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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新龜兔賽跑故事
從前，有一隻烏龜和一隻兔子在互相爭辯誰跑得快，他們決定來一場比賽分高下，選定了路線，就
此起跑。兔子帶頭衝出，奔馳了一陣子，眼看牠已遙遙領先烏龜，心想，牠可以在樹下坐一會兒，
放鬆一下，然後再繼續比賽。兔子很快地在樹下就睡著了，而一路上笨手笨腳走來的烏龜則超越過
牠，不一會兒完成比賽，成為貨真價實的冠軍。等兔子一覺醒來，才發覺牠輸了。這個故事給我們
的啟示是「緩慢且持續的人會贏得比賽」。這是從小伴隨我們長大的龜兔賽跑故事的版本，但最近
看到一個更有趣的版本，希望和大家分享。
故事這麼連續下去……
兔子當然因輸了比賽而倍感失望，為此他做了些缺失預防工作。牠很清楚，失敗是因牠太有信心、
大意以及散漫，如果牠不要自認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烏龜是不可能打敗牠的。因此，牠邀請烏龜
再來另一場比賽，而烏龜也同意。這次，兔子全力以赴，從頭到尾，一口氣跑完，領先烏龜好幾公
里。這故事有什麼啟示？「緩慢且持續固然很好，但動作快且前後一致的人將可勝過緩慢且持續的
人」。
這故事還沒完……
這下輪到烏龜要好好檢討，牠很清楚，照目前的比賽方法，牠不可能擊敗兔子。牠想了一會兒，然
後邀請兔子再來另一場比賽，但是是在另一條稍許不同的路線上，兔子同意，然後兩者同時出發。
為了確保自己立下的承諾－從頭到尾要一直快速前進，兔子飛馳而出，極速奔跑，直到碰到一條寬
闊的河流。而比賽的終點就在幾公里外的河對面。兔子呆坐在那裡，一時不知怎麼辦。這時候，烏
龜卻一路跚跚而來，撩入河裡，游到對岸，繼續爬行，完成比賽。這故事給我們什麼啟示？首先，
辨識出你的核心競爭力(你會而別人不會的地方)，然後改變遊戲場所，發揮你的核心競爭力。順著
自己的優勢(專長)來學習及工作，不僅會讓別人注意到你，也會為自己創造成長和進步的機會。
故事還沒結束……
這下子，兔子和烏龜成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牠們一起檢討，兩個都很清楚，在上一次的比賽中，
牠們可以表現得更好。所以，他們決定再比賽一場，但這次是團隊合作。牠們一起出發，這次由兔
子扛著烏龜，直到河邊，在那裡換烏龜接手背著兔子過河，到了河對岸，兔子再次扛著烏龜，兩個
一起抵達終點。比起前次，牠們都感受到一種更大的成就感。這故事有什麼啟示？個人表現優異與
擁有堅強的核心競爭力固然不錯，但除非你能在一個團隊內同心協力，並掌控彼此間的核心競爭力
，否則你的表現將永遠在標準之下，因為總有一些狀況下，你是技不如人，而別人卻幹得蠻好的。
從這故事，我們可以學到更多：我們了解，在遭逢失敗後，兔子和烏龜都沒有就此放棄。兔子決定
更拼，並且投入更多的努力。在盡了全力之後，烏龜本來天生速度就比不上兔子；因此，烏龜選擇
改變競爭策略。在人的一生中，當失敗臨頭時，有時我們需更加努力；有時則需改變策略，嘗試不
同的抉擇；甚至有的時候，兩者都要一起來。兔子和烏龜也學到了最關鍵的一課，當我們不再與競
爭對手比較，而開始一起突破某一種『情境』時，反而能締造出最佳表現，遠遠勝過於自己單打獨
鬥。
各位正覺人，希望你能在故事中得到領悟，反思過往的不足，為2014年訂下踏實而具體的目標!祝大
家在新一年身體健康、如意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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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慶棠：
本人是本屆學生會主席5A班孔慶棠。首先感謝各同學在學生會選舉中向我們投下信任的一票，回
想起在競選時與內閣成員一同努力構思宣傳，一同努力「拉票」，當中有喜有悲，當中的每個畫
面仍歷歷在目，這更令我明白到能夠當選是得來不易的，所以在本年度，本會將一一兌換在競選
時對各位的承諾，並將竭盡所能為各同學爭取更多福利，舉辦更多活動，為校園注入更多新力量
。去吧！New Power！
潘倩婷：
雖然我在正覺的日子尚淺，但我希望能夠透過學生會幫助別人，亦希望能夠獲取寶貴經驗。我會
竭力為同學們爭取最大的利益。
何詠桐：
其實當初只抱著一試無妨的心態去加入學生會，但經過這短短個多月的時間，我發現學生會可以
為同學服務，同時我亦獲得了寶貴的經驗及學到如何與別人合作。
陳漢恆：
過去數年於正覺的時間，我獲得了很多寶貴的知識及老師們的疼鍚。透過加入學生會，我認為可
以訓練到自己的責任心及學習如何跟別人合作。我希望可以利用我學到的東西回饋學校，幫助其
他同學。
楊俊鴻：
今年能夠成為學生會成員，感到十分自豪，慶幸能為各位同學服務。美中不足在於競選內閣不多
，願來年能有更多同學參選，繼續為學校出一分力。

人物專訪人物專訪-蔡素玉女士

4D 丁雅莹
丁雅莹

蔡素玉，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現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因兼任人大被評為「港島民選
人大」。這一次，我有幸採訪她。
她曾經是一名老師，可是她並不願意讓自己的人生就在這翻書和合書中渡過，她更
希望可以為香港為人民出一分力。因此，她開始了參與立法會以及不同的政治活動，努
力的為香港市民爭取不同福利。然而，地球受污染越來越嚴重，蔡素玉女士同時也注意
到這一點，開啟了她的環保事業之門。
蔡女士開始投身入環保活動，可惜結果並不理想。她認為香港人對環保的意識並非
不高，而是明知卻依舊犯錯，從而看出想要推動環保是多麼難，而大部份的香港人對環
保只聽不做的意識也漸漸阻擋了蔡素玉女士環保的計劃。
然而，她並沒有因此而放棄，雖然香港這扇門沒有為她打開，但她發現在國內實行
環保活動的成功率更大。因此，她打算先從簡單卻又大範圍的地方著手。如今她作為港
區人大代表，與此同時她對環保亦不離不棄，盡自己的力量推廣環保訊息。
蔡女士是一個非常健談的人，往往我們只說一句，她便不厭其煩地多說幾句，使我
們獲益良多，話語中更讓人感到親切隨和。聽着她說，我學會了從另一個觀點去看待事
情，不同的東西，都要從不同方面看，單方面的看法並未能瞭解得全面。若有機會，我
希望再和她多談談。

環境反思

4C 許珮茵

在周會上，蔡女士分享了她對香港過往作出保護環境的措施，實在不遺餘力，但
我身為世界公民，卻沒有如她般熱衷於環保，確實有點愧疚。如今環保實在刻不容緩
，都市化使環境大受破壞，工廠排出的一氧化碳更使全球暖化加劇，若果再不正視以
上問題，地球的壽命將會縮短，影響的不只是地球，還有我們的下一代。我們可以在
生活中減低碳排放，實行低碳生活。在家中，我們可以把不常用的電器徹底關掉。另
外在白天陽光充足時應利用日光把光線引到家中，這樣可以更節省電力。在校園裏，
我們可以收集報紙和廢紙，進行回收，循環再用。此外亦可自備用水，減少購買樽裝
水。只有多想，多行一步，環保離我們不遠。全球暖化，破排放等影響都是由我們一
手造成，我們不應任由情況惡化，只要我們堅持下去，地球的命運便可改變。

德育及公民教育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菲律賓賑災籌款活動
教育組菲律賓賑災籌款活動
海燕吹襲菲律賓，釀成數以千計的傷亡，哀鴻遍野，各國積極伸出援手，展現人性
的光輝，賑災工作刻不容緩。本著仁義之心，本校秉持佛教慈悲精神，正覺德育及
公民組展開賑災籌款工作，成立菲律賓賑災委員會，由學生擔任德育及公民大使，
協助賑災籌款工作，藉此讓學生體驗「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是次賑災籌款一系
列活動內容，分別有午間點唱、小食義賣、社際環校跑、資訊日小食及飾物義賣、
慈善音樂會、慈善午餐、環保肥皂義購、家長募捐等。天災無情，人間有愛，承蒙
大家兩星期以來的支持及協助，是次共籌得善款HK$25015.1。各位出心出錢出力的
善長，祝願大家善有善報，福有攸歸！
德育及公民大使
菲律賓賑災委員會
主席：

林添恩、謝惠冰

成員：

楊嘉偉、丁雅瑩、王岸琪、王凱欣、陳偉漢、李卓豪、陳鴻磊、符芳豪、
蔡林哲、郭鈺偲、邱詠琪
日期

活動

籌得款項

22/11/2013(星期五)、
25/11/2013(星期一)

午間點唱

HK$1350.5

27/11/2013(星期三)

小食義賣

HK$964

28/11/2013(星期四)

社際環校跑

HK$2462.6

30/11/2013(星期六)

資訊日小食及飾物義賣

HK$5421.5

2/12/2013(星期一)

慈善音樂會

HK$6306.5

4/12/2013(星期三)

慈善午餐

HK$450

26/11/2013(星期二)

環保肥皂義購

HK$905

合計

家長募捐

HK$7175.00

合計

HK$25035.1

正覺新力軍 迎接新挑戰
「共創成長路」
共創成長路」培育活動
展現潛能，發揮正覺精神！對於剛升上中學的中一同學，本校尤其重視對他們的關顧，故
特定於十一月及十二月舉行「共創成長路」培育活動，讓同學加強對學校的歸屬感，建立正面
的價值觀。
是次活動得到香港家庭福利會藝進同學會賽馬會將軍澳青年坊協辦，內容包括義工訓練及
服務、兩日一夜成長營及嘉許典禮。在義工服務中，同學於校內午膳時間籌辦攤位遊戲，從中
訓練獨立處事的能力，豐富同學助人自助的經歷，當日所見同學表現有板有眼，場面熱鬧。
另一焦點活動便是兩日一夜成長營，同學及老師一行六十多人浩浩蕩蕩於十一月十五日出
發前往上水展能運動村，透過不同的團隊合作遊戲及歷奇活動，同學不但學懂互相欣賞、尊重
，更重要的是提升同學的溝通及解難能力。經過兩日一夜的訓練，同學在嘉許典禮中能與校長
、老師和家長分享活動成果，場面溫馨感人，在此衷心盼望中一同學能發揮所長，振翅高飛，
邁向成功之路。

學生感想
馬軍冰(1
馬軍冰(1B)
(1B)
我很高興能有共創成長路這一個活動，不但認識了不同的同學、加強了自信心，還增加了和別
人相處的經驗。在這個活動裏，我最喜歡就是宿營夜行--需要蓋著眼腈的活動。雖然最初的時候
感到不安，但是當我知道有老師、社工的帶領，什麼不安都隨之而散。這活動中，最有趣的就
是老師會安插很多種真真假假的障礙，當後來知道有些是假的時候，我真的給氣壞了。我挺著
有點疲累的身體，用汗水把障礙變成對自己不同的挑戰，這段歷煉之路雖然漫長，但我最終也
能克服所有障礙，把挑戰變成自己成功的經歷。
鄭焯欣(1
鄭焯欣(1B)
(1B)
參與共創成長路的歷奇成長營，除了很開心外，還相當有滿足感。這次活動不只是遊玩，還能
夠學會與隊友一同合作與努力，流著淚去共同面對困難的喜悅，增長了同學之間的友誼與感情
，真是開心極了！亦使我明白什麼是友情的力量！在歷奇成長營的第一天晚上，我們參與了夜
行，讓我學會了很多事情，還與同學分享，我知道每一位參與這個成長營的同學一定能體現團
結。
林宝珠(1B)
(1B)
在這個活動中，我經歷了在上水展能運動村的兩日一夜的歷奇成長營。我很開心，因為學會了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而且於任何時候也要用心聆聽。希望下次可以再參加類似活動。

班級歌唱比賽
正覺每年一度的師生聯誼日已在冬節假期前舉行了，又到大家一展歌藝和團結精神的時
候，一如以往，當然少不了我們的重頭戲－班際歌唱比賽。本屆班際歌唱比賽水準可謂
非常之高，初級組及高級組分別有9班進入決賽。各班亦為今次歌唱比賽竭盡全力演出，
務求討得一眾評判歡心，各同學當日在台上聲嘶力竭也在所不惜。不少班主任為提高士
氣，親身上陣陪同學生在台上合唱，台下的老師也全程投入，打氣時表情比台上同學還
要緊張。當所有班別完成表演後，音樂科林 sir 更親自上場表演 saxophone，為比賽帶來
高潮。本屆班際歌唱比賽如此成功，實有賴各位同學及班主任的高度重視，不少班級也
利用午息和放學時間勤加練習，為了凝聚班團氣氛，增加同學的美好回憶，師生們上下
一心為目標奮鬥，相信這也是班際歌唱比賽的背後意義。以下為初級組及高級組各得獎
項目和班級，未能獲獎之班別請勿灰心，來年繼續努力吧！
Inter-class Singing Competition
Junior Section
Champion(冠軍): 2D
First Runner-up(亞軍): 2A
Second Runner-up(季軍): 1A
Best Creativity Award(最具創意獎): 1B
Best Involvement Award(最投入獎): 3A
Best Cooperation Award(最佳合作獎): 1C
Senior Section
Champion(冠軍): 4B
First Runner-up(亞軍): 5C
Second Runner-up(季軍): 4C
Best Creativity Award(最具創意獎): 4B
Best Involvement Award(最投入獎): 5D
Best Cooperation Award(最佳合作獎): 5B

朗誦節成績/
朗誦節成績/學生成就
第六十五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項目

獎項

得獎同學

佛教詩文作品朗誦-粤語 - 中學一、二年級
佛教詩文作品朗誦-粤語 - 中學三、四年級
佛教詩文作品朗誦-粤語 - 中學三、四年級

季軍
冠軍
季軍

2A 陳煒欣
3A 陳洁
3A 洪曉峰

粵語詩詞獨誦(中四級女子組)

季軍

4C 莊宛珊

普通話散文獨誦(中三、四級女子組)

亞軍

4D丁雅莹

普通話散文獨誦(中五、六級女子組)
普通話散文獨誦(中五、六級女子組)

亞軍
冠軍

5B劉伃嫣
5D林淑怡

The 65th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Event

Award

Award Winner

Solo Verse Speaking - Secondary 2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 Secondary 3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 Secondary 3 Boys
Solo Verse Speaking - Secondary 4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 Secondary 5 Boys
Solo Verse Speaking - Secondary 5 Boys

2nd runner up
1st runner up
2nd runner up
1st runner up
2nd runner up
Champion

2A Chan Wai Yan
3A Chan Shing Wai
3D Chow Chung Long
4D Tse Wai Bing
5C Wong Tsz Ho
5B Cheng Kwok Fu

羅氏基金應用學習課程頒獎典禮2013
羅氏基金應用學習課程頒獎典禮2013
本校於2012至2013學年參加「羅氏慈善基金、教育局」合辦之「高中應用學習課程奬學金」，
同學獲得傑出表現，當中有4名同學獲得嘉許奬學金$4000，其中為2名修讀「多媒體科藝課
程」、「形象設計課程」及「運動管理與教練課程」各1名同學。
另外，本年度首次獲「特別嘉許奬」，兩名來自修讀「多媒體科藝課程」同學，因於全港修
讀學生中表現出色而獲嘉許。
取得嘉許奬學金各$1000學生
蔡裕聰 6B(多媒體科藝課程)
陳家晴 6E(多媒體科藝課程)
陸亮廷 6C(運動管理與教練課程)
王佩珊 6C(形象設計課程)
取得「特別嘉許奬」奬學金各$1000學生
蔡裕聰 6B(多媒體科藝課程)
陳家晴 6E(多媒體科藝課程)

投稿園地

（歡迎同學投稿。）

頌師恩—我最敬重的老師
頌師恩 我最敬重的老師 4A李沛芝
對於普通學生來說，不會懲罰學生的老師是最好的，但對於我來說這樣並不是最好的。因為我
在初中三年裏面，遇到了一位真正疼愛自己學生的老師，她就是譚慧芬老師，因為她會在合適的時
候鼓勵學生。雖然我在初中三年裏面都很頑皮，但譚老師仍然很耐心地教導我，即使我不斷欠交功
課，老師也會認真的教我，譚老師會在合適的時候作出奬勵和懲罰。當然，我也沒有忘記老師對我
無微不至的照顧，我要衷心感謝她。
我也知道譚老師在這幾年花了不少心血、心機、時間在我身上，老師不斷幫助我成長，教導我
怎樣控制自己的情緒，但我相信過去譚老師對我的付出，在將來或未來是有一定的回報或收穫。雖
然我知道老師是沒有期望我回報她，但我一定會在將來的日子，盡我的能力回報她。
雖然今年她不是我的班主任，我也不會忘記她對我的教導，因為飲水思源，有今天的我，也要
感謝她三年來的培育，令我茁壯成長。每當我回想起三年前的模樣，也不禁令我回想起她對我的責
備，雖然我不喜歡被她責備，但我也要感謝她提醒了我需要改善的地方。所以在未來的日子裏，我
一定會好好報答她，不會令她失望。

6B Alex Tse
Dear Editor,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my concern about the rising popularity
popularity of ee-books. Growing up in such an
environment, technology is extremely common sight in Hong Kong. News about ee-books in the territory has
recently hit the headline in local newspapers. Do you think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number of people in Hong
Kong who are using ee-books? Do you find it easy to see this phenomenon? As a matter of
of fact, no matter
stance which you take about this recent social situation, there must be pros and cons of ee-books. As a
consequence, this issue is worthy for our inin-depth discussion.
The very first reason why I am in favour of ee-books is that there are many choices for you to download
around the clock. In this fast developing society, a large number
number of people work as busy as a bee. These
people even have no time to care about their family, let alone buying
buying books to read. Therefore, ee-books can
help many Hong Kongers to improve this situation. It is because website selling ee-books will constantly
prepare a great deal of new books for you to choose. By doing so,
so, Hong Kongers can have more chances to
increase their knowledge.
Another positive aspect of ee-books is that it can be downloaded for free. In fact, there is a growing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territory who are born in poor families. They often
often find it difficult to read different books
because their parents do not give pocket money to them. Thus, the
the children are often ignorant. If the children
have a eReader,
eReader, they can enjoy the free books in every moment. Besides, it can also make children feel
interested, thereby encouraging them to study harder. It is because
because when they learn to use technologic
products, they will gradually develop the conception that technology
technology means source of money. In the hope of
leaving poverty, they will become hardhard-working in order to achieve goal.
There are always two sides to every question. In my opinion,
opinion, if the public often use ee-Readers to play
games or read books, they may gradually cause an array of pressure
pressure on the eyes, thereby affecting their lives.
Another health problem is that using an ee-Reader for prolonged periods of time can easily cause muscle
strain and backache. It is because a number of people are addicted
addicted to ee-books for a long time but they do not
give a break for their muscle. As a consequence, a great deal of people who use ee-books will also have this
health problem.
From my point of view, good as ee-books seem at the beginning, you soon find out that ee-books have more
bad effects than printed books. For instance, ee-books will make people addicted easily. Meanwhile, ee-books
may make people go to unreasonable length. Finally, they will gradually
gradually put their health in danger.
Therefore, I think ee-books cannot eventually replace printed 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