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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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進步多一些
曾經閱讀過李怡先生一篇在【細味人生100篇】的文章，很希望在新學年和大家
分享：
在一個 EMBA 課程上，教授提出一個簡單的數字遊戲：
1× 1× 1× 1…… 1 乘 1，乘以十次，答案會變多少呢？答案很簡單，當然是「 1
」。可是 1.1× 1.1× 1.1× 1.1……乘以十次之後，答案會變多少呢？答案不太容易
算。有人猜10，有人猜8……要不要用計算機算一下？答案是「 2.85…」。
假如每天進步一點點，日積月累，積極、不斷地進步、再進步，那麼「乘以 10
次」之後，答案就變「 2.85…」。可是，如果每天懶散一點、懈怠一點、沒有
目標、無所事事……0.9× 0.9× 0.9× 0.9……乘以十次以後，答案會變多少呢？用
計算機算一下，答案是「 0.31」啊？「 0.9」自乘十次以後，只剩下「 0.31」呀
！這就是「積極」與「懈怠」截然不同的命運！
有人在自我生命中，
有人在自我生命中，加入了「
加入了「正向」、「
正向」、「積極
」、「積極」、「
積極」、「堅持
」、「堅持」、「
堅持」、「永不放棄
」、「永不放棄」
永不放棄」的
因素，
因素，每天努力朝自己的目標前進，
每天努力朝自己的目標前進，即使只是 0.1，
0.1，那麼，
那麼，他的成績就越來越亮
麗，人生就會越來越豐滿！
人生就會越來越豐滿！可是，
可是，如果偷懶、
如果偷懶、萎靡、
萎靡、沒有目標、
沒有目標、不願積極行事
，每天放鬆一點，
每天放鬆一點，那怕只是 0.1，
0.1，他的命運不僅極普通，
他的命運不僅極普通，還可能越來越下沉。
還可能越來越下沉。
1×1×1意指，每天一成不變，最終的結果還是1。
1.1× 1.1× 1.1 意指，每天改變或學習一點點，最後也將聚少成多、聚沙成塔。
0.9× 0.9× 0.9 意指，每天偷懶一點，損失在不知不覺中變大，競爭力也在不知不
覺中消失。

各位正覺人，希望你能在文章中得到啟發，為自己在新的學年作出一個明智的抉擇，
把握每分每秒，讓自己能每天進步多一些。
美斯校長

《 正覺十載情》
正覺十載情 》 音樂劇已
於七月五日順利進行正式
演出。
演出 。 盛況空前熱烈，
盛況空前熱烈 ， 來
賓掌聲如雷，
賓掌聲如雷 ， 有此佳績，
有此佳績 ，
實有賴全校上下一心全情
貫注傾力演出，
貫注傾力演出 ， 現在有請
《 正覺十載情》
正覺十載情 》 編劇及一
眾主角演員談談有關演出
感言。
感言。
編劇感想 蕭新泉老師
我與正覺中學很有緣，替學校編寫《籠》和
《正覺十載情》兩齣話劇，前者在學校創校
慶典演出，後者則在十周年典禮上演。
《正覺十載情》真的充滿「情」，校長、老
師不斷提供有關正覺中學的往事，有悲的，
也有喜的，我不斷因應「校情」修改劇情。
由2012年7月開始構思劇本，到2013年5月才
有定稿，過程艱辛可想而知。然而，當看到
學校真實的故事呈現舞台，感動觀眾，勞累
一掃而空。
十年後，即正覺二十周年校慶，無論到時我
是否正覺中學的老師，我仍希望能為校慶典
禮話劇演出編寫一個更精彩的劇本。

演員感想
陳偉熙 2A
在這次的十周年音樂劇中，我學到團隊合作
，互相幫忙才能把重大事情做得好。在這次
的經歷當中，有賴黃副校長、蕭新泉老師、
章嘉誠老師的訓練及幫助，以及當天有份參
與十周年表演的同學。在這次十周年表演當
中，每個同學都盡心盡力，使表演變得更精
彩。在這次表演中我終於嘗試到表演究竟是
甚麼滋味，透過多次綵排，長達半年的練習
，最後演出順利成功，令我感到有成就感。
單玲玲 3A
正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雖然我們
練習的時間沒有十年那麼長，但是我們也準
備了不少的時間，老師們也籌備了很久。當
中有苦亦有樂。在這個音樂劇中，我學了很
多的演戲技巧，例如在台上走路的方式、台
位、將自己融入角色等等......當中我認為要將
自己融入角色是最困難的，因為我覺得自己
很難專注，經常會分心和發呆，但經過老師
悉心的教導和支持，我克服了這個困難，令
我可以充滿信心地上台表演。

演員感想
葉嘉裕 2C
大家好，我是在劇中扮演小志偉的葉嘉裕同學
。能在十載情音樂劇裡跟數位師兄師姐合作演
出，實在感到十分光榮。在劇中我學會了老師
親身敎導的演技，令我在表演上有所進步，我
更明白到合作精神的重要性。黎老師曾說過：
「―場戲劇的成敗在於通力合作，若不合作會
使觀眾留下失望的表情。」爲了精彩的演出，
爲了達成全校的期望，最後我和正覺同學們都
全情投入，順利地演出成功。

曾嘉穎 6A
麥健良 6C
「正覺十載情」過後，也是第二個「正覺十
載情」的開始。回想起「正覺十載情」的排
練，汗水不禁流下。每天一早回校，即使是
假日，演員總是要回校排練，心中不停地唸
著 ： 「 攞 命 咩 ？」 ， 天天 如 是 ，日 日 如常
。 直至我得悉黄秀儀副校要離開「正覺大家
庭」的消息，我才明白老師每天辛勞、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即使是假日都比學生更早
回校操勞，比學生流下更多的汗水，為的是
我們和正覺這個大家庭。我已是中六畢業生
，時光荏苒，期待參與第二個「正覺十載情
」。

梁嘉豪 6C
一眨眼就去了五年多的校園生活，回想當初
由一位中一的呆子，經過正覺多年的優良教
育後，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個善於溝通開朗活
潑的學生，可以有這樣的改變，可見學校是
下了不少的功夫。學校十年的過去成就了不
少的年輕人，學校十週年戲劇慶祝活動「正
覺十載情」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正覺十載情表演水準受到各方的高度讚賞，
有如此結果亦有賴老師提供嚴謹的訓練計劃
，讓學生明白凡事沒有奇蹟，要得到好結果
必須付出，藉此亦可提升溝通能力，改善語
病，增強英語水平學習機會。

我校十週年音樂劇已完滿結束，作為演員之一，必
有不少難以忘懷之處和快樂的時光，在此不打算詳
談。反而，我從戲劇中能細琢出「活在當下」這道
理。
還記得首次的戲劇公開表演，在出場前，我手心冒
汗，雙腳不停抖動，擔心自己會出錯，累及其他演
員，更多的擔憂使思緒飛到千里之外。表演期間，
我嘗試投入角色，更要演得淋漓盡致，心裡卻暗忖
著，不要出錯，否則整齣劇會敗於我手。當時，我
沒有享受舞台，沒有跟以往如出一轍的輕鬆，最終
，說錯了對白，幸好對手相當機靈，吐出一句話使
整齣劇纠正過來。表演完結後，我內疚不已。「嘉
穎，在舞台上要集中精神，不要憂慮太多，最重要
是珍惜在台上的每分每秒，要享受舞台！」老師見
狀前來慰問。
那時，我彷彿明白了甚麼，追求完美使人憂慮，要
活在當下。
在舞台上一定要活在當下，生活也是如此。在考試
中，考生需在有限時間內，發揮自己的能力，不能
怠慢，尤其是作文方面，在短時間寫下一篇好文，
看似容易，但考生往往為追求完美，而遲遲不下筆
，最後，因沒有好好分配時間，所以分數不高；又
認為自己不及他人競爭，去爭取大學學位，擔心未
來的去向，事實上，同學為自己前途打點是一件美
好的事兒，但未努力先擔憂，怕東怕西，想著無謂
的煩惱，那有點杞人憂天。憂慮過甚只會事倍功半
，同時，時間也是成功的決定者，懂得珍惜時間，
活在當下，即使頭腦不如別人，也可將勤補拙，出
人頭地。
能活在當下，是美好的，當然不是對將來事不問不
提，始終憂慮太多只會成為我們的障礙，成了我們
的絆腳石，所以無謂的擔憂便免了，活在當下吧！

正覺人語

各位正覺人：
大家好！我是去年學生會主席陸亮廷，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去年這個時
候我跟我的學生會團隊仍然很努力為各位同學四處謀取福利以及拍宣傳片，但
今年度想不到有幸在覺情中和大家細說學生會。
起初很多同學以及老師都會覺得我沒能力甚至不適合勝任學生會主席一職
，但我依然沒有放棄，仍然堅持盡我本份去「做好呢份工」為同學服務。今年
度舉辦很多活動，例如：十周年環校跑、苦行18plus、班際足球比賽等等。剛開
始舉辦活動都感到很困難，因為我主辦活動經驗較少，有幸得到老師的支持與
幫助，終於能舉辦愈來愈多不同類型活動，並好好為正覺同學服務。
要好好營運學生會一整個學年，並非容易的事，更可說是一項重大挑戰。
由招募隊員到發佈政綱，甚至一些對外事務都令我這個「土包子」獲益良多，
過程中更令我學到不少課本上接觸不到的知識。
學生會教我學懂人情世故，當中令我感到最難能可貴的並非勝出當選，而
是嬴得一份真摯的友情。還記得九月初我們來自五湖四海，十月便要面對競選
，起初我們也不知所惜，慶幸遇到一班願意陪伴我拼博的成員，在這段過程中
，我們經歷了在學校通宵達旦地工作、四處為同學搜羅福利、前往不同地方拍
攝宣傳短片，這些都是我們珍貴的「青春」印記。多年後，只要想起自己母校
，我必會想起過去自己曾擔任學生會主席、曾經有一班好成員好戰友一起努力
為目標邁進、一起四處奔波，一起哭，一起笑。
最後，希望各位同學來年會更支持本屆，要運作學生會絕對不是容易的事
情，學生會舉辦活動的動力都來自各位同學的參與以及支持，多謝大家！
陸亮廷

2012-13年學生會會長

本年度正覺中學有幸得到三位新社工強勢加盟，
本年度正覺中學有幸得到三位新社工強勢加盟，有見及此，
有見及此，覺情小記者
出動為三位新社工張玲玲姑娘
出動為三位新社工張玲玲姑娘、
張諾汶姑娘及區家樑先生進行專訪：
張玲玲姑娘、張諾汶姑娘及區家樑先生進行專訪
進行專訪：

訪問玲玲姑娘

小記者2
小記者2C 葉嘉裕 報導

葉同學：張姑娘妳好！同學們都想認識妳，請妳介紹一下
葉同學
自己。
張姑娘：我是張玲玲姑娘，我是星期二至星期五的當値社
張姑娘
工，假日時我會去香港家庭福利會、藝進同學
會、賽馬會、有時候會在將軍澳青年坊擧辦活
動，例如足球，籃球等等……
葉同學：似乎張姑娘真的很忙碌，那麼妳對正覺的印象又
葉同學
如何呢？
張姑娘：我覺得正覺的學生都很眞誠，率直、直話直說、而且重情，老師跟同學打成―片。
張姑娘
葉同學：對了，張姑娘，請問妳在正覺主要負責甚麼工作
葉同學
呢？
張姑娘：我負責個案和諮詢工作，個案工作是一對一談天
張姑娘
或解決疑難。諮詢工作是一個以儘快時間相討結
果方案。同學容易有挫折缺乏信心，應該多點欣
賞自己的才華才是正確看法。

訪問Lok
訪問Lok姑娘
Lok姑娘

小記者2
小記者2C 陳佩如 報導

陳同學：張姑娘妳好！請妳介紹一下自己，讓同學認識一下。
陳同學
張姑娘：大家好！我叫張諾汶，同學喜歡叫我做Lok姑娘。我來自香
張姑娘
港基督教服務處，做了社工三年，在這三年裡主要在學校工作，期
間我曾經做過駐校工作。我由畢業至今會選擇和青少年有關的工作，
是因為我跟他們的話題和興趣接近，而且我覺得青少年带給我活力。
陳同學：張姑娘平日有甚麼興趣？
陳同學
張姑娘：我的興趣有彈結他、攝影、旅行。我除了用數碼相機拍照外，也喜歡用菲林相機。而且我還
張姑娘
愛去旅行，最近還到過西藏，了解當地藏族文化、習俗，發現他們的生活很簡樸，而我喜愛旅行的原
因，是因為能跟不同的人接觸，這也是使我成為社工的其中一個原因。
陳同學：張姑娘，妳對正覺的印象如何呢？
陳同學
張姑娘：我覺得正覺中學很注重同學的多元發展，而且同學和老師很齊心。師生關係良好，同學亦熱
張姑娘
心助人。
陳同學：張姑娘，請問妳在正覺主要負責甚麼工作呢？
陳同學
張姑娘：我的工作是向學校推廣校園共融文化，支援有學習困難的同學，分別以家長工作小組及個案
張姑娘
模式協助同學，定期舉辨小組攤位及户外活動等。

訪問區 sir

小記者2
小記者2C 甘浩正 蔡志偉 報導

甘同學：區
sir你好！請你作自我介紹。
甘同學
區先生：大家好！我是區家樑區
sir，我在香港家庭福利會工
區先生
作，而每逢星期一及星期四我會於正覺駐校。
甘同學：請問你對正覺的印象如何呢？
甘同學
區先生：我認為老師們很勤力，同學亦十分有活力。高年級同
區先生
學很醒目，低年級的則很可愛。
蔡同學：對了，區
sir，請問你在正覺主要負責甚麼工作呢？
蔡同學
區先生：我的工作分四部份，第一是舉辦教育性的講座和活動。第二是舉辦一些針對同學特別需要小組如生涯
區先生
規劃、升學就業、性格測試等。第三，我會做一些輔導工作。最後，亦會進行一些家長教育的活動。

正覺之星

正覺大件事
10月
10月29日至11
日至11月
11月1日 : 上學期測驗
上學期測驗

九至十月 ★關懷之星
中一

林伯蒙

馬軍冰

羅健僖

中二

林曉慶

鄭偉林

葉嘉裕

翁梓軒

中三

黃汶杰

陳朗耀

梁延興

梁經緯

中四

郭鈺思

蔡林哲

莊宛珊

曾芷晴

中五

徐婉琛

楊丞叡

廖嘉琪

吳婉儀

曾映鎮

中六

王頌維

張鎮真

毛浩樟

郭寶俐

黃家盛

11月
11月23日
23日 : 長者素宴
11月
11月30 : 資訊日

九月至十月的正覺之星頒奬禮到此為止，再
次恭喜各位得奬同學。十一月至十二月是動
感之星，表揚積極參與各項活動的同學，希
望同學好好表現自己，爭取卓越。

•

English Ambassadors’ Lunch meetings
F.1 – F.3 ambassadors gather during lunchtime every Thursday in our exclusive English
World on 1/F, where everyone enjoys playing and chatting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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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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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lection of Students after the English Camp
(3A) Ruby: Actually, I really want to join this camp again because it was great fun and I
have learnt a lot. I also learnt a lot on how to cooperate with people and not to blame on
others.
(4C) Nicole: In fact, English is not too hard to learn if you spend time with it. Come on
guys! Don't be scared of English Let’s befriend with it!
(4C) Kin: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school for giving me such a
chance. Although it takes me time to pick up the language, I am willing to spare more time
to get in touch with more English and improve my communication skills.
(6A) Edwina: My teammates had shown me what is trust and how to settle things in a
friendly way. I am sure there is still a lot for me to learn. We also spoke English a lot, but
I changed the focus on learning to be confident. Practice is the way to be perfect, yet it
is not the only way to be, there is something we can never learn from practicing.
(6A) Wong Chung Wai: There was no denying that it was a meaningful activity for learning
English. We could also cultivate team spirit and we learnt to work hand-in-hand for
difficult tasks. I hope that I can participate in similar activities ever again.

Learning English with laughter and sorrow
While most students started to plan for their summer vacation, 30
students coming from different forms packed their belongings and
went to Lady MacLehose Holiday Village for a 3-day overnight
camp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y were spilt into 5 groups and a NET teacher was assigned to
each of the groups.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camp, the primary objective was for
students to learn about cooperation and leadership. Each group
was asked to design a flag and a motto for their own group. The
most creative team was called “Frienemy” which combines the
word friend and enemy together. They further elaborate their idea
on positive competition between friends and their hope of growing
together as a team. At night, students had a barbecue together with
the NET and they got to learn more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from
their NET. Suddenly, our teachers were astounded as some
students began to blame on others and nearly started a fight. When
we tried to step into the issue, the students immediately burst into
laughter. Actually, they were selected by their NET teacher to be a
trouble-maker during the barbecue. The NET teacher then further
taught our students in handling difficult people.
On the second day, each group was given a scenario where they
will later design a drama script and perform. Some of the students
have their first chance performing on stage and one of the teams
even created a ghost story by their own. To get everyone
exhilarated, our teachers made up a comedy on the spot. Students
enjoyed this session very much since everything they performed
came from them. They gained more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in front of others as well. In the afternoon, we all got a
break from the tight schedule. Some of us learnt archery and rope
climbing, while some others chose to stay in and played
recreational games with the NETs. The climax of the camp was on
the night of the second day – Walking in the Dark. Students learnt
to give commands to their team mates who were blind-folded and
others need to listen and follow instructions. This is a game of
trust and cooperation. Though we had to come to a halt at the
middle of the game, students were able to understand what
qualities they need to acquire to be a true leader.
On the last day of the camp, our principal, Miss Yau came to the
camp to give us great support. The teams had to design a booth
game to please our judges and win the overall championship
award. Each team tried their very best in designing and explaining
their booth game and we saw all kinds of creativity with our
students. Finally, our secret observers came out of the crowd and
said a few words about our students. It happened to be a very
touching moment especially when some of the students could not
help with their tears. After lunch, the NET teachers were left with
the group and gave them valuable feedback on their individual
performance. Everyone was reluctant to go, but we are sure that
our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take in the advices and improve
themselves.
Last but not least, we thanked the school for giving us such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Not only did students learn to communicate
better in English, they also took away valuable skills that can help
them excel in other areas.

國慶周
一年一度的國慶周已經圓滿結束，是次國慶周活動訂於9月27日至10月4日期間進行。除了國
旗下的講話外，還有不少相關活動，內容相當豐富，現在請大家一起回顧這星期的精彩節目吧！
首先9月27日之初中周會便為國慶周首天打響頭炮。一眾老師在同學面前穿越時空，以一身
古裝打扮呈現各同學眼前，上演一齣畫劇，名為「歷史的審判」。此劇將當年南宋期間，名將岳
宋被冠以「莫須有」罪名一事作重新演繹，務求讓同學從多角度思考歷史事件。

此外，本校於10月2 日邀得香港新青年保釣力量創辦人劉永良先生作為嘉賓，於午息時間
為同學們進行「國旗下的講話」。劉先生的講話引起同學熱烈的討論，老師亦教授同學以不
同角度看釣魚台事件，從而加強同學的思考能力和愛國之心。
最後，本校亦於10月4日有幸邀得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素玉女士擔任正覺高中周會的嘉賓
，並為我們主講「國家環保與能源」講座，好讓各同學了解國內現有環境狀況，對國家發展方
向有更確切的了解。相信本年度國慶周的安排，能令同學更積極關注國家事務，獲益良多。國
慶周，明年十月一日再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