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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過往一年，因為社會事件、疫情的關係，同學經歷停課、網課、復課，繼而再度停課，考驗可謂一浪
接一浪；在當下，不同級別的同學，可能對新學年復課後的運作、評估方式、同學的交往、老師的教學方
式，有不同程度的不確定或憂慮：中一同學需要適應由小學升至中學的變化；中三升中四的同學，由初中
的稚嫩赫然蛻變成高中的成熟模樣；中五及中六同學對DSE文憑試的課程努力追趕，以期達到課程要求。
疫情反覆，但學校願意與大家同行，亦配合新學年的教學，我們已安排同學的教學資料、學科筆記、
數據咭、IPAD、電腦等供同學學習及成長。
雅莉珊卓 · 賴維特是人力資源專家，2019年獲選為THINKER 50的30位管理思想家。她在<我只想好好
上班>一書指出管理你的想法，活在當下，提高情緒智商，這些都是避免負面情緒影響工作的好方法。事實
上，在創造中國文字時，創造者將人生的智慧匯入文字：人字有兩筆：一筆寫順境，一筆寫逆境，順境時，
善 待 別 人；逆境時，善待自己。讓我們以感恩、尊重、正向思維去面對每一天的挑戰，生活中有晴天有雨天，用快
樂的心情過每一天。同學在新學年為自己建立目標，堅毅前行。
本校中五葉兆鴻同學今年度獲得美國中學交流計劃獎學金（原來我得口架）前往美國免費留學一年，葉同學雖然英
語及家庭經濟環境並不理想，但是到美國留學是他的夢想，幸得老師循循善誘，同學努力不懈，終於過關斬將，獲得機
會到美國學習一年。「各盡所長」是本校的校訓，同學中擁有在學業、體育、視藝等的不同潛能，各有不同的才華，希
望李惠利中學成為大家追求自己的夢想，發揮所長的地方。
本年度送給大家的經訓（以賽亞書40:30-31）：就是年輕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倒下。但那等候耶和
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另外，聖經詩篇123:1：因為看顧你們的
神，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學年伊始，希望透過大家共同努力，共建開心校園，祝願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順心，學業進步，主恩滿溢。

校董分享
抗疫同行•渡逆有道
刁廣浩
今年，有機會拍攝大合照時，我們都很珍惜，因為聚會的機會不多，而
每次總會有人提問：需否脫下口罩拍攝？我總喜歡回答：不用了，這是我們
2020年抗疫同行的標記，相信在往後的日子，每當日後再看到那張大合照
時，一定會記起這是2020年（期盼2021年不用再需要口罩）。
在疫情期間，學會了珍惜和感恩，不時會在新聞節目聽到疫情過後，經濟必定會迎接巿
民的「報復式消費」，但可曾想過我們還有很多「報復式行動」想要進行？今年停課停到慌
了，不少朋友的孩子問父母：什麼時候可以上課？又曾經聽到教會一些年青人說：「從未如
此渴望回到校園」。是真的，有的時候，不夠珍惜，減少了，甚至停止，便變得渴想，或者
有否學習感恩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並非必然，疫情一波又一波來襲，為了要減少社交接觸，和
家人上茶樓及探望獨居的年長親友都變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見朋友更是遙不可及的事情。
所以，若疫情過去，必會引發「報復式」與家人、朋友相聚，珍惜彼此情誼。
但今天疫情尚在，還得以「新常態」去面對，保持心情開朗，以積極的心面對，珍惜與
家人相處時間，關心互勉，能抗疫同行，必然渡逆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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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推廣組(中文組)
「最佳採訪校記」林穎茵訪問錄

本校閱讀推廣組於上學年安排中
五級林穎茵同學參加「第二十二屆明
報校園記者計劃」，同學順利完成課
程後獲頒「最佳採訪校記獎」，以下
是記者與林同學的訪問內容。
記

者：林同學，可以介紹一下「明報校
園記者計劃」的活動內容嗎？

林同學：「明報校園記者計劃」有很多特別的活動令我大開眼界，例如參觀位於柴灣的明報
工業大廈，了解記者日常的訪問的工作。此外，報社亦安排了一些關於採訪、攝
影、編輯的基本培訓。
記

者：計劃中有哪些難忘的地方呢？

林同學：印象最深刻的是採訪立法會議員及天文台台長。這是我第一次與這些知名人物見面
及溝通。除此之外，在明報工業中心，我親眼看著一份報章由編輯、設計、排版到
印刷等多個工序，到最後製成一份「新鮮出爐」的報紙。當時，我有一種井底之蛙
的感覺。
記

者：是次活動對妳有什麼改變？

林同學：所謂看不如做，由讀報到寫稿，當中的我亦獲益良多。參加這項活動，令我對這個
世界充滿好奇。因為每次參加活動後都有一種擴闊視野的感覺，更會期待其他活動
所帶來的美好感受。
「學不可以已」，閱讀推廣組會繼續開來，安排更多同學參與校外活動，務求讓同學發
揮所長並提升語文水準。

童軍
童軍十五週年暨傑出旅團獎

本校新界地域1438旅童軍成立至今
已有十五個寒暑。上學年，本旅團獲童
軍總會頒發「金狀」以表揚多年來對香
港童軍作出卓越貢獻。同年，本旅團參
加總會舉辦之傑出旅團獎勵計劃，經助
理區總監劉志泉先生及副區總監夏穎詩
女士來校探訪，就行政、活動及訓練三
方面評分後，表現達標，獲頒優異旅團
獎。在早前之校內頒獎禮上，張欽龍校
長勉勵各童軍團及深資童軍團成員努力
投入童軍訓練，充實自我，貢獻學校、
服務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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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epartment
Christmas Celebration

It was such a fun Christmas this year. Many different games and beautifully
decorated activities booths were arranged for students to immerse in a rich English
learning atmosphere. Karaoke booth allowed students to sing different Christmas
songs and an iPad booth was set up for students to do a Christmas quiz on Kahoot. It surely expanded their
vocabulary and enriched their understanding about Christmas. In this technology era, the ‘Writing an X’mas Card’
booth brought streams of warmth to students and teachers.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rote greetings and thanksgiving
words to teachers and friends in this blessing season. What’s more, “Smile with Santa” booth was absolutely
amazing where our NET teacher and the principal dressed up as Santa Claus. Many students were super excited to
take pictures with them and had got their pictures printed from a Polaroid camera. All students had got prizes from
small stationery to big stuff toys before they left. Overall, it was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Christmas celebrations
for both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ose who couldn’t attend the event, we wish you all a Merry Christmas!

EDB Curriculum Develodment project

In line with the direction of the ongoing curriculum renewal, this year,
English Department collaborates with the EDB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Support Section to revitalize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F.3 subject
teachers are involved to co-plan and implement innovative teaching
practices to facilitate students’ writing.

F.1 and F.2 English Day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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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chool organized two English Day Camps
for our Form 1 and 2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in a more memorable and enjoyable way.
During the camp, all of the activities and
games were carried out by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NET) to enable students to increase
their English speaking opportunities. This
provided the students with an experiential
learning opportunity by immersing them in an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We were happy
to see that our students were enthusiastically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ies and tried their best
to exchange their ideas with the NET teachers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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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
「大華銀行水墨藝術大獎」連續兩年獲得金獎
本校同學早前參加了由大華銀行主辦的「大華銀行2019年度水墨藝
術大獎」，經多名專業當代水墨藝術家及畫廊創辦人就作品的技法及創
意作評審，本校6C蘇念恩同學作品得到新晉藝術家組別高級學生組金
獎，作品已獲大會收藏，並將於香港國際展覽中巡迴展出。

參觀村上隆對戰村上隆展覽
日本藝術家村上隆是世上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之一，本校同學參觀了由大館當代
美術館隆重舉行大型個展「村上隆 對戰 村上隆」。展覽內容豐富，匯聚了超過60件
畫作及雕塑，讓同學在引人入勝的體驗式場景中，感受到村上隆精彩作品及生活中所
體現的矛盾。

AM730 第四屆全港廣告賣橋王品牌大獎（初級組）

本校中三同學的創意廣告提案獲得TIGER品牌商及評審團的欣賞，擊敗來自全港各校178隊參賽隊伍，獲得AM730 第四屆全港
廣告賣橋王品牌大獎（初級組）
參賽同學姓名：3A 林詩穎、陸海瑤、魏婥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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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鄧嘉琪

3D 張煒晴

學教組
2019至20年度學生獲頒獎學金名單

高中
獎學金名稱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2019

AFS
國際文化交流獎學金

班別

學生

4A

李凱鵬、梁穎芝
黃雅柔

5A

黃雅茵、余曉宜

6A

羅振熙、陳可盈
黃婉瑩

5A

李紫瑩、梁家恩
曾琦鈞

獎項

準則

每人獲頒嘉許獎狀

品學兼優，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及社會服務。

∕

品學兼優，熱衷接觸外國文化。

每人獲頒進步嘉許獎狀

在學業成績∕操行∕課外活動及義工參與∕STEM發展
的一個或多個範疇上，有著出色的表現或明顯的進步。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全港
青少年進步獎

6B

麥鈞匯

4C

黃俊城

「原來我得㗎」美國中
學交流計劃 獎學金

4A

葉兆鴻

獎學金及美國一年交流

校內成績優異，面試表現良好，熱衷接觸外國文化。

向上游獎勵計劃

6A

羅振熙

∕

具備學習熱誠，不怕困難，達成學習目標

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

4A

李凱鵬

5A

黃雅茵

每人獲頒獎學金5000港元

學生在逆境中具奮鬥精神，努力學習。

4A

黃雅柔、李凱鵬
葉兆鴻、黃敘雨
斯奕菲

每人獲頒獎學金3000港元

通過面試並完成各項活動。

5A

魏偉聲、葉雅雯
丘卓卉、朱倬嬅
楊啓超

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

5A

余曉宜

優異學生獎：
1. 嘉許狀
2. $1300書券

在不同範疇，例如學術和品格，表現卓越。

葛量洪獎學金
（生活津貼）

5A

余曉宜、張桂雯
張錦鑫、蔣 勵

每人獲頒獎學金3000港元

存在經濟需要

6A

余珊宜

5A

林穎茵

最佳採訪校記︰
1. 嘉許狀
2. 獎杯

兩文三語良好、積極外向、有責任感、對傳媒工作有濃
厚興趣，積極參與社區、課外活動。

獎學金名稱

班別

學生

獎項

準則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2019

3A

黃秋雨

初中組優異獎

3A

辜麗穎

嘉許獎狀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全港
青少年進步獎

3A

黎偉培

進步嘉許獎狀

在學業成績∕操行∕課外活動及義工參與∕STEM發展
的一個或多個範疇上，有著出色的表現或明顯的進步。

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

3A

黃秋雨

∕

學生在逆境中具奮鬥精神，努力學習。

立志啟航

3A

黃秋雨、陳盈盈
辜麗穎、李凱欣
溫卓熙

每人獲頒獎學金3000港元

通過面試並完成各項活動。

立志啟航

明報校園記者計劃

初中

品學兼優，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及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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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關愛打氣活動

受疫情影響，同學在5月份仍未能回校學習和活動。為給予同
學抒發感受的機會，並能與學校、老師、同學保持聯繫，本校輔導
組於2020年5月及6月份舉辦「關愛打氣活動」，以關心同學的適
應和情緒狀況，並透過網上直播活動「同學仔 傾下偈」給同學們
打打氣，內容包括有心理測驗、校園直播、校長和師生分享、點
唱、感動一刻等。另外，在復課日為每位同學準備抗疫物資及零食
打氣包，以關心同學的身、心健康。
同時，看到應屆的中六同學因受疫情影響而面對較以往更大的
壓力，學校特別為他們送上防疫包及打氣咭，讓同學感受到學校一
直與他們同行。其中精美的文件夾，更是由視藝術科科主任潘寶儀
老師設計，獨一無二！

教育大學分享—「感恩之旅」
2020年6月20日，輔導主任劉慧嬋老師與袁倩文姑娘
獲邀到教育大學分享，主題是「感恩」。 懂得感恩的人，
便能時刻感受生活的幸福和生命的快樂。本著這個信念，
輔導組透過不同機會讓同學明白感恩的重要。難得有這次
機會，向二十多名中、小學老師分享學校的經驗，期盼這
「感恩之旅」能延伸至不同學校。

皮革興趣班
輔導組為同學開辦了「皮革興趣班」，讓同學親手
製作零錢包及筆袋。看同學一臉滿足，便知大家對製成
品相當滿意啊！

赴美交流生：5A葉兆鴻
I do not regret coming to America.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been to any western country,
even by myself. Now, I am in Tucker, Georgia and learning online. It was quite easy for
me to adapt to a new environment. I have experienced a lot of things with my host
family. We visited the Georgia Aquarium which was tremendous. The water and the
marine animals beyond the big glass were spectacular. At that moment, I felt like I was
Aquaman. Also, we have been to the World of Coca-Cola to see how they produce
drinks. What was awesome was we could try most of their beverages with different
flavors. That was ineffable. Next, I experienced my first time using a paddle board and
falling from it, but 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 There are many other things I have
experienced but I have not mentioned,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experiencing more
things that I have not done before such as going to Lakeside High School in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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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組

教師專業發展組

本校致力推動關懷長者活動，多年來一直與亞斯理社
會服務處舉辦長者學苑活動。上學年獲荃灣及葵青區安老
服務協調委員會頒贈一星級證書，以表揚學校積極參與。

本校致力提升教師專業能力，每年均舉辦不同性質
的專業培訓活動，本學年首個教師培訓日邀請了 Library
Master 和 HyRead 電子書平台的代表，親臨本校講解
有關系統的操作方法。同日亦進行了教師資訊科技教學
能力的探討，期望能進一步加強未來遙距教學的效能。

STEM 小組
2019-2020香港建造學院「STEM聯盟」—建築模型設計比賽
上學年，本校3A班吳浩堃、徐家醴、溫卓
熙和王昊藍同學結合了教堂及棚屋，設計了這
個外形美觀、又具節能概念的理想家居，成功
入圍決賽。惜受疫情影響，主辦單位無奈取消
決賽，最終同學們獲得有關比賽的入圍獎項。

參賽作品：我們的空中樓閣

同學們認真的使用3D繪圖軟件進行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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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事工組

「疫」境得力—心靈加油站

同學們，當活動停頓、上課受阻、日常生活受影響時，大家有何
感受呢？當口罩和消毒用品成為生活的必需品時，大家有何體會呢？
原來我們從未真正擁有自己生命的主權。當疫症臨到，我們的計劃被
打亂時，我們才體會到人的渺小、生命的無常。無法否認的是，逆境
令我們感到身心疲累。究竟如何突破生命的限制，讓我們重新得著力
量呢？
腓立比書4章6至7節記載：「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
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上帝所賜那超越人所能了
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原來學習把困
難交託給上帝，才能得著真正的平安。為促進同學靈命健康發展，宗
教組於上學年復課期間，舉行了心靈加油站活動，為期25天內合共
約570人次參與活動。同學們透過寫代禱咭學習把憂慮交託給上帝。
盼望同學能仰望上主，在「疫」境中重新得力。同學們，加油！上帝
愛你。

帶我離開低谷的上帝—校友黃富東見證分享
大家好，我叫黃富東，很高興能與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信仰經歷，以及我在學校參與宗
教活動的情況。我是2019年李惠利中學的畢業生。自小學五年級開始我已經信了主，而我
中三時更開始參與本校的宗教活動，我在啟發課程內主要擔任組長的角色，負責帶領中一級
同學，幫助他們認識主耶穌。
記得當時我是主動向李Sir表示希望能參與啟發活動，我向李Sir說：「我可以幫敬拜隊
打鼓。」後來我被編入了音樂敬拜小組，與其他成員合作，學習以音樂敬拜事奉主。每逢學
校舉行宗教活動，我都會與一位學弟輪流打鼓。較深刻的一次，是某年的中一適應課程活
動，我負責彈琴而學弟負責打鼓，而其他成員就彈結他和唱歌。每次練歌時，我們都感到
非常喜樂。有一次，我們一班啟發成員到附近的亞斯理堂探訪老人中心的長者。我們獻唱詩
歌、帶遊戲、表演福音魔術、一齊做手工、還有分享時間，老友記們都十分投入活動之中，
他們都感受到主耶穌的愛。
對我來說，信仰不單是傷心時的安慰，更重要是使我知道人生的目標。我體會到在教會
所做的一切是最有意義，因為能影響人的生命，可以救人不致滅亡，更加可以使人有豐盛的
生命。很多人都認為這個世界沒有神，但我可以藉著我的經歷向大家說，這個世界有一位真
神，我曾經歷過多次神的幫助，亦試過在人生低谷、放棄玩音樂、甚至曾經想過放棄生命的
時候，神不斷安慰我及扶持我，最後靠祂成功走過難關。
最後，我很想對大家說，主耶穌很愛我們，祂甚至願意被釘死於十字架上來拯救我們。
希望大家可以認識這位神，一位曾經幫助過我，帶我離開低谷，進入豐盛生命的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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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組
中一適應課程（第一階段）已於九月二十三日
舉行。先由校內的訓導、輔導、課外活動及宗教組
老師分享和介紹，引領學生熟悉校園生活。最後由
循道衞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帶領活動，旨在使學生
透過學習成長思維，開啓中學生的成長之路。
開學日中，學生獲得由學校和校外機構送贈的
禮物，包括有糖菓、餅乾、飲品、口罩、消毒用品
和祝福咭等，學生們滿載而歸。

課外活動組
黃雅茵

過去數月，因疫情關係，同學們需停課抗疫。但此措施並沒有阻礙同學的求學熱
誠，反而有多位修讀生物科的同學於停課期間，積極參與由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舉辦
的環境生態文化網上學習課程獎勵計劃，更分別獲得金、銀和銅獎，充分體現了停課不
停學的精神，令人欣慰，在此衷心恭喜獲獎的同學。

余曉宜

張燦炎
蔡茵琪

袁敬揚

陳志成

陳鈺雯

9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Project We Can企業參觀—

夏利文物業管理公司

十多位中四同學於08.11.19參觀—夏利文
物業管理公司，認識物業管理公司運作、及如何
在物業管理中兼顧生態環保工作。

Project We Can 職場體驗計劃2020

6B楊詠堯（參加學員）

我在這次的職場體驗計劃裏面真的是獲益良多。首
先，我在一開始的遞交履歷和求職信的過程中，我學習
到如何用英文寫一封求職信。其次，我在參與網上面試
的時候，我明白到控制自己不要太緊張的重要性。最
後，我成功入選參與這個職場體驗計劃，真是十分開
心。雖然是在網上實習，當中我也學習到很多東西。我
了解到物業管理需要的需要熟悉相關法律、文書技巧，
溝通及協商能力，危機處理和應變能力，同理心等。其次，我了解到酒店裏的架
構、對客人需要有什麼態度和需要做什麼。同時，我亦學習到在廚房裏的知識和廚
師需要的條件，商業寫作技巧，以及如何用英文寫作和與人溝通的技巧等。
我在這個計劃中印象最深刻的環節是馬哥孛羅香港酒店的員工分享。例如她說
過對住客人需要15步微笑，5步言語，這個的意思就是當客人在15步的距離我們就
對着客人笑，而在5步以內就可以口頭上打招呼。
我在這個職場體驗計劃裏面，真的學習到很多在課本上也未能夠學到的知識，
真的獲益良多，我深信能夠對自己未來的職業和個人成長都有很大的啟發和幫助。

台灣中原大學分享及介紹

「Project WeCan」生涯規劃職業性向測試

中四級同學於2019年9月參與 Project We Can生
涯規劃職業性向測試，經老師講解、認真進行了網上
職業性向測試，以了解自己的職業性向，測試結果將
用於編配同學參與不同的工作體驗活動。

中原大學代表於04.11.19蒞臨本校為有意報讀
中原大學的中六學生進行分享活動、介紹大學課
程、特色、招生章程，於中原大學就讀設計系的學
生更與本校同學進行小組交流，同學踴躍提問。

中三夢啟航計劃

透過十月至四月的工作坊、行業體驗，協助中三
同學解更多不同行業，釐清夢想、理想和事業的分
別，認識自己，確立目標。

中六級模擬放榜

於本年三月一日進行，同學獲派發模擬放榜
成績單，就不同成績選報各類課程、練習面試技
巧，為放榜後的規劃作好準備。

台灣升學教育展2019

中三選科講座

為了幫助中三學生
選擇新高中選修科，四
至五月分別Zoom及實
體進行選科講座、高中
選修科簡介、模擬選科
等，讓學生更了解他們
的選擇。

中六模擬人生旅程

中六同學於20.12.19參加模擬人生旅程活動，體驗不同人生階段、面對不同的
決擇，從而理解自己的人生價值。

本校有意到台灣升學的中學生於18.10.19參
加台灣升學教育展，認識台灣升學途徑。

中六生涯規劃系列

中六全級學生於9-10月進行生涯規劃工作坊系列，包括認識多元升學途徑、不
同行業與我、工作價值取向、再配合職業性向測試結果、及青年網上職學平台，讓
同學可就感興趣的行業及大專課程提問，以助計劃未來升學及就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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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第二十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何倩萍顧問
葉慶航女士
蘇巧兒女士
吳明華女士
江雯珊女士
何志紅女士

茶道班

盧佩玲顧問
陳慧蓮女士
陳雪琴女士
胡桂珊女士
楊淑華女士

歐陽愛珍女士
周頌時女士
洪亞愛女士
陳韻芝女士

2020-2021年度家長校董代表選舉結果
莫淑德女士
周利容女士
麥嘉詠女士
楊文晞女士

選票
陳慧蓮女士

161

周頌時女士

78

由陳慧蓮女士當選家長校董代表，周頌時女士當選家長
替代校董代表。

學校推廣組

為宣揚以禮待人的精神，及增加同學的茶道知識，本
校學校推廣組特舉行茶道班，並分別於2019年10月9日、
10月16日、10月23日、10月30日進行，共20位中三及中四
同學參加。同學在活動第四堂接受了評估，並獲發證書。
評估當天，同學一展在過去三堂所習得之技巧，為老師們
奉茶，在濃濃茶香中，享受繁忙生活中的一點靜謐和師生
間濃情美意。同學亦已於本校開放日以茶道接待來賓。

本校同學接受了四堂嚴謹的茶道訓練，向導師獻技。
同學於評估時為老師奉上用心沖
製的美茶，現場亦洋溢著對老師
的點點敬意。

本校同學在沖茶時展現了
專注溫柔的一面。

茶道班同學於開放日接

待來賓，廣受讚賞。

絲不苟。

導師交流評估標準，一

本校負責老師與茶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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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事介紹

李錦沂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負責生涯
規劃、健康校園以及家教會的教學
助理同事，喜愛運動和音樂，期待
來年和大家合作愉快。

黃嘉名

李映瑤

我是主要任教中文科的黃嘉名
老師，負責保齡球隊的工作，希望
與大家一起發掘更多校園生活的樂
趣，各盡所長，加油！

大家好，我是李映瑤老師，今年任教中
二級綜合人文科及中三級生物科，是3D班主
任，平日的喜好是整甜品及做小手工。期望
大家在這一年能努力學習，並在學習中找到
樂趣！

吳挺愷

大家好！我是新老師吳挺愷，很高興能
加入李惠利中學的大家庭，與各位相處、
學習。本年度，我將任教中文科及中國歷史
科，期望各位同學能在課堂內愉快學習、享
受學習！

布皓菻

大家好！我是今年新加入的英
文科老師，Miss Po，教1C，4A和
5B班。平日喜歡做運動。希望有機
會與大家交流。

林曉瑩

我是3B,4B,5A的英文老師Ms
Lam，期待有機會與你們分享旅遊
和寫作經歷，也誠邀大家參加扭扭
樂扭氣球班！

李穎宇

大家好，我是李穎宇老師，任教
中文及中史，除了屬訓導組外，亦是
啦啦隊的負責老師。平日我喜歡看書
及彈琴，歡迎跟我志同道合的同學來
G11A與我交流！很高興今年能加入李
惠利的大家庭，希望能和各位同學及
老師度過愉快又充實的一年！

許嘉琳

大家好！我是數理科、IT、
藝術及術科教學助理許嘉琳，亦
是STEM小組、學校推廣組的成
員。期望新一年大家能繼續努力
學習，奮發向上。

徐健灝

大家好！我是徐健灝老師，
任教數學科，是校園電視台以及
STEM小組的成員，期望大家可
以加入電視台，一起學習拍攝技
巧，也希望大家在「疫」境下自
強不息，繼續努力！

黃振鋒

大家好！我是黃振鋒老師，
任教數學科，是1B班主任，亦是
訓導組、STEM小組及學校推廣
組的新成員。今年是非常特別的
一年，希望大家一起努力，逆流
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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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民仲

大家好！我是Mr. Wong，任教英
文科，是1A班主任，也是學生成長組
及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成員。我平日喜
愛戶外運動，也享受閱讀。今年相信
對學校每一位也不容易，希望大家都
能互相扶持！

陳駿聲

大家好，我是通識及綜合人文科
教學助理陳駿聲，將會協助1D班及
2D班綜合人文科課堂教學。此外，
我亦會協助中一、二家課政策。希望
各位同學在逆境之中懷着謙卑的心學
習，努力成為更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