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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正覺人：
你們好！時間過得很快，轉眼接任校長一職已一年多了，很感謝各位教職員、同學及家
長，特別是校董會及創校校長劉耀增校長的支持，令本人能順利接任學校領導的工作。自創校
以來，我們正覺都是一個「大家庭」，彼此關係密切。本年為正覺中學創校的第十個年頭，本
人希望透過【覺情】這份雙月家書，讓大家更了解正覺近況。
學務報告
今年正覺中一至中六級共 28 班，有完整的班級結構，同學人數近九百。踏入第十年，
學校發展相當穩健，中一收生情況滿意，共有四班。本年度來自結龍小學黃藻森學校的同學達
30 人，而全校來自黃藻森學校的同學超過 200 人，可謂人才濟濟！今年中一級整體的水平亦較
去年進步！最後一屆高級程度會考本校取得頗為滿意成績，14 科中 6 科合格率高於全港，3 科
優良率高於全港，平均合格率超越七成，接近九成同學升讀本港大專及大學課程。第一屆中學
文憑試成績方面，平均合格率約七成，共有六科合格率高於全港，最佳成績 6B 何綺雯同學取
得 2 個 5**、4 個 5*、1 個 5(相等於 6 優 1 良)，順利升讀她的第一志願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
系，向理想邁進。
2012-2013 三大關注事項
1. 優化新高中課程的學與教
隨著舊學制的結束，334 新學制全面推行。在經歷第一屆的中學文憑試後，各科老師已
就同學在公開試的強弱進行分析，務求更上一層樓。我們亦會為初中的課程進行檢討，讓其更
能銜接新高中課程，讓同學能在六年的中學學習歷程上學得到及學得好！
2. 改善語文環境、
改善語文環境、提升學習氣氛
語文從來都是我們正覺同學關注的科目。故此，我們會動員全校，多方配合，強化同學
對語文，特別是英文之重視，強調 Learning with Fun, Learning with Friends, Learning with
Confidence。當同學克服心魔，學習有信心時，成績自然能提升。
3. 培養責任心、
培養責任心、建立正確習慣和態度
「整頓校風，提升校譽，建立良好的社區形象」是我校一向重視的工作。過去我們強調
同學要遵守校規，嚴守紀律，大部分同學可以說是達標的。本年度在我們「高關顧、嚴要求」
的方向下，我們要求同學要有責任心。責任心是我們做好工作、成就學業及事業的重要元素，
是戰勝工作中諸多困難的強大精神力量。責任心是一種態度，一種承擔，及一種覺悟，它是我
們成長中的一道防火牆，沒有了這道牆，什麼病毒都可能入侵，再強的人也會倒下。
關注事項是要全校參與，師生合作。本人常常強調「
「態度決定高度」
態度決定高度」，讓我們上下一
心，在建校十周年這個契機下，向目標一同邁進。
游美斯校長
2012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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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 100％
％出席暑期 4 星期奮進計劃名單
為了讓同學善用暑期進行學習以應付文憑試，本校於暑期舉行 4 星期的奮進計劃。本年度能
100%出席此計劃的同學有 65 人！再次証明正覺人是不斷追求卓越的！
陳嘉怡 吳佩蒨 莫偉國 吳靜媚 譚梓浚 董嘉儀 郭靜儀 莊錦堂 郭寶玲 鍾蔚傑 莫文懿
羅玉珊 譚曉彤 敖志鵬 蔡穎薇 唐宇軒 余晓茵 林凱璇 周偉強 林寶兒 吳樂林 李幸平
李佳艷 楊巧怡 楊承勳 翁婉瑩 黃文俊 陳朗軒 林美均 鍾偉榮 李芍琳 陳頌賢 李珮珮
呂曉恩 張成平 楊瑋琛 陳遠澎 黃日中 詹梓聰 劉惠敏 劉 坤 李瑩瑩 練樂文 雷康力
呂寶恩 程錦明 陳小寶 甘浩德 楊澤泓 林燦城 黃雅裕 李豪良 王慧明 鄭凱璣 陳鳳彩
莫奕貞 劉有俊 林凱萍 李梓鋒 陳展眉 馬浚暉 陳凱棠 梁國強 黃裕婷 黃文輝
正覺之星
班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九月 ★ 敬師之星
十月 ★ 勤學之星
A
B
C
D
E
A
B
C
D
E
石如岑 巫潔雯 陳信之 翁志剛
王善平 林曉慶 李嘉瀚 司徒榮富
區綺雯 李志業 鍾凱杰 劉曉晴
黃錦瀅 杜雪盈 劉智健 江進鏘
徐浩軒 鍾祥麟 巫頌賢 曾子聰
李國豪 葉冬靖 江進耀 謝偉賢
馬戰冰 黃敏銳 廖嘉琪 黃子銘 曾映鎮 徐婉琛 楊啟鐸 李倚欣 林淑怡 楊健鉅
吳善渝 張鎮真 譚杉康 郭寶俐 黃正慧 王頌維 梁悅飛 陳文勇 郭寶俐 關依琪
鄧曦雅 黃麗冰 馬浚暉 李豪良 許羣英 楊成勳 林凱萍 余曉茵 林凱璇 郭寶玲

2012-2013 年度領袖生大軍名單

總領袖生長：
總領袖生長：
5D 林子鳴 5E 林美珠

領袖生隊長：
領袖生副隊長：
領袖生隊長：
領袖生副隊長：
5E 周鎮威 5E 胡偉豪 5E 黃嘉盛 5E 顏麗調 5E 高嘉敏 5E 趙國匡 5E 林雅琳

隊 5E 王啟亨 5E 胡珮琪 5E 黃正慧 5A 吳善渝 5E 陳家晴 3A 鐘沛榮 3A 符芳豪 4C 文穎琪 4C 文穎琪
2 隊 5E 吳曉梅 5E 何楚君 5E 吳靖莉 2B 李志業 3B 莊宛珊 3B 黃綽穎 3B 葉冬靖 4B 吳家豪 4B 李建津 3B 黃玉娟
3 隊 5E 周嘉星 5E 戴興妮 5E 關依琪 4D 黃子銘 4B 姚淑婷 4C 楊詠心 4C 伍嘉琪 4B 張嘉裕 4D 呂毅林 4B 謝永澤
4 隊 5E 曾芷晴 3B 莫沛儒 2A 徐婉悠 4D 陳朗然 3A 李世豪 3A 李卓豪 3A 林添恩 4A 徐婉琛 3D 曾子聰
5 隊 2A 梁思雅 2A 陳洁 4C 廖嘉琪 4B 陳其業 4C 鄭丹妮 4E 楊健鉅 4C 余文俊 4B 翁志堅 4B 楊啟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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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級社及學會領袖名單

覺社： 5E 林雅林
5E 葉玉珊
正社： 5E 高嘉敏
行社： 5E 關依琪
儀社： 5E 顏嘉琪

1.
2.
3.
4.
5.
6.

男足甲隊長：4E 何欣榮
男足乙隊長：3B 陳駿輝
男足丙隊長：2A 陳健威
男排甲隊長：5B 李健堯
女排甲隊長：5E 曾芷睛
女排乙隊長：2A 梁屹妍
女排丙隊長：2A 潘倩婷

田徑隊長(男)：4E 余文粧
田徑隊長(女)：5E 曾芷晴
童軍：2A 羅善洋
紅十字會：3A 蔡尚文
公益少年團：3B 鍾祥麟
校園電視台：4C 楊詠心
電玩新人類：4B 楊健鉅

藝廊：2C 馮翠珊
家政學會：2B 李志業
模型學會：5C 吳展林
創新科技學會：5C 黃家榮
美化校園學會：4E 蔡嘉豪

正覺大件事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3 日：上測到了，大家要努力溫習！
11 月 6 及 7 日：正覺陸運會，地點為將軍澳運動場。
11 月 19 日：換季了！請大家準備好冬季校服和運動服。
11 月 24 日：一年一度與佛教何黃昌寶長者鄰舍中心合辦的『長者素宴』又來了；同學
又可以和中心的老友記一起慶祝長者節。
12 月 1 日：資訊日 -- 又是大家一顯身手的好機會！你有 job 未？
12 月 10-14 日：Smart Teens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地點為民安隊圓敦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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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Building @ BCKSS -

歷奇

本年度各班

活動時間表

日期 班別 日期 班別 日期 班別 日期 班別 日期 班別 日期 班別 日期 班別

21/9
28/9
5/10
12/10

6A
6B
6C
6D

19/10
16/11
23/11
30/11

6E
5A
5B
5C

14/12
25/1
1/2
22/2

5D
5E
2A
2B

1/3
8/3
15/3
12/4

2C
2D
3A
3B

19/4
26/4
19/9
3/10

3C
3D
4A
4B

10/10
17/10
24/10
21/11

4C
4D
4E
1A

5/12
12/12
19/12

1B
1C
1D

「正覺要贏
正覺要贏，
正覺要贏，請投 New Target」!! 新一屆學生會出爐！
出爐！
本年度學生會競爭激烈，有 4 個內閣參選，包括 Chinergy、New Target、WAYB 及啄木
鳥。最後 New Target 得 255 票，以 7 票險勝 Chinergy，成為今屆的學生會。
「New Target」希望在福利上能重點爭取一些在將軍澳﹑坑口﹑寶林﹑調景嶺的食市優
惠。另外，New Target 承諾今年必會上下一心，全力策劃各種活動，立志成為獨立處事，永不
言棄的學生會。
職位

成員

職位

成員

會長

陸亮廷 5C

財政

潘俊傑 5B

内務副會長

楊敏琳 5A

宣傳

何少茹 3A 林淑怡 4D

外務副會長

毛浩樟 5C

美術設計

莫雅妍 3A

秘書

許佩茵 3A

總務

繆家明 3A

喜訊

正覺

10 月 18 日早上，教育局首席教育
主任徐啟祥先生和西貢區總學校發
展主任郭浩庭先生到本校探訪。他
們除了參觀學校、觀課外，還和我
們的同學交流分享。兩位官員十分
認同學校過去的努力及未來的發展
方向。最後，郭先生還給了學校衷
心的讚賞。

陳韻韻老師於 10 月 20 日正式
成為毛太太！我們在此祝福她
和丈夫百年好合，永結同心。

Message from Mr. Kwok (CSDO, SK)

"Thank you for your and your school's hospitality
extended to Mr. Tsui and me yesterday. We enjoyed
the visit very much and still continued to discuss the
good practices of your school when we returned to
office. We are very pleased to learn that the school
has established a wide range of systems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students and develop
their potentials to the fullest. Please convey our
appreciation to other colleagues."

林淑怡(4D)及楊啟鐸(4B)入選
新一屆「明報校園記者」，在
未來一年將參與培訓及實習。

胡偉豪(5E)及郭寶俐(5D)獲選青
協 2012【香港 200】領袖計劃學
員，將參與本港及內地培訓。

恭賀以下同學獲得羅氏慈善基金的「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6E)、李幸平（6B）、鄭凱璣（6D）
6D）
運動管理與教練法：陳遠澎（6B）
多媒體科藝：林寶兒
形象設計：甘令莊（

恭賀以下同學成為香港藝術發展局第四屆校園藝術大使：

5B）、王啟亨（5E）

曾嘉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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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覺人語
各位正覺的家人：
從校長崗位退下來已超過一年，仍惦記正覺校園的人和事，每天習慣地都會登入學校
之內聯網，留意校園的活動，關心校內的運作，閱讀教師的訊息。雖然對某些新老師和學生
的名字感到陌生，但對大部分同工及同學仍有印象，閒來亦會翻閱自開校以來已保存的同學
相片集，重溫他們的純真笑臉，記憶往日的校園點滴。當看到老師們頻繁的工作訊息，感受
到團隊內每一位同工都非常積極自覺，相互配合，校內事務都推行得井然有序。上周教育局
官員巡校，事後亦對本校師生予以高度評價，我雖然已退下火線，但亦感到光榮。畢竟正覺
是由自己一手創立，是個人事業的見證，亦是生命意義的體現，至今仍感身退而心未退。
近日天氣已入秋轉涼，天氣轉變令我的腰椎舊患又再發作，舉步為艱，遠行活動亦減
少了，期望稍後能好轉，回校共聚。最後祝願大家身心康泰，彼此珍重。
劉校長
正覺中學創校校長、2011 年 8 月榮休、現擔任正覺中學學務顧問

各位師弟妹：
你們好！今年是我大學生活的最後一年。這一年，我要面對很多抉擇，這些將決定往
後工作的路。相信，很多在準備公開試的同學，也面對相同的難題、煩惱：究竟時間、精
力要分配在哪？萬一成績不如意，往後的路應如何走？畢業後，應繼續追逐夢想、抑或踏
實、平靜地過活？
對於畢業後的決定，我不能給予你們什麼建議！因為自己的路，始終要由自己去走，
但是我認為，無論要走哪一條路，也不要感到後悔。因為過去的事不能改變，而現在的一
刻瞬間即逝，在埋怨過往的決定，不如好好珍惜當下，不要製造更多的遺憾。
另外，請不要有「往後還有機會」的想法！在面對抉擇時，我們或者想逃避，認為將
來可以補救。例如，今天決定提早起床，但因疲意，往往在床中一睡不起，並暗自安慰自
己，明天天氣轉暖，我一定能早起，明天才算吧！先不論明天的事，今天躲在被窩；今晨
的日出、風光，的的確確是無法再體驗回來。在抉擇學業、工作的路也是一樣。不要認為
今天先出來工作探索，往後，如發現自己還是愛讀書，還有機會重回校校園。或許你最後
能「補救」，但是，時間就是過去，身邊的同學也不會為伴你讀書而延期畢業，過去的是
無法掙回來。
希望還在抉擇的各位，好好想一想將來的路，能過著無悔的人生。或許，現在的你還
很迷茫，但是請謹記，每事只有一次抉擇的機會，人只能活一次，不能回頭，勇敢踏出自
己想行的路吧!
莫紫政

黃藻森畢業生、2010 年第一屆中七畢業生、校友會幹事、中文大學經濟系 3 年級生

大家好！我是正覺第一屆中七畢業生呂如祥。中學生涯結束快三年了，但是我現在的生
活卻依然離不開正覺的人和事。離不開那些人呢？他們就是 7A 的一班摰友（現在沒有中七
級了！）。 畢業後，雖然大家都很忙碌，但是我們會盡量抽空聚在一起，興高采烈地暢談以
往在正覺的奇聞趣事。回憶起那幾年的日子，我們共同訂立入大學為目標，猶如戰友般一起
努力讀書，最終不少人終能如願以償升讀大學。這是我人生中最快樂和有意義的一個階段。
正覺的同學們，你跟你的戰友準備好並肩作戰了嗎？

呂如祥：校友會主席、2010 年第一屆中七畢業生、08-09 學生會主席、城市大學市場營銷系 3 年級生

（歡迎老師、家長、同學及校友分享，請電郵至 bckss@eservices.hkedcity.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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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介紹
本年度大家庭增加了 4 位新老師，讓他們向大家作小小的分享。

Mr. John Carney : English
My name is John Carney. I am the new NET (Native English Teacher) at school. Before
coming to Hong Kong in 2005, I was a teacher for 14 years in Australian schools. I like Hong
Kong. Life here is very fast and exciting. With me are my wife and daughter. I enjoy my life
here very much as I am not alone.
My hobbies include swimming, having a barbecue with friends and watching the football
from Australia on television. Also, I used to do a lot of dancing, mainly Latin American, and
rock and roll dancing. In my spare time I am teaching my daughter to swim. She is eight years
old.
I want the BCKSS students to be able to speak English better. The more they speak, the
better their English will be. It’s no secret.

曾綺玲老師 : English & CCE
‘What wakes me up every morning is not an alarm, but a dream.’
Being a teacher is my dream for long. I am thankful for having my dream come true and
am even more grateful for realizing this dream in Buddhist Ching Kok Secondary School, a
vibrant school with passionate teaching professionals and lovable students.
Over the past two months, I have had a great time teaching and being with my students. We
learn, experience and improve together. Their youthful smiling faces and the encouraging
improvement shown in their work are the strongest motivation and the best rewards I have as a
teacher. I believe that with further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from parents, we would be able to
develop our students’ potential to the fullest and make more dreams come true.

何倩儀老師 : 視覺藝術科
從中學開始，我的興趣就是去發掘身邊各種美的事物，例如圖畫、電影、廣告、產品
等等，這能讓我在沉悶的城巿生活中，增添一點點樂趣。不少正覺同學不但擁有高創意，
而且活力充沛，能夠加入正覺大家庭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希望同學們能夠學懂欣賞及創作
更多美的事物，好好享受學習藝術的過程，繼續美化我們的校園！

張煒煥老師 : 中文
大家好！我是張煒煥老師，任教中文科，很高興能進入正覺的大家庭。我熱愛中國文
化，也喜歡去旅行，能環遊世界，遊歷四方，走遍名山大川是我的夢想。我特別喜歡到中
國旅行，可能與我任教的科目有關吧!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在旅行當中可
以擴闊視野，増廣見聞。同學們，如果你在校園中看見我的話，歡迎你來找我分享中文科
知識和不同的旅行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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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同學投稿。）
《頌師恩》 王浩雲（4A）

老師，感謝你！
老師就像一個辛勤的園丁，我們就像幼苗一樣，每天也經過他的悉心栽培，太多的照料反
而會弄巧反拙，幼苗會枯死；太少的照料，幼苗會因營養不良，一步步地枯死。所以老師要因
材施教，不同程度的學生如得到適當的指導，最後必定成材，成為社會的楝樑，這就是老師最
希望看到的。
老師每一句的嘮叨都是用心良苦，是為我們好，所以我不要嫌他嘮嘮叨叨。由於我有讀寫
困難，中一的時候，我是全班最差的學生，字體醜陋，寫字慢，背誦能力差，這一切問題全在
我身上。學期初，我已經跟不上學習進度，其中最嚴重的就是中文科。第一次測驗，我全軍覆
沒，每科也不合格，所以我開始自暴自棄。我的班主任也為我非常心痛，但是他沒有因此放棄
我，反而對我加倍照顧。每天教我功課，凡有考試、默書、測驗，班主任都會主動留下幫我溫
習，她每天也會主動詢問各科老師有關我的學習進度。經過我和他的努力，終於我在期中考取
得不錯的成績，那時他還比我開心呢！
這位老師到我中二的時候已經離開學校了。他離開的時候，我也沒有向他說聲謝謝，但他
卻向我說了聲謝謝，他說我給了他一份很大的禮物，那就是努力。他看見我的努力是沒有白
費，這已是最大的禮物了！
在這裡我想向這位老師說聲謝謝，因為是他令我知道什麼才是學習，是他讓我的人生有了
目標，是他消除了我學習上的煩惱，一切也是他！不是這位老師，我現在可能成為一個流連街
頭的不良青年了。老師，感謝你！
老師是我們黑暗中的一座燈塔，他帶領我們走出黑暗的苦海。他引領我們走向成功之路，
我們一定要好好愛惜這座燈塔，沒有他，也沒有今天的你。

The Positive Side of the Internet Use
WU JIA QI, DOLLY (4C )
Let me share my view about the benefits of using the Internet!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popular all
round the world. It has affected nearly every aspect of our life, whether at work, at home or at school.
Those who make good use of it can benefit in many ways.
The Internet enables us to study at home. Also, we can easily connect to our classmates via e-mail or
even video-conferencing to solve homework problems.
In addition, using the Internet can broaden our horizons generally. We can meet new friends and learn
about the cultures of other countries so we can enhance our international mindedness.
Besides this, some parents can work at home sitting in front of computers, with the help of the
Internet. So, they can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ir families.
To sum up, as long as the abuse and misuse of the Internet are prevented, the Internet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ur life. I believe we all enjoy the good use of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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