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年度觀瑪主要發展 
屈能伸副校長 

本學年受到社會事件和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雖然上
課⽇⼦不多，但學校仍在不斷發展。以下介紹幾個重
要的項⽬，讓⼤家了解⼀下。 
  
⼀．「校本體適能計劃」 

學校體育組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資助項⽬：「校本
體適能計劃」。本年度將會添置體適能輔助⼯具，例如推雪橇訓練⾞、沙鈴、炮筒懸掛式訓練帶、測
體及肌⾁量機、健⾝球、軟藥球、壺鈴、體能訓練包、體適能跳箱、閃爍速度訓練器、滾筒及光學⼼
率傳感器等等。下學年起，將會推⾏校本體適能計劃，為學⽣提供系統性訓練，提升體能和健康。 
  
⼆．「太陽能板發電系統」 

學校新翼天台安裝太陽能發電板，收集太陽光中的光能，之後轉化為電能，接入學校電網。整個計劃
由政府資助，機電⼯程署承辦，免費替學校安裝。⼯程落成後，學校擁有全套系統，並負責⽇後的維
修保養⼯作。產出的電⼒以每度５元售賣給中華電⼒有限公司，所得收益將⽤作系統保養和推廣環保
活動。計劃中包含⼀台電視屏幕展示發電量數據，也有⼀塊太陽能板作教育展示⽤途。為免破壞天台
的防⽔層，⼯程不會在地⾯鑽孔插釘，每塊太陽能板的⽀架⽤28塊合共336公⽄的環保⽔泥磚壓著，
可抵受強風吹襲。預計系統於七⽉下旬開始投入運作，為環保出⼀分⼒。 

  

三．「更衣室及洗⼿間翻新⼯程」 

本校成功向教育局申請撥款，於2020年6⽉翻新地下
男女洗⼿間和更衣室。落成後，男更衣室與男女洗⼿
間地點互換，並重新規劃空間，令男洗⼿間的空間加
闊，設備也相應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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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紅外線體溫檢測系統」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校⽅立即決定於⼆⽉底斥資安裝紅外線體溫檢測系統，以備復課後有效檢測進
入校園⼈⼠的體溫，縮短檢測時間，減輕教職員和當值學⽣的⼯作負擔。進入校園時，如果有⼈體溫
比⼀般⼈為⾼，系統立即發出三種警示：電視屏幕顯示⾼溫位置呈紅⾊、警報燈閃亮和蜂鳴器響起。
警報發出後，會進⼀步⽤體溫計為有關⼈⼠確實情況。 
  
五．「禮堂裝設吸⾳板⼯程」 

學校將於暑假期間裝修禮堂，在牆壁上鋪設吸⾳⽊板以改善禮堂外觀和提升⾳響的效果。下⼀步，校 
⽅打算加上校徽、校訓和宗教的裝飾，暑假後禮堂將會煥然⼀新了。 

家教會主席的話 
⿈勁邦先⽣ — 路在腳下 活在當下 

時光荏苒，彈指間，孩⼦已是少年。⾃2014年我的長⼦加入觀瑪後，我便加入家教會，今年更有幸擔
任主席，同時也參與家長校董的⼯作。這些年，腦海常常浮現⼀個問題，作為聯繫家長與學校的橋

樑，我可以做些什麽？畢竟，⾃⼰也是在觀瑪畢業的，對⺟校有⼀份說不出的感情。觀瑪這個⼤家

庭，需要由眾⼈悉⼼搭建的，我希望可以跟家教會的委員⼀同參與其中。 
 
2019/20年度這個學年，對不少⼈⽽⾔，就像平靜的湖⽔突然翻起了巨浪。社會事件的衝擊，突如其來
的疫情，這些不能預期的事情接連發⽣，打破了我們⽣活的節奏，對學校每⼀個崗位都造成不同的挑

戰。我們要⽤什麽態度讓孩⼦瞭解當前的狀況？怎樣去輔導他們的情緒？怎樣和他們共度各種難關？

家教會有幸跟學校接觸，瞭解到老師在學⽣輔導上付出

極⼤的努⼒，看到學校平衡地做了很多⼯作去應對。這

裏有智慧、有關愛和忍耐，感恩觀瑪有天⽗的帶領。 
 
停課是迫不得已的，時間⼀天⼀天的過，家長擔⼼孩⼦

追不上課程，學習變得散漫。學校團隊不想讓這個學期

的學習變成「真空」，於是在艱難中透過另類的途徑，

讓同學繼續學習。初時不少老師⾃發利⽤網上資源遙距

授課，到後來的實時網上課堂，推⾏更全⾯的學習。親

愛的同學們，你們適應了視像課堂沒有？對着螢幕上課

的感覺如何？試想想你們的老師，他們在短短的時間排

除萬難，Zoom、Google Classroom、Youtube、
eClass、Whatsapp、Webcam、Mic等都⽤上了，⽬
的是給你們可以繼續學習。當然，同學適應也不容易，

但是只要你們專⼼上課，⽤⼼學習，好好感受老師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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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已經是最⼤的回報了。家長們會為你們打氣，也爲學校、老師打氣！ 
 
我們改不了外在的嚴峻環境，但我們可以鞏固內在堅毅的⼼境。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把握每⼀天，度

⼀個均衡的⽣活，好好安排學習、休息、娛樂、運動、與家⼈相處……孩⼦在家的時間多了，與家長
相處的時間也不是更緊密嗎？聽説不少⽗⺟和孩⼦因爲減少外出，多了⼀起做飯、弄美食的時間；也

有家長帶孩⼦到⼾外接觸⼤⾃然；也有家長⿎勵孩⼦在家裏⾃學⼀些新事物。在過程中，或許我們可

以學習改變，改變⼀下⼼境和態度，說不定會有新的體會呢！ 
 
在這段時間，我們除了要⼩⼼防疫外，更要保持⼼境開朗，正向的情緒有助提升抗疫⼒。讓我們都懷

着希望，迎接新⼀天的來臨。當疫情結束，定會給我們帶來新的動⼒，我們會更珍惜所有、更愛護⼤

⾃然、更重視健康、更渴望與家⼈和朋友相聚、更明⽩幸福不是必然的。這段停課、停⼯、停⽌社交

的⽣活，就像⽑蟲活在繭中的⽣活，破繭⽽出的時候，就是我們戰勝疫情的時候。在這疫情時間，求

天⽗繼續帶領，使我們⾝⼼安康，勇敢地⽣活，對⽣命充滿希望及活⼒，給予各⼈愛⼼和動⼒，⼀起

共建觀瑪。 

家教會委員的話 
司庫楊麗菁女⼠ — 非凡學年的另⼀些學習 

凡事都有兩⾯，甚⾄更多⾯。以為失去了，其實得到的，比想像得到的更多。⼀直以來，每⼀個都市

⼈來到這個世上，就是忙着每天的⾏程表，在每⼀個⼈⽣階段中，不斷成長、學習、⼯作，為⽣活⽽

忙個不休。 

在這突如其來的疫症侵襲下，我們⽇常⽣活的時間表都

被打亂了。沒有如常上學⼂上班⼂聚會。雖然如此，但

各⼈沒有因此⽽停了下來。不要誤以為在此所指的是要

出外到處跑跑跳跳，⽽是體驗和學習另⼀種⽣活。在沒

有恆常的活動時，正是很好的時候放鬆⼀下。原來放鬆

也是⼀種學問。當⼤家為⽣活⽽忙得喘不過氣，情緒受

⽣活和⼯作壓⼒所困擾，可曾幻想有⼀刻能停了下來，

舒舒氣？⼤家從來都不敢放下，怕⾃⼰趕不上時代步

伐。近來學了⼀個詞語「放空」，就讓⼤家嘗試放空⼀

下吧。 

另⼀⽅⾯，為了控制疫情，⼤家都非常⾃律，⼤多數時

間留在家中，⼩朋友不能上學、參加課外活動、補習。

成年⼈沒有像平⽇般跟朋友敘會，沒有⼯作上的應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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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之，是與家⼈相處的時間。可能有些⼈發現，原來以往跟家⼈相聚的時間是那麼少。長時間共

處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這種家⼈之間的相處，都要有着磨合、包容和溝通，也是要不斷學習的。

我與⼦女多了時間坐在⼀起閒談，在不同的話題裏，彼此間的了解加深了，知道他們對事情有着⾃⼰

的想法、分析和⾒解，我才頓覺他們都成長了。 

多了空閒時間，能夠計劃和實踐⼀些平⽇沒有時間做的事情，學習⼀些課本以外的知識，也是非常有

意義和寶貴的。⼦女在家⾃學烹飪，當了⼩廚神，晚餐做出美味的菜式，早餐準備新鮮出爐的麵包，

下午茶準備美味甜品。除了學習當中的技能外，看到在這過程中，他們展示出創意、⼼思和耐性。他

們不是每次的嘗試都會成功，有時也會受到⼀些挫敗所打擊，但要學習吸取經驗，為下次做好準備，

繼續嘗試。 

在此重申，這個疫情不是⼤家希望得到的結果。地球上很多⼈為此失去寶貴的⽣命，我認為失去⼀條

性命也嫌多。透過這些經歷，希望⼤家要學懂珍惜，在未來的⽇⼦，也應該能夠處變不驚，坦然⾯對

和適應不同的環境，⾃我反思，開拓思維，尋求進步。 

⽂康謝⽟娟女⼠ — 共創觀瑪更好的明天 

兒⼦加入觀瑪這個⼤家庭已有半年多了。剛開始，他無論是學習態

度，還是學習成績都⼤不如前，這或許是還不習慣吧。這個學年⼤

家經歷了兩次⼤停課，尤其是2020年新年，因爲⼀場新冠肺炎襲
港，導致全港中⼩學校及幼兒園2⽉3⽇的開學⽇被迫延期。 

病毒席捲⽽來，讓⼈猝不及防，惶恐不安。我擔⼼兒⼦成了疫情中

慵懶的蟲，每天的時間讓吃喝拉撒佔據了，天天沉迷⼿機遊戲，情

況令⼈擔憂。但也是這場戰「疫」，老師們意識到危機和挑戰，他

們順應時勢，快速轉變⼼態，克服萬難，從⾯授改爲網絡視頻教

學，幫助兒⼦在疫情間「停課不停學」，班主任還不時的打電話關

⼼兒⼦的健康和學習情況。 

我無意中看到⼀個數據，《王者榮耀》這遊戲在疫情中⽇收入20億元。這確實讓⼈擔憂，兒⼦當然不
會愚笨的作⼀分貢獻。後來，他還在這個被迫延長的停課期，學會了分層次的學習⽅式。按照上學的

作息時間，制定切實、可⾏、⾼效的學習計劃，針對⾃⼰較弱的學科查漏補缺，將知識點强化、細

化、條理化，全⾯提升⾃⼰實⼒。對於不懂的問題，及時通過通訊軟件向老師提問。老師們的努⼒，

兒⼦學習態度的改變，讓我感到很⿎舞。 

當然，這⼀切都離不開家校合作，也證明了我當時加入家教會的決定是正確的。希望校⽅繼續和我們

同⼼協⼒，不管在什麽情況下，為培育學⽣⽽努⼒，共創觀瑪更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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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年度班家計劃簡介 
周滙仁老師 — 吾班我家 共愛觀瑪  

「家庭」乃天主教教育核⼼價值之⼀。⽽在校內營造互信和關愛的

家庭環境，是天主教學校的其中⼀個教育使命。今個學年，雖然⾯

對着社會環境和流⾏疫症的挑戰，我們仍希望在校內栽種愛，透過

推⾏‘My Class, My Family’ Scheme，讓我們的學⽣在校園⽣活中找
到家庭般的溫暖。‘My Class, My Family’ Scheme 以團結、欣賞和關
愛為其核⼼意念，透過校內跨組別的合作，舉辦⼀系列以班為本的

活動，共建融洽友愛的校園環境。 

回顧上學期，雖只匆匆數⽉，但亦收穫甚豐。學校推⾏班級競賽，透

過中華常識⾾⼀番、課室清潔比賽、陸運會班際4X100接⼒跑比賽等
活動，累計積分，希望能營造班別之間的良性競爭，加強班內同學互

相合作的⽂化，凝聚班級團結。 

另外，今年也舉辦了KTMC’s Got 
Talent活動，讓不同班別的學⽣於午
飯時間在雨天操場向校內同學表演獻

技，有的唱歌，有的表演魔術，也有

的展示功夫，表現了觀瑪同學的多才

多藝。活動提供了⼀個讓同學展示多元才華的機會，表演的同學固然

各逞其才，圍觀的同學也反應熱烈，由此營造同儕之間互相欣賞的⽂

化。除此之外，各同學在⽣⽇的⽉份會收到滿載祝福的⽣⽇卡，⼗⼆

⽉時也舉辦了以「家庭／班家」為主題的壁報設計比賽，此皆旨在加

強班中的關愛氛圍。 

原定下學期尚會舉辦⼀系列

的班際比賽，以推展以班為

家的精神。相關活動最終因

停課⽽取消，但學校對營造

互信和關愛的家庭環境的信念始終不變。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求索。感謝每⼀個曾經在雨天操場裡不吝獻技的

同學，感謝每⼀個曾經給予別⼈掌聲的同學，感謝每⼀個曾

經盡⼼為班出⼒的同學，也要感謝每⼀位愛⽣如⼦的老師。

我們都是同⼀個⼤家庭的成員，風風雨雨，以班為家，並肩

走過。期望在下⼀年的班際活動中再看到你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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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育組學⽣代表分享 
5C 蔡亦愷, Kyle 

I am delight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my experience as part of the Hong Kong 
200 Leadership Project last summer. Aiming at improving the leadership skills of students 
in Hong Kong, the programme picks 200 students from local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every year to participate in numerous courses and workshops to hone their skills as 
future leaders. On the programme, I had many chances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elit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who inspired me a lot on different occasions. 

In one of the activities called ‘Project for HK’, we worked in groups to draft a proposal on 
establishing a social enterprise in an attempt to address a pressing issue in Hong Kong. 
The winning group would be provided with funds necessary for the participants to put the 
proposal into practice. Though my group mates and I didn’t manage to get the prize in the 
end, the ideas of the winning group did amaze me. The students drew ample research data 
to show tha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minority groups often came from people’s 
prejudices. Therefore , they proposed an activity called ‘Making Friends in the Dark’ in 
which participants with various backgrounds, such as the mentally-handicapped, the ethnic 
minorities and ordinary citizens, would sit together to enjoy a meal in complete darkness 
and talk with each other. In the end, they would decide on whom they would like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winning group also gave a very lively and vivid presentation that 
impressed us all. I could see that all the members in the group worked closely with each 
other to keep sharpening their ideas. It’s their synergy in team work and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that marked their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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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張敬華, Kelvin 

I crossed paths with many amazing people on 
the programme called the Hong Kong 
Model Legislative Council last summer.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rogramme, participants 
were assigned to represent real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to take part in the 
model election forums, model council 
conferences and attend high table dinners 
with current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t the conferences, some university students played the role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we could question them according to the political stance of our own party. Even though I 
am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Debating Team at school, I found that parliament debate was 
way more challenging and exciting than what I had been doing before. Most of the times, I 
had to immediately respond to the statements given by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well as 
the attack by the pro-establishment parties. Also, the real-time multi-perspective 
interactions were thought-provoking. It was such a fruitful experience that we got to 

vigorously discuss controversial social 
issues, which allowed me to have a 
more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s in Hong Kong. 

Through the experience, I came to 
understand that real communication 
only exists with active listening. We 
should always seek first to understand, 
then to be understood. Active listening 
is the very first thing we should have in 
mind before we give an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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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蕭景⽂, Kingman 

The programme I joined last summer called the Global Youth Minister gave me an 
opportunity to discuss some important global issues with some of the best students from 

other schools. In the program, participants 
were assigned as diplomat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In 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all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bout 20 
countries would sit together to reach some 
resolutions on certain motions. 

I reckon we should celebrate differences.  
That’s what I learnt in the programme. For 
example, we discussed the issue of LGBT 
rights, namely the rights of the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sexual peopl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a conservative country, 

on the one hand I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and stance of the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my partner and I, as well as all representatives of other countries, began to take part 
in intense lobbying among ourselves. It was in the lobbying process that I saw the 
conflicting and diverse viewpoints on the issue. Sometimes we could not reach a 
consensus but we still learnt to respect each other and joint hands in making compromises 
that most of us could accept. The spirit of celebrating differences could also be seen at the 
Cultural Night event. We were required to do some cosplay and some dressed up as 
Aladdin while someone dressed up as Black Panther. Some danced to Canto-pop and 
some to K-pop. The magical night demonstrated how differences  could coexist in perfect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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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年度上學期中⼀⾄中五級各班第⼀名 

2019-20年度上學期中⼀⾄中五級各科獎項 
Class Name 姓名 科⽬

1A LI CHEUK HEI 李焯熹 歷史

1B LUK WAI KIT 陸偉傑 公⺠教育

1B LUK WAI KIT 陸偉傑 地理

1C CHAN MAN YIN 陳閔賢 英⽂

1C CHAN MAN YIN 陳閔賢 ⾳樂

1C CHAN MAN YIN 陳閔賢 科學

9

班別 Name 姓名

1A LI CHEUK HEI 李焯熹

1B LUK WAI KIT 陸偉傑

1C CHAN MAN YIN 陳閔賢

1D HONG WAI HO 洪煒豪

2A CHONG HO HON 莊浩瀚

2B CHEUK SIU CHUNG 卓兆聰

2C YEUNG CHUN HIN 楊俊軒

2D WANG KWUN HING JAY 王冠興

3A CHEN TAK HANG 陳德恒

3B CHANG KA HO 鄭家浩

3C LEUNG KA HANG 梁嘉衡

3D CHAN KA CHUN 陳家駿

4A CHEUK KWAN HO 卓鈞豪

4B KONG SHING FUNG 江城鋒

4C WONG WING HO ⿈穎皓

4D LAM YU NGAI 林汝毅

4E TANG SHEUNG HANG 鄧上⾏

5A CHENG PAK KIU 鄭柏翹

5A YU WAI NAM 余⾱楠

5B WONG SIU MING ⿈兆銘

5C ZHOU KA WAI 周嘉偉

5D LEUNG CHEUK FUNG ALVIN 梁綽峯

5E LEUNG TIN HAY 梁天曦



1C LAM CHUN LOK 林俊樂 中史

1C LAM HANG KIN 林⾏健 電腦

1C LING SIU HEI 凌兆晞 電腦

1C TAM KAI TSUN 談啟浚 中⽂

1D CHAN CHEUK YIN CHRISTOPHER 陳卓賢 視覺藝術

1D CHOW TSZ HO 周梓皓 電腦

1D HONG WAI HO 洪煒豪 倫理

1D HONG WAI HO 洪煒豪 體育

1D HONG WAI HO 洪煒豪 普通話

1D HONG WAI HO 洪煒豪 視覺藝術

1D LAU POK TO 劉博滔 數學

1D LEUNG HO HANG 梁皓⾏ 視覺藝術

2A CHENG SHEUNG YIN 鄭尚弦 電腦

2A CHONG HO HON 莊浩瀚 英⽂

2A CHONG HO HON 莊浩瀚 歷史

2A CHONG HO HON 莊浩瀚 科學

2A HUANG SAI WING ⿈世榮 普通話

2A LAI MAN TSUN 黎汶浚 歷史

2A LEE TSUN FUNG 李浚豐 倫理

2A NG TSZ CHUNG 吳⼦聰 ⾳樂

2A YEUNG TSUN HO 楊浚昊 體育

2A YU SHUN YIN ISAAC 余信⾔ 數學

2A YU SHUN YIN ISAAC 余信⾔ 科學

2B CHEN KA HO 陳嘉豪 公⺠教育

2B CHEUK SIU CHUNG 卓兆聰 中⽂

2B CHEUK SIU CHUNG 卓兆聰 地理

2B CHEUK SIU CHUNG 卓兆聰 視覺藝術

2B OR KA KUEN 柯嘉權 中史

2B SIT TSZ HIM 薛⼦謙 體育

2D WANG KWUN HING JAY 王冠興 倫理

3A CHAN CHUN NOK 陳俊諾 中史

3A CHAN CHUN NOK 陳俊諾 電腦

3A CHEN TAK HANG 陳德恒 ⽣物

3A CHEN TAK HANG 陳德恒 電腦

Class Name 姓名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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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CHEN TAK HANG 陳德恒 英⽂

3A HUANG HO ⿈昊 普通話

3A LAI KWAN LEONG 黎君亮 基本商業

3A LAI KWAN LEONG 黎君亮 物理

3A LEE CHEUK HON JERRY 李卓翰 經濟

3A TSUI CHUNG HIM 徐頌謙 倫理

3A TSUI CHUNG HIM 徐頌謙 地理

3A WONG WAI YIN 王⾱賢 化學

3A WONG WAI YIN 王⾱賢 中⽂

3A WONG WAI YIN 王⾱賢 公⺠教育

3A WONG WAI YIN 王⾱賢 經濟

3A WONG WAI YIN 王⾱賢 視覺藝術

3B CHANG KA HO 鄭家浩 數學

3B LAM CHI FUNG 林智鋒 ⾳樂

3B LAM YIN KWAN 林彥均 歷史

3B LUI MARCUS CHING CHEUNG 呂正將 體育

3B YEUNG CHEUNG HO 楊長昊 普通話

4A CHEUK KWAN HO 卓鈞豪 倫理及宗教

4B WONG CHUN SING ⿈鎮昇 體育

4C HO JOY YAN 何在昕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4C LI KA HIN 李嘉軒 體育

4C WONG WING HO ⿈穎皓 英⽂

4D CHAN YAT HEI 陳逸希 英⽂

4D HO HINCI 何宇軒 倫理

4D KO HON NAM ⾼翰楠 地理

4D KO HON NAM ⾼翰楠 通識

4D LAM CHUN YEUNG 林臻揚 通訊科技

4D LAM YU NGAI 林汝毅 中⽂

4D LAM YU NGAI 林汝毅 中史

4D LAM YU NGAI 林汝毅 倫理

4D WONG PUN CHUNG ⿈品宗 通識

4D WONG WUN LONG ⿈煥朗 經濟

4D ZHOU MAN SHING 周⽂城 中史

4E KWOK YUK HANG 郭旭恒 數學

Class Name 姓名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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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 LI TSZ SHING 李⼦誠 歷史

4E LIN WENBIN 林⽂彬 體育

4E TANG SHEUNG HANG 鄧上⾏ ⽣物

4E TANG SHEUNG HANG 鄧上⾏ 化學

4E TANG SHEUNG HANG 鄧上⾏ 英⽂

4E TANG SHEUNG HANG 鄧上⾏ 物理

4E WONG KA MING 王嘉銘 體育

5A CHAN TO KAMSON 陳陶 體育

5A CHUNG KA TO 鍾家濤 體育

5C HUI KIT LAM 許傑霖 倫理及宗教

5C NG PING HIN 吳秉軒 歷史

5C ZHOU KA WAI 周嘉偉 化學

5C ZHOU KA WAI 周嘉偉 中史

5D CHEUNG CHI HUNG 張志雄 數學單元⼀

5D HO CHUNG HONG 何仲康 地理

5D HO YU HIN 何宇軒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5D LEUNG CHEUK FUNG ALVIN 梁綽峯 英⽂

5D LEUNG CHEUK FUNG ALVIN 梁綽峯 倫理

5D LIANG CHUNG YIN 梁頌賢 ⽣物

5D LO VINCENT 羅嘉賢 倫理

5D SHIU CHUN HANG 蕭俊亨 中⽂

5D SHIU CHUN HANG 蕭俊亨 倫理

5D SHIU CHUN HANG 蕭俊亨 通識

5E CHAN CHUN WAI 陳俊瑋 經濟

5E KWONG HOI WA 鄺凱華 通訊科技

5E LEUNG TIN HAY 梁天曦 數學單元⼆

5E WONG YIU KWAN ⿈曜坤 數學

5E YIU CHEUK MAN 姚卓⽂ 物理

Class Name 姓名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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