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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生命的意義

最近世界各地發生的天災人禍奪去了不少人的性命：美國波士頓爆炸案、中國四川雅安大地
震、H7N9禽流感持續擴散……如此種種，令我再一次思考「生命的意義」這個問題。曾經閱讀過一
篇刊登在【劫後心靈重整 - 好好活下去】的文章，很希望在這刻和大家分享：

人生就是人生，生命就是生命，有意義或無意義都只是個人內心的態度。例
如，一個人覺得天上的月亮是開心或悲傷，根本與月亮本身無關，而與個人的心理狀態
和情緒有關係。若心情開朗，就會感覺月亮是開心的，若心裡感到凄傷，自然亦會見到
月亮悲傷。所以，若一個人能在生命中尋找到意義
人能在生命中尋找到意義，
人能在生命中尋找到意義，尋找到目標，
尋找到目標，生活就會過

得更開心、
得更開心、更滿足。
更滿足
作為一個人，我們應該知道生命是難得和珍貴的。「難得」是因為在一個基
本上是洪荒而空寂的宇宙裡，人類能生活在一個美麗而生氣勃勃的地球上，這是非常難
得的。同時，作為一個現代人，我們的身體以及身體中的細胞繼承了人類千萬年來進化
的成果。我們現在能够掌握到的智慧和知識，亦是千千萬萬人的心血。我們之所以能够
活著，是因為無數難得和珍貴的因緣，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人類最難得和珍貴的是一顆能够
人類最難得和珍貴的是一顆能够覺醒和學習的心。
覺醒和學習的心 有了這一顆心，我們
能從不覺察而至醒覺，從不識而至認識，不明白而至明白。因為有了這些能力，我們就
可以學習成長，創造和進步，使得人類能够從一些弱肉强食的野蠻原始人，而進步到講
求民主人權，關心弱勢社群的文明社會。

人的心智擁有無限的可能，
人的心智擁有無限的可能，無限的空間，
無限的空間，無限的幸福和智慧。
無限的幸福和智慧 這些都
是我們現在擁有的潛能，若你選擇放棄去運用和發揮它們，就很難再有機會了。但是，
若我們能珍惜和善用生命，我們是能够活得更開心、更充實，也可為自己和人類帶來更
多的智慧和幸福。我們無需要成為神農氏或愛因斯坦，才能為人類作出貢獻，因為一切
善行都是從明白自己和關懷身邊的人開始。
各位正覺人，你們是否仍在尋找你活著的意義呢？是否仍在尋找自己的目標？其實我看到不少正
覺同學都有自己的目標，不過，往往是因為大家未能用覺醒和學習的心去實際地完成目標。當遇到
失敗時，同學便會放棄，甚至逃避，結果離目標越來越遠。我希望各位能在文章中得到啟發，把握
我們活著的每分每秒，讓自己能充實地過每一天。
美斯校長

正覺人語

從副學士到學士 : 我的大學之路！
我的大學之路！

我自問是一位懶惰的學生，認識我的人亦會這樣想，以往無論測驗或考試只
會臨急抱佛腳， 即使考A-level 的時候也不例外。當時身邊的同學們都為準備Alevel而感到很大壓力，其實我沒有考慮前程，升上大學固然是我的願望，但對我
來說太遙遠，比我聰明的人有很多，所以處於半放棄狀態。結果，如我所料，我
未能升讀大學。當時我唯一的選擇是報讀副學士，只抱着僥倖心態：希望搏一
搏，看看能否升大學。
我在中六中七時是修讀文科的，但我在報讀副學士時選擇了與文科毫不相干
的科目──心理學。對我來說當然是種挑戰，但修讀心理學是自己的選擇，好歹
也不要讓自己後悔。然而，第一年的校園生活對我來說實在太新鮮，「無王管」
的生活讓我非常輕鬆，每天只想著參加團體活動，甚至會走堂出外玩樂，即使測
驗成績差也沒所謂。直至有一次考試成績公佈，我的成績非常差，但我身邊的同
學卻有著令人羨慕的好成績。當時有一位同學得知我成績不理想，便跟我說：
「你想不想升大學？如果你真心想升大學的話請努力讀書，不然現在亦是在浪費
時間，沒有心，繼續讀也沒用！」一言驚醒夢中人，那一刻我才回想起我讀副學
士的目的不是玩而是升上大學，在這裡每個人也不是玩的，大家都是朝著目標努
力，所以我下定決心爭取大學學位！
由於我身邊有不少同學亦來自名校，語文能力很好，自然會把自己比下去，
怕自己什麼都比人差，所以感到巨大壓力。然而，非常興幸，我遇上一班善良並
勤奮的同學，他們明白單憑一己之力，實在無法應付沉重的學習壓力。於是，他
們極力邀請我加入他們的學習小組，大家互相討論，互相幫助，一起解決難題。
在學習過程中，我們不約而同提出相同的問題，原來不是我太蠢落後於人，從此
我有信心面對學習上各種挑戰，學習效率亦因此大大提高。除此之外，我亦會在
上課時偷偷錄音，回家重覆播放，直至我明白課堂內容為止。
單憑第一年的學業成績我是不可能升讀大學，明白擔心只會令人意志消沉，
因此我決定盡力爭取好成績，但求便問心無愧。果然，努力是有回報的──二年
級的考試中得到滿意的成績，提高了整體成績，最終升讀大學。靠自己努力升上
大學箇中滿足感，無法形容。以前遙遠的夢，現在掌握之中，深明「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的道理。
同學們，請相信自己的能力，不是傳統名校出身又如何？只要下定決心就一
定做得到！靠自己努力一樣可以升上大學！正覺人一齊加油，大學見！

余敏華
黃藻森畢業生、2010年第一屆中七畢業生、完成兩年心理學副學士課程
現就讀理工大學心理學系一年級

正覺精英
以下同學經過兩個月的苦練後，
以下同學經過兩個月的苦練後，在「第六十四屆校際朗誦節」
第六十四屆校際朗誦節」獲得優良或良好的成
績，值得嘉許:
值得嘉許:

英文詩歌獨誦

粵語詩詞獨誦

普通話獨誦

1C 李佩儀
1D 梁文軒
2A 陳承慧
2A 劉靖嵐
2A 洪曉峰
2B 潘凱盈
2B 邵嘉儀
3A 徐浩軒
3A 蔡尚汶
4A 王佩愉
4A 王婉婷
4A 徐婉琛
4A 劉亮秀
4B 林倩儀
4C 王梓豪
4E 吳祖兒
4E 戴蕙倩
4E 盧曦婷
5A曾嘉穎
5C 劉甜甜
5D 郭寶俐
5D 李俊傑
5D 林展煒
5E 胡偉豪
6A 高苡嘉
6A 黃卓琳

1A 賴宥充
1D 陳君妍
1D 盧奕維
2A 李淑祺
2B 何詠桐
2B 邵嘉儀
2B 冼佩怡
3A 何少茹
3A 何悅媛
3A 許珮茵
3A 莫雅妍
3A 李慧珊
3A 謝惠冰
3A 黃卓玲
3B 黃玉娟
4A 王婉婷
4C 王梓豪
4D 馮衛玲
4D 林淑怡
4D 吳菁菁
5C 許港業
5C 梁嘉豪
5D 梁巧宜
5D 林振業
5E 陳家晴
5E 胡偉豪

1A 鄭樂敏
1A 洪曉棠
1A 黃若薇
1B 陳煒欣
2A 陳洁
3A 王岸琪
3A 王凱欣
4A 丁雅莹
4B 林鴻澤
4B 劉伃嫣
4E 楊健鉅

洁

Shakespeare
Monologue
2A 徐婉悠
2A 張榮豐
3A 何悅媛

佛教詩文獨誦

洁

2A 陳洁
4A 丁雅莹

English Ambassador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overall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Ching Kok, it takes more than
just the effort from teachers. Consequently,
a group of junior form students who are
already strong in English speaking had been
chosen to undergo various activities in a
complete English environment so as to boost
their confidence in communicating with their
peers in English.

20 English Ambassadors signed their contract and
started to take up their roles on 7th March 2013.
English Reporters Scheme
Ten S3 and S4 students have taken part in this scheme.
From this, they have learnt how to set questions and
interviewing skills. They were also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interview an English reporter from ATV
to learn more about this occupation. This is really an
in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m!

Charity Plant Sale
Charity Plant Sale, organized on 12th March during the
English week, turned out to be a great success. With the
English peddling sound an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S.1 students and teachers, nearly all the plants, watered
by S.1 students for more than a month, were sold out
within less than 30 minutes. $ 3,255 was raised and it
will be donated to Friends of the Earth.

Through intermittent lunch meetings from the
27th September 2012 onwards, students
were devoted to the English World and
formed into small groups for all kinds of fun
like board games, role-play, story telling and
casual talks. In a 1:4 teacher-to-student ratio,
this group of ambassadors were blessed with
the chance of authentic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outside the classroom setting.

During English week (11/3 – 15/3), a series of fun-packed activities were held, just to
name a few, drama appreciation, booth games, group task competitions,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s, song dedication and a charity plant sale.

Winners of English Group Games
F.4
1st: 4C Della Liao, 4C Dolly Wu, 4C Olivea Cai, 4C Fanny Lai & 4C Yuki Yeo
2nd: 4E Christy Lo, 4E Cherry Liao, 4E Wai-sin Tai & 4E Joey Ng
3rd: 4D Ying-jie Yu, 4D Ka-hei Kwok, 4D Chi-fung Li, 4D Tsz-ming Wong & 4A Owen Wong

F.5
1st: 5B Wing-naam Choi, 5B On-ki Yip, 5B Man-kit Lam & 5B Tin-yau Law
2nd: 5C Ho-cheung Mo, 5C Tim Lau, 5C Kong-ip Hui & 5C Hiu-kei Chau
3rd: 5A Ka-wing Tsang, 5A Chung-wai Wong, 5A Man-pun Wong, 5A Sin-yu Ng & 5A Jia-yi Mo

Winners of English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F.5
1st: 5D Jamella Mangali Lo, 5D Po-lee Kwok, 5D Chun-Yip Lam, 5D Chun-kit Lee & 5D Sin-yan Ho
2nd: 5A Chung-wai Wong, 5A Ka-wing Tsang & 5A Man-pun Wong
3rd: 5E Mei-chu Lam, 5E Wai-ho Woo, 5E Pui-ki Wu, Kwok-hong Chiu, Cheong-mui Chan & Ching-wai Wong

正覺之星

悅讀之星
經圖書館的統計後，截至4月
12日最高借閱量的首3名的學
生為:

第一名: 2A 劉靖嵐 (174本)
第二名: 1B 袁家俊 (114本)
第三名: 3A 謝惠冰 ( 97本)
他們獲得$50書卷, 以作鼓
勵。而班級借閱龍虎榜最高
的三班可獲禮物一份。得獎
班別如下:

第一名: 1B (922本)
第二名: 1A (548本)
第三名: 3A (543本)

班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A

二月 、三月★閱讀之星
閱讀之星

黃若薇
麥家進
劉靖嵐
何悅媛
陳韻琛
楊敏琳

B

C

郭芷婷
姚加麒
劉伃嫣
孫進偉

陳俊傑
戚芷芯
蔡林鈺
吳嘉怡

D

袁家俊 麥家進 陳奕沖

E

黃穎芬
區梓軒
吳婉儀 莊芷濂
劉頴霖 劉慧敏

正覺喜訊
BCK Dance So

本校BCK Dance So 在校際舞蹈比賽中榮獲中學組爵士舞甲
等獎，並獲得兩名外籍評判讚賞。舞名I will be there，內容
主要是透過舞蹈帶出反鬥爭、反對人類自私，帶出世界大
同及和諧的訊息。
另外，BCK DanceSo 將於5月以佛教正覺中學身份出戰第41
屆全港公開舞比賽(爵士舞)。

衝出校園，
衝出校園，放眼世界──
放眼世界──出席香港珠寶玉石商會晚宴有感
──出席香港珠寶玉石商會晚宴有感
4B 劉伃嫣:
去年，我幸運地獲商會挑選，參加北京國際珠寶展實習，從中學到更多珠寶及從商的知
識，亦認識了來自不同學校的朋友。
在三月，珠寶商會舉辦春茗，當晚大會安排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頒發海外珠寶實習獎
項，我們深感榮幸獲奬，同時得到曾司長的鼓勵，燃起我發奮圖強的鬥志。在晚宴中，
我與同學交流海外實習經驗，眼界大開。珠寶商會的董事長陳太更悉心教導我們從商之
道，令我獲益良多。我更成立志成為一位出色的商人!
這項計劃令我增廣見聞，吸收到很多寶貴的人生經驗。在此，我十分感謝學校給予機
會，讓我衝出校園，擴闊眼界。
4D 呂毅林:
呂毅林
這次活動最讓我難忘是珠寶商會舉行的晚宴。雖然短短數小時的晚宴，原來背後動用了
眾多的人力和物力。無論事無大小，各項工作都有仔細分工：有的專門負責接待賓客，
有的準備頒獎典禮物資，有的安排膳食，有的監督活動流程，有的訓練工作人員等。今
次活動令我明白，原來要成功籌辦大型活動不但要付出精神和時間，還要員工團結一
致，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
4C 廖嘉琪:
廖嘉琪
在香港珠寶玉石商會的晚宴中，我結識了不同學校的同學，部分是少數族裔人士。他們
一口流利的英語，讓我反省自己不足。我會努力學習英語，彌補不足，不負所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