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游美斯校長

2015年師生利用暑期完成的壁畫創作，為學校添上無限色彩!

傳統公營學校建築只求實
用，課室、特別室或其他活
動空間都缺乏生氣。2013年
某月某日，有同學對我說：
「校長，不如讓學校增添色
彩，千篇一律的校園設計，
真有點單調！」同學的意見，
一直在我腦海縈繞。

適逢學校剛參與了Project
WeCan，我們心想：何不藉
此契機，讓同學參與改善校
園的計劃，從而啓發學生創
造力，以嚮應教育界提倡發
展創意思維的趨勢?因此我
和同工將構思與商業夥伴夏
利文物業管理公司的團隊和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
計劃(QSIP)的陳可兒博士商
討，結果一個名為「你」想
校園(取其理想校園)的跨科
專題研習活動誕生。

這研習活動非讓同學天馬
行空，我們要求設計提案必
須配合學校的可持續發展，
同學要上理論課，分組草擬
計劃書，並需在匯報日向同
學展示，亦要說服我、陳可
兒博士及夏利文的同事，形
式如招標。從他們的準備過
程及演繹中，我們了解對同
學的學習需要及學習的追求
更加了解。同學們的設計其
實十分有見地，亦真的會配
合學校課程的需要。經過多
年的發展，在夏利文及中大
QSIP的共同協作下，他們
的設計也逐步實現成今天正
覺的多個情景教室。

一切從「你」想校園開始
首先，同學最希望改善圖

書館環境，他們參考坊間時
尚書店的概念，建議增設互
動區，讓師生在課餘舉辦工
作坊、讀書會等，以營造校
內的閱讀風氣，增進師生交
流。其次，有同學希望在校
園增添中華文化色彩，於是
建議將其中一間教室改為古
代書室，裏面擺放古色古香
的器物，令人儼如置身於文
人雅士的書齋中。學校的中
華文化館的緣起便是這樣。
更有一些對創意科技有濃厚
興趣的同學，希望在原有的
特別室內添置最新科技，以
緊貼時代。他們建議將原有
的設計科技室變身成Maker
Lab；電腦室變身成STEM
Lab……今天，正覺校園已
經大變身，同學的提案都落
實了，他們的心血沒有白費。

為了使同學更有效地在不
同的情景教室學習，教師團
隊設計了不同的學習活動融
入課程，如文物導賞、茶藝、
3D打印、編程、創意閱讀
等，最令老師高興的是同學
比以往更主動投入學習，學
生透過成果展示呈現學習成
效，成績有目共睹，學校亦
因此屢獲殊榮，如優秀科技
學校和多個創科獎項，喜閱
學校和多項與圖書館及閱讀
相關的加許等。作為校長，
我深信締造空間讓師生發揮
至為重要。當然，沒有夏利
文及QSIP的啟發及支持，
很多項目都未必會發生。不
一樣的教室創造了不一樣的
學與教互動，相信我們仍有
無限的發展空間!

2014年5月23日是匯
報日，各同學花盡
心思，期望自己的
設計能夠勝出!

中華文化館

LEGO STEM LAB



我們深信「只有提供多元機會，多元能力的學生才能走出多元出路！」

Project WeCan 除了為學校營造一個充滿機會的學習環境，更
為正覺人提供了很多不一樣的校園生活，讓師生們增廣見聞，托
闊視野。我們深信學校要有多元機會，多元能力的學生才能走出
多元出路 ! 為強化同學們的團隊精神、領袖才能，我們有
「 Leader I Can 計劃」和「Strive for Survival Camp 」; 為了提升
同學畢業後的競爭能力，我們設「一人一証書計劃」，生涯規劃
組同事按同學的興趣籌組多項學術及職專証書課程；為了鼓勵同
學力爭上游，我們設有多個獎學金，學校更設立「WeCan
Exchange Scholarship澳洲昆士蘭交流計劃」獎學金，讓同學們在
暑期進行3個月的留學計劃……如此種種，讓每一位正覺人有機
會發展天賦的才能。

不一樣的成長經歷 團結就是力量! 認真的孩子是最美
麗的! 我們相信人人可以是領袖!

葉冬怡同學
……我擔任會所助理一職。我挑戰自己，在一個

未知及陌生的環境第一次工作。我明白了工作並不簡
單，賺錢並不容易，當我們踏入這個社會的時候，必
須要有禮忍耐，主動跟同事交流討論。每日去面對着
接近百個客戶的時候都要保持笑容，無論對方是跟我
們聊天，抑或質疑我們，甚至責罵我們，保持笑容是
必須的，令我開始明白外面的工作世界是如何……

Joey Chan, 2017-18 BCKSS graduate, WeCan Scholar
'Widening our horizons is always significant' is what my six-year secondary school life in Buddhist
Ching Kok Secondary School taught me. Our school offers numerous opportunities, helping me
understand our city, our country or even the whole world more. My teachers encourage me to
participate in the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job tasting program and the trip to Qianhai
and Nansha. All these activities definitely deepen my understanding of Hong Kong and China and
what qualities our community are looking for in young talents. On top of that, I got a sponsorship
from Project WeCan to study at a local high school in Australia for two and a half months. I now
have a clearer picture of how and what I want my future to be like.

Though academic performance is critical, we should never neglect the importance of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Everyone has their own talents; all we need to do is to try our best to learn as
much as we can in class. Even if you do not get an ideal result in the end, you can still be proud of
the progress you make 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ways out to get to your final goal. Just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never give up.



從2013年至今，我們感恩得到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和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QSIP)團隊對學校和同學的支持。(本校有一名畢業生已成為夏利文的一員！) 作為商業夥伴，夏
利文會為同學提供不同的生涯規劃體驗，對同學們循循善誘，愛護有加。QSIP團隊更因應學校的
情況及學生的需要，為我們度身訂造一套以校本為主的改進方案，又為老師及學生提供相關的培
訓及工作坊，同時舉辦跨校活動，讓參與的學校可互相學習及分享經驗。能成為「學校起動號」
的一份子，在這7年間，同學真的多了很多機會，師生們的視野亦擴闊了。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
教學學系林智中教授在一次專業培訓與我校同工分享 : 「……照顧好基層學生是需要大量資源的。
這些資源不單是財政上，還包括專業支緩和學生的學習機會等。故此學校不能單打獨鬥，要尋找
關注學生成長的大學及企業，才能幫助學生，尋回初心，下定決心，培育恆心！」故此，真的很
感謝這些年有這麼多人與正覺人同行。

充滿動力的「學校起動號」
(Business – University – School ) 

Messages from our Partners 

Project WeCan是一個全面和長線的商院校合作計劃，
有別於一般集中於學生智力發展的支援項目。今年計劃剛
好是十週年紀念，回顧過去，我覺得學校和學生最大的得
益有兩點：（1）提升學生的文化資本；（2）成就學校推
行創意教育。

常常聽到社經地位弱的學生是輸在起跑綫，因為他們欠
缺文化資本。在家庭和親友間沒有受到追求卓越的薰陶，
往往連自己欠缺甚麼也不知道，只滿足於中學畢業後找一
份可以糊口的工作便成全了人生目標。學校若能善用
Project WeCan的資源和網絡，可以接觸到很多行業高端的
發展和成功人士，啓發他們訂立志向和達致目標的行動。
另外，學校經常都想發展創意教育，但礙於缺乏經濟支持，
亦要通過教育局很多資源運用的規條，而令教師卻步難行，
商界的資源正好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額外的資源包括的
不只金錢，還有給學生提早接觸真實職場的機會，讓學生
大開眼界，而且亦配合生涯規劃的目標。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QSIP)陳可兒博士

多謝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 給
夏利文同事有機會在工作當中經驗另一世界。
透過 Project WeCan，同學們在校園學習過程中
多了不同的體驗 (如趁墟做老闆、職場體驗計
劃等等)，擴濶視野，使同學將來在升學或踏進
社會前有了更多元的準備。而在夏利文同事方
面，有機會接觸學生，感覺好新鮮，在工作上
亦增加了活力。

透過Project WeCan，夏利文與正覺中學及
QSIP 合作無間，看到同學為理想不斷努力，亦
十分開心可以和充滿活力和愛心團隊合作。在
此祝願正覺中學師生不斷進步，生活愉快。

Louie Fung, Personnel & Administration Manager
Harriman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夏利文團隊每年皆會參與正覺運動會，齊齊

動起來!

同學參與紙飛機計劃，學習創意寫作，
獲益良多。

陳可兒博士及游美斯校長以「非一般
的教室」與友校老師進行分享。
。

夏利文 Job Tasting Programme，為高中同學提
供職場面試培訓及試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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