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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在不住的禱告後，

我兒終於可以如願以償進入了

觀瑪！青澀的「一年級」，他

搖搖晃晃地走過了。 

 

  這一年，有太多的話題。

看到兒子先是驚訝於自己身體

的真實變化、對女生的好奇， 

進而感嘆生命的奇妙。這一

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師突然

辭世，他憂傷地思考過生命的

終結和歸向。這一年，各科老

師所傳授的知識，漸漸地開拓

了他的思維。在不知不覺間，

我們能平等地討論各種事情，

儘管意見間或是膚淺的，卻是

率真、幽默，更令我驚喜的是

發現了孩子在蛻變中的一點點

亮光。 

 

  我感謝在這個春、夏、

秋、冬陪伴孩子成長的老師

們，正因為他們的默默耕耘、

施肥、灌溉，才可令這些小樹

苗茁壯成長，以成參天大樹。 

這個學年，我有所感動，想加

入家教會為學校盡綿薄之力，

想陪伴這些可愛的少年人，與

他們一起成長。期望他們能如

鷹展翅上騰，翱翔天際！ 

楊蔚凌 
 

 

發揮小宇宙  

本人是「觀瑪」校友，感恩
我的孩子也可以加入「觀瑪」這
個大家庭。這是得來不易，我想 
家長們也有同感吧！ 
   

記得當年初中時，抱著戰戰
兢兢的心情，由小六大哥哥的身
分，變成初中的小弟弟。新的環 
境、新的學習方法、新的功課要
求、更嚴謹的賞罰制度……這些 
都需要時間努力應。 
   

我想，或許我的孩子和他的
同學也面對著同樣的情況，抱著
差不多的心情。 
   

當時，有一位老師跟我們分
享了一個小秘密。他說：「其實
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個『小宇 
宙』。」怎樣理解？他說不要小看
自己，只要有天這個「小宇宙」
的力量發揮出來，它的潛能是意
想不到。這位老師表示原來很多 
偉 人，小 時 候 都 是 平平無奇，  
    
 

 

只是在一個偶爾的機會下「開
竅」，再將自己的潛能發揮出
來，為自己創造美好的人生，
為人們發光發熱。 
 

我的一位「觀瑪 」朋友，
是會考 9A 的「火箭人」。最近
我問他是什麼動力促使他取得
這樣優異的成績。他表示在一
個很偶然的機會，看到成績優
異的大哥哥在台上領獎，覺得
他們很威風、很厲害。就是在
這一瞬間「發奮的種子」萌芽
了，「小宇宙」開發了！  
 

 
我也跟我的孩子講了「小

宇宙的故事」，我看到他的眼
睛發光，充滿希望……你也會
跟自己的孩子說一遍這個「小 
秘密」嗎？ 

 
黃勁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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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聖誕親子旅遊」 

「聖誕親子旅遊」已於 2014 年 12 月 14 日（星期日）舉行，當日先乘車前往

南生圍敬輝農場，輕踏千呎橋、漫遊菜田魚塘、龜池和錦鯉塘後，再乘車前

往流浮山，遊覽海味街並享用象拔蚌、鮑魚海鮮餐。餐後乘車往元朗大棠參

觀香港哈爾濱冰雪冰雕展，之後再乘車往元朗恆香製餅廠參觀及試食。 
 



 

 

  

「新春親子同樂日」 

「新春親子同樂日」已於 201 5年 3月 7日（星期六）

順利舉行，當天進行了電影欣賞活動──《大英雄聯

盟 》及中午聚餐。大家都能飽餐盡興，共慶新春。 



 

  

P.4 



 

=  

P.5 

2014-2015 年度籃球隊 

香港學界中學籃球第三組別九龍三區 

甲組季軍 

 

2014-2015 年度足球隊 

香港學界中學足球第二組別甲組季軍 

香港學界中學足球第二組別乙組冠軍 

全港學界精英足球比賽 16 強 

 

 

2014-2015 年度游泳隊 

港九區第三組九龍一區學界游泳決賽 

男子團體冠軍 

男子甲組季軍 

男子乙組冠軍 

男子丙組殿軍 

 

 

 

 

 

 

 

 

 

 

 

2014-2015 年度田徑隊 

全港學界田徑第二組別 

男子甲組 

4X100 米冠軍 

 

 

2014-2015 年度羽毛球隊 

九龍區第二組別羽毛球比賽 

乙組冠軍 

 

2014-2015 年度乒乓球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第三組別(九龍二區)學界乒乓球比賽 

男子甲組殿軍 

男子乙組亞軍 

男子丙組季軍 

團體總成績：冠軍 

*明年升上第二組別作賽 

 
 

3B  郭永皓      
       
 前年，第三組。我當年中一，
靠著中六的師兄，以大滿貫的姿態
，升上第二組；上年，第二組。師
兄畢業了，我們不中用，護級失敗
了。今年，第三組。我校幸運地分
配到實力較弱的第三組九龍一區
比賽，真正的對手寥寥可數。順理
成章，我校以四十分之差大幅拋離 
第二名，再次升上第二組。 
  正當師弟沾沾自喜，想像來年
如何在第二組大展拳腳，在觀瑪
久經風雨的蘇榮勳老師對大家說︰
「升上第二組後絕不能鬆懈，因為
學校是著名的『升降機』。我們雖
然在第三組『大勝』對手，但大部
分的分數都是在決賽取得的。若上
第二組連決賽都進不了，何況是三
甲？想觀瑪繼續做『升降機』，你 
自己決定！」 

明年，我們承諾會盡力留在
第二組，逐年把目標推高，希望終
有一天會升到第一組，令觀瑪人以
泳隊自豪。 
 

  5B  黎展峯   

  剛上到甲組的我，很久也未能
適應甲組的練習生涯，一是甲組的
比賽較乙組的多二十分鐘，二是昔
日乙組的比賽在十二月才開始，而
甲組則在十月已經開始，因此準備
和訓練時間相對不足。今年的練習
時間較為緊密，每星期三次，加上
學校政策規定星期一不准進行課外
活動，每星期四個上課天中，有三
天放學後都要練習。 
  雖然每天練習是很辛苦，但我
相信成功終會有一日降臨。我們很
順利便進入了四強賽事，一心想進
入決賽，為觀瑪寫上光輝的一頁。
我們卻因緊張和輕視對手，在「四
強」止步。正因這場敗戰給了我們
教訓，在季軍戰中我們憑決心打敗
了聖言中學，我們也憑著第三名參
加了全港學界精英賽，為觀瑪寫上
歷史性的一頁。 
  我們真的很感謝教練和支持我
們的人，他們給了我們無比的勇氣
和信心，讓我們去完成比賽。來
年，希望隊友們可繼續努力練習和
比賽，奪得更好成績，為「觀瑪」
寫下更光輝的一頁！ 

 



 

  

P.6 「多元智能挑戰營」 
 

4D 曾浩賢         

從第一天開始，我便認為我將進入的挑戰

營，是一個「地獄」，即將「受死」。儘

管第一天操練的只是步操，我也練得小腿

發痛。晚上，只是遲了關燈，也要接受較

重的懲罰。這令我意識到，在某些時候，

是應該要遵從其他人的說話。儘管首兩天

我很想離開，但到了第三天我便已經習慣

下來了，更對挑戰營產生了「情感」。在

那裡，我學會了自律和服從。而這兩點可

能會在危險的時候，救人一命。另外，任

何時候都要有團隊合作的精神，要以最快

的速度完成手上的工作。我很慶幸參加了

這個挑戰營，而且更獲益良多。 

 

4A  陳健培         

  今次參加「多元智能挑戰營」，令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長官檢查房間，她令我們整班學員明白做人和做

事都要有目標。我們第一晚清潔房間的時候，都只是

隨意地打掃，可是第二天早上，她來到我們的房間看

了幾分鐘，就跟我們說：「你們的標準只有這麼低？

平日做事都是得過且過？」那刻我明白到我們常以為

可以接受的事，在別人眼中是不能接受，我們對自己

要有更高的要求和目標才對。 

  長官每天都會進行訓示，因此，我們每一個人都

有了同一個目標，就是要得到長官的一句：「我滿

意！」為了這個目標，我們對自己的要求不斷提高。

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每晚大家都十分努力地清潔房

間，即使大家是來自不同的班別，甚至是毫不認識，

但那刻我們是一隊人，無分你我，互相合作。每個人

都不會閒著，完成了自己所分配的工作後，都會去幫

助其他隊友，希望彼此能早點休息。 

我們就這樣，一起努力，共同完成了五日四夜的

訓練！ 



 

  

P.7 
學校資訊日 
 
本年繼續舉辦「學校資訊日」，方便有意

報讀觀瑪的小學生和家長了解學校情況。

活動於 2014 年 12 月 7 日舉行，先由中樂團

表演揭開序幕，接著余校長介紹學校辦學

宗旨、校園生活、收生要求等。同一時段

亦安排了棒球、彈網、雜耍、英語攤位遊

戲及科學小實驗五項活動，讓到訪的小學

生參與，體驗觀瑪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

當日約有八百位小學生和家長蒞臨，家長

積極提問，學生亦非常投入各項活動。 



 

學科成績優異獎（2014 年至 2015 年度上學期） 

學業成績 

優異獎 

各班第一名 

 

1A 詹鎧蔚 

1B 黃子駿 

1C 劉卓浚 

1D 黃智立 

  

2A 杜焯賢 

2B 范德鎮 

2C 黃俊豪 

2D 簡浩晉 

  

3A 林踔賢 

3B 譚賀文 

3C 許煒樂 

3D 鄧浚然 

  

4A 曾俊洪 

4B 楊民浩 

4C 吳昱昀 

4D 周建成 

  

5A 陳志恆 

5B 林智康 

5C 李浩言 

5D 黃宇鴻 

5E 陳澤文 

學科成績優異獎 各科第一名 

   

1A 潘智峰 音樂 

1B 黃子駿 中史 

1B 黃子駿 倫理 

1B 陳俊文 科學  

1B 黃子駿 視覺藝術 

1C 魯健辰 數學 

1C 李璟正 體育 

1C 魯健辰 普通話 

1D 黃智立 中文 

1D 黃智立 公民教育  

1D 黃元謙 電腦 

1D 黃智立 英文 

1D 黃智立 地理 

1D 黃智立 歷史 

1D 石裕輝 普通話 

1D 張承傑 科學  

2A 杜焯賢 中文 

2A 杜焯賢 歷史 

2A 鄭鈞禧 公民教育 

2A 杜焯賢 英文 

2A 杜焯賢 地理 

2A 杜焯賢 歷史 

2A 杜焯賢 數學 

2A 莊景程 音樂 

2A 蕭仲謙 體育 

2B 馬達梁 電腦 

2B 陳言政 倫理 

2B 范德鎮 科學  

2B 陳宇謙 視覺藝術 

2C 余俊峰 普通話 

3A 張浩 生物 

3A 陳灝俊 化學 

3A 劉鎮熹 中史 

3A 林踔賢 公民教育  

3A 梁添利 電腦 

3A 劉鎮熹 經濟 

3A 陳灝俊 歷史 

3A 蘇文浠 體育 

3A 嚴逸洪 物理 

3A 林踔賢 普通話 

3B 譚賀文 基本商業 

3B 譚賀文 中文 

3B 阮鋒文 英文 

3B 吳嘉傑 倫理 

3B 吳嘉傑 地理 

3B 吳嘉傑 數學 

3B 游諾生 音樂 

3B 湯晞民 普通話 

3B 陳日朗 視覺藝術 

4A 陳嘉耀 通識 

4B 陳梓敬 體育 

4C 鄧曉豐 中文 

4C 莊文浩 倫理及宗教 

4C 趙崇希 物理 

4D 何梓羽 生物 

4D 陳奕宏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4D 陳文聰 化學 

4D 蔣皓民 化學 

4D 蔣皓津 中史 

4D 郭靖然 中史 

4D 周建成 經濟 

4D 謝東霖 經濟 

4D HARPREET SINGH

 英文 

4D 陳啓維 倫理 

4D 何梓羽 倫理 

4D 蔣皓民 地理 

4D 譚競恩 歷史 

4D 劉浩

 資訊及通訊科技 

4D 利承禧

 資訊及通訊科技 

4D 周建成 數學 

5A 林奕安

 資訊及通訊科技 

5A 陳澤鋒 體育 

5B 李健星 體育 

5B 陳嘉達 視覺藝術 

5C 李浩言 化學 

5C 梁嘉銘 倫理 

5C 李俊蓉 倫理及宗教 

5D 黃宇鴻 中文 

5D 黃宇鴻 生物 

5D 曾文謙 中史 

5D 黃鈞楀 地理 

5D 曾文謙 歷史 

5D 曾文謙 通識 

5D 王汝淘

 數學（單元一） 

5E 陳澤文

 企業、會計及 

財務概論 

5E 鄭駿軒 化學 

5E 蔡梓晉 經濟 

5E 魏遠名 英文 

5E 林善樺 數學 

5E 羅家裕

 數學（單元二） 

5E 魏遠名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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