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於10月7日舉行了「小一家長學堂」，由老
師向家長講述各科課程重點及自主學習資源，讓家長
更能掌握協助子女溫習的方法。

景天家長學堂景天家長學堂 家教會會員大會及家長會家教會會員大會及家長會

1月12日舉行了家教會會員大會，順1月12日舉行了家教會會員大會，順
利選出新一屆家教會委員，當天亦利選出新一屆家教會委員，當天亦
進行了各級家長會。進行了各級家長會。

小一家長與班主任、科任老師及校長小一家長與班主任、科任老師及校長
交流與分享。交流與分享。

「小小英雄」徽章設計比賽

本校榮獲「最積極參與學校支會」獎本校榮獲「最積極參與學校支會」獎

4J呂穎桐榮獲「豐富物料獎」4J呂穎桐榮獲「豐富物料獎」

  本校於本學年在三至六年級推行「自攜裝置 （BYOD）」學習計劃，同學需要於中文、英文、數學、常識、音樂及資訊科技
科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除了使用電子書外，同學會使用適切的互動教學軟件或平台進行學習，增加課堂的趣味性及互動性。

電子學習能大大提高學生學習電子學習能大大提高學生學習
動機和專注度。動機和專注度。

同學們一邊聆聽老師指示，一邊同學們一邊聆聽老師指示，一邊
運用iPad進行電子學習活動呢！運用iPad進行電子學習活動呢！同學們投入地用Mbot學習編程。同學們投入地用Mbot學習編程。同學們根據老師指示，同學們根據老師指示，

完成寫作活動。完成寫作活動。

  本校田徑隊參與了11月舉行的西貢區校際田徑比賽，成績不俗。
  個人獎項方面，本校共取得1冠2亞2季的佳績。其中6K班伍致遠同學榮獲男
子甲組60米冠軍，將代表西貢區參與全港學界田徑比賽。而團體獎項方面，本校
分別取得一個季軍（女子乙組）及一個優異獎（男子甲組）。

  下學期將有初小代表參與簡易田徑比賽，期望日後可以取得更多佳績。

校長的話

景天喜齊訊分享景天喜齊訊分享

校園設施新動向校園設施新動向

多姿多彩校園生活多姿多彩校園生活 畢業生動向畢業生動向全方位活動全方位活動

全方位活動全方位活動

畢業生動向畢業生動向

景林天主教小學景林天主教小學
King Lam Cathol ic  Pr imary SchoolKing Lam Cathol ic  Pr imary School

地址：新界將軍澳寶琳北路 38號景林邨 電話：27030499 傳真：27040977 網址：http://www.klcps.edu.hk 校監：謝錦明先生 校長：何詠懿女士地址：新界將軍澳寶琳北路 38號景林邨 電話：27030499 傳真：27040977 網址：http://www.klcps.edu.hk 校監：謝錦明先生 校長：何詠懿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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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田徑隊隊獲獎獲獎佳績佳績

「自攜裝置 (BYOD)」學習計劃

粵劇教育工作坊

  粵劇團成員於11月23日
前往高山劇場觀看粵劇《白蛇

傳》，欣賞演員精彩的演出之

餘亦了解更多粵劇文化，為5月
的演出作準備。

少年警訊活動

  11月20日校長及老師帶領
同學們參觀香港故宮博物館，
認識中國文化。

故宮之旅

小一家長學堂 家校活動

電子學習結合傳統電子學習結合傳統

教學，相輔相成。教學，相輔相成。
大家十分享受電子學習模式。大家十分享受電子學習模式。同學對電子學習已經十分熟悉。同學對電子學習已經十分熟悉。配合Apple Pencil，學生能進行配合Apple Pencil，學生能進行

繪圖和書寫，大大增加學習趣味。繪圖和書寫，大大增加學習趣味。

  展覽由媒體藝術家皮皮樂迪．里思特所創作，同學在沉浸
式影像裝置中隨意行走，感受皮皮樂迪的藝術世界。

參觀大館「潛入你眼簾」展覽

  祈禱室以簡單樸素為設計理念，務求給
予學生一個寧靜的祈禱環境。大門以一個十
字架為中心，象徵耶穌基督的臨在，迎接
每一位小朋友。祈禱室一角有聖母像及小祭
台，學生可誠心祈求聖母媽媽代禱。

旗桿新姿旗桿新姿祈禱室祈禱室

  本校一直注重學生的多元發展。在音樂方面，學校致力培養學生對中、西樂的
興趣。為提供更優越的學習環境給學生，本校於暑假起籌備中樂室裝修工程，望學
生能在更舒適的環境下學習及進行樂器訓練。

  中樂室在設計上加入了不同中國文化的元素，讓學生在演奏樂器時更能感受樂
曲的氣氛和當中的情感。另外，為確保學生能專注學習及排練， 中樂室選用隔音物
料，讓學生更能留意樂器聲音的變化。

中樂室中樂室  為使六年級家長對升中選校有更
深認識及掌握選校技巧，本校於2022
年12月9日舉行了「小六升中選校家
長會」，並加入舊生分享環節，由校

友分享升中面試經歷、中學的校園生

活趣事、學習方法及挑戰，讓家長為

子女的學業和升中作更好的準備。

分享中學生活的校友名單分享中學生活的校友名單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區惠怡
中國婦女會中學 余柏賢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丁郗彥
寶覺中學 吳嘉詠
聖言中學 張宗基
喇沙書院 韓臻祺感謝各位校友的出席和支持母校的活感謝各位校友的出席和支持母校的活

動，祝各位校友生活愉快！前程似錦！動，祝各位校友生活愉快！前程似錦！

無人機飛越障礙無人機飛越障礙 認識生物習性認識生物習性

認識海洋生物認識海洋生物

與學生大使合照與學生大使合照

STEAM 活動STEAM 活動 大合照大合照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升中體驗日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升中體驗日

聖傑靈女子中學參觀聖傑靈女子中學參觀

  學生在成長路上會遇到種種的困難
與挑戰，學校亦深明家庭支援的重要，

因此經常邀請不同的專家為家長舉辦家

長講座，包括教育心理學家的「如何協

助孩子適應小一」、「正向管教家長工

作坊」，以及校本言語治療師的「如何

運用Apps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如
何提升學生的詞彙及組織能力」等。期

望透過專業分享，提升父母的親職管教

技巧，冀能更全面地配合家長的需要。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學生支援學生支援

教育心理學家陳姑娘為一年級家長舉辦小一適應教育心理學家陳姑娘為一年級家長舉辦小一適應
講座，幫助家長陪伴子女融入嶄新的校園生活。講座，幫助家長陪伴子女融入嶄新的校園生活。

Time flies. 
Six years of life in primary school passed before my eyes, and I have set 
out on a new journey.
I miss the old days filled with happiness. The games we all played.  I miss 
my old classmates. The chats we had and the lessons.
It's been a few months since I graduated. I didn't have enough time to 
experience all that KLCPS has to offer, but life is just like that. You don't appreciate it when 
you have it, but miss that part of your life after it is gone. I would go back to primary school 
and enjoy it if I could. I am very grateful for the teachers that helped me through the past 
few years. Thank you for your care and teachings.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m.

  六年的小學時光
一去不反，但是期間
的回憶常駐心中。 昔
日，同學們的互相幫
助、歡聲笑語、小惡作
劇⋯⋯每位同學鮮明的個性、每件
玩鬧間的趣事，令我的小學充滿着
歡樂的回憶。往時，老師們的悉心
關照、教學時的嚴謹認真，令我的
小學生涯充實愉快。感謝在茫茫人
生中的每位老師與同學。六年的中
學生活已經揭開序幕，在人生最美
好而熱烈的時光，願我能乘著回憶
與夢想，在並不平坦的路途步步前
行，走向遼闊的前景！

  我在小三入讀景天直至畢業，在景天這個大家庭裏生活了四年，眨
眼間就已經畢業了，心中難免會感到不捨。景天是我成長，是我得到豐
富知識，是我領悟人生道理的地方。她讓我從一個懵懂無知的小孩，變
成現在的我。當中，我要感謝老師和同學在我遇到挫敗或困難的時候伴
在我身邊，支持我，鼓勵我。他們給了我很多的幫助，見證着我成長。雖
然離開了這個充滿美好回憶的地方，跟曾經一起研習的同學分道揚鑣，各自去不同的
中學發展，但在未來的日子裡，我會繼續努力學習，增進自己的知識，將來好能報效
母校，為社會作出貢獻。

校友分享

升中喜訊

升中體驗

畢業生感言

區樂軒  中華基金中學

  時光飛逝，轉眼我已經升
上中學三個月了，大致適應
了中學生活，每天都很開心。

  首先，十分感謝母校對我的
悉心教導和栽培。我非常感謝何校
長，每次跟她交談都能啟發我思維。我還要
感謝五、六年級的兩位班主任—葉老師和
Miss Angie，她們給了我許多幫助。
  雖然中學生活十分開心，但是我時常
惦念母校，惦念六年級在校園的快樂時
光。那時，只要我在學校，就會感到很快
樂，這是中學感受不到的。

  最後祝福母校桃李滿門，希望各位學
弟學妹珍惜在景天上學的時光。

林梓茵  聖傑靈女子中學胡馨予  協恩中學

林淑妮  迦密主恩中學

二零二三年二月

  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人與宇宙之間一無差別。佛家有云：眾生平等。
莊子亦云：「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偉大的教育家孔子一直推崇有
教無類！這也是景天一直認同的教育理想。天父賦予每一個孩子獨特的天資與天
賦才能，在景天，我們為每一個孩子創造成功的機會，讓他們自信地學習，快樂
地成長。我們營造彼此關愛、互相包容的氛圍。同學間彼此關心與支持，使校園
洋溢著和諧的氣氛。

  本校以六育並重的原則，透過「MVP」計劃，配合音樂（Music）、視覺藝
術（Visual Arts）及體育（Physical Education）元素創造多元學習經歷，讓每一
位景天的孩子都能按自己的興趣選擇活動，自由地探索及認識自我，在不同範疇
各展所長，並能配合健康生活，喜歡及定時做運動。經歷三年疫情，我們在復常
的全日制時間表加入了創新思維，配合教育局課程發展最新主題「立德樹人重啟

迪 創造空間育全人」的理念，打破了傳統時間表的框架，善用學習課時，為孩子創造更多自主空間，促進全人發展。

  我們在下午時段設立了不同的學習環節：（一）透過「每日感恩」，讓孩子在完結一天的學習時，可有「定與靜」的時
刻，學會梳理一整天的思考，並懂得時刻感恩身邊的人和事。愉快學習十分重要，透過科學、科技，動手做及聯課活動、參
觀探訪及服務學習等，能創造不同學習經歷。（二）最新安排的「HAPPY HOUR」時段，充分體現了課堂以外的活動學習安
排。（三）每周的「閱讀時刻」，讓校園建立師生共讀的氛圍，以提升孩子的閱讀興趣，建立閱讀習慣。 我們借鑒了半天上
課時間優勢以及成功經驗，全面及靈活地善用學習課時，讓景天孩子的學習更自主。

  本學年，本校成功爭取了多項優質教育基金、賽馬會數碼「悅」讀基金及奇趣IT識多啲計劃撥款
等，為學生提供電子白板、數碼書法設備、VR及3D打印等IT教學設備及活動，致力將電子學習資源
普及化。除了在小三至小六推行「BYOD」計劃，配合電子教材及互動電子書教學；新設立的「數碼
閱讀平台」及新添置電子圖書等，更能讓全校學生突破時限享受穿越無牆圖書館的樂趣。

  教師自古至今都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沒有一個時代比今日更需要教育。我相信教育可以改
變生命，也是滋潤生命的泉源。在今天這個多變的環境中，我們更需要與各位家長一同努力，培養出
一代又一代優秀的景天畢業生，長大後對人生充滿盼望，擁抱幸福與快樂，活出精彩人生，成為喜愛
閱讀，積極探索，敢於追求真理，充滿科學精神，並富同情心及愛國心的好孩子。

創造創造空間空間育全人育全人立德立德樹人樹人重啟迪重啟迪

Principal's MessagePrincipal's Message

何詠懿校長何詠懿校長

團體總成績
女子乙組團體 季軍

男子甲組團體 優異獎

個人項目
獲得獎項 獲獎學生

60米 （男甲） 冠軍 伍致遠

跳遠 （女乙） 亞軍 周嘉悅

200米（女乙） 亞軍 陳芓晴

100米（女甲） 季軍 李苑瑩

跳遠 （女丙） 季軍 姚 嵐

獲獎名單

協恩中學 胡馨予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少年獎勵計劃得主

聖言中學 張宗基

中一：上學期數學科第五名
中文科、綜合科學第七名
中二：校內奧數比賽第三名 
中三：下學期中文科第二名
中四：上測數學科第二名

中國婦女會中學 余柏賢 測考總成績全級第十二名

迦密主恩中學 饒錦涵 中文科全班第二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王俊熙
Joint School Music Competition 
Choir Challenge group - Silver 
award

將軍澳官立中學

何逸朗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少年獎勵計劃得主

陳廷勇
英文科、經濟科、
物理科第一名
數學科、地理科第二名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岑欣諭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
處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口號創作比賽優異獎
山東省人民政府台港澳事務
辦公室「夢想」魯台港澳中
小學生主題徵文大賽香港地
區初中組二等獎

賴靖琳
萬國郵政聯盟第51屆國際少
年書信寫作比賽—香港區
冠軍

楊善懿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丙組
400米優異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鍾穎滺 全班第一名，全級第九名

家校合作家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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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禮儀

STEAM DAY

  開學彌撒由麥冠達神父主禮，他與學
生分享如何在新學年裝備好自己，期望學

生能從「聽」、「講」、「合作」、「解

難」四個方面提升自己，並將耶穌基督的

精神實踐於生活當中。

  學生聆聽神父分享、接受降福，並透過欣賞聖誕話劇和音樂表演，一同
懷著喜樂及感恩的心迎接聖誕的到來。

本校邀請馬偉良神父為祈禱室及中樂室主持祝福禮，透過祈禱向上主祈求新設施能給予學生一個寧靜的祈禱和學習環境。

  本校於11月7日至9日舉行STEAM DAY活動日，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動手進行各種具趣味性的探究活動，STEAM DAY提供
了實踐機會，讓學生就日常生活問題，設計和擬定具體及有創意的解決方案，從而增強他們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本年度STEAM DAY主題包括自製結他（一年級）、下雨天好幫手（二年級）、環保屋頂（三年級）、環保動力車（四年
級）、水火箭（五年級）及立體電動船（六年級）。教師先講解相關科學與科技知識後，學生按自己的興趣進行資料搜集、透

過多方面分析與思考、重覆測試及改良產品，最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為了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透過多元化的活動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本校於12月21日舉行了遊
戲Fun Fun Day。老師準備了不同的攤位遊戲及STEAM工作坊，讓學生愉快學習。

社工準備了「情緒小偵探」攤位遊戲，加深學生對不同情緒的了解。另外，又以小任務考驗學生的合作能力。

  我是陳妍姿老師，很榮幸可以加入景天大家庭。雖然我加入景天
的時間不長，但是已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為這裏的孩子們既可愛又

聽話，老師們既友善又專業。我希望於未來的日子能夠與大家同心協

力，讓景天孩子們能夠認識更多元的知識，養成更正面的價值觀，成

為更優秀的未來棟樑。

祝福禮

歡迎來到景天大家庭歡迎來到景天大家庭

小一同學八月進行適應課程，課堂內容包括常規及社交的支援，以協助盡快適應小一生活。小一同學八月進行適應課程，課堂內容包括常規及社交的支援，以協助盡快適應小一生活。

開學彌撒開學彌撒

聖誕音樂表演聖誕音樂表演

祝福禮祝福禮為祈禱室及中樂室灑聖水為祈禱室及中樂室灑聖水

 製作電動船 製作電動船

發射水火箭發射水火箭

試驗環保動力車試驗環保動力車
製作環保屋頂製作環保屋頂

製作雨傘筒製作雨傘筒
自製結他自製結他

同學們準備出發，十分興奮！同學們準備出發，十分興奮！ 同學與班主任一起玩遊戲同學與班主任一起玩遊戲

社工與學生玩遊戲社工與學生玩遊戲

學生設計班牌學生設計班牌班主任與學生合照班主任與學生合照

班主任與學生合照班主任與學生合照班主任與學生合照班主任與學生合照
師生大合照，留下美好回憶師生大合照，留下美好回憶

顧神父以聖誕老人打扮與學生進顧神父以聖誕老人打扮與學生進

行英文活動及派發聖誕禮物。行英文活動及派發聖誕禮物。

學生製作聖學生製作聖
誕萬花筒，誕萬花筒，
從中學習科從中學習科
學知識。學知識。

學生用「神奇空氣炮」學生用「神奇空氣炮」
進行STEAM體驗遊戲。進行STEAM體驗遊戲。

學生聆聽Mr. Alex的指示，學生聆聽Mr. Alex的指示，
把不同節日食物分類。把不同節日食物分類。

學生用圖卡拼出不同的表情。學生用圖卡拼出不同的表情。

學生合力把物學生合力把物
件運到終點。件運到終點。

「情緒小偵探」攤位遊戲「情緒小偵探」攤位遊戲

同學聆聽英文指示，與顧神同學聆聽英文指示，與顧神
父一起裝飾聖誕樹。父一起裝飾聖誕樹。

香港劍擊學院第四季重劍比賽香港劍擊學院第四季重劍比賽
U7男子新人組冠軍 2K 香有情U7男子新人組冠軍 2K 香有情
香港劍擊學院第四季重劍比賽香港劍擊學院第四季重劍比賽
U10男子新人組亞軍 4J 香有信U10男子新人組亞軍 4J 香有信

2022香港跆拳道公開賽暨全港學界聯賽2022香港跆拳道公開賽暨全港學界聯賽
個人比賽項目「速度踢腳」亞軍 個人比賽項目「速度踢腳」亞軍 

5J 鄭一5J 鄭一

第七屆小學五人籃球挑戰賽第七屆小學五人籃球挑戰賽
亞軍亞軍

RoboMaster 競投挑戰賽RoboMaster 競投挑戰賽
優異獎優異獎

第八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別行政第八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二十五周年 全港校際問答比賽區成立二十五周年 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十八區優秀學校獎十八區優秀學校獎

「樂繫校園」持續卓越大獎「樂繫校園」持續卓越大獎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第八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
立二十五周年全港校際問答比賽，本校榮獲十八區優秀學校獎。

除此之外，本校榮獲教育局、香港教育大學及浸信會愛群社會服

務處合辦的「樂繫校園獎勵計劃2020-2021」小學組「持續卓越大
獎」，當中全港只有2間小學獲此殊榮。主辦單位更於2021年11月
22日訪問學校，邀請何校長偕同老師、家長及學生與全港學校分
享學校如何透過行動、知識、情意、人際及家社五個範疇的連繫，

在校園生活中展現出活力與正能量。另外本校參加基督教服務處和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合辦的「2021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榮獲
2021年度「關愛校園」榮譽學校，連續兩年獲得此殊榮。

學校獎項
其他喜訊

視藝科喜訊

  我是教學助理邢蘊
姿，很高興能加入景天

這個大家庭與各位共事

及學習。

  我是羅美芳老師，很高興可以
加入景天校園與同學們共同成長。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同學們能夠在課

堂上有所得着，讓我們一起在課堂

中愉快地學習吧！

我們的小一 我們的小一 

於10月舉行了小一滿月生日會，各班小一學生在台上表演，向家人表達感恩之情。

小一滿月生日會小一滿月生日會

聖誕話劇聖誕話劇

  本港疫情已漸趨平穩，故校方於11月17日為全體學生舉辦智FIT旅行日，希望藉此讓學生有舒展身心和接近大自然的機會。學生透
過不同的集體遊戲，學習與人溝通，共同建立和諧友好的人濟關係。

　　旅行日當天的歡聲笑語此起彼落，空氣裏瀰漫着一片輕鬆愜意的氛圍。同學隨着老師抵達佐敦谷公園及清水灣郊野公園。先後參

與班級及級際集體遊戲，除了能學習團體合作精神外，還增進了彼此的認識及感情，提升對學校的歸屬感。

　　遊戲後，同學在綠油油的草地上跑跑跳跳、觀賞植物、探索迷宮及野餐，大家都盡情享受郊遊的樂趣，為旅行留下美好的回憶。

　　今年的學校旅行，同學都盡興而歸，能寓遊玩於學習。這次旅行是疫情期間的首次出行，同學離開時都倍感依依不捨，期盼着下

一次的旅行日來臨呢！

智 FIT 旅行日

無人機穿越障礙賽冠軍無人機穿越障礙賽冠軍
6K 詹韞騫、6J 陳玥寧、6K 詹韞騫、6J 陳玥寧、

6J 王紫晴6J 王紫晴

少年警訊少年警訊
最積極參與大獎最積極參與大獎

開學彌撒

  同學參加期待已久的歷奇活動，表現十分興奮！他們
參與了泰山飛索及樹屋歷奇訓練。是次歷奇活動不但能提

升學生自信心，還能讓他們勇於挑戰自我！

樹屋歷奇訓練樹屋歷奇訓練

中華文化日—燦爛的中國文明

  本校於8月9日舉辦了中華文化日，學生能從體驗活動中認識中國發明、木結構建築
特色及民間手藝，感受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並傳承中國文化。

剪紙樂趣多剪紙樂趣多 齊來認識指南車齊來認識指南車

穿起華服的同學，真美麗！穿起華服的同學，真美麗！

誰的麵粉公仔最精緻？誰的麵粉公仔最精緻？活字印刷多好玩活字印刷多好玩

遊戲 Fun Fun Day

「聖誕心願」活動「聖誕心願」活動——惜福感恩惜福感恩

建「島」未來設計比建「島」未來設計比
賽 初小組 綠色生活賽 初小組 綠色生活
及健康社區 優異獎及健康社區 優異獎

3J 李坤儒3J 李坤儒

「設計教育種籽計劃」「設計教育種籽計劃」
作品於香港大會堂展出作品於香港大會堂展出

並輯錄於《設計教育種籽計劃並輯錄於《設計教育種籽計劃
——平面設計篇》平面設計篇》

6J 陳子愉、陳玥寧、洪小斐、6J 陳子愉、陳玥寧、洪小斐、
羅詩琦、王紫晴羅詩琦、王紫晴

第十四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第十四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嘉許狀嘉許狀

5K 龍家信5K 龍家信

景天喜齊訊分享景天喜齊訊分享

多姿多彩校園生活多姿多彩校園生活

多姿多彩校園生活多姿多彩校園生活 多姿多彩校園生活多姿多彩校園生活

歡迎新成員歡迎新成員

歡迎新成員歡迎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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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禮儀

STEAM DAY

  開學彌撒由麥冠達神父主禮，他與學
生分享如何在新學年裝備好自己，期望學

生能從「聽」、「講」、「合作」、「解

難」四個方面提升自己，並將耶穌基督的

精神實踐於生活當中。

  學生聆聽神父分享、接受降福，並透過欣賞聖誕話劇和音樂表演，一同
懷著喜樂及感恩的心迎接聖誕的到來。

本校邀請馬偉良神父為祈禱室及中樂室主持祝福禮，透過祈禱向上主祈求新設施能給予學生一個寧靜的祈禱和學習環境。

  本校於11月7日至9日舉行STEAM DAY活動日，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動手進行各種具趣味性的探究活動，STEAM DAY提供
了實踐機會，讓學生就日常生活問題，設計和擬定具體及有創意的解決方案，從而增強他們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本年度STEAM DAY主題包括自製結他（一年級）、下雨天好幫手（二年級）、環保屋頂（三年級）、環保動力車（四年
級）、水火箭（五年級）及立體電動船（六年級）。教師先講解相關科學與科技知識後，學生按自己的興趣進行資料搜集、透

過多方面分析與思考、重覆測試及改良產品，最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為了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透過多元化的活動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本校於12月21日舉行了遊
戲Fun Fun Day。老師準備了不同的攤位遊戲及STEAM工作坊，讓學生愉快學習。

社工準備了「情緒小偵探」攤位遊戲，加深學生對不同情緒的了解。另外，又以小任務考驗學生的合作能力。

  我是陳妍姿老師，很榮幸可以加入景天大家庭。雖然我加入景天
的時間不長，但是已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為這裏的孩子們既可愛又

聽話，老師們既友善又專業。我希望於未來的日子能夠與大家同心協

力，讓景天孩子們能夠認識更多元的知識，養成更正面的價值觀，成

為更優秀的未來棟樑。

祝福禮

歡迎來到景天大家庭歡迎來到景天大家庭

小一同學八月進行適應課程，課堂內容包括常規及社交的支援，以協助盡快適應小一生活。小一同學八月進行適應課程，課堂內容包括常規及社交的支援，以協助盡快適應小一生活。

開學彌撒開學彌撒

聖誕音樂表演聖誕音樂表演

祝福禮祝福禮為祈禱室及中樂室灑聖水為祈禱室及中樂室灑聖水

 製作電動船 製作電動船

發射水火箭發射水火箭

試驗環保動力車試驗環保動力車
製作環保屋頂製作環保屋頂

製作雨傘筒製作雨傘筒
自製結他自製結他

同學們準備出發，十分興奮！同學們準備出發，十分興奮！ 同學與班主任一起玩遊戲同學與班主任一起玩遊戲

社工與學生玩遊戲社工與學生玩遊戲

學生設計班牌學生設計班牌班主任與學生合照班主任與學生合照

班主任與學生合照班主任與學生合照班主任與學生合照班主任與學生合照
師生大合照，留下美好回憶師生大合照，留下美好回憶

顧神父以聖誕老人打扮與學生進顧神父以聖誕老人打扮與學生進

行英文活動及派發聖誕禮物。行英文活動及派發聖誕禮物。

學生製作聖學生製作聖
誕萬花筒，誕萬花筒，
從中學習科從中學習科
學知識。學知識。

學生用「神奇空氣炮」學生用「神奇空氣炮」
進行STEAM體驗遊戲。進行STEAM體驗遊戲。

學生聆聽Mr. Alex的指示，學生聆聽Mr. Alex的指示，
把不同節日食物分類。把不同節日食物分類。

學生用圖卡拼出不同的表情。學生用圖卡拼出不同的表情。

學生合力把物學生合力把物
件運到終點。件運到終點。

「情緒小偵探」攤位遊戲「情緒小偵探」攤位遊戲

同學聆聽英文指示，與顧神同學聆聽英文指示，與顧神
父一起裝飾聖誕樹。父一起裝飾聖誕樹。

香港劍擊學院第四季重劍比賽香港劍擊學院第四季重劍比賽
U7男子新人組冠軍 2K 香有情U7男子新人組冠軍 2K 香有情
香港劍擊學院第四季重劍比賽香港劍擊學院第四季重劍比賽
U10男子新人組亞軍 4J 香有信U10男子新人組亞軍 4J 香有信

2022香港跆拳道公開賽暨全港學界聯賽2022香港跆拳道公開賽暨全港學界聯賽
個人比賽項目「速度踢腳」亞軍 個人比賽項目「速度踢腳」亞軍 

5J 鄭一5J 鄭一

第七屆小學五人籃球挑戰賽第七屆小學五人籃球挑戰賽
亞軍亞軍

RoboMaster 競投挑戰賽RoboMaster 競投挑戰賽
優異獎優異獎

第八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別行政第八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二十五周年 全港校際問答比賽區成立二十五周年 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十八區優秀學校獎十八區優秀學校獎

「樂繫校園」持續卓越大獎「樂繫校園」持續卓越大獎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第八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
立二十五周年全港校際問答比賽，本校榮獲十八區優秀學校獎。

除此之外，本校榮獲教育局、香港教育大學及浸信會愛群社會服

務處合辦的「樂繫校園獎勵計劃2020-2021」小學組「持續卓越大
獎」，當中全港只有2間小學獲此殊榮。主辦單位更於2021年11月
22日訪問學校，邀請何校長偕同老師、家長及學生與全港學校分
享學校如何透過行動、知識、情意、人際及家社五個範疇的連繫，

在校園生活中展現出活力與正能量。另外本校參加基督教服務處和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合辦的「2021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榮獲
2021年度「關愛校園」榮譽學校，連續兩年獲得此殊榮。

學校獎項
其他喜訊

視藝科喜訊

  我是教學助理邢蘊
姿，很高興能加入景天

這個大家庭與各位共事

及學習。

  我是羅美芳老師，很高興可以
加入景天校園與同學們共同成長。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同學們能夠在課

堂上有所得着，讓我們一起在課堂

中愉快地學習吧！

我們的小一 我們的小一 

於10月舉行了小一滿月生日會，各班小一學生在台上表演，向家人表達感恩之情。

小一滿月生日會小一滿月生日會

聖誕話劇聖誕話劇

  本港疫情已漸趨平穩，故校方於11月17日為全體學生舉辦智FIT旅行日，希望藉此讓學生有舒展身心和接近大自然的機會。學生透
過不同的集體遊戲，學習與人溝通，共同建立和諧友好的人濟關係。

　　旅行日當天的歡聲笑語此起彼落，空氣裏瀰漫着一片輕鬆愜意的氛圍。同學隨着老師抵達佐敦谷公園及清水灣郊野公園。先後參

與班級及級際集體遊戲，除了能學習團體合作精神外，還增進了彼此的認識及感情，提升對學校的歸屬感。

　　遊戲後，同學在綠油油的草地上跑跑跳跳、觀賞植物、探索迷宮及野餐，大家都盡情享受郊遊的樂趣，為旅行留下美好的回憶。

　　今年的學校旅行，同學都盡興而歸，能寓遊玩於學習。這次旅行是疫情期間的首次出行，同學離開時都倍感依依不捨，期盼着下

一次的旅行日來臨呢！

智 FIT 旅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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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彌撒

  同學參加期待已久的歷奇活動，表現十分興奮！他們
參與了泰山飛索及樹屋歷奇訓練。是次歷奇活動不但能提

升學生自信心，還能讓他們勇於挑戰自我！

樹屋歷奇訓練樹屋歷奇訓練

中華文化日—燦爛的中國文明

  本校於8月9日舉辦了中華文化日，學生能從體驗活動中認識中國發明、木結構建築
特色及民間手藝，感受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並傳承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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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禮儀

STEAM DAY

  開學彌撒由麥冠達神父主禮，他與學
生分享如何在新學年裝備好自己，期望學

生能從「聽」、「講」、「合作」、「解

難」四個方面提升自己，並將耶穌基督的

精神實踐於生活當中。

  學生聆聽神父分享、接受降福，並透過欣賞聖誕話劇和音樂表演，一同
懷著喜樂及感恩的心迎接聖誕的到來。

本校邀請馬偉良神父為祈禱室及中樂室主持祝福禮，透過祈禱向上主祈求新設施能給予學生一個寧靜的祈禱和學習環境。

  本校於11月7日至9日舉行STEAM DAY活動日，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動手進行各種具趣味性的探究活動，STEAM DAY提供
了實踐機會，讓學生就日常生活問題，設計和擬定具體及有創意的解決方案，從而增強他們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本年度STEAM DAY主題包括自製結他（一年級）、下雨天好幫手（二年級）、環保屋頂（三年級）、環保動力車（四年
級）、水火箭（五年級）及立體電動船（六年級）。教師先講解相關科學與科技知識後，學生按自己的興趣進行資料搜集、透

過多方面分析與思考、重覆測試及改良產品，最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為了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透過多元化的活動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本校於12月21日舉行了遊
戲Fun Fun Day。老師準備了不同的攤位遊戲及STEAM工作坊，讓學生愉快學習。

社工準備了「情緒小偵探」攤位遊戲，加深學生對不同情緒的了解。另外，又以小任務考驗學生的合作能力。

  我是陳妍姿老師，很榮幸可以加入景天大家庭。雖然我加入景天
的時間不長，但是已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為這裏的孩子們既可愛又

聽話，老師們既友善又專業。我希望於未來的日子能夠與大家同心協

力，讓景天孩子們能夠認識更多元的知識，養成更正面的價值觀，成

為更優秀的未來棟樑。

祝福禮

歡迎來到景天大家庭歡迎來到景天大家庭

小一同學八月進行適應課程，課堂內容包括常規及社交的支援，以協助盡快適應小一生活。小一同學八月進行適應課程，課堂內容包括常規及社交的支援，以協助盡快適應小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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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音樂表演聖誕音樂表演

祝福禮祝福禮為祈禱室及中樂室灑聖水為祈禱室及中樂室灑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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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用圖卡拼出不同的表情。學生用圖卡拼出不同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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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彌撒開學彌撒

聖誕音樂表演聖誕音樂表演

祝福禮祝福禮為祈禱室及中樂室灑聖水為祈禱室及中樂室灑聖水

 製作電動船 製作電動船

發射水火箭發射水火箭

試驗環保動力車試驗環保動力車
製作環保屋頂製作環保屋頂

製作雨傘筒製作雨傘筒
自製結他自製結他

同學們準備出發，十分興奮！同學們準備出發，十分興奮！ 同學與班主任一起玩遊戲同學與班主任一起玩遊戲

社工與學生玩遊戲社工與學生玩遊戲

學生設計班牌學生設計班牌班主任與學生合照班主任與學生合照

班主任與學生合照班主任與學生合照班主任與學生合照班主任與學生合照
師生大合照，留下美好回憶師生大合照，留下美好回憶

顧神父以聖誕老人打扮與學生進顧神父以聖誕老人打扮與學生進

行英文活動及派發聖誕禮物。行英文活動及派發聖誕禮物。

學生製作聖學生製作聖
誕萬花筒，誕萬花筒，
從中學習科從中學習科
學知識。學知識。

學生用「神奇空氣炮」學生用「神奇空氣炮」
進行STEAM體驗遊戲。進行STEAM體驗遊戲。

學生聆聽Mr. Alex的指示，學生聆聽Mr. Alex的指示，
把不同節日食物分類。把不同節日食物分類。

學生用圖卡拼出不同的表情。學生用圖卡拼出不同的表情。

學生合力把物學生合力把物
件運到終點。件運到終點。

「情緒小偵探」攤位遊戲「情緒小偵探」攤位遊戲

同學聆聽英文指示，與顧神同學聆聽英文指示，與顧神
父一起裝飾聖誕樹。父一起裝飾聖誕樹。

香港劍擊學院第四季重劍比賽香港劍擊學院第四季重劍比賽
U7男子新人組冠軍 2K 香有情U7男子新人組冠軍 2K 香有情
香港劍擊學院第四季重劍比賽香港劍擊學院第四季重劍比賽
U10男子新人組亞軍 4J 香有信U10男子新人組亞軍 4J 香有信

2022香港跆拳道公開賽暨全港學界聯賽2022香港跆拳道公開賽暨全港學界聯賽
個人比賽項目「速度踢腳」亞軍 個人比賽項目「速度踢腳」亞軍 

5J 鄭一5J 鄭一

第七屆小學五人籃球挑戰賽第七屆小學五人籃球挑戰賽
亞軍亞軍

RoboMaster 競投挑戰賽RoboMaster 競投挑戰賽
優異獎優異獎

第八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別行政第八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二十五周年 全港校際問答比賽區成立二十五周年 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十八區優秀學校獎十八區優秀學校獎

「樂繫校園」持續卓越大獎「樂繫校園」持續卓越大獎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第八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
立二十五周年全港校際問答比賽，本校榮獲十八區優秀學校獎。

除此之外，本校榮獲教育局、香港教育大學及浸信會愛群社會服

務處合辦的「樂繫校園獎勵計劃2020-2021」小學組「持續卓越大
獎」，當中全港只有2間小學獲此殊榮。主辦單位更於2021年11月
22日訪問學校，邀請何校長偕同老師、家長及學生與全港學校分
享學校如何透過行動、知識、情意、人際及家社五個範疇的連繫，

在校園生活中展現出活力與正能量。另外本校參加基督教服務處和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合辦的「2021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榮獲
2021年度「關愛校園」榮譽學校，連續兩年獲得此殊榮。

學校獎項
其他喜訊

視藝科喜訊

  我是教學助理邢蘊
姿，很高興能加入景天

這個大家庭與各位共事

及學習。

  我是羅美芳老師，很高興可以
加入景天校園與同學們共同成長。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同學們能夠在課

堂上有所得着，讓我們一起在課堂

中愉快地學習吧！

我們的小一 我們的小一 

於10月舉行了小一滿月生日會，各班小一學生在台上表演，向家人表達感恩之情。

小一滿月生日會小一滿月生日會

聖誕話劇聖誕話劇

  本港疫情已漸趨平穩，故校方於11月17日為全體學生舉辦智FIT旅行日，希望藉此讓學生有舒展身心和接近大自然的機會。學生透
過不同的集體遊戲，學習與人溝通，共同建立和諧友好的人濟關係。

　　旅行日當天的歡聲笑語此起彼落，空氣裏瀰漫着一片輕鬆愜意的氛圍。同學隨着老師抵達佐敦谷公園及清水灣郊野公園。先後參

與班級及級際集體遊戲，除了能學習團體合作精神外，還增進了彼此的認識及感情，提升對學校的歸屬感。

　　遊戲後，同學在綠油油的草地上跑跑跳跳、觀賞植物、探索迷宮及野餐，大家都盡情享受郊遊的樂趣，為旅行留下美好的回憶。

　　今年的學校旅行，同學都盡興而歸，能寓遊玩於學習。這次旅行是疫情期間的首次出行，同學離開時都倍感依依不捨，期盼着下

一次的旅行日來臨呢！

智 FIT 旅行日

無人機穿越障礙賽冠軍無人機穿越障礙賽冠軍
6K 詹韞騫、6J 陳玥寧、6K 詹韞騫、6J 陳玥寧、

6J 王紫晴6J 王紫晴

少年警訊少年警訊
最積極參與大獎最積極參與大獎

開學彌撒

  同學參加期待已久的歷奇活動，表現十分興奮！他們
參與了泰山飛索及樹屋歷奇訓練。是次歷奇活動不但能提

升學生自信心，還能讓他們勇於挑戰自我！

樹屋歷奇訓練樹屋歷奇訓練

中華文化日—燦爛的中國文明

  本校於8月9日舉辦了中華文化日，學生能從體驗活動中認識中國發明、木結構建築
特色及民間手藝，感受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並傳承中國文化。

剪紙樂趣多剪紙樂趣多 齊來認識指南車齊來認識指南車

穿起華服的同學，真美麗！穿起華服的同學，真美麗！

誰的麵粉公仔最精緻？誰的麵粉公仔最精緻？活字印刷多好玩活字印刷多好玩

遊戲 Fun Fun Day

「聖誕心願」活動「聖誕心願」活動——惜福感恩惜福感恩

建「島」未來設計比建「島」未來設計比
賽 初小組 綠色生活賽 初小組 綠色生活
及健康社區 優異獎及健康社區 優異獎

3J 李坤儒3J 李坤儒

「設計教育種籽計劃」「設計教育種籽計劃」
作品於香港大會堂展出作品於香港大會堂展出

並輯錄於《設計教育種籽計劃並輯錄於《設計教育種籽計劃
——平面設計篇》平面設計篇》

6J 陳子愉、陳玥寧、洪小斐、6J 陳子愉、陳玥寧、洪小斐、
羅詩琦、王紫晴羅詩琦、王紫晴

第十四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第十四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嘉許狀嘉許狀

5K 龍家信5K 龍家信

景天喜齊訊分享景天喜齊訊分享

多姿多彩校園生活多姿多彩校園生活

多姿多彩校園生活多姿多彩校園生活 多姿多彩校園生活多姿多彩校園生活

歡迎新成員歡迎新成員

歡迎新成員歡迎新成員

55443322



  本校於10月7日舉行了「小一家長學堂」，由老
師向家長講述各科課程重點及自主學習資源，讓家長
更能掌握協助子女溫習的方法。

景天家長學堂景天家長學堂 家教會會員大會及家長會家教會會員大會及家長會

1月12日舉行了家教會會員大會，順1月12日舉行了家教會會員大會，順
利選出新一屆家教會委員，當天亦利選出新一屆家教會委員，當天亦
進行了各級家長會。進行了各級家長會。

小一家長與班主任、科任老師及校長小一家長與班主任、科任老師及校長
交流與分享。交流與分享。

「小小英雄」徽章設計比賽

本校榮獲「最積極參與學校支會」獎本校榮獲「最積極參與學校支會」獎

4J呂穎桐榮獲「豐富物料獎」4J呂穎桐榮獲「豐富物料獎」

  本校於本學年在三至六年級推行「自攜裝置 （BYOD）」學習計劃，同學需要於中文、英文、數學、常識、音樂及資訊科技
科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除了使用電子書外，同學會使用適切的互動教學軟件或平台進行學習，增加課堂的趣味性及互動性。

電子學習能大大提高學生學習電子學習能大大提高學生學習
動機和專注度。動機和專注度。

同學們一邊聆聽老師指示，一邊同學們一邊聆聽老師指示，一邊
運用iPad進行電子學習活動呢！運用iPad進行電子學習活動呢！同學們投入地用Mbot學習編程。同學們投入地用Mbot學習編程。同學們根據老師指示，同學們根據老師指示，

完成寫作活動。完成寫作活動。

  本校田徑隊參與了11月舉行的西貢區校際田徑比賽，成績不俗。
  個人獎項方面，本校共取得1冠2亞2季的佳績。其中6K班伍致遠同學榮獲男
子甲組60米冠軍，將代表西貢區參與全港學界田徑比賽。而團體獎項方面，本校
分別取得一個季軍（女子乙組）及一個優異獎（男子甲組）。

  下學期將有初小代表參與簡易田徑比賽，期望日後可以取得更多佳績。

校長的話

景天喜齊訊分享景天喜齊訊分享

校園設施新動向校園設施新動向

多姿多彩校園生活多姿多彩校園生活 畢業生動向畢業生動向全方位活動全方位活動

全方位活動全方位活動

畢業生動向畢業生動向

景林天主教小學景林天主教小學
King Lam Cathol ic  Pr imary SchoolKing Lam Cathol ic  Pr imary School

地址：新界將軍澳寶琳北路 38號景林邨 電話：27030499 傳真：27040977 網址：http://www.klcps.edu.hk 校監：謝錦明先生 校長：何詠懿女士地址：新界將軍澳寶琳北路 38號景林邨 電話：27030499 傳真：27040977 網址：http://www.klcps.edu.hk 校監：謝錦明先生 校長：何詠懿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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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田徑隊隊獲獎獲獎佳績佳績

「自攜裝置 (BYOD)」學習計劃

粵劇教育工作坊

  粵劇團成員於11月23日
前往高山劇場觀看粵劇《白蛇

傳》，欣賞演員精彩的演出之

餘亦了解更多粵劇文化，為5月
的演出作準備。

少年警訊活動

  11月20日校長及老師帶領
同學們參觀香港故宮博物館，
認識中國文化。

故宮之旅

小一家長學堂 家校活動

電子學習結合傳統電子學習結合傳統

教學，相輔相成。教學，相輔相成。
大家十分享受電子學習模式。大家十分享受電子學習模式。同學對電子學習已經十分熟悉。同學對電子學習已經十分熟悉。配合Apple Pencil，學生能進行配合Apple Pencil，學生能進行

繪圖和書寫，大大增加學習趣味。繪圖和書寫，大大增加學習趣味。

  展覽由媒體藝術家皮皮樂迪．里思特所創作，同學在沉浸
式影像裝置中隨意行走，感受皮皮樂迪的藝術世界。

參觀大館「潛入你眼簾」展覽

  祈禱室以簡單樸素為設計理念，務求給
予學生一個寧靜的祈禱環境。大門以一個十
字架為中心，象徵耶穌基督的臨在，迎接
每一位小朋友。祈禱室一角有聖母像及小祭
台，學生可誠心祈求聖母媽媽代禱。

旗桿新姿旗桿新姿祈禱室祈禱室

  本校一直注重學生的多元發展。在音樂方面，學校致力培養學生對中、西樂的
興趣。為提供更優越的學習環境給學生，本校於暑假起籌備中樂室裝修工程，望學
生能在更舒適的環境下學習及進行樂器訓練。

  中樂室在設計上加入了不同中國文化的元素，讓學生在演奏樂器時更能感受樂
曲的氣氛和當中的情感。另外，為確保學生能專注學習及排練， 中樂室選用隔音物
料，讓學生更能留意樂器聲音的變化。

中樂室中樂室  為使六年級家長對升中選校有更
深認識及掌握選校技巧，本校於2022
年12月9日舉行了「小六升中選校家
長會」，並加入舊生分享環節，由校

友分享升中面試經歷、中學的校園生

活趣事、學習方法及挑戰，讓家長為

子女的學業和升中作更好的準備。

分享中學生活的校友名單分享中學生活的校友名單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區惠怡
中國婦女會中學 余柏賢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丁郗彥
寶覺中學 吳嘉詠
聖言中學 張宗基
喇沙書院 韓臻祺感謝各位校友的出席和支持母校的活感謝各位校友的出席和支持母校的活

動，祝各位校友生活愉快！前程似錦！動，祝各位校友生活愉快！前程似錦！

無人機飛越障礙無人機飛越障礙 認識生物習性認識生物習性

認識海洋生物認識海洋生物

與學生大使合照與學生大使合照

STEAM 活動STEAM 活動 大合照大合照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升中體驗日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升中體驗日

聖傑靈女子中學參觀聖傑靈女子中學參觀

  學生在成長路上會遇到種種的困難
與挑戰，學校亦深明家庭支援的重要，

因此經常邀請不同的專家為家長舉辦家

長講座，包括教育心理學家的「如何協

助孩子適應小一」、「正向管教家長工

作坊」，以及校本言語治療師的「如何

運用Apps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如
何提升學生的詞彙及組織能力」等。期

望透過專業分享，提升父母的親職管教

技巧，冀能更全面地配合家長的需要。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學生支援學生支援

教育心理學家陳姑娘為一年級家長舉辦小一適應教育心理學家陳姑娘為一年級家長舉辦小一適應
講座，幫助家長陪伴子女融入嶄新的校園生活。講座，幫助家長陪伴子女融入嶄新的校園生活。

Time flies. 
Six years of life in primary school passed before my eyes, and I have set 
out on a new journey.
I miss the old days filled with happiness. The games we all played.  I miss 
my old classmates. The chats we had and the lessons.
It's been a few months since I graduated. I didn't have enough time to 
experience all that KLCPS has to offer, but life is just like that. You don't appreciate it when 
you have it, but miss that part of your life after it is gone. I would go back to primary school 
and enjoy it if I could. I am very grateful for the teachers that helped me through the past 
few years. Thank you for your care and teachings.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m.

  六年的小學時光
一去不反，但是期間
的回憶常駐心中。 昔
日，同學們的互相幫
助、歡聲笑語、小惡作
劇⋯⋯每位同學鮮明的個性、每件
玩鬧間的趣事，令我的小學充滿着
歡樂的回憶。往時，老師們的悉心
關照、教學時的嚴謹認真，令我的
小學生涯充實愉快。感謝在茫茫人
生中的每位老師與同學。六年的中
學生活已經揭開序幕，在人生最美
好而熱烈的時光，願我能乘著回憶
與夢想，在並不平坦的路途步步前
行，走向遼闊的前景！

  我在小三入讀景天直至畢業，在景天這個大家庭裏生活了四年，眨
眼間就已經畢業了，心中難免會感到不捨。景天是我成長，是我得到豐
富知識，是我領悟人生道理的地方。她讓我從一個懵懂無知的小孩，變
成現在的我。當中，我要感謝老師和同學在我遇到挫敗或困難的時候伴
在我身邊，支持我，鼓勵我。他們給了我很多的幫助，見證着我成長。雖
然離開了這個充滿美好回憶的地方，跟曾經一起研習的同學分道揚鑣，各自去不同的
中學發展，但在未來的日子裡，我會繼續努力學習，增進自己的知識，將來好能報效
母校，為社會作出貢獻。

校友分享

升中喜訊

升中體驗

畢業生感言

區樂軒  中華基金中學

  時光飛逝，轉眼我已經升
上中學三個月了，大致適應
了中學生活，每天都很開心。

  首先，十分感謝母校對我的
悉心教導和栽培。我非常感謝何校
長，每次跟她交談都能啟發我思維。我還要
感謝五、六年級的兩位班主任—葉老師和
Miss Angie，她們給了我許多幫助。
  雖然中學生活十分開心，但是我時常
惦念母校，惦念六年級在校園的快樂時
光。那時，只要我在學校，就會感到很快
樂，這是中學感受不到的。

  最後祝福母校桃李滿門，希望各位學
弟學妹珍惜在景天上學的時光。

林梓茵  聖傑靈女子中學胡馨予  協恩中學

林淑妮  迦密主恩中學

二零二三年二月

  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人與宇宙之間一無差別。佛家有云：眾生平等。
莊子亦云：「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偉大的教育家孔子一直推崇有
教無類！這也是景天一直認同的教育理想。天父賦予每一個孩子獨特的天資與天
賦才能，在景天，我們為每一個孩子創造成功的機會，讓他們自信地學習，快樂
地成長。我們營造彼此關愛、互相包容的氛圍。同學間彼此關心與支持，使校園
洋溢著和諧的氣氛。

  本校以六育並重的原則，透過「MVP」計劃，配合音樂（Music）、視覺藝
術（Visual Arts）及體育（Physical Education）元素創造多元學習經歷，讓每一
位景天的孩子都能按自己的興趣選擇活動，自由地探索及認識自我，在不同範疇
各展所長，並能配合健康生活，喜歡及定時做運動。經歷三年疫情，我們在復常
的全日制時間表加入了創新思維，配合教育局課程發展最新主題「立德樹人重啟

迪 創造空間育全人」的理念，打破了傳統時間表的框架，善用學習課時，為孩子創造更多自主空間，促進全人發展。

  我們在下午時段設立了不同的學習環節：（一）透過「每日感恩」，讓孩子在完結一天的學習時，可有「定與靜」的時
刻，學會梳理一整天的思考，並懂得時刻感恩身邊的人和事。愉快學習十分重要，透過科學、科技，動手做及聯課活動、參
觀探訪及服務學習等，能創造不同學習經歷。（二）最新安排的「HAPPY HOUR」時段，充分體現了課堂以外的活動學習安
排。（三）每周的「閱讀時刻」，讓校園建立師生共讀的氛圍，以提升孩子的閱讀興趣，建立閱讀習慣。 我們借鑒了半天上
課時間優勢以及成功經驗，全面及靈活地善用學習課時，讓景天孩子的學習更自主。

  本學年，本校成功爭取了多項優質教育基金、賽馬會數碼「悅」讀基金及奇趣IT識多啲計劃撥款
等，為學生提供電子白板、數碼書法設備、VR及3D打印等IT教學設備及活動，致力將電子學習資源
普及化。除了在小三至小六推行「BYOD」計劃，配合電子教材及互動電子書教學；新設立的「數碼
閱讀平台」及新添置電子圖書等，更能讓全校學生突破時限享受穿越無牆圖書館的樂趣。

  教師自古至今都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沒有一個時代比今日更需要教育。我相信教育可以改
變生命，也是滋潤生命的泉源。在今天這個多變的環境中，我們更需要與各位家長一同努力，培養出
一代又一代優秀的景天畢業生，長大後對人生充滿盼望，擁抱幸福與快樂，活出精彩人生，成為喜愛
閱讀，積極探索，敢於追求真理，充滿科學精神，並富同情心及愛國心的好孩子。

創造創造空間空間育全人育全人立德立德樹人樹人重啟迪重啟迪

Principal's MessagePrincipal's Message

何詠懿校長何詠懿校長

團體總成績
女子乙組團體 季軍

男子甲組團體 優異獎

個人項目
獲得獎項 獲獎學生

60米 （男甲） 冠軍 伍致遠

跳遠 （女乙） 亞軍 周嘉悅

200米（女乙） 亞軍 陳芓晴

100米（女甲） 季軍 李苑瑩

跳遠 （女丙） 季軍 姚 嵐

獲獎名單

協恩中學 胡馨予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少年獎勵計劃得主

聖言中學 張宗基

中一：上學期數學科第五名
中文科、綜合科學第七名
中二：校內奧數比賽第三名 
中三：下學期中文科第二名
中四：上測數學科第二名

中國婦女會中學 余柏賢 測考總成績全級第十二名

迦密主恩中學 饒錦涵 中文科全班第二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王俊熙
Joint School Music Competition 
Choir Challenge group - Silver 
award

將軍澳官立中學

何逸朗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少年獎勵計劃得主

陳廷勇
英文科、經濟科、
物理科第一名
數學科、地理科第二名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岑欣諭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
處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口號創作比賽優異獎
山東省人民政府台港澳事務
辦公室「夢想」魯台港澳中
小學生主題徵文大賽香港地
區初中組二等獎

賴靖琳
萬國郵政聯盟第51屆國際少
年書信寫作比賽—香港區
冠軍

楊善懿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丙組
400米優異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鍾穎滺 全班第一名，全級第九名

家校合作家校合作

11887766



  本校於10月7日舉行了「小一家長學堂」，由老
師向家長講述各科課程重點及自主學習資源，讓家長
更能掌握協助子女溫習的方法。

景天家長學堂景天家長學堂 家教會會員大會及家長會家教會會員大會及家長會

1月12日舉行了家教會會員大會，順1月12日舉行了家教會會員大會，順
利選出新一屆家教會委員，當天亦利選出新一屆家教會委員，當天亦
進行了各級家長會。進行了各級家長會。

小一家長與班主任、科任老師及校長小一家長與班主任、科任老師及校長
交流與分享。交流與分享。

「小小英雄」徽章設計比賽

本校榮獲「最積極參與學校支會」獎本校榮獲「最積極參與學校支會」獎

4J呂穎桐榮獲「豐富物料獎」4J呂穎桐榮獲「豐富物料獎」

  本校於本學年在三至六年級推行「自攜裝置 （BYOD）」學習計劃，同學需要於中文、英文、數學、常識、音樂及資訊科技
科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除了使用電子書外，同學會使用適切的互動教學軟件或平台進行學習，增加課堂的趣味性及互動性。

電子學習能大大提高學生學習電子學習能大大提高學生學習
動機和專注度。動機和專注度。

同學們一邊聆聽老師指示，一邊同學們一邊聆聽老師指示，一邊
運用iPad進行電子學習活動呢！運用iPad進行電子學習活動呢！同學們投入地用Mbot學習編程。同學們投入地用Mbot學習編程。同學們根據老師指示，同學們根據老師指示，

完成寫作活動。完成寫作活動。

  本校田徑隊參與了11月舉行的西貢區校際田徑比賽，成績不俗。
  個人獎項方面，本校共取得1冠2亞2季的佳績。其中6K班伍致遠同學榮獲男
子甲組60米冠軍，將代表西貢區參與全港學界田徑比賽。而團體獎項方面，本校
分別取得一個季軍（女子乙組）及一個優異獎（男子甲組）。

  下學期將有初小代表參與簡易田徑比賽，期望日後可以取得更多佳績。

校長的話

景天喜齊訊分享景天喜齊訊分享

校園設施新動向校園設施新動向

多姿多彩校園生活多姿多彩校園生活 畢業生動向畢業生動向全方位活動全方位活動

全方位活動全方位活動

畢業生動向畢業生動向

景林天主教小學景林天主教小學
King Lam Cathol ic  Pr imary SchoolKing Lam Cathol ic  Pr imary School

地址：新界將軍澳寶琳北路 38號景林邨 電話：27030499 傳真：27040977 網址：http://www.klcps.edu.hk 校監：謝錦明先生 校長：何詠懿女士地址：新界將軍澳寶琳北路 38號景林邨 電話：27030499 傳真：27040977 網址：http://www.klcps.edu.hk 校監：謝錦明先生 校長：何詠懿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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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田徑隊隊獲獎獲獎佳績佳績

「自攜裝置 (BYOD)」學習計劃

粵劇教育工作坊

  粵劇團成員於11月23日
前往高山劇場觀看粵劇《白蛇

傳》，欣賞演員精彩的演出之

餘亦了解更多粵劇文化，為5月
的演出作準備。

少年警訊活動

  11月20日校長及老師帶領
同學們參觀香港故宮博物館，
認識中國文化。

故宮之旅

小一家長學堂 家校活動

電子學習結合傳統電子學習結合傳統

教學，相輔相成。教學，相輔相成。
大家十分享受電子學習模式。大家十分享受電子學習模式。同學對電子學習已經十分熟悉。同學對電子學習已經十分熟悉。配合Apple Pencil，學生能進行配合Apple Pencil，學生能進行

繪圖和書寫，大大增加學習趣味。繪圖和書寫，大大增加學習趣味。

  展覽由媒體藝術家皮皮樂迪．里思特所創作，同學在沉浸
式影像裝置中隨意行走，感受皮皮樂迪的藝術世界。

參觀大館「潛入你眼簾」展覽

  祈禱室以簡單樸素為設計理念，務求給
予學生一個寧靜的祈禱環境。大門以一個十
字架為中心，象徵耶穌基督的臨在，迎接
每一位小朋友。祈禱室一角有聖母像及小祭
台，學生可誠心祈求聖母媽媽代禱。

旗桿新姿旗桿新姿祈禱室祈禱室

  本校一直注重學生的多元發展。在音樂方面，學校致力培養學生對中、西樂的
興趣。為提供更優越的學習環境給學生，本校於暑假起籌備中樂室裝修工程，望學
生能在更舒適的環境下學習及進行樂器訓練。

  中樂室在設計上加入了不同中國文化的元素，讓學生在演奏樂器時更能感受樂
曲的氣氛和當中的情感。另外，為確保學生能專注學習及排練， 中樂室選用隔音物
料，讓學生更能留意樂器聲音的變化。

中樂室中樂室  為使六年級家長對升中選校有更
深認識及掌握選校技巧，本校於2022
年12月9日舉行了「小六升中選校家
長會」，並加入舊生分享環節，由校

友分享升中面試經歷、中學的校園生

活趣事、學習方法及挑戰，讓家長為

子女的學業和升中作更好的準備。

分享中學生活的校友名單分享中學生活的校友名單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區惠怡
中國婦女會中學 余柏賢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丁郗彥
寶覺中學 吳嘉詠
聖言中學 張宗基
喇沙書院 韓臻祺感謝各位校友的出席和支持母校的活感謝各位校友的出席和支持母校的活

動，祝各位校友生活愉快！前程似錦！動，祝各位校友生活愉快！前程似錦！

無人機飛越障礙無人機飛越障礙 認識生物習性認識生物習性

認識海洋生物認識海洋生物

與學生大使合照與學生大使合照

STEAM 活動STEAM 活動 大合照大合照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升中體驗日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升中體驗日

聖傑靈女子中學參觀聖傑靈女子中學參觀

  學生在成長路上會遇到種種的困難
與挑戰，學校亦深明家庭支援的重要，

因此經常邀請不同的專家為家長舉辦家

長講座，包括教育心理學家的「如何協

助孩子適應小一」、「正向管教家長工

作坊」，以及校本言語治療師的「如何

運用Apps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如
何提升學生的詞彙及組織能力」等。期

望透過專業分享，提升父母的親職管教

技巧，冀能更全面地配合家長的需要。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學生支援學生支援

教育心理學家陳姑娘為一年級家長舉辦小一適應教育心理學家陳姑娘為一年級家長舉辦小一適應
講座，幫助家長陪伴子女融入嶄新的校園生活。講座，幫助家長陪伴子女融入嶄新的校園生活。

Time flies. 
Six years of life in primary school passed before my eyes, and I have set 
out on a new journey.
I miss the old days filled with happiness. The games we all played.  I miss 
my old classmates. The chats we had and the lessons.
It's been a few months since I graduated. I didn't have enough time to 
experience all that KLCPS has to offer, but life is just like that. You don't appreciate it when 
you have it, but miss that part of your life after it is gone. I would go back to primary school 
and enjoy it if I could. I am very grateful for the teachers that helped me through the past 
few years. Thank you for your care and teachings.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m.

  六年的小學時光
一去不反，但是期間
的回憶常駐心中。 昔
日，同學們的互相幫
助、歡聲笑語、小惡作
劇⋯⋯每位同學鮮明的個性、每件
玩鬧間的趣事，令我的小學充滿着
歡樂的回憶。往時，老師們的悉心
關照、教學時的嚴謹認真，令我的
小學生涯充實愉快。感謝在茫茫人
生中的每位老師與同學。六年的中
學生活已經揭開序幕，在人生最美
好而熱烈的時光，願我能乘著回憶
與夢想，在並不平坦的路途步步前
行，走向遼闊的前景！

  我在小三入讀景天直至畢業，在景天這個大家庭裏生活了四年，眨
眼間就已經畢業了，心中難免會感到不捨。景天是我成長，是我得到豐
富知識，是我領悟人生道理的地方。她讓我從一個懵懂無知的小孩，變
成現在的我。當中，我要感謝老師和同學在我遇到挫敗或困難的時候伴
在我身邊，支持我，鼓勵我。他們給了我很多的幫助，見證着我成長。雖
然離開了這個充滿美好回憶的地方，跟曾經一起研習的同學分道揚鑣，各自去不同的
中學發展，但在未來的日子裡，我會繼續努力學習，增進自己的知識，將來好能報效
母校，為社會作出貢獻。

校友分享

升中喜訊

升中體驗

畢業生感言

區樂軒  中華基金中學

  時光飛逝，轉眼我已經升
上中學三個月了，大致適應
了中學生活，每天都很開心。

  首先，十分感謝母校對我的
悉心教導和栽培。我非常感謝何校
長，每次跟她交談都能啟發我思維。我還要
感謝五、六年級的兩位班主任—葉老師和
Miss Angie，她們給了我許多幫助。
  雖然中學生活十分開心，但是我時常
惦念母校，惦念六年級在校園的快樂時
光。那時，只要我在學校，就會感到很快
樂，這是中學感受不到的。

  最後祝福母校桃李滿門，希望各位學
弟學妹珍惜在景天上學的時光。

林梓茵  聖傑靈女子中學胡馨予  協恩中學

林淑妮  迦密主恩中學

二零二三年二月

  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人與宇宙之間一無差別。佛家有云：眾生平等。
莊子亦云：「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偉大的教育家孔子一直推崇有
教無類！這也是景天一直認同的教育理想。天父賦予每一個孩子獨特的天資與天
賦才能，在景天，我們為每一個孩子創造成功的機會，讓他們自信地學習，快樂
地成長。我們營造彼此關愛、互相包容的氛圍。同學間彼此關心與支持，使校園
洋溢著和諧的氣氛。

  本校以六育並重的原則，透過「MVP」計劃，配合音樂（Music）、視覺藝
術（Visual Arts）及體育（Physical Education）元素創造多元學習經歷，讓每一
位景天的孩子都能按自己的興趣選擇活動，自由地探索及認識自我，在不同範疇
各展所長，並能配合健康生活，喜歡及定時做運動。經歷三年疫情，我們在復常
的全日制時間表加入了創新思維，配合教育局課程發展最新主題「立德樹人重啟

迪 創造空間育全人」的理念，打破了傳統時間表的框架，善用學習課時，為孩子創造更多自主空間，促進全人發展。

  我們在下午時段設立了不同的學習環節：（一）透過「每日感恩」，讓孩子在完結一天的學習時，可有「定與靜」的時
刻，學會梳理一整天的思考，並懂得時刻感恩身邊的人和事。愉快學習十分重要，透過科學、科技，動手做及聯課活動、參
觀探訪及服務學習等，能創造不同學習經歷。（二）最新安排的「HAPPY HOUR」時段，充分體現了課堂以外的活動學習安
排。（三）每周的「閱讀時刻」，讓校園建立師生共讀的氛圍，以提升孩子的閱讀興趣，建立閱讀習慣。 我們借鑒了半天上
課時間優勢以及成功經驗，全面及靈活地善用學習課時，讓景天孩子的學習更自主。

  本學年，本校成功爭取了多項優質教育基金、賽馬會數碼「悅」讀基金及奇趣IT識多啲計劃撥款
等，為學生提供電子白板、數碼書法設備、VR及3D打印等IT教學設備及活動，致力將電子學習資源
普及化。除了在小三至小六推行「BYOD」計劃，配合電子教材及互動電子書教學；新設立的「數碼
閱讀平台」及新添置電子圖書等，更能讓全校學生突破時限享受穿越無牆圖書館的樂趣。

  教師自古至今都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沒有一個時代比今日更需要教育。我相信教育可以改
變生命，也是滋潤生命的泉源。在今天這個多變的環境中，我們更需要與各位家長一同努力，培養出
一代又一代優秀的景天畢業生，長大後對人生充滿盼望，擁抱幸福與快樂，活出精彩人生，成為喜愛
閱讀，積極探索，敢於追求真理，充滿科學精神，並富同情心及愛國心的好孩子。

創造創造空間空間育全人育全人立德立德樹人樹人重啟迪重啟迪

Principal's MessagePrincipal's Message

何詠懿校長何詠懿校長

團體總成績
女子乙組團體 季軍

男子甲組團體 優異獎

個人項目
獲得獎項 獲獎學生

60米 （男甲） 冠軍 伍致遠

跳遠 （女乙） 亞軍 周嘉悅

200米（女乙） 亞軍 陳芓晴

100米（女甲） 季軍 李苑瑩

跳遠 （女丙） 季軍 姚 嵐

獲獎名單

協恩中學 胡馨予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少年獎勵計劃得主

聖言中學 張宗基

中一：上學期數學科第五名
中文科、綜合科學第七名
中二：校內奧數比賽第三名 
中三：下學期中文科第二名
中四：上測數學科第二名

中國婦女會中學 余柏賢 測考總成績全級第十二名

迦密主恩中學 饒錦涵 中文科全班第二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王俊熙
Joint School Music Competition 
Choir Challenge group - Silver 
award

將軍澳官立中學

何逸朗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少年獎勵計劃得主

陳廷勇
英文科、經濟科、
物理科第一名
數學科、地理科第二名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岑欣諭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
處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口號創作比賽優異獎
山東省人民政府台港澳事務
辦公室「夢想」魯台港澳中
小學生主題徵文大賽香港地
區初中組二等獎

賴靖琳
萬國郵政聯盟第51屆國際少
年書信寫作比賽—香港區
冠軍

楊善懿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丙組
400米優異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鍾穎滺 全班第一名，全級第九名

家校合作家校合作

11887766



  本校於10月7日舉行了「小一家長學堂」，由老
師向家長講述各科課程重點及自主學習資源，讓家長
更能掌握協助子女溫習的方法。

景天家長學堂景天家長學堂 家教會會員大會及家長會家教會會員大會及家長會

1月12日舉行了家教會會員大會，順1月12日舉行了家教會會員大會，順
利選出新一屆家教會委員，當天亦利選出新一屆家教會委員，當天亦
進行了各級家長會。進行了各級家長會。

小一家長與班主任、科任老師及校長小一家長與班主任、科任老師及校長
交流與分享。交流與分享。

「小小英雄」徽章設計比賽

本校榮獲「最積極參與學校支會」獎本校榮獲「最積極參與學校支會」獎

4J呂穎桐榮獲「豐富物料獎」4J呂穎桐榮獲「豐富物料獎」

  本校於本學年在三至六年級推行「自攜裝置 （BYOD）」學習計劃，同學需要於中文、英文、數學、常識、音樂及資訊科技
科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除了使用電子書外，同學會使用適切的互動教學軟件或平台進行學習，增加課堂的趣味性及互動性。

電子學習能大大提高學生學習電子學習能大大提高學生學習
動機和專注度。動機和專注度。

同學們一邊聆聽老師指示，一邊同學們一邊聆聽老師指示，一邊
運用iPad進行電子學習活動呢！運用iPad進行電子學習活動呢！同學們投入地用Mbot學習編程。同學們投入地用Mbot學習編程。同學們根據老師指示，同學們根據老師指示，

完成寫作活動。完成寫作活動。

  本校田徑隊參與了11月舉行的西貢區校際田徑比賽，成績不俗。
  個人獎項方面，本校共取得1冠2亞2季的佳績。其中6K班伍致遠同學榮獲男
子甲組60米冠軍，將代表西貢區參與全港學界田徑比賽。而團體獎項方面，本校
分別取得一個季軍（女子乙組）及一個優異獎（男子甲組）。

  下學期將有初小代表參與簡易田徑比賽，期望日後可以取得更多佳績。

校長的話

景天喜齊訊分享景天喜齊訊分享

校園設施新動向校園設施新動向

多姿多彩校園生活多姿多彩校園生活 畢業生動向畢業生動向全方位活動全方位活動

全方位活動全方位活動

畢業生動向畢業生動向

景林天主教小學景林天主教小學
King Lam Cathol ic  Pr imary SchoolKing Lam Cathol ic  Pr imary School

地址：新界將軍澳寶琳北路 38號景林邨 電話：27030499 傳真：27040977 網址：http://www.klcps.edu.hk 校監：謝錦明先生 校長：何詠懿女士地址：新界將軍澳寶琳北路 38號景林邨 電話：27030499 傳真：27040977 網址：http://www.klcps.edu.hk 校監：謝錦明先生 校長：何詠懿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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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田徑隊隊獲獎獲獎佳績佳績

「自攜裝置 (BYOD)」學習計劃

粵劇教育工作坊

  粵劇團成員於11月23日
前往高山劇場觀看粵劇《白蛇

傳》，欣賞演員精彩的演出之

餘亦了解更多粵劇文化，為5月
的演出作準備。

少年警訊活動

  11月20日校長及老師帶領
同學們參觀香港故宮博物館，
認識中國文化。

故宮之旅

小一家長學堂 家校活動

電子學習結合傳統電子學習結合傳統

教學，相輔相成。教學，相輔相成。
大家十分享受電子學習模式。大家十分享受電子學習模式。同學對電子學習已經十分熟悉。同學對電子學習已經十分熟悉。配合Apple Pencil，學生能進行配合Apple Pencil，學生能進行

繪圖和書寫，大大增加學習趣味。繪圖和書寫，大大增加學習趣味。

  展覽由媒體藝術家皮皮樂迪．里思特所創作，同學在沉浸
式影像裝置中隨意行走，感受皮皮樂迪的藝術世界。

參觀大館「潛入你眼簾」展覽

  祈禱室以簡單樸素為設計理念，務求給
予學生一個寧靜的祈禱環境。大門以一個十
字架為中心，象徵耶穌基督的臨在，迎接
每一位小朋友。祈禱室一角有聖母像及小祭
台，學生可誠心祈求聖母媽媽代禱。

旗桿新姿旗桿新姿祈禱室祈禱室

  本校一直注重學生的多元發展。在音樂方面，學校致力培養學生對中、西樂的
興趣。為提供更優越的學習環境給學生，本校於暑假起籌備中樂室裝修工程，望學
生能在更舒適的環境下學習及進行樂器訓練。

  中樂室在設計上加入了不同中國文化的元素，讓學生在演奏樂器時更能感受樂
曲的氣氛和當中的情感。另外，為確保學生能專注學習及排練， 中樂室選用隔音物
料，讓學生更能留意樂器聲音的變化。

中樂室中樂室  為使六年級家長對升中選校有更
深認識及掌握選校技巧，本校於2022
年12月9日舉行了「小六升中選校家
長會」，並加入舊生分享環節，由校

友分享升中面試經歷、中學的校園生

活趣事、學習方法及挑戰，讓家長為

子女的學業和升中作更好的準備。

分享中學生活的校友名單分享中學生活的校友名單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區惠怡
中國婦女會中學 余柏賢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丁郗彥
寶覺中學 吳嘉詠
聖言中學 張宗基
喇沙書院 韓臻祺感謝各位校友的出席和支持母校的活感謝各位校友的出席和支持母校的活

動，祝各位校友生活愉快！前程似錦！動，祝各位校友生活愉快！前程似錦！

無人機飛越障礙無人機飛越障礙 認識生物習性認識生物習性

認識海洋生物認識海洋生物

與學生大使合照與學生大使合照

STEAM 活動STEAM 活動 大合照大合照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升中體驗日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升中體驗日

聖傑靈女子中學參觀聖傑靈女子中學參觀

  學生在成長路上會遇到種種的困難
與挑戰，學校亦深明家庭支援的重要，

因此經常邀請不同的專家為家長舉辦家

長講座，包括教育心理學家的「如何協

助孩子適應小一」、「正向管教家長工

作坊」，以及校本言語治療師的「如何

運用Apps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如
何提升學生的詞彙及組織能力」等。期

望透過專業分享，提升父母的親職管教

技巧，冀能更全面地配合家長的需要。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學生支援學生支援

教育心理學家陳姑娘為一年級家長舉辦小一適應教育心理學家陳姑娘為一年級家長舉辦小一適應
講座，幫助家長陪伴子女融入嶄新的校園生活。講座，幫助家長陪伴子女融入嶄新的校園生活。

Time flies. 
Six years of life in primary school passed before my eyes, and I have set 
out on a new journey.
I miss the old days filled with happiness. The games we all played.  I miss 
my old classmates. The chats we had and the lessons.
It's been a few months since I graduated. I didn't have enough time to 
experience all that KLCPS has to offer, but life is just like that. You don't appreciate it when 
you have it, but miss that part of your life after it is gone. I would go back to primary school 
and enjoy it if I could. I am very grateful for the teachers that helped me through the past 
few years. Thank you for your care and teachings.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m.

  六年的小學時光
一去不反，但是期間
的回憶常駐心中。 昔
日，同學們的互相幫
助、歡聲笑語、小惡作
劇⋯⋯每位同學鮮明的個性、每件
玩鬧間的趣事，令我的小學充滿着
歡樂的回憶。往時，老師們的悉心
關照、教學時的嚴謹認真，令我的
小學生涯充實愉快。感謝在茫茫人
生中的每位老師與同學。六年的中
學生活已經揭開序幕，在人生最美
好而熱烈的時光，願我能乘著回憶
與夢想，在並不平坦的路途步步前
行，走向遼闊的前景！

  我在小三入讀景天直至畢業，在景天這個大家庭裏生活了四年，眨
眼間就已經畢業了，心中難免會感到不捨。景天是我成長，是我得到豐
富知識，是我領悟人生道理的地方。她讓我從一個懵懂無知的小孩，變
成現在的我。當中，我要感謝老師和同學在我遇到挫敗或困難的時候伴
在我身邊，支持我，鼓勵我。他們給了我很多的幫助，見證着我成長。雖
然離開了這個充滿美好回憶的地方，跟曾經一起研習的同學分道揚鑣，各自去不同的
中學發展，但在未來的日子裡，我會繼續努力學習，增進自己的知識，將來好能報效
母校，為社會作出貢獻。

校友分享

升中喜訊

升中體驗

畢業生感言

區樂軒  中華基金中學

  時光飛逝，轉眼我已經升
上中學三個月了，大致適應
了中學生活，每天都很開心。

  首先，十分感謝母校對我的
悉心教導和栽培。我非常感謝何校
長，每次跟她交談都能啟發我思維。我還要
感謝五、六年級的兩位班主任—葉老師和
Miss Angie，她們給了我許多幫助。
  雖然中學生活十分開心，但是我時常
惦念母校，惦念六年級在校園的快樂時
光。那時，只要我在學校，就會感到很快
樂，這是中學感受不到的。

  最後祝福母校桃李滿門，希望各位學
弟學妹珍惜在景天上學的時光。

林梓茵  聖傑靈女子中學胡馨予  協恩中學

林淑妮  迦密主恩中學

二零二三年二月

  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人與宇宙之間一無差別。佛家有云：眾生平等。
莊子亦云：「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偉大的教育家孔子一直推崇有
教無類！這也是景天一直認同的教育理想。天父賦予每一個孩子獨特的天資與天
賦才能，在景天，我們為每一個孩子創造成功的機會，讓他們自信地學習，快樂
地成長。我們營造彼此關愛、互相包容的氛圍。同學間彼此關心與支持，使校園
洋溢著和諧的氣氛。

  本校以六育並重的原則，透過「MVP」計劃，配合音樂（Music）、視覺藝
術（Visual Arts）及體育（Physical Education）元素創造多元學習經歷，讓每一
位景天的孩子都能按自己的興趣選擇活動，自由地探索及認識自我，在不同範疇
各展所長，並能配合健康生活，喜歡及定時做運動。經歷三年疫情，我們在復常
的全日制時間表加入了創新思維，配合教育局課程發展最新主題「立德樹人重啟

迪 創造空間育全人」的理念，打破了傳統時間表的框架，善用學習課時，為孩子創造更多自主空間，促進全人發展。

  我們在下午時段設立了不同的學習環節：（一）透過「每日感恩」，讓孩子在完結一天的學習時，可有「定與靜」的時
刻，學會梳理一整天的思考，並懂得時刻感恩身邊的人和事。愉快學習十分重要，透過科學、科技，動手做及聯課活動、參
觀探訪及服務學習等，能創造不同學習經歷。（二）最新安排的「HAPPY HOUR」時段，充分體現了課堂以外的活動學習安
排。（三）每周的「閱讀時刻」，讓校園建立師生共讀的氛圍，以提升孩子的閱讀興趣，建立閱讀習慣。 我們借鑒了半天上
課時間優勢以及成功經驗，全面及靈活地善用學習課時，讓景天孩子的學習更自主。

  本學年，本校成功爭取了多項優質教育基金、賽馬會數碼「悅」讀基金及奇趣IT識多啲計劃撥款
等，為學生提供電子白板、數碼書法設備、VR及3D打印等IT教學設備及活動，致力將電子學習資源
普及化。除了在小三至小六推行「BYOD」計劃，配合電子教材及互動電子書教學；新設立的「數碼
閱讀平台」及新添置電子圖書等，更能讓全校學生突破時限享受穿越無牆圖書館的樂趣。

  教師自古至今都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沒有一個時代比今日更需要教育。我相信教育可以改
變生命，也是滋潤生命的泉源。在今天這個多變的環境中，我們更需要與各位家長一同努力，培養出
一代又一代優秀的景天畢業生，長大後對人生充滿盼望，擁抱幸福與快樂，活出精彩人生，成為喜愛
閱讀，積極探索，敢於追求真理，充滿科學精神，並富同情心及愛國心的好孩子。

創造創造空間空間育全人育全人立德立德樹人樹人重啟迪重啟迪

Principal's MessagePrincipal's Message

何詠懿校長何詠懿校長

團體總成績
女子乙組團體 季軍

男子甲組團體 優異獎

個人項目
獲得獎項 獲獎學生

60米 （男甲） 冠軍 伍致遠

跳遠 （女乙） 亞軍 周嘉悅

200米（女乙） 亞軍 陳芓晴

100米（女甲） 季軍 李苑瑩

跳遠 （女丙） 季軍 姚 嵐

獲獎名單

協恩中學 胡馨予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少年獎勵計劃得主

聖言中學 張宗基

中一：上學期數學科第五名
中文科、綜合科學第七名
中二：校內奧數比賽第三名 
中三：下學期中文科第二名
中四：上測數學科第二名

中國婦女會中學 余柏賢 測考總成績全級第十二名

迦密主恩中學 饒錦涵 中文科全班第二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王俊熙
Joint School Music Competition 
Choir Challenge group - Silver 
award

將軍澳官立中學

何逸朗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少年獎勵計劃得主

陳廷勇
英文科、經濟科、
物理科第一名
數學科、地理科第二名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岑欣諭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
處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口號創作比賽優異獎
山東省人民政府台港澳事務
辦公室「夢想」魯台港澳中
小學生主題徵文大賽香港地
區初中組二等獎

賴靖琳
萬國郵政聯盟第51屆國際少
年書信寫作比賽—香港區
冠軍

楊善懿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丙組
400米優異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鍾穎滺 全班第一名，全級第九名

家校合作家校合作

118877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