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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至 2015年度 第二十一屆                

委員會名單 

主席：周笑玲女士 

第一副主席：朱鎮輝先生 

第二副主席：梁華偉副校長 

秘書︰羅美卿老師、劉蓮鳳老師 

司庫：李文信副校長、楊麗菁女士 

文康：黃勁邦先生、吳青華先生、 

  方麗明老師、趙麗雲老師 

總務：伍德臻先生、盧文釗老師 

委員：楊蔚凌女士、蕭煥標先生 

義務核數師：杜映華女士 

 

本期內容  

P.1  第 21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P.2      主席及家長校董的話 

 

P.3      學習風格及筆記製作 

 

P.4-6     交流團 

    P.4新西蘭遊學團 

   P.5新加坡文化交流團 

P.6韓國朝聖之旅 

 

P.7-8   學業成績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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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主席的話             周笑玲 
   

本人十分榮幸能得到各位家長及老師的信任，當選成為新一屆家長教師會主席，有機會再

為兒子的學校服務。家長教師會的家長委員來自不同行業、不同階層，但大家都有著共同目標

──建設一個良好的環境，讓學生愉快地學習和成長。各位家長委員都關注學校發展，並努力

搭建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希望透過與學校的連繫，以支援校方提升教育質素。 

  作為家長，我為兒子揀選了一間最好的學校。我深信學生進入學校接受教育，並以在校內

學到的知識來面對、應付將來的各項挑戰，新一代的學生要適應急速發展的社會，必須得到學

校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援，而家長的關心及支持更為重要。 

  現今資訊科技的發展突飛猛進，學生所接收的資訊更是日新月異，特別是互聯網的興起、

智能電話的普及，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模式改變了。新一代的思維和與人溝通的模式，已跟我

們年輕的時代有所不同。在這資訊泛濫的年代，要讓同學們懂得如何取捨、吸收，懂得如何思

考、分析，從而確立正確的道德觀、價值觀，我深信家長和老師的引領極為重要。 

  盼望各位家長繼續支持和參與家長教師會所辦

的活動，藉家長教師會這個平台，互相分享心得、

增加「家校」的溝通，更要感謝各位老師和家長歷

年對學校及家長教師會的支持和貢獻。本人會竭盡

所能，在新一屆家長教師會的任期內與大家衷誠合

作、互相扶持，為家長和同學們提供優質的服務和

幫助。  

 

             家長校董的話          朱鎮輝 
 

  「校董」兩字，從來都是遙不可及的概念。在學時期每每聽到「校董」一詞，總會不其然

的心生寒意，總覺得他們是至高無上，當有校董巡視學校的時候，都會退避三舍，避免接觸。

現在人大了，知道校董的主要職務是協助學校制定政策及程序，推動學校的發展。 

  觀瑪是我的母校，當初為犬兒報讀觀瑪，除了是因應其能力選擇最合適的學校外，亦是希

望能以家長的身分，報效母校多年的栽培。正值學校成立法團校董會，當中有校友校董及家長

校董之席位，細想之下決定參與家長校董選舉。 

  能夠當上家長校董之位，首要感謝每一位參與投票的

家長。在兩年的任期，本人將恪守校董的守則，竭盡全力

履行校董的職責，亦會不時回校親身視察學校的情況。各

位家長、師弟，可透過本人向校董會提出你們對學校的意

見，大家一起為創建更好的觀瑪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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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風格及筆記製作 
 

  本校於本年四月安排中一級同學參與「學習風格及筆記製作」課程（Learning style 

and Note Making Workshop），讓同學掌握自己的學習風格，了解其在學習方面的強弱

項及能力，明白製作筆記的技巧，從而改善學習知識的習慣和策略，以建構知識。此

課程共有四堂，效果良好，因此學校在八、九月間安排本年度的中一級同學參與課程。

而本年度學校要求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在課前作預習、在課堂上摘錄筆記及課後整理

所學，期望能培養同學良好的學習習慣，改善學習策略，提升學習的效能。 

 

同學分享 

 

2B  吳卓賢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學習風格，這些學習風格往往都

會影響個人在學習方面的成效。當我第一次上學習風格

（learning style） 的課堂時，導師分析我們的學習風

格，教導我們學習的方法等，都令我覺得十分新鮮。這個

課程，能夠讓我清楚了解自己的學習風格，並在學習上作

出改善。經過數堂後，我已經能夠開始掌握在學習風格課

堂上學到的知識。當課程結束後，我已經可以好好運用學

到的技巧，在日常學習中應用。此外，由課程所分發的個

人評估報告，詳細列明了各種學習風格的特質，我們可以

依照評估，改善自己的風格，從而提升學習的效能。這個

課程，令我獲益良多，對我自身的學習，有莫大的幫助。 

 

2B 刁焯希 

  在小學的時候，我的學習完全沒有任何方向，老師叫我做甚麼就做甚麼，不會主動、

積極學習，以提升自己的學習水平。到了中學，當得知要上學習風格（Learning  style）

這個課程時，我認為只是一些大家在學習時要注意和知道的東西。然這個課程並不是

這樣，導師十分仔細地教授我們不同的學習方法，如摘錄筆記（notes-taking）等，

還把所有同學根據開始時完成有關自己如何學習的問卷分成四個類型的學習風格，以

教導我們如何運用自己的優點和改善自己的缺點，令我的學習變得有方向和樂趣。現

在，我一直都運用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和方法去學習。在這個課程學到的知識，對我

的學習有莫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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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Zealand Study Tour Report             

3B  Ho Hei Yin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I went on a 

study tour to another country, but it was 

still a wonderful trip as the culture and 

social aspects are different. 

The first feeling that Auckland gave 

me was that it was very big with wide 

roads, farmlands, short buildings, etc. If I 

compare it with Hong Kong, I will say that Hong Kong is extremely small! 

As the main purpose of organizing this tour was to learn and study, we visited a 

huge range of places there such as the 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 Museum of 

Transport and Technology, Snow Planet and so on. But the one that I was most 

interested in was Auckland Zoo. In the zoo, there are many animals that we cannot see 

or get close to in Hong Kong, such as Eastern water dragon, Austrian king parrot, sea 

lion and so on. The most famous special specious is the Kiwi bird. It is one of the 

cutest and most famous bird in Auckland. It likes living in a dim and dark environment. 

We spend nearly 15 minutes looking for it in a dark room. When we saw it, it ran away 

immediately as it was afraid of humans. Besides, we even had chances to get close to 

rhinoceros and leopards! 

We also went to school for English lessons with some students from other 

countries. Most of them were from Korea. Although we shared different values and 

cultures, we got on well and they treated us in a friendly way. They helped us with 

different problems in the class. They even read the English bible with us and hoped 

God would bless us! We had many memorable moments with them. 

This study tour is over. Although it was only about two weeks, I still felt that I 

spent a long time with my classmates and I had visited a lot of places. Sometimes, I 

still read the letters that they gave me as the 

letters bring back lots of good memories. 

Even though we are not in Auckland now, 

our friendship will last fore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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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之旅                    6D 張晉陞 

  從飛機離開地面、翱翔天際的一刻，我們的旅程便開始了。在五天的交流團中，我看

到了新加坡五光十色的一面，也看到了它恬靜怡人的一面。 

  在飛機上，我不斷想像新加坡的風貌。我曾

經看過一個有關新加坡的廣告，晚上的新加坡璀

璨奪目，在濱海灣綻放光芒，格外迷人。因此我

也認為，新加坡的景色定是十分燦爛，充滿著摩

登城市的氣息。然而，我第一眼看到新加坡的土

地，卻是春意盎然。在飛機上俯瞰新加坡的全景，

大部分都是綠色的土地。「花園城市」，果然名不

虛傳。 

  抵達當地後，我們坐上旅遊巴士，當地導遊

一句的問好使我感到份外親切。望出窗外，樹木矗立、山丘碧綠、綠草如毯，使人心曠神

怡。原來新加坡除了五光十色，還有綠草如茵的一面。旅程中，無論到舊城區或是新型的

商業區，我們都能輕易看到綠化的痕跡。在新加坡，到處都是樹木、花園和綠化地帶。另

外，行程的其中一天，我們到了濱海花園參觀。走過了擎天樹叢，在高空中呼吸新鮮的空

氣，望著醉人的夕陽，看到翠綠的樹木，享受著新加坡黃昏的美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

黃昏。」在一個國際城市中，能夠找到這樣的花園美景，配上清新怡人的空氣，實在難得。 

  夜幕低垂，我終於看到了它璀璨的美景。第一晚，我們去到牛車水美食街。美食街人

山人海，滿是熱鬧吵雜的聲音，叫賣聲、談話聲俯拾皆是。整條街洋溢著美食的香味：沙

爹串的燒烤味、燒餅的古香味、炒粿條的鹹味，為這璀璨的美景添上味道。在環球影城的

晚上，我們看了一個燈光匯演，色彩繽紛的燈光在海上投射出來，照亮黑暗的天空。眺望

遠處，看到新加坡的摩天大廈，又是一群燈光明亮的建築群。一映一襯，這個本來充滿活

力的土地又多了一份光明。 

  與此同時，我們在這幾天也參觀了不同的

博物館、環保工廠、文化村等，令我們更全面

認識這一個現代城市。不知不覺，我們的行程

終於來到尾聲。在飛機上，我閉上眼睛，腦海

中浮現著那五天的片段，在濱海灣舒適的一刻，

在環球影城瘋狂的一刻，在美食街快樂的一刻。

我們帶走的，不只是那一袋袋的手信，還有我

們這五天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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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朝聖之旅                 5C  阮偉倫 

  今年暑期，我跟隨何泰安老師前往韓國，參與

在那裏舉行的「亞洲青年節」，讓所有亞洲青年信

徒聚在一起交流，進行望彌撒、靜修等活動，藉此

拉近與天主的距離。我決定參加不是因為信仰，而

是想出外玩一玩、散散心。 

  首兩天，我們在首爾參觀，接著便前往水原的

一所修院進行「靜修」。靜修期間，亦有不少活動，

例如欣賞電影、抄寫聖經、朝拜聖體、靜思等，當中令我最深刻的就是抄寫聖經及朝拜聖體。 

  我本以為抄寫聖經，只是想我們更了解聖經內容。事實並非如此，抄寫聖經是十分有意義的事，

在抄寫的過程中，我彷彿聆聽到天主想跟我們說的話。在抄寫完畢後誠心地祈禱，再專心地反覆誦

讀幾遍，此時會對其中幾段或某些字句有所感受。這種感覺很奇妙，難以言喻。我感受到天主的臨

在，我從聖經中得到了「釋放」、「寬恕」，早前跟家人的不快事件，在一瞬間忘記了。我得到天主

的扶持，在天主的懷內得到平安，像復活了一樣。我確切感受到天主的臨在！ 

  至於朝拜聖體，是由神父取出聖體並放在一個容器裏，而大家先一起祈禱、一起朝拜，再作個

別朝拜。聖體是指主耶穌基督的聖體，這正代表著主耶穌基督在你的面前。我曾多次背棄祂、不相

信祂，我是罪人，不配在近處與祂對望。因此，在個別朝拜的部份，我過了很久也不敢與祂對望，

並作朝拜。最後，我終於鼓起勇氣，與祂近距離對望。那種感覺很真實，感到主耶穌基督的真實存

在，然我亦有點害怕，但此時彷彿有一把聲音跟我說：「不要怕！不用害怕！」我深受感動，更是

感恩，感謝天主仍在我這個罪人面前出現，感謝天主在我多次背棄祂仍不會離棄我，感謝天主寬恕

了我，感謝天主仍那麼愛我。那時，我決志要做一個

信德大的人，不再輕易離棄天主。  

  這次旅程令我獲益良多，更令我反思昔日所做的

事，感謝天主在這九天陪伴我、保護我，改變了我、

改變了我對不少事情的看法，令我放下了執著、令我

內心得到一份平安。在回港後，我仍堅持每星期到教

會，上慕道班，做一個信德大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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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李金柏 視覺藝術 3A 黃振暉 普通話 5C 林啟驄 經濟 

1A 王熙喬 體育 3B 陳啓維 化學 5C 李浩延 視覺藝術 

1C 陳宇謙 音樂 3B 陳啓維 物理 5C 謝振楓 體育 

1C 鄭鈞禧 數學 3B 周建成 基本商業 5D 張晉陞 歷史 

1C 鄭鈞禧 普通話 3B 周建成 化學 5D 袁文龍 數學 

1C 羅浩泓 中史 3B 周建成 電腦 5D 袁文龍 數學（單元一） 

1C 羅浩泓 倫理 3B 周建成 經濟 5E 鄒賜 經濟 

1D 范德鎮 地理 3B 周建成 英文 5E 劉詩聰 地理 

1D 范德鎮 歷史 3B 周建成 數學 5E 劉詩聰 物理 

1D 范德鎮 科學 3B 生物 5E 羅樂軒 生物 

1D 關燁鴻 公民教育 3B 劉庭朗 公民教育 5E 羅樂軒 化學 

1D 杜焯賢 中文 3B 譚競恩 中文 5E 羅樂軒 英文 

1D 杜焯賢 英文 3B 譚競恩 地理 5E 吳胤霆 中文 

1D 杜焯賢 地理 3B 譚競恩 視覺藝術 5E 吳胤霆 數學（單元二） 

1D 黃詠雄 電腦 3C 黃家俊 體育 5E 沈詠賢 

2A 陳日朗 倫理 4A 陳澤鋒 體育 5E 蕭卓希 

2A 林踔賢 普通話 4B 陳嘉達 視覺藝術 5E 蘇建球 物理 

2A 劉卓維 體育 4B 伍卓泞 倫理及宗教 5E 王偉健 倫理 

2A 劉鎮熹 歷史 4D 曾文謙 中史 6A 余逸中  

2A 陸嘉豪 數學 4D 曾文謙 歷史 6B 林鑫俊 中文 

2B 霍傲文 電腦 4D 黃鈞楀 通識 6B 練樂進 倫理及宗教 

2B 韓宇翹 科學 4D 黃宇鴻 生物 6C 黃梓翹 歷史 

2B 林家銘 視覺藝術 4D 黃宇鴻 中文 6C 林漢禧 視覺藝術 

2B 韋文傑 地理 4D 黃宇鴻 倫理 6C 蘇俊丞 體育 

2B 譚賀文 中史 4D 王汝淘 數學（單元一） 6D 鍾翱揚 倫理 

2B 譚賀文 中文 4D 鄔俊昆 經濟 6D 鍾翱揚 英文 

2B 譚賀文 歷史 4E 陳俊熹 地理 6D 陳梓熹 數學 

2B 譚賀文 科學 4E 鄭駿軒 6D 陳梓熹 數學（單元一） 

2B 嚴逸洪 公民教育 4E 鄭駿軒 物理 6D 林啟然 通識 

2B 嚴逸洪 數學 4E 林朗程 英文 6D 謝子強 中史 

2B 阮鋒文 電腦 4E 林善樺 數學（單元二） 6D 梁樹煒 地理 

2B 阮鋒文 英文 4E 羅家裕 數學 6D 張文浩  

2D 林潁聰 音樂 4E 孫紹楠 化學 6D 彭煒嵐 體育 

3A 關頌寬 中史 4E 孫紹楠 6E 伍偉全 數學（單元二） 

3A 劉浩 地理 4E 葉浚朗 體育 6E 伍偉全 物理 

3A 劉浩 歷史 5A 程彰 倫理及宗教 6E 伍偉全 化學 

3A 吳鎧充 音樂 5A 簡穎良 體育 6E 張冠聰 生物 

3A 顏嘉澍 普通話 5A 莫子恆 通識 6E 劉明坤 經濟 

3A 蘇俊澤 倫理 5B 黃漢彬 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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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績優異獎  各班第一名 

1A 陳言政 2A 林踔賢 3A 劉浩 4A 蔡孝勤 5A 簡穎良 6A 周梓軒 

1B 羅子軒 2B 譚賀文 3B 陳啓維 4B 謝天正 5B 梁譽騫 6B 林鑫俊 

1C 鄭鈞禧 2C 王家毅 3C 鄧曉豐 4C 李永濤 5C 林啟驄 6C 黃梓翹 

1D 杜焯賢 2D 莫明鋒 3D 郭笑陽 4D 黃宇鴻 5D 張晉陞 6D 張文浩 

      4E 鄭駿軒 5E 吳胤霆 6E 伍偉全 

 

 

 

下學期家長教師會活動預告 

 

7/3   (星期六) 電影欣賞 + 

新春茶宴 + 團拜 

13/3  (星期五) 優質家長學堂 — 專題講座 

20/3  (星期五) 

27/3  (星期五) 

優質家長學堂 — 工作坊 

6/3   (星期五) 中三升學講座 

28/6 or 5/7 (星期日) 親子歷奇日營 

2015 年 7 月中旬 舊書買賣活動 

 

 

 
 
觀家報 2014年 12月 第四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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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麗明老師、趙麗雲老師 

鳴謝  梁華偉副校長、李文信副校長、周笑玲女士、朱鎮輝先生、吳浩楠老師、 

    何禧賢同學、張晉陞同學、吳卓賢同學、刁焯希同學、阮偉倫同學、 

    陳健培同學、曾浩賢同學及各資料提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