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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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分享
教育局校外評核對學校高度表揚
2015年3月，教育局外評隊伍到訪本校，了解學校的教與學情況及學生在
學校的成長經歷。外評隊伍對學校教師團隊及同學的表現予以高度讚賞! 讓我
在此與大家分享外評隊伍的一些加許 :
學校積極引進外間資源，包括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及九龍倉學校起動
計劃， 銳意提升教師的專業能量、豐富學生的成長經歷及競爭力，成效顯
著。
教師關愛學生，成功建立密切的師生關係。受教師的感染，學生具有努力學
習及求取進步的心志。教師充滿幹勁，上下一心迎接挑戰，努力嘗試推行各
種措施，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推動學校持續發展。
課堂學習重點明確，教學內容能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及能力。教師的態度親
切，與學生的關係良好；他們教學認真、投入及盡責，傳意技巧良好，講解
清晰、有條理，能有效運用教學資源輔助教學，例如利用投影機及電子簡報
等，以帶出重點和協助學生理解教學內容。學生的學習態度良好，專注守規，
依循教師的指示進行學習活動，能維持良好的課堂秩序和學習氣氛。
學校校風淳樸，校園雅緻舒適，能為學生營造合適的學習環境。學生能努力
學習、求進，知禮守規，樂於與人溝通，朋輩間和睦相處校園充滿關愛氣氛，
教師關顧學生，學生尊敬師長，彼此關係良好。學生喜愛校園生活，對學校
歸屬感強；教師認同及配合學校的發展方向，互相支援，勤奮盡責，努力求
進。與收錄相近水平中一學生的學校比較，學校在過去三年的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整體表現優異。
各位正覺人，以上皆是我們上下一心努力的成果。讓我們繼續努力，齊心
一起令正覺繼續發光發熱 !!!

美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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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測成績龍虎榜
班別
1A

學生
石雪玲

名次
全級第一名

1B
1A

黃樂恒
蕭嘉希

全級第二名
全級第三名

班別

學生

名次

2A
2A
2A

李彩嵐
陳俊文
林伯蒙

全級第一名
全級第二名
全級第三名

班別
3A
3B
3A

學生
李子童
吳錚杭
陳珮彥

名次
全級第一名
全級第二名
全級第三名

班別

學生

名次

4A

黃汶杰

4A 班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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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林哲

5B 班 第一名

5C

許珮茵

5C 班 第一名

5D

謝惠冰

5D 班 第一名

我校榮幸得到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林智中教授蒞臨，協助正覺師生追求卓越。本
人有幸訪問林教授，希望他能給我們一點意見和對同學一些鼓勵。
林教授蒞臨本校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幫助本校提升各方面的表現，使學校更有方向地
追求卓越及為他將會撰寫研究論文收集資料。為何選擇本校 ? 原來自2013年起，本
校有幸被挑選參與九倉集團的project we can 計劃，而林教授正正希望了解學校、商
界和大專界怎樣透過三方合作，從而為學校進行一場「改革」，令師生共同進步 。
林教授表示：「在學校的幾星期，我看見正覺同學很努力，當然在學習上仍有不同
的進步空間。」他補充：「正覺同學十分有禮貌，會向他打招呼，和他談天像朋友
一樣…… 」短短數星期的相處，林教授對同學們的印象是良好的。
當問及林教授怎樣才是一個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時，他說：「要有多元化的興趣和
學術性的活動，學校應提供不同的學習機會和興趣小組，讓學生能夠發掘自己的潛
能，從而令自己成長， 活得充實。 」他稱讚本校提供了多元化的活動給學生，例
如各種球類、繪畫班、義工服務、動畫製作班、樂理及音樂班等等，令學生們能各
展所長。
林教授知道中五同學將要面對一個十分重要的考試——中學文憑試。他勉勵同學：
「只要努力，讓自己無悔就可以了 ; 無悔自然無愧。然而，同學們必須要知道的是：
進步是一步一步向前的，只要行得快，進步就越快；只要行得多，進步就越多。 」
希望同學會盡心去明白，去實踐林教授對我們的教導。
4A 黃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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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考察團
山東通識文化考察之旅
為了讓學生深入認識祖國歷史、文化及國家發
展，本校於四月六日至十日，一連五天組織了
老師及高中同學一行四十人到了山東省濟南及
曲埠進行實地考察。其間師生相繼遊覽不同名
勝，如岱廟、岱宗坊及李清照堂等，大開眼界。
另外，參觀孔廟孔林令同學更深認識古先哲的
思想，並思考文物保育對文化傳承及經濟發展
的影響。而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零晨時
分，攝氏零下三度，在泰山之巔欣賞日出; 旭
日東升，叫人嘖嘖稱奇。

徐沛旋
山東很冷，地大人少，總給我孤清淒冷的寒意。
雖然北風無情，但不能吹滅我們考察山東的熱
情。其中三個地方最令我印象深刻：
第一個是泰山。上面就像另一個冷的世界，我
們一邊搓揉冷得僵硬了的手指，一邊屏息以待
剎那的日出，當時那抹朝陽仍然照耀着我的心
田。
第二個是我們去參觀杏壇中學。那裏的同學看
見我們，就馬上起立行禮，在我不知所措的當
兒，不禁想：我們真的知道什麼是以禮待人嗎？
第三個是坐船遊覽大明湖，那裏的風景很漂亮，
波光粼粼。在濟南長大的李清照，以一闕又一
闕的宋詞回饋大明湖的美麗，而我就以一幀又
一幀的照片，紀錄我與大明湖的邂逅。

莫雅妍
這次考察團分別去了孔廟與孔
林，其中我最深刻的就是孔子
廟。這裏很大，有著不同朝代
皇帝的足印，我們竟然有幸與
皇帝踏足同一地方，彷如與古
人同遊，一起感受那裡濃厚的
文化氣息。導遊還帶我們走到
不同的地方講解事蹟，讓我們
深入了解孔廟的建築風格，以
及他的哲學思想。
楊嘉偉
五日四夜的山東考察之旅，
一眨眼就已經過去。在這幾
天，我們去了不同的景點參
觀和考察。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去了孔廟及孔林參觀。從
小我便知道孔子是一位中國
著名的大人物，想不到長大
後我宁立在莊嚴浩氣的孔廟
前，感受世人對孔子的尊敬，
從中我可窺見他在古、今的
地位仍然屹立不倒。然而，
我認為他是一個值得我們學
習的人，我們亦應該向他學
習待人處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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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本之旅 (5D 謝惠冰)
謝惠冰

去年十一月，我有幸獲選參與二十一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代表香港青少年到日
本交流九天，期間參觀文化、經濟及環保等設施、探訪學校並在日本人家庭住宿，體驗了當
地的教育及文化。 在出發前，我接受了為期四個月的日語、禮儀等不同的訓練。
今年二月九日，我們出發前往日本 ! 第一站是東京，逗留了五天。對我來說，日本的一
切都是新奇的。導遊浩子帶我們參觀了不同的景點，例如:日本立法會、東京外國語大學、日
本天皇居、未來科學博物館等。我也品嘗我人生第一次的懷石料理、壽喜燒。我們甚至能聽
到東京大學的博士為我們講解機器人發展，雖然這是很長的，並有點困難，但我學到很多關
於機器人的知識。在短短的幾天，我已了解到日本是一個有禮貌、環保的國家。
到了第五天，我們乘飛機到長崎縣。我們在那裡留了三天，我嘗試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在乘飛機的時侯，我們看到有著一片雪白無暇的火山口，平息了因沒法到愛知縣體驗地震的
可惜。當飛機抵達時，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們聽到服務員用普通話說「外面溫度18度
」時，我們都脫去大衣，並飛快落機。但原來我們都聽錯了，真正的溫度只有8度。這令我
明白認真聆聽對任何人和事都是十分重要。
長崎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在那裡有很多讓我很感動故事。我們先到了長崎的和平
公園，這個公園用作紀念1945年8月9日二戰期間原子彈爆炸。它是渴望世界和諧，所以參觀
時心情頗為沉重。走過沉重的歷史後，我們去了一個名為豪斯登堡的主題公園享用午餐。我
發現豪斯登堡有很多特色的建築，如別墅、劇院和餐館等。每條路都伴隨著童話般的運河、
風車和燈飾，十分浪漫。在那之後，我們去了溫泉，我嘗試了日本的傳統服裝－和服，覺得
挺漂亮的。
第二天，我們參觀了長崎近代交流史和孫文、梅屋莊吉博物館，它主要介紹孫中山與梅
屋莊吉的關係，讓我很感動和讚嘆。梅屋莊吉在香港與孫中山相識，被孫中山富強亞洲、實
現人類和平的革命熱忱所感動而承諾「君若舉兵，我以財政相助」，從此之後的三十年裏，
梅屋莊吉沒有任何政治和經濟目的，終其一生在經濟上無條件支持孫中山的革命。相信只有
「一見如故，肝膽相照」這句話能形容兩人一生超出國境的友誼。
之後，我們去了位於佐世保市的一所學校。學校的一景一物都十分優美，更有不同的聯
課活動，如跆拳道、交響樂團、茶道及書法社。我更認識了我的寄宿家庭，宮本ル（宮本瞳
）一家。他們帶我到動物園，嘗試了一些日本料理。縱使只有短短二天一夜，但他們對我的
熱情、關懷、耐心和禮貌使我非常感動，離別時每人都淚流滿瞼，但卻只能依依不捨地道別
。
最後，我們乘飛機到大阪，參觀了日本古代的城堡－天守閣。我到達最高的樓層一睹周
圍如詩如畫的景觀後，便回酒店參加歡送會……登上回港的飛機 ! 這是我畢生難忘的回憶，
希望以後能夠再次到訪日本， 認識更多當地的歷史文化。
各位學弟學妹，你們也要努力嘗試，來年爭取參與這個「二十一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
計劃」 !
非一般的生涯規劃體驗活動
楊宇杭 4D
完成了兩期的「形象設計及婚宴籌辦課程」後，令我從中明白學習化妝不單止限於女
性，男性也可以學習這門專業。或許男性學化妝會被嘲笑，其實嘲笑他人的人對化妝
有些一知半解，見識太表面罷了。這課程令我了解化妝是一個專業，更可以分為不同
類型，如舞台妝，必需誇張，擴大演員本身的面部特徵，使觀眾牢記人物的特點。除
此之外，化妝師要照顧不同膚質的需要，保護皮膚。 最後，這個課程讓我發掘自己的
興趣，為前途作好準備。感謝學校為我們提供這個課程，我找到了我的「階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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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迷失青年的心路歷程
(陳漢恆同學的自述文章)
陳漢恆同學的自述文章)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瞬間，我已是一位中四級的學生。
回想六年前我進入正覺，每天也背著沉重的負擔，不願意回課室上課，過著
無所事事的生活，逃避所有老師的眼神。當時我還是一位血氣方剛的青少年
，總喜歡在學校與同學生事。
當時，很多老師問我為什麼總喜歡在學校滋事，不好好用功學習。回想當時
，我正在迷失方向，也受一些損友影響，學習他們，在學校尋找另類的「成
功感」。
我也曾為老師帶來不少麻煩 ── 四周生事、跟老師口角，且經常缺課，上
堂時睡覺等。結果，我中一曾兩度留級。不但自己心裡難過，更令家人擔心
。每次家人得知我缺課或在學校生事，我也能感受到他們的難過。
當我得知要第三年重讀中一時，我選擇離開正覺，就讀「Teen才再現」的短
期課程。離開時，老師和家人勉勵我要用心學習，要堅持到底。我曾答他們
，決心不要令他們失望。轉眼間，三個月課程轉眼間完結。
突然間，我想起正覺，希望再到正覺學習。父母和正覺的老師也支持我，讓
我重踏校園。回到學校，我偶會犯上不少錯誤，幸好，老師沒有苛責，並對
我循循善誘，更給予我機會讓我改過。
而最令我感動的，就是剛於2月中演出的舞台劇《音樂比賽》。當校長邀請
我參與這個演出時，我非常愕然。我從沒有演過話劇，而這次我的角色更是
一位主角，我沒有信心。幸好校長與老師的鼓勵，並解釋這劇是把我的真實
故事演繹 ─ 由頹廢變為積極，由討厭校園生活變為喜歡 ─ 從而勉勵其他
同學積極面對人生。我覺得這演出極具挑戰，也很有意義，結果答應參與。
排練過程，有很多困難……老師勉勵我，教導我，與我一起渡過，我獲益良
多，覺得自己成長了不少！
話劇開頭，我有這樣的對白：「如果不是父親迫我，我一定不會回校。我想
退學。」演出到最後，飾演老師的同學問我：「還想退學嗎？」我答：「不
。其實，學校也不是那麼令人討厭呢！」這正是我在正覺學習的心路歷程。
希望各位同學也能夠找到在學校生活的意義，經歷一個愉快而豐富的學習旅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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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
每說到我母親，我總是很自豪地跟朋友
說：「我媽媽是一個好媽媽，她對我的
《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
影響很大。」
母親是偉大的，母親是無私的，母親是
她很勤快很乾淨，她總是在忙家務。
可敬的，我的母親就好像一顆擁有甜酸苦
一整天都一直在做家務，洗衣服、掃地、
辣的「糖」。
煮飯……雖然她也有抱怨過，但卻從未
酸：我的脾氣不好，經常和跟母親吵架。 停過勞動。媽媽常常對我說：「君儀，
母親每次都跟我講道理，每次都以理服人。 你要多做些家務，自己的東西，自己收
當我鬧完時，媽媽又笑著讓我去做事。每
拾，不可以這麼賴了。」「君儀，你是
當這裡，我的心就好酸，好像吃了一顆很
個女孩子，不要連穿衣服都馬虎，每次
酸的糖咽不下去。
都穿男裝出去了。」說實話，直到現在
甜：每當我見到媽媽，她的臉上總掛有
都不聽母親話，有時還跟母親頂撞了。
燦爛的笑容。天冷時對我們噓寒問暖。生
她卻從不抱怨，就算是被自己的孩子的
病時，她會着急地帶我四處看病。有媽媽
話或者行為影響，都只是默默地治療傷
的照顧，我就好像吃一顆蜂蜜一樣甜的糖。 口，但是一看見我和爸爸都是強顏歡笑
苦：媽媽也真夠苦。每天早隨著朝陽一走
的樣子。我每一次看見都會心疼，每一
醒來給我做早餐之後又要上班。下班後，
次跟她吵完架都想跟她說「對不起」，
又要做家務又要給我輔導。每天馬不停蹄。 但一句「對不起」對我來說卻是無比艱
從未聽見媽媽說苦，這時我就像吃了一顆
難……
很苦的糖。
如今，我知道了媽媽的心情，雖然「對
辣：有時不聽話時，媽媽會打我。我會
不起」說不出口，但是我會用行動來表
流淚，「打在兒身，痛在娘心」。媽媽的
示。在小學時，我出門上學時從不跟媽
心裡一定不好受。這時我好像吃了一顆很
媽說再見，跟媽媽講電話時，一直不耐
辣的糖。
煩地說「哦」來敷衍母親，以後我也不
媽媽是一顆永遠不化的「糖」，是我生
會再這樣做了。
命裡一題最愛的「糖」。
1A 黃君儀
1A 湯芷晴

《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
「媽媽，媽媽，我今兒摔一大跤了﹗」「媽媽，今天中文課老師說我的表現很棒呢﹗」「媽，
今天考試考差了﹗」小時候我總是這樣向親傾訴着我所有的情緒，而母親給我的是無限的安
慰與鼓勵。
我的母親很平凡。她曾有一頭烏黑的頭髮，有一張柔滑的臉蛋，有一雙稚嫩的雙手，只不
過是歲月讓她現在多了幾條白髮，多了那麼點兒的皺紋，還有雙手不再像以前那般滑嫩。
我的母親對待我總是那麼操心。還記得我第一次上幼兒園，六歲時的我性格總是那麼內向
那麼膽小，我每天都在逃避上學，甚至在家裡大鬧哭個翻天覆地，母親見此便對我撤了一個
善意的謊言，以帶我買糖的謊話把我帶到了幼兒園，見到了老師後我竟大哭了起來，「把她
交給我吧﹗」話音剛落我就被老師牽着小手走向課室，一邊走我一邊回頭見到媽媽已遠去，
到了課室，哭累了的我無意間望向窗外，卻見到一個熟悉的面孔，原來母親就在課室外一直
偷偷望着我，這時滿淚盈眶的我一邊向課室門外跑去一邊喊着「媽媽﹗」母親也迎手將我抱
起，這時走近些的我才清楚看見原來母親也紅了眼眶……
我的母親對待我總是那麼有耐性。儘管我願意上學了，可是心還是惦記着家，上課總是心
不在焉，上課盼下課，下課又盼放學，放學又盼見到母親，因此回到家後，老師所教的都不
會讀。這時母親并沒有責怪我，還當了我的老師。記得有一次，我怎麼也讀不好普通話裡的
複韻母，還被同學嘲笑，回到家後母親不斷鼓勵我，並一個音一個音的教我讀，看着我跟着
讀，直到我發音準確為止，我看見母親滿足地笑了。
我的母親，陪伴我走了那麼多次旅程。在我失意的時候，為我講述實事求是；在我感到害
怕的時候，給我無數次保護；在我感到害怕的時候，她一直在我身邊。母親啊，與您同在的
旅程，我是幸福的﹗
2A 李彩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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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
她，含辛茹苦地懷胎十月帶我來到這個世界，當我失落時當我的避難所。她，就是我的母親。
瘦弱的身材，卻為我撐起一片天。母親不是我學習上的助手，卻是我學習上的動力。記得小
學三年級參加數學奧林匹克比賽，步入考場的我一直忐忑不安，當考卷發在手中時，不知怎
的不知所措，始終下不了筆。我不斷四周觀望，卻看見窗的角落有一張熟悉的面孔——我的
母親。她肯定地望着我，口型似乎講着「加油﹗」看着母親肯定的眼神，，我埋頭苦幹，最
後取得了第二名。母親總是給予我鼓勵及肯定，是推動我前進的領導者。
母親患有腰椎間盤突出，時常隱隱作痛。母親是一名兼職侍應生，每天站着趕着下單，回家
後總會疼得不得了。可是，一趕回定就準備晚餐，完全沒有時間讓母親休息。吃過飯後，母
親總獨個兒躲在房間塗藥酒，卻一直碰不住疼痛的位置。看在眼裏的我疼在心裏，推開門給
母親塗藥酒，母親卻怕耽誤了我的學習時間，連聲說自己便可。我給母親揉了幾下，母親不
一會兒就睡着了。母親累了，該是時候讓我照顧她了。
一天天成長，伴隨我們的煩惱隨之增多。友情的失意，考試的落第等讓我迷茫，找不到前進
的方向。可每當一次次失落時，引導我的總是我的母親，她耐心給我分析，訴說人生的道理，
陪我共同找到事情的成因，找到光明的前路，駛向成功的彼岸。
在母親懷裏長大是我這輩子最大的驕傲。母親是我人生的良師益友，更是我的偉岸。
2A 李彩嵐

《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
或許一般人心目中的母親是很嚴肅的，總是在管著我們，但是在我心目中，母親是一個總是
關心我近況的存在。
我的母親有一束捲捲的棕髮，一雙大大且啡啡的眼睛，很深的輪廓。她比我高一點點，她擁
有胖胖的身軀。她是一個溫柔的母親，總是很貼心的幫我們準備我們需要的東西，而且還任
勞任怨，從不會抱怨。而且她也很開朗，就算剛剛發生什麼令她不快樂的事，她也能馬上開
朗面對，有時候甚至反安慰我們，鼓勵我們要積極面對，不要逃避，就算逃避，「玩完」就
回來面對問題。
在兒時，我有一次早上發燒，而且又痾又嘔，十分不舒服。當時媽媽要上班，但她刻意照顧
我，和公司通知她下午才去上班。那時候，我覺得心暖暖的，她刻意留下來照顧我，我覺得
她貼心。雖然她下午要上班，但她卻叫姨姨來照顧，這正好反映了媽媽她的貼心和溫柔之處。
在小學一年級時，媽媽帶我去看牙醫，當時我十分害怕牙醫的工具對我的牙齒鑽來鑽去。而
那時候，媽媽安慰我，且跟我承諾看完牙醫帶我去吃大餐。雖然初開始我不聽媽媽的話，而
且還不理會醫生，但媽媽說如果我乖乖的等時間過去，就請我吃一筒糖果。因為這一個約定
對當時的我十分吸引，所以我向媽媽承諾我會乖乖的等牙醫左看右看，鑽東鑽西。這也反映
出媽媽是一個很會安慰別人的媽媽。
我希望媽媽能活到很久很久，而且我長大成年出去工作時，我會每一個星期都請媽媽上茶樓，
藉此報答她。
2B 馬軍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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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conic Man For Fairy Tale Cartoons
(By Tsang Tsz Ching)
I think all girls love fairy tales. But how many people know the time it takes to make
an animated cartoon? How many people know the amount of money needed to create a
fantasy world? I believe only very few people know the answers. In this sharing, I
am going to talk about a cartoon maker who is world-famous for his fairy tale
cartoons. He is Walt Disney.
Walt Disney was born in Chicago in 1901. He is the fourth of five children. Although
he has made marvelous achievements such as his cartoons and Disneyland, his younger
life was not as good as we imagined. When his was four years old, his family moved
to a farm near Marceline, Missouri. But a little later, his father Elias Disney sold
the farm and moved to Kansas City. In the new place, his father bought a newspaper
route of 2000 people. Because of this, Walt and his brother Roy had to work for
their father to deliver the morning paper. Walt and Roy did not receive any pay for
this. But they love their family and try to help in whatever ways they could. This is
actually a good quality that children nowadays should learn from.
When he was seventeen, Walt began to learn how to make animated cartoons at
Kansas City Film Ad Company. Then, he started his own company called Laugh-OGram. However, things were not as easy as Walt imagined. Just within a year, the
company went bankrupt. He also went broke. So, he sold his camera and went to
California. In Los Angeles, he rented a room from his uncle Robert Disney and began
looking for a job in a big motion picture company. However, he was not able to find
one. But Walt never gave up. He finished a cartoon called The Alice Comedies, which
he had been making for quite some time. He then sold this to a buyer from New York
who was willing to pay $1500 a piece for twelve Alice films. His career as a cartoon
maker soon took flight. Years later, he began to think about creating a park called
Disneyland when he took his two little daughters to amusement parks.
Toward the end of 1996, Walt Disney had gone to hospital several times. Whenever
he had visitors, Walt would talk to them about his plans of his last project Disney
World. He finally died at the age of 65. But Walt Disney Productions goes on without
him, as he would have wanted it to.
I believe Walk Disney is a role model for any teenager. I saw how he strived in hard
times and how he lived a full life with his unlimited imagination. While many people
agree that nothing is impossible, very few believe in it. Walt Disney did not have lots
of money. But he unceasingly try to start his own company. I think maybe you would
want to ask me why I choose Walt but not other famous people to talk about. Well,
it is because I am a girl and I love fairy tales very much. I would imagine I am the
little funny Alice in The Alice Come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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