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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覺我在觀瑪已有五年，從當年初中的傻
小子變成了今天的傻大哥。一直以來，我問自己到
底能為觀瑪做些甚麼？讀書成績不很傑出，運動、
音樂也不是很棒，可是我依然想為觀瑪做點事。
於是，我找了一群出色的編輯，組成本年度的編
委會—「羽」。希望能用我們的文字為觀瑪出一分
力，並在那匆匆歲月中留下努力的足印，不虛度自
己的青春。

　　我認為青春是一張雪白的畫布，等待我們在上
面塗鴉。中學時期固然是求學的黃金階段，但若只
專注於學業，青春便成了一張沉悶的書頁。我們不
妨多學多試，音樂、運動、話劇等都是燦爛奪目的
色彩，能為青春留下耀目的一筆。青春，不必是人
生中最美的一幅畫，卻應該是最紛然雜陳的，正因
為如此絢麗，才教人難以忘卻。

　　有些人會恃著自己的年輕，放縱自己吃喝玩
樂，蹉跎歲月。的確，「年青」是我們最大的本
錢。「年青」容許我們狂妄，縱容我們玩樂，也能
容納我們的失敗。但若盲目放縱，年青過後，我們
會發現自己原來甚麼都學不到，也沒有活出青春應
有的燦爛色彩。待人到中年時，回頭一看，盡是一
片空白。這樣，是對自己青春的一種踐踏。

　　我期盼每個觀瑪仔也以自己的方式展現青春，
活出屬於自己獨有的青春，畫出最色彩斑斕的畫。
我也希望來年的觀瑪仔更踴躍成為學會的幹事，為
我們的學校－觀瑪，出一分力，承傳師兄們以往的
成績，發揚「薪火相傳，繼往開來」的精神。這
樣，除了報答觀瑪對我們的教肓之情，也是豐盛自
己的青春。

　　我亦不敢說我把自己的青春演繹得完美無瑕，
但我亦為自己的青春留下奮鬥的汗水。各位觀瑪仔
依然年青，只要好好把握，那麼「年青」就會為你
們締造無限機會!

　　本年度的「長青」，是一眾編委會成員努力的
成果。希望大家欣賞。

                                                                                   主編
林坤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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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健華校長，是觀塘瑪利諾書院的第六任的校長。
　　編委會有幸邀請到余校長為長青撰文，分享就任以來的感受。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已經在「觀瑪」工作了差不多一個學期。在這
段日子裡，我已經慢慢地適應了這份新工作，而「觀瑪」的校園

也漸漸地由一個陌生的環境，變成了我生活的一部份；校內的員工也從陌
生的面孔，成為了熟悉的伙伴。
　　我在這期間經歷了不少學校舉辦的活動，例如「陸運」、「水運」、
「中華常識問答比賽」及「音樂比賽」等，在這些活動中，我真正地體會
到「觀瑪人」對活動的投入，其中尤以畢業班同學為甚。這也正好引證了
「觀瑪人」對學校的歸屬感和師生融洽的關係。同學們可知這份濃情並不
一定會於每所學校裡出現，它的形成全仗無數的老師默默地對同學悉心的
關懷和親切的體諒。這份「愛」是非必然的，同學應好好珍惜。
　　我也想借此機會對各位老師說一句「感謝」，因為許多老師都經常於
周末和假期中安排了補課去追趕緊迫的課程。而負責帶領活動的老師更是
勞心勞力，而所付出的心力往往沒有相等的回報。這個學期我被邀請出席
了學校棒球隊和足球隊的校際比賽，見證了隊員奮勇力戰到底的精神和帶
隊老師熱切的投入。雖然我隊最終沒有贏了比賽，但作為校長的我卻丁點
失望也沒有，因為這已讓同學們體驗了團隊的精神和了解到自己的不足從
而努力改善，這不正是参與活動最重要的目標嗎！取得錦標和榮譽是参與
比賽的其中一個目標，但卻不是惟一的目標。任何比賽都只有一個冠軍，
但落敗的一方卻不一定是失敗者，祇要能做到超越自我、互相扶持，保持
團隊精神，便已有所得。
　　人的一生有著無數的考驗，又有誰可保證一生事事順利，永無挫敗。
能夠於年少時經歷過成功和落敗，從而懂得由失敗的經驗中找到自我完善
的方法，這較贏取比賽對我們的成長來得更重要。希望同學都能有所體
驗，領略到這寶貴的經驗，也期望同學都能對帶隊的老師懷有感恩的心，
認真練習以不負老師對你們的期望。

校長　　  
　　　　　　　　　　　　　　　　　　　　　　　　　　　 余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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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專訪 　　馮康生老師在高中時期修讀理科。而他最喜歡的是化學科，因為他認為化
學科有趣而且變化莫測。不過，現時馮老師在觀瑪主要執教初中組的綜合科
學。

馮老師選擇從事教育行業的原因:
　　馮老師表示自己兒時已經喜歡老師這個職業，也十分喜歡師生間亦師亦友
的關係。在他攻讀大學課程的時候，他也曾經回母校教導師弟，分享他的讀書
經驗。他覺得作為一位老師，指導學生令他感到滿足，亦有不少得著。例如他
可以在教導學生的過程間，重溫相關內容，甚至認識更多方面的知識。

馮老師對於在觀瑪的教育事業之感受和展望:
　　馮老師在學生之間以開明著稱。老師除了執教初中外，也與高中學生有不
少交流，例如，老師是戲劇學會的指導老師之一。他表示自己並不十分了解戲
劇，但學生的熱情令他非常欣賞。馮老師表示其他學生也是一樣熱情，他會放
手讓他們去試，也會從中與學生一同學習。
　　不過，他表示學生要明白一點──「自由不等於放縱」。老師會視乎學生
的行為態度，調整對他們行為寬容程度的底線。因此，無論高中抑或是初中的
同學仔切忌濫用自由，必須學懂克制自己，戒除「想做就做」的壞習慣。另
外，老師表示他對觀瑪要好的師生感情特別深刻。去年十二月的音樂比賽，畢
業班的師生表演令馮老師留下難忘的印象，他渴望將來會成為畢業班的老師。

馮老師在空閒時間的活動:
　　由於教育事業並不輕鬆，馮老師表示課後的閑餘時間不太多，與家人相處
的時間也減少了，但他依舊會儘量回家吃飯，以盡孝道。有空的話，他會去
健身、打籃球。老師也喜歡閱讀勵志書籍，如《感悟人生10篇》、《閱讀人
生100篇》等。老師表示這些書籍啟發他以其他角度去思考和對人生有新的看
法。

　　胡穎雯老師在中學時期已經是一個喜歡研讀數學的女生，覺得數學比其
他科目來得簡單，而升學也修讀了相關的學系。接下來胡老師就選擇了投身
教育界，作育英才，執教的科目自然也是她喜愛的數學科。
     
胡老師的執教履歷:
　　胡老師曾在男校、女校和男女校任教。胡老師表示相對於她曾任教過的
學校，觀瑪給予學生的自由度不低，而同時間學生的主動性卻不弱，各種類
型的活動都全是由學生管理，令她感到有點驚訝。

胡老師在觀瑪的感受:
　　老師認為觀瑪仔「守紀律」、 「聽話」，尤其以初中學生為最。老師很
欣賞同學積極求學的一面，她希望同學能夠保持這種良好的態度求學，在學
習的過程中力臻完美。胡老師也參與了一個被她稱為‘挺新鮮’的校內輔導
計劃——大哥哥計劃。在其他資深老師的協助下，胡老師表示進行這個新鮮
的計劃並沒有太大壓力。

胡老師在空閒時間的活動:
　　老師表示教育事業非常忙碌，每天處理完工作以後，她都會感到相當疲
憊。「每天回家後都會累到在沙發上睡著」，胡老師苦笑道。她表示教育事
業並不會過度影響她與家人的關係，但卻會因此令老師沒有太多閒暇去進行
其他文娛、體育活動。

　　譚皓之老師畢業於多倫多的大學，主修環境管理與地理，在觀瑪任教地理科及通識
科。他也是觀瑪足球隊的領隊。譚老師並非第一次執教，對教育事業已經有頗為豐富的
認識與經驗。
    
譚老師選擇從事教育事業的原因及執教觀瑪的感想:
　　譚老師的家鄉是紹興。他表示紹興多年來相繼培育出很多文人與老師，當中更包括
著名文學家魯迅，可謂地靈人傑。譚老師深受家鄉這種文士教育的風氣影響，因而選擇
成為一名教育工作者，以培養下一代社會人才為己任。他認為觀瑪的學習水平較高，而
且學習風氣良好，在執教的時候能夠更為順利。來到觀瑪以後，老師更對觀瑪仔之間的
良好師兄弟關係表示欣賞。對於觀瑪的足球隊，老師認為足球隊隊員十分團結及守紀
律。

譚老師在教育工作上的抱負與展望:
　　譚老師秉持着有教無類的精神，希望能夠幫助不同的同學在學、行兩方面都能有所
進步、例如成績好的同學，老師除了會給予他們更多練習之餘，也不會忘記敦促他們保
持良好品行，成績差的同學亦然，期望所有同學皆能品學兼優。
    
譚老師在空閒時間的活動:
　　譚老師的興趣是踢足球，有時候他甚至會在業餘球隊中踢足球。不過，由於教育工
作繁忙的關係，譚老師表示已沒有太多閑餘時間，現在能夠騰出時間來踢足球的機會也
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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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匯仁老師，除了是本學年的新老師以外，也是觀瑪的舊生。他現時任教中二
級中國語文、中國歷史和普通話科。

周老師從事教育事業的原因：
　　受到中小學時期的良師影響，周老師自小已立志要成為一位教師。他深知單調
的文書及行政工作並不適合他，而教師是一份「對人」的工作，不但有趣而富挑戰
性，而且任重而道遠，透過生命影響生命，相當有意義。
　　周老師選擇重返母校，是因為他認為眾師弟讓他倍感親切，令他更為熱衷教
學。同時他在觀瑪成長，對於學校有著深厚的感情。周老師認為能夠回到自己的母
校任教，是幸運，也是幸福。

周老師在自己教育事業上的抱負：
　　周老師期望師弟能在品、學兩方面都能有所得着和裨益。
　　他希望自己不但「教書」，同時也「教人」。「人格」是他特別強調的，他認
為人什麼都可以失去，唯獨人格不可以失去。他希望學生能做一個正直的人，如做
錯事的時候要勇於承擔然後改過，而非隱瞞，找藉口逃避。在他眼裡，學生拿到好
成績是重要，但學會做一個好人則更為重要。這一點是他從以前的老師身上學到
的，他希望自己能承傳下去。另外，他以自己的老師為榜樣，希望做到在成績以外
多關心學生的個人成長和全人發展。

周老師在空閒時間的活動：
　　周老師喜愛文學、音樂、電影、舞臺表演和畫展等文藝活動。他認為這些文藝
創作能夠啟發思維，擴闊視野，深化個人對生活的思考與體會。他喜歡的電影導演
如關錦鵬、姜文、侯孝賢等；書籍作者有張愛玲、西西、陳冠中、黃碧雲、韓麗珠
等；另外，林沛理、呂大樂、王迪詩等則是他喜歡的專欄及評論作家。

編輯：陳尤斌　郭望達



李:而我小學也是很多畢業生都選擇觀瑪，我也
就是跟風了。但最後只有三個入了觀瑪。可
笑的是我從未跟他們同處一班，還要入了觀
瑪才認識他們。

Q2:在你記憶中，在觀瑪最令你們難忘的
人和事是什麼?

胡:哈哈！讓人想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以前觀
瑪的中六和中七是有女生的。

黃:沒錯。還記得當時低年班的我們經常「觀
察」她們。因為對觀瑪來說真是太稀有了。
太讓人注目了。

編:我都聽說過有這一回事，亦曾到圖書館翻查
以往的校刊，發覺真有其事，而且女生們長
得還不賴。

眾:這確實讓人愐懷的歷史，不禁說一聲「那些
年，觀瑪收過的女生」。

黃:還有難忘的就是兩次的「LAST DAY」，或者
說是有兩次的「LAST YEAR」。

李:沒錯，我們經歷了和將要經歷這兩次的最後
一年。要畢業啊。

陳:回想中五時，那段時間真的很快樂。

胡:還記得那時候，學校規定小息不可留在課
室，但是我們全都留下，只為爭取多些相處
的時間。

陳:其實我們四個在中五時都是五乙班的。當時
我們班中每位同學的關係都十分要好，大家
之間的關係非常深厚，我們還一起參加了陸
運會和音樂比賽。

李:而我最難忘的是認識到一群交心的好友。說
來奇怪，我在觀瑪七年，七年都是同一群朋
友。可能是因為由中一時已經混熟了，就這
樣同這群朋友一起升上去，最多只是一兩個
朋友的加減。而且由中一到中七都是同在一
班的同學，真是很難得，很難得。但也有壞
處就是同級中就只是認識那一群朋友。升到
中六才發覺有些同學原來也是同級的。

眾:同感。升上去後才發現同級中突然多出了
很多人。

陳:常常都疑惑:原來前後左右，是有這個人的!

另外，大哥哥計劃就讓我一生難忘。起初，
我中二時被學長教導，那時候除了認識到不
少學長外，還受到負責老師的愛護。之後發
覺自己的成績有很大的進步，於是就在中四
時參加大哥哥計劃，做一回學長幫助低年級
的學弟。可以說是:我見證著大哥哥的轉變，
而大哥哥就見證著我的成長。我經常覺得自
己個子小，沒有學長模樣，但只有在大哥哥
的活動上，才真真確確有做學長的感覺。

 
黃:而我最深刻的是AYP。 銅章銀章都是在觀瑪

考的，只有跟外面的人考金章時才發覺銅章
銀章其實真的是小兒科。因為外面的金章是
辛苦很多倍，但同時都學到很多和見識到很
多。如果不是觀瑪規定學生一家要參加，我
都未必有這一段有意義的經歷，我中學生涯
可能就缺乏了一些我不知道的東西，但我一

定會感到遺憾的。

胡:對我來說最難忘的是武
術隊。本來在中一時就已

經想參加，不懂如果報名。
直到中三時才自己走去找
導師報名。哈，那時才知

道原來是不需要報名。

胡:武術隊就是我中學
第一個課外活動。

另外，我的第一次
參加比賽，不是武
術比賽，而是朗

誦 比 賽 。 嚴 格
來說也不是參
加。因為當時
有一張比賽名
單，名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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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與最終

Q1:回想當初，你們為什麼會選擇觀瑪?

黃:想當初，我小學有一個風氣:畢業生不是選擇                        
聖言就是觀瑪，大概各佔一半。但我的母親
就跟風主張要考入觀瑪，沒有選擇權的我，
當時就在這糊里糊塗之下入了觀瑪。值得一
提的是，我當時在中學概覽中看到觀瑪的校
徽，發覺那校徽十分簡潔，讓人詫異，雖然
我當時並不知道那校徽的含意，但是就因為
這樣令我對觀瑪產生了第一個好奇的印象。       

眾:有些學校的校徽不及觀瑪的。有的只得一個
字、有的像個蘋果，但事實上是個心。有的
完全看不到校徽上寫的是什麼。總之觀瑪的
校徽也算得上是上品了。

胡:而我當時的情況就是小學的班主任極力推薦

觀瑪，說觀瑪是一間好學校，而我的媽媽也
十分相信，於是就順理成章的入了觀瑪。

陳:(與胡是同一間小學)還記得當時我們小學校長
會為學生寫推薦信給觀瑪，最後小學畢業生
的傾向幾乎全都是觀瑪，加上觀瑪的名字在
當時也十分響亮。自然吸引了我們。都有一
種從眾的風氣。

編:那當時有沒有考慮過觀瑪是男校的問題?

眾:尚未。當時入世未深。從未考慮過這個問
題，可以說是天真無邪吧。

陳:但我純粹因為我的哥哥在當時也是就讀觀
瑪，最後也就跟著哥哥的選擇了。

大家有否發現觀瑪的三樓冷清了不少?只有中五的同學在上課?沒錯，我們的師兄們正踏在人
生其中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之上。雖然他們已經離開觀瑪，但我們編委會早前有幸邀請到中七和中六
的師兄接受我們的專訪，細說學校發生的一事一物，對觀瑪的緬懷，及對教育制度的看法等等。讓
我們一起看看這群時代的交替者留給我們下來的話。

最後一屆A-Level考生
受訪者: 7A 陳承鈞(陳)  7B 李家強(李)  7M 黃書泰(黃)  7M 胡淦霖(胡)

訪問者:編委會編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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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有前無後，所以不會迷惘，但只是有點害
怕。之後的事就考完才打算吧。

Q5:有否感到有完結的感覺? 

黃:我覺得完結的感覺被現在考試的氣氛沖淡
了。但是中五會考時，完結的感覺反而比現
在強烈。

胡:其實我自己經常在想著「溫書」，有空閒就
溫習吧？

眾:哈！錯了。有否空閒的時間都需要溫習。

胡:當自己做其他事情時，心中有一種罪惡感。

李:認同。玩電玩時很快樂，但之後才發覺很晚
了，再看看旁邊的課本，心想糟了。要溫習
了。

眾:不論是上網，看電視或睡覺都有罪惡感。特
別是睡醒後，會心想又少了一天。

編:雖然我都很贊同，但請回到完結的感覺。

陳:一班同學之間的感情要好，當知道大家都各
奔東西時，完結的感覺才會強烈。可能與中
七同學間的關係不比中五時的要好，所以那
種完結的感覺不太強烈。加上我們始終經歷
過一次中五的會考，已經有經驗，知道是如
何的一回事。

Q6:你們對觀瑪最想說的是什麼?  

陳:先舉個例，在音樂比賽，以前我們總是做台
下的觀眾，看到台上的參賽者得獎，認為那
是遙不可及的事情。誰知今年我與幾個同學
一起參賽，第一次就得了冠軍。那種感覺很
奇怪，本是遙不可及的事情，再看看手上的
獎杯，發覺其實自己都有可能做到的。

李:說起音樂比賽，我提議學校在團體比賽一項
中多準備幾個獎牌，不然只得一個獎杯，很
難分享戰績。

黃:另外，有時音樂其實都十分在乎觀眾的參
與，我認為不可因為這是一個比賽而規定觀
眾不可有任何反應。連揮手支持都禁止，這
真的是幫助比賽嗎?

陳:決賽的氣氛完全不及初賽時的好，決賽時就

好像在自我興奮一樣。

黃:其實就好像老師授課一樣，上堂講課不僅是
授課，還要教其他事，是需要互動的。

眾:決賽當日，回看台下，一片死寂，表演的心
情就變得低落。還看到後排的同學全都睡
了，自己都沒有心情去唱了。學校放錯重
點，寧願令到觀眾睡覺，卻禁止參與，變相
整個比賽就沒有了意義。

黃:除此之外，只懂得讀書的同學，應該要多參
加一些課外活動，要不是，有些人七年來都
沒有什麼得著。這是浪費了整個中學生涯。
其實觀瑪有很多很多機會讓同學去參與不同
的課外活動。

胡:其實我也差不多，到中六才醒覺，開始參加
水運會和陸運會。

黃:在陸運會中跑一回，比在看台上坐足七年都
好，因為會有一段難忘的體會。

眾:有人說觀瑪雖是一間傳統名校，但只懂得讀
書，因此就缺乏了全能發展。

Q7: 給觀瑪仔的話

陳:其實觀瑪有一個不錯的風氣，我們的師兄都
十分樂意幫助師弟，譬如一些已畢業的師兄
會經常回來當補習班的導師。所以我希望這
風氣能持續下去。參加大哥哥計劃吧。這是
非常有意義的。即使不是參加大哥哥計劃，
都可以透過不同的途徑幫助師弟。我曾經在
某大學中遇到觀瑪的師兄，雖然不是太熟
絡，但他都會很熱情的待我，這種親切感令
人感到很溫暖。這不是每一間中學都有的。

黃:參加AYP。多參加活動，不一定要做到第一，
但參加過一次都好。

李:我都覺得應該多嘗試新的事物，中學生涯就
會有趣得多。

胡:珍惜身邊的同學和朋友。你的朋友可以分享
你的一切。

李:沒錯，所以千萬不要取笑身邊的同學，因為
他可能就是你一生的兄弟。

眾:還有是珍惜剩下的時間吧。

有一個酷似是我的英文名字。於是我的英文
老師就以為是我，就要我參加比賽。誰知，
比賽當日才發現那個酷似是我英文名字的原
來真有其人。當時真的很尷尬和無奈。 

Q3:身為最後一屆的舊學制中七生，你們對新學
制有什麼看法?

胡:首先我覺得最大分別的是新學制多了SBA，幾
乎所有科目都有SBA。另外就是通識，只能
說這一科有點多餘。評卷員一定有主觀的評
分，即使少許評分偏差，但影響的分數差距
已經很大。

黃:我對通識的感覺就是另外一科「背誦科目」
。跟著指引來答題，這只是一種「倒模」。
我曾聽說，現在的中七與中六之間的差距不
是一兩年這麼簡單。不僅在成績或者知識
上，而是在性格和情感上。舉個例子，我經
歷了中五會考的洗禮後，發覺自己好像不單
單只是一個學生。換句話說，就是自己成熟
了。

李:完成會考後的那個暑假，你會思索到很多事
情。當你做暑期工時會認識到很多人和事，
才會發現這個世界是很大的。

黃:沒錯，你會知道除了讀書外，還有一些不得

不做的事。

李:你要知道，要是只懂得讀書，萬一讀書不
行，又什麼也不懂的時候，當走到出面的世
界時就鐵定失敗。

胡:還有OLE(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一項，
    其實原意是好的，但現在可能變相為有計算
     OLE時數的活動才參加，反之則毫不理會。

黃:又是一種「功利」主義。連空閒的時間都用
來計分。

編:那你們都認為舊制比較好?

眾:那又不一定。只是舊制沒有那麼麻煩。

李:但要我選擇，我會選新制。因為一來可以選
擇自己喜歡的科目，二來只須考一次公開
試。舊制要考兩次，會考失敗了要考多次，
之後過多兩年又要再考高考，只是想像，都
會讓人卻步。加上會考和高考的內容是完全
不一樣的，是更深奧的。我們最後一屆的
舊制是沒有退路，但新制不同，現在才第一
屆，所以不用怕。

Q4:對即將來臨的末代高考，有否感到壓
力? 以及對未來的出路有否感到迷惘?

黃:當然是有的。其實這種壓力主要不是來自於
老師，朋友或者父母，現在看來，高考是關
乎自己的前途，所以壓力也是來自自己。

陳:在中五的會考中，主要壓力可能是來自朋友
和家長，而現在是自己給自己很多壓力，因
為這一次的高考是影響自己的前途，能在大
學選擇自己喜歡科目就要看這次高考的成
績。

李:其實我們都這麼大了，老師或家長其實都不
能迫我們做什麼，全都是靠自己的自覺性。

陳:而當老師知道你應付不來的話，不但不會迫
你繼續死讀下去，反而會提供不同的出路給
你選擇。

眾:老師給的是一種鼓勵。現在壓力始終是自己
的，當你害怕了，你就會做。

李:沒錯，迷惘就更不會了，因為路只得一條，
就是考好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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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覺會更加強烈。

陳:其實當你察覺到離別的時刻愈來愈近的時
候，所有的一切都會變得很難忘很珍貴。

張:比如說後天便是聖誕派對，你會想到原來今
年是最後一次的聖誕派對。一切都會令全班
同學變到十分興奮。

劉:說說早會，現在每次早會都會唱校歌。以前
可能會不認真，甚至不唱。可是升到畢業
班，每次有校歌唱，那種歌聲是由心而發
的，會令自己感動的。

編:除了畢業班外，還有其他難忘的事嗎?

眾:當然有，老師盡心盡力的教導亦是令我們十
分難忘。

劉:老師都十分關心我們，有些老師更是如我們
的監護人一般。

陳:每當有空堂的時間，老師們都會爭取時間，
利用空堂來教授更多的知識。而且他們備
課、教學都十分盡力。

Q3:你們是新制334的第一屆學生，若果
有機會讓你選，你會選擇新制或舊制?

張:我會選新制，因為舊制需要讀的書比新制的
還要多很多。不過當然，新制舊制對於我們
來說都是新的事物。其實很難去比較。

編:換言之，你寧願考一次公開試(新制)，還是考
兩次(舊制)?

張:反而我會想考兩次。因為考完第一次之後你
會知道自己有什麼不足，有時間在第二次前
去改善自己。而且新制沒有重讀生有種「不
成功便成仁」的感覺。不過，作為第一屆新
制，學校撥取的資源比舊制多。這是無可否
認的。加上，新制對OLE(Other Learning Ex-
perience)有要求，學生可以在上學時間四處
活動，這點是比舊制優勝。

劉:起初我都覺得新制比較好，因為不用考兩次
試，面對兩次壓力。不過到了現在中六，距
離DSE還有不足100日，我發現自己和身邊很
多朋友心理上都還未準備好。相比起舊制，
不用第一次考試就直接面對升大學的壓力，
而且有一次的考試經驗參考，這是舊制的優
點。

陳:我們的身份有些特別，我們是第一屆，而且
面對著新舊交換。相比起中七師兄，我們的
確不如他們成熟。而且人生是需要很多經驗
累積，少了一次考試是我們新制學生的損
失。當然，新制的理念固然好，不過我覺得
對於我們來說這是比較困難的。若真要我
選，我會選擇舊制。

黃:無可否認我覺得新舊制是很難去比較的。因
為兩套制度是有著很大的不同。不過我想我
還是會選擇新制，因為我覺得學習是主導性
高一些的，需要自己作多一些的思考;而相
反舊制對書本的背誦等的要求是比較高一些
的。新制有著較高的自由度，而且通識科可
訓練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多角度分析等。這
是我十分欣賞的。

眾:不過新制當中的SBA，感覺上對學習卻是並
無大幫助，反而加重了學生負擔。

Q4:說說你們對通識科和IES(通識科個人
專題研究)的看法。

黃:其實IES都還好，因為它可以讓同學自己去
試試做自己感興趣的研究，例如;運動、社

最終與最初
Q1:回想當初，你們為什麼會選擇觀瑪?

張:當初我哥哥都是就讀觀瑪，所以受他影響。
還有我從小已經聽過觀瑪的名字，印象較
深，便選了觀瑪。

劉:當初老師推薦的，有聖言和觀瑪。而我聽說
觀瑪的語文方面較優秀，加上觀瑪的地理位
置對我來說是比較方便的。還有我覺得觀瑪
的運動制服比較美觀，所以就選了觀瑪。

眾:還有，聽說觀瑪的功課都是比較少的。這亦
是一個考慮因素。

黃:當初是有相熟的同學選擇觀瑪，所以就一起
選擇了觀瑪。

陳:對我來說，我選觀瑪有幾方面的原因。首
先，我覺得自己不適合一些讀書風氣較重的
學習環境，而觀瑪的學習環境正正是比較輕
鬆的。第二，當我小學時我有一位算得上是
風雲人物的師兄叫楊威達，他也入讀了觀
瑪。在帶有少許崇拜師兄的心境下，加上老
師亦向我推薦觀瑪，於是我便順理成章的選

了觀瑪。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當年我們選
觀瑪時並不需要面試，比較輕鬆，這亦是吸
引我的其中一個原因。

編:觀瑪給你們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劉:觀瑪是第一組別學校，第一印象當然是學業
成績很好。

張:小學時會覺得觀瑪很厲害。不過當升上了中
學之後，便會意識到其實每間學校都總會有
一些人比較強，一些人比較弱。每間學校都
不會相差太遠。而當我升上觀瑪後，發現小
學聽說過的很多都是假的，例如說第一組別
的學生做完功課便會乖乖溫習等等。

Q2:在記憶中，觀瑪最令你們難忘的人和
事是什麼? 

眾:當然是畢業班的生活！雖然F.1至F.3的事
都很精彩，不過相比起畢業班卻是少了一種
感覺。

張:加上畢業班留校的時間所剩無多，那種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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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等等。不過我想問題在於很難
去要求一個中學生去做一個很深入，
可能程度是大學二年級或三年級的研
究。而且學校希望我們自己獨自做一
份研究，所以很少教導我們去做。不
過學校沒有教，我們做學生又如何去
做?

張: IES其實有好有壞。好
的是可令同學自己試
試完成一份研究。但壞
的是這方面很多時都是
同學自討苦吃，同學會說
IES是很大的負擔，這主要
是因為同學經常拖到最後動
工而做成的。

陳:而我覺得通識科有一樣好處是
它會逼你去接觸一些你平時不會
接觸的東西，例如本港的選舉結
果。通識科會令你去關注時事，讓
你清楚知道世界的發展。所以我覺
得通識科的原意是讓學生多接觸社
會。

張:通識科並無特定的溫習方法，不過它
要求同學至少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而且同學的思考要很廣闊。

劉:其實通識科的宗旨是為加強學生的共
通協作能力，而六個單元中每個單元其
實都是環環相扣的。所以學通識的同時
不單單是向著一點思考，而是要用你學到
的東西作更深入的分析。

黃:通識科的理念是好，只不過很難付學生
適應。以通識考試卷為例，通識卷基本
上是一開始就要動筆，要你邊思考邊寫
字，與以往慣常的科目不同。而通識科要教
的東西太多，但時間卻太少。

Q5:作為第一屆DSE考生，你們現在的心
情如何?和對未來的出路有否感到迷惘?

張:正如之前提過，我覺得我們對考試幾乎沒有
危機感，好像沒有意識要去考試。所以就一
直不停的玩樂，沒有溫習。到了現在情況才
有得到改善，至少同學知道時間不多了，大
家都好像突然驚醒般發現，原來考試已經迫
在眉睫。

劉:加上早前有很多的畢業班活動，同學都沒有

心情溫書，但當畢業班活動完結之後，所剩
下的時間已不多了。

劉、張:有多人都說時間管理很重要，不過就
快考試了，卻不知怎去分配時間，因為每科
每一部分所需的時間都不同。DSE與校內考試
不同，DSE的考試範圍遠遠比校內試多，這更
加令我們難以分配時間。所以我們現在有些
不知所措，卻又不知怎去做。

陳:其實我們現在是害怕的，只不過
害怕是於事無補。我們只能硬著頭
皮的去考試。所以中四五的同學不

要以為時間很充裕，早些開始溫書
吧!

眾:其實我們現在的目標是入大學。
入了大學後，將來打什麼工我並沒所
謂，現在主要專注於考試!

編:中學生涯就將完結，有沒有光陰似箭
的感覺?

眾:當然有!現在想起從前F.1的自己，就
像上星期的自己一樣。新學制的關係，
同一班同學相處三年，更是感到不捨，
特別是臨近DSE、即將離開觀瑪，感覺
特別深!各位師弟都要珍惜時間啊！

Q6;你們對觀瑪最想說的是什麼?

眾;其實心中只有一句話;「感謝觀瑪!」

黃:觀瑪是一間與別不同的學校，學校的
自由度很高，同學有很大的自主權!若果沒

有觀瑪，根本成就不了現在的我，我不會
參與不同的活動。

張;相比之下，其他學校比較嚴謹。當我
們出外參加活動的時候，觀瑪仔往往都
比其他人更放得開。

劉:可能同學口中會說出不滿學校的話，不過其
實我自己心中是為觀瑪而自豪的。而更重要
的是我覺得老師與學生之間的聯繫比較強，
令觀瑪的氣氛生色不少。

陳:我在觀瑪讀了六年，有種「觀瑪是我家」的
感覺，因為我留在學校的時間比留在家中還
多。各種各樣的活動、學會使我經常留校工
作，甚至星期六我都會回校。我感覺觀瑪的
校服就像我的睡衣，每天都會穿上身，我甚

身為最後一屆的舊制中七學生，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身為第一屆的新制中六學生，也算是一個時代的開始。
時代的轉變是無可避免的，不久之後我們可能會遺忘這些師兄，
但透過這一次專訪，他們的說話和對觀瑪的感情將永遠留在長青之中、我們的心中。
讓我們一起為他們送上祝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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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會想不如一直穿校服不更換。哈哈！不過
我亦有少少的建議，學校可以加強一下學校
的讀書氛圍，因為我覺得現在觀瑪仔有點懶
散了。

Q7:給觀瑪仔的話

劉:觀瑪師弟要學會少點抱怨，儘管你們有多麼
的不滿，因為其實學校都很為難的。多點體
諒學校吧!還有，師弟們不妨學習一下享受校
園生活，因為無論如何，當初你選了觀瑪，
你就是觀瑪的一份子。

張:師弟們在抱怨之前，應該先想清楚誰對誰
錯，不要無理取鬧。還有現在的師弟主要是
不夠主動，就像陸運會，很多觀瑪仔都寧願
坐在看台上，又不打氣，影響到整個氣氛。
即是說觀瑪仔應該多主動去嘗試其他事物。

陳:我覺得以前的觀瑪仔比現在的團結，而我們
作師兄的要付很大的責任。在此我希望各位
做師兄的觀瑪仔，立一個好的榜樣給師弟
們。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若果我們都
做不好，又如何成為未來的觀瑪仔的榜樣?例
如觀瑪同學的「起哄」問題，若不加改善，
這問題很可能就一直傳下來。

黃:觀瑪是一間很特別的學校，我們應該為觀瑪
而感到自豪;同時，觀瑪仔亦要做一些事，令
觀瑪為我們而感到驕傲。

眾:觀瑪仔其實很有潛力，所以觀瑪仔應該要主
動去參加活動。其實現時觀瑪仔出外帶活動
也有很多成功的經驗。有些同學經常把其他
名校掛在嘴邊，「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
風」。但其實這些名校的成就都是慢慢累積
出來的，觀瑪亦都可以。總有一天，觀瑪仔
會為觀瑪而自豪!最後，各位觀瑪仔，希望你
們不要成為「毒男」和「MK化」!



L ast year’s Christmas Activity 
Day had been a fabulous 

experience for us Maryknollers. 
We put our books away and spent 
that last school day of the year 
together under a relaxing mood. 
The events that day added a special 
touch to the already special day.

The Christmas Activity Day started 
with a praying ceremony. We pray 
and give blessings to all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n, we sang 
together to bring warmth and hope 
to the less unfortunate under the 
chilling weather. The father and the 
principal also made some inspiring 
speeches about the concerns we 
had on both academic and ethical 
issues. The praying ceremony 
part surely created an enjoyable 

hearty feeling for a lot of us.

After the praying ceremony, the 
sharing session came.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school invited 
many guests to share their life 
experiences with our fellow 
schoomates. Last Christmas, we 
were honored to have Dr. Au Yiu 
Kai to be our guest speaker. Dr. Au 
shared his experience as a member 
of the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and expressed his views on a civil 
war in Africa. After hearing his 
precious words, we learned that we 
should appreciate our lives more.

The sharing session marked the 
end of the ‘serious’ part, and comes 
the beginning of the ‘fun’ part: a 
lucky draw arranged by the Student 

Executive Council. The purpose of 
the draw was to bring happiness 
to everybody. Th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dressed up in Santa 
costumes and handed out presents 
to the lucky ones. Everyone 
whether they won or not, went 
home happily that day with their 
hands full of precious memories. 

The food feast was another fun 
event coming after the lucky draw. 
Each of us went back to our own 
classrooms and took out the food 
we prepared. A lot of us were very 
hungry by that time, and started 
gobbling as if we had not eaten 
anything for a week. The food on 
the tables vanished quickly, and 
the crowd vanished as the food did. 
The scene was scary, but funny.

So where did everybody go? 
Some of them gathered around 
to play games, but most went to 
join or spectate contests, such as 
the Chinese Chess Competition 
held by the Chess Club and the 
Warcraft Competition held by 
the Computer Club. But the most 
exciting event was undoubtedly 
the KTMC Kitch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rmed many teams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ooking contest. 
The teams concentrated on their 
work deeply so that they would not 
make a single mistake. At the end, 
all the teams transformed their 
ingredients into delicious dishes. 
Many of us were amazed when 
we realized how well the teachers 
and some of us could cook.

If any of you missed the Christmas 
Activity Day last year, you should 
definitely join us next Christmas. You 
would treasure the happy memories 
from this warm and happy festival 
for a long time. We did at least.  

  Father
 Fung shari

ng his e
xperienc

es

  Schoolmates enjoying themselves   in the food feast

  Schoolmates playing TV games

  Mr. Chow working hard   in the KTMC  Kitchen    Members of the Student Executive

  Council hosting the lucky 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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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問:5D 張卓曦(張)
訪問者:編委會編輯(編)

編:請講述環保小組的基本資料。

張:環保小組的正式名稱其實是環境關注組(Envi
ronmental concern group)。這個小組是在
2010至2011年度的學年期間設立的。環境關
注組的設立並不是想取代CYC (公益少年團)的
角色,而是想協助CYC去舉辦一些有關環境和
環保的活動。如沙灘清潔,回收月餅罐和一些
參觀的活動。有部分同學也曾參與環境關注
組在去年舉辦觀望白海豚和參觀環保園的活
動。

編:環境關注組舉辦這些活動的目的是甚麼?

張:我們希望透過舉辦這些活動提高同學的環保
意識。

編:你們除了舉辦這些活動之外,平日的職責是甚
麼?

張:我們的職責是在校內收集一些廢紙。以往,回
收廢紙一向是公益少年團負責的。不過,現在
就交給我們環境關注組回收。

編:換言之,你們主要的職責都是回收可循環再用
的廢物?

張:對,其實同學們都可以看見每一班都會有一個
廢紙回收箱。而我們會在每一個禮拜都會收
集當中的廢紙一次。

編:你們是否清楚現時校方有甚麼環保政策正在
推行?

張:其實校方並不會有甚麼非常特別的政策要求
同學去依隨。主要都是讓我們學生辦，看我
們能想到甚麼的環保政策，如往年學生會也
有一些環保的計劃，他們在小食部那邊放置
了一個箱，用來收集鋁罐。

編:如你所說，在小食部放置一個箱來回收鋁罐
等的措施在今年有沒有延續下去?

張:環境關注組先會檢討一下這個措施的成效，
希望有一個比較統一和有效率的方法去回
收。

編:你認為回收廢紙或是鋁罐等措施的實際成效
和預期成效有沒有很大的差別。

張:其實我們會發現每一班的都會一些廢紙產
生，如印多了的工作紙或回條通告。我們都
看見到這是有一定的成效，無論是老師，抑
或是同學都會放置廢紙於廢紙回收箱。

編:那麼，回收鋁罐措施的成效呢?

張:以我所觀察，其實收集的鋁罐並不是真的很
多，而原因我們也沒有深究原因。但往年的
收集鋁罐的回收箱也不是經常盛滿，所以我
們今年會深入探討一下才推行。

編:會否定期檢討一下環保政策?

張:會。我們每一至兩個月就會開一次會議檢討
環保政策。我們會商量怎樣做才可驅使同學
去參與這些環保的活動。

編:你們會否宣傳過環境關注組所舉辦的活動。

李:其實這點我們是有做的。我們會向同學講述
一些環保的政策。

編:你認為觀瑪同學的環保意識是否高?

李:我個人對於這點有所保留。因為同學不是經
常以環保為先，並不是每當有廢紙就放進廢
紙回收箱，又不是每當有空的膠樽就放進三
色箱，由此可見其實同學們都沒有這個意
識。他們很多時候都只會依賴垃圾箱。

編:最後,多謝張同學接受訪問。

 
論環保，不能不談環保意識。
編者訪問張卓曦同學後，發現其實環保關注組為
觀瑪的同學提供了不少環保措施。但這些環保措
施的成效並不是很好。是因為環保關注組沒有作
宣傳嗎？編者則認為這與觀瑪同學的環保意識普
遍薄弱有關，即使簡單如把廢紙或是鋁罐放進回
收箱，同學也不積極地去做。要知道，今天我們
不努力響應環境，日後便須承受惡果。在此，編
者認為除了教育之外，來年的環保關注組也能加
強力度宜傳環保措施，以加強同學的環保意識。
「請改變只會便利自己的生活方式，學懂與自然
好好相處。」

環境關注組專訪
編輯：林坤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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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學年，觀瑪除了迎來新校長、新老師外，
還換了新的食物供應商－「維他天地」。零五

年，紅樹林取代「維他天地」成為新的食物供應商。當
屆的學生會針對新小食部的服務進行問卷調查，發覺當
時不少同學都認為紅樹林的整體服務質素較「維他天
地」優勝。今年再度由「維他天地」承辦，能否為同學
帶來更佳的服務呢？
　　新小食部增添了好些小食，價格、份量各有不同，
下面就列舉了同學喜愛的小食和轉變：
　　

　　去年，本校轉換了新的食物供應商「維他天地」。而至今亦服務了一段時間，故於2月時進行
了有關新小食部的調查，向中一至中五的同學收集意見，是次調查共發出約950份問卷，並收回了
411份，統計結果如下：

項目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Q1 我經常光顧小食部 24.8% 46.5% 16.5% 12.2%
Q2 我認為小食部得服務態度良好 8.8% 57.9% 22.6% 10.7%
Q3 我滿意小食部的營業時間 20.2% 62.8% 9.5% 7.5%
Q4 我認為小食部的食物供應充足 7.5% 36.0% 38.0% 38.5%

根據以上的數據，同學們對於小食部職員的態度與營業時間十分滿意，而經常光顧小食部的同學亦
非常多。不過，同學們大多認為食物的供應量不足，人數多達76%。

 

23 24 16 15

181
159

106
120

87
106 112 124

46 49

107
8274 73 70 70

種類 味道 價格 份量

麵食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留空

 

60
34

14 20

171
191

101
127

68 66

119 108

35 43

101
7877 77 76 78

種類 味道 價格 份量

點心小食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留空

「維他天地」新增的食物和飲料

編輯：朱子全　彭浩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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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上數據，整體上同學們對於大碗飯最為不滿。不滿大碗飯的價格、味道及種類的受訪者
比滿意的多，可見大碗飯的質素有待改善。不過，在麵食方面與點心小食方面，同學們都頗為滿
意，只有部分受訪者認為價格稍貴。

項目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Q6 我認為小食部有足夠醬料供應 15.1% 50.1% 22.9% 11.9%
Q7 我認為小食部出售的食物十分衛生 8.3% 54.3% 22.5% 11.9%
Q8 我認為小食部有足夠餐具 17.3% 53.8% 17.8% 11.2%
Q9 我認為小食部有足夠配套設施 15.3% 58.4% 17.5% 7.8%
Q10 我認為小食部的食物包裝都是環保的 4.6% 53.8% 21.7% 20.0%

　根據以上的數據，同學們對於醬料供應、餐具的數量與配套設施的數量頗為滿意。但是，卻有三
分之一的同學認為衛生的情況有待改善；更有近四成的同學認為小食部的食物包裝不太環保。

項目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Q12 整體上，我對新的小食部十分滿意 6.8% 49.6% 30.4% 13.1%
Q13 我認為新的小食部比舊的小食部好 14.5% 44.0% 24.4% 17.1%

　　總括而言，同學們對於食物的供應量、大碗飯的質量、衛生情況與食物包裝感到不滿。不過，
有一半的同學都對新小食部滿意，並認為新小食部比舊小食部好。希望「維他天地」公司能於以上
的四方面作出改善，為同學們提供更好的服務。

最後，祝願「維他天地」能改善不足之處，為同學提供更佳的服務，精益求精。

 

27 25 14 13

143 135

85

118

60 61
81 78

38 47

89
58

143 143 142 144

種類 味道 價格 份量

三文治/包類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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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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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味道 價格 份量

大碗飯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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