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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度 第二十屆 

委員會名單： 

主席：劉家鴻先生 

第一副主席：周笑玲女士 

第二副主席：梁華偉副校長 

秘書︰羅美卿老師、方暐老師 

司庫：李文信副校長、楊麗菁女士 

文康：朱鎮輝先生、吳青華先生、 

 黃俊彥老師、趙麗雲老師 

總務：曾美芝女士、盧文釗老師 

委員：林玉英女士、蘇麗珍女士 

義務核數師：呂歡卿女士 

 

  第 20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新上課時間表 

 優質家長學堂 

 北京高校科學營 

  英國遊學團 

  台灣交流團 

 學業成績獎項 

 



 
  

  

 

        新高中課程推行已進入第五年，學校盡量開設選修科目，讓同學有更多選擇，例如現時

八科/七科供五班同學選修，因八科/七科同時間上課下課，一般需要十分鐘轉堂時間。下學年學

校仍盡量開設選修科目，例如六科供四班同學選修，為了減少轉堂時間，增加上課學習時間，因

而設計以下的新上課時間表。在新時間表中每天學校可安排四組連堂，比現時每天只可以安排三

組連堂多；六天的教學循環周可以多了六組連堂；連堂多了，轉堂的次數便會減少。同時，在新

時間表中，連堂的轉堂是在小息、午飯或放學時間進行，不影響下一堂上課時間。 

 

    另一方面，新高中課程中不少是需要在課堂中互動學習，連堂能提供足夠的時間給同學進行

互動學習。為配合新課程，學校現時已盡量安排連堂。新時間表讓學校能安排更多連堂，配合互

動學習的需要。 

 

    新上課時間表上學及放學時間不變，午飯時間仍是一小時十五分鐘。新時間表將會在 2014

年 2 月的學校會議中議決在 2014-15 年度開始實行。家長如對新時間表有意見，可向學校提出。 

 

冬令時間表 
08:00 – 08:30 周會/ 清晨黙想/ 晨早閱讀/ 班主任堂 
08:30 – 09:40 第一、二 堂  每堂 35 分鐘 
09:40 – 10:00 小息 (20 分鐘) 
10:00 – 11:10 第三、四 堂  每堂 35 分鐘 
11:10 – 11:20 小息 (10 分鐘) 
11:20 – 12:30 第五、六 堂  每堂 35 分鐘 
12:30 – 01:45 午飯時間 (1小時 15分鐘) 
01:45 – 03:30 第七、八、九 堂  每堂 35 分鐘 

 
夏令時間表 

07:45 – 08:00 班主任堂 
08:00 – 09:00 第一、二 堂  每堂 30 分鐘 
09:00 – 09:20 小息 (20 分鐘) 
09:20 – 10:20 第三、四 堂  每堂 30 分鐘 
10:20 – 10:30 小息 (10 分鐘) 
10:30 – 11:30 第五、六 堂  每堂 30 分鐘 
11:30 – 11:50 小息 (20 分鐘) 
11:50 – 01:20 第七、八、九 堂  每堂 30 分鐘 

 



 
  

  

 

上學年度，優質家長學堂及工作坊的主題

是譜出和諧家庭，透過影片、歌曲及小組

討論，探討一般家庭的親子衝突的誘發

點、認識處理衝突的形態及親子衝突的影

響、教導親子衝突調解方法及要點。家長

們都明白自己家庭衝突是很普遍的，願意

主動學習及分享，也反思自己處理親子衝

突的方式。 

2013-14 年度 的優質家長學堂及工作坊主題是提升學習動機，家長常看

見兒子不做家課、沒有溫習，表現懶散。究竟什麼是學習動機？作為家

長可以如何鼓勵兒子對學習有興趣、從而提升其學習動機？如有興趣，

可留意下學期的校內通告，或向本校家家長教師會及學校社工查詢。 

 

優質家長學堂     優質家長工作坊 

日期﹕2014 年 3 月 14 日   日期﹕2014 年 3 月 21 日及 28 日 

時間﹕下午 7 時至 8 時 30 分  時間﹕下午 7 時至 8 時 30 分 

家長得著﹕ 

 明白自己家庭衝突是很普遍的事 

 問題人人都有，解決方法各有不同 

 凡事有不同的角度，應多方面看事情 

 做家長也要先控制自己的情緒，明白

子女也是獨立的個體，大家的看法不

同，要詢求共同目標去解決衝突 

除此之外，在下學期所舉辦「親子歷奇日

營」，透過不同的歷奇活動及享受營地設施，

家長與孩子們一同度過輕鬆愉快的一天，促

進親子關係及彼此溝通。 



 
  

  

 

   那個暑假，是我最難忘的暑假；那個暑假，是一個不

一樣的暑假，我們共同見證了青春的飛揚，那個暑假，我

們共同放飛了科學的夢想。 

   那個暑假，我們去了北京。 

「各位同學，我們在出發前先到機場閘口照一張大合

照吧! 」這話是出自一個舉著小旗子，戴著太陽眼鏡，頭

上頂着鴨嘴帽子的女老師。她是這些人的其中一個帶隊老

師。而這些人是參加了 2013 年度高校科學營北師大分營的

交流生，懷著一顆期待、雀躍而又興奮的心的高中生。 

   我也是其中一個。 

   我作為一個從未參加外地交流營的

學生，在被告知能參加科學營後，在期待

之外也好奇着大陸的學習環境。他們的生

活條件如何？學習是不是真如別人說的

一樣刻苦？教授是不是很凶？在飛機裏

看著蔚藍的天空，我決定要親自找出答

案。 

   到了機場以後，北師大派來了幾位志

願者來接機。我試著和他們談話，發現內

地學子非但健談，而且說話很有內涵，有

時候甚至還能用廣東話跟我們開開玩

笑，跟我一向的理解的內地學子很不一

樣。 

 

在跟他們熟絡一番後，我們來到了自己的宿舍。走

進宿舍，我們發現宿舍的環境不是一般的簡陋。簡單的

四張床連桌子，沒有空調，熱水器要拍卡公用，兩個公

用洗手間還時不時的漏水。志願者告訴我們，我們住的

宿舍是研究生住的，在大學宿舍裏已經算是不錯了。我

很驚訝於他們的學習環境，也開始對內地學生的刻苦有

了一定的了解。 

之後的幾天，我們上了幾門與天體、物理、化學和

腦神經和機器有關的課程，在和教授的接觸中，我們收

獲了不少與科學有關的知識，更重要的是，我們從來自

大陸的同學身上學會了勇於發問、刻苦認真的學習態度。 

在和大陸同學交流中，我們更交了不少朋友，這也

拉闊了我們的社交圈子，更認識了不少更我們一樣喜歡

科學，志同道合的老師和同學。 

現在，我已經離開了北師大，但我所收穫的，卻永

遠留在自己的心中；我的足跡，卻永遠留在了美麗的北

師大校園。 

 



 
  

  

  Last summer holiday, I went to London with my schoolmates and teachers on a study tour. We stayed 
there for only 15 days. It was a memorable trip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visited another country alone. 
  After we had arrived, we got on a coach and went to Greenwich. Greenwich was famous in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 Prime Meridian Line. Our tour guide, Terrie showed us around a small part of Greenwich, 
such as the Greenwich Park, the Greenwich Museum, the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etc. After that, Terrie 
gave us free time to walk around the place. I walked with my friend, Dickson. We first visited the 
Greenwich Museum. There were many displays of the old Greenwich, such as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buildings, hospital wards, statues of Greenwich and arts. Then we also played in the Greenwich Park and 
walked through an underwater tunnel .At night, our host mother came to pick us up to their homes. Luckily, 
I was in the same house with Dickson. After we arrived, we had a very fun night because we carelessly told 
our host mother that we didn’t want to have dinner that night .Our stomach rumbled all night long!  
  In the next few days, we had lessons in the morning and visited famous places in the afternoon. We had 
English less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We first had an English test and fortunately I got into the 
best class. Our class teacher was Jenny. She was born in Hong Kong but she moved to England because of 
her father’s business. That’s why she knows how to speak Cantonese. She taught us writ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phonics. We had many group discussions with students from other countries. I met 
many new friends there and was willing to speak English with them.  
  We visited many other famous places there such as the London Bridge and Tower Bridge. London bridge 
was the bridge mentioned in the song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Our tour guide told us that this 
song was sung because it took the builders more than 8 years to build and people thought that it was a joke. 
They wrote this song to ridicule the builders. I also visited the Prime Meridian Line. It is the line which 
shows the time of each country and the difference in time zones of countries. Among all the places, I like 
the Buckingham palace most because it was huge and magnificent. I watched a parade there by the soldiers. 
It was amazing! 
  Besides learning and visiting different places, I went shopping and tried different food there. I went 
shopping there with Mr. Chan. We went to a shop called Primark and bought a lot of clothes of excellent 
quality and at reasonable prices. I also tried the most traditional snack there –fish & chips. It was very 
delicious but it was expensive.  
  On the last day, we had a graduation ceremony. I received a report and certificate from Jenny. I was very 
glad about that! Then we went back to our host families to get our luggage and we took the coach back to 
the airport, waiting to leave. When the airplane got off from the airport in London, I gazed out of the 
window at the beautiful views of London, not just Greenwich. At that moment, I missed all the things I saw 
there. My schoolmate comforted me and he sang the song ‘歲月如歌’ to me . 
 
  Till now, when I think about the happy moments I had in London, I feel very sad because I am not in 
London now, but I am also happy because I had a wonderful trip there and I hope I can join the next study 
tour in the next summer holiday . 
 
 

 
 

 



 
  

  

 
 

   在過去的試後活動期間，我有幸能跟隨學校去台灣，欣賞

當地怡人的景色及當地一所大學。 

   在第一天到達台北時，天氣是炎熱的。我們先到達位於台

北的銘傳大學參觀。與香港的大學相比，銘傳大學的學術單位

種類某程度上顯現比不上香港的一些大學。但是銘傳大學的課

室卻有別於香港一般的大學。銘傳大學的課室經過特別的設

計，例如﹕旅遊與觀光學，他們把其中一間教室設計成機艙的

模樣，增添學生對課堂的認識及趣味性。我們一開始也被這「機

艙」嚇呆了，讚嘆著這仿真度極高的「機艙」所付出的昂貴費

用。 

   在這三日兩夜的台北之旅中，我們除了欣賞台北的歷史建

築物，「中正紀念堂」和獨有的岩石，位於台灣野柳地質公園

的「女王頭」以外。就我而言，這次的台灣三日兩夜之旅，令

我深刻體會的莫過於是能感受到台灣人不管對鄰舍或者遊客的

那種熱情及香港生活的節奏急促令很多人都喘不過氣來。 

   在台灣的這三天裏，我們逛過不少商舖並買下不少紀念

品。這些商舖的老闆看見我們是香港的遊客，有些更提供優惠

給我們。而且他們對待遊客總是面帶笑容，面對顧客對貨品價

錢的咨詢時，也不會感到煩厭。最後，在香港的生活步伐相比

起台灣來說明顯快出數倍。香港市民生活步伐如此急促，令他

們難以享受自己的人生；或許香港人也是時候減慢一下生活步

伐的節奏，享受一下自己的人生了。 



 
  

  

5D 陳佐平 體育 

5D 陳梓熹 數學(單元一) 

5D 張文浩 中文 

5D 鍾翺揚 地理 

5D 符耀峰 歷史 

5E 伍偉全 數學(單元二) 

5D 謝子強 中史 

5D 謝子強 通識 

5E 張冠聰 經濟 

5E 趙文浩 生物 

5E 趙文浩 物理 

5E 文曉傑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5E 伍偉全 化學 

5E 伍偉全 倫理 

5E 伍偉全 數學 

5E 黃文雋 英文 

6A 何錫予 組合科學 

6B 劉根呈 倫理及宗教 

6B 曾景強 體育 

6C 謝學勤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6C 葉家輝 中文 

6C 葉家煇 地理 

6C 葉家煇 通識 

6D 趙浚峰 化學 

6D 趙浚峰 數學(單元一) 

6D 何智軒 資訊及通訊科技 

6D 賴浩堯 視覺藝術 

6D 劉珈瑨 英文 

6D 羅弋東 倫理 

6D 梁皓誠 體育 

6D 呂浩賢 經濟 

6D 萬卓軒 中史 

6E 鍾國華 物理 

6E 吳銘鋒 歷史 

6E 吳銘鋒 數學 

6E 黃敬軒 生物 

6E 黃敬軒 數學 

6E 黃添順 數學(單元二) 

   
 

1A 梁譽鐘 電腦 

1D 陸嘉豪 數學 

1B 譚賀文 中文 

1C 郭永皓 體育 

1C 劉鎮熹 中史 

1D 陳卓涵 電腦 

1D 陳飛龍 音樂 

1D 陳日朗 公民教育 

1D 陳日朗 倫理 

1D 陳日朗 地理 

1D 陳日朗 視覺藝術 

1D 何禧賢 歷史 

1D 林踔賢 普通話 

1D 阮鋒文 英文 

1D 阮鋒文 科學 

2A 蔣皓津 公民教育 

2A 蔣皓民 公民教育 

2A 蔣皓津 普通話 

2A 周建成 英文 

2A 周建成 視覺藝術 

2A 胡碩朋 歷史 

2A 劉浩 地理 

2A 宋韋霆 體育 

2A 譚競恩 中文 

2B 陳梓謙 倫理 

2B 趙崇希 科學 

2B 鍾秉儒 中史 

2B 劉劻霖 數學 

2B 麥匡麟 電腦 

2B 吳鎧充 音樂 

2C 陳明德 普通話 

3A 陳澤文 中文 

3A 鄭駿軒 體育 

3A 鄭穎煒 公民教育 

3A 鄉世洲 中文 

3A 何業發 公民教育 

3A 李俊傑 普通話 

3A 魏遠名 英文 

3B 張展輝 音樂 

 

3B 林善樺 電腦 

3B 林善樺 倫理 

3B 林善樺 數學 

3B 孫紹楠 化學 

3B 曾文謙 中史 

3B 黃宇鴻 生物 

3B 黃宇鴻 電腦 

3B 黃宇鴻 經濟 

3B 黃宇鴻 地理 

3B 黃宇鴻 歷史 

3B 黃宇鴻 物理 

3B 黃宇鴻 視覺藝術 

3D 鄔俊昆 基本商業 

4B 蔡家榮 體育 

4B 梁譽騫 體育 

4C 張沛康 中史 

4C 李政朗 英文 

4C 李浩延 視覺藝術 

4C 吳俊亨 地理 

4C 連家杰 倫理及宗教 

4C 姚承宗 歷史 

4D 張晉陞 通識 

4D 李嘉裕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4D 袁文龍 數學 

4D 袁文龍 數學(單元一) 

4E 區志豪 數學(單元二) 

4E 陳子謙 中文 

4E 鄒賜 中文 

4E 黎灝軒 經濟 

4E 黎灝軒 物理 

4E 劉詩聰 物理 

4E 羅樂軒 化學 

4E 蕭卓希 資訊及通訊科技 

4E 胡俊傑 倫理 

4E 胡嘉傑 生物 

5A 陳曦舜 體育 

5A 胡展程 資訊及通訊科技 

5B 練樂進 倫理及宗教 

5C 林漢禧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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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俊彥老師、趙麗雲老師 

 
鄭穎煒同學、黄展唯同學 

鳴謝  梁華偉副校長、李文信副校長、 

 
社工葉少霞姑娘、盧俏玲老師、 

 
黎子才老師、陳承威老師、 

 
楊達成老師、吳永輝同學、 

 
鄭元民同學、何禧賢同學及 

 
各資料提供者 

 

1A 梁譽鐘 4B 梁譽騫 

1B 譚賀文 4C 吳永輝 

1C 韓宇翹 4D 謝泓昌 

1D 何禧賢 4E 羅樂軒 

2A 蔣皓民 5A 周梓軒 

2B 陳啓維 5B 林鑫俊 

2C 陳明德 5C 黃梓翹 

2D 洪秉楠 5D 陳梓燾 

3A 陳澤文 5E 趙文浩 

3B 林善樺 6A 楊朗達 

3C 李永濤 6B 羅卓文 
3D 柯浩源 6C 葉家煇 
3E 郭浩文 6D 劉浩霆 
4A 簡穎良 6E 吳銘鋒 
 

江天文神父奬學金 
2A 周建成 

4E 吳楚軒 

 
    

 
  

 

任澤民神父奬學金 
3B 林善樺 

6C 葉家煇 

 
    

 
  

 
活動奬 5D 鍾仁杭  

 
    

 
  

 
趙垣林奬 5D 黄家禧  

 
    

 
  

 
林清新奬 5E 劉潤偉  

 
    

 
  

 
音樂獎 6E 張銘軒  

 
    

 
  

 
最佳運動員獎 6B 麥駿然  

 
    

 
  

 

優秀觀瑪人獎勵計劃 

金章 

6E 方琮瑋  

6E 沈紹煒 

6D 劉珈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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