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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分享

人因夢想而偉大
美國某小學的作文課上，老師給小朋友的作文題目是：「我的志願」。一位小朋友
非常喜歡這個題目，在他的簿子上，飛快地寫下他的夢想。他希望：「將來能擁有一座
佔地十餘公頃的莊園，在壯闊的土地上植滿如茵的綠草。莊園中有無數的小木屋，烤肉
區，及一座休閒旅館。除了自己住在那兒外，還可以和前來參觀的遊客分享自己的莊園，
有住處供他們歇息。」寫好的作文經老師過目，在這位小朋友的簿子上被劃了一個大大
的紅叉叉，再發回到他的手上，老師要求他重寫。小朋友仔細看了看自己所寫的內容，
並無錯誤，便拿著作文簿去請教老師。老師告訴他：「我要你們寫下自己的志願，而不
是這些如夢幻般的空想，我要實際的志願，而不是虛無的幻想，你知道嗎？」小朋友據
理力爭：「可是，老師，這真的是我的夢想啊！」但老師也堅持：「不，那不可能實現，
那只是一堆空想，我要你重寫。」小朋友不肯妥協的告訴老師：「我很清楚，這才是我
真正想要的，我不願意改掉我夢想的內容。」老師搖頭：「如果你不重寫，我就不讓你
及格，你要想清楚。」小朋友也跟著搖頭，不願重寫，而那篇作文也就得到了大大的一
個「E」。
事隔三十年之後，這位老師帶著一群小學生到一處風景優美的度假勝地旅行，在盡
情享受無邊的綠草，舒適的住宿，及香味四溢的烤肉之餘，他望見一名中年人向他走來，
並自稱曾是他的學生。這位中年人告訴他的老師，他正是當年那個作文不及格的小學生，
如今，他擁有這片廣闊的度假莊園，真的實現了兒時的夢想。
老師望著這位莊園的主人，想到自己三十餘年來，不敢夢想的教師生涯，不禁喟嘆:
「三十年來為了我自己，不知道用成績改掉了多少學生的夢想。而你，是唯一保留自己
的夢想，沒有被我改掉的。」
++++++++++++++++++++++++++++++++++++++++++++++++++++++++++++++++++++++
各位正覺人，每個人的夢想都不同，夢想不分貴與賤、好與壞，唯一的差
別只在於「實踐或空想」。再偉大的夢想若不去實踐，也只會淪為白日
夢，再小的夢想只要努力去做，夢想將因為實現而偉大。不要以自己的視
界去評論別人的夢想，更不要因他人的三言兩語而放棄自己的夢想。夢想是需要付
出努力，歷經各種挫折才會實現，也因為夢想實現不易，才會更顯珍貴。
各位正覺人，你的夢想又是什麼? 希望大家能為自己的夢想而努力！
美斯校長

上學期過去，班主任在各班選出了一位能代
表其班別的正覺人，期望班中各同學也努力加
油，互勵互勉，做得更好……
1A 甘梓彤
梓彤能尊師重道。另外，她無論面對任何挑戰，
就算知道自己有不足，亦絕不會輕言放棄。相
反，她會積極地裝備自己去面對挑戰。她亦會
不斷反思、廣納意見，以提升自己。她的正直
及正義感實，使她成為其他人 (包括其他家長)
眼中的好學生。
1C 李金嫦
金嫦性格正直、樂於幫助師長及同學，常懷
「慈悲之心」; 當老師身體抱恙時，還會特意製
作心意咭予以慰問，「感恩之情」溢於其中; 在
學業成績雖然一般，但她沒有放棄，仍努力不
懈去學習，培養出「永不言敗」的精神; 其行為
表現實為班中學習之典範。
2B 賴列明
小明最初好動多言、破壞課堂，但他聽從老師
教導，肯從錯誤中學習，知錯、認錯、改錯，
正覺上等人也。
3A 袁子權
Jason Yuen Tsz Kuen is a self-motivated student
as well as a responsible leader. He has been the
Chairperson for the Class Committee of 3A for 3
years and he has shown great improvement in his
attitude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In many people’s eyes, Jason is not only active,
but also helpful. He has grown into a caring
individual and is willing to help other students
with their schoolwork.
By giving him the Ching Kok Bear, we sincerely
hope that he would be reminded of the good
qualities that every individual should have and
would continue to serve as a role model for many
other students.

1B 林嘉盈
嘉盈為1B班班長，守規向學，動靜皆宜，做事
認真有條理，樂於服務師長及同學，深受同學
愛戴。除了在學業成績上有理想表現，嘉盈亦
熱愛參與體育活動，為本校排球隊及田徑隊隊
員，更在本年度校運會奪女丙總冠軍，各方面
皆表現平均，成為班中典範乃實至名歸。
2A 鄭浩然
鄭浩然同學以禮待人，對老師和同學都顯得溫
文有禮，深得師生喜愛。鄭同學每遇見老師都
點頭微笑，態度和靄可親，處理班務亦不遺餘
力，堪稱2A班中典範。

2C 李芷欣
芷欣時常照顧身邊的同學，學習上勤奮好學，
對師長有禮，熱心主動幫助同學和老師，不少
任教她的老師都予以她高度評價。有次，芷欣
病得很嚴重，但她仍堅持回來上課，可見她對
求學別具一番毅力。她絕對是一眾正覺人的典
範。
3B 梁雅香
香香同學不單成績彪炳，習作整齊，必定準時
交齊功課，上課留心，並且時常主動回答老師
的提問。除此以外，香香同學作為正覺人代表
積極參與多個學界足球及田徑賽事，勻表現出
色。所以，香香同學實屬班中典範。
3C 曾乙桐
初到港的乙桐，英語能力較為遜色，但他於課
後主動請教老師，經過努力，其英文成績有明
顯的進步。此外，乙桐於本學年擔任圖書館領
袖生組長，協助老師培訓中一圖書館領袖生。
乙桐也是一位懂得感恩、富責任感的學生，他
十分珍惜老師給他的機會，每次都做得盡善盡
美，其積極主動的態度確為班中的模範。

上學期過去，班主任在各班選出了一位能代
表其班別的正覺人，期望班中各同學也努力加
油，互勵互勉，做得更好……
4A 林伯蒙
Amiable and virtuous. Not only is Patrick obedient
to his teachers but also he is committed to serve
others as well. It takes more than merely having
good academic results to claim an all-round student
and beneath his modest exterior is a thoughtful
character that bonds everyone together.
This boy is truly a good role model in class.
4B 曾漢俞
漢俞為人正直可靠，守規受教，思想正面，亦
樂意服務，在班會當財政十分稱職；而且與班
中同學相處融洽，是班中的模範。
5A 李嘉豪
嘉豪品學兼優，堪為班中典範。嘉豪不但尊敬
師長，友愛同學，而勇於承擔，作為斑長，盡
忠職守，既能協助老師處理班務，也樂於指導
同學解決學業上的困難。嘉豪動靜皆宜，,除勤
奮學習，也是長跑好手，代表學校參加創新競
跑 十公里比賽獲得季軍。
5C 熊劍偉
Kim 是我們5C班之正覺人代表，相信老師及同
學們也會十分認同。他除了勤奮好學，做事盡
責，成績優異外，以往亦擔任不同的「公職」
例如總領袖生長、安達邨新春嘉年華義工及趁
墟做老闆行政總裁及不同義工服務，以服務學
校及同學，發展全面。
6A 洪曉峰
洪曉峰為人積極，盡責，對同學友善，對老師
有禮，樂於協助同學與老師，從不問回報。學
習方面，洪曉峰雖非班中尖子，卻以樂觀及積
極的態度面對，深受老師讚賞。
6C 黃嘉旺
嘉旺力爭上游，持續不懈力求改善自己，而且
樂於助人，主動承擔班務，以及協助同學解決
學習疑難，屬班中榜樣。

4C 畢慧欣
畢慧欣和其他班中同學一樣，升上中學時主動
性較低。但僅僅在這數年期間，她主動和老師
成為好朋友，積極參與各類活動，開拓自我潛
能，嘗試不同類型的朗誦及演藝活動，找到自
我，更於中二達成自己的願望，成為女班長。
這種超越自己的鬥心，正是正覺人最佳的典範！
5B 袁家俊
家俊雖不是班上成績最優異的學生，然而他不
拘小節，毫不計較，亦樂意與人分享，這種精
神正正是青少年需要學習的地方。
家俊也是十分主動的同學，有了目標後，他會
奮不顧身主動爭取，為同學帶不少動力。另外
，他是班上的開心果，在班上有種不一樣的感
染力。
5D 麥子軒
自初中以來，不斷成長，不斷進步，對學業日
見認真及重視。會了解學校政策，並客觀看待，
盡力配合。做人處事的態度亦日漸成熟。
6B Ma Chiu Fung
Fung is a model student in 6B. He is an inquisitive
and responsible student who is highly commended
by all his teachers. He has performed well both
academically and athletically. He works arduously
towards his goal and he always aspires to receive
tertiary education. He is also a friendly and
considerate student who has won the friendship and
trust of her classmates.
6D黃星縉
星縉尊師重道，彬彬有禮，好學不倦，力求上
進，並為６Ｄ班班長，熱心服務同學，做事盡
責，實為正覺人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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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黃佳穎

全級第一名

2A

陳綺棋

全級第一名

1A

王若詩

全級第二名

2A

蔡研浩

全級第二名

1A

黃俊鍇

全級第三名

2A

阮塏鈞

全級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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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徐家儀

全級第一名

4A

李彩嵐

4A 第一名

3A

薛儀萍

全級第二名

4B

芮家明

4B 第一名

3A

張小冰

全級第三名

4C

單立鳴

4C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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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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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何純樺

5A 第一名

5C

熊劍幫

5C 第一名

5B

李子童

5B 第一名

5D

洪曉棠

5D 第一名

正覺人語
日本交流有感

5B 謝豐禧
(獲選參與2017年教育局21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
轉眼間，九日的交流便隨著飛機的降落而結束了。在這次交流中，我走遍
了日本東京、京都、滋賀、愛知、名古屋。進行了為期九日八夜的交流活動。
參觀了著名的上智大學，與在日留學生談及有關日本大學的學習氣氛。透過兩
次在校交流，體驗了一直嚮往的日本高中生活，感受到兩地不同的文化差異。
體會了日本寂侘的茶道藝術，沉澱生活上的煩囂，洗滌了自己的心靈。九日八
夜的行程，給了我對日本有更深入的認識。亦為我帶來一班不可缺少的朋友。
透過這次的交流，我認識了來自不同地域的同學。雖然，我們有著不同的背景
，不一樣的生活方式。但是，這九天經歷使我們得到重要的「友誼」。正是這
份難言可貴的友情，讓我們更加團結地完成種種不同的挑戰。

My Heartfelt Gratitude
It was my honour to attain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take part in a
prestigious recognition programme known as the Student of the Year
Awards which are in their 36th year. There are nine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awards. Best improvement is one of the award categories
and the one in which I had the good fortune of being shortlisted.
I am grateful that my school gave me complex and diverse opportunities
to excavate my potential and cultivate my all-round development. Thus, it
is no question that I was shortlisted thanks to my school. I also
profusely thank Mr. Lui and Ms. Lee for their nomination.
Before the ceremony, I took part in a leadership camp to foster my
adversity quotient, team spirit as well as leadership skills with students
from other schools. The event that left the deepest impression on me
was the rowing training. We needed to make a wooden raft with several
pieces of bamboo and barrels and then row in the cool weather which
was around 10 degrees Celsius. It was so crazy for me. However, we
eventually finished the task successfully. Actually, it was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participants came from
distinguished famous schools. I participated in the leadership camp with
them. In the camp, they were able to speak English fluently and I felt
the wide distance between them and me. As the old saying goes: “know
your enemy and know yourself.” Hence, I need to double down on my
studies.
Although I did not win the award, I learned a lot from this competition
and I believe that I am able to do the better in the future. Finally, I
really thank Mr. Lui , Principal Yau and Ms. Lee for their cultivation and
care of me.
5C Parco Leung

S4 Strive for the Future Camp
4A Ho Chiu Ting, Tony
For three days, right before the Lunar New Year, all form 4 students went to Wu Kai Sha for
the “Strive for the Future” camp from 19th to 21st January. Over these three days and two
nights, we faced different obstacles. During the process, we made lots of mistakes and became
fearful of the challenge but I believe mistakes can train us better and enable us to avoid
mistakes in the future. The events aimed to allow students to acquire experience through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figure out what will actually affect us. It is better if we know this
now, as it will help us to adapt in the future in our relations with friends, family and the
community.
I am always thinking, if we are facing difficulties, what will our subconscious tell us to do in
these situations? On the first day, we were all assigned to six groups for the coming
challenges. To be honest, we were nervous about having to work so closely to complete
various tasks. But after we sat on the grassland, everything changed; becoming more
passionate, enthusiastic, even captivating. Our first event which involved teamwork was the
orientation activity - which required us to search and seek something out. As a leader, I
messed up with the instructions. In the beginning, we did not have an advantage and the team
became confused and hopeless. Fortunately, teammates were seeking experience instead of
being sad. Through this learning process, I was inspired by their actions - no matter how bad
the environment is, don’t stop considering others in order to help yourself out. In real life,
nowhere will be like home. We will have fewer partners or even none.
Sometimes when we are facing challenges, being motivated and confident are important. On
the second day, we engaged in more physical activities like rock climbing and the rope course.
These were activities that gave me an unforgettable memory. First of all, in the rock climbing
event, I failed on the first try. But my past experience told me not to give up. When I was
waiting for the next try, I saw how it could be done. I was encouraged by my classmates,
mentors and my class teacher. So I stayed and kept trying. In the process, I learnt what to do
and more importantly what not to do when facing challenges.
To me, striving for our future means being prepared for our future. The deliberate setting in
which we had to step out of our comfort zone and strive against hardship allowed me to grow.
And the chance to write this reflection has largely expanded my literary analysis and writing
skills. Undoubtedly, reaching out to places beyond the classroom does give students an
opportunity to show their talents. I am really thankful to the school for giving us this rare and
unique learning experience.

S4 Strive for the Future Camp
4A Li Cai Lan, Mavis
每個活動的背後都有著沉重的意義，而這次以「創出未來」為主題的三天兩夜營，讓我受益匪
淺，獲得的不僅是一個又一個人生道理，還有那份真摯的情。
三天兩夜，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在隊員、老師及外來的導師陪伴下，創下我許多個人生的第
一次「嘗試」，不斷地去挑戰自我、突破自我。深深烙在腦海里的活動莫非是攀岩，至今想起
仍在心中響起那恐懼與勇敢互相交疊的聲音。畏高症是我最大的敵人，勇氣是我最大的激勵，
身旁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動力。攀上高達約30米的岩壁，體力的消耗量非常大，使我雙手無力，
感覺抓不住就在眼前的那塊小岩石。雙腿也漸漸不受控制，很難站得很穩，使自己感覺隨時會
掉下去。體力不支，在高空時的恐懼，擔憂等等迫使著我，腦海里只想要放棄。正當這時，俯
瞰在地面上的所有人，不停地鼓勵我、指示我該如何進行下一步，一聲聲的「加油!」似一股有
形的力量推動著我，讓我漸漸地再往上爬，完成了任務。下去後，朋友的慰問，老師的讚賞，
使我的心不得不暖和，那股暖流縈繞著我。同時，也讓我提醒著自己，在人生道路上，即使身
旁沒有鼓勵，也要自我激勵，堅持到底。
當然，除了有許多具有挑戰性的活動外，也有師生聯誼的活動。在第二晚便安排了燒烤，一起
坐在燒烤區內烤肉、聊天，充斥著歡笑，增進了我們的感情。仍記得在那晚，我的小組因欠缺
碳精而無法起爐，在其他小組烤好第一串肉時仍是沒有一絲火焰出現。面對如此難境的我們有
絕望過，認為是絕對起不了火。但最後，在打敗絕望下，互相幫助下，導師的指點下，順利的
開起爐，那份我們認為的「不可能」已變成「可能」了。在那感到自豪而滿足的氛圍下，我們
小組似乎更溫暖了，點燃火的是我們那真心的「火」啊!這也使我懂得，不要總是感到絕望，應
用盡全力，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幾天裡，能看得到的有勇氣，有堅持，有認真；有付出，有汗水；有互助，有感情..這些所能看
到的正是我們對自己的未來應有的態度，才能讓我們，看見那屬於自己的璀璨的未來。

何啟宗 4C
我在中一、中二和中三都曾參與有不同的宿營，每一次學習到和體驗到的都不同。今年中四，
相信可能是在中學生涯中的最後一次，這一次也是最難忘的一次。
今年中四宿營，最初我沒有什麼期望，只想應是和平常的宿營一樣，做做活動，玩玩耍。但是
，這個宿營對我們有很高的要求，也給予我們一個感謝老師的好機會。在這次宿營中，有很多
活動是訓練我們的團結的精神。沒有老師們的鼓勵和支持，有很多任務根本不能完成! 老師是
很熟悉我們的親人，他們關懷我們的生活，關心我們的成長，也幫助我們學習成才。師恩深切
，終生難忘！
宿營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讓我學會了堅持就是勝利，懂得了團結合作才能辦成大事，最重要
是令我們成長，更讓我們找到目標!
老師，謝謝你們!!

S4 Strive for the Future Camp
文有成 4C
踏入活動第一天，除了對營中的居住環境感到好奇外，自己似乎對體驗營的動力也不大，我和
一些同學起初也提不起勁。在入營的第一天，一大早便開始玩小遊戲，起初我並不投入，直至
晚上我終於改變了想法。
我們起初都是各自為政的，雖然我們是一個小組，但大家都缺乏溝通，直至我被推選做了組長
，這一刻我跟自己說一定要帶領大家，不要像早上一樣沒有一個小組的樣子，必須一群人去完
成任務。晚上的我們開始分工合作的把任務完成，最後進行「撈雞蛋」的時候，大家也努力地
完成運送雞蛋的任務，我們都興奮地拍照紀念。當晚我們全班都去分房間，很快完成了分配工
作，然後大家有說有笑的在聊天，完成了師生夜話後大家便回房間休息。
第二天，大家一大清早便要去玩高難度遊戲，例如爬蛇網及攀石等。早上我就玩了爬蛇網，可
惜因人數關係最後未能嘗試到攀石。有的組員因害怕爬蛇網也令時間延長了，然而在大家的互
相鼓勵和支持下，大家終於可以默契地完成任務。我在營中最難忘是這天，尤其是下午玩水球
的時光，全級無分班別的去玩，去互相合作搶水球。雖然全身濕透了，但對我而言是最好的回
憶!
最後一天，我們一早起床去和老師做運動，一起玩數字球。那一刻我感覺師生之間的關係親近
了，同學和老師也非常高興的。最後我們和組導師告別了，大家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真
想再和全級去體驗營!

陳瑤 4B
這次入營令我嘗試了自己從來沒有機會也沒有膽量去做的事，但在此之前，我對這個營只是抱
著”無所謂”的態度去的，但入營之後三日兩夜的過程，正在慢慢改變我這種心態。
最開始的時候我們組的每一個人，其實都不在狀態，好像事不關己一樣，只是單純的為了完成
導師的任務，這時我們好像牽線木偶一樣被別人牽著走，接著下來，通過幾款遊戲，彼此之間
加深瞭解越來越團結，越來越懂得聽取和接納別人的意見。
這次入營令我最深刻的是攀石，一開始看見高高的牆心中不由得生出恐懼，不敢再向前踏出一
步，但面對自己從未嘗試過的事物，又充滿好奇心在這種感覺，百般糾纏之下都決定想嘗試，
反正有導師在下面拉住我應該不會有事的，況且入營的目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夠有突破，不能無
功而返。雖然前面有著許許多多的阻礙，但只要我肯踏出第一步，就會有勇氣繼續走下去，經
過幾番思考，我最終都是踏上攀石的路程，雖然過程是有些困難，但我發覺自己只要堅持下去
，當越來越接近終點時，心裡就莫名升起興奮的情緒不斷告訴自己，只要只是差一點，差一點
就到了，我一定能行。當我敲鐘的那一刻，底下響起了掌聲此時的自己也是很激動，不知道說
些什麼，身體在劇烈的顫抖著，但我成功了，我成功突破了自己，成功搶到了。讓人望而止步
的鐘，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攀石就像我們的人生路，當自己有目標，便要向前進行！只要望著
目標，慢慢前進，不要放棄，就一定能到達。
攀石路程就像人生的路程，一開始有導師告訴自己應該怎樣去踩、怎樣去爬，但當自己爬的越
來越高時就會聽不到導師的聲音，只能靠自己去看，一步一步去嘗試才能到達終點，人生的路
上都是一樣的，父母、老師只是告訴你一些方法去解決問題，但唯有靠自己的經驗積累，才能
使自己走在這條路上不迷失方向，找到正確的方向，達到目標。
這次入營的經歷，令我畢生難忘..

一年一度的校際戲節又開始了，本年度行儀劇社以劇目《重聚》參加比賽。今
次的演出是向難度挑戰，因為我們選擇了利用音樂劇場的手法來演譯! 同學們
不但要學唱歌，也要學習怎樣一邊演戲，一邊唱歌，過程中的艱辛可想而知。
是次演出，我們更發掘了兩位新秀，讓我們看看他們兩位的分享……

接受挑戰

4C 畢慧欣

(於2017年校際戲劇節劇目《重聚》飾演 阿怡)
這半年，我加入了行儀劇社。原本是為了學唱歌，當興趣。但過了不久
，我發覺原來是要學習演戲，甚至需要表演。
還記得上了三堂後，老師勉勵我們要為演出作好準備。我一方面緊張，
另一方面便自我安慰──不然就用這次機會學習勇敢吧。接著的星期三
，我不斷練習，大家也練得很累。直到校際戲劇節表演那天，我特別緊
張。同學和老師都為我打氣，我稍稍放鬆了一點。
「你可以的！加油！」就在踏出舞台前的一刻，我跟自己說。當我一唱
，我竟然聽到自己的聲音響徹禮堂。我終於可以大膽地唱出來，即使我
自己也不敢相信！回到後台，也得到很多同學和老師的鼓勵。
現在回想整個排練和演出，我很快樂，我想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願望，
我感到快樂，站在台上其實是不需要害怕。雖然未來的演出還是充滿挑
戰，但我會繼續參加！

If you think you can,
you can!!!

突破

3A 陳俊亨

(於2017年校際戲劇節劇目《重聚》飾演 阿軒)
十月時，班主任推薦我加入行儀劇社。抱著嘗試的心態，便開始訓練。
在劇社裏，我是年齡最小的，也沒人和我同级，劇社裏主要也是中四和中六
的師兄師姐，一開始確實是有點陌生，但很快都互相認識了。
一開始我進劇社時，我以為只會當個配角，因為我才第一年加入，應該不會
當一些重要的角色或主角吧……記得派劇本的時候，剛揭到第一、二頁時，
發現自己沒甚麼對白，暗暗地鬆一口氣。但怎知道翻到後面，突然看到兩段
長長的獨白和半首獨唱的歌，馬上被嚇得目瞪口呆。
隨後幾個月，我們開始排練和開聲。開聲練習是非常辛苦的，我們要用盡全
力發出高音，每次練習完畢都會十分累，但就是因為這個練習，令原來把歌
唱低八度的我，音準都慢慢地變好了。排練的過程也不是說毫無難度的，我
們有些時候也會忘掉對白和歌詞，甚至在比賽前幾天也會忘詞。
到真正比賽那天了，我們比賽前很快地換好衣服，開聲和練歌，作最後準備
。當時其實我有點緊張，但看到我的戰友都表現得十分出色，我知道自己不
能失手，我告訴自己一定不能對整部劇造成壞影響，因此我在後臺不停練習
，結果不但沒有失手，表現還比我想像中好。
雖然我還有不少需要進步的空間，但這對我來說已經是個很大的突破。我從
小其實是很少說話的人，但經過這次演出後增加了我的自信。最後，我要謝
謝幾位老師和導師，辛勞地為我們付出，謝謝！

No Pain,
no g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