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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分享

羊年 …… 讓我們一起學習「
讓我們一起學習「通往內心深處的路是耳朵」
通往內心深處的路是耳朵」

曾經看過這篇文章 …
媽媽：「我跟你講什麼，你總是這耳朵進，那耳朵出，講跟不講都一樣。」
小孩：「我跟妳講什麼，妳總是兩隻耳朵進，一張嘴巴出，講比不講更糟。」
在這個日益講究溝通的年代，人們似乎變得愈來愈難以溝通。你可以隨便去問一個人際關係不
好的人，為什麼會這樣？他們通常都會說：「那些人根本無法溝通。」這是真的，這世界上所
世界上所
有的衝突、
有的衝突、誤解大都是因為溝通不良所造成。你說了一些話，但對方卻將它想成另一些話；或
誤解大都是因為溝通不良所造成
者對方說了一些事，而你卻將它當成是另外一件事。你們只關心著自己想說的話，或只聽進去
自己想聽的話，這也難怪雙方的「溝」會愈挖愈深，愈挖愈「不通」。
法國哲學家伏爾泰曾說：「通往內心深處的路是耳朵。」早在兩千年前，希臘哲學家戴奧真尼
斯也說過：「上天給我們兩個耳朵、一個嘴巴的意思，就是要我們多聽少說。」的確，一雙願
意聆聽的耳朵，遠比一張愛說話的嘴巴更受歡迎。我們都知道說話沒被對方傾聽是多麼令人挫
折沮喪的事，但我們又有多少人曾真正靜下來聽聽別人的心聲？
父母抱怨孩子不聽話，
父母抱怨孩子不聽話，孩子埋怨父母只會說教；先生指責太太意見太多；太太責怪先生不聽別
孩子埋怨父母只會說教
人的意見；就連一些同事、同學、朋友，我們也因太忙或太懶，而忘了去傾聽他們的心事。要
知道，溝通的目的是為了
溝通的目的是為了「
溝通的目的是為了「瞭解對方」，
瞭解對方」，而不是
」，而不是「
而不是「改變對方」
改變對方」。多數的人有種謬誤，以為溝通
就是要表達自己的看法，希望對方能改變，改變成你喜歡的樣子，這顯然「扣錯了釦子」，往
住很多的衝突和誤會也由此而生。記住，重要的不是「講」什麼，而是「聽」什麼。
真正成功的溝通就是：「
真正成功的溝通就是：「無我
：「無我」
無我」的傾聽，
的傾聽，靜靜地聆聽對方的想法及憤怒和失望，
靜靜地聆聽對方的想法及憤怒和失望，而不加任何否
定或批判，
，這就對了！
定或批判
這就對了！人們在溝通上，常以自己的立場、想法嘗試去說服對方、改變對方，使
對方的言行符合自己所認定「正確的言行與觀念」。若成功改變對方，則自覺溝通良好，若不
成功，則推托對方難以溝通。在溝通上，人們常犯急於將自己的觀念灌輸給對方，卻將對方的
話置之不理或充耳不聞，我們不願聆聽別人的意見，反之，對方也不會聆聽我們的意見，導至
愈溝通，彼此之間的溝變的愈大。

各位正覺人，新的一年也是新的開始，萬象更新、一元復始，有
好的開始才能有好的結果。在一年的開始就培養自身的耐性學會
聆聽，相信對您我在人際關係與處理問題上會受惠良多。最後祝
大家羊年身心康泰、學業進步、家庭幸福！
美斯校長
1

S4 Strive For The Future Camp (中四級挑戰營
中四級挑戰營)
中四級挑戰營

All F4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a 3-day camp called
"Strive For The Future Camp". It aims to help
students reflect on their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so they can be better prepared to face
the challenges ahead in their future studies and
personal lives.

The great difficulty I faced was co-operating
with others. If one of our team members is too
passive, we might find it hard to achieve our
goal.

黃靖)

4D Wong Ching (

I gained a lot from various activities during
the 3 days. I overcame my height-phobia. I
found that I was enthusiastic and serious as
well when meeting with obstacles.

鄧慧清)

4D Tang Wai Ching (

In the Strive For The Future Camp, I can know
more about myself and learn how to trust my
group mates.

徐婉悠)

4A Chui Yuen Yau (

There were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experiences in the camp. Among them, one
activity is high wall. This activity requires
team spirit. If someone is not paying attention
for a moment, it will be dangerous. This camp
can help me to find my goal and encourage
me to work hard to achieve that goal. Also,
the camp has taught me how to build up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eammates.

單玲玲)

4A Sin Ling Ling (

I think the most unforgettable thing is that I can
see our classmate having big and strong team
spirit. It made us overcome any problem in this
camp.

余堡豐)

4A Yue Po Fung Edward (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it can help me achieve my goals for challenging myself. As this camp has a lot
of activities, such as high-wall and ‘trust pole’, the camp can really challenge myself. I think the most
memorable thing in this camp is ‘trust pole’. When I was climbing up the pole, I felt very scared and
my heart wanted to jump out of my body. However, at the last moment, I finished climbing to the top
of the pole. It’s very interesting.

黃汶杰)

4A Wong Man 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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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Strive For The Future Camp (中四級挑戰營
中四級挑戰營)
中四級挑戰營

我們中四級參加了學校舉行的中四生活體驗
營，這個體驗營真是多姿多采。我最印象最
深刻的是「空中飛人」這項活動。我除了接
受高空挑戰，相信自己的能力外，還要依靠
同學的幫助，考驗了我們的友誼。
我記得「HIGHV」這項活動中，有一位同學
害怕得大哭起來，雙腿發軟，但那位同學得
到夥件的鼓勵下，一步一步向前走。雖然那
位同學不能堅持下去，當他回到地面後，我
們忍不住給他鼓勵的擁抱！
我希望來年中四級同學積極參與生活體驗營，
因為當中不但讓我們克服困難，亦增加自信
心，增進與同學的情誼。
何頴芯 4C

我最難忘的活動就是走鋼索。因為這個
活動是兩人進行，極需要二人配合，也
需要充足的勇氣。開始時，我們兩人站
在離地四米左右一邊牽着手，一邊在高
空上戰戰兢兢地走。直到中間位置，我
們的動作開始緩慢起來，雙手抓得更緊。
最後，因為身體不能平衡導致我們失足
跌下去。因為網索下面有一羣支持我們
的同學，他們一起拉繩，把我們從高空
上慢慢地放下來。經過這次的活動後，
增加我對同班同學的信任。
我希望來年中四的同學積極參與這項活
動，除了可以認識自己外，還可以增加
人與人的關係和信任。
尹世豪 4C

給三年後的我一封信
三年後的我已經完成中學課程，我會繼續
升學，報讀社工課程或幼兒教育課程。現在，
中四的我會努力讀書，為未來作最好的準備。
我相信有父母、老師和同學的幫助及支持，定
能達到自己的目標。最終無論成功與否，我有
努力過便已無憾。
梁思雅 4D

給三年後的我一封信
親愛的錦瀅：
你好嗎？過得好嗎？還記得正在寫這信的自己嗎？現在
的你已經長大成人了，DSE的成績怎樣呢？即使成績不好，
但希望你不要氣餒，出來工作不要嫌辛苦。
現在的你比起以往的你更勇敢嗎？請現在的你不要放棄
自己的夢想，亦請不要做一些令自己後悔的事。希望現在的
你能夠堅強撐下去，亦要記住在身邊支持你的人。
希望現在你可以還記得這封信，不要輕易放棄你的毅力
和夢想。
黃錦瀅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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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成績龍虎榜
「天才是一分的天份，
~ 愛迪生 1903
天才是一分的天份，加上九十九分的後天努力。」
加上九十九分的後天努力。」
“Genius is one percent inspiration, ninety-nine percent perspiration.”
~ Thomas Edison 1903

班別

學生

名次

班別

學生

名次

1A

石雪玲

全級第一名

4A

黃汶杰

4A 班 第一名

1A
1A

黃君儀
蕭嘉希

全級第二名
全級第三名

4B

楊其標

4B 班 第一名

4C

黃嘉旺

4C 班 第一名

4D

黃端雲

4D 班 第一名

班別

學生

名次

5A

林詩敏

5A 班 第一名

5B

詹億春

5B 班 第一名

5C

許珮茵

5C 班 第一名

5D

謝惠冰

5D 班 第一名

班別

學生

名次

2A
2A
2A

李彩嵐
林伯蒙
謝安豪

全級第一名
全級第二名
全級第三名

班別

學生

名次

3A
3A
3D

陳珮彥
李子童
張施鴻

全級第一名
全級第二名
全級第三名

< 中三 SOCI-GAME >

活動不錯，內容充實，同學
主動投入其中。

中三在去年12月17至18日舉行SOCI-GAME 活動。
這個活動的目標是讓同學明白選擇合適科目及
善用其他學習經歷的重要性，進一步了解自我
對未來升學及職業發展的興趣及目標，從而提
升對前境的信心。
我已訂立未來3個月的學習目標，
就是發展自己興趣，成為終身事
業。
我認為最好的讀書方法，就是和
自己興趣相同的同學一起合作，
更能提升對學習的興趣。

4

《義工服務有感》
義工服務有感》
今天是星期天，早上仍躲在家中懶洋洋睡覺的我，經同學多番致電吵醒，才頓然想起今
天是一年一度難得的探訪獨居長者義工服務日，我馬上急急忙忙出門，坐計程車到土瓜
灣牛棚藝術館集合。到了集合地點後，我因為遲到而有點不知所措，幸好劉華康老師沒
有責備我，才讓我放下心頭大石。
我跟其他同學集合後便馬上開始進行義工服務。首先，我們準備好福袋，然後根據名單
探望一位獨居的老奶奶。當我們到了目的地時，多次致電她都沒有接聽，再按門鈴也未
有應門，我們擔心她是否出了甚麼異樣了，最後才得知她原來是上了洗手間，加上她有
弱聽和青光眼等身體毛病，故此行動不便。進入她的居所後，我們先將福袋交給她，再
而陪伴她聊天，眾人有說有笑，可謂「快活不知時日過」，逗留了一個多小時才離開。
開始時我對這次活動並沒抱有太大興趣，但從探訪這位老奶奶的過程中令我明白到「家
有一老，如有一寶」的道理，透過和她的對話，我學會珍惜跟父母和長者相處的機會。
如果沒游校長的支持我沒有膽量主動去跟他們聊天，從中更領會了對人耐心聆聽、目光
專注及打開話題等溝通的學問，更重要是保持一顆尊重長者的心。這次活動後，我的價
值觀改變了，假如學校再次舉辦相同活動，我一定會主動報名參加。最後我十分感謝游
校長和劉華康老師給予我這個寶貴的機會，今後我定會好好善用時間，每分每秒都要珍
惜。
3C 黃鐸繽

Intensive Oral Practice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 group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as invited to have an intensive oral
practice with our F6 students. They had great fun in the interactive practice!
In January, a group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as invited to our
school. We had a chance to practise our oral English with them.
We had great fun in the interactive practice. I am so glad that I
could join this activity. During the convers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 learned how to be confident when you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More importantly, they taught me a lot of skills which
I think were very useful. For example, we can use our body
language to show people our confidence. We can also use it to
invite other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ideas. Last but not least, I like
this activity so much and I hope I can join it again.
6B Cheng Kwok Fu

5

<爭氣
爭氣>
爭氣 - 我們的感想
全校電影欣賞
本校獲 L plus H 贊助，
贊助，資助全校師生觀賞電影 <爭氣> 。故事
講述一群有心的戲劇老師，
講述一群有心的戲劇老師，為來自不同背景的青年人提供戲劇
訓練，
訓練，過程由金像獎導演楊紫燁拍成紀錄片，
過程由金像獎導演楊紫燁拍成紀錄片，見證這班年青人，
見證這班年青人，
在導師的訓勉和學校的支持下，
在導師的訓勉和學校的支持下，蛻變成長，
蛻變成長，成為勇敢、
成為勇敢、有承擔
的新一代!
2A So Chak Hei (蘇澤晞)

I think “My Voice, My Life” is an excellent film. It is a documentary, but it
can really inspire every one of us. The character who inspired me most was Tsi
Lok. He was a blind student. At the beginning, he was just a shy boy. But after
the musical, he has become much more confident. There is something he said
that impressed me most. He said, “If we are alive, we can do anything.” It told
us that we should not give up easily even if we have to face great difficulties.

黃嘉旺
我最感受深的一位角色是肥然，他以前對
讀書沒多大興趣，但參加了音樂劇的培訓
和演出，他竟對讀書再次產生興趣。音樂
劇完結後，他更找導演來重頭教他英文，
因為他相信了 “Nothing is impossible!” 。
其實除了學業外，肥然和家人的關係都不
是太好。起初他和家人都沒有兩句，但他
最後邀請了爸爸媽媽來看他的演出，最感
人的是音樂劇完結後，他和父母都擁抱起
上來。我相信其實父母都想關心子女，但
他們未必懂得如何認同子女，以致子女覺
得不受人欣賞，所以我覺得無論父母或子
女，都應發掘對方的優點，這樣才會令他
們的關係更融洽。
5A 朱國鏘
在電影中，我比較深刻的一位角色是子諾。
他是一位後天失明的年青人，個性亦比較內
向。但他參與音樂劇訓練後，有很大的轉變。
他能夠在一大班觀眾中唱好他練了很久的歌
曲。事實上，我在學校都留意到不少人的性
格有點像子諾，對自己不夠信心，我希望這
些同學都可以把握他們面前的機會去作嘗試，
變得大膽一些，像子諾一樣，於有興趣的範
疇發光發亮。
5C Chen Zhukuang (陳柱匤
陳柱匤)
4C

李宗科
我覺得肥然是我印象最深
刻的一個角色。其實我和
肥然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我在家中是比較少說話的，
平日在家裡很少和父母交
談，也許從細到大我們都
沒有這個習慣。但經過音
樂劇排練後，肥然最後能
跨過重重障礙，和父母建
立更好的關係，這是令我
十分觸動的地方。他透過
音樂劇排練，證明給父母
看他並不是終日無所事事，
他也能在自己有興趣的地
方成功，最後肥然爸爸媽
媽都來看他的表演，他們
都好高興肥然有這樣的成
就。我希望我身邊類似肥
然的同學都可以和父母有
更好的溝通。
3C

In February, our school organized a movie watching event. The name of the
movie was “My Voice, My Life”. It was actually a documentary showing u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enagers during the practice and rehearsals of a
musical.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characters in it. Among them, the one that
has impressed me most was Fat Yin. Fat Yin was a lively boy. He always
made people around him happy.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m and his
parents was bad. He was also very naughty and had behavioural problems.
This brought a lot of trouble to the crew. But in the rehearsal process, with the
help of mentors and peers, he began to know that he should not be too selfcentered. People should learn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and should have goals.
In the end, Fat Yin found his target. He wants to go to university. So, after the
musical has finished, he asked the drama director to teach him English. His
relationship with his parents has also got much better. This story tells us that
we should have goals. If we are willing to reflect on ourselves and are willing
make changes, our dream can come true.

莫嘉樂
當我看 <爭氣> 預
告片的時候，我看
到不同角色在排練
音樂劇時的心態。
看過這電影後，我
更看到他們要跨越
的障礙。肥然是一
位我最有感受的人
物。他和家人的關
係並不好，但他最
後邀請他的家人看
自己有份演出的音
樂劇，讓父母看到
自己努力的成果，
好讓父母了解，雖
然他以往不是在學
業上特別投入，但
當他集中做一件事
情，他都可以有傑
出的成就。
4B 徐沛旋
肥然是那電影中我最深刻的人物。
其實很多人都和肥然一様，和父母
關係不太好，但內心深處，很想有
父母的認同。我其實有一位親戚朋
友，他有些時候都會和家人爭吵，
可見其實這些問題都比較普遍。所
以我希望年青人都可以和父母多些
溝通，了解對方的困難，而父母亦
應多些了解子女，讓他們多些感受
到被認同，被關懷。
2C

陳家傑
看過這套電影後，我深深感覺到一
個人的自信、毅力和個人紀律，會
影響到別人對你的想法。看了這齣
戲，更加令我覺得個人紀律十分重
要，令我對自己的要求都提高了。
我希望可以繼續向自己的目標邁進。

1B

6

李佩儀
我最有印象的角色是子諾。他是一位失明學生，
但他比其他演員都要落力。我覺得他很勇敢去面
對音樂劇給他的挑戰。無論唱歌以至跳舞，遇到
困難時他都沒有放棄。音樂劇過後，我覺得他比
以前更勇敢。子諾的毅力真的很值得我們學習。
3D

林曉慶

3A Lam Hiu Hing (
)
When I was watching ‘My Voice, My Life’, I was
very touched by the people inside. The character
that I have the biggest impression was Tsi Lok. He
was a blind student. But he was quite demanding of
himself. Even when he faced a lot of difficulties in
the musical practice, he still did not give up and
always hoped for the best. I have really learned a
lot from him. This documentary has inspired me a
lot. It tells us that as long as you have dreams, have
goals, and do not give up, you will be able to move
towards your target and will succeed one day.

張榮豐
在很多人心目中，阿博只是一名只會做壞事的 “飛
仔”，但經過音樂劇的訓練後，他變成一位有目標的
年青人，並為自己的目標進發，也改變了他對他人
的態度，他亦希望為他的學校帶來一些貢獻，所以
在音樂劇中使盡全力。更感動的是，他有志在將來
成為一位出色的運動教練。雖然他自細就没受過良
好教養，但他的確在音樂劇排練中堅持到最後一刻。
其實他有得選擇不再繼續嚴格的訓練，而他發自內
心的承擔，在校長和戲劇老師的支持下，最終體現
到出來。我覺得社會應多給予機會給那些邊緣青年，
因為他們的 “承擔 ” 可能只是未被發掘出來，其實
我們都可以透過不同的活動創造出更多成功的例子。
5D Sin Yu Yat (冼宇一)
4D

I was so happy to see that the characters in the movie
have transformed themselves into better students. I
could see that great changes in them. Some of them
have got more confidence. Some of them behave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I think this kind of
documentary is very meaningful.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is with my friends who still have not watched it.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those who have helped
these kids.

陳浩俊
在 <爭氣> 這套電影中，最令我感同身受的角色就
是肥然，因為他和家人日常沒有多點溝通，以至
自己和家人的關係惡劣。這種情況和我十分相似，
我和家人平常也沒有甚麽交流。當我見到肥然藉
着音樂劇演出後，鼓起勇氣和家人坦誠相對，消
除之間的矛盾，我感到十分感動。
在我看 <爭氣> 這套電影之前，其實我在學校參與
了行儀劇社的音樂劇演出，劇目亦是以爭氣為主
題，令我很努力參與其中。我希望自己與家人的
關係也能有所改善，同時也要感激老師給我一個
演岀機會。
1C 葉凱晴
我看過電影後，我知道中學畢業後要訂下目
標和方向。不然，就會像阿博一樣，游手好
閒。這是我在這套電影中得到的最大啓發。
1A 杜楚茵
看過電影後，我對師長及父母管教更理解，它啓發
了我不可當他們的話是「耳邊風」，因為他們都是
為我好。而我第二個啓發就是，我要找回自信，每
個人也有自己的長處，例如運動、學業或藝術等。
就好像肥然一樣，雖然他在學校很頑皮，但是他能
彈得一首好結他，所以在我人生裡，雖然遇到很多
難關，但這電影教了我要堅持面對。
5B

梁屹妍
我最有印象的是阿博和子諾兩個角色。而阿博
的經歷，在我來說別具意義。他由一位頑皮的
學生慢慢演變成一位乖學生。從這音樂劇排練
中，我發現到，當一位平時不專注的學生集中
精神在一件事情上，他就會變得乖起來，也許
因為他多了一些目標，多了一些發揮的空間，
所以做起事來也變得正經很多。
其實我身邊都有一位朋友沒有人生方向，但當
他學跳舞之後，整個人不同了，他變得集中了
很多，整個人都改善了不少，希望他都能像
<爭氣> 裡的角色一樣，變得更有自信和毅力。
4A

楊紫穎

3B Yeung Tsz Wing Sabrina (
)
When I started to watch “My Voice, My Life”, I thought it was a
boring movie. It just tells you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a musical.
Bu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documentary, I was very touched by
the students inside because they have all overcome their
shortcomings and obstacles and did the big musical. Some actors
used to behave badly at school. But after the musical, they have
all grown up and know how to be good students. I had the
deepest impression on a student called Tsi Lok. He was the only
blind actor in the musical. But what he said really touched me.
He said, “Mum, I can do it.” I was really touched by him.

鄭焯欣
我最欣賞的角色是子諾。我沒想過一
位失明人士都可以跳舞和唱歌，還懂
得看凸字歌詞。如果我有一天失明，
或許我會能唱歌，可是會有些困難，
但就未必學似子諾那樣，會看凸字。
在這電影中，我覺得子諾最大的改變
是他的自信，我也希望我能向子諾多
多學習。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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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班同學〉
我的同班同學〉

1C 張璇

她個子嬌小，一身古銅色的皮膚。她留着一把長髮，有一雙含着笑意的眼睛，
在朱紅色的嘴唇裡有著雪白的牙齒，臉上常掛着開朗歡欣的表情。
她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當我不懂做功課時，她會主動教我做功課。她是一個
風趣幽默的人，在嚴肅的課室裡，常會說一些有趣的說話去緩和氣氛。她的口
頭禪是「係！」，當老師吩咐她辦事時，她總會扯開喉嚨大叫「係！」而且老
師吩咐做甚麼，她都會完成，可見她為人有責任感。小息時，她常常到小食部
買糖果吃，但她總是吃不胖，真令人羨慕啊！
我很喜歡她，她總是在我不懂做功課時教導我。和她相處久了，也令我變得開
朗，因為在我孤獨的時候，她常常陪伴在我的左右，令我不再孤單。她就是我
的同班同學——李詠彤。

A letter to your aunt and cousin
2C Yanny But (畢慧欣
畢慧欣)
畢慧欣
Dear Aunt,
How are you? I’m so happy that you and Amy are coming to Hong Kong for two days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Chinese New Year is a happy festival. Let me
talk to you about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in these two days.
On day one, we are going to Ocean Park. Ocean Park is one of the nicest places in Hong
Kong. There are many exciting games to play and gifts to buy. At lunch, we are going to
McDonald’s to have lunch because it is cheaper. After spending our wonderful time in
Ocean Park, we are going to Po Lam to have seafood for dinner.
On day two, we are going to Mong Kok to eat egg waffles. My parents said you had to
try this because it was a wonderful local street food. Around lunchtime, we are going to
do some shopping in different shopping malls. At night, we are going to APM to buy
some new clothes and gifts. In JP Books, we can buy the latest magazines and books you
like.
Hope you can enjoy your visit in Hong Kong in these two days.
Best wishes,
Ch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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