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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教師會文康的話  是誰帶來了鮮花？           黃勁邦 
 

  

我家裏不常看到鮮花，更何況是平常的日子。有一天，

妻子發現家裡的花瓶插了一朵紅玫瑰，第二天又發現紅玫瑰

旁多了一朵白玫瑰。妻子最初以爲是我買的，再問一下嫲嫲，

也不是她買的。那就奇怪了！那是誰呢？難道是孩子買的嗎？

還未到母親節啊！後來，大兒子說學校的公益少年團舉行花

卉義賣籌款，但花不是他買的。噢，原來那鮮花是另一個兒

子買的，他是我家的二哥  子仲。 

 

    感謝觀瑪和天父，讓子仲加入這個大家庭！跟很多家長

一樣，對於孩子升上中學，都是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畢竟

小學的環境，以至學習方式跟中學有所不同。中一的學期已

經過了一半時間，幾個月後就是暑假了。看到孩子慢慢地適

應觀瑪的校園生活，懂得自動自覺地做事；今天還會帶回可

愛的鮮花，作為父親的我不禁會心微笑！這一刻，我感到孩

子已經融入觀瑪這個大家庭！希望他之後的幾年時間，除了

在學業上進步，也可學懂跟不同的人相處，並感受到天父給

他的愛。 

 

    在父母眼中，每一個孩子都是獨特的，而我的孩子也不例

外。他常常會做一些出人意表的事，給人驚喜，而這也提供了

一個學習機會給作爲父母的我們。我希望自己能學懂多了解孩

子的性格，常持包容的心，多聽他們内心的聲音，陪他們一起

成長。在他們不斷嘗試發揮自己的時候，可在旁邊默默地給予

扶持和鼓勵。但願天父從旁協助每一個家庭，將愛的種子播種

在每一個人的心田。 

 
 

  

2018 年 6 月第四十六期內容： 
 

P.1 家長委員的話 
 

P.2-3 學生遊學團後感 
 

P.4   中一至五上學期學業成績獎項 
 

P.5 中六全年學業成績獎項及獎學金 
 

P.6 校長分享： 

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的意義 
 

P.7 聖誕親子旅遊 
 

P.8 新春親子同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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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少數民族風情及探索求真科學營》後感  

 中五戊班  陳宇謙 
 

  一提起貴州，不期然就會想到貧窮、落後，所以 4月份我參加這個科學營時，還以爲自己今次

一定會吃盡苦頭，但經過這次旅程後，我改觀了。 

 

  貴州的科技在中國政府大力支持下，發展一日千里，短短幾年間已搖身成為大數據基地，吸引

到如微軟、騰訊等中外巨企在此建立大數據中心。參觀大數據中心後，我明白到中國政府以及企業

是如何透過收集大量雜亂數據，再經過整理分析成為潔淨數據。這些數據除了可以改善工作效率，

甚至可以開發新的商機。例如「貨車幫」是一間成功運用大數據而創業的公司，他們注意到中國貨

車、司機、貨物的閒置和錯配問題，在貴州山區尤為嚴重，於是在貴陽市建立了一個手機應用程式

平台和數據收集中心，開拓了新的市場，開創貨主、司機和企業三贏的局面。 

 

  我亦有幸參觀全球最大，面積有 30個足球場大

小，有「中國天眼」之稱的 500米口徑射電望遠鏡（簡

稱 FAST）。中國科學家選中貴州獨特的喀斯特地形中

的一處窪地建址，是因爲該處四面均有山峰作為阻隔

無線電波的天然屏障。在座談會中，透過參與建造者

李輝博士的分享，我了解到望遠鏡施工運作期間的詳

情，並得知當中遇到不少困難，但都在一群科學家團

隊的合作下，一一克服了。科學家對望遠鏡的熱情和

奉獻，大大促進了中國甚至世界天文學方面的發展。 

 

行程當中，我們曾到過貴陽一中普瑞國際學校，與該校師生一

起上課和交流。我除了能接觸到中國學校的上課模式，還對中國學

生備課充足、課堂上積極回應的學習態度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次活

動令我收穫良多。 

   

除了以上三處，我們還遊覽了黃果樹瀑布、天星橋、水上石林、

青岩古鎮和貴州博物館等。總括而言，這次的旅程很有意義，使我

對貴州有了新的理解，亦增進了我對中國科技發展方面的認識。如

果再有機會，我一定會再次參加這類型的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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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心」學生內地交流計畫 ─ 廣州的西式建築及歷史文化 

 

遊學石室  敬慕先賢 

中三甲班  劉俊偉 
 

徹夜難眠，我坐在酒店房間的椅子上，看著相機裡那高聳入雲的石室聖

心大教堂 ── 全球四座全石結構哥德式教堂建築之一，也是全國重點文物

保護建築物。那教堂巍峨雄偉，教我嘆為觀止，但更教我感動的是當時廣州

西方傳教士的勇敢堅毅…… 

 

三月九日早上，我校一行八十八位師生從學校出發，乘車前往座落於廣

州的石室聖心大教堂。剛到達，還未看到它的踪影時，已經在建築群中看到

那兩根尖尖的高塔。走到教堂大閘前，我們終於能窺見全貌。兩座尖塔夾著

教堂的主體，正面有一扇圓形的玫瑰窗，在初春晨光的照射下，整座建築物

格外壯觀，予人莊嚴神聖之感。走到教堂前，可看到兩塊刻著『Jerusalem 1863』

和『Roma 1863』的石牌，象徵天主教在耶路撒冷興起並在羅馬崛起，也紀念那些在 1860年代於中

國南方宣教的教士們。教堂內部，是歌德式的建築風格，採取尖肋拱頂設計，用一條條柱子和鏟形

拱來撐著教堂的頂部，產生逐漸向上的視覺效果。教堂的牆壁鑲嵌了一幅幅璀燦奪目的玻璃畫，記

載了一段段聖經故事的教誨，浸透著一絲絲敬慕天主的情感。 

 

這座教堂的創始人 ── 明稽章神父。當時，他

獲教宗任命為宗座監牧，孤身一人，飄洋過海，來到

這個否定天主教信仰的國度。明神父面對著語言障礙、

文化隔閡，不但沒有氣餒，更立下在華弘揚天主教的

決心。那時，他計劃建一座大教堂來吸引信徒。可是，

計劃還未付諸實行，他便因當時廣州人民的排外情緒

高漲而被趕出廣州城外。後來，他排除萬難與滿清的

官員交涉，最終可在廣州落實建造教堂。不幸地，他

在教堂建成前兩年病逝，無緣見證教堂竣工的一刻。

明神父將自己的一生奉獻天主，耗盡二十多個寒暑，

在異鄉傳揚福音，不畏文化障礙，不怕民族仇恨，全心、全意、全力地傳揚福音，那份堅毅不屈的

精神，實在值得我們學習和敬佩。 

想著想著，我腦內突然浮現了江天文神父的身影。

江神父是我校的創校校長，從美國來到香港傳教已有

五十多年，期間竭力服務香港、作育英才，對不公義

的事據理力爭，更不因權威而屈服。早前香港政府要

推行母語教育政策，強迫大部分學校以中文教學，江

神父多次登報痛陳利弊。江神父的堅持深深打動了我 

，告訴我要為公義而堅持到底，即使面前有多大的阻

力，也要下定決心跨過去。在面對困難、挫折時，永

不言棄，才能有成果，而觀塘瑪利諾書院的一磚一瓦，

不就是這樣的成果嗎？頃刻，我驚覺巍峨雄偉的，又

豈只石室聖心大教堂？勇敢堅毅的，又豈只在廣州的

西方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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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成績優異獎 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各科第一名（2017 至 2018 年） 

1A 陳銘海 電腦  2C 卓鈞豪 電腦  4E 陳進禮 化學 

1A 趙俊熹 電腦  3A 陳泓亮 音樂  4E 陳進禮 地理 

1B 葉俊熙 倫理  3A 陳泓亮 體育  4E 張承傑 英文 

1B 林彥均 歷史  3A 何宇軒 生物  4E 朱天樂 歷史 

1B 黃子仲 視覺藝術  3A 何宇軒 公民教育  4E 劉卓浚 英文 

1C 陳俊諾 電腦  3A 何宇軒 經濟  4E 梁智軒 
企業、會計及 

財務概論 

1C 林子超 音樂  3A 何宇軒 音樂  4E 梁旭希 通訊科技 

1C 呂正將 體育  3A 何宇軒 普通話  4E 魯健辰 數學 

1C 吳鋮俊 電腦  3A 鄺凱華 英文  4E 林景灝 經濟 

1D 陳俊諾 公民教育  3A 鄺凱華 倫理  4e 林景灝 物理 

1D 陳啓燊 中史  3A 梁綽峰 音樂  4e 尹俊傑 中史 

1D 鄭家浩 數學  3A 梁綽峰 視覺藝術  4e 黃智立 中文 

1D 張偉浩 英文  3A 李文斌 視覺藝術  4e 黃智立 通識 

1D 馮卓翹 視覺藝術  3a 梁頌賢 化學  4e 黃子駿 倫理及宗教 

1D 梁倬豪 視覺藝術  3a 盧良熙 地理  5b 陸鋒華 倫理及宗教 

1D 梁宗穎 公民教育  3a 盧良熙 數學  5C 羅浩泓 中史 

1d 梁肇麟 地理  3a 盧良熙 物理  5C 蕭仲謙 體育 

1d 梁肇麟 普通話  3a 盧良熙 視覺藝術  5d 陳朗生 
企業、會計及 

財務概論 

1d 吳逸男 科學  3a 唐浚文 電腦  5d 彭宇賢 通訊科技 

1d 徐頌謙 視覺藝術  3B 陳俊瑋 中史  5d 龐嘉明 數學（單元一） 

1D 王韋賢 中文  3B 陳俊瑋 經濟  5d 曾科銘 地理 

2A 陳逸希 中文  3B 張敬華 公民教育  5d 曾科銘 通識 

2A 陳逸希 英文  3b 馮浩陽 歷史  5d 黃俊浩 歷史 

2A 陳逸希 歷史  3b 廖冠然 視覺藝術  5d 黃詠雄 英文 

2A 鄺幃喬 歷史  3b 石澤樂 視覺藝術  5e 鄭鈞禧 生物 

2a 林臻揚 視覺藝術  3b 蕭俊亨 基本商業  5e 蔡孝謙 倫理及宗教 

2a 蕭浩哲 電腦  3b 蕭俊亨 中文  5e 洪澤龍 經濟 

2B 周洛希 中史  3b 蕭俊亨 倫理  5e 杜焯賢 
企業、會計及 

財務概論 

2B 周洛希 公民教育  3b 蕭俊亨 音樂  5e 杜焯賢 中文 

2B 周洛希 倫理  3b 蕭俊亨 視覺藝術  5e 杜焯賢 英文 

2B 高翰楠 音樂  3b 周嘉偉 倫理  5e 杜焯賢 通識 

2b 林文彬 普通話  3d 胡朗曦 音樂  5e 杜焯賢 數學（單元二） 

2b 鄧上行 地理  4a 陳偉茗 體育  5e 杜焯賢 數學 

2B 鄧上行 數學  4b 范耿豪 倫理及宗教  5e 杜焯賢 物理 

2b 鄧上行 科學  4c 游諾天 體育  5e 黃梓豪 化學 

2b 黃穎皓 體育  4e 陳進禮 生物     

 
學科成績優異獎 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各班第一名（2017 至 2018 年度） 

1A 陳銘海 2A 陳逸希 3A 何宇軒 4A 伍植麟 5A 鄧裕俊 

1B 林彥均 2B 周洛希 3B 蕭俊亨 4B 范耿豪 5B 余衍樺 

1C 陳俊諾 2C 高焯謙 3C 黎灝峰 4C 陳卓熙 5C 李金柏 

1D 梁肇麟 2D 吳偉隆 3D 胡朗曦 4D 陳子軒 5D 黃俊浩 

      4E 林景灝 5E 杜焯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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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成績優異獎 中六級全年各科第一名（2017 至 2018 年度） 

 

6A 蘇文浠 倫理及宗教  6C 鍾汶霑 中史  6C 阮鋒文 英文 

6A 蘇文浠 體育  6C 韓宇翹 英文  6D 蔡奇昌 生物 

6A 葉伶聰 地理  6C 韓宇翹 化學  6D 姜兆希 生物 

6B 黃曉軒 通識  6C 韓宇翹 
企業、會計及

財務概論 
 6D 吳嘉傑 

數學 

（單元二） 

6C 陳灝俊 歷史  6C 林家銘 倫理及宗教  6D 吳嘉傑 數學 

6C 陳癸全 
數學 

（單元一） 
 6C 劉卓維 倫理及宗教  6D 譚賀文 生物 

6C 趙頌禧 歷史  6C 梁偉澤 通訊科技  6D 楊庭朗 經濟 

6C 鍾汶霑 中文  6C 黃凱俊 物理     

學科成績優異獎 中六級全年各班第一名（2017 至 2018 年度） 

 6A 范昇暉 6b 張子軒 6C 韓宇翹 6D 嚴逸洪 

江天文神父獎學金： 3B 蕭俊亨  任澤民神父獎學金： 3B 張敬華 

 4E 黃子駿   4E 梁旭希 

趙垣林獎： 5D 黃詠雄  傑出觀瑪人獎： 5D 曾俊傑 

林清新獎： 4B 梁詠舜   5E 吳卓賢 

活動獎：  5D 呂健瑋   5E 黃政熙 

最佳運動員獎： 3C 梁皓鈞   6D 林瑋誠 

音樂獎： 6D 林瑋誠   6D 嚴逸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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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分享：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的意義 

 
因應香港教區所提出的天主教教育主要使命，本校法團校董會

憲章內列明學校必須維護五個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並將有關

價值傳授給青少年，為他們日後立身處世作準備，並以此作為

學校的願景與使命。 

 

生命(Life)：創世紀 1:27 『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每

一個人身上都可找到天主的印記，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可愛和

尊貴的，故此都應受到尊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生命

的福音」通諭》中講及『人從受孕的那一刻起就應受到尊重，

並應得到如同一個「人」應有的待遇，從這時刻，就該承認他

享有「人」的各種權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個無辜人類都

有的，不可侵犯的生存權。』所以我們不能贊同任何方式去傷害甚至毀滅生命如墮胎及安樂死等。在

學校裡，我們要讓學生明白人對自己生命的自主權是有限的，不是絶對的。我們要好好善用自己的生

命，尋找上天所給予的「塔冷通」(Talentum)，即潛能，讓這些潛能能夠充份發揮，並懂得珍惜所有，

敬主愛人。 

 

家庭(Family)：根據創世紀 2:18『上主天主說：「人單獨不好，我要給他造個與他相稱的助手。」』及

2:24『為此人應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為一體。』家庭應是由一男一女透過婚姻

所組成，是「生命的聖所：在這裡，人能妥善的歡迎生命天主的恩賜，並保護它不受週遭許多事物

的侵害，並且能使它按真正成長所需要的條件而發展」。家庭是愛的搖籃，為人父母者最重要的是以豐

富的愛，幫助子女展開學習的過程，培育他們成熟地運用自由，並培養真正的獨立自主，作好準備，

邁向健全的成長。只有這樣，孩子才會在遇到困難時，懂得保護自己，明智審慎地行事。 

 

真理 (Truth)：人性理智所一直尋求的。對於人能夠思索真理的能力必須竭力維護；對真理的渴求，尤

其對天主的真理及生命的真諦，更應該致力推崇及持之以恆。智慧使人能夠辨別對錯和善惡，智慧的

價值應在一切知識之上。「敬畏上主是智慧的肇基，認識至聖者就是睿智。」(箴：9:10) 天主教學校

務必須把天主的智慧—耶穌基督，真確無誤地向學生宣講，學生應認識什麼行為違反真理，例如謊言、

偽證、虛誓、武斷、誹謗、誣衊等，並能為真理作見証。故此，天主教學校需要建立一個合理環境和

學習氣氛，協助學生探索自然及生命的真理。 

 

義德 (Justice)：「是倫理的德行，在於依循恆久和堅定的意願，給予天主和近人所應得到的」。「對天主，

義德又稱為『虔敬的德行』。對人，義德使人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奠定在人際關係中的和諧，因而促

進人類之間的平等和公益。」只有當每一個人的權利都得到尊重，並每一個人都善盡自己對近人、對

家庭及對社會應有的義務的時候，人性尊嚴才真正被受保障和推崇，社會的福祉才能真正實現。 

 

愛德 (Love)：是一切德行中最大的。天主是生命與善的根源，衪基於愛的原故，創造了天地萬物的一

切，並召叫全人類作衪的子女。作為天主的大家庭的一份子，生命的終向是為分享天主的喜樂，愛衪

在萬有之上，並且愛每一位近人如同兄弟姊妹一樣。耶穌向門徒說：「這是我的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

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 」(若 15:12) 。所以我們必須優先地關注學生的品德培育，藉耶穌基督愛天主

及愛近人的見証，引導學生建立教會訓導一直所堅持的超性之德，尤其以愛德為核心，因為愛能激發

一切的德行，讓校園成為一個充滿仁愛的學習環境。 

 

未來三年我們會把體驗這些核心價值成為學校發展所關注的項目，務求學生在課堂內外都有機會去作

多方面的了解，在畢業離校後仍能擁抱這些價值作為日後立身處世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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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親子旅遊 
  

早上，先乘車前往流水響水塘。那裡湖水碧綠，倒影處處，營造了天空之鏡效果。之後，乘車

前往元朗隱世農莊。農莊內種植了四季不同的蔬果，部份蔬果可讓人採摘；農莊內也飼養了可

愛動物，可供人餵飼。期間，我們更參加了製作傳統客家「茶粿」工作坊。遊覽後，便乘船前

往流浮山享用鮑魚海鮮餐。餐後，再到流浮山市集參觀和遊覽拉姆薩爾紅樹林。此紅樹林位於

香港北部，是香港觀鳥的好地方，沿岸有一大片紅樹，吸引很多生物在此棲息。遊覽後，我們

於下午四時乘車回程，在本校操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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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親子同樂日」 
 

今年家教會為大家選了一部勵志感人的劇情片《奇蹟

男孩》，並於 3 月 3 日「新春親子同樂日」包場播放。電

影改編自暢銷兒童小說，主角奧吉是位天生臉部有殘缺的

男孩，多年來不斷進出醫院。後來，在父母的支持和鼓勵

下，他入讀正規學校，嘗試融入校園生活，向所有人證明

自己無異於其他小孩，並努力以自身經歷感化他人。之

後，校長、老師、家長及學生一同前往鄰近的酒樓，享用

中式午餐。席間，進行了猜燈謎有獎遊戲，大家一邊談天

說地，一邊享用美食，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上午。 
 

觀家報 2018 年 6 月 第四十六期 

出版：觀塘瑪利諾書院家長教師會 

地址：九龍觀塘翠屏道 100 號 

編輯：黎施伶、劉家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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