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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這是我們的承諾，也是我們的目標：

明瞭孩子心明瞭孩子心    悅學展潛能悅學展潛能
於2010至2011學年，學校將會展開為期三學年的學校發

展計劃。我們明白每個孩子有其獨特性。因此，我們需要透徹地
了解每一位學生的性格和特質，從而安排最適合的課程和教導，
這樣才能有效地補其不足及展其所長，讓孩子們在愉快的氛圍下
，喜悅地學習和成長。

明瞭孩子心
現今社會迅速發展，孩子們也需要面對社會急劇的變化。教

師不單需要在學習上為學生提供指導，在情緒及心靈上也需要關
注和支援，我們的教師憑著一顆關愛的心，殷切地了解及配合學
生的所需。

悅學展潛能
學習環境對學生的學習是很重要的，而學校的學習氣氛對學

生的學習動機更加重要。我們的教師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略，使
學生能在愉悅的學習環境下投入學習，盡展潛能。

　　繼上學年本校獲得香港滙豐保險的贊助，因而能
在學校大閘的一旁約二百平方米的泥地上，鋪設了由
理工大學發明的環保再造磚後，校方為支持環保理念
及不斷完善學校環境，以增加學生休憩的空間，隨即
計劃在大閘的另一旁約一百平方米的泥地上自資鋪設
環保再造磚，由於工程費用昂貴，共需六萬五千元，
校方曾發起「一人一磚」籌款運動，向家長及校友募
捐，幸得家長熱烈支持，第二期環保磚區終於在2010
年1月初完成。現在「磚」區已成為本校學生時常休憩
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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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資訊各科資訊

「探討香港學生新讀寫能力」研究計劃「探討香港學生新讀寫能力」研究計劃

（Promoting New Literacies in Hong Kong Schools）

本校六年級學生參與由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統籌的
「探討香港學生新讀寫能力」研究計劃。 
  本校選取了PhotoStory作為研究的流行媒體，學
生利用此媒體完成一些故事短片，提昇了他們對英
文寫作的興趣。本年度，負責此項研究計劃的老師
於三月時到香港大學與其他參與此計劃的學校進行
交流，彼此分享計劃所製作的教材及經驗。

英文科

普通話科

中文科

負責老師到香港大學向公眾進行分享

同學正在接受港大研究員訪問

同學們都認真地參與綵排。

普通話科

中文科

    為了讓本校學生在輕鬆的環境下練習及

應用普通話，以提升普通話水平，普通話科

成立了普通話話劇組，戲劇成員逢星期三於

課外活動時間進行練習。本年度的劇目是

「怪獸出來」了，同學們正積極參與排練活

動，學習基本的戲劇技巧，為５月份校慶日

公演作好準備。

同學們到場支持參賽者
冠軍 1B 何倩茵

亞軍 1A 何寶兒

季軍 3A 鄧匡廷

　　為提升同學的說話能力，提高講故事的技巧，中
國語文科與圖書館於四月二十七日合作舉行了「一至
三年級講故事比賽」。比賽期間，各同學都表現自
信，從容投入。經過一輪比試後，終於分出勝負。

數學科

全港十八區(西貢區)小學數學比

賽得獎同學合照。

本年度數學科與圖書館合辦的
書展，同學於數學課堂到圖書
館閱讀有關數學內容的書籍。

數學小老師正和同學溫習數學
內容。

高年級數學小老師正教導小朋友

完成數學功課。

看他們的造型，你能猜出他們正在

扮演甚麼動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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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學習地點 

一年級 九龍公園 

二、三年級 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四年級 香港文化博物館 

五年級 香港科學館 

六年級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2009-2010 年度 

第 62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成績 

 

參賽項目 參賽者 比賽成績 

鋼琴獨奏（1級） 1B 孫栩汶 良好 

鋼琴獨奏（1級） 4B 李佩文 優良 

鋼琴獨奏（2級） 5A 黃岱瑩 優良 

鋼琴獨奏（3級） 5A 吳姵儀 良好 

鋼琴獨奏（3級） 4A 黃昉瑩 良好 

鋼琴獨奏（4級） 6C 潘姿螢 良好 

鋼琴獨奏（5級） 6C 張  悅 良好 

笛獨奏（初級組） 6C  呂青雲 冠軍 

箏獨奏（中級組） 5A  呂新怡 亞軍 

節奏樂隊小學組 

(13 歲或以下) 
節奏樂組 亞軍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 

小學合唱隊 

(9 歲或以下) 

歌詠組 良好 

 

 

    本學年，本校曾舉行五次「全方位
學習日」。透過實地考察和參觀，提供
全面和多姿多采的學習經歷，讓同學們
積極主動地參與。

方位方位
提供
學們

  

位位
供
們

來吧！一齊看看哪些是高風險食物！
齊看看哪些是高風險

同學們都度過了充實而愉快的

一天！

大家都專心地聽導賞員講解。

音樂科音樂科

節奏樂隊

同學們整整齊齊做早操

同學們開心地做健體操。

    逢星期一早會，全校同學都會一起做
健體操。此活動不但提醒同學要多做運
動，注意健康，更提昇了同學的服從性、
自律性及團隊精神。此外，學生透過與別
人合作，亦學會了關心及體諒別人。

健體操大使名單

班別 學生 

1A 李楚蕎 趙卓恆 吳倩煒 劉承翰 

1B 何倩茵 曾嬈琳 曾嬈茵 

2A 周子杰 翁慧琪 許靜 

3A 鄧匡廷 李紫彤 謝子瀅 聶卓熙 

4A 周綽妍 莊思龍 陳嘉森 

4B 許詠詩 彭梓銳 劉佩兒 

5A 許嘉慧 吳煒文 

5B 馬菁蔚 莫敬朗 李孝賢 

6A 謝詠怡 劉孝廉 

6B 呂宇駿 謝柏豪 

6C 劉美麗 冼天俊 許詠欣 溫卓楠 

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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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資訊

2010年宗教活動日
　　於2010年4月18日，本校四至六年級學生
前往聖雲先堂參與一年一度的宗教活動日。當天
的主題是「新生命──更新、跳躍、再成長」。
講者透過「小種子」和「匝凱」的故事，讓學生
明白悔改及捨己的精神，並跟隨耶穌的善言善行
生活。在整個祈禱會中，同學除了分享故事和經
文外，還親手把種子放在泥土裏栽種，並帶回學
校，見證小種子如何突破自己，長出新生命。

 

優異獎
1B 詹醞悠及家長 
2A 周子杰及家長
3A 張靄珊及家長
3A 黃珈朗及家長
3A 張靄珊及家長
3A 溫綺婷及家長
4A 梁冰儀
4A 黃昉瑩
4A 黃斯嫻
6C 潘姿螢冠軍  6C蔡嘉妮  

吉祥物名稱：景天仔

亞軍  6C蔡嘉妮  
吉祥物名稱：明心花
亞亞亞亞軍亞軍亞軍軍軍軍 蔡嘉蔡嘉蔡嘉蔡嘉蔡嘉妮妮妮妮妮亞亞亞軍亞軍亞軍亞軍軍軍  6C6C6C6C6C蔡嘉蔡嘉蔡嘉蔡嘉蔡嘉蔡嘉妮妮妮妮妮妮  亞亞 季軍  6B陳冠綸  

吉祥物名稱：易拾連小天使

   本校四年級及六年級學生參
加了由家庭學校合作事宜委員
會舉辦的第十六屆「家長也敬
師」運動，同學們都能從他們
所設計的敬師卡中表達敬師的
信息。部份作品更被挑選參加
「電子版敬師卡」設計比賽。

生生
天天
。
生生
行

「我們手中的並不是普通紙鶴，裏面

藏着我們的新目標呢！」
學生認真祈禱，向天父說出自己的新

目標。

學生撒下種子，靜待它發芽、茁長。

4A 黃昉瑩

6C 李文滔

4A

6C 許嘉怡

　　透過「從閱讀中學習」，學生能夠

提升：溝通、學業及智能發展所需的基

本語文能力，故今年圖書科分別跟數學

科、體育科、普通話科及視覺藝術科，

進行了四項跨學科活動。

　　學生閱讀後還要完成工作紙，好使

教師明白學生閱讀的情況。最後，學生

從閱讀不同的讀物對學科產生更濃厚的

學習興趣。

6C 劉佩婷

圖書館

數學科---考考你

6C 劉佩婷

普通話科---漢語拼音書中尋

資訊科技科

視覺藝術科

宗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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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5月28日(星期五)是本校二十週年校慶的日子，當天蒞臨參與
本校校慶的有學校辦學團體「聖母聖心會」的多位神父、修士及修女；以
及多位教育界嘉賓。當天的主禮嘉賓是香港聖母聖心會會長布尊和神父。

    校慶當日的感恩禮由校監馬偉良神父主持。為了慶祝20週年校慶，學
校的校園電視台特別製作了一部名為《景然相聚在今天》的電影，並於校
慶當天首播。電影的內容講述學校創校的經過及多年來的轉變。隨後進行
配合學校課程特色的表演項目，包括中文話劇，英語話劇及普通話話劇表
演；更有本年度對外參與比賽得獎項目：土風舞及節奏樂的表演，這兩項
分別獲得校際舞蹈節乙級獎及校際音樂節亞軍。表演完畢，各位嘉賓一起
發放花炮，20週年的校慶感恩禮在溫馨而歡樂的氣氛下完成。

嘉賓大合照
普通話《怪物出來了》

英語話劇“Small Paul Saves the 
Day”

土風舞《烏克蘭少女》

校慶

學生支援
服務

每月進步之星
每月由班主任推薦一位在行為及態度方
面有進步的學生，獲得該月的進步之星
獎狀，以鼓勵和強化學生的正面行為。

伴你飛翔計劃
由家長義工及社區義工擔任護航員，定期
與學生進行小組活動和溝通，關懷學生成
長上的需要，協助同學們建立積極正面的
人生態度。

一人一花
本校在2009年11月進行一人一花活
動，派發花苗「石竹」給校內的每一位
同學，3月份完成這一個活動。

3月進步之星家長及得獎者大合照 護航員教導同學們製作利是封花燈。 同學們欣賞成果

家長講座進行中

優質教育基金計劃「關心愛心滿校園」

同學們欣賞別人

景天全能存摺

家長教育講座
於2010年2月6日家長日當天，本校舉
行了「兒童心理成長及家長管教方法」講
座，由香港小童群益會楊秀英姑娘主講。

我欣賞的人
「我欣賞的人」計劃，我們除了邀請同學
及老師欣賞身邊的人外，也邀請了家長參
與，一起欣賞我們身邊值得欣賞的人。

「星級人馬獎勵」計劃
同學們爭取好成績，於景天全能存摺儲
蓄獎勵貼紙，換領禮物。

二十週年校慶感恩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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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資訊校校園園資資訊訊訊

榮獲西貢區小學校際男子足球比賽季軍 榮獲西貢區小學校際女子籃球比賽季軍

榮獲黃大仙區議會環保風車創意賽
冠軍(6c 許悠 6c 許嘉怡 6c 劉佩
婷 6c 溫卓楠) 

 

 者獎得 項獎 目項賽比

西貢區小學校際男子足球比賽 季軍 

5A 林文進 5A 蕭宇順 5A 顏思典 5B 林海銘 

5B 吳淦鴻 6A 方嘉俊 6A 葉偉俊 6B 呂宇駿 

6B 姚旻陞 6B 陳鎮鋒 6B 蔡叡濚 6B 謝柏豪 

6C 羅耀男 6C 溫卓楠  

西貢區小學校際女子籃球比賽 季軍 

5A 黃岱瑩 5A 蔡寶儀 5A 莊嘉敏 5A 黎 恩 

5A 蔡寶儀 5A 許嘉慧 5B 陳靜怡 6A 袁香蓮 

6B 林婉珊 6C 劉美麗 6C 林芷欣 6C 許嘉怡 

第四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民族舞 

 

 乙級獎 

3A 陳倩曈 3A 方銘賢 4A 陳思敏 4A 周綽妍 

4B 許詠詩 5A 鄧穎恩 5A 呂新怡 5B 陳  靜 

5B 葛忻忞 5B 游東怡 6A 鍾麗嫦 6A 李育賢 

6A 謝詠怡 6B 鄭雅娸 6B 高凌慧 6C 陳雅媛 

6C 郭穎妍 6C 馬詩閔 6C 彭梓盈 6C 王彩瑩 

校際游泳比賽男子甲組50米蝶泳  冠軍 6C 尹梓騏 

香港學校音樂節笛獨奏（初級組）  冠軍 6C 呂青雲 

香港學校音樂節箏獨奏（中級組）  亞軍 5A 呂新怡 

香港學校音樂節節奏樂13歲以下

小學組 (新界東) 
 亞軍 節奏樂組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舞台

效果、

傑出合作
獎

6B 葉映喬6C 許詠欣 6C 郭穎妍 6C 劉佩婷 

6C 伍慧嘉 6C 彭梓盈 6C 王彩瑩 6C 鄭偉彬 

6C 余嘉傑 

景天校園電視台攝錄室

景天校園
電視台

    本年度學校成功申請了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近20萬元成立校園電視

台。現階段，景天校園電視台工程終於順利完成及已經開始運作。首

先，本校聘請校園電視台助理負責製作不同特備節目，多元化的節目包

括英文天氣廣播站、好書分享、愛在空氣傳暖意、戲劇組訪問專輯及英

語戲劇一分鐘等，這些節目會於午息時校內播放，同學們也可透過學校

網頁重溫。

    另外，第一屆校園小記者培訓班及幕後攝製訓練已順利完成，我們

期望校園小記者在參予籌備和製作的過程中，能加強他們的協作、表達

和創作能力，從而啟發潛能和培養責任感。但願將來景天校園電視台能

令校園生活更放異彩！ 

英語戲劇組組員接
受校園小記者訪問

校園小記者進行攝錄培訓

 者獎得 項獎 目項賽比

校際朗誦節五年級中文詩詞獨誦 冠軍 5A 呂新怡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服務中心主辦「持

續發展創明天」全港學生演講比賽 

小 學 組

優異獎 
6C 施婉虹 

黃大仙區議會環保風車創意賽 冠軍 6C 許嘉怡 6C 溫卓楠 6C 劉佩婷 6C 許悠 

黃大仙區議會環保風車創意賽 亞軍 6C 馬詩閔 6C 崔銘鋒 6C 王彩瑩 6C 彭梓盈 

2009 年度中秋綵燈設計比賽 優異 6C 陳雅媛 6C 許嘉怡 6C 劉佩婷 6C 馬詩閔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09-2010  6C 尹梓騏 

西貢區校際陸運會女子特別組推鉛球 亞軍 6B 余靄琳 

西貢區校際陸運會女子乙組 200 米 季軍 5A 蔡寶儀 

西貢區校際陸運會男子甲組跳遠 殿軍 6A 劉孝廉 

西貢區校際陸運會女子甲組推鉛球 季軍 6A 袁香蓮 

西貢區校際陸運會男子特別組 200 米 殿軍 6A 羅廣能 

西貢區校際陸運會男子特別組跳遠 冠軍 6A 羅廣能 

西貢區校際陸運會女子特別組 200 米 冠軍 6B 余靄琳 

西貢區校際陸運會女子特別組跳遠 冠軍 6B 余靄琳 

西貢區校際陸運會女子特別組推鉛球 冠軍 6B 余靄琳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6C尹梓騏 榮獲西貢

創意賽
劉佩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6C尹梓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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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KING LAM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家長心聲(三) 
    燁銘升小一快一年了，感謝「景天」的老師這年無微不至的關

心和照顧，孜孜不倦的教誨和引導，使他在人生的起步點上走得平

穩和扎實！

　　還記得第一次到校園參觀，學校的校工和老師熱情地介紹學校

設施，雖不算完美和先進，但對小學生來說已很足夠；更值得我們

放心的是，所到之處都很乾淨，有條不紊，使我相信學校的管理一

定很好！

　　還記得第一次的家訪，兩位到訪老師的親切態度和專業知識，

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們詳細解答我們的問題，消除了我們

心中的疑慮，還簡單介紹了小一的學習方法和幼稚園的不同。

　　還記得開學第一天，「景天」老師們用和藹可親的微笑來迎接

新同學，用細緻溫馨的態度帶著新同學排隊，過程很親切，使每位同學很快熟悉新環境、新同學和新老師，小朋友

對陌生人和事的恐懼，也在融洽的氣氛中消失了，我們也放心了。

　　還記得第一次考試，因為沒有經驗，不懂得幫燁銘溫書，成績未盡人意，我們的情緒一下子低落，也失去了信

心，不知以後如何去幫孩子。在最困惑時，班主任劉老師打電話來，幫我們分析燁銘的問題所在，找出解決的方

法，並且鼓勵我們和學校配合，一起幫孩子改掉壞習慣，也使我們明白，成績不代表一切。正如「景天」的辦學宗

旨所說：「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從學習中而漸趨完善，明白事理，辨別是非，將來能成為一個有創作力、開明、有

愛心及對社會有貢獻而快樂的公民。」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年裏，在「景天」老師的教育下，燁銘進步了不少，生活上可以獨立自理，知道尊重別人，學習上逐漸能理

解老師的講解，掌握書本知識。在日常細節中，他在學校所學的知識和老師帶給他的良好習慣，如節約用水用電，

這些都是我們作為父母未能注意到的。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在燁銘的每一個小進步裡，都見「景天」老師的辛勤付出，正因為有你們春風般

的沐浴、春雨般的滋潤，才令「景天」學生茁壯成長；也因為有你們無比的愛心、無私的奉獻，每一位「景天」學

生才有美好的明天，也帶給我們父母無比的欣慰和對你們無言的感激！

家長心聲(二)
        大家好，我有三個兒女在今年二月到景林天主教小學插
班，分別讀5A、4A及2A班。因為我的兒女原在內地讀書，來

港後都擔心要適應香港的教育會辛苦，而且在學習英文方面

也特別有困難。但他們很快就適應上小學的生活，他們每天

回家後都很開心，很喜歡學校，與同學相處得來，老師又很

細心。雖然我未有常常接送他們，但老師會主動聯絡我，告

知我有關他們在校的情況，讓我了解。另外，學校安排他們

可以留校自修，完成功課，在自修班中又可以問老師、問同

學。希望他們能在學校繼續好好學習，繼續進步。

家長心聲(一)
        我的女兒昭沂是今年景林天主教小學的一年級學生。女兒入讀前，我常擔心幾件
事：她能否適應小學的生活？會認識新同學和新老師嗎？功課是否很多？……

　　但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在九月開學的第一個星期，她已能開始適應。每天見到她

很喜歡上學，同學對她很友善，老師就好像昭沂的另一位「媽媽」，令我很放心。至

於在功課方面，學校每星期都有幾堂導修課，昭沂在那幾天都會完成大部份的功課，

回家只餘一兩樣未完成，所以功課的多少便不再是我擔心的問題了；而且導修課安排

在下午，這設計很好，因為小朋友可以在吃飯後歇一歇，有精神再去上下午的課堂。

　　女兒上小學後，每天都是愉快學習，回家後常常考我有關書本的知識，我知道她

真的很喜歡上課，連有一天因颱風而停課，她也嚷著要回校呢！

　　看著昭沂在學校漸漸學習獨立，不用依賴成人，各方面又有進步，這實在是我最

安心的。     

1A 黃昭沂家長 馬淑敏

2A 黃洱彬、4A 黃斯嫻、

5A 黃佩欣家長 黎英琴　

1B 戴燁銘家長　戴琳



1.《景天奇妙學習旅程》：為了強化本校學生運用及探究學科知識
及技能，由學生大使帶領同學參與多元化互動學習活動，透過愉快
的奇妙學習旅程，讓學生強化在普通話學中文、英語戲劇、常識科
學探究、數學解難及視覺藝術五大領域的知識和技能。本活動更邀
請幼稚園學生參加體驗。

2.《景天幼小銜接計劃 小學課程體驗》：讓幼稚園學生
體驗真實的小學課堂學習環境，並讓家長觀課，以了解小
學的學習模式及子女的學習情況。

3.《暑期戲劇坊》：本校將戲劇教育融入為校本課程，除設
有英語戲劇課堂、校園電視台外，還設有中文及普通話戲劇
小組，發展學生多元智能及創意、溝通等共通能力，以加強
學生的學習效能。《暑期戲劇坊》讓幼稚園學生體驗本校的
戲劇課程，6月份會將有關報名表經幼稚園派送學生，有興
趣家長密切留意。家長亦可瀏覽本校網頁報名參加。

景林天主教小學 家長教師會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期刊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期刊
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第二期)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第二期)

會所逢星期二早上8:00至9:00開放會所逢星期二早上8:00至9:00開放網址:www.klcps.edu.hk網址:www.klcps.edu.hk

家長串珠班

校服義賣

家長新春佈置製作班

家家長義工訓練

親子賣旗

幼小銜接計劃
    學生由幼稚園升到小學是學習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亦直接影
響他們日後的學習。為幫助幼稚園同學體驗小學課程的樂趣，加深
他們對小學生活的了解，從而減輕對日後升讀小學的焦慮，本校舉
辦了一連串幼小銜接活動：

設計聖誕樹 

巨型普通話棋盤 

2
體體體體體體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接計劃計劃接計劃

家長排排舞班

識識
快
科

影影
深深
舉

齊來學英語戲劇
我們一起大合照

：本校校將戲劇劇教育融融入為校校本課課程，

科學探究—大船、小船，哪艘

可載更多物件？
話棋盤 

科學探究—怎樣設計能令風車轉得更好?

開心果日

家校茶聚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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