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的話                   周笑玲 

「十年人事幾番新」，不經不覺在觀塘瑪利諾書院出任家長教師

會的委員、副主席及主席已有十三年了。亦是觀瑪家長教師會

裡 ，第一個連續出任家長委員長達十三年的家長。 

一轉眼，又到升中派位時間，一衆家長東奔西跑，只為自己的孩

子找一間好學校。當年大兒子升中派位時，我也緊張和頻撲，當兒子不負衆望派到

觀瑪時，才放下心頭大石。當兒子入了觀瑪後，又擔心他與同學和老師之間的相

處，怕他被欺負，不適應校內生活。學習環境的轉變，學科數目之多、內容之深，

令兒子最初感到很大壓力，我為此憂心不已。慶幸再多功課他都認真完成，最終努

力追上成績，令我放心繼續在旁給予意見和鼓勵 。  

當得悉觀瑪的家長教師會招募委員時，我毫不猶豫地參加。除了想清楚了解學校的

運作，亦想了解和監察兒子在校內和校外的情況。回想當初，懷著興奮和戰戰兢兢

的心情，參加家教會第一次會議。會議上，大家互相介紹，歡迎我這個新成員。融

洽的氣氛令我感受到彼此間的真誠和友愛，委員的無私奉獻更令我動容。我開始積

極地投入家教會的每項工作和活動，包括社工舉辦的專題講座、工作坊、親子日營

和親子旅行等活動。家教會內的委員來自不同行業、不同階層。慶幸家教會的委

員，負責不同的職務，互相包容合作，擔起重任。每次家教會舉辦大小活動，各位

委員、義工和老師們都分擔工作，大家都付出不少私人時間，來協助家教會的活

動。在此，要感謝各家長委員和老師默默的支持和鼓勵和不辭勞苦付出。為著建設

一個良好環境，讓孩子愉快學習和成長，家長們都關注學校發展，努力搭建家長與

學校溝通的橋樑，以支持校方提升教育質素，造就優秀的觀瑪學生。 

另外，加入家教會後，我亦透過活動明白溝通的好處，更能夠掌握與兒子溝通的技

巧。加入家教會後，我由一個被動、寡言、缺乏自信的人，變成了一個主動、擁有

廣闊視野，充滿了自信的現代媽媽，令我在不知不覺之中成長。而在這個蜕變過程

之中，我甜酸苦辣皆嘗到。隨著時代轉變、社會經濟轉型，人若不想被淘汰，就要

像我們觀瑪的同學一樣不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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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我

隨學校舉辦的

交流團到廣

州，並認識了

辛亥革命及孫

中山的貢獻和

其生平事蹟。

此次交流團行

程充實，而最

具歷史意義的三個景點分別為中山紀念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和辛亥革命紀念館。 

首先，我要介紹的是中山紀念堂。1921 年至 1922 年期間，國父孫中山曾在此就任中華民國非

常大總統，但在 1922年 6月 16日，地方軍閥陳炯明因與孫中山先生政見不合，發動了「六一

六兵變」，總統府不幸被毀。後來，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廣州人民和海外華僑為了紀念國

父孫中山先生就集資興建了一座紀念性建築物，就是今天的廣州中山紀念堂。紀念堂於 1928

年動工，1929年奠基，1931年落成，總佔地面積 6.2萬平方米，相當於七個觀瑪校舍的面積。

紀念堂是一個堂式建築，可容納 4700 多人。我還記得導遊說過，就算四千多人齊坐在會堂

中，講者仍可以在不用麥克風的情況下，將聲音傳遞到每一個觀眾的耳中。我聽到之後為之驚

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真的希望重遊這座紀念堂，觀賞當中的文藝表演，親身經歷這種建築

學及物理學的神妙之處。 

之後，我們便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烈士陵園是為紀念於 1911 年 4 月，國父孫中山領導

的同盟會在廣州的「三·二九起義」（黃花崗起義）中英勇犧牲的七十二位烈士而修建的。在

黃興先生主持策劃的起義中，因武備運輸緩慢、兵力不足等原因，導致起義失敗，起義部隊大

多被俘或陣亡。起義失敗後，同盟會會員潘達微先生收葬七十二烈士屍骨，並安葬於紅花崗，

潘達微認為黃花崗比紅花崗更能代表烈士的精神，所以就將紅花崗改名黃花崗。在當時起義失

敗後，清政府下令不准人民幫起義死難者收斂屍骨，但潘達微先生不懼被清廷捕殺的危險，安

葬死難者的屍骨於黃花崗。他真的是義薄雲天，值得受到全中國人民的敬仰。 

 

身為家長，既然為兒子揀選了一間最適合他的學校，我深信兒子在校接受的教育和知

識，能夠令孩子適應社會急速發展，並且面對及應付將來各項挑戰。學生的成長，除

了學校的教育，家長的關心和支持也十分重要。  

多年來，十分榮幸得到家長的信任和支持，讓我有機會為觀瑪

服務。盼望各家長繼續並支持參與家長教師會的活動，透過在

家長教師會這個平台，互相分享心得經驗，以促進家校合作，

令學校培育出有目標、有自信，並對社會有貢獻的年輕新一

代。 

今年，我細兒子即將在觀瑪畢業了。雖然在家教會的工作將會

在我人生中畫上休止符，但我相信，這個轉變將會提昇到另一

個層次。  

最後，衷心感謝家長們長久的支持，更要感謝家長委員、義

工、校長、副校長和老師的貢獻，為家長和同學們提供優質服

務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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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還到了辛亥革命紀念館。辛亥革命紀念館建於 2011 辛亥百年之際，是為了紀念國

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活動而建的一座專題紀念館。此紀念館為現代化建築，外形好像

一方被鑿開的巨石，隱喻辛亥革命英烈們開天闢地的勇氣和艱苦卓絕的鬥爭歷程。這座紀念館

仿如一本立體的中國歷史書，當中有詩詞、畫作、剪報、地圖、相片、視頻、模型、蠟像及見

證歷史的仿造品及珍品，這都可以讓參觀者對辛亥革命有一個透徹的了解，無論是辛亥革命的

背景、經過、結果和影響，都講述的清清楚楚。紀念館講述了辛亥革命對整個中國的影響和孫

中山如何救中國人民於清廷腐敗，列強入侵的水深火熱中。孫中山開創了中國歷史的革命先

河，成功推翻滿清專制，建立了共和政府，開啟民主共和新紀元，傳播了民主共和觀念，為日

後的現代中國打下重要的基礎。 

當我想起這些熱血的革命運動，心中的愛國情懷便不由自主地湧現。看著近代中國，百年滄

桑，從任人魚肉的晚清朝，到富強先進的共和國，我由衷地感謝每一位曾經付出過的先賢烈

士，我更希望自己可以學習到這份犧牲精神，日後為國家作出貢獻！ 

 

 

 

 

 

 

考察團後，回到家中。躺於床上，望着天花，午夜

夢迴。記不起在湖北寒風刺骨的陰風，想不起令人

渾渾噩噩且長途跋涉的車程，但卻有幾個使人難以

忘懷的湖北名勝不斷浮現於我眼前…… 

記憶回溯，於行程的第一天，剛下飛機就拖住疲乏

身軀前往湖北博物館。在華燈璀璨的城市，三座博

物館卻散發着古香。縱使我們剛好有幸可以參觀到

館內古埃及珍寶展覽的展品，但如果把它們與博物

館內的四件「鎮館之寶」相比，真可謂相形見絀！ 

我最感興趣的是四件鎮館之寶之中最著名的一件 ─ 越王勾踐劍。它已經入土二千多年，但出

土時仍寒光四射，劍鋒銳利。即使它就這樣躺着，但我們依然能感受越王手拿此劍時的霸氣，

令人不寒而慄！東周末年，霸政興起，哪個諸侯不想稱霸稱王？可惜越王則屢嘗敗果，更要做

吳王夫差的奴僕。忍辱負重的越王最後成功取得吳王的信任，被釋放回國，還以自己血汗將吳

國消滅，後世稱之為「臥薪嘗膽」。也許物似主人型，此劍繼承了越王的倔強，儘管千年已

過、時移世易，然而它仍在這裡等，在等和它一樣堅持，固執的主人。 

如果說前者是一把有着血汗，讓人心生畏懼的劍，那麼曾侯乙編鐘則是一組千百年來、世世代

代蘊含中國文化內涵，讓人對禮樂文化心生敬畏的瑰寶。曾侯乙編鐘由三面組成，三面上的編

鐘均由小到大，從上至下排好。經歷二千年的埋沒，被泥土壓抑着的鐘聲終能再次響起。使人

覺得殘忍的是在編鐘旁邊的兩個墓室，分別是

作為陪葬人員的宮女和樂師，若然得知自己一

生所從事的工作能在千百年後得到傳承，想必

也倍感欣慰。期望這組編鐘可把楚文化繼續傳

承，不會再沉淪在歷史的年輪中。 

可惜，我未能把四件鎮館之寶全覽之於眼下。

即使如此，能看到越王勾踐劍和曾侯乙編鐘已

使我對中國禮樂和荊楚文化有全新以及更深一

層的了解。盼望我可在將來對此再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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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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至 2019年度） 

 1A 陳嘉豪 公民教育  2B 呂正將 體育  4D 何宇軒 經濟 
 

 1A 黎卓橋 體育  3A 鄺雋軒 倫理  4D 羅嘉賢 倫理  

 1A 劉志亮 普通話  3A 林汝毅 中文  4D 吳瑛霖 歷史  

 1A 李浚豐 中文    歷史  4D 蕭俊亨 倫理  

 1A 黃楚泓 電腦  3A 勞家樂 電腦  4E 陳俊瑋 化學  

 1C 鄭尚弦 視覺藝術  3A 羅瀚霖 體育  4E 何嘉俊 企業、會計  

 1C 張泉培 電腦  3A 鄧上行 生物    及財務概論  

 1C 莊浩瀚 電腦    化學  4E 鄺凱華 通訊科技  

 1C 莊翹匡 電腦    地理  4E 盧良熙 英文  

 1C 郭俊賢 普通話    歷史    物理  

 1C 鄧景仁 電腦    數學  4E 黃曜坤 通識  

 1C 謝曉光 電腦  3A 黃穎皓 化學    數學  

   科學    音樂  5B 范耿豪 倫理及宗教  

 1C 王奕榆 英文  3A 黃煥朗 經濟  5B 何嘉耀 體育  

   體育    地理  5C 關善行 中文  

 1D 陳文朗 地理  3A 丘文華 中史  5C 游諾天 體育  

 1D 何樂軒 電腦  3B 陳逸希 公民教育  5D 李浩鋒 數學單元一  

 1D 李家祺 歷史    英文  5D 顏宏耀 數學單元一  

   音樂  3B 周洛希 倫理  5D 石裕輝 中文  

 1D 溫鎧謙 倫理    地理  5D 蕭志豪 歷史  

 1D 黃子浩 中史  3B 高翰楠 視覺藝術  5E 陳進禮 地理  

 1D 余信言 數學  3B 林臻揚 音樂  5E 張承傑 通訊科技  

 2A 陳俊諾 中史  3B 林文彬 體育  5E 朱天樂 生物  

 2A 陳啟燊 中史  3B 吳航宇 電腦  5E 劉卓浚 英文  

 2A 黎君亮 中文  3B 葉誌剛 基本商業  5E 梁智軒 企業、會計  

   地理    物理    及財務概論  

   數學  3D 何以恆 普通話  5E 魯健辰 數學單元二  

 2A 李誠朗 電腦  3D 梁永盛 體育    物理  

 2B 陳俊諾 科學  4A 鄧熾塱 體育  5E 林景灝 經濟  

 2B 陳德恒 歷史  4C 許傑霖 倫理及宗教    數學  

   音樂  4C 周嘉偉 中文  5E 黃智立 中史  

 2B 梁肇麟 英文    中史    通識  

   普通話  4D 何仲康 地理  5E 黃子駿 化學  

 2B 徐頌謙 公民教育  4D 梁綽峯 生物    倫理  

   倫理    化學      

   視覺藝術    倫理      

4 



 

 

學科成績優異獎  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各班第一名（2018至 2019年度） 

 1A 陳嘉豪 2A 黎君亮 3A 黃穎皓 4A 陳冠孜 5A 伍植麟 

 1B 柯嘉權 2B 陳德恒 3B 周洛希 4B 梁鎧安 5B 賴煒峰 

 1C 麥庭彰 2C 冼嘉浩 3C 林汝堃 4C 周嘉偉 5C 張栢森 

 1D 余信言 2D 關翟銘 3D 吳學文 4D 蕭俊亨 5D 顏宏耀 

       4E 盧良熙 5E 魯健辰、林景灝 

 

學科成績優異獎  中六級全年各科第一名（2018至 2019年度） 

 6A 黃健 倫理及宗教  6E 吳卓賢 地理  6E 杜焯賢 數學單元二  

 6C 羅浩泓 中史  6E 杜焯賢 企業、會計    數學  

 6D 馬達梁 數學單元一    及財務概論    物理  

 6D 吳偉良 歷史    化學  6E 黃梓豪 倫理  

 6D 黃俊浩 歷史    中文  6E 楊智軒 通訊科技  

 6E 鄭鈞禧 生物    英文  6E 余俊峰 體育  

 6E 洪澤龍 經濟    通識      

 

學科成績優異獎  中六級全年各班第一名（2018至 2019年度） 

 6A 洪維哲 6B 郭俊軒 6C 李金柏 6D 曾科銘 6E 杜焯賢  

 

獎學金得獎名單（2018年至 2019年度） 

江天文神父獎學金： 2A 王韋賢 陳振威勤奮獎學金： 6E 洪澤龍 
 

 4E 盧良熙  園藝組獎學金： 1D 黃顯通  

任澤民神父獎學金： 3A 丘文華   3B 高翰楠  

 5E 王澤濤   5E 王澤濤 

林清新品行優異獎學金： 3A 黃穎皓  觀瑪。行。 第一名 Graphene Solar Cell Blinds 

 5E 黃子駿  追夢計劃獎學金： 4D 何仲康 4D 梁綽峯 4E 梁駿亨 

梁國齡活動獎學金： 3A 林汝毅   第二名 Appointment Slips System 

 5E 朱天樂   5E 梁旭希 5E 文俊日 

林清新科學創意獎學金： 1D 余信言   第三名 Automatic Watering System 

 5E 魯健辰   5E 梁旭希 5E 文俊日 

趙垣林社會服務獎學金： 5E 朱天樂 傑出觀瑪人獎學金： 5A 陳偉茗  

音樂獎學金： 5E 黃智立   5B 温偉賢  

體育獎學金： 4A 鄧熾塱   5E 陳進禮  

林清新上游獎學金： 6E 郭晉皓   5E 朱天樂  

林清新最佳風紀獎學金： 5E 黃子駿   5E 黃智立  

 3B 王嘉銘   5E 黃子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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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 STEM活動的再思        黎子才老師 

本校獲邀參與香港教育大學推展的 STEM 專業發展項目計劃，得到教大團隊的專業協助，獲益

良多。本校希望透過此支援項目，進一步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及參與度。在計劃的第一階段，科

學科以中二級之前製作的雞蛋保護器為藍本，重新審視過往的不足，讓同學更深入了解工程設計的

流程。 

情景提升學習動機 

經修改後的專題習作仍以保護由高處落下的物件為首要目標。老師在介紹專題習作時搜集了有

關空投救援物資的參考資料，作為專題習作的背景，藉此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令學生提出不少關

於空投救援物資的問題。老師無需解答學生的所有提問，但會引導學生思考各種可能性。學生明白

空投的準繩度非常重要，於是這順理成章地成為專題習作的兩個目標之一。老師於專題習作中創設

讓學生能真實運用知識的情景，是為了提升學生學習的探索空間，學生要解答的是研究問題而非資

料複述性問題，目的是引發學生進行探究的學習需要，從而促進自主學習。 

學生定細節 增加投入度 

這次專題習作的另一不同之處在於學生在習作簡介的課堂上可就降落裝置的大小、質量限制及

應保護的物品踴躍發表意見。學生有更多自主空間正是教大的教授提出 STEM 活動應有的特質之

一。學生可以就習作細節提出建議，大大提升他們的自主度及參與度。問題導向式的學習，可由老

師引發問題，學生經思考後，進一步找出問題核心。老師的角色是引導學生多觀察、多發問及多推

理，有系統的描述和推理可令學生更易掌握知識。而更大的自主空間，亦令學生對整個習作認真地

作全盤思考，比起傳統教學的直接教授知識，更能培育學生的分析與批判能力，以達至多元化學

習。 

重視工程設計的流程： 設計 → 測試 → 修改設計 

工程設計就是不斷修改完善的過程。最初的設計只是一個大方向，從大方向到最終的產品出

爐，通常經過無數次的測試、修改、再測試、再修改的過程。要學生明白這個過程的最佳方法就是

讓學生經歷整個過程。學生經歷整個過程後明白在工程項目中，「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所謂的

失敗只是完善產品的過程，是工程的必經階段。 

固有框架限制創意 

身為老師，帶領學生進行專題研習時往往會面對應該「教」多少的兩難情況。如果教太多，學

生可能離不開固有框架，難以發揮創意；如果教太少，則擔心學生毫無頭緒，不知從何入手。這次

習作可以運用發條玩具中的裝置以控制降落傘在適當時候打開，從而減低側風的影響，以達至控制

落點的效果。然而，若將這做法告知所有同學，則會限制了學生的創意。因此，我選擇了提醒學生

控制下降速度的重要性，至於如何控制降落裝置的下降，則由學生自行想辦法解決。 

未來方向 

比起傳統的學習模式，STEM 的活動體驗令校內學生的自學風氣提升。將來設計 STEM 活動

時，重點之一是開學前的全年計劃，包括全年預留多少時間去做 STEM 活動，活動的目標和形式要

有協調，以提升活動的多元性。課程方面也可及早部署或作出調動，令學生能有多些背景知識去應

付相關活動。 

總結  

STEM專業發展項目計劃讓老師對 STEM教育有更立體的了解，包括理論、教學目標訂立、活動

設計、教學技巧，及評核方法等都能兼顧。就同學而言，他們能有機會參與更多有系統的 STEM 活

動，以提升學習興趣和培養不同方面的能力。STEM 教育在香港仍是起步階段，期望同工繼續發揮

創意，多交流協作，跳出框框，為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學習機會，發揮學生在 STEM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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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親子旅遊 

早上，我們先乘車往馬料水碼頭，再乘船往荔枝窩。荔枝窩位於印洲塘海岸公園，村落臨海

而建，背靠攀背頂，因盛產荔枝而得名。荔枝窩歷史悠久，始見於 1573 年的「粵大記」。 

遊覽後，我們便乘船前往印洲塘。本港有不少自然美景令人驚歎，要選寧靜祥和之地，可謂

非有「小桂林」之稱的印洲塘莫屬。印洲塘的命名或因為這裏有一個貌似「印台」的小島，

遊人亦不難發覺還有多種狀似古代「文房工具」的宜人景致，堪稱「印塘六寶」。我們於吉

澳島享用海鮮午膳後，乘船往鴨洲，參觀鴨眼洞、綿羊石、狗頭石，並於下午三時四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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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跑線》，並於 2 月 23

日「新春親子同樂日」包場播放。《起

跑線》以幽默手法探討教育制度和家長

對名校的迷思，反映教育競爭亂象。究竟孩子的未來是否以

入讀名校作為他們人生的起跑線，值得家長深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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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猜謎有獎遊戲，大家一邊談天說地，一邊享

用美食，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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