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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幼小銜接
˙　由高年級「小老師」協助，全方位發展知識

及學習技能，加快小一學生融合小學課程，
並發揮關愛精神

大哥哥大姐
姐計劃

配合兩文三語校本課程

˙　專業外籍英語老師當協作班主任

˙　全部英文課皆由外籍英語老師及英文老師協作教學

˙　中文老師及英文老師課堂內外皆以普通話及英文溝通

˙　數學融合英文數

全語境教
學

你做得很好

景林天主教小學  (Issued 10-11)

校長的話　　　              黃秀雯校長  

　　作為一所理想的學校，應能為學生提供最合適的學習和適切的課

程，與此同時，學校的教師們能配合學生的特質和能力，因材施教，使

學生能盡展潛能，達到最全面和最理想的學習效益。

　　近年，「景天」著力發展校本課程，例如：英語戲劇課、以普通話

教授中文、科學探究課等，都能適當及有效地協助學生學習，發展各

方面的知識，這也是「景天」與其他學校有別之處。從「景天」孩子的

表現及成績顯示，他們在各方面的學習也大有進步，同時也引證學校的

發展方向是正確的。「景天」會繼續優化學校的校本課程，以提供「景

天」孩子最優質教育為我們的目標和使命。

明瞭孩子心　　悅學展潛能

Email : klcps@klcps.school.hk

小一特色課程
目標：建立學習情境，提升學習興趣，達至愉快學習，進而主動學習

校長與得獎學生合照

配合幼小銜接
˙　教室規劃及佈置皆以主題為主，主題定時更換
˙　各科課題盡量調配，以跟隨主題內容教授

主題教學

先看清楚吧

配合家校合作
˙　家長可預約到校觀課，理解學生在學情况，同時可掌握

課程內容。提升家長對校本課程的認識，從而能於家
中作出配合

小一開放
學堂

配合家校合作
˙　家長定時到校上課，課堂由中、英、數老師教授該

段時期的課程有關內容。提升家長對校本課程的
認識，並能於家中配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景天家
長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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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家長學堂
　　為讓家長理解學校教學策略，掌握子女學習內容，本校特為一年級

家長舉辦「景天家長學堂」，讓家長於課餘時間到校認識課堂教學，並

能回家作出配合，運用適當教法教導子女，提升子女學習效能。

　　十二月前，本校已先後舉辦了兩次「景天家長學堂」，參與的家長

皆表示有所收穫，對教導子女學習有所掌握。

　　為了在學校營造說普通話的氣氛，增加學生接觸普通話的機會，我們繼

續以每週四為校園「推普日」，不但早會以普通話進行，而且普通話大使也

會於早會和小息跟同學進行對話及遊戲。

英文科觀課

數學科觀課 體育科觀課

校園推普

小一開放學堂
　　為讓家長理解學校教學策略及觀察子女上課情況，從而加強家校合作，以提升子女學習效能，

本校特舉辦「小一開放課堂」，讓家長於擬定的時段，到校參觀課堂。

十二月前，本校已先後安排了兩次「小一開放課堂」，參加的家長十分踴躍，觀課時表現專注，並

對課堂教學及學校的安排感到十分滿意。

數學科學習
常識科學習 中文科學習

英文科學習

家長上課多專注

　　二零一零年度，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推行的

「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三年計劃踏入第三學年，「普教中」於

四至六年級全面推行，期望通過有感情的普通話朗讀，提升學生感悟

文本和理解文章的能力。

語常會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
中國語文科

熱心的普通
話大使。

你能找出答案
嗎？

我們都愛說普通話，拿了
很多印章。

看！同學們
多麼積

極參與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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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School常識科「人與環境」科學探究

校本課程

「薪火相傳」國民教育廣州之旅
西式建築
舉行日期：2010年10月8日及9日

參與同學：五年級及六年級的同學

參觀地點：沙面 中山大學 中山紀念堂  海關博物館 郵政博物館 

               廣州圖書館   石室教堂  東山洋樓群

如何令花燈發亮

出發前的大合照

中山大學內的西式建築
這裏是中山紀念堂 石室教堂的壁畫

同學在海關博物館參觀

世界自然基金可持續生活模式教育計劃
本校與世界自然基金協作推行主題式教育活動。透過生動有趣的方式，將環保意識融入於跨學科專

題研習中，培養學生對保護環境的終生承諾。學校將於下學期進行「專題研習學習週」，運用不同

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環保精神。

一年級

怎樣自製環保花燈?

怎樣可以防止蘋果變色?

哪種水果能代替鞋油擦鞋?

二年級

怎樣製作枱燈?

怎樣自製玩具車?

何為熱脹冷縮?

三年級

怎樣製作又高又穩的高塔?

哪種物料最能保溫?

哪種物料能浮在水面?

四年級

怎樣製作萬花筒?

怎樣製作全方位潛望鏡?

怎樣製作氣動賽車?

五年級

怎樣自製最保冷的水樽?

怎樣製作濾水器?

飲品的酸性對牙齒會造成損？

六年級

哪種牌子紙巾的吸水力最高?

環保風車

暖包的秘密是?

利用環保物料製作花燈

本校為培養學生探究精神，並提升學生解難及溝通等共通能力，

特為學生安排每月一次的科學探究課。為配合安排，學校設置一

個特別室――「探究園地」，讓學生進行科學探究活動及實驗，

以喚起學生對環境保護的關注。 

上學期各級進行三次科學探究活動：

專心量度溫度

一同設計

把鏡固定後才能做萬花筒

我們的實驗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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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戲劇課  
English Drama Lesson
本校英語戲劇課為學生提供愉快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的自信心及提升英語表達能力。老師
透過不同的戲劇元素及活動，提高學生對學習英文的興趣。

本校得到教育局支援，評審及優化學校英文課程。本年度於四、
五年級推展，利用多元化的學習材料，將學習、教學及評估結
合，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經驗，提升其英語讀寫聽說的能力。

英文課程校本支援服務

同學進行小組活動

老師指導同學如何進行戲劇活動及即興演出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 - Reading (PLP - R)

We are now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 - Reading. The program began with the P1 

class of 2005 and has continued with the present class, 

being implemented in subsequent years to P2, P3 

and P4. This program will eventually be school wide, 

and the Education Bureau continues to give support 

in conducting the reading lessons. English teachers 

feel it has been helpful in developing students reading 

strategies as well as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Students have improved their performance especially 

in speaking and phonological awareness. This program 

continues to be supplemented by process drama, which 

further develops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Overall, 

our students benefit from the PLP-R.

外藉英語老師為同學分享故事

課室內張貼學生的作品

及學習成果

同學們正在小組討論及分享
同學正在匯報其他同學用心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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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Literacy Program - Reading and Writing (PLP - R/W)

About Our Net Teacher Miss Rachel

About me:
Hi, my name is Rachel Earnshaw, I am pleased to be your new 
NET teacher at King Lam this year.
I was born in England in Leeds, a big city, but not as big as Hong 
Kong. All my students call me Miss Rachel, so I hope you can do 
the same.
I have been a teacher for 21 years, in Greece, England and 
Hong Kong. I have been a NET teacher in Hong Kong since 
2002 and have taught in two schools. My specialisations are 

in Primary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I enjoy my job a lot, 
working with children is not only fun but very rewarding when I see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rite and 
speak in English. I hope that in my lessons my students learn with happiness and enjoy themselves.
I myself come from a family who speak both English and Greek and was taught in schools that 
used both languages, so I know how difficult it can be to learn new languages. Now I have to learn 
Cantonese myself!
I liv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with my daughter Nicki who is 19 now, and three cats, Tally, Shadow 
and Sabrina. I love music films and drama. We will be using all these when we learn English 
this year. I love Hong Kong because of the shops and all the delicious food. My favourite food is 
seafood, especially squid. 
Please feel free to talk me at any time, I need both parents and students to help us be 
successful at King Lam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The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 - Reading and Writing is another program developed by the N.E.T. Section of the Education Bureau. Its focus is shared equally between reading/reading activities and writing/writing activities. One of the strongest advantages of this program is that it has been developed to match the G.E. program and textbook. Now the students are learning things in their reading lessons which are being reinforced 

in the same context and structure in their General English class. This makes the program very effective and although our P1 students may not be reading or writing completely independently, they are developing skills which will enable them to do so in the future. This program is also integrated with process drama to give our students a broad and diverse English curriculum   

Mr Greg
Hello everyone, I am Mr Greg and I am one of your NET 

teachers. I am from Australia, but I have lived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for almost 12 years.

I am very lucky to have two main duties at KLCPS. 

First, I am proud to be the P1 Class teacher. After their 

first three months here, it is great to see how they have 

become active school members. They are clever, 

funny and hard-working and I am impressed at how 

their English has improved so quickly.

My second, duty, is teaching drama to the very 

clever P4, P5 and P6. This is one of their favourite 

fun activities and they can all participate. So far they 

have learnt terms like “center-stage-left”. I know there must be a budding Jackie Chan (Movie 

Star) in my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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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體操、跳繩強心

校園改善工程

「影出健康人生」計劃

聯校簡介會中，同學回答導師的問題。

同學們站在片場中的警署，

扮演警察。
同學們扮演便利店的職員。 同學們正在拍攝在茶餐廳中發生的一幕片段。

維修項目

1. 更換禮堂氣窗

2. 補修及粉飾六樓走廊牆壁

3. 重鋪地下至六樓男洗手間及四樓女洗手間地台

4. 二至六樓走廊柱位及雨天操場柱位安裝防撞膠

5. 在二十四間課室近黑板位置各加裝一組雙光管

6. 於各課室氣窗安裝不銹鋼防盜窗花

本校於2010-2011年度獲教育局及建築署批核校舍修葺工程的非經常津貼約共61萬元，以進行下列

各項工程，有關工程已於2010年8月完成。

完成一天的拍攝訓練，我們

一起合照吧！

此外，校方於暑假期間為課室及多間特別室安裝了智能光電白

板系統，方便教師在課堂上進行多媒體互動式演示教學。

本年度本校參與由教育局主辦的「影出健康人生」計劃，計劃透過製作短

片的培訓，向學生推廣健康生活。計劃包括一系列的成長小組、拍攝技巧

訓練小組、聯校簡介會、分享會及拍攝技巧訓練日等活動，活動已於10月

開始進行。於10月9日，10位參與計劃的同學一起參加聯校簡介會。於11

月20日，同學們一起到元朗超域教育片場，進行一天的拍攝訓練活動。

班別 學生
1A 林恩琪  吳雅文
2A 詹醞悠  鶴見駿太郎
2B 姚鎧瑜  黃昭沂  丁松彬
3A 鄭詩欣  翁柏朗
4A 霍詠怡  王曉瑜
4B 周綽妍  譚家榮
5A 陳可欣  王文昌
5B 劉倩怡  彭梓銳
6A 呂新怡  許嘉慧  吳煒文
6B 馬菁蔚  莫敬朗

本年度健體操大使名單

本年度學校參與了由香港心臟專科學院舉辦的「跳繩強心」計劃。這計劃將會安排在下學期進行。計

劃由四個部份組成:(1)教授跳繩花式;(2)心臟健康教育;(3)舉行籌款活動及(4)舉辦「跳繩同樂日」。希

望同學能積極及投入參與這項計劃，並能培養經常做運動的習慣及認識心臟健康的重要性。

一二、一二，齊齊做早操

看我們做得多麼神氣

扭扭腰，擺擺手，

迎接快樂新一天!

走廊柱位加裝了防撞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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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與孫兒一起開心地玩桌球! 燒雞翼，真興奮﹗
遊樂場真好玩!

家長教師會 活動花絮

家長會暨會員大會

家長義工協助小一生接受疫苗注射

家長義工協助小一生進行午膳

校服義賣

排排舞
會員大會

親子環保旅行花絮

　　我在景林天主教小學度過了六年的小學生涯。在這六年
的校園生活裏，我打下了良好的學習基礎，為日後的中學課
程作好了準備。小學的老師一直給予我很多提升學習的機
會，協助發展我的潛能及長處。老師們時常鼓勵我參加校內
校外各類型的比賽、活動；不論是朗誦、書法、數學、常識
問答、美術、體育、海外交流等範疇，他們都會為所有學生
提供大量的機會，讓我的小學生活添加色彩，讓我在年少的
時候便能作多方面發展，擴闊視野，訓練我們的思考能力。
這樣正符合了學校提倡的全人發展，不單只重視學業成績，
還着重其他的課外活動，從書本以外獲得另一種的學習途
徑。

　　除了豐富的校園生活使我至今難忘以外，「景天」另一
樣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學校的老師。他們重視每一個學
生，關愛每一個學生，和學生建立良好的關係。老師非常關
心我們，在課餘時候，老師也會了解我們的生活狀況，為我
們提供學業以外的建議和支援。例如與同學之間的相處，交

友之道等，他們都會一一教導。總結六年的小學生
活，給我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與同學和老師一起
度過很快樂的歲月。

　　雖然我已畢業數年，但我仍與「景天」的老師
和同學常有聯繫，因為他們全都是我的良師益友。

捷彬同學與黃校長及校監馬神父合照

二零一零年中學會考十優狀元 －校友郭捷彬感謝母校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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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合照

黃秀雯校長
當然委員

何衛青女士 
主席

鍾詠恩女士
秘書

黃婉君女士 
稽核

孔祥琴女士 
康樂

郭玉薇女士 
總務

黃美梅女士 
康樂

張惠玲女士 
總務

梁竟如女士
編輯

陸錦妹女士
編輯   

麥麗鳳老師
秘書

馬麗文老師
司庫

袁君亮老師
康樂

彭艷容姑娘
總務

何淑儀主任
副主席

2010至2011年度
家長教師會 活動一覽表

活動名稱 舉行時間

商戶優惠 全學年

會所開放 全學年

家長專題講座(兩次) 全學年

家校茶聚 全年兩至三次

秋季親子環保旅行 2010年11月22日

校服回收及義賣 2010年11月25日及
2011年6月7,8日

流感防疫注射(靈實協辦) 2010年12月6日

開心果日 2011年4月19日

親子賣旗 2011年3至4月

家長也敬師―致送敬師卡 2011年3至5月

家長也敬師―親子歷奇活動 2011年6月14日

暑期多元智能班 2011年7月18日
至8月5日

各位家長、同學：

　　大家好！我是2B班馮逸軒的媽媽，亦榮幸成為本屆
家長教師會的主席。首先多謝一班家長委員對我的信任，
讓我可以在學校裏為大家服務。

　　今年小兒已是第二年在景天就讀，過去的一年間，孩
子要適應小學的學習生活，要在課堂的守規矩，他的表現
都令我和老師有很大的煩惱。但我從兒子這一年多的轉
變，我知道景天老師花了不少的心思，我見到景天老師的
盡心盡力，我感到景天老師的無私奉獻。去年我也曾當家
長義工，協助學校的活動進行，今年我更想多花時間，多
投入學校的義工行列，以身體力行去告知其他家長，景天
的關愛文化。

　　期望家長和我們一班家長義工一起，多參與家教會的
活動，讓孩子有更愉快的學校生活。最後祝願大家有美好
的一年，學校亦能更上一層樓！

                                                            主席      

                                                            何衛青女士

景林天主教小學
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期刊

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年度(第一期)
網址：www.klcps.edu.hk    會所逢星期二早上8:00至9:00開放

主席的話

景林天主教小學 家長教師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