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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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正覺人：
早前我接受了《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的訪問，希望借此文章與大家分享我的學習經歷。期望
大家在新學年能確立目標、盡展所長，為自己的理想奮鬥！
美斯校長

為興趣而閱讀 喜愛地理的好動校長
——專訪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游美斯校長
熱愛地理 從閱讀開始
游校長從小對世界充滿好奇，進而轉化成對地理科的熱愛。在外遊機會不多的年代，她如何從
閱讀中擴眼世界？
因飲食興趣，小時候的游校長會到圖書館去看「大書」（Big Book），翻看書中的煮食方法，
看精緻圖片之餘，同時培養了閱讀興趣。游校長坦言，閱讀應從興趣開始，學習語言亦一樣。
一如男生們喜歡研究網上遊戲的「攻略書」，縱是英語、日語亦會盡力去讀。游校長說：「只
要有興趣，語言和文字便不是隔閡。」
隨年紀漸長，游校長對世界充滿好奇，單從電視上看旅遊節目已滿足不了她。延續兒時的閱讀
習慣，加上當時外遊或考察的機會不及現在的孩子般多，游校長只好透過書本放眼世界。她開
始讀《國家地理雜誌》及其他旅遊書籍，了解各地風土人情，漸漸鞏固了對地理科的喜愛。及
至大學時終以地理為主修專業，一唸便是五年，直至碩士。
大學時的研究，使游校長再一次了解到閱讀與自學的重要。她研究香港山火後的植披，大量涉
及各種化學和生物範疇的知識。文科出身的她，只好自己多讀相關書籍，甚至閱讀化學科及生
物科的中學課本，將勤補拙，決心以自學來彌補根基不足。
好動女生 身體力行了解大自然
游校長小時候是個活潑好動的女生，不僅喜愛籃球，更喜歡戶外活動。從嚴謹的小學女校升至
男女中學，女生不易與學兄分享球場，游校長轉投遠足活動的懷抱。
猶記中三那年，一行十多個中學生，膽大的獨自跑到西貢白臘灣露營。游校長笑說：「沒有老
師領隊，沒有學校安排，幻想著陽光與海灘的浪漫旅程。」但現實卻是不留情面的狂風，吹得
同學們狼狽不堪，攀山涉水，好不容易才回到家，這使游校長明白守望相助的重要：「同行的
友人未必每一個都一般的壯碩，但面對難行山路，朋友間互相支持，方能平安回家。」
對地理的興趣，從閱讀始，亦由這次的露營更加加深了。從這次深刻的露營，不單讓游校長接
觸大自然，親近大自然，同時使她喜愛大自然。
各階段確立價值觀 盡投正覺教育
各階段接受的教育，都一一影響著今天游校長的教育方針：嚴格的小學教育，使她學會守紀；
多元的中學學習，令她著重從親身經歷中成長；大學的自由自主，更讓她深化對知識的追尋。
游校長強調：「希望正覺中學的學生，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一塊『階磚』，找到屬於自己的位
置。每一位學生均是『有名有姓』的，不論成績是上、中、下游的，每一位都同樣重要，同樣
得到關顧。」學生未必能立時找到自己的「階磚」，但游校長希望正覺中學的同學能與老師、
校長一起找尋目標與興趣。

獎學金
為了鼓勵同學在品德、學術、體育、藝術及服務等範疇的努力及進步，學校和九龍倉「學校
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特設多項獎學金以作鼓勵。各位正覺人，加油！
獎學金
各級首三名

內容
獎勵在學校考試中取得優良成績的中一至中六同學

學科獎

獎勵在學校考試中取得優良成績的同學

操行獎

獎勵在紀律、禮貌、儀容等各方面都有優異表現的同學

傑出學生

由各級老師提名學業成績名列前矛、操行優良的學生參加
「傑出學生選舉」，經過一輪的面試，老師再在學業成績、
領導才能、服務等範疇選出優異表現的同學。

正覺之星

獎勵每班各方面表現優良的同學

正覺獎學金

獎勵在學校表現最優秀的中六同學

正覺尖子獎學金
學科獎

表揚學生於「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在個別科目考取考獲5、
5*、5**等級優異的成績。

正覺尖子獎學金
個人成就獎

表揚學生於「香港中學文憑試」中考取33222或以上成績

Project WeCan
學術獎學金

以全年成績計，學業成績優異同學便獲得獎學金

Project WeCan
盡展潛能獎學金

獎勵在課外活動表現優秀的同學，分四個範疇：
A. 優秀運動員
B. 藝術大使
C. 校本極光計劃 (優秀義工)
D. 校際比賽優勝同學

夏利文飛躍進步
獎學金

每班設2名。以上下學期成績比較，分數進步最多便獲得
「飛躍進步」獎學金。

2014-2015年度領袖生名單
年度領袖生名單
領袖生隊長

領袖生

葉冬靖
2A 崔迪恒
2B 馮嘉盈
3A 陳珮彥
3A 鄭家浚
3B 蘇志威
4D 陳洁
5B 李世豪
5C

黃玉娟
2A 林卓盈
2B 吳依文
3A 張采靈
3A 石如岑
3C 甘浩正
4D 梁思雅
5B 曾子聰
5C

林添恩
2A 林伯蒙
2C 蕭萬華
3A 龍昊睿
3A 韋諾
3D 盧奕維
5A 莫沛儒
5D

黃嘉旺 3A 梁栢棋
2A 何晁霆
2B 陳浩楠
2C 伍俊霖
3A 陳偉熙
3A 賴宥充
3A 何純樺
3A 王善平
3A 熊劍幫
4A 徐婉悠
4A 梁屹妍
5B 鍾沛榮
5B 符芳豪
4C

李澤龍
3A 陳煒欣
3A 何耀聰
3B 盧家禧
4B 李志業
5B 李卓豪
2B

放開懷抱、
放開懷抱、熱愛中文

歐陽秀婷

老師
九月，春光明媚，操場上站著莘莘學子。你們仰著頭、頂著太
陽，專注而戰兢地看著台上老師的宣佈：專注，因為生怕少了甚麼
資訊，戰兢，因為對未知的學年生活的恐懼。這是老師第四年的教
學生涯，伴隨著繁花的凋零與綻放，我從事中文教學的心路也幾經
起伏。唯一使我堅持至今的，正是你們一雙雙專注而戰兢

的眼睛，能夠伴著你們一起走過懵懂的青澀歲月，對我來
說，也未嘗不是一種柳暗花明。
語言的習得是長期的過程，欲速不達，但我們絕不可放慢步伐。體會、掌握
文字之美要慢慢來，但我們的一致目標終究是文憑試，除了能遊走在文字的花園外，也必要
掌握考試的竅門。教育改革令學校和學生疲於奔命，在現今的考試制度下，我無法哄騙你們
「在最後一年搏盡」即可在中文科爭取合理成績。現在的中文科文憑試是高層次的考核，著
重考生的基礎知識、文學底蘊、分析闡述，凡此種種都無法在一年間「速成」。所以，絕

不可以看輕你們初中三年的浸淫式中文教育，唯有你們能放開懷抱、熱愛中文、
熱愛文學，才能令「興趣」成為你最好的老師，在學習中文的路上也會較順利
愉悅。

在正覺裏醒覺

林澤

超老師
佛教正覺中學，培育了我，與我共度整個中學生涯。還記
得初入學時，我跟大部分同學一樣，都是懵懵懂懂，都是「為
返學而返學」，完全沒有目標，漫無目的地在學海中漂浮。正
正我同樣經歷過迷失、恐懼、懶惰，所以我更能將我所體會到
的，反省後的，藉着這個機會與各師弟師妹分享。我認為，正
覺大家庭內的每一位各師弟師妹，最缺乏一剎的醒覺。要先改
變你們的上學態度，以「為未來而返學」為目標，做到

「專注」、「堅持」、「勤奮」，三樣缺一不可！
「專注」於自己的學業，不能分心。我看見有些學生，將兼職放在首要目標，
超越了學業；也有些同學有非常多興趣：玩音樂、運動等。他們有時會不慎將這些興趣放在
求學階段的首位，忽略正規的課堂學習，往往導致「兩頭唔到岸」。我不是說幫補家計不對，
或有興趣不對，但是，一定要將學業放在首位，先將時間、精力放在學業、課堂上。

「堅持」於自己的信念，永不動搖。相信自己，堅持自己的信念，遇到難題、
難關，也會努力尋求解決方法，不斷跟內心說：「我係得既！」。而且，加上正覺大家庭中
每位熱心教學的老師，同學遇到問題，一定能夠得到充足資源去解決。因此謹記，必須堅持，
把握學習機會，把握相信自己的信念！

「勤奮」於自己的目標，努力不懈。「人生在世，方少青時，忌頹，忌賴。」
在年青時，不可頹廢懶惰，不可依賴推卸。當我們認清首要目標，將目光放至未來，我們便
能看見學習的道路。在這條路上，難免有些挫折，例如：成績欠佳，但是我們不要氣餒，堅
持下去，認清目標，然後與三五知己一同在學海上前行，互相監督，互相打氣，齊齊在學習
的道路上作戰，共同為未來打拼。
醒覺不是突如其來，而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我們同樣出身於正覺大家庭，我相信大
家都能做到「專注」於自己的學業、「堅持」於自己的信念、「勤奮」於自己的目標。共勉之。

正覺人正覺事
承諾‧專屬‧頂點‧零‧帶領‧精神
會長

許佩茵

副會長

潘昌賢

文書

曾芷晴

財政

張逸朗

福利

徐浩軒

宣傳

林添恩

美術設計

黃卓玲
邱詠琪

康樂

符芳豪

總務

林曉慶

祝賀學生會成立

學生會選舉已經結束，我們十分高興本內閣能夠得到同
學信任，成功當選今屆學生會，藉此機會，我衷心感謝
各位同學的支持，讓我們有機會為同學服務。今年，我
們會繼續以服務同學為目標，舉辦多元化活動，務求各
位同學有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未來的一年，我們一定
會全力以赴，希望達到同學的要求，秉承學生會一貫服
務同學的精神。最後我謹代表全體內閣成員再次向校長、
各位老師和同學致謝。
現屆學生會主席 5C 許佩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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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社幹事名單
社長：5D 楊嘉偉
社幹事：2A 王學霖，3C 盧凱均，
4C 何頴心 ，4D 潘芷晴，潘凱盈，
5A 黃智郎，5B 陳仁茂，王凱欣，
5C 何詠杰，吳家瑜， 5D 黃廸文

社長 ：5B唐健羣
副社長：5B謝偉賢
文書：3D龍昊睿
宣傳：3A梁柏棋
康樂：5B黃錦龍
總務：3D翁志剛
5B王銘華
財政：5B黃朗褀

社長：4A梁屹妍 5B蔡林哲
財政：4B馬照峰
文書：4D陳承慧
康樂：4D何詠桐 5D陳駿輝
宣傳：4B梁延興 5B梁灝德
團隊激勵總監：2B馬軍冰 4A洪曉峰

覺社 正社
行社 儀社
5B區文翹
3C甘浩正
3A邱嘉慧
3A陳君妍

社長：5B楊旻橡 5D謝惠冰
副社長：4A張詠湄 4B徐沛旋
文書：4D潘倩婷
財政：3B劉曉晴
康樂：3A陳煒欣 4B陳俊傑 5A梁翰森
總務：3C蔡志偉 3C周治廷 5B鍾沛榮
宣傳：5A郭鈺偲 5A林思敏 5C蔡尚汶
5C葉冬靖

在過去的暑假中，我，莫雅妍，林詩敏和何芷瑤曾到可正幼稚園進
行一連三日的實習。其實我們都是很喜歡小朋友，並且立志成為一位幼
稚園老師。我們以為這份工作很容易勝任，但原來不容易：小朋友專注
力低，比較好動，老師要花很多心思吸引他們上課，務求讓小朋友在快
樂中學習，學會一些生活技能，認識世界。眾多學生之中，有些小朋友
比較活躍，有些較內向，因此老師要關顧不同學生。除此之外，我們明
白一字一句都會影響小朋友的言行，所以我們都格外留心上課時的用語。
最後很多謝學校給我們這個機會，讓我們了解幼稚園老師這行業，
參加這次義工服務後，我們都充滿自信，相信自己都能夠勝任這份工作。
5A 郭鈺偲

在台灣生活了幾個星期，開始了獨自生活在言語不通的情況下，
慶幸有朋友扶持，才得以慢慢適應過來。
我在台灣念的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的僑生先修部，在課程方
面，這一年大多為大學課程的基礎理論，國文課還是要背古文，而
且小測考試極多，我感到無比的壓力。不過，我相信只要願意付出，
他朝定有收獲。現在我會為目標好好努力，希望正覺的師弟師妹訂
下學習目標，為理想人生而奮鬥！
2013- 2014 畢業生 6E 趙國匡

來了台灣已經快一個多月了，海外留學給了我很大的挑戰。首先，
來到陌生的環境，面對陌生的老師，同學，最重要的是家人不在身邊，
事無大小都要自己解決。各項生活細節都要自己解決；洗澡、洗衣、換
床單、買各項生活用品。總而言之，日常父母幫你解決的事來到這你都
必須做到獨當一面。在課業方面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和時間去唸書，也要
在課業上準備充足，壓力就不算是什麼東西了。坦白說，到了大學後老
師就不如中學老師那麼有愛，請珍惜老師的「嘮叨」啊！
各位加油！
2013- 2014 畢業生 6E 周嘉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