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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委員的話 
李楚敏女⼠ 

感恩兒⼦可以加入觀瑪這個⼤家庭！跟很多家長⼀

樣，對於孩⼦升上中學，⼼情特別忐忑不安。可以入

讀觀瑪很⾼興，但亦很擔⼼，始終⼩學的學習⽅式和

環境跟中學有很⼤分別。再加上兒⼦升中代表他已進

入另⼀個⼈⽣階段，如何好好教導和溝通非常重要！ 

加入家教會是希望可以多了解學校各⽅⾯的情況，多

了解兒⼦學習的地⽅，能夠幫助兒⼦適應初中的⽣

活。也希望透過家教會的活動與更多家長交流，藉著

反映各家長的寶貴意⾒，使家教會能與學校⼀起營造

更美好的學習環境和教學⽅針，讓學⽣得以均衡發

展，開⼼過中學的⽣活。期待今年與⼤家能更多互相

認識，⼀起學習，⼀起服務。 

最後，祝願兒⼦和所有觀瑪同學，能有愉快⼜充實的

⼀年。 

 

林杰先⽣ 

今年7⽉9⽇，兒⼦收到觀瑪的升中派位證，達成了他
的升中⼼願，全家⼈都很⾼興。短暫的喜悅後，因為

有⼀些關於觀瑪的消息傳來，說觀瑪着重培養學⽣⾃

主學習及⽣活，英⽂教學程度較深，經常進⾏課堂⼩

測等，我開始擔⼼兒⼦能否適應觀瑪，所以⼀收到中

⼀的新書之後，我便催促兒⼦在暑期花⼀些時間預習

書本內容，他就邊查字典邊預習，⼀直到了9⽉2⽇開
學。兒⼦正式進入觀瑪學習之後，感覺雖然中⼀課程

眾多，但觀瑪功課並不多，較著重培養學⽣的⾃學能

⼒，要求學⽣不僅要做好功課，還要溫習和預習課

⽂，⽽不是完成功課就算。令⼈擔⼼的是兒⼦似乎還

沒有完全適應觀瑪⽣活，時常因漏帶功課⽽被留堂，

英⽂學習未能趕上，熱衷於打機⽽沒有認真的學習態

度等；當然也有⼀些表現值得⾼興，例如他願意參加

⼀些社團和課外活動來擴寬視野，還懂得⾃⼰整理課

堂筆記和溫習重點等。⽬前兒⼦表現有喜有憂，但無

論如何，我都會⽀持和幫助他進⼀步適應學校⽣活，

陪着他成長。 

我相信良好的家校合作，會營造⼀個和諧的校園，從

⽽為學⽣提供⼀個良好的學習環境，有助於同學們學

習和⽣活。為維持良好的家校合作出⼀分⼒，我加入

了家教會，與其他委員⼀起去搭建家校合作的橋樑，

多接觸家長，多反映意⾒，多與學校溝通，⼤家⼀起

共建和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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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享 —《參加北京、瀋陽
歷史及⽂化探索之旅後感》 
5E 劉俊偉 

坐在前往北京的航班上，我在座椅前的熒幕上點選了

《末代皇帝》這部電影，細看清末皇室在風雨中飄

搖。不久，我緩緩進入了夢鄉。或許我對這趟旅程充

滿期待，夢中竟看到那把玩蟈蟈的末代⼩皇帝，帶我

走進晚清的歷史裡去。 

到埗後，⾸個景點便是居庸關。⽑主席說過：「不到

長城非好漢。」這話的確為長城增添不少魅⼒。走上

城樓，我回看下⽅，⼈潮如海，熙熙攘攘，熱鬧非

常。眺望⼭坡上的數座城樓，各以城牆相連，連綿不

絕。極⽬遠望，⼜是⼀座座更⾼更遠的城樓，那種

「⼀⼭還有⼀⼭⾼」之感油然⽽⽣。好漢們，我們再

往前⾏吧！最後我們到了⼭上的東⼭箭樓，居⾼臨

下，燕⼭⼭巒重疊，⼭勢雄奇，使居庸關成為軍事重

鎮，易守難攻。遙望關外，只⾒到⼀條通往北⾯的國

道，誰⼜知昔⽇這

裡是直通塞外的軍

事要道？千百年

來，⾼聳的城樓⾒

盡了漢軍出關征

戰，胡⼈揮師南

下。但這戰亂頻仍

的時代早已消失，

今天中華⺠族只有

五族共和，再無漢

胡之爭。長城雖已

經完成了它的歷史

任務，但仍巍然屹

立，氣勢不凡。 

翌⽇⼀早，導遊領

著我們向故宮建築

群進發。我們⼀⾏百⼈就像清代的蒙古親王，⻄藏喇

嘛，琉球國使⼀樣，帶著隨從，千⾥迢迢入京覲⾒天

⼦。此時，我們格外興奮。因為我們在天安⾨外已經

⽬睹北京的黨國地標，諸如⼈⺠⼤會堂，⼈⺠英雄紀

念碑，⽑主席紀念堂等等。從這富有社會主義⾊彩的

現在建築群中，走進中國古代的帝皇之居，⼀時之間

如穿梭時空，認識了北京的今昔變化，⾒證了歷史的

滾滾洪流。 

我們經過七彎⼋拐，穿過天安⾨，進入了故宮，到了

太和⾨廣場。太和⾨是⼤殿前⼀道宮⾨，其上⾶簷微

翹，⾦碧輝煌，其樑柱別具特⾊，⾼尚⼤氣。走過這

華麗的⼤⾨，映入眼簾的是⼀座更甚華麗的⼤殿 ── 
太和殿。太和殿是故宮中最宏偉的宮殿，古時皇帝登

基，冊封皇后等儀式都在這裏舉⾏。抬頭望去，殿內

台階上有精緻的⿓鳳⽯雕，⽯雕之上擺放着⿓椅，兩

旁共有六根松⽊柱，柱上有⾦箔製成的⾦⿓，⿓頭全

部⾯向皇座，這凸顯了帝皇的無上權威。頃刻，我卻

在沉思着⾄⾼無上的皇座是否真的能擋得權⾂悍將的

直諫和逼宮？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次⽇⼀早，我們啟程前往沈陽

去。我們參觀沈陽故宮，接著去了張⽒帥府 ── 張作
霖和張學良兩⽗⼦的官邸。這帥府是按傳統的四合院

模式建造，內裡的建築亦包括⻄式⻘磚洋樓。洋樓內

的四壁都被貼上了玻璃展板，描繪張⽒⽗⼦與國共兩

黨的關係，以及張

學良兵諫蔣介⽯和

⽇後被軟禁的事

跡。但令我嘖嘖稱

奇的是帥府內地⽅

有限，但每年卻招

待了上百萬的遊

客，張⽒⽗⼦究竟

魅⼒何在？是其⽗

的傳奇崛起？還是

其⼦的捨⾝兵諌？

⼜或者⽗⼦同⼼，

共謀⼤業本來就是

⼀件教⼈津津樂道

的美事。 

回港時，我繼續收

看那部未看完的《末代皇帝》。電影接近尾聲時，溥

儀皇帝赫然已成垂暮老⼈。他想⼀探故居，卻被守衛

攔住，嚷着要他付錢買⾨票，才讓他進去。溥儀回到

昔⽇的皇座前，並掏出他藏在⿓椅下的蟈蟈把玩。頃

刻，落⽇餘暉就散落在紫禁城上，天慢慢⿊了。電影

就此落幕，⽽我的旅程亦已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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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享 —《參加⻄安歷史⽂
化考察團有感》 
6C 莊卓賢 

⻄安作為秦朝、漢朝和唐朝等朝代的⾸都，保留

著不少的名勝古蹟。在這次的⻄安遊學團，令我

有機會參觀到不少宏偉的歷史古蹟。 

當中包括擁有各式各樣⻄安特⾊⼩吃的回⺠⼀條

街。在這條街中，我們可以嘗試⻄安最聞名的⽺

⾁泡饃、夾饃、麻辣⽺蹄和⽺⾁串等等不同款式

的特⾊⼩吃。不少同學也對那兒的食物讚⼝不

絕；⽽⼤明宮國家遺址公園也給我留下不淺的印

象。⼤明宮是唐代帝王居住的王宮，其⾯積相當

於3個凡爾賽宮，4.5個故宮，15個⽩⾦漢宮，還
記得當天乘著觀光⾞仍需半⼩時才能圍繞⼤明宮

國家遺址公園⼀周。充分反映出唐代盛世的輝煌

和繁盛，實在令⼈佩服不已；此外，交流團中亦

有⼀環節讓

同學們體驗

考古挖掘的

⼯作。那裡

有⼀個沙池

埋着約⼗個

歷史⽂物複

製品，同學

需要在池中

利⽤⼯具掘

出 那 些 ⽂

物。然⽽，

我們都太害

怕⾃⼰的鞋⼦弄髒，眾⼈都有所顧忌，只在沙池

的四邊挖掘。沙坑越深，同學便越不耐煩，紛紛

放棄挖掘。正當我也浮起放棄的念頭時，居然給

我掘出⼀件⽂物，讓我和同學受寵若驚！ 

⽽在眾多歷史古蹟中最讓我難忘的，莫過於秦始

皇陵兵⾺俑博物館。那⽇參觀時的經歷到現在仍

然歷歷在⽬。在參觀銅⾺⾞展覽時，館內⼈⼭⼈

海，⾞⽔⾺⿓。⼈們你推我撞、爭先恐後、互相

擠擁。假若不是我緊抓著同學的背包，我早就淹

沒在這撲⾯⽽來的⼈海中！兵⾺俑⼀號坑的場

⾯，更是令我愕然。館裡⽔泄不通，就連想前進

亦步步艱難，⼈的數量甚⾄媲美坑內的兵⾺俑隊

伍。我和同學們為了拍照，更是在⼈群中不停左

穿右插。幸好皇天不負有⼼⼈，幾經辛苦終於讓

我能親眼⽬睹兵⾺俑。那境況比我想像中的還要

壯觀、氣勢更是磅礡。我⼼裡不斷重複的問：究

竟以⼆千年前的科學技術要如何才能建立出這⽀

兵⾺俑軍隊呢？⼀個⼜⼀個數以千計的兵⾺俑在

坑內排列。聽導遊說，每個兵⾺俑都有各⾃的表

情、⾝⾼、姿勢，絕非是倒模完成的。再加上，

兵⾺俑裝甲的製作亦是非常繁複、精細。令我感

嘆秦朝時，中國那⾼端的⼯藝技術。當我親眼⽬

睹眼前眾多的

兵⾺俑，我

不禁想像秦

始皇的皇權

威嚴。就連

埋葬時，亦

有這儼如⼀

⽀軍隊的兵

⾺俑陪葬，

更未計其他

⾦銀珠寶的

陪葬品。 

作為⼀名歷史

學⽣，我很榮幸能夠到這些歷史古蹟參觀。每個

古蹟、每件⽂物，都有其背後的故事，反映出當

時的社會狀況、社會風氣。⽽這些都絕對不能單

單從書本中能夠體驗得到，只有參加這些遊學團

才能有機會學習到歷史的真實⼀⾯。希望仍有機

會參加這種類型的歷史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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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享 — 布⾥斯本交流團 
An unforgettable learning experience 
3C Tsang Hoi To  

Last summer holiday, I joined a study tour to 
Brisbane held by the school in order to 
experience the culture there. We went to a local 
school and learnt a lot about Australia. All of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were friendly. They 
treated me as their family member. The teachers 
always used some interesting ways to help us 
learn. We learnt through videos and games. The 
lessons were so much fun! After this study tour, I 
found out that the teaching methods in Hong 
Kong and Australia are quite different and both 
styles of teaching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rawbacks. I think the schools in Hong 
Kong and Australia sh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 

Getting along with the host family 
3B Yau Chi Hung  

In July, I went to Australia for a sixteen-day 
study tour with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My 
homestay mum was Mrs. Santi who took good 
care of me. On the first day, I rarely talked to 
her because I felt very shy. After all, it was my 
first time to live in another home in another 
country. However, I soon found out that she was 
very nice. When I first went to her home, she 
asked us whether we were hungry. She also 
watched movies with us. Moreover, the food she  
made was really delicious. I had a wonderful 
time with her. In the sixteen days, I also found 
that Australians are nice and polite. It is very 
easy to get along with them. Also, my classmates 

wer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I learnt a lot from them. In a nutshell, I had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n Australia. 

The local Aussie lifestyle 
5C Roy Lee Ka Hei 

Many Hong Kong students spend a lot of time 
doing homework and studying for tests and 
exams, so most of us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sleep or good quality sleep. However, people in 
Brisbane sleep pretty early. Our host family go to 
bed at 8 p.m. every day and wakes up at 5 a.m.,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what happens in 
Hong Kong. Not only is the daily routine in 
Brisbane different, but also the food. Instead of 
having rice, noodles or fast food, many people 
there prefer having sandwiches for lunch. I am 
impressed by how health-conscious people there 
are. This journey not only helped me broaden 
my horizon, but also changed my view on how 
to keep myself healthy. 

Wonderful experiences 
3B Roy Chan Sze Nok 

I had some special experiences in Brisbane last 
summer. For example, we went bowling. Some 
of us had not done it before and so we did not 
do very well in the first round, but we tried 
again and again, and finally we could hit all the 
pins. We also played golf. Most of us had not 
played golfed in Hong Kong so we were so 
happy to be able to try it in Brisbane. The golf 
course was huge! I think the most special 
experience we had was being up-close with 
kangaroos. Being able to see them in a short 
distance was a precious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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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成績優異獎  

6

1A 陳嘉豪 中⽂

中史

公⺠教育

1A 黎卓橋 體育

1A 彭⼦健 倫理

1A 薛⼦謙 體育

1A 楊浚昊 體育

1C 鄭尚弦 ⾳樂

視藝

1C 卓兆聰 地理

1C 張泉培 電腦

1C 郭俊賢 倫理

普通話

1C 麥庭彰 ⾳樂

1C 謝曉光 科學

1C 王奕榆 英⽂

1D 陳健浩 體育

1D 李家祺 歷史

⾳樂

普通話

1D 林俊希 中⽂

1D 余信⾔ 數學

體育

1D 阮俊儒 視藝

2A 陳啟燊 中史

地理

2A 鄭家浩 電腦

2A 黎君亮 中⽂

2A 王⾱賢 普通話

 

2B 陳德恒 英⽂

地理

歷史

⾳樂

2B 林智鋒 ⾳樂

普通話

2B 李宇昊 公⺠教育

2B 梁肇麟 普通話

2B 呂正將 科學

體育

2B 徐頌謙 倫理

視藝

2B 楊長昊 普通話

2D ⽅浩騰 數學

2D 蘇⼦遇 普通話

3A 鄭博仁 電腦

3A 郭旭恒 數學

3A 鄺幃喬 基本商業

經濟

3A 林汝毅 中⽂

公⺠教育

3A 鄧上⾏ 數學

化學

地理

歷史

⽣物

3A ⿈穎皓 ⾳樂

物理

3A ⿈煥朗 中史

3A 丘⽂華 中史

3B 陳逸希 英⽂

公⺠教育

3B 周洛希 倫理

3B ⾼翰楠 ⾳樂

視藝

3B 林⽂彬 體育

3B 溫栢軒 ⾳樂

3D 何以恆 普通話

3D 林⽂杰 電腦

4A 鄧熾塱 體育

4C 許傑霖 倫理及宗教

4C 周嘉偉 中⽂

中史

4D 何仲康 地理

4D 何宇軒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經濟

數學單元⼀

4D 梁綽峯 英⽂

⽣物

倫理

4D 羅嘉賢 倫理

4D 蕭俊亨 通識

4E 陳俊瑋 化學

4E 鄺凱華 通訊科技

4E 梁天曦 數學單元⼆

4E 劉俊偉 歷史

4E 盧良熙 物理

4E ⿈曜坤 數學

5A 陳偉茗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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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張智健 倫理及宗教

5C 羅易通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5C 游諾天 體育

5D 李浩鋒 地理

5D 顏宏耀 數學單元⼀

5D 蕭志豪 通識

歷史

5E 張承傑 英⽂

電腦

5E 朱天樂 ⽣物

歷史

5E 劉卓浚 經濟

5E 魯健辰 化學

物理

數學單元⼆

5E 林景灝 數學

5E ⿈智立 中⽂

中史

5E ⿈⼦駿 倫理

3D 梁永盛

4A 鄭柏翹

4B 梁鎧安

4C 周嘉偉

4D 蕭俊亨

4E 陳俊瑋

5A 陳慶

5B 賴煒峰

5C 張栢森

5D 蕭志豪

5E 林景灝

1A 彭⼦健

1B 柯嘉權

1C 麥庭彰

1D 余信⾔

2A 鄭家浩

2B 陳德恒

2C 冼嘉浩

2D 關翟銘

3A ⿈穎皓

3B 陳逸希

3C ⿈嘉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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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組獎學⾦ 1D ⿈顯通

3B ⾼翰楠

5E 王澤濤

觀瑪·⾏·追夢計劃獎學⾦

1st — Graphene Solar Cell Blinds 4D 何仲康

4D 梁綽峯

4E 梁駿亨

2nd — Appointment Slips System 5E 梁旭希

5E ⽂俊⽇

3rd — Automatic Watering System 5E 梁旭希

5E ⽂俊⽇

傑出觀瑪⼈獎學⾦ 5A 陳偉茗

5B 温偉賢

5E 陳進禮

5E ⿈智立

5E ⿈⼦駿

5E 朱天樂

觀家報 ⼆零⼀九年⼗⼀⽉ 第四⼗九期
出版 觀塘瑪利諾書院家長教師會

地址 香港九⿓觀塘翠屏道100號

編輯 ⿈瑋晴老師、劉家榮老師

嗚謝 李⽂信副校長、屈能伸副校長、馮興華老師、⾺耀宗老師、
⿈朝揚老師及各撰⽂者

江天⽂神⽗獎學⾦ 2A 王⾱賢

4E 盧良熙

任澤⺠神⽗獎學⾦ 3A 丘⽂華

5E 王澤濤

林清新老師品⾏優異獎學⾦ 3A ⿈穎皓

5E ⿈⼦駿

林清新老師最佳風紀獎學⾦ 5E ⿈⼦駿

3B 王嘉銘

林清新科學創意獎學⾦ 1D 余信⾔

5E 魯健辰

林清新老師上游獎學⾦ 6E 郭晉皓

趙垣林校長社會服務獎學⾦ 5E 朱天樂

陳振威校長勤奮獎學⾦ 6E 洪澤⿓

梁國齡活動獎學⾦ 3A 林汝毅

5E 朱天樂

⾳樂獎學⾦ 5E ⿈智立

體育獎學⾦ 4A 鄧熾塱

獎項名單(2018-201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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