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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延續關愛校園文化

校長
的話

鄭智賢校長

2. 照顧學習差異

3. 關注學生全人發展

剪

剪春風，惠僑「松勝苑」裡羅漢松的枝葉越發鮮綠。2015已安然過去，迎來的是生機勃
勃、充滿活力與希望的2016。滿園春色，令校長不期然想起惠僑正值青春年華、意氣風
發的同學們。回顧過去一年，同學們無負師長期望，在大大小小的學術及體藝活動中取得驕人成
績，碩果纍纍，令人欣慰！

春雨
淅淅，
潤物無
聲，一
如惠僑
師生的
綿綿情
意，滋
潤著彼
中秋人月兩圓
此間的
心田。教與學若無這份相互支持的情誼，恐怕難有所成。2015
年末，惠僑獲得兩項意義重大的獎項，分別是︰連續四年獲得
「關愛校園」、「香港健康校園銀獎」，有此成就，端賴一眾
師生致力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師生之間的互動讓彼此建立
深厚的情誼，令校園時常洋溢著團結、關愛的溫情，而教與
學也事半功倍。過去一年，惠僑同學更屢創高峰，分別有同
學奪得「司徒華教育基金好學生獎」、「黃廷方獎學金」、
「2015明日領袖獎」、「深水埗區優秀學生及傑出學生」等
學術殊榮；而在體藝方面，惠僑健兒更勇奪「新加坡OUE國
際青少年羽毛球錦標賽女子組雙打(U15)比賽」亞軍、香港學
界跆拳道比賽2016（男子色帶組）亞軍、「全港學界迷你四
驅車大賽2015(中學組)」亞軍等多項佳績。上述豐碩成果，劬
勞歸於師生互勉互勵，同心同德。
語文學習方面，今年開始，本校針對非華語同學，推行
了量體裁衣的教學計劃，用心栽培，例如進行2-5人一班的小
班教學，又在課餘由專責老師帶領這批學生遊覽香港著名景
點，認識地道文化。今年非華語同學首度挑戰「全港非華語學
生中文講故事比賽」，在充足的準備下，勇奪初中組的冠軍及
季軍，大大提升同學對中文的自信。期望非華語同學能再接再
厲，為校爭光！而在「第67屆校際朗誦節」中，我們派出初中
及高中集誦隊，與學界勁旅一決雌雄，兩項比賽中，初中集誦
隊奪「普通話詩詞集誦」季軍，高中也榮獲「粵語散文集誦」
季軍，連下兩城。寫作方面，2016年剛開始，便喜聞學生榮獲
「深水埗滅罪禁毒標誌及口號創作比賽」冠軍及季軍，以及奪
得敬師委員會舉辦的「向老師致敬
2015」中文徵文比賽冠軍。看來
每年出版的《惠風》已成功培育一
班喜愛筆耕的小作家，並在各項比
賽中綻放光彩。

開「世界之窗」，以放目四海。去年暑假，我偕同朱德榮副校
監、何偉明校董率領一眾師生參與「南京體育夏令營」，又造
訪金陵匯文學校，簽署合作協議，締結成為姊妹學校，期望未
來兩校師生有更多機會互相交流。此外，台灣慈濟科技大學亦
到訪本校，與惠僑簽署合作協議，未來本校學生將可經推薦入
讀台灣慈濟科技大學，慈大更允諾日後為本校清貧學生提供
學費、書簿費及生活津貼，可說是成功為本校學生開拓了一
條升學出路。而今年亦有同學繼參與緬甸義工服務後，首往泰
國用自己的小小力量幫助當地兒童，此行不僅能幫助別人，亦
能使自己的視野得以擴闊，可謂收穫豐富！
未來一年，我將會繼續秉持訂下的「三年計劃」，致力實
踐「關注學生全人發展」、「延續關愛校園文化」、「照顧學
習差異」這三大目標，務使學生在不同人生領域上發揮所長，
為未來作好準備。
我堅信每一個學生都有無限的可能，惠僑的「一人一藝」
計劃正好讓同學們發揮藝術潛能，同學們可因應興趣選擇參與
相應的活動，從而發展長處。惠僑於每周更闢兩節「多元活動
堂」，以切合不同同學的興趣，例如化妝班、機械人學會、魔
術班等，使同學盡展所長。而對於學習上有特別需要的同學，惠
僑更是不遺餘力地提供最適切的幫助，除開設不同的補習班外，
更推行「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朋輩輔導計劃」、「初中
學習圈」、「中一迎新歷奇營」及「午膳迎新活動」等措施，
讓同學及早適應及投入中學校園生活，加強學生群性發展及對
校園的凝聚力。
「千頃綠疇平似掌，蒙蒙春雨動春犁。」無論家、校早
為同學們提供千里沃土，但願正值大好年華、精力充沛的同學
們，能放下手中的電子產品，手握春犁，勤勤耕耘。最後，校
長在此寄語同學：「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盼望同學們能擁抱壯志豪情，用滿腔的熱忱震懾山河，在漫漫
的人生路上，上下求索尋找真理，即使前方的路再漫長，但願
同學都能百折不撓地追索。縱然學習的途中會遇上各種各樣的
荆棘迷霧，願惠僑師生能成為互相靠傍的人，披荊斬棘，攀上
高峰，一同眺望汗水後炫目的晚霞。

古語有云：「讀萬卷書不如
行萬里路」，學習不應囿於校園框
框之中，辦學團體更應為同學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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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關

應新高中課程 制定學習策略

注學習差異 因材施教

非華語學生支援

中五、中六課後補課
為提升應試技巧及鞏固學習內容，中五、中六級自九月下旬開始，每周五天循環進行每次一小時的中、英、數
科課後補課，並由科任老師教授。而通識科及其他選修科補課則隔周進行，藉額外增補的課堂時間，提升學生的學習
效能，務求令學生於公開考試中取得理想成績。

APL（中五級、中六級）
新高中的應用學習課程，讓學生從應用及實踐中學習。本校共有25位中五級學生修讀應用學習課程，於星期六上
課，學習時數共180小時。學生可從創意學習、媒體及傳意、商業管理及法律、服務、應用科學、工程及生產六個應
用學習範疇中選修不同課程，以發展他們的基礎技能，為未來進修、工作及終身學習做好準備。應用學習課程的成績
將載列於香港中學文憑，讓學生獲取認可學歷，作為日後持續進修及工作的基礎。

3A Samia贏得中文講故事比賽冠軍

2015年「全方位學習獎勵計劃」得獎名單
1.
2.
3.
4.
5.

姓名
繆麗緩
段維清
倪美琪
蔡穎鋒
江文康

班別
6C
5C
5C
3B
5C

積分
2815
2420
2365
1970
1895

教務

6.
7.
8.
9.
10.

姓名
王玉鳳
袁宝琼
任嘉琪
李韵怡
馮渭晶

班別
4C
4C
2C
6C
3B

積分
1880
1845
1770
1740
1435

姓名
11. 胡晋健
12. 冼家宝
13. 文熙

班別
2C
4C
6C

非華語學生特別需要照顧，尤其於學習
中文方面，今年惠僑特意安排專責教導非華
語學生的中文老師，對中一至中四級的非華
語學生按其中文程度進行抽離式教學，分班
授課；又參與了「專業發展學校計劃」，
與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合作，成為這間擁
有豐富教授非華語學生經驗和心得的中學的
夥伴學校，透過互相緊密合作，定期互訪、
開會，優化本校非華語學生的校本課程。此
外，本校亦安排多次香港境內的外遊活動，
以加深非華語學生對香港各方面的認識，使
其更能融入香港生活當中。

1A 希莎同學在中文講故事比賽中全情投入，
發揮最佳的水準

積分
1250
1105
1005

本校三位非華語學生在中文講故事比賽
中分別贏得初中組冠軍、季軍和優異獎
在外遊活動中，
非華語學生認真
地訪
問遊客對香港的印
象

2015年張冠成校董紀念獎學金得獎名單
成績飛躍獎

學業成就獎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1A 賴嘉康(2A)
2B 張蓉蓉(3B)
3B 林岸興(4C)
4A 徐烺烽(5A)
5B 葉綠妹(6B)
6A 謝欣欣

1C 任嘉琪(2C)
2B 蔡穎鋒(3B)
3A 袁宝琼(4C)
4C 倪美琪(5C)
5C 文熙(6C)
6A 馮健成

公開考試
成績最優
秀獎

師生共遊赤柱，其樂融融

繪本園地
今年圖書館開闢了一個主要為非華語學生和有
特殊學習需要學生而設的「繪本園地」，內藏500
多本有趣的中文繪本供學生借閱，以提升他們閱讀
中文書的興趣和擴闊閱讀面，幫助他們學習中文。
在每星期三的多元活動
堂中，中一級的非華語
學生和有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更會參與「繪本
閱讀FunFunFun」活
動，由中文科老師帶領分
享繪本。

6C香嘉欣
大家都找到喜歡
的圖書，真好！

各級科學講座（Dr. Lau）
本校學術顧問──英國牛津大學物理設計研究所
主任劉偉榮教授今年已三次到校，為本校中一至中三
級學生，於課堂上主持以「第二個地球」為主題的科
學講座，內容有趣吸引，深入淺出，學生們亦用心聽
講，反應殊佳。

得多開心

看我們看書看
這就是我們的繪本園地了

老師學生一起閱讀繪本圖書，
樂也融融

中一至中四級區本補習班

｢校際朗誦節｣連下兩城，高中集誦隊及初中集誦隊均獲季軍

教育局撥款資助學校推行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計劃
由十月初開始，至翌年五月底結
束，每星期上課兩至三天，並於
放學後上課，為有經濟困難的中
一至中四級學生提供課後學習支
援，補習中、英、數三科，以提
升學生的學術水平。
由2B班組成的初中集誦隊榮獲普通
話詩詞集誦季軍

2

劉偉榮教授在科學講座中為中一級同學講解有關「第二個地球」的知識

由5C班組成的高中集誦隊榮獲粵語散文集誦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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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

重

視說話訓練 提升溝通技巧

多

課程發展

元化學習課程

提升學習技巧課程
梁繼璋說話技巧班

「讀書有法課程」協助
中一同學掌握學習的技巧和
竅門，提升學習自信及培養
主動學習的能力。今年本校
更首次為中二或以上同學舉
辦「讀書有法英文班」，針
對學生的學習形態，深化所
學，提升學習效能。

中國語文科銳意提升學生的溝通技巧，繼續推行
「語言藝術運動」(Language Arts Activities) ，第一
炮是邀請了著名電台主持人梁繼璋先生到校教授說話
的技巧，下學期將會由另一位星級主持教授。課程以
活動形式進行，學生寓學習於娛樂，通過訓練，加強
與人溝通的能力。

中一 同學 積極 參與 讀書
課程

有法
｢生化分享｣真是好有意義啊！

支援資優計劃
為啟發資優學生的潛能，本校會推行「抽離式
科學培訓計劃」，即利用課餘時間為具潛質的學生
提供額外的學習機會，亦會鼓勵學生參加校外的課
程和比賽，至今共有24位同學成為香港資優教育學
苑的學員。今年更邀請了專業培訓機構到校組織各
類型的校本資優活動，其中包括「高中科研體驗」
、「高校科學營2015」、「教育局網上資優學習
課程」、「參觀科學研究實驗室」及「智能設計及
機械人課程」等，藉此提拔潛質優厚的同學，讓學
生在不同範疇，探索自己的興趣。

師生大合照，我們｢畢業｣了！

學習實用的技巧，加強記憶

掌握英語學習技巧，活學活用

學以致用，演講無難度！

英

師生互動，課堂氣氛融洽

文周

English teachers singing Never
Give Up

An affectionate proposal
Little Red Riding Hood
learning Kung Fu
S.2 drama
performance

East meets West

Spectacular dance by teachers

4

學員在課堂上踴躍發問

Hong Kong is a cosmopolitan city. In light
of the same principle, the English Week held in
late November demonstrated an astonishing
blend of ‘East meets west’. The English Talent
show,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English Week
in Wai Kiu College, began with a bang. The
English teachers presented a fus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dance as an opening performance
in which all female English teachers wore
traditional Chinese costumes whereas the
male teachers were in western attire. The
audience was awestruck by the performance.
Not only the English teachers’ but also the
students’ exhilarating performances doubled
the joy. This year’s talent show was filled
with lots of impressive performances by the
students, namely English drama, musical
performance, singing, dramatic duologue
and so on. To conclude the extravagant
talent show, the singing performanc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was definitely the icing on
the cake. English teachers Mr Siu, Ms Jamil
and Ms Bai translated the lyrics of a famous
Cantonese song ‘羅生門’ and turned it into
an English song. This particular song was
chosen to emphasise the importance of 3Ds
‘determination’, ‘dedication’ and ‘diligence’ in
learning English. The mixture of creativity,
talent and spectacular performances of both
English teachers and students made the
English Talent Show of Wai Kiu College yet
another success.

讀書有法延續編－學習英文的應用技巧

「黑暗中對話」活動
黑暗中對話活動讓我
知道看不到東西的可怕，
也非常佩服那位在黑暗中
帶領我們走完七十五分鐘
路程的視障導賞員。因為
得到她的協助，我們能在
黑暗中探索。她指引我們
方向，讓我們完成整個旅程。這個活動給了
我一個重要的啟示：就算在伸手不見五指的
惡劣情況下，只要堅持，總有面對的方法。
1A 賴俊良

黑暗中對話」活動

中一級同學參加「

勞工及福利局主辦的「傷健共
融，各展所長」青少年計劃，旨在讓
青少年認識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
約》的核心價值，共建無障礙社會，
為響應此計劃，本校每年安排中一
同學參加「黑暗中對話體驗活動」。
今年，更邀得視障導師為本校初中學
生舉辦傷健共融講座，互動交流，從
多角度認識和實踐《公約》，讓同學
反思對視障人士的固有成見，學會尊
重、包容、關愛等無障礙訊息。

我懷著興奮的心情參加這次黑暗中對話活動，一位視障導賞員帶領我們遊歷這個世
界。開始時伸手不見五指，我感到陌生，但在視障人士帶領下，我慢慢平靜下來。印象最深
刻的是在小食店的任務，平日我們可以很輕易地購買一些小食及飲品，但這次我卻很難從錢
包中取出一張拾元鈔票。活動結束後，我認為視障人士應該被尊重和包容，今後，我會更積
極地幫助視障人士。
1A 張若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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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

建

課程發展

立健康環保校園

榮獲「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銀獎
校際智能設計及機械人比賽

為學生提供健康、多元化的校園生活是我校的辦學宗旨之一，本校自2010年
起，便成為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的「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
網絡計劃」的夥伴學校，積極推行健康校園政策，至今頗見成效。

舞步

機械人
努力編寫跳舞

我校在數碼應用及娛樂大賽2015奪得冠軍

去年，本校同學參加了由「智能互
動協會」主辦的「數碼應用及娛樂大賽
2015」，獲得「機械人任務比賽」冠
軍、「數碼方案比賽」亞軍及「機械人
舞蹈比賽」亞軍，更獲得全場總冠軍的
殊榮。

本校獲頒｢健康校園銀獎｣

2015年聖誕前，本校欣聞喜訊，惠僑通過世界衞生組織、教育局、香港中文大
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的認證，於「香港健康學校奬勵計劃」中獲得健康校園銀
獎殊榮。這個獎項除了肯定我們在健康範疇中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外，更於學校
政策及健康生活技能與實踐的範疇中得到優異評級，以及校風與人際關係和學校環境
達至良好水平，實為本校老師、家長及同學的莫大鼓勵，為我們注入了強大的動力。

終於成功完成參賽作品了

課室小圖書館計劃
閱讀風氣推廣委員會繼續於中一至中三級推行「課室小圖書館計劃」。除中文及英文圖書外，今
年更新增了科學雜誌《兒童的科學》及英文叢書Oxford Reading Tree，務求增加學生的閱讀量和擴
闊學生的閱讀面。中一及中二級每週的上課時間表上加一節獨立的閱讀課，營造班級的閱讀氣氛。

街市回收食物行動
同學積極參與由理大學生設
置的健康攤位活動

全校水果日

健康校園活動及推廣

健康小記者訪問臨床心
學家
科學圖書

理

關注學童脊椎健康進行書
包減重計劃

本校近年舉辦的活動包括「全校早餐日水果日」、「街市回
收食物」、「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劃」、「書包減重計劃」、「學
生健康講座」、「職安健講座」、「理大校健協作計劃」、「健康
大使培訓課程」、「學生健康講座」、「午間健康廣播」、「學童
健康問卷調查」、「健康問答比賽及展覽」、「預防流感疫苗注射
計劃」、「預防濫藥活動」、「教職員職安健講座」、及訂立「健
康校園約章」等，大家對健康意識的關注日漸提高。

英文圖書

環保校園計劃

人

「綠色學校獎勵計劃」的
宗旨是鼓勵學校制訂環境政策
及執行環境管理計劃，以達致
綠色學校的目標。本校選出12
位學生參與環保大使訓練，在
校內推行環保活動，環保大使
在早會上向全校師生宣揚本校
的環保校園政策，讓師生更了
解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生規劃成長課程

百仁基金
在百仁基金舉辦的「菁青相惜」
到校分享會中，商界成功人士與同學
分享其學習、工作或生活的所見所
聞，藉著直接溝通對話，給同學們帶
來正能量與動力，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學習機會。

扶輪社
九龍東北扶輪社邀請本校同學參
加各類型的「與工作有關的經驗」活
動，包括參觀宏亞傳訊集團、參觀模
型飛機同樂日及參觀海關訓練學校等
等，學生們跳出課室框框，親身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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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環境運動委員會舉辦之
「咪嘥嘢校園減廢大行動」，亦
大 大 提 高 了 學 生 對 減 廢 回 收 的 看哪一班丟最多垃圾！
意識。

參觀宏亞傳訊集團，
了解印刷流程

教

師發展日

教師發展日活動
教師發展日的主題除了以學與教為焦點外，更關注教
職員身心健康發展，本校透過舉辦不同的職業安全講座，
以增進惠僑員工的健康知識。去
年第二次教師發展日以「有機環
保農莊生態遊」為主題，讓老師
們放下繁瑣的工作，到郊外呼
吸新鮮空氣，藉此減壓。這次活
動更讓老師體驗了刺激的WARGAME遊戲，讓老師充分發揮團
團隊合作精神是致勝的關鍵
隊合作精神。

Sky Fly模型
飛機係咪好
型呢？！
Yeah！

參觀海關訓練
學
校，對關員的訓
練
有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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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

制

服團隊

制服團隊簡介
制服團隊是本校課外活動的特色之一，每
名中一生都需要從香港少年領袖團、聖約翰救傷
隊、童軍、香港交通安全隊及深資童軍中選擇參
加其中一隊。團隊的訓練內容各具特色，包括急
救、家居護理、繩結紮作、原野烹飪、步操、場
地管理和野外定向等的知識，學生從中發掘自身
的潛能，增廣見聞，培育同學的多元智能。制服
團隊是學生和老師在課堂以外溝通的一條橋樑，
師生間透過團隊的訓練活動加強了彼此間的情
誼，從而讓同學更能投入和享受校園生活。

「樂於服務

訓導

交通安全隊

在交安的時光，有歡笑，有淚水，有一群夥伴在我的身旁，當然也少不了陳銘雄老師的悉心教導，
林國基先生的諄諄善誘，以及曹玉如小姐的用心照顧。雖然操練很辛苦，但是每一次辛勞的付出都能得到
回報。還記得去年的陸運會中，我們在步操比賽中獲得冠軍時，身邊夥伴們歡喜的笑臉，師姐們激動的神
情，以及老師們眼中欣慰的目光，都令我銘記心中。希望我們在以後的各項比賽中，都能再接再厲，奪得
佳績。

制服團隊隊員協
助長者派米活動

2B 劉芸瑋

各隊制服團隊的師生大合照

關懷社區」

比賽的成果有賴隊員在過去幾個星期艱苦的訓練，
這個獎狀是屬於大家的!

制服團隊的訓練除了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和毅
力，學生亦學會了關心社區。他們在賣旗、急救
服務、探訪獨居長者及協助派發平安米等活動中
的出色表現，得到社區及各界人士的高度讚賞。
在去年派發平安米的活動中，制服團隊隊員不怕
風雨堅持回校，在暴雨中協助長者進入本校避
雨，他們的表現得到主辦單位的高度讚揚。

各隊團隊的老師
們開心地合照

暢遊迪士尼增進大家的

感情

惠僑在西九龍分區步操比賽得到季
軍! 隊長們放下緊張的心情，展現
燦爛的笑容

St.John
St.John對我來說不單是一支制服團隊，它更
是一個能帶給我強大歸屬感的溫暖大家庭。
我們都願意付出自己的時間、精力，只為了
這個家，這份情。

童軍
我在2014年加入了本校1106旅童軍
團。團中毎一位領袖都對童軍活動非常熱
心，即使他們全都是義務性質服務童軍團，
但他們悉心的照料令我們的集會更添溫暖。
今年新加入的隊員，都盡心盡力為團體服
務，這正正是童軍日行一善的精神。

同
隊員參與九龍地域的童心樂
行活動

童軍不怕辛勞為長者服

務

每週六早上穿起童軍制服，我都會懷
著童軍「BE PREPARED」的心態實踐童軍精
神。過去一年，各種各樣的集會、比賽和訓
練班都令我成長，令我學習到更多的技能和知識，而我的身份也由
隊員變成了小隊長。

短短兩年，卻已讓我對這個家埋下深厚的感
情。感謝一直以來默默支持我們的關梓瀅老師，您
就像一個慈愛的母親，用心地呵護著自己的孩子；
2C 任嘉琪
感謝對我們無限包容的白溪溪老師和林子傑老師，
雖然你們是新加入的，但卻親切可人；感謝為我們鞠躬盡瘁、日夜操勞的
支隊領袖鄭國偉師兄，即使你畢業了，仍然放心不下我們；感謝在百忙中
抽空而來的師兄師姐，你們的教訓是對我們的苦心；感謝那些為我們付出
汗水，為我們擔憂的所有人。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患難與共，風雨同舟。這就是我們一家人的
團結，我們的力量。

隊長 2A 謝柏宇

童軍使新舊團員們的生活連繫起來，也使我的生活更豐富
參加比賽除了爭勝，還了
多彩。
自己的不足
解到

本校童軍團已經成立了十五年，獲頒
發表揚金狀

在維多利亞公園進行一年一度的大會操

周年步操比賽順利完結

香港少年領袖團
加入香港少年領袖團(AC)的時間雖短，但擁有難忘的經歷。還記得第一次的訓練，我們大伙兒一同到
西貢萬宜水庫的訓練營，親自下廚、打磨步操鞋、做早操、進行步操訓練和體能訓練，大家並肩奮鬥，一
同成長，這些經歷令人回味。

深資童軍
深資童軍的成員人數不多，但一個又一個的美好回憶卻
把我們的心緊緊拴在一起。還記得我最初是心不甘情不願地加
入深資童軍，然後在一次又一次集訓中，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
狀，
童軍 團於 典禮 上榮 獲表 揚金
而與隊友一起努力奮鬥，完成一個個的任務。在烈日炎炎之 深資
越貢獻
以讚揚本校對童軍運動的卓
下，我們毫無怨言；在狂風暴雨之中，我們永不言棄；在北風
凜凜的嚴寒，我們也從不退縮。最後，我們成功地證明給所有
人看深資童軍是一個整體，是一個「家」。
現在我對深資童軍的老師、同學實在是難捨難離。在深
資童軍中，我有幸能結識到幾個知心好友。每當我感到失落
時，他們總會相伴相隨，為我解憂。更加難得的是，我在這兒遇上兩位亦師亦友的好
老師──段玉臨老師和陳翠紫老師。他們既可愛又可親，對我有要求又陪伴我完成了不
同的集訓，也分享了自己的經歷和故事。我愛深資！

在AC最大的收穫就是對自己加深了解。其實，做任何事都視乎你是否認真看待，成功或失敗就在一
念之間，不要輕言放棄，有時硬著頭皮闖下去，你才會看到自己真正的實力。

1C 伍慶穎

4C 吳文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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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家庭日 射箭班
參觀美國軍艦
團長與隊員亦師亦友，共同進退，情同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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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關

每年都會有新來港學童加入「惠僑」
這個大家庭。為協助他們更有效地融入香
港的校園生活，本計劃透過與香港國際社
會服務社合辦的「生活輔導」活動及由外
籍老師教授的「英語輔導班」，加強新來
港學生對香港的認識，讓他們突破學習障
礙，學習與人溝通的技巧，從而提升他們
的自我形象及自信心，並建立朋輩支援網
絡，融入香港的校園生活。

中一迎新歷奇營
中一級新生於暑假期間
參與學校舉辦的兩日一夜「中
一迎新歷奇營」，在導師和學
長們的協助下，進行不同的「
體驗式學習」群體活動，從
而提升了他們的溝通及解難能
力，並建立了彼此間互信互助
的團隊精神，體現「惠僑一
家」的關愛校園文化，為新學
滿載笑臉的中一迎新歷奇營
年的校園生活作好準備。

同儕互助，教學相長

一同｢開展｣人生新一頁

手拉手一定會成功的 ！

小小空間容納你我

朋輩輔導計劃─英語輔導

初中學長計劃

為協助中一生適應中學的校園生
活，促進校內互助互愛的精神，加深其
對學校的歸屬感，中五級的輔導組領袖
生擔任小老師，定期與他們會面，並提
供英文功課輔導。活動不僅讓中一的學
生獲益，中五的師兄師姐們也可藉此溫
故知新，鞏固學科的知識，達到教學相
長的效果。

中三的學長帶領中一的學弟及學妹，透過多元化的活動
和輕鬆的聚會，建立深厚的友誼，從而協助他們適應中學新生
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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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弟學妹們亦可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建立正面積極的
人生態度。

關懷社區，探訪老人
老師細心教導，倍添學

習成效

認識香港文化，出發！

兒童發展基金─「展才創富」師友計劃
本校共有三十位學生參與此計劃，在定期聯
誼中，獲配對的師友擔任「同行者」分享他們的人
生經驗，協助學生訂立和實踐個人特定的發展目標
及規劃。從而提升他們的自信心，並藉此擴闊生活
圈子和視野。
同舟共濟，結伴同行
第一次見面，請多多指教
兩位學姐用心地輔導我功課

高年級師徒計劃

中一生日會

我最愛吃生日蛋糕！

輔導

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

愛校園

為了讓中一生體會惠
僑一家的關愛文化，輔導
組每兩個月為他們舉辦別
開生面的生日會，希望藉
著這些生日聚會，讓每一
位中一學生都能在一個溫
暖、和諧的大家庭中快樂
成長。

我們除了為「壽星」預備生日蛋糕及西餅外，亦邀請
了校長、班主任及同學在生日咭上寫下祝福語，師生在生
日會上高唱生日歌，場面溫馨。

中六的學生臨近畢業，將面
對不同的挑戰，需要一位成長的
同行者。因此，師徒計劃讓學生
在老師的指導下及早認識將來的
轉變，得到適切的學習和心理支
援。每位任教中六的老師帶領數
名學生，以各種形式的聚會，就
學習、公開考試、升學及就業等
方面作出指導，由老師分享自己
的人生經歷，協助學生面對各種
挑戰，引領學生尋找屬於自己的
康莊大道。

禮貌運動
「不學禮，無以立。」禮貌是待
人接物之本。本組推行了全年性禮貌運
動。當中包括同學每天清晨向師生問好
的「禮貌家族打招呼」活動；師生一同
擔任「禮貌家族成員」參與「禮貌家族
廣播劇」的聲演；由全校學生設計「禮
貌家族」人物模樣，並配上合適對白的
「禮貌家族卡通人物設計比賽」；以及
由全校師生推選的「禮貌之星」選舉。
藉著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在校園生活
中實踐禮貌人生，共建和諧校園。

「『愛相隨』與青年同步同行」嘉年華會

師生競技
本校向來重視師生情誼，輔導組及體育組合
辦師生競技比賽，藉多元化的競技活動，讓師生經
歷課堂以外的互動，增進彼此的了解，同時也展現
師生之間團結友愛、互相合作的精神。在競技比賽
的過程中，師生們同心協力，在全校師生的歡呼支
持下，完成一個又一個的挑戰，讓整個校園洋溢著
一片歡樂溫馨的氣氛。

班主任與學生合力運球

師生齊心，其利斷金

我們都是禮貌家族的一員

感謝校長給我
們的生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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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與我們一起逐夢

以親切的笑容問好

眾志成城，齊心就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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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社

校相連

會服務及義工

社會服務及義

工

家訪計劃
為加強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輔導
組特設「家訪計劃」。透過家訪，老師與
家長能直接溝通，互相瞭解學生於學校及
家庭中的情況，藉著緊密的聯繫和合作，
盼能為學生提供一個更適切的學習及成長
環境。

海外義工服務計劃 (泰國)
吳國偉老師家訪1B班杜洛文同學

廖綺雲老師及社工徐麗榕姑娘家訪1B班
梁倩欣同學

此外，家訪還可以讓家長增加對學校
的認識，並向校方直接反映意見，藉著「
家校合作」，更能有效及適時地照顧學生
的需要。

林子傑老師家訪1A班簡沙文同學

家長講座

學生支援網絡計劃

家校聯繫與合作是學生成長重要的一
環。每年惠僑都籌辦不同類型的家長講座，
包括：「中一新生家長會」、「升中伴你
行」、「高中選科」及「如何在家庭建立優
質網絡文化？」等，讓家長更瞭解子女在成
長及學業上面對的困難、挑戰和需要，讓孩
子們在父母與師長的陪伴下健康成長。

本組於15-16年度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
「學生支援網絡計劃」，活動針對教師、家長及學
生三方面。在家長方面，我們邀請了復和綜合服務
中心社工主講「子女沉迷上網！如何在家庭建立優
質網絡文化？」講座；在學生方面，我們針對性地
為有需要的學生進行「治療小組工作坊」；另外，
我們亦為教師提供「處理網路欺凌」的培訓課程。
以上全方位的活動，旨在協助學生建立一個以
正面紀律為取向的學校支援網絡，培育學生自律的
品格，並提升教師及家長處理青少年網絡行為問題
的能力，共同塑造優質的網絡文化。

5位在校內義
工活動表現出色的
同學獲邀參加「海
外義工服務計劃」
，遠赴泰國清邁進
行為期六天的義工
服務之旅，他們
探訪當地小學和聾
啞學校，與小朋友
一起玩遊戲，並擔
任「小老師」教小朋友學習簡單的英文。最有意義
的是他們有機會化身為建築工人去建設當地的蘑菇
屋，作為當地的臨時課室。此外，同學們亦有機會
到當地的家庭作客，近距離與當地人作文化交流。

最捨不得的是他們了！

容和汗水

趁青春，多為人送上笑

雖然彼此的
言語不通，但同學
們以真誠和愛心與
當地小朋友建立友
誼，最後能跨越語
言的界限，臨別依
依，彼此都流下不
捨之淚。
校長陪同同學們參加義工啟動禮

社工向家長講解青少年
的內心世界

義工服務計劃 (班際義工)
專業社工和家長分享個案例子
家長們專心聆聽鄭校長介紹學校特色

情

本校每年均會安排學生探訪智障中心、深水埗
區獨居長者及賣旗，讓學生主動關心弱勢社群，發
揮「助人快樂」的精神，為建立共融和諧的社會出
一分力。

鄭校長致送紀念旗給講者
楊家儀姑娘，感謝她的精
彩分享

繫社區

家們

5A同學將愛心傳達給老人

深水埗區中小學協作計劃
本年度深水埗區中小學協作計劃主題為「凝
聚關愛，中小情『深』」。此計劃由深水埗學校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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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配對學
校是「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我們透
過一連串活動，包括：「科學日營」、「日營分享
會」、「Scratch程式編寫」、「UV樹脂膠吊飾工
作坊」等，讓惠僑的師兄師姐與四邑的小學生互相
交流溝通，把關愛文化從校園伸延至社會，體現惠
僑關愛社區的精神。

濟濟一堂，
在互愛中成長

中小共融，傳達愛與關

12

！
科學實驗可不能輕率大意啊

懷

賣旗可積少成多，幫助更多人

一起｢繪畫｣共融社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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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學堂

「京港青少年文化體驗營」讓兩地學
生進行乒乓球及羽毛球校隊交流，當中更有
幸邀請到中國女子乒乓球國家隊教練親臨指
導。除了訓練和比賽外，主辦機構更安排了
登長城、賞鳥巢、到國家大劇院觀看話劇和
遊覽天安門城樓等活動，讓同學們感受地道
北京文化。

南京體育訓練夏令營
為期十四天的暑假體育夏令營於南京市五台山體
育訓練基地展開，夏令營設有籃球、足球、排球及田
徑等訓練項目，並專門聘請到江蘇省體育學院的教練
為同學進行特訓。

場

今日努力訓練、明日揚威球

登長城，做好漢

是次 訓練 有幸 得到 國家 隊教
練親 臨指 導， 又
有機 會可 以與 京港 兩地 同學
們互 相切 磋， 不但 豐富
了上 陣經 驗， 又增 進彼 此友
誼； 加上 到國 家體 育館
觀看 乒乓 球超 級聯 賽， 一睹
世界 冠軍 丁寧 的球 技，
實在令我此生難忘。

我跟隨校隊到中國四大火爐之一的南京進行體育集
訓，更遊覽了這歷史悠久的城鎮。我們在南京市五台山
體育場進行訓練，每天在名師的教導下完成3小時的艱
辛訓練。專業的訓練讓我們突破過往跨越不了的障礙，
挑戰過去達不到的目標，汗水過後，等待我們的是健壯
的身體，飛躍的進步，實在美好。
2C 任嘉琪

滬港青年交流團

課外活動

京港青少年文化體驗營

獲國家隊教練親自指導球技

5A 吳榮鎔

訓練後到南京中山陵了

解歷史

是次活動同學們參觀了不少上海的主要旅遊
景點，而最特別之處，莫過於大會安排的「當一
天上海人」的活動，讓同學有機會到上海的學生
家中作客，體驗當地人的生活習慣及文化。

香港有東方之珠之稱，上海亦有一
座東方明珠塔。明珠塔高一千五百多尺，
於世界高塔排名中位列三甲。我本來是個
畏高的人，但看見這宏偉的建築物後，便
將所有的恐懼拋至九霄雲外，登上塔頂之
後，可以看見腳下的上海樓房，實在蔚為
奇觀。
5C 劉家義

高校科學營2015-上海同濟大學

參觀國家體育館｢鳥巢｣

京港師生大合照

廣

參觀海洋實驗室

七日六夜的「高校科學營」及
香
「上 海同 濟大 學分 營」 讓我 走出
博
自然
港， 放眼 世界 ，例 如到 上海
都
名字
物館 參觀 ，我 接觸 到許 多連
渺
己的
還沒 聽聞 過的 生物 ，頓 覺自
擴
求，
小， 更激 發起 我對 知識 的追
闊了視野，意義殊深。

東國際青少年體育文化夏令營

足球隊及籃球隊受邀到烏溪沙青年新村，參加由廣東省體育局主辦的「廣東國際青少年體育文化夏令營」。多
間有傑出體育表現的內地及香港學校參與其中，包括有中山巿實驗中學、汕頭市東廈中學、珠海市籃球協會及荃灣
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等。最後，我校足球隊經過連番激戰後，勇奪冠軍，而籃球隊亦狀態大勇，拿下季軍！

6C 洪嘉俊
與當 地大 學生 一同 向毛
主
席致敬

參觀上海同濟大學

本校籃球隊獲得季軍

與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女士
合照

夜遊上海珠寶街

14

校園合照

於同濟大學

本校足球隊獲得冠軍

陳梓峰引球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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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區

校結盟

南京市金陵匯文學校
本校於2015年7月15日與南京市金
陵匯文學校簽署成為姊妹學校。當日副校
監朱德榮先生、何偉明校董及鄭智賢校
長，率領一眾師生參加南京體育夏令營，
並訪問金陵匯文學校。訪問期間，金陵匯
文學校的王大世校長與本校鄭智賢校長
共同簽署合作協議，正式締結成為姊妹學
校，期望在未來有更多的機會讓兩校師生
互相交流，增進彼此的認識及了解，擴闊
眼界，增進友誼。

出席簽署儀式的師生大合照

王大世校長及鄭智賢
協議

課外活動

內小學聯繫

籃球

乒乓球

友好小學籃球錦標賽有七隊友好小學參與比
賽。是次活動承蒙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
MH擔任主禮嘉賓。本屆參賽的同學都很踴躍，各場
賽事表現緊湊，小學籃球健將們的表現十分精彩。

第五屆友好小學乒乓球錦標賽已順利完成，是
次 活 動 邀 請 了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MH
為主禮嘉賓，共有八隊友好小學參賽。今年的參賽
健兒技術水平頗高，各人均施展渾身解數，比賽氣
氛非常熾熱。

校長簽署合作

鄭智賢校長在結盟儀式上發言

簽署合作儀式

要投籃，問過我先！

廣州天河中學及廣州第七十五中學
今年是本校與天河中學及第七十五中學結盟十周年及五周年，何濤助理校長與佘
成登主任於12月14日一同前往廣州，參加周年慶典活動。在第七十五中學，何濤助理
校長及佘成登主任與多所省內中學的校長一同參加了研討會，了解不同學校的辦學特
色和分享經驗，獲益良多。會後他們亦參觀了第七十五中學的新疆預科班，並獲贈由
學生們親手製作的心意卡。此外，他們亦拜訪了廣州天河中學，得到胡東校長及其他
領導的熱烈歡迎，雙方都希望將來可以讓彼此的師生有更多的交流機會，增進友誼。

小學生籃球技術功架十足

划艇
本年四隊友好小學參加室內划艇賽，比賽
分為「一分鐘距離賽」和「4x250接力賽」。今
年，比賽時健兒可以在禮堂銀幕上看到自己及對
手表現的差距，令比賽更加刺激，各參賽健兒都
傾盡所能爭取佳績。

致送紀念品給廣州市天河中學
胡東校長

參加第75中學舉辦的校長研討工作會議

室內划艇是考驗體
能的運動

訪問廣州市天河中學

拜訪南京市寧海中學

慈濟大學及學校結盟

趣味科學日營

朱德榮副校監及鄭智賢校長早前前往南京市
寧海中學訪問，寧海中學黃文武校長及李宏偉書
記親自迎接，黃文武校長在訪問中介紹了該校的
特色，並帶領參觀校園，走入課室與老師及學生
作交流。

台灣慈濟科技大學羅文瑞校長及六位行政主任於11月
30日遠道而來到訪惠僑，並與本校簽署合作協議，將來建
立更緊密的合作網絡，例如本校學生經推薦即可入讀台灣慈
濟科技大學，而成績優秀及清貧的學生更可獲得獎學金作生
活費。當日羅文瑞校長及鄭智賢校長分別介紹了各自的辦學
理念及學校特色，學生會正副主席及全體中四級學生亦出席
了簽約儀式，共同見證這一重要時刻。

「趣味科學日營」已經舉辦了七年，這項活動
廣受友校師生的歡迎，口碑載道。我們透過不同的
趣味實驗、展品、活動及表演等，為小五至小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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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的同學都表現得十分雀躍，整個
日營洋溢著一片愉快的學習氣氛。

惠僑大 哥哥指 導小學 生進行
牙膏噴泉實驗

校

原來提取水果DNA實
易的

驗，是這麼容

友聯繫

籃球賽
何偉明校董也來大顯身手
慈濟科技大學代表團在本校松勝苑留影
黃文武校長及李宏偉書記
歡迎本校朱德榮副校監及
鄭智賢校長

16

慈濟科技大學羅文瑞校長與鄭
智賢校長簽合作協議

校友籃球隊已成立六年，至今共分
三隊，分別是元老隊、惠僑隊及惠青隊。
各球隊積極參加各區公開賽、聯賽及三人
賽。2015年4月本校校友隊在深水埗區三
人籃球賽公開組中勇奪亞軍及季軍。

榮獲亞軍的校友包括楊文康，
梁嘉成，葉柏勁及鄭國偉

校友們回校與師弟切磋球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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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行剪影

為了促進同儕、師生之間的關係，讓學生在考
試前舒展身心，本校於十二月四日舉行了全校大旅
行。當日秋高氣爽，同學都懷著歡欣、喜悅的心情
與老師一起度過難忘的一天。是次活動分別於三個
地點進行，中一及中四級前往黃石公園；中二及中
六級前往馬鞍山郊野公園；中三及中五級前往大棠
郊野公園。

得

此外，在學術方面，本校學生在「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亦連連報捷，在初中組以及高中組的集誦比
賽中，獲得普通話詩詞集誦季軍、粵語散文集誦季軍。而在全港非華語學生中文講故事比賽（初中組），亦分別獲得
冠軍及季軍。

哪個1B班學生作弄他們的班主任？

看圖估班別？登登！我地係2C呀！

可愛的1C班

九月

有一天，2A班的同學都會高飛

獎名單及簡介

本校的運動健兒分別在友校的運動會、深水埗區內比賽及全港性的比賽屢獲佳績，成績令人鼓舞。在九月至十
二月期間，本校學生共獲得六項冠軍、六項亞軍或銀獎、十項季軍或銅獎等共四十二個獎項。其中3A班楊霈霖同學
更在新加坡舉行的OUE國際青少年羽毛球錦標賽女子組雙打(U15)比賽中獲得亞軍佳績。

日期

文靜的1A班

組別

人強馬壯的3A班

-----

-----

舉辦機構：喇沙小學
比賽名稱：全港學界迷你四驅車大賽2015(中學組)
獲得獎項：亞軍
得獎學生：吳君楚(3B)、許飛凡(3B)、謝洛錚(3B)、郭楠烽(3B)

羽毛球校隊

舉辦機構：香港羽毛球總會／中國銀行（香港）
比賽名稱：2015中銀香港羽毛球錦標賽–初級組女子雙打比賽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楊霈霖(3A)

羽毛球校隊

舉辦機構：香港羽毛球總會／中國銀行（香港）
比賽名稱：2015中銀香港羽毛球錦標賽–（01-02年組別）女子雙打比賽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楊霈霖(3A)

羽毛球校隊

舉辦機構：香港羽毛球總會／中國銀行（香港）
比賽名稱：2015中銀香港青少年羽毛球錦標賽–（01-02年組別）混合雙打比賽
獲得獎項：亞軍
得獎學生：楊霈霖(3A)

3C永遠是一家

為什麼3B班這幅相沒有老師？

籃球校隊

舉辦機構：廣東省體育對外交流中心／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比賽名稱：2015年廣東國際青少年體育文化夏令營–粵港青少年籃球邀請賽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蔡志杰(4B)、鄧智誠(5A)、陳志楷(5B)、張亮沛(5B)、謝誠軒(5C)、陳子健(6A)、馮展浩(6A)

舉辦機構：教育局／傑出青年協會
獲得獎項：2015明日領袖獎【六位】
得獎學生：趙敏姿(4C)、王玉鳳(4C)、賴曼婷(5C)、林倩而(5C)、文熙(6C)、叶婧(6C)

輔導組

舉辦機構：深水埗學校聯絡委員會
獲得獎項：第七屆深水埗區傑出學生（初中組）優秀學生獎
得獎學生：王玉鳳(4C)

輔導組

舉辦機構：深水埗學校聯絡委員會
獲得獎項：第七屆深水埗區傑出學生（高中組）優秀學生獎【兩位】
得獎學生：江文康(5C)、段維清(5C)

輔導組

舉辦機構：司徒華教育基金
獲得獎項：第四屆「好學生‧好老師」表揚計劃
得獎學生：江文康(5C)

深資童軍

e five」
5B：「Give m

5C班迷彩班褸

十月

一堂的6A班

仔仔女女聚首

作是欖球員？

童軍

-----

舉辦機構：中國下一代教育基金會／東方華夏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比賽名稱：《星耀香港‧歡聚泰國》國際青少年藝術節」芭蕾舞比賽
獲得獎項：銅獎
得獎學生：林家瑜(4B)

-----

舉辦機構：Royal Academy of Dance
比賽名稱：Level 3 Certrificate in Graded Examination in Dance: Grade 6 (Ballet)
獲得獎項：Merit
得獎學生：林家瑜(4B)

田徑校隊

6C的頑皮怪 ，青春無敵呀！

舉辦機構：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比賽名稱：2015傑出旅團
獲得獎項：銅獎
得獎學生：陳晶晶(2A)、蘇星赫(2A)、謝柏宇(2A)、胡慧瑩(2A)、何浩瑋(2B)、彭俊龍(2B)、向沿臻(2B)、梁卓鋒(1B)、陳家樂(2C)、
植江珊(2C)、林尊樂(2C)、鄧家駿(2C)、朱妙妍(3A)、李嘉欣(3A)、王雋堯(3A)、曾浩文(3C)、蔡銘燊(3C)、陳朗熙(4A)、
潘澤宏(4A)、屈晓程(4B)、嚴 鎮(4C)、伍卓文(5A)、葉展誠(5A)、林倩而(5C)、邱耀揚(6B)、曾漢傑(6C)、黃啟華(6C)
舉辦機構：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比賽名稱：2015傑出旅團
獲得獎項：優異獎
得獎學生：鄧乃軒(2B)、趙宇軒(2B)、劉穎軒(2C)、安天宇(2C)、李結靜(4A)、李文勝(4B)、叶威(4B)、吳文康(4C)、趙敏姿(4C)、
劉家義(5C)、羅李蓉(5C)、邱耀揚(5C)

莫非6B班同學的理想工

太酷啊！

舉辦機構：深水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
獲得獎項：2014–2015傑出家長教師會

輔導組

5A：「We are No. 1」

有文人雅士氣質的4C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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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校隊

舉辦機構：廣東省體育對外交流中心／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比賽名稱：2015年廣東國際青少年體育文化夏令營–粵港青少年足球邀請賽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羅俊賢(4A)、陳建渝(4A)、屈沛恆(5B)、馮俊灝(6A)、鄭裕麟(6A)、佘俊安(6A)、楊光達(6A)、陳梓峰(6B)、謝焌達(校友)、
林滿東(校友)

家長教師會

4A班主任說：「識得企一定企最高」

得獎資料
舉辦機構：香港小童群益會
比賽名稱：加德士機會工程動力學堂全港水火箭比賽2015
獲得獎項：優異獎【兩位】
得獎學生：黃麥(3B)、蕭景曦(3B)

2B班原力覺醒

有學生想錫4B班班主任呀！

課外活動

舉辦機構：油尖旺區議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比賽名稱：2015油尖旺區田徑賽100米比賽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陳梓軒(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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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日期
十月

組別
田徑校隊

朗誦校隊
（普通話）

----十一月

舉辦機構：油尖旺區議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比賽名稱：2015油尖旺區田徑賽4X100米比賽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蔡志杰(4B)、陳沛華(5B)、鄧翔皓(6A)、陳梓軒(6B)
舉辦機構：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比賽名稱：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一、二年級普通話男女子組詩詞集誦」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2B班

朗誦校隊
（粵語）

舉辦機構：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比賽名稱：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五、六年級粵語男女子組散文集誦」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5C班

教務組

舉辦機構：元朗大會堂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比賽名稱：全港非華語學生中文講故事比賽（初中組）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SAMIA KHAN MUHAMMED(3A)

教務組

舉辦機構：元朗大會堂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比賽名稱：全港非華語學生中文講故事比賽（初中組）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HEFZA NIMRA(1A)

教務組

舉辦機構：元朗大會堂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比賽名稱：全港非華語學生中文講故事比賽（初中組）
獲得獎項：優異獎
得獎學生：張啓康(1A)

輔導組

舉辦機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獲得獎項：黃廷方獎學金
得獎學生：王玉鳳(4C)

-----

學

生會

我們成功當選啦！

15-16年度學生會內閣Legend WKC幹事名單:
顧問老師：崔小婷老師、周玉玲老師

舉辦機構：國際羽毛球聯會
比賽名稱：新加坡OUE國際青少年羽毛球錦標賽女子組雙打(U15)比賽
獲得獎項：亞軍
得獎學生：楊霈霖(3A)

朗誦校隊
（普通話）

音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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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資料

舉辦機構：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比賽名稱：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三、四年級普通話女子組散文獨誦」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黃麥(3B)

健康校園
小組

十二月

學生會、家長教師會及總務

舉辦機構：教育局／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促進中心
比賽名稱：香港健康獎勵計劃
獲得獎項：銀獎

主席：5A王樂淘
內務主席：5A王嘉錀
外務主席：5B林宛逸

上學期

下學期

11月：萬聖節派糖

2月：中文周（協辦）、年宵活動（協辦）

12月：陸運會派水及休息站

4月：復活節遊戲

12月：歌唱比賽

5月：Fashion Show

全年
活動計劃
巨星 師姐 陳凱 彤回 校支 持學
舉辦的歌唱比賽

生會

其它服務

亮點政策

借傘（共20把，先到先得）

歌唱比賽/Fashion Show由你話事

校服回收

投票制

代訂班Tee

聯校活動

代訂聖誕聯歡食物

舉辦機構：深水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深水埗區民政事務處
比賽名稱：公民教育歌唱比賽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徐子涵(3A)、曹靜婷(3A)
舉辦機構：香港跆拳道協會
比賽名稱：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2016（男子色帶組）
獲得獎項：亞軍
得獎學生：盧蔚豐(1A)

籃球校隊

舉辦機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比賽名稱：第三組九龍二區男子甲組籃球比賽
獲得獎項：殿軍
得獎學生：康文川(4A)、關卓航(4A)、蔡志杰(4B)、何權晉(4B)、盧偉濠(5A)、王嘉錀(5A)、陳志楷(5B)、張亮沛(5B)、林清漢(5C)、
謝誠軒(5C)、陳子健(6A)、馮展浩(6A)、李承謙(6A)、鄧翔皓(6A)

田徑校隊

舉辦機構：香島中學
比賽名稱：友校4X100米接力邀請賽
獲得獎項：季軍
得獎學生：陳沛華(5B)、鄧翔皓(6A)、楊光達(6A)、陳梓軒(6B)

田徑校隊

舉辦機構：香島中學
比賽名稱：友校4X100米接力邀請賽
獲得獎項：殿軍
得獎學生：鄧翔恩(2A)、黃美婷(2B)、曾芷笙(4B)、林宛逸(5B)

田徑校隊

舉辦機構：聖文德書院
比賽名稱：友校4X100米接力邀請賽
獲得獎項：冠軍
得獎學生：陳沛華(5B)、鄧翔皓(6A)、楊光達(6A)、陳梓軒(6B)

田徑校隊

舉辦機構：聖文德書院
比賽名稱：友校4X100米接力邀請賽
獲得獎項：殿軍
得獎學生：鄧翔恩(2A)、黃美婷(2B)、曾芷笙(4B)、林宛逸(5B)

田徑校隊

舉辦機構：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比賽名稱：友校4X100米接力邀請賽
獲得獎項：亞軍
得獎學生：陳沛華(5B)、鄧翔皓(6A)、楊光達(6A)、陳梓軒(6B)

田徑校隊

舉辦機構：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比賽名稱：友校4X100米接力邀請賽
獲得獎項：殿軍
得獎學生：鄧翔恩(2A)、黃美婷(2B、曾芷笙(4B)、林宛逸(5B)

足球校隊

舉辦機構：深水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深水埗體育會
比賽名稱：深水埗青年盃2015－2016中學五人足球挑戰賽（初級組）
獲得獎項：優異獎
得獎學生：簡沙文(1A)、陳振源(1A)、KHAN SHANZEB(1A)、伍栓銳(1C)、賴嘉康(2A)、梁耿源(2A)、楊舜傑(2A)、李錦浩(2B)、曾憲文(2B)

6月：奔跑吧！惠僑！

家

長教師會及總務

由家長主導、老師輔助的家教會每年均籌辦各式各樣的活
動，緊密聯繫各家長會員，致力實踐「家校合作」。當中不少活
動深受家長歡迎，例如「升中伴我行」、「eclass應用」等一系列
講座，邀請專家教授實用的親子溝通技巧，讓家長更清楚子女成
長時的需要，拉近親子關係。此外，家教會舉辦「屯門小欖樂園
燒烤同樂日」，讓家長與師生於輕鬆的環境中聯誼，藉此加深彼
此間的認識，建立互信共勉的關係。家教會各委員更鼎力支持校
內活動，於學生會舉辦的「時裝表演」、「歌唱比賽」及「學校
周年陸運會」親身到校為學生打打氣！

融

小欖燒烤樂，個個樂融

家校一家—校長與家教會正副主席

家長與super models !

上網成癮？No w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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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自我介紹

車一聞老師
It has taken me a while
to come up with how I
should introduce myself as
I am not really new to Wai
Kiu. Most of you should
know who I am.

林子傑老師
‘Everyone is a genius,
but if you judge a fish by its
ability to climb trees, it will live
its whole life believing that it is
stupid.’ I remind myself on this
whenever I hit bottlenecks with
my students, keeping in mind
that it may not be my students
who are not giving their best.
A slight change in teachers’ standards, methods and,
above all, attitude might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I graduated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 gave my very best in my studies because I knew
that someday along my career as an educator, students
and parents may count on me to apply what I have
learned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ir lives. Along the
way I have had many ups and downs, and I am really
glad that whenever I was going down, there was a
teacher to catch me in the fall. It is now my turn to walk
beside youngsters and show them how to live their life
to the fullest. I am really glad that Wai Kiu has given me
this privilege and I will definitely try my best to live up
to everyone’s expectations.

Physically, I have left
Wai Kiu, the warm home
of mine, for a year. Yet,
spiritually, I have always been with ever
y family
member of Wai Kiu. Last year, whenever
I came
back to Hong Kong, we shared our brand-ne
w life.
We talked about study, school picnic, stud
y tour,
voluntary work and every lovely moment in
our daily
lives. Though I was not with you, I witnesse
d your
growth.
During my departure, I used to surf
the
school website regularly. When I saw the
school
photos, I couldn’t help thinking about
students
whom I had taught before. “Has
Tony’s
handwriting improved? Has Rosa’s Cant
onese
got better? Have Caris and Rachel work
ed hard
enough?” I came to realize that no matter
where I
was, I missed ever yone in Wai Kiu.
So, here I am.

5C

每個人一出生，就要為這本名叫｢人生｣
的書而動筆，無人可例外；不一樣的經歷成就
不一樣價值的書籍。不論是光輝的抑或是不堪
的一頁，每段文字都得由自己親自寫下。在惠
僑，我有幸再次為自己的書寫下光輝的一頁，
獲得「第四屆司徒華教育基金 • 好學生獎」。
感謝評判老師對我的肯定，讓這獎項成為我繼
續貢獻社會的動力！我將一如既往善用課外時
間做義工，為弱勢社群略盡綿力，為我的人生
書 籍寫下真善美的一章。

年份		

獎項

2015-2016

第四屆司徒華教育基金好學生獎

2015-2016

第七屆深水埗區優秀學生奬

2014-2015

傑出青年協會青苗基金「夢想工程」

		

明日領袖獎

2014-2015

「世茂新家園精英培養計劃」傑出中

		

學生獎

吳子欣老師

李妍樺老師
畢業以後，我像以前長輩們所
說的「走進社會」；而惠僑卻帶我回
到既陌生又熟悉的「中學時代」。以
前在課室喧鬧的我，老幻想 到教員
室去一嚐當老師的滋味；而 現在坐
在教員室的我，卻在回味中學時揮灑
過的青春熱血，就像錢鍾書《圍城》
裡的「被圍困的城堡，城 外 的 人 想
衝進去，城內的人想逃出來 」。青
春就如做夢一樣，唯有夢醒了 才發現青春匆匆來過又走了。 所
以，同學們要謹記好好地把握 當下，燃燒青春，別讓自己的 中
學時代留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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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惠僑 的日 子至 今雖 然
只是 短短 幾個 月， 負責 為高
中
的同 學進 行升 學選 科、 心理
測
試分 析及 個人 能力 了解 的輔
導
工作 ，但 在與 同學 們相 處中
，
我發 現你 們都 很主 動活 潑，
你
們的 親切 及熱 情， 讓我 很快
地
融 入這 個大 家庭 中。 記得 十二
月時 ，有 幸能 參與 學校 旅行
，
中六的同學們體貼細心的照顧，
使我十分感動。玩遊戲時，
同學們和師長打成一片，相處得
非常融洽。師生間亦師亦友
的關係，使我深深感動，並很珍
惜及享受這份和諧的關係。
未來 的日 子， 希望 能與 更多 的同
學溝 通交 流， 亦期 望
能透 過面 談， 使同 學們 更了 解自
己， 協助 你們 建立 未來 的
目標，踏上人生道路！

右三)

文康所讀的5C班，人人相親相愛 (上排

4C

段維清

王玉鳳
在惠僑的培育下，我茁壯
成長，記得剛升上高中時，既要
參加各種活動，又要面對艱澀的
高中課程，我感到份外緊張，但
每次想起班主任的勉勵：｢古之
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
有堅忍不拔之志｣，我又再次提
起精神，迎接挑戰。

常言道：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
高。從小，我只專注學業，對周遭的
事物漠不關心。但這幾年在惠僑的中
學生活中，親切的老師、友愛的同學
漸漸地融化了我那冰冷的心。

去追 夢， 讓我 去

某種 事物 的話 ，整 個宇 宙
旅》 所言 ：「 當你 真心 渴望 追求
幻之
年奇
羊少
《牧
正如
們，
同學
們發 揮所 長。 同學 們都 天真 可
提供 了多 姿多 采的 活動 ，讓 同學
都會 聯合 起來 幫你 完成 。」 惠僑
勇敢 的追 尋夢 想， 多年 後像 我
純真 的心 去享 受校 園生 活， 並且
愛， 我真 希望 你們 能夠 保持 這份
活！
一樣，還會憶起愉快而充實的學校生

父母、校長、老師們到場為文康打氣

獎狀

侯直娟老師
命， 教我
一生 的老 師， 他們 以生 命影 響生
求學 時期 ，我 曾遇 上很 多影 響我
希望成為老師的原因。
嘗試，才造就了今天的我，這也是我

傑出學生專訪

文康獲立法會葉建源議員頒
發獎狀

5C

Nice to meet you all again!

江文康

如今我經常參加義工活動，如探
訪獨居長者、課外的教會義工活動：
無論是幫助小學生補習，還是遠赴緬
甸做義工，我都積極參加，因為我覺得這些有意義的活動，
不僅能幫助別人，亦讓我獲得許多、學習到許多。我希望可
以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幫助有需要的人，盡我所能去回饋社
會。

今年，我有幸獲得第七屆深水埗區傑出學生選舉
｢高中組優秀學生奬｣殊榮，實在感激惠僑師友一直以來
的鼓勵。在未來，或許我將面對更多難關，但我必定會
繼續努力，不會辜負學校對我的悉心栽培和殷切期望。

年份

獎項

年份

獎項

2015-16

第七屆深水埗區傑出學生選舉

2015-16

第七屆深水埗區傑出學生選舉

高中組優秀學生奬
2014-15
2013-14

2014-15

明日之星計劃 - 上游獎學金

傑出中學生獎

2014-15

教育局/傑出青年協會/青苗基金：

教育局/傑出青年協會/青苗基金：
明日領袖獎

2012-13

高中組優秀學生奬

「世茂新家園精英培養計劃」

明日領袖獎
2014-15

第五屆深水埗區傑出學生選舉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初中組優秀學生獎

）在緬甸義工
段維清同學（左
快樂合照
的
學
同
分享會中與

最愛這群亦師亦友的同行者

）與段維清
王玉鳳同學（右
七 屆 深 水 埗 最喜歡與同學一起為慈善出力
同學（左）在第
中一起得
舉
選
生
學
區傑出
獎，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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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霈霖

現在每天放學後，我便要趕往香港體育學院練習羽毛球。羽毛球已成為我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羽毛球訓練和比賽中，我體會到一分耕耘、一分
收穫的意義，亦認識了許多良師益友。感謝惠僑的師友們對我的鼓勵和支持，
使我能專心練習和更有信心面對激烈的比賽。我會繼續努力爭取更好的成績，
永不言棄，希望將來有更大的發展，為港爭光。在這裡，讓我再次衷心地對這
些良師益友說聲多謝，多謝你們為我添加逐夢的動力！
年份

獎項

2015

新加坡OUE國際青少年羽毛球錦標賽 女子組雙打(U15) 亞軍

2015

中銀香港全港青少年羽毛球錦標賽 女子組雙打 (01-02年組別) 冠軍

2015

中銀香港全港羽毛球錦標賽 女子組雙打 (初級組) 冠軍

全港羽 毛球女 子雙打 聯
賽冠軍

全港青少年錦標賽
羽毛球女子雙打
冠軍

新加坡青少年國際羽毛球錦
標賽亞軍

校友
陳凱彤

勇奪香港先鋒新人獎

校友陳 凱彤L illian 一直是 校內歌 唱比
賽的常 勝軍， 其後在 音樂老 師的鼓 勵下，
展開了 漫長的 音樂旅 程。L illian 在「超 級
巨聲 2」的 歌唱 選秀 節目 中嶄 露頭 角， 其
後奪得 英皇新 秀金咪 獎並成 為合約 歌手。
她不斷 裝備自 己，為 歌唱事 業奮鬥 。本年
更推出首張個人專輯《A Little Bliss》及
成 立 歌 迷 會 「 彤 樂 會 」 。 她 最 近 更 榮 獲 《肆無忌憚》獲IFPI MV獎
廣東廣 播電台 音樂之 聲「音 樂先鋒 榜」的
年度香 港先鋒 新人獎 、香港 電台第 三十八
屆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銀獎，衷心祝
福Lil lian「 聲」途 燦爛， 繼續展 露歌唱 才

首張個人專輯
小確幸》
《A Little Bliss

華，開創美好人生！

馬詩晴
在香港小姐的舞臺上發光發亮是
許多女孩的夢想。
校友馬詩晴於2015年《香港小
姐競選》中榮獲殿軍，她
憑著過人的努力，在參賽的過程
中接受各項挑戰，獲得
寶貴的人生經驗。

參選 香港 小姐 時的 官
方宣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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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 參選 經歷 為詩 晴的 人生 寫下
了光 輝的 一頁 ，
她期 望以 香港 小姐 的身 份， 將香
港人 的奮 鬥精 神宣 揚
到世 界各 地。 希望 惠僑 的師 弟妹
們都 能從 詩晴 的經 歷
中感 受到 師姐 堅毅 不屈 ，勇 於追
求夢 想和 接受 挑戰 的
精神。

跳舞環節施展渾身

於考 驗臨 場應 對能 力的 問
答環節中表現出色
解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