透過
參與「義工活動」及「制服團隊」培養你們
良好的性格特質，他朝畢業以後能對社會作
出貢獻，做到清朝大學士紀曉嵐所說的：
    最後寄語即將畢業的同學：身為應屆高
考生的你們必須要擁有壯闊的胸懷，懷抱世
界；更要擁有大鵬之志。那麼，無論你們志
在何方，他朝何去何從，行行都能出狀元，
處處都能闖出新天地。希望你們都能堅守正
直、善良的人生觀，探求真理，不負此生！
成功是屬於那些擇善固執、堅守正道的人，
最後祝願你們都能在DSE或AL中成功奪取佳
績，凱旋而歸，以後在社會上，做個品學兼
優的青年！

鄭智賢校長的勉勵

決戰「三三四」



6A 林淑華
    「三三四」、「三三二二」這些數字看似平平無
奇，但在每名中六考生心中，它們是把人壓得難以喘
息的千斤鼎。文憑試後，只有不足百分之二十的考生
可獲本港大學錄取。數萬莘莘學子在這兩年多以來，每天都發著

同一個夢    大學夢，我們鍥而不捨地為著這個夢而發奮。有人

說：「應屆中學文憑試考生是香港教育制度改革的白老鼠。」其

他人可以相信這句話，但即將要上「戰場」為自己的前途打拼的

我們決不可自亂陣腳。在此感謝惠僑校長與老師的教導與支持，

我們一定會做成功的試驗老鼠！

6B 黃思正

    第一屆新三三四學制出現，社會對其認

識不足，毫無疑問會為學生營造出一種無

形的壓力。既然，全港考生都一同面對這

困境，那麼我們又何必不斷擴大自己內心的壓力呢？所謂求學

不是求分數，只要我們是盡力了，結果如何，我們也要坦然面

對，這也就是蘇軾的定風波中「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心

態。我相信，只要調整好自己對學習觀念，平衡心態，相信我

們一定能在公開試中得到好成績。

6C 陳懷露
    嶄新的文憑試橫空降臨，殺整個教育

界一個措手不及，各科如何評改？如何評

級？標準如何? 疑問傾巢而出。即使如此，

今屆考生仍然要面對這場暴風雨，正因為

一切都是新的，並且充滿疑問，令三三四

學制顯得更像霧裡看花，撲朔迷離。

    「有信心嗎?」、「害怕嗎?」，相信應屆新學制的學生被問

過類似的問題千百次了！我只知道人生的前路本來就是未知之

數，這就是未來迷人的地方，讓人不斷向前探索的動力，也是人

們堅持每天起來追逐夢想的希望。就算在舊學制下，學生同樣

也會感到憂慮，只是這個新學制的不穩定因素顯得更多而已。我

認為，此刻不要再怨天尤人，要以平常心面對困難，不把眼前的

坑當作一回事，才能坦然跨過。我們需要的是反復學習老師教授

的知識，配合適合自己的複習方法，自然在考試中獲得不俗的成

績。決戰三三四，與其浪費時間擔心，不如善用時間學習，而更

重要的，是一顆毅然摘星的決心。

6A 唐 嫣

    七年的母校生活快要結束，毋忘校長與一眾老

師的教導與訓勉，我要踏上「戰場」了。「壯志飢餐

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這兩句話正正表達了我在

文憑試的戰場上要全力以赴、擊敗對手的決心！在這

「三三四」的戰場上，少不免會出現一些難以預測的變數和困

難，但只要我們戰鬥的壯心不滅、爭鬥的靈魂不泯，即使在戰場

上受傷流血，甚至不幸捐軀，我仍會把學無止境、不斷追求學問

的精神亦永存在心中。聽！戰場上的擊鼓聲正號召我們！戰友，

你們都準備好了嗎？

6C 林安琪
    正所謂「亂世出英雄」，現在正是一個造英雄的時勢，現

在還不努力更待何時？因此我就奉行著「兵來將擋，水來土

淹」的態度，不讓自己心存任何僥倖之心，將知識點逐一攻

破；懷揣著「有志者事竟成」的鬥志，不因絆腳石而氣餒，反

而將之變為成功的踏腳石；銘記著「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則殆」的精神，不死記硬背而講求邊學邊思，邊思邊學，把學

到的都融在心底裡融會貫通，溫故知新。    另外，我們不能忘記的是「三三四」令我
們能避免因會考的失誤就失去了升讀高等學
府的機會，以三年的時間讓我們全力以赴，為文憑試做好準備。「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願我們能在學海上用好「三三四」這艘船，鼓足幹勁，背水一戰！

6C 麥浩霆

    沒有歷屆試題的操練、通識科「虛無縹緲」的答案，我們

的確感到十分無助和彷徨，像一隻在大海中失去了導向的小

船，不知應向哪裡走。可是未經歷坎坷泥濘的艱難，哪能知道

康莊大道的可貴？未經歷風雨交加的黑夜，哪能體會風和日麗

的可愛？我知道這個考試難，我深明這個試對於我日後的發展

是如此重要。孟子有云：「雖千萬人吾往矣。」由中四到現

在，每天堅持晚睡早起，與課本、練習打交道，這都是無價的

人生鍛鍊。

    如何應付？「熟能生巧」對於每位同

學都是萬試萬靈的。勇於遏制誘惑才能到

達成功的彼岸，其次就是「主一無適，心

無旁騖」。祝願惠僑的所有畢業生前程錦

繡，一起踏入大學的校園。

6C 林莊梅

    「三三四」這個看似簡單的數字組合於我而言卻有著無比的意思。它是一場兵戎相見的戰爭。舊學制被新學制取代

了，經歷兩次公開考試，考試壓力看似會倏地減少，然而，「不成功便成仁」，一試便會定生死，實在感覺有如一塊大石

壓在心上，難以呼吸！兵戎相見的戰爭當前，我定必裝備好自己，迎接這一仗！它是一扇通往未來的大門。公開考試迫在

眉睫，事實上我們在背後付出了不少汗水才走到今天。恰如一場馬拉松比賽，比賽終點是大學的大門。為了要踏進這門檻，

我們要傾盡全力，不讓自己後悔！

    三三四的意義，在於過程，也在於結果。讓我們銘記老師們的教誨，也不忘戰友們的鼓勵，為這場仗作最好的準備！寶劍鋒從磨礪

出，梅花香自苦寒來，願與每一位應屆考試的同學，共勉之！

同學心聲

6A 林淑華與唐嫣誓言要
為一圓大學夢奮戰到底

6B 黃思正堅信只要

有平衡心態，定能在

公開試中得到好成績

6C 陳懷露有一顆
毅然摘星的決心

6C 弱質纖纖的林安琪，
誓要成為造時勢的英雄

6C 麥浩霆的成功訣

竅：雖千萬人吾往矣

6C 林莊梅為踏進
大學門檻咬緊牙關



通識應試招數

    通識科校本評核（即獨立專題探究，IES），主要採用「文

章分析法」進行。同學閱讀及分析不同議題的文章，一方面省

去找尋資料、進行問卷、訪談或田野考察的時間；另方面，同

學透過多分析不同持份者的報導或評論性文章，亦能拓闊知識

層面，增強他們於本科筆試部份的審題能力，一舉兩得。早於

中三時，通識科便開始訓練同學思考議論性題目。及至高一，

通識科老師更會勤加訓練同學作答及延伸回應題的能力，務求

讓同學能於三年高中學習時間，完全掌握多元持份者思考方

式、以及各種答題技巧。同時，老師亦會緊貼時事，每星期均

為同學剪報及製作「雙週時事」常識補充紙，以作為教科書課

題的延伸。

    校外方面，通識科亦鼓勵同學親身接觸社會。以本年為

例，同學已參觀新立法會大樓，又參與了由香港律師會舉辦

的「青teen講場」活動，透過不同類型的校外活動，同學對社

會的認識及關心程度均有提升，學習通識科的自發能力亦強

化不少。

考生試前需注意事項

    文憑試將至，中六同學務須對意見題、比較題、漫畫題、數據題等作答方法有全面的

了解。同學們亦應重新溫習六個通識單元，並需要多作跨課題的思考，其中可以以「公共

衛生」及「能源與環境」作為跨課題思考的起步點。此外，對近兩年多來（截至2011年

12月）發生的新聞多作回顧，如「今日香港」部分可以多注意外傭、最低工資等問題，而

「環境能源」部分可多留意核能、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等，於「公共衛生」部分可多閱讀

有關醫療融資、公私營醫院資源分配及內地孕婦等新聞。
本科與衛生署合辦講座，讓同學對個
人健康飲食習慣多作了解

同學與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合照留念

參觀立法會新大樓，對認識這個香港立法機關有很大幫助

參與「青teen 講場」活動，同學獲益良多



中一基礎訓練班 中一至中四級區本功課輔導班
    與扶苗協青社合作舉辦

的功課輔導班於星期一、五

放學後及星期六舉行，該社

安排專業導師到校為自願參

與的同學補習及指導功課，

針對同學在學習上的疑難，

個別輔導，對症下藥，以求

進步。中六、中七課後補課

    公開考試如箭在弦，教務組為此編定了中六及中七級各科

的補課時間表，每星期一至五放學後及星期六上午均安排了不

同科目進行補課。聖誕、新春假期，亦安排了各科的補課時間

表，務求幫助同學積極備戰公開考試。

中五、中六級應用學習課程（APL）
    應用學習課程是在現有的考試科目以外，針對學生的興趣

及能力取向而設計的。學生可透過工作坊、課室活動及行業參

觀，初步接觸業界需要的基本知識及技術，同學如完成整個為

期兩年，總課時達180小時的課程，其成績將會被紀錄在中學文

憑證書上，並被視為一科計算。本學年，惠僑的中五及中六級

修讀應用習課程人數超過六十人，可見應用學習課程備受同學

歡迎。一張張證書、一句句家長和學生們的讚賞，亦證明在新

學制下，本校在應用學習課程推廣和發展取得成功。

區本班導師正在指導同學學習數學

「傑出學生」胡永泰簡介
    6C班胡永泰同學品學兼優，除在學

業上有傑出的表現外，更曾擔任訓導組和

輔導組的領袖生。在校內，他亦積極參與

課外活動，是童軍、深資童軍的隊員、校

園電視台的幹事、第一屆閱讀大使的成

員。此外，更是機械人學會主席。

    在校外比賽方面，他奪得英文詩詞獨誦季軍；亦在香港中

文大學的「中三及中四級科學英才精進計劃」完成了第一至第

三階段和最終的學生研討會；由於品學兼優，結果在「第三屆

深水埗區傑出學生選舉」中脫穎而出，獲得「優秀學生」獎

項。胡同學出色的表現，實在是本校學生的榜樣，值得同學們

學習。

有機上網計劃
    「有機上網計劃」顧名思義，就是「有機（電腦配套）便

可以上網，上網便可以有機（學習機會）」的意思。這計劃旨

在提供電腦配套予家境清貧的同學，協助他們進行網上學習。

學校推行這計劃，正是為了讓受惠的學生可以從中得益，更好

地裝備自己。

中文科中秋燈謎／英文週

    中國語文科舉辦的中秋節猜燈謎活動於九月中在學校禮堂

舉行。活動當日禮堂人山人海，熱鬧無比，師生們都樂在其

中。校長更到場派發月餅，與同學共慶佳節。同學從中認識到

中國節日的傳統文化，氣氛既熱鬧又愉快，整個活動進行得十

分成功，校園亦洋溢著一片和諧的團圓氣氛。

  

    而英文週則在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舉行，活動包括

Miming Games，The Big TV，English Speaking Day與 Sharing of 

Idioms，同學們均踴躍參加。而本年度的重頭戲是English Drama 

Competition，各高年級演出同學施展渾身解數，傾力演出話

劇，師生均大為讚賞。

英文科老師正在引導學
生說出正確的答案

同學的英文說得不錯呢

今年終極燈謎由5B陳永賢同學猜中

中文學會所舉辦的活動獲校長讚揚

共慶中秋佳節，喜氣洋洋

教務
    上學期統測過後，教務組會挑選中、英、數三科主科成

績最佳的同學，參加這三科的課後基礎訓練班，由中、英文

科老師及校外數學科導師於每星期一、二及五三天進行精英

訓練，以小班教學及小組導修形式授課，為他們打下更厚實

的學習基礎。



「團體能力提升」工作坊

    惠僑的學術顧問    英國牛津大學物理研究室主任劉偉榮博士在

去年5月於禮堂舉辦了「團體能力提升」工作坊，透過體驗式學習，

以生動及互動的形式提升老師的領導與溝通能力，活用於教學。

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 

    惠僑自去年始成為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教育中心的「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的夥伴學校後，便即時成立「健

康校園小組」，負責制定、推行、監察及檢討學校的健康政策及方向，內容包括健康飲食文化、和諧校園、學生保健、傳染病管

理、職安健政策等，建構注重身心健康、珍惜資源及健康和諧的校園。

健康校園課程及活動 

    健康校園小組與不同社康機構合作舉辦了「健怡大使培訓課程」、「健康飲食在校園」、「家長及學生飲食問卷調查」、

「中一級環保餐具計劃」、「健康美食班」、「愛由體檢開始」、「預防流感疫苗注射」、「惜『碳』生活講座及攤位」、

「學生健康講座」及「優格達人課程」 展覽及比賽等，藉此傳遞健康訊息，推廣健康教育。

課程發展

學術顧問劉偉榮博士分享團隊建立的心得 教師發展日—發揮團隊合作精神教師發展日—合作營造彩虹波，繽紛氣球互傳送

閱讀獎勵計劃 

    惠僑參加了香港閱讀城舉辦的「閱讀大使計劃」，經營讀書會已有三年。今年更增添「伴讀特工隊」，由校園閱讀大使到鄰

近的公共圖書館，與小朋友分享閱書樂趣。學校並參與公共圖書館「青少年閱讀計劃」及推動各類型的閱讀計劃比賽，繼續提升

全校閱讀氣氛，鼓勵同學多閱讀。此外，上學期始已安排每月一次的早讀時段，讓初中同學靜心閱讀圖書，享受開卷的樂趣。

中一同學自備環保餐具午膳

學生健康講座



「黑暗中對話」活動

    「黑暗中對話」是全球矚目的體驗活動，透過在漆黑一片的場景與視障導賞員相遇相交，體驗殘疾人士的難處，並學習相處

共融、包容接納。無論老師或同學，參與過後都覺得意義重大，畢生難忘。

「黑暗中對話」學生感想     

4A 蔡詠儀

    我覺得黑暗世界很美

麗，因為只靠聽覺，心中

便可以構想到一幅美好的

圖畫，一個屬於自己的世

界。今次的體驗豐富了我

的人生經歷。      

                           4C 何嘉俊

    「暗黑鳥無影，靜默聽雨聲。

船橋人聲鼎，事後不知醒。」在細

小空間內，接觸到平常生活中不同

的事物，確令我有不一樣的感受。

幸好我與導賞員手肩相靠互相牽

引，使我在無助中找得安全感。

4C 郭展翔

    我原以為在黑暗的世

界中活動是易如反掌的

事，但當我置身於其中，

頓感寸步難移，體驗到視

障人士的艱辛後，難不佩

服他們的抗逆能力。

中一中四提升學習技巧課程、
中五至中七應試技巧及目標設定課程 

中五應試技巧課程—定目標及策略

中六通識議題寫作及訓練工作坊

中一讀書有法課程—時間管理大搜查

中四級讀書有法課程—運用動作記憶法

    本年學校繼續與專業培訓機構EDIT WORKSHOP合作，為中一及

中四級同學開設「讀書有法」課程。課程內容涵蓋時間管理、文章處

理技巧及加強學習記憶方法，協助初中同學掌握學習技巧和竅門，學

生均稱課程能學以致用，生動有趣。此外，Edvenue  Ltd.亦舉辦中五

至中七級「應試技巧及目標設定課程」，講述解難策劃方法、考試技

巧、目標設定，為同學決戰公開試作好準備。此外，共融教室（Link 

Education）亦在11月為中六學生舉辦「議題寫作及訓練工作坊」，提

升學生於議題探究過程中的批判性思考和主動學習能力。



交通安全隊 
隊長心聲 

 5B 曾諾文 

今年我升為總隊長，真的十分榮幸。最有成功感的是再次帶領交通安

全隊在陸運會的制服團隊步操比賽中獲得冠軍，還記得那時司儀宣

佈我們獲獎時，我激動得流下眼淚呢！

    此外，繼上年後再接再厲，惠僑交安

在西九龍交通安全隊的攤位遊戲比賽中奪

得全場總冠軍，這喜訊真讓人鼓舞。我在

此感謝隊監和副總隊長的幫忙，令惠僑的

交通安全隊茁壯成長，希望交安的新隊員

會越來越愛交安這個家。

3B 談本暢

香港少年領袖團的訓練很辛苦，但沒有影響我對團隊的感

情。我相信努力是會有回報的。在第一年結業時，我成為

了最佳見習隊員。而在第二年，更成為了學員下士，成為團隊的

其中一名領袖，這一切都令我感到自豪。希望在這一年，我可以

更上一層樓，不論在步操亦或知識方面，也有新的突破！ 

隊長心聲

香港少年領袖團

AC家庭日—談本暢與家人合照 地圖閱讀—實地考察長官為隊員進行制服檢閱
高繩綱活動中，各人要
互相幫助，才能成功！

交安的交流團—北京國情
學習團，畢生難忘

我們的攤位再奪全場總冠
軍，Yeah！陸運會的制服團隊步操比賽中獲得冠軍

聖約翰救傷隊
隊長心聲 

 6C 吳熾均

加入聖約翰救傷隊將近六年，回想當初，我還是一
個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今天搖身一變，已成為

獨當一面的師兄，實在感到光榮。
    長江後浪推前浪，看見師弟和師妹們一天一天的
進步，不停突破自己、作出嶄新的嘗試，務求做到最
好，我真的十分高興。
    各位隊員，我將要面臨公開試的考驗，暫時告別
大家，但我無時無刻都會在背後支持你們。希望你們
能抱着謙虛與委身的態度學習，有朝一日定必青出於
藍，成為團隊的領袖。我期望你們與我一樣，能以聖
約翰隊隊員的身份為榮。明日之星，加油！

出席2011年10月1日國慶升旗禮 周年步操比賽

九龍第1106旅 深資童軍
隊長心聲  

6C 余信良

不知不覺間一年又過去

了，回想這年我在深資

童軍的生活，我真的學到很

多東西，特別是最近的露營

活動，導師讓我和其他資深

隊員體驗擔任指導員，過程

中發生了很多開心和不開心

的事，也鬧出了不少笑話。

至今，那些畫面仍常常徘徊

在我的腦海中，想起也不禁

莞爾。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

跟其他隊員一起建立營區，製作一些用品，如炊事

枱、晾衣架等，過程雖然辛苦，但樂趣無窮。

燒火雞

                      童軍                             
隊長心聲

4C 黃秋城

童軍生涯的美好回憶，永遠是我生命中重要的
一部份，相信對於許多團員而言也是如此。

記得我剛剛加入童軍的時候，我從兩位副團長身
上看到義務服務的精神，受到他們高尚人格潛移
默化的影響，最終我也成為團隊的隊長。 
    對於童軍活動，我懷有感激之心。雖然這些
年為了1106旅，我失去了不少課後溫習的時間，
但是看見各隊員與我一起成長，回想在童軍團內
的開心片段，我又覺得一切都很值得。
    在過去一年，最令我深刻的是1106旅獲得
2011年度傑出旅團銀獎，這殊榮都是各隊員努力的

成果，亦是童軍總會對我們1106旅的肯定。

童軍深西區支部領袖與本旅團合照 連續三年獲九龍地域
頒發得優異旅團獎

童軍獲九龍地域頒發
優異旅團銅獎團隊

紮作

訓導



家訪計劃

姚健威老師、5B班學生鄧豪發、
5C班鄧艷婷及其家人合照

伴你同行領袖訓練計劃

    是項計劃是由香港警務處、社會福利署、理工大學、城市大學及本校等

協辦，為期整個學年。活動各項均有警察代表、大學義工、社工、老師及學

生共同參與，透過如歷奇訓練，義工服務、培訓工作坊及參觀懲教署、戒毒

中心等，讓學員彼此分享、支持，從而培育學生多方面的才能發展，幫助他

們訂立清晰的目標，建立健康正面的人生觀及提升抗逆力。

「共創成長路」賽馬會學生
培育計劃

    今年「共創成長路」推行兩個層次課程。第一層次在通

識科課堂上推行，引導學生思考個人成長、同學相處及人生

態度等課題。第二層次課程則透過不同活動，如雜耍技巧訓

練、歷奇訓練、視障體驗活動及義工服務等，建立學生個人

自我形象、提升自信心，發揮助人助己的精神。

風浪迎來，目標一致

永不言棄

難得一見的大烏龜

生命教育講座

香港十大傑青呂宇俊先生
與同學分享學習經驗

歷奇營學員分享：

5C 羅穎筠
    歷奇營讓我明白到有些事必須要勇

敢面對，方會有意外收穫。還有，若大

家能團結一致去做一件事，世界就會有

所改變。

義工訓練日學員分享：

3A 楊兆康

    活動讓我對「義工」這兩個字重

新定義，明白到不計較付出、樂於助

人其實只是舉手之勞，在日常生活

中，每個人也能實踐義工精神。

    輔導組定期進行家訪，讓校方可與家長

直接的聯繫，建立有效的溝通橋樑，並一起

商討、處理及關注學生成長的不同需要。家

長一方面更清楚了解到子女在學校的情況，

而老師也能瞭解學生的成長背景，在需要時

提供建議及支援，共同創造一個更適切的學

習及成長環境，一舉兩得。

家訪後感：
3C 范忱家長：李勤

    這次家訪讓我了解到惠僑有良好

的學習氛圍，老師非常關心學生，亦

使我對學校的教育理念有進一步認

識，我對孩子的校園生活更放心，我

衷心感謝學校的安排。

身為亞洲善待動物組織一員的
談雅然小姐與本校學生分享她
選擇從事保護動物工作的因由

講員向學生灌輸正確交友態度及
正面價值觀

紀律嚴明，成長之路一片光明

學生參與「視障體驗」後感：
3C 胡藹蕊

    我們必須好好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不要因

失去就怨天尤人，看！失明人士雖然有些天生就看

不見光明，但仍然堅持生存下去，這種積極的生活

態度是我們該效法的，改變自己，繼而改變他人，

讓生命影響生命。

輔導

    廿一世紀，物質主義興起、

資訊科技發達，卻帶來不少負能

量，輔導組積極推行各種不同的

生命教育，提高他們對事物的判

斷能力。有關活動包括「愛自

己、活得起」預防青少年援交講

座、PS33「預防濫用藥物」講

座、護苗基金「性教育課程」及

反吸煙講座等等，期望透過活動

引領同學們在一個健康、和諧和

關愛的校園中成長、塑造充實及

整全的人生。



師徒計劃

老師，聖誕快樂

朋輩輔導計劃

中四級學姐與中一級學妹一起用膳及聊天

學生透過繩結遊戲學習解難能力及技巧

社工心聲

    這是一個小故事。在春天裡的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繁花爭艷，綠意盎然，一

名攝影愛好者手握相機，正在拍攝大自然的美景。一瞥間，他看見一棵花樹的枝椏

上依附著一灰白色的蛹，一隻蝴蝶咬破了蛹的一個小洞，正準備破蛹而出。攝影

愛好者十分興奮，趕快舉起手中的相機準備拍攝這難得一見的奇景。在大特寫鏡頭

下，蝴蝶在破洞中掙扎了好一會兒，依然未能成功出來。攝影愛好者於心不忍，於

是便放下相機，用手輕輕弄破了蛹，蝴蝶便不費吹灰之力出來了。然而，沒有經過

自己破蛹而出的蝴蝶，卻因為翅膀無力，不能展翅高飛，終生只能在地上爬動。原

來蝴蝶唯有經歷過那艱辛的「破蛹而出」的掙扎過程，透過蛹上的那個小小的洞口

掙扎出來，使身體和翅膀都變得強壯，才可以振翅飛翔。這是一個蛻變的過程，一

個雖然艱辛但是生命必須的過程。

    我們生活中的困難和掙扎，其實並非都只是人生中邁向成熟過程中的歷練而

已，身處其中，雖然痛苦難受，但卻能讓我們變得勇敢堅強，讓我們對將來的生活

更有盛載能力。同學們，你們又何用懼怕這些成長中的挑戰呢？
社工與學生愉快地合照

網學師友計劃

戶外活動合照

參與學生心聲：
6C 李浩嘉、陳南偉

    師徒計劃增加了我和老師溝通的

機會，讓師生間有更深的認識。通過

與老師的分享，讓我紓緩公開考試的

壓力，懂得處理和面對。老師全心全

意陪伴我們成長和面對挑戰，也令我

們十分感動。

朋輩輔導員分享：
5C 張嘉儀

    在朋輩輔導計劃中，我除了學會團隊

精神外，也學習到如何去幫助及輔導低年

級的同學。透過實踐所學的技巧，我體驗

到輔導員所需的耐性及愛心，學弟們的純

真、可愛、頑皮而活潑的樣子，亦帶給我

無限的美好回憶及歡樂片段，讓我的人生

更豐盛及更具意義。

    互聯網的普及，可以擴闊學生的視野及

學習機會，但同時亦帶來不少負面的影響，

例如沉溺網上遊戲或網上欺凌等問題。為了

令學生能夠正確使用互聯網，本校所有中一

學生均參加了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基

督教青年會及燊火青年網絡合辦的「網學師

友計劃」。此計劃為每一位同學安排一位大

專生擔任師友，為同學提供網上學習及支

援，為期兩年。「師友計劃」除教導學生有

關正確使用電腦的方法，亦舉辦工作坊及戶

外活動，讓師友及學生共同參加，互相學習

及啟發，以生命影響生命，培養學生良好的

價值觀。 與大專作小組討論

    朋輩輔導計劃以中一級同學為支

援對象，師生間透過適時的會面，協

助學生面對公開考試、升學或就業的

挑戰。而是由中四至中五級學兄學姐

擔任大哥哥大姐姐，定期與中一同學

會面，協助中一新生適應中學生活，

並促進校內互助關愛文化。

    每位中六中七同學都會被分派一

位老師作為師傅，透過師生間適時的

個別的會面，以輕鬆形式，或閱讀或

午饍，建立更深厚的關係，從而協助

學生面對公開考試的挑戰，以及生活

中的種種困難。



仁愛堂慈善步行日2011 

    本年度已舉辦的活動包括探訪鄧碧雲長者中心、扶康會上李屋

及長沙灣中心，以及李嘉誠護理安老院等。同學們在義工活動中表

現出色，深受參與機構及長者讚賞。在活動中同學們表現出無比的

愛心，關心長者及智障人士，他們也從中學會關懷社會上需要協助

的弱勢社群。

社會服務及義工
    鄭校長於十二月十八日帶領師生合共200人參與「仁愛堂慈善步行日2011」活動。當天風和日麗，師生們浩浩蕩蕩地抱著「為善最

樂」的宗旨，開開心心地沿白石角海濱長廊邁步向前，用了不足兩小時，便順利完成步行，並且籌得 $ 5585.5善款。這次活動不單讓同

學們在風景優美的科學園海濱長廊步行，舒展身心，也同時為仁愛堂籌得善款，恩澤社群。

班際義工服務

中一中二師生大合照

同學肩並肩地參與慈善步行

中一、中六同學探訪鄧碧雲長者中心

同學與智障人士一同繪畫



世界學堂

山東足球交流營
6B 陳永賢

    我在山東的十六天獲益良多，除了籃球技術大

有躍進外，我和隊友亦建立良好的默契。我們跟當

地的學校進行友誼賽，幾次的對決都陷入苦戰，但

我和隊友們憑著不屈不撓的精神，終反敗為勝，大

家都感到非常自豪。

4B 勞偉康
    是次惠港澳盃籃球友校賽，頂尖勁旅

雲集。各隊在球場上比拼球技，每場比賽

都在熱鬧和刺激的氣氛下進行。對手雖然

有行雲流水般的進攻，但我們惠僑校友隊

無論在控球、轉身、插花等方面都表現自

如。是次比賽我們分別擊敗澳門隊、惠州

隊和惠州市惠港中學教師隊。縱然我們於

決賽中敗於博羅縣隊，只得亞軍，但這確

是個難得的經驗。我們下次必定能再創佳

績，衝擊冠軍！

年宵攤位
5C 張家儀

    年宵攤位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十一月我們以一萬多元競投得維

園年宵的攤位。我們隨即成立Dragon Club。我們先在校內販賣懷舊小

食，包括麥芽糖夾餅及自製棉花糖，賺取部份年宵的營運經費，再到

各區搜羅不同的貨品。然後，在年廿五開始更輪流當值營運。這次營

商體驗可說是畢生受用，非常難忘！

踴躍捐血顯愛心
    課外活動組為推廣「捐血救人，助人為

樂」的精神，每年都與紅十字會合辦校內捐血

日。是次活動共有一百二十多名同學及教職員

報名參加，是歷年最踴躍的一次，部份同學更

因此未能參與，但他們已主動向紅十字會人員

索取捐血站地址，表示會自行到捐血站捐血，

反映同學對捐血救人的積極支持。

2011年國際青少年足球賽
    由國家體育總局、山東省體育局等協辦的「2011年國際青

少年足球賽」於七月十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山東省淄博市舉行。

是屆比賽共有六隊參賽，分別為山東代表隊、福建代表隊、福

州代表隊、陝西代表隊、山西代表隊及惠僑校隊參加。在本校

同學努力下，本校分別在蹴鞠比賽得到季軍，更在足球比賽榮

膺冠軍，成績驕人。

本校學生與其他比賽隊伍大合照

與山東省臨淄實驗中學足球比賽 練習前熱身情況

出發前在機場大合照

青島啤酒廠前合照與山東省臨淄實驗中學籃球比賽

比賽前大合照 足球冠軍盃及蹴鞠季軍盃

副校監到場為籃球隊員打氣

同學投籃的英姿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與友校
籃球隊合照留念

6C黎浩然同學：「我成功
捐血了！」

課 外 活 動

惠港澳盃籃球友校賽

6C班李浩程同學努力溫習備戰文憑試之
餘，亦不忘參與捐血活動

同學拿著貨品宣傳

師生在年宵攤位前合照



陸運會
5B 陳志強

    今年陸運會還算得天公眷念，中途曾因下雨稍作停頓，但不久便雨過天晴。今年我奪得了一百公尺和二百公尺賽跑冠軍，還

協助勇社奪得4X100公尺接力賽冠軍。各參賽健兒都悉力以赴，看台上的啦啦隊亦喊得聲嘶力竭，回應參賽健兒的付出，這一切

一切光景，都叫我更投入。雖然最後我無法為自己的社贏得全場總冠軍，但我相信每一場比賽、每一位運動員的汗水、每一聲的

打氣聲，總會在我人生的競技場上鼓勵我，不住的奮進。



文化葫蘆—油麻地文化藝遊
    本校今年成功申請「油麻地文化藝遊」大型社區展覽計劃中的兩個項

目（戲劇及舊曲新詞培訓），與著名的藝術機構「文化葫蘆」合演話劇，

共同推動香港本土文化，對學生來說，這實在是難得及珍貴的體驗。

話劇「行勻油麻地」演員
4C 梁嘉豪

    俗語說：「人生如戲」，原來戲劇早以融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有幸能與第四線劇社合作，學到專業舞台知識如舞台企位外，更共

同締造一個發生在六十年代油麻地的小故事，讓我們能感受當時的生

活，使我體會「人生如戲」的道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學會演員道德

的重要性，就是要守時、做好本份。我期望日後再有機會演出。除了能

增加個人的藝術修養外，更能從戲劇中啟發人生。

旅行剪影

本校藝術教育組與主辦機構
文化葫蘆、西九管理局及對
香港藝展局合照

兩位主音歌手唱出由何嘉俊同學
以「那些年...」旋律新填詞作品
「廟街月色」

惠僑話劇組演出演出60年代
廟街風光

演完話劇唱完歌一齊大合照



惠僑生果日
    家長教師會每年都會舉辦「惠僑生果日」，提醒各同學「多

吃生果，身體健康」的重要訊息。活動由家長教師會安排，並邀

請家長及學生協助，到各班派發生果給全校同學。這項活動除有

助同學建立健康及均衡的飲食習慣外，更造就一個機會，讓家長

及學生合作，建立「家校合一，健康和諧」的關愛校園文化。

家校聖誕聯歡燒烤晚會
    為聯繫各家長會員，家長教師會於聖誕前夕，舉辦了「家校聖誕聯歡燒烤晚會」，讓家長、老師及學生在輕鬆愜意的環境下交

流。當晚，家長、教職員及學生約100人共聚校園操場，圍著暖烘烘的燒烤爐，一邊享受美食，一邊增進彼此情誼。期間，家長與老

師共同參與不同的遊戲、表演唱歌，為嚴寒的冬日校園添上溫暖和諧的氣氛。

講座活動
    家長教師會十分重視「家校合作」。過去一年，本會為家

長們籌辦了各類型的培訓活動，其中「與子女同行升中路」是

每年必備的家長講座。是次講座讓家長瞭解子女升中面對的挑

戰和需要，以及輔導子女成長的實用技巧。此外，十一月亦舉

辦了「跨越學習障礙」家長講座，因為學習困難對同學來說無

疑是學習生涯的壓力來源，對家長而言更是另一重大挑戰。是

次講座本會邀得香港中文

大學家長教育學會羅幗英

姑娘分享經驗，讓家長於

培育子女方面有一嶄新方

向，以支援子女衝破學習

上的障礙。出席家長均熱

烈討論，獲益良多。家長教師委員與輔導組領袖生
於生果日合照

6C班同學拿到生果後一起合照

BBQ老師、職員、家長齊燒烤，一樂也！BBQ家長們預備的濃情厚愛BBQ大合照

2012學生會—ASU宗旨 
    美好的校園有賴校內每一份子共同建構。今屆學生會

Alpha SU在短短數月已舉辦了各種的活動，如歌唱比賽、聖

誕聯歡為全校同學提供優質的校園生活。

歌唱比賽
5C 阮家豪

    自從我成功當選學生會主席之後，

人生寫進新的一頁。例如負責一年一

度的全校大型歌唱比賽，給我上了寶

貴的一課，讓我明白領導能力與合作

協調息息相關，更是我最需要磨練的

地方。

歡天喜地迎聖誕  活動大使顯神通
    今年冬天特別冷，但惠僑校園卻是溫情滿瀉。雖然這裡沒有

白雪飄飄，麋鹿馳騁，卻有一群可愛的聖誕小天使們，在這佳節

裏為全校師生送上溫暖，他們便是一班積極為同學營造校園聖誕

氣氛的活動大使們。多少個晚上，他們的教室依然燈火通明，原

因是為活動絞盡腦汁。活動大使主席四丙班的侯詠恩同學說道：

「辛苦一點不要緊，只要同學們能享受整個活動，我們便心滿意

足了。」結果，校園禮堂裏歡聲笑語不斷。期待明年這天的到

來，不知道小天使們又會為校園帶來甚麼驚喜呢？

大型活動及學生會

家長投入地聽講者分享與子女
相處心得

ASU攜手共創和諧校園

我們是活力的一群！我們決心燃
燒青春，帶動校園的活躍氣氛！

WK Band隊 王立憲老師與陳凱彤同學合唱

初級組獨唱冠軍4C何嘉俊，台

風歌藝超凡，冠軍捨我其誰？

好野！贏了！
選我！這題我懂！

獎品等著我！

姐妹們站起來，一定要
答對問題，拿到大獎！

家長教師會及總務



    惠僑與姊妹學校一直保持良好關係，繼十一月份廣州第七十五中學及廣州天河中學代表團分別造訪，鄭智賢校長、何濤助理校長

及佘成登主任亦代表惠僑於12月20日前往兩所姊妹中學進行交流訪問。

    當天早上廣州第七十五中學程印貴校長、曾建輝副校長及王彩霞副校長等領導熱情招待，雙方對未來兩校的進一步發展，奠定良

好的基礎。會後程印貴校長更帶領參觀校園，到七十五中新開辦的新疆部參觀，並與來自新疆的師生進行了愉快的交流。

    下午，廣州天河中學的鄭紀珍校長、吳慧敏副書記、蔡傳光副校長等熱情款待。天河中學位處廣州巿最繁盛的心臟地帶，校舍極

具規模。參觀之後，雙方領導進行了友好的交談，由兩地學制的差異、談到學生的表現，以至未來雙方的合作發展，彼此獲益良多。

    是次訪問，在愉快的氣氛下圓滿結束，惠僑與兩校友誼亦邁進一大步。

南京市第四中學
    自2007年始，惠僑便與南京市第四中學結為姊妹學校，每年雙

方均有交流活動。去年十一月十四日，南京四中由孟令偉副校長率

領該校十多名師生再次來臨。除了觀課、與學生交流外，還參與由

新城電台在本校舉行之《飛躍校園2011第二回》校園探訪活動，共

同宣揚禁毒訊息。

暨南大學
    暨南大學師生代表團於去年12月7日來訪，與本校各科科

主任及有關老師舉行了一次座談會，討論本港三三四新學制

與舊學制的異同。討論科目包括中文、英文、數學、歷史、

地理、化學、物理及生物等，並協助其釐定招收香港留學生

的準則。暨南大學招生部亦為中六、中七同學舉辦講座，講

解校長推薦入讀計劃。

第七十五中學訪問團於本校
松勝苑留影

鄭智賢校長訪問廣州天河中學 鄭智賢校長等與廣州第七十五
中學新彊班的師生合照

天河中學代表團訪問本校

李子謙老師
    對許多人來說，二零一一年或許是尋常不過
的一年，如常上課、下課。然而，對我來說，那
卻是別具意義的年份。這年，我毅然離開就讀和
任教了六年的香港大學文學院，來到惠僑英文中學

擔任中文科老師。
    起初我不由得憂心忡忡，既害怕自己無法適應「朝八

晚四」的中學生活模式，又擔心自己無法跟時下的中學生溝通。在九月正式
開學時，我的憂慮終於消除大半。端賴中文科主任何嘉龍老師和同組諸位老
師的悉心指導和幫忙，我很快便適應了新的教學環境。同工們常常在課餘把
寶貴的經驗與我分享。而他們認真的工作態度，更讓我肅然起敬。再者，惠
僑的學生雖然活潑多言，上課時表現投入，還會關心老師，實在叫人動容，
我很快便享受並投入於中學的教學模式。
    我不諱言現在的教學工作遠遠比以往辛苦，但我從中得到的滿足感卻
更勝從前。

樊宇軒老師
    早在三、四年前，我在其他學校任教時已來
過這裏參加教學講座，當時我已有一種莫名其妙
的親切感！那時我在想，學生上課時是怎樣的？
現在，我親身體會到了，惠僑的師生關係非常密
切，老師都很體貼地關心同學的成長。

    惠僑的學生成績未必是最好的，但甚有可教之
處。我見到不少例子，在惠僑老師的循循善誘下，很多

同學到了中二、中三已判若兩人，變得有禮、合羣。今年在這兒任教，得
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經驗，以往在私校並不需要負責課外活動，如今貿然
成為隊監，負責對外聯絡，幸好有施紅紅老師鼎力相助，為我解決了不少
難題，充分體現惠僑教師間的合作性。
    在此再次感謝各同事的幫助帶領，並祝同學學業進步、同事工作愉
快、校長身心康泰！

Joe Siu
  Hi everyone! I am a new teacher here but I think most of you 

know who I am! I have been working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at 
Wai Kiu for three years and this is the first year being a regular 
teacher here! I was so excited when I was informed that the 
school had assigned me the regular teaching post. I thought I was 
dreaming!

  When I was young, I was so energetic that I couldn’t stay in 
my chair for more than 30 minutes to study. I participated in so many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uch as Basketball Club, Photography Club, Computer Club 
and so on. I just couldn’t bear boredom! I was distracted easily and couldn’t focus. I 
could hardly find any motivation on study at all! Just like you guys, right? 
  Dramatically, a teacher came to me and totally changed my view towards life. “If 
you are losing a basketball match by 10 points and there is one minute left, will you give 
up?” he asked, “If you choose to surrender, the match ends right away.” Yes, if I had 
given myself up, I couldn’t have been a teacher. If I had given myself up in those years, 
I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find even a proper job! Since then, I have been paying 
extra effort to chase back those foolish and childish years I lost. I really feel thankful to 
the teacher that enlightened me with just one simple question. I want to be a teacher like 
him! I have to be a good teacher like him!
  My ultimate goal is to be an enlightening and inspiring teacher just like the one 
I encountered. Besides teaching my students subject knowledge, I hope I can also 
enlighten my student to foresee and strive for their own future! 

校外交流

新教師心聲

廣州第七十五中學

雙方領導與學生合影 兩校學生熱情交流孟令偉副校長致送紀念
品予朱德榮副校監

兩地老師共同商討學制座談會前大合照



日期 類別 組別 舉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 備註

8月
藝術 步操銀樂隊 香港步操樂隊聯盟

2011香港步操樂隊節之
全港步操樂隊邀請賽

優異獎

服務 家長教師會 深水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傑出家長教師會 嘉許獎

9月 服務
童軍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2011年傑出旅團 銅獎
深資童軍

10月

學術 輔導組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筆動心靈」回信及
閱讀計劃徵文比賽

高中組冠軍 余海欣（7A） 

初中組亞軍 王梅芳（3C）

高中組優異 許敬禧（7A） 趙瑞瑩（6C）

初中組優異 梁嘉豪（4C） 林立文（4C）何嘉俊（4C） 

服務 社會事務學會 社會福利處 2010年義工服務嘉許狀

銅獎

許芷恩（6C）   凌立港（6C）  鄺綺萍（6C）

林莊梅（6C）  林安琪（6C）  盧艷棋（6C）

余信良（6C）  樊兆國（6C）  鄺詠然（6B）

譚妙玲（6B）  林泳彤（6B）  朱煒源（6B）

陳凱彤（6A）  王穎欣（6A）  容善宜（6A）

陳沛霖（6A）  陳慧嫻（6A）  陳玉婷（6A）

陶泳欣（6A）  許慧敏（6A）  江梓熒（6A）

尹海靜（6A）  麥佩珊（6A）  富彬雷（5C）

廖可欣（5C）  張家儀（5C）  鄭國偉（5C）

吳青霞（5C）  曾諾文（5B）  李駿源（5B）

柯沛雯（5B）  黃倩琪（5A）  顏珮珊（5A）

胡文詩（5A）  陳翠熒（5A）  麥寶霞（5A）

陳永浩（5A）  區佩儀（5A）  鄧婉盈（4A）

蔡詠儀（4A）  葉錦儀（4C）  李燕萍（4A）

賴峻熙（4B）  周美君（4A）  林藹婷（4A）

梁嘉豪（4C）  葉藹琳（4C）  陳毅詩（4A）

郭敏儀（4A）  黃秋城（4C）  林露怡（3B）

銀獎
吳熾均（6C）  陳懷露（6C）  謝志安（6C）

胡永泰（6C）

金獎 利家豪（6A）

學術 化學科

Royal Australian 
National Chemical 

Institute

Australian National Chemistry 
Quiz

Distinction 胡永泰（6C）  麥浩霆（6C）

Royal Australian 
National Chemical 

Institute

Australian National Chemistry 
Quiz

Credit 黃嘉鑫（6C）  鄺綺萍（6C）  吳熾均（6C）

11月

體育
籃球校隊 九龍體育會

2011九龍體育會盃邀請賽
男子籃球

冠軍

勞偉康（4B）  周家豪（4B）  楊文康（5A）

梁嘉成（5A）  陳永賢（5B）  羅  雋（5B）

吳遠勝（5C）  譚梓聰（6A） 

乒乓球校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乒乓球比賽 冠軍 林偉豪（5B）  黎大成（5B）  姚皓淇（5B）

藝術 美術學會
國際青年文化交流中心

（香港）
第三屆兩岸四地

中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三等獎 李洛鍁（3A）

學術 輔導組 新家園協會 新家園世茂助學金     王梅芳（3C）  林安琪（6C）  鄺綺萍（6C）

12月

體育 田徑校隊 陳樹渠中學

4x100接力比賽（男子組） 冠軍
陳梓軒（2B）  楊光達（3C）  黎大成（5B）

林偉豪（5B）

4x100接力比賽（女子組） 季軍
謝明珠（5B）  羅  青（1C）  李佳寶（4C）

富彬雷（5C） 

社會
服務

交通安全隊
西九龍交通部

香港交通安全隊西九龍
總區

「道路安全 由我做起」
嘉年華之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全場總冠軍
曾諾文（5B）  陳毅詩（4A）  朱嘉欣（3A）

葉冠延（3A）  譚東昇（3A）

社會事務學會 扶康會
「感動生命故事」攝影比賽

高中組
優異獎 江桂萍（4A）  梁熙璇（4C）  莊青堯（4C）

藝術 音樂學會 廠商會 第二屆Anti-drug舊曲新詞比賽 最佳填詞獎 何嘉俊（4C）

活動得獎名單
    本年度各同學在各服務、學術活

動及體育比賽均有優秀表現，在短短

半學期共取得81個不同學獎項。

冠軍／金獎：  6個

亞軍／銀獎：  5個

季軍／銅獎：55個

優異／優良：12個

其      他：  3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