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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非僥倖，個人的力量也不足以
成就美滿的結果。正覺中學師生的共同
努力終於在2010年6月30日高級程度會
考放榜日得到肯定。本校首屆中七畢業
同學在2010年度高考中獲得令人鼓舞
的成績，在應考的十四個科目中，十二
科高於全港水平，其中五科的合格率達
100%，六科的優良率更勝全港平均。
我們秉持「眾生平等，有教無類」
的辦學理念，雖然教的不是最好的學
生，但我們盡最大的努力栽培他們成
材。憑著老師的專業、同學

的積極，兩年來我們打破了一個又一
個的「不可能」，創造了一個又一個
的「學界奇蹟」。同學將各項公開性
校際比賽奪標的喜悅化成自信，不斷
超越自己，超越他人，最終超越同
屆的考生，闖進大學的校園。本屆
愈90%的畢業同學獲大學及大專取
錄，開展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師生情濃，畢業生對學校有著
強烈的歸屬感。他們除了以說話感
謝學校和老師外，更以實際行動將
愛火相傳，與學弟學妹分享學習心
得，回饋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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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如祥 香港城市大學 市場營銷系
我是一名重讀生，在正覺的日
子只有三年，不過我對正覺的感情
可以說是深！深！深！
正覺是我第二個家！
在預科的生涯中，
學業上遇到重重的困
難。幸好上天賜我良師
益友，好讓我在困惑時
不必孤單。由中六當上
學生會主席的一刻至中
七放榜的前夕，老師跟
同學都給予我無限的支
持 和 鼓

勵。我們一同努力過，一同快樂
過 ， 也 一 同 憂 傷 過 …… 這 一 切 一
切，令大家都成了大家珍
貴的回憶。中學的生活瞬
間而逝，不覺間我們又要
邁進人生的另一階段，接
受新的挑戰。我們畢業
了，人離開正覺了，但心
卻沒有離開。老師，我愛
您們！同學，我愛您們！

林澤聰 香港浸會大學 地理系

我正式成為大學生了！回首當
年，第一次中學會考只有11分，英
文科更不獲評級（U）。
要不是正覺中學給我重
讀機會，我今天就不能踏
在大學之路了。雖然我
在第二次的會考中取得
比之前優異的成績，
可是英文科仍是不合
格。
在絕望與徬徨之
際，校長格外開恩，給
我一個中六學位，條件
是承諾翌年重考英文科時
要達標。我更加珍惜這個最後
機

會，我很努力溫習英文，在老師的
幫助和同學的鼓勵下，我終於打破
宿命，在會考的英文科中取得合格
的成績。
兩年的預科生涯，為了
迎戰高考，我們一絲也不
敢苟且，學校為我們提供
了良好的學習環境，老師
比我們付出的更多。
我能夠重獲新生，
取得成功，是因為學校
從來沒有放棄過我，一直
給我扶持，給我指引。謝
謝劉校長和各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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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紫政 香港中文大學 經濟系
正覺人，正覺情。
畢業後，升讀大學了，但
我卻患上了「思鄉病」。
現在再沒有人在身旁事事
提點、再沒有人在前面引
路。過往一直認為是理所
當然的，今天只能在緬懷
中享受。在正覺七年，正

覺情對我來說是實在的。
從前與師友一起經
歷的甜酸苦辣，那點點滴
滴，使我感到身為正覺人
的驕傲。正覺情，就只
有正覺人才能感受得到，
就只有正覺人才會回味無
窮。

馮芷寧 香港科技大學 數學及資訊科技教育系
踏入了大學，享受多采多姿的
生活的同時，我很懷念在正覺
的日子！
真正成為大學生後，
我才明白在正覺學到的
不單是應付高考的知識
和技巧，而且是待人接
物的處世之道。
在正覺參加的大大

小小、形形色色的工作坊及活動，
令我變得更加獨立和有自
信，而這一切都使我比
其他同學更容易適應大
學生活。
感謝正覺這個
大家庭令我順利跨進
大學之門，更讓我學
會了一些終生受用的
人生道理！

馮嘉恆 香港科技大學 生物化學系
很感謝各老師對我
的幫助和鼓勵！沒有正覺
的老師在學習上的指導，
在成長中的支持，大學生
這個名稱對我來說只是個
幻想。能夠入讀科大，各
位老師實在是功不可沒。

是他們在我走中學階段的
最後兩年陪伴著我，教導
我，啟迪我，讓我確立人
生的目標，開創光明的前
路。希望各位同學能夠珍
惜及感謝正覺的好老師！
BCKSS，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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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為拓闊學生野視，豐
富他們多元經歷，每年暑假，本校都會舉行各類遊
學團，讓學生透過踏足祖國土壤，體察同胞生活，
培養家國情懷。今年夏天，本校學生更有機會遠飛
新加坡，體驗當地多元文化，拓闊英語學習環境。

本校同學代表香港學生出席午膳聚餐

，並與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

先生合照。

2010年的暑假，本校參加了由教育局主辦的「薪火
相傳──四川關懷慰問之旅」，師生合共20人，分兩
組出發，到四川成都及綿陽巿考察。
在活動中，同學到訪過北川地震遺址，見到地動山
搖後幾乎完全被摧毀的巿鎮，無不動容。我們亦在該地公
墓獻花。面對著埋了幾千具遇難
者遺體的草地默哀，同學都上
了一節寶貴的道德教育課。
交流期間，我們分別到綿陽中
學及綿陽外國語學校觀課及交流，
並到受災同學的家庭訪問，以表關懷。
同學很快就跟當地學生打成一片，短
短兩天的活動，就建立起深厚的友
誼。臨別依依，更互贈紀念品，以
示友誼永固。而部份同學更有幸
獲得內地及香港官員邀請出席招
待午宴。同學的表現更獲得隨
行的教育局官員讚賞，非常
榮幸。

湖南 復 明行動
本校五位中四同學於6月25日至
30日參加為期六日的「湖南復明行
動」，前往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永順
縣參與白內障病者的手術支援工
作，身體力行實踐佛教自利利他的
精神。

同學感

言

5E戴 興

華

當那些白內障患者完成
手術後，他們終能恢復視力，其中
一位中年人告訴我，他已失明十多年，
如今能再次看見這繽紛的世界，感覺有
如重生。我們擁有健康的眼睛，要
好好利用它去看盡世間的真
同學、工作人員及完成手術的白內障患者在手術車前大合照。
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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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36位初中同學於7月1日至2日參加由教育局資
助的「同根同心 －東莞科技發展之旅」。透過參觀東莞
城市展覽館、東莞科技博物館及東深供水工程，同學對
東莞科技的發展有了基本的認識。其中最
令同學大開眼界的是到松山湖工業園
區參觀數碼玩具生產過程，並觀看全

同學對東莞物流業發展大感興趣。

展

東莞 科 技 發 展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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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世博之旅

會，舉辦為期五天的「上海世博、蘇州親子團」，校長更隨團
出發，切實體現家校共融的精神。
在遊覽世博期間，我們到了不同國家的展館參觀，目睹了全
世界的先進理念，加深了對未來世界的了解，開拓了視野，增
長了見識，著實獲益良多。離開亮麗璀璨的上海後，我們遊覽
了蘇州各地名勝古蹟，
例如：園景出眾之拙政
園、香火鼎盛之寒山
寺、高雅閒靜之蘇州博
物館及發思古幽情之京
杭大運河等。在行程
中，我們更為其中一位
家長及學生舉辦了一
個小型生日會，為緊
湊的旅程添上絲絲溫
在旅 程中 舉行 小型 生日 會。
馨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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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英語遊學團

為拓濶學生學習英語的環境，今年暑假，本校兩位英文
科老師帶領二十位同學遠赴新加坡，與當地三育中學 ( SAN
YU ADVENTIST SCHOOL ) 的師生進行交流，其中
三位參與同學更是本校英文科「狀元」，
獲校方資助八成團費。
既讀萬卷書，當行萬里路，交流
不能只限於課室，同學當然把握機
會，走遍全城，暢遊了夜間動物
園、聖淘沙海灘、舊蘇丹皇宮及環
球片場等名勝。在旅程中，他們
都不忘以英語與當地市民溝通，
增強了英語會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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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幗英姿 破浪掄元
岑韵懿 膺新界區傑出學生
中四級岑韵懿同學擊敗各名校強敵，膺新界區傑
出學生的殊榮。

架著一幅時興的黑框眼鏡，捧著傑
出學生選舉獎盃，中四級的岑韵懿同學以
實力證明，傑出學生不是一個只埋首案
桌的書呆子，而是能在學校的人生舞台
上，展現燦爛的光輝。
在正覺中學剛度過三個寒暑的韵
懿，品學兼優，積極投入校園生活，
無論演說、寫作、辯論等學術訓練，
或義工、跳舞等動態活動，皆表現出
色。多年的堅持，默默的努力，終令
韵懿由一個平凡的中學生蛻變成西貢
區傑出學生。
「 現在要背負著傑出學生這
個重任，我會加倍努力去做好每一
件事，更以此身份感染身邊的人多
回饋社會。」奪此殊榮，只是她
另一個起跑點，永不停
步，再向終點出發。

六位正覺「傑生」（左起林歡歡、李佳萍、何綺雯、岑韵懿、郭寶俐、
曾玉蘭）並不自滿，更以回饋母校，貢獻香港為人生目標。

勇奪六獎成佳話

第九屆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是要表彰優秀學生，培養未來
香港領航人才的使命。本校囊括六項獎項，成比賽的大贏家，
得獎同學分別是林歡歡、曾玉蘭、何綺雯、李佳萍、郭寶俐、
岑韵懿。同學的投入，老師的付出，得到學界的讚許。六位新
出爐的正覺「傑生」將繼續努力，回饋母校，貢獻香港。

學生感言
何綺雯同學：「三年
來參加傑出學生選舉，
見證著我不斷進步。我
記得第一次面試時，面
對著評判和對手顯得手
足無措，那一刻清楚明
白到天外有天，人外有
人。但是，海岸如果沒
有礁石就激不起浪花，
每一次的失敗都是學習的過程。但不怕失敗，不
斷挑戰，一步一個腳印才能邁向成功。」

曾玉蘭
同學：「很
開心，再一
次讓我知道
什麼是「知
己知彼，百
戰百勝」這
道理。面試過程中，與不同學校學生小
組討論，令我眼界大開，更令我知所不
足，反思現時的學習態度。」

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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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毫疾走 畫中有道
王啟亨 奪國際徐悲鴻盃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頒
發一張徐悲鴻仿畫予王啟亨同學，以示鼓勵。上圖為得
獎作品。

要擊敗二萬多份作品，於黑白濃淡間呈現深邃
的道理，絕非易事。王啟亨同學便以一幅「無家
可歸」為題的國畫，表達環保保育的概念，獲得
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徐悲鴻盃冠軍。前律政
司司長梁愛詩親自頒發獎項予啟亨，更鼓勵他再
接再勵，為校增光。
中三級的啟亨，小二習國畫，畫齡已有七八年
之久。回想參賽之時，啟亨坦言沒有想過獲獎，
只希望能在畫中注入自己所思所想。「當時四處
都強調環保的重要性，這強烈的意念促使了我創
作了一幅與環保有關的水墨画作品。」他說，畫
中描述森林所有樹林都被砍光，一隻孤獨無助的
小猴子則坐在樹頭上忍受着痛失家園的悲慘情
景。整幅畫構圖簡潔有道，甚有張力，表達出強
烈的環保信息。
此賽事獲七百間學校及藝術團體參與，屬國際
性賽事，從二萬多份作品中，選出六百二十八份
入圍作品送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研究
院作總決賽評審。

項目
灣仔相寶數碼攝影比賽
埃及國際攝影比賽
環保時裝設計比賽暨時裝表演
「 電子心意卡設計比賽2010 」
香港傳藝節模特兒大賽
第四屆聯校珠寶設計比賽

獎項 /活動內容

攝影：

領獎學生

亞軍
銀獎

2A鍾海宜
5B曾玉蘭

最佳化妝、最佳模特兒

5E蘇嘉儀
5E林寶洪

設計藝術：

平面設計組的「亞軍及季軍」、 動 4E王振威
畫組的「亞軍及季軍」
3D李浩賢
最完美體態獎
亞軍

6S 唐嘉翎
5B 楊佩霖

第二屆全港中小學生電子學習檔
案大賽

中學組冠軍

5E戴興華

全香港澳門中學生弘揚孝道文化
徵文比賽

真情流露獎

2E 司徒素泳

學術：

設計與科技：
第十二屆香港機械奧運會－
「環保清潔海面機械人」項目

季軍

第六屆WRO國際奧林匹克機器 初中組常規賽「一等獎」高中組常規賽「一等獎」
人競賽－香港區選拔賽
及「二等獎」

戲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導演獎》《傑出男演員獎》《傑出女演員
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

體育：
香港學界田徑大會
香港佛聯田徑大會
男子學界足球聯賽
女子學界排球聯賽
全港校際舞蹈節爵士舞(中學組)

男子丙組團體總季軍
全場男子團體總亞軍
全年團體總冠軍
女子甲組排球亞軍
全港校際舞蹈節爵士舞(中學組)甲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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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學習 跳出課室
「一桶金」 計劃 營商實戰班

攤位前合
的
運
營
老師和學生在自己

照

為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讓學生對創業

過虛擬市場投資來增加資本，

及企業營運有更深厚認識，本校舉辦了「一桶

賺取第一桶金。然後，同學會

金」學習計劃，讓同學通過「創業」，經歷一

於校園內開設自己的店舖，並施展渾身解數，

次與別不同的學習體驗。

務求吸引更多顧客。最後，同學將所有利潤，

透過「一桶金」學習計劃，學生可把在課
堂上所學的商業知識及營運技巧運用出來，透

全數捐助汶川地震災民，協助災民重建家園，
令此項活動倍添意義。

學生努力推銷

自己

的商

校長（右）、副校長（左）和家長代表為「一桶金」學
習計劃舉行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儀式

校長和家長代表巡視業務

學生自製的手繩很受歡迎

品

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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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每年均於七月舉行為期五天的中一新
生輔導周，讓同學盡早適應新學習環境，培養
積極投入的學習態度，並建立對學校的歸屬
感。
輔導周的內容分為課程及活動兩部分，同
學以班為單位，每天體驗不同科目的授課形
式，最後每科選出兩名最積極投入的同學以作
鼓勵。同學在課堂上表現專心，在活動中亦能
投入參與。活動由學長帶領下以小組形式進
行，包括校園追蹤、解難活動、紀律訓練等，
從中訓練同學的溝通技巧及合作精神，透過活
動反思，同學能學習正確的待人接物態度。

猜猜同學們在做甚麼？原來他們正在扮演一部計算機。

各組在首天需
先定立組名及
代表每一位組
小組口號，並
員。
以掌印

透過分組活動，老師及學長帶領同學建立團
隊精神。

中一同學心聲：
何少茹同學： 「開學初期總

區梓軒同學：

帶著徬徨的心情，因為自己仍

「入讀正覺很開心，

未適應新環境，幸好老師

寬敞的校舍及完善

及同學們都十分友善，不

的設備令我大開眼

久我便認識到一班好朋友。

界，我對科技設計及學

現在我被挑選擔任早會宣傳

術交流尤感興趣，正覺多

大使，我希望能增加自信及膽

元化的課外活動正好讓我發揮所長，我希望能有充

量。」

實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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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S students'
masterpieces
Chan Hiu Ching (1) 1B

Summer

Summer sun brings sunshine to
Susan.
Susan goes to eat sushi with Suki.
Suki goes swimming with Sally.

Lai Kai Yin (22) 1B

The moon

The moon smiles at me tonight.
The sun cries with his father.
The sky looks at me.
The sea dances with his friends.
The star shouts at his brothers.

Man Wing Ki (7) 1B

My teacher

The teacher talked about
the table tennis team with
Tony in the class.
Then Tony goes to the toilet.

Student's Writing -- A Ghost Story
Name:

Chan Lok Young, Pheobe

could not sleep anymore. She got out of bed

horror of the sudden strange sound, Maymay

Class:

2B (Class of 2009/10)

and ran out of the room. She could not help

cried. She immediately hung up and called

Date:

3rd March, 2010			

but called her mother. When she picked up

her mother by her cell phone. Her mother was

Maymay was sleeping in a hotel bedroom

the telephone

very worried so she went home to see what

when she was awakened in the middle of

suddenly

receiver, the phone
rang and frightened

happened.

night. There were noises coming from the

her immediately.

Her mother returned home and asked, “What

toilet. Maymay was afraid of the noises. She

Shocked by the

happened, Maymay?” Maymay was very

wanted to wake up her sister and go to

afraid and pointed to the toilet. Her mother

the toilet to see what happened. Since

went to the toilet to see what happened. She

her sister did not hear anything, she did

found that some water was leaking from the

not care about Maymay and continued

faucet and caused the sound. But Maymay

to sleep. So Maymay did not get out

said she also heard some strange

of bed to find out the source of the

noises on the phone. Her mother

sound.

said that every night around this

Maymay said to herself that

time, there would be kids playing

nothing had happened

with the phone. All the things

and then closed her eyes.

happened on that night were just a

But the sound became

misunderstanding.

bigger and bigger. S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