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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馬年，
馬年，別讓人偷走你的夢想！
別讓人偷走你的夢想！
美國某個小學的作文課上，老師給小朋友的作文題目是：「我的夢想」。
一位小朋友非常喜歡這個題目，在他的簿子上，飛快地寫下了他的夢想。他希望將來自己能擁有一
座佔地十餘公頃的莊園，在廣闊的土地上種滿綠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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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小朋友的簿子上被劃了一個大大的紅「X」，發回到他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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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這些如夢囈般的空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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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也堅持：「不，那不
可能實現，那隻是一堆空想，我要你重寫。」小朋友不肯妥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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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不讓你及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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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想是否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夢想是否是不切實際的空想，要看你是否執著於你自己的夢想並付出努力追求它。
要看你是否執著於你自己的夢想並付出努力追求它。只要你自己認定
了你所要追求的，並且那是正確的，就不要受別人的左右，你自己的夢想你自己做主，別人代替不
了。夢想是不能因為某個人而改變，就像樹根一樣扎落在土地上，夢想也是紮在我們的心里永遠不
會改變。因為只有有了夢想我們才能有奮鬥的目標
因為只有有了夢想我們才能有奮鬥的目標，
因為只有有了夢想我們才能有奮鬥的目標，才能完成成功的夢想。
才能完成成功的夢想。我們每個人在兒時都擁
有過偉大的夢想，只是不知道在成長歲月中的何時，被該掉了、被偷走了，或因為我們給於的滋養
不足，夢想的種子仍深埋在土裡，難以發芽。不管過去你曾將它藏在何處，或被改掉，或被偷走，
把夢想找回來，並且確信你的夢想必能成真。
或許在找回夢想的同時，你將遇到一些專業的偷夢人，他們可能是你的朋友、同事、鄰居，甚至是
你的父母或配偶；他們會在你興致勃勃述說你的夢想時，神色鄭重地告訴你，那是不可能的；要你
腳踏實地，好好做事；不要說的比做的多，先做到再來說也不遲。但只要你本來就是腳踏實地的人
只要你本來就是腳踏實地的人
，只要你緊緊握住夢想，
只要你緊緊握住夢想，就不用怕這些人的冷嘲熱諷。
就不用怕這些人的冷嘲熱諷。
當你信心滿懷，信念堅定，他們就無法再次偷走你的夢想。而所有企圖偷夢者潑你的冷水，正足以
灌溉你夢想的種子，使之茁壯成為大樹。 心愛的東西不見了，可以再去買；錢沒有了，可以再去賺
回來；惟獨夢想若是被偷走了，就難以再尋覓回來。除非你願意，否則沒有人可以偷走你的夢想。
所以，堅定你的心
堅定你的心，
堅定你的心，別讓任何人偷走你的夢想。
別讓任何人偷走你的夢想。

美斯校長

正覺賀新歲
踏入馬年，正覺彌漫着一片濃厚的新年氣氛。臨近新年假期前夕，中文學會和普
通話學合辦了正覺迎新歲節慶活動。活動內容有「午息揮春賀新歲」和「新春攤位迎
馬年」。首先說說「午息揮春賀新歲」活動，同學在活動期間享受着親手製作傳統揮
春的過程，不少同學都將自己的揮春張貼在班房內，令課堂中也能洋溢着一片新年氣
氛。與此同時，亦有同學珍而重之，將親手製作的揮春帶回家，交予至親的家人，以
表心意和祝福。接着回顧「新春攤位迎馬年」活動，由老師負責提問跟新年有關的問
題，同學即時以普通話對答，答對者更能得到新年禮物，同學能學到新年傳統習俗同
時，更能得到豐富獎勵，可謂一舉兩得，活動參與人數眾多，新春攤位更一度出現極
長人龍。由於上述活動反應熱烈，故此同學能在校園邊體會中國傳統節慶氛圍，邊以
最佳精神狀態迎接新年來臨。

新春活動可謂一浪接一浪，同學在經過漫長的新年假期後，在二月十日那天清
早，一回校便發現「正覺財神」出現在校門前迎接大家，原來是游校長一手策劃
給予眾同學的驚喜，並由蕭新泉老師扮演「正覺財神」，為眾同學送上紅封包，
以表祝福。據可靠消息所得，更有為數不少的同學抽到內含大獎的紅封包，獲得
由游校長親自精心挑選給同學的神秘禮物。正覺的新學年也伴隨着新年開始，在
此寄望各位正覺人在繼續享受校園生活的同時，亦能為自己訂下目標，下一頁將
繼續為大家送上同學們的新年願望。

學生新年願望
1A 林伯蒙
在新的一年，我希望我的英文成績可
以更上一層樓，而其它科的成績亦可
以繼續提升。我還希望自己盡快學會
流利的廣東話，這樣和同學溝通就不
會有困難了。最後，我希望父母的身
體健康。
1A 黃芷晴
雖然我加入了正覺這個大家庭只是短
短幾個月，但我已感受到老師、同學
對我的教導及關愛。在新的一年，我
期望可在這個大家庭學習更多，投入
更多。在此祝各位同學學業進步，身
體健康！

2A 陳珮彥
我的新年願望是成績能更上一層樓，
在各方面都有所進步，而且家人身體
健康，和家人、老師、朋友相處融洽
，繼續愉快的校園生活！

2A 梁栢棋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新的一年又開始了，
相信大家一定許下不少的新年願望，例如學
業進步、身體健康等。而我則是希望大家身
心健康。身，是指身體，身作為上天給我們
最美麗的禮物，所以希望大家身體健康。而
心是比身較為重要，心，是指心裡，一個心
的好與壞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會影響別人
，或令人快樂。如果一個心是好的，那個人
就會令別人快樂；同樣，如果一個心是壞的
，那個人就會令別人不快樂。所以我希望大
家身心健康，亦即是希望大家用好的心去幫
助別人。這就是我的新年願望。

1C 歐陽震遠
新的一年到了，我的願望是身體健康
，事事順利，與同學過著愉快的校園
生活。我更希望日後能夠做得更好，
然後得到媽媽的獎賞–模型巴士。

1B 鄭焯欣
說到新年就會想起願望，我的新年願
望是希望學業成績更上一層樓，但是
世界上是沒有不勞而獲的。實現願望
就像考試一樣，考試的時候我們需要
努力溫習，上課的時候要專心聆聽老
師說話，才能考到好成績，實現願望
。讓我們一起往願望的方向邁進。

2C 賴鋮
新的一年來臨，我的新年願望是全家
人身體健康！另外我希望能學好英語
，最好是能加強口語，因為我現在的
英語水平還低。在新一年我會更加努
力，在這裡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龍馬精
神，在學業和事業上馬到功成。

2D 凌文希
新的一年，我希望在各方面都有所進
步。我期望能將所學的知識盡量應用
於日常生活。除了要努力讀書外，我
還會好好擴闊自己的社交空間。我想
主動認識更多的新朋友，並繼續跟老
師好好相處，學會更多與人交際的方
法。

學生新年願望
3A 單玲玲
冬去春來，回首過去一年來，我應反
省的事有不少。但在邁向新的一年，
我希望我能做到知足常樂。正所謂：
「知足第一富，無病第一貴，善友第
一親，涅槃第一樂。」我希望我可以
不望回報地幫助別人，對現在自己的
生活知足，對眼前擁有的東西沒有要
求，不會盲目追求潮流。對現狀不埋
怨，且要感到滿足、快樂。佛經亦有
說：「知足之人，就像在天上享天福
般的快樂；不知足的人，如同處在地
獄當中。」

3A 龍欣
農曆新年對於我個人來說，是新一
年的開始。說到新一年開始，不少
人也有甚麼來年目標，而我的新年
願望是祝願人人來年身體健康和心
想事成，並希望實現願望的機會比
天空上的雲朵還要多。
3D 江進鏘
我的新年願望是希望我的家人身體
健康，事事順利，學業進步。另外
我希望可以環遊世界，增廣見聞，
感受不同的風俗。最後，我希望來
年可以收到更多的祝福。

動感之星
1111-12月動感之星
12月動感之星

1A 王學霖、1B 黃艾雯、1C 李美珍、2A 馮茂騰、
2B 吳梓禧、2C 曾健威、2D 蔡俊 、3A 梁志林、
3B 陳健威、3C 陳俊傑、3D 陳浩傑、4A 方國輝、
4B 羅廣能、4C 何詠杰、4D 林添恩、5A 李錦浩、
5B 劉伃嫣、5C 王梓豪、5D 馮衛玲、5E 黃頌然、
6A 郭倩儀、6C 鍾家全、6D 周穎彤、6E 陳昌敉

「Leader I Can領袖訓練營
Can領袖訓練營」
領袖訓練營」
去年十二月十三至十五日，本校舉辦了為期三日兩夜的「Leader I Can領袖訓練營」，校方挑選
了五十多位中二至中五級同學參加，藉以發掘及培育具領導才能的「正覺人」，加強同學對學校的
歸屬感，務求讓他們能更上一層樓，成為出色的正覺領袖。
這是一個充滿淚水的訓練營。哭，並不是痛苦的眼淚，也不是懦弱的眼淚，而是每一顆真摰的
淚珠。歷時三日的訓練營，同學們分成高年級和低年級兩組，每組必須完成不同的任務，包括步操
訓練、歷奇活動、音樂治療和反思活動等，同學態度積極及表現投入，無一不服從導師的指示。每
項活動後，本校隨隊老師都會帶領同學作檢討，一方面讚賞表現優秀的同學，以提升自信心、團隊
精神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檢討活動中有何不足之外，從而作出改善，協助同學越過障礙。

訓練營的第二天晚上，進行「師生真情對話」環節，透過音樂治療，充滿濃厚氣氛，同學即席
進入反思，面對自己的內心世界，抒發埋藏內心深處的種種情感，可謂真情流露。其後同學們更鼓
起勇氣，親手寫下一封封感謝信，有自我反省的、有感謝家人的、更有向校內老師表達謝意的。訓
練營的最後一天，全體同學更進行高牆挑戰，懷著正覺精神，合力攀過一面高牆，更做出甚佳成績
，事後同學們都相擁而哭，場面非常感人。
極其充實的三天就在充滿淚水的感動場面下結束，在回程的旅遊巴上，同學們都累得睡著了。
相信只要同學驀然回首，想到這三天流過的淚，定能將營中所學的「正覺精神」傳承下去，繼續做
一個「認真向上、奮發圖強」的正覺人。

學生感想
4B 楊俊鴻
在Leader I Can訓練營中，我們高年級同學主要擔任領導的角色，帶領低年級同學合力完成任務，有
時候則互相比拼。當中我們有過痛苦和快樂。痛苦在於不被導師看好，做得不好便會受到責難，但
最終我們也證實了自己的能力。譬如在最後的爬高牆活動中，我們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為學校爭
取到第二名佳績，整個活動只用了七分十五秒完成，可見我們是有能力的。快樂在於當自己體力不
足的時候，其他人會主動幫忙。在營中我們互相扶持，十分團結，最難忘莫過於和營中導師相處時
光，做得不好他們會嚴斥我們，但在成功完成挑戰時，我們也會相擁一團歡呼慶祝。這次訓練讓我
明白到錯失了的時間，是無法討回來，我們只可以在機會再次來到的時候加快速度，做得更好去取
得成功。
4D 林傑
在這個領袖營中，我明白了甚麼是堅持，也知道做事不應該輕易放棄。現在我不論做任何事，都會
堅持到最後一刻，不再輕言放棄。
5A 許美琪
在這次領袖培訓中，我學到凡事要堅持、珍惜和承擔，亦學到團結的重要性。在培訓的過程，令我
印象最深刻乃最後一天的爬高牆活動。這次我們需要五十多人一同完成任務，並背負著正覺的榮譽
去挑戰極限。一開始時，教練曾斷言我們不能完成，但我們仍然堅毅不屈，最終一同完成挑戰。雖
然在眾校的紀錄中，我們只能排名第二，但那時我們一起歡呼、落淚，一起感謝老師對我們的支持
、信任和鼓勵，真的十分感動。這是一次難忘的訓練營。
5E 陳曉婷
在參與領袖培訓的過程中，我主要擔任隊員的角色。因著這次培訓，我學到要承擔後果，即使是面
對失敗，也要勇於承擔，然後盡自己全力去改善，把事情做好。在培訓的過程中，令我最感動的是
大家都願意踏出第一步去嘗試，並團結一致去完成任務，這都帶來很大的成功感。我實在非常榮幸
能參加這個訓練營。

環保周
為配合今屆以「節約能源」為主題的環保周，本校鼓勵同學與家人一同響
應「節約能源」，好讓他們明白各界的支持是推行環保的關鍵。環保周的
活動眾多，如呼籲同學收集飯盒及其家居廚餘，利用我們學校兩部廚餘機
製成肥料，以供校園種植之用；我們又舉辦自製環保香皂工作坊、廢膠樽
回收等活動，除了令同學懂得「節約能源」，不僅是局限於盡量關掉或減
少使用不必要電器，亦能讓他們感受到環保不是犧牲，而是FUN （歡樂）。
再者，透過參觀九龍灣機電署及其到校之展覽、講座，並配合環保周其他
活動如「環保常識問答比賽」和「標語創作比賽」等，不但讓同學了解香
港能源消耗的情況、如何環保又精明的耗電，亦能透過全球暖化等環境問
題，反思如何在這城市化水平極高的城市，實踐低碳生活。

中二級班際環保常識問答比賽
冠軍 : F.2B

亞軍 : F.2D

季軍 : F.2A

標語創作比賽
中三級
冠軍 3A

陳承慧

中四級
冠軍 4A

韓采汶

出門熄燈好順手，
節約能源請幫手。

節約能源客易做，環保
生活不虛耗。

亞軍 3B

亞軍 4B

姚智勇

節約能源大家好，
循環再用做得到。
季軍 3C

黃端雲

不要讓最後一滴水
成為我們的眼淚。

何悅媛

出入門口關電掣，儉用
食水閂水喉，節約能源
救地球。
季軍 4B

蘇子聰

善用資源，極其容易，
實踐環保，何妨一試。

中五級
冠軍 5A

王婉婷

地球就玩完，請節約能源，
責任在你手，齊齊來遵守。
亞軍 5B

林梓豪

節約能源，人人有責。
浪費能源，會被斥責。
季軍 5D
林淑怡
慳水慳電慳銀紙，
節約能源做好事。

English Fun days

This year, our English Fun days are focusing on different themes related to students’
studies. The theme of the first English Fun Day was “The Chinese Zodiac and Festivals”,
which was held at the covered playground on 23rd October during lunchtime. All S2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four game booths, including “Chinese Festival Madness,
Question the Festivals, Chinese Animal Zodiac Myth and Halloween Killer”, in order to rais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with fun.
S1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join the second English Fun Day at the covered playground
th
on 6 December 2013 during lunchtime. There were four game booths under the theme of
“Where Do We Live?” Students get to know more about Hong Kong by taking part in the
game booths – MTR information Centre, Hong Kong Pong, Tourist Spots Around Hong
Kong and the Food Heaven. During the activities, students were motivated and felt confident
to use English with the four NETs.
The coming English Fun Days will be on 12th March and 11th April respectively. On
12th March (Wednesday) we will be focusing on food and nutrition. Students can learn how to
keep fit and healthy through different games. On 11th April we will investigate into the
problem of endangered species. If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help protect the wildlife, you are
most welcomed to join us!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pen your English skills!

投稿園地

記一次令我後悔的經歷及感受

2B 施佩儀

我很後悔沒有對貧窮家庭伸出同情之手，我現在想起這件事還是歷歷在目。
兩年前，當我放學回家的時候，在商場裏看到一個慈善團體在籌款，大家都裝作沒看到。
在他們面前，我看到旁邊有個大大的牌子，寫著「幫助貧困家庭，你我付出一分力」幾個字，
我正想伸手把錢放進箱裏，突然想起自己最愛看的小說出了新集，不禁又把手縮了回來。
我去到一間書店裏，歡喜地把最新小說捧在手掌心。走到結帳台前，我又想到了貧窮家庭
事件，我看了看小說的封面，猶豫不決，最後我還是把它買下，因為看小說已經成為了我不可
或缺的習慣。我回到家後，從電視看到了貧困兒童的悲慘模樣，電視螢光幕裏出現了幾個字「
每月只須捐十元，就能幫助這群孩子」我看完廣告後後悔不已。
我覺得人類的生命是最可貴的，是連千億金錢也比不上。我以後不會再拿生命和死物作比
較，因為生命才是無價之寶，所以日後要對貧困人士伸出援手，拯救弱勢社群。

Strict teachers – good or bad?

6B Celia Yip

‘ Strict teachers produce outstanding students’, a well-known Chinese saying from
ancient China, was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Not only does the saying point
out how education is, but also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In the modern
society, quite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support it; others, however, oppose it. Same as the
people who oppose the saying, I think the saying is practically old-fashioned and unsuitable in
our society.
In this new generation, education today should not focus on strictness but flexibility
and creation. In ancient China, if people want to be successful, the only way is having
extraordinary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public examinations. This was the reason why people
at that time preferred a strict teacher. A strict teacher can press you to work hard so you
can stand more chance on being successful.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way being successful
in the ancient, modern society is relatively flexible. People can be successful in different
aspects, like academic, sports, music or even arts. Strict teachers are no longer needed on
producing outstanding students, and they might even limit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addition, a tense education can be a source of stress to students, which may lead to
the opposite effect on their motivation in studying. According to a research contributed by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are under severe study pressure easily lose their
motivation and enthusiasm for their study. Shockingly, the number of students suicide due to
study pressure has been rising rapidly. In fact, students’ confidence and self-esteem may be
damaged by the less encouraging and strict teaching style. So, a strict teaching style can
even lessen students’ confidence, let alone produce outstanding students.
Also, students maybe fed up with studying, or even resist with the school or teachers.
As compared to strict teachers, students prefer nice and friendly teachers. If students are
biased against the teacher who is strict, they may turn a deaf ear to what the teacher
teaches. As a result, those students are unable to learn through the strict teaching style and
their potentials might not be uncovered. H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ict teachers and
students might not be beneficial to both parties, which can make a negative impact on
learning.
Somebody may support the saying that strict teachers can instill knowledge to students
and equip them with better examination skills. However, I think this might not be the best
since teachers should inspire students in learning. Students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enough
room for exploring their talents.
To sum up, strict teaching style is not the only way to produce outstanding students as
it may hinder students’ development. I do believe that students need more support than
discouragement. For these reasons, I think strict teaching do more harm than good on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