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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定期通訊 / 通告，逢雙月派發。
校長的話
【只怕不耕耘、不怕沒收獲】
我們的永遠榮譽校監、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香海正覺蓮社社長、香港觀宗寺法主和尚、慈山
寺董事會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大紫荊勳賢（GBM）、傳天台宗第四十六代教觀總持上覺下光
大長老於公元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清晨四時五十一分住世緣盡，安詳捨報示寂，世壽九十
五歲，僧臘八十三載，戒臘八十三夏，法臘七十六秋。長老示現無常，住世緣盡而捨報，誠為
佛門之悲，教界之憾。其生平塵跡，難以詳述，惟祈長老以慈悲宏願，慈航倒駕，乘願再來，
廣度眾生。
覺光大長老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對我們的教導是永遠的。覺光長老曾說「佛陀留給眾生的教
誨和啟示可歸結為六個字：因果、智慧、慈悲」，即人人謹守善惡因果報應的人生定律，以智
慧理生處事，以慈悲愛心待人。
古德云：「如是因，如是果。」、「欲知過去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來果，今生作者是。」
對於社會上一些人不信因果、不明因果、不知因果、不順因果而行的人，覺光長老總是苦口婆
心地開示。因果不是迷信，而是一種定則，種甚麼樣的因，將來就得甚麼樣的果。世間上，無
論是事、無論是理，都離不開因果。在學校求學的學生
在學校求學的學生，
在學校求學的學生，努力用功學習，
努力用功學習，持續不斷地精進學習
，這是「
這是「因」，是在
」，是在「
是在「因」上修善法；
上修善法；他們最終有所成就，
他們最終有所成就，這就是「
這就是「果」。所謂「一分耕耘，
」。
一分收穫」，耕耘是因，收穫是果。明白因果的道理，即使現前因緣不佳、果報不好，也不會
怨天尤人，因為瞭解一切都是過去未曾種善因或努力不足所致，只要現在從因上去努力
現在從因上去努力，
現在從因上去努力，時時
檢討、
檢討、改進，
改進，只問耕耘，
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不問收穫，當因緣和合時，
當因緣和合時，道業自然成就。
道業自然成就
2013年，覺光長老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以表彰其多年來熱心服務社會，扶
助弱群，造福市民。大紫荊勳章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最高級別的榮譽勳章，獎勵對香港作出重大
貢獻的人士。覺光長老以其卓越的人生，豐碩的成就，有力地昭示了「種因的果，真實不虛」
的佛理。
新的一年來臨了，衷心祝願各位正覺人一同努力，遵從我們永遠榮譽校監覺光大長老的教誨，
朝向自己的目標，努力耕耘，愈益精進！

美斯校長

正覺人正覺事
中二級修善挑戰營

地點：救世軍馬灣青年營
為配合中二級的級主題「修善」，學生活動組為中二級同學精心設計了一個為期五日四夜
的「中二級修善挑戰營」。學生在歷奇訓練及具挑戰性的活動中全面地成長，並為他們提
供一個進行「修善」的機會。所有活動均由學生活動組及救世軍馬灣青年營營地導師安排，
學生表現積極、熱烈參與、氣氛良好、獲益良多。

我最難忘的游繩活動，這個刺激的活動令
我非常緊張。當我踏上最高的柱子時，我
緊緊地拿着繩子，不敢望向地面，但為自
己完成任務而感到高興，心情複雜，百般
滋味在心頭。
回顧這次修善挑戰營後，我面對最大
困難是自己的心情。在訓練過程中，我經
常感到驚慌，刻意逃避那些看似無法跨越
的挑戰。幸好，教練和老師鼓勵我拿出勇
氣積極面對逆境，教導我在困難的環境裏
也要認定目標，鍥而不捨。

我最滿意參與游繩活動的表現，
那是我釋出最大勇氣的歷奇活動，
我為了自己敢於接受挑戰而感到
高興。
回顧整個訓練過程，我能夠
達到自己的目標，挑戰一些高難
度的活動。我學到一個「沒有困
難不能克服」的道理。我明白只
要使出最大的努力，最後就能取
得成功！
2A 黃沛宜

2C 蕭萬華

我可以達成活動中訂立的目標，並學
會與人相處，互相幫助。
2C 王靖貽

黃力恆

I love the team flags. They showed our
team spirit!
2C Nickson (
)

活動開始時，我覺得活動很悶，很想
回家。後來我發現那些遊戲很有趣，
而且具有挑戰，最後我堅持到底，積
極參與所有活動 ☺
2B 黃智炫
I think the high ropes were most
challenging.
2C Billy (

同學心聲

我學會了幫人為樂的道理，也學會了一
定要遵從導師的指示，這些東西將幫助
我日後的人生。
2B 區梓豪
畢慧欣

I have never thought I could climb so high in
the high ropes challenge. 2C Yanny (
)

文有成)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join this kind of camp again. Even though this camp didn‘t last long, I think it is still
memorable. I have learnt a lot of things in this 5-day-4-night camp. I have learnt about how to cooperate
with my friends and group members. And I have learnt that there are some things we can't do unless we
have teamwork. I have also learnt that we can't be arrogant and ignore our group members. Sometimes, their
suggestions were better than mine, so we needed to communicate with our groupmates and find out the best
way to do the task. What's more, I met a lot of new friends in this camp. They are really nice to their friends
and I think they are quite humorous and easy-going.
My group members and I have got the best involvement award. I think that‘s my honour to be in this group.
Since all of my group members were active and courageous, I actually think we deserved it. However, we
need to stay humble and keep going. I felt thankful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our school teachers because they
did a lot of preparation in advance and some of them needed to be with us for many days in the camp.
)
2A Zara (

黃芷晴

*** Form 2 Smart Teen Camp ***
A 5-day training camp offered by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Congratulations to Charles for getting the Gold
Hammer Award, which was given to the best trainee
who demonstrated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the camp.
The Best Progress Awards went to Dicky and Cindy.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winners!
After joining this Fire Services Training Camp, I have learnt what discipline is. The word discipline has
appeared in the dialogues between the instructors and my classmates throughout the camp. It made us
realized that a self-disciplined person can change the way other people look at him. The coaches also
reminded us about some minor things that are often ignored in our daily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people. For
example, to be more polite, just say “Good morning” to others and say “Thank you” to the people who have
helped you.
In the camp,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tasks was attending to the small things in our lives. For example, we
had to place our shoes neatly in the room. We also had to remember to put on our name cards on our
uniforms. The instructors would punish us very hard if we were not able to meet their demands. But I think it
was a good training for us because it helped u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our daily lives.
Gold Hammer Award Winner 2A Charles (
)

梁智棋

In the Smart Teen Camp, some Form 2 schoolmates and I went to a fire services
training center for a 5-day-4-night intensive training camp. The aim of the camp was
to teach us discipline and team-spirit. In the camp, we had to take care of ourselves on
routine daily activities such as ironing clothes, changing bedspread and tidying up the
wardrobe. Even some minor faults can be discovered by the coaches. Spending our
days in the training camp required us to pay extra attention to our behavior and
discipline. The coaches wanted us to further spread the good disciplines we have
learned in the camp to our schoolmates.
Finally, I have to thank our school for giving us this opportunity to know more about
the training routines of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It has made us braver than
before. I believe we will be more able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future after
this 5-day camp.
Best Progress Award Winner 2B Cindy (
)

鄭焯欣

I am so happy that I was a prize winner of the Smart Teen camp. This prize was for
someone who showed great progress in the camp. Let me tell you more about the
camp. In this camp, we faced a lot of challenges but we couldn't be afraid. We had to
face the challenges by ourselv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amp, I was saying
something like “I want to go home! I don’t want to stay here! I can’t do this and I
can’t do that.” But starting from Day 3, I began to think that the camp was full of fun.
All of the instructors looked so strict but they helped us to face all of the challenges.
Although the camp has finished, I will sometimes think of the memorable moments
and what we have done in the camp.
As for the prize, seriously, I don’t know how I could have taken this because my
teacher told me that on Day 1 of the camp, I was grumbling about this and that. But
starting from Day 3, I began to show that I love to stay there since the camp was
actually quite meaningful. I was so glad that I could join this camp offered by the
disciplinary forces in Hong Kong because I was a student who didn't have much
discipline before. But now, I'm more well-behaved because I know that cooperation
Best Progress Award Winner 2A Dicky (
)
is the key to success.

崔迪恒

朗誦比賽

得奬同學
5D 謝惠冰
3D 張施鴻
4D 陳洁
5B王岸琪
5B 詹億春
2A 梁智棋
5D 謝惠冰
2A 馬翠怡

不要忘了每天為訓練同學勞心勞力的老師
參賽項目
中學五年級女子組粤語散文獨誦季軍
中學三、四年級男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中學三、四年級女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中學五、六年級女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亞軍
中學五、六年級女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
中學二年級男子組英語詩文獨誦亞軍
中學五年級女子組英語詩文獨誦冠軍
中學一、二年級粤語佛教詩文作品朗誦季軍

訓練老師
何蘊瑩
陳韻韻
王婉華
王婉華
王婉華
余德松
陳家達
陳韻韻

班際歌唱比賽

明年再接再厲爭取正覺唱家班的殊榮！
奬項
初中得奬
初中得奬班別
冠軍
2A
亞軍
1A
季軍
3A
最投入獎
3B
最具創意奬
1A
最具合作奬
1C
奬項
高中得奬
高中得奬班別
正覺之星★儀容整潔之星 一起保持正覺人純樸、整潔形象
冠軍
5B
亞軍
4D
班別
A
B
C
D
E
中一 杜楚恩 關褀峯
鄧頴怡
季軍
5C
中二 陸建諮 鄭焯欣
畢慧欣
最投入獎
5A
中三
韋諾
梁齡心
吳卓言
翁志剛
最具創意奬
5C
中四 歐陽霖 吳冠華
郭芷婷
辛祖佑
最具合作奬
4C
中五 林寶怡 李卓豪
潘昌賢
黃家俊
老師喜訊
中六 馬戰冰 林倩儀
伍嘉琪
王雪凝 蔡嘉豪
恭喜李麗華老師弄瓦之喜！
2014「明日之星-2014年上游獎學金」 為夢想奮鬥
恭喜黃國球老師弄瓦之喜！
得奬同學：林文杰
陳家晴
同學
恭祝黃健嘉老師新婚燕爾！

祝賀新一屆校友會成立

職位
主席
副主席
文書
康樂
總務

校名姓名
郭寶俐
林文杰、林雅琳
張鎮真、鄭俊傑
關依琪 、陳昌敉、曾芷晴
曾志鴻、孫進偉

主席：郭寶俐
我很榮幸能加入校友會並成為幹事會主席。雖然大家生
活忙碌，但我相信偶爾的師生共聚，彼此分享生活點滴，
定能得到一些啟發。我希望校友會能成為大家與學校溝
通的橋樑，連繫彼此的感情。
副主席：林文杰
大家好！我是林文杰，2013-2014年度畢業生。我將出任
新一屆正覺校友會的幹事，成為建築學校與校友間的橋
樑。希望任內舉辦的活動，得到大家的支持。
副主席：林雅琳
大家好！畢業後我持續進修，例如修讀了會計課程、考
取了專業資格；另外我挑戰膽量及鍛鍊溝通能力從事了
保險業工作。我將擔任校友會副主席一職，從中提升組
織及舉辦活動的能力，為校友會作出貢獻。在此感謝學
校及大家的支持，我希望能成為校友會幹事的一員，謝
謝！

過程比結果更重要
本人很榮幸可以參與「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此次比賽，除了最終得獎，
我認為參與比賽的過程更讓我受益匪淺。
本次比賽中更舉辦了一個訓練營，這個訓練
營裡面有不同的活動，例如攀岩、即席話劇等，
我與組員要一起去完成那些任務。從不同活動之
中，讓我重新認識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一個人做
得好，不代表能帶領一群人一起做得好，所以各
人要坦誠溝通，培養默契，目標一致，才能發揮
羣體行動的力量。除此之外，作為一個領導者除
了良好的領導能力，關愛他人，對別人有同理心
亦同樣重要。

5D 丁雅瑩

丁雅瑩獲獎小檔案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青
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4-2015 全港中學生升呢大行動
「升呢獎」
2012-2013年「傑出學生」獎
2011至 2012 普通話朗誦 冠軍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參與銅章級別
第46屆校際舞蹈節爵士舞甲等獎
第38屆全港公開舞公開舞銀獎
2014-2015

這些體會是我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我相信
這些課堂以外的經歷讓我在任何場合都可以學以致用、受益終身。最後我十分感謝校長
及老師的推薦和支援，讓我可以開闊眼界，學習更多。

畫出彩虹

4D 龍欣

對於獲得「交通銀行品學兼優獎」此項獎項，真讓我感到榮幸。我非常感謝老師推
薦我參加交通銀行慈善基金 「中學生助學金計劃」，讓我有機會去參加計劃並獲獎，我
非常高興和激動。此外，我認為得到這個獎頂的重點不在於物質獎勵，而是精神上的鼓
勵，它鼓勵我積極完成學業，繼續努力以赴做得更好。現在我將會介紹我的作品的含意。
首先，我創作的作品是以「綠色創意生活」為題。顧名思義，即是作品需要有環保
的元素，我在作品中畫了不少植物。然後，作品中有一雙手捧著一個充滿樹和花的建築
物，代表著綠色生活需要我們一手一腳慢慢建立起來的。
最後，再次感谢老師的推薦與計劃的肯定，我會更加的努力，更會繼續參加不同的
項目，開拓自己視野。

龍欣獲獎小檔案

「交通銀行品學兼優獎」
13-14年傑出學生獎 獲得優秀獎
運動與禁藥電子海報設計比賽 亞軍
昂首闊步，勇往直前

3A 梁栢棋

我十分榮幸能獲得第33屆「蜆殼 / 港島青商展能學童獎學金」，亦多謝校長的推
薦，亦感謝主辦機構給我獲奬機會。我覺得這些奬項得來不易，因為需要自身的努
力及堅持，古語有云:「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成功背
後凡需付出努力。以我為例，我不是一個聰慧的人，並且有閱讀上的困難，即是讀
寫障礙。我沒有因有它而放棄或作逃避的藉口，反而成為令我前進的推動力，令我
更相信一分天才 九十九分努力的真諦，不要被缺陷而嚇壞，喪失鬥志才是真正的缺
陷。最後，再次感謝校方及有關團體給我的機會。

排除萬難

為理想奮鬥到底
校友 楊哲龍(現就讀香港教育學院，主修通識教育)

由小到大，我對學習提不起興趣，因此成績一直排名榜尾。
想當年中三的我是就讀成績較差的3D班，經過中三淘汰試後，每年的3D班只有
三至四名學生能夠原校升讀中四。於是，我發奮學習，我在課後時間亦會

問老師們如何改善自己的學習，希望取得班第一名免被淘汰，
結果我做到了可以原校升讀中四，幸運地過了一關。
剛升上中四的我，由於學習基礎比同班同學差，尤其是英文科。我的英語啟蒙
老師詹建美老師告訴我學習英語是需要長期的浸淫，不能一時三刻能夠改善。於是

我立定決心一定要在香港中學會考中英文科力保合格，在中四
丶五兩年內別人一天用一小時温習英語科，我就用三小時温習，
不管要多少時候都好一定要追上其它同學！最後我也能夠取得合格！
可惜我在香港中學會考中取得五科合格是不足夠我原校升上舊制度的中六，我
只能夠原校重讀新高中中五課程。兩年風雨不改，爭取時間溫習的生活讓我變得獨
立丶堅強丶成熟，亦多謝老師們的體諒以及支持，我香港中學文憑試取得比香港中
學會考較好的成績。雖然我升不上大學，但是學習的熱誠沒有因此減退，於是我以
打不死精神再轉戰高級文憑課程。
過往的兩年，我到了中文大學修讀新聞學高級文憑，課程內容不但比中學深，
而且全英語教學，對於英語根基較弱的我在學習上感到百上加斤，但我為了不辜

負家人以及中學老師的期望，再一次立下決心要升上大學學位！
最後我升讀香港教育學院，主修我喜歡的通識教育科，更在高級文憑成績中列入院
長嘉許名單，再次證明努力是可以改變能力。
現在我除了修讀學士學位課程之外，更加入了民隊安全服務隊成人團服務社會，
近年更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小提琴以及到中文大學考取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
雅思國際英語試等等，好好裝備自己，為自己的教師夢作好準備。

正覺的同學們加油，為自己的理想奮鬥！

農曆新年又快來臨
謹祝同學學業進步、快高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