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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天」一向重視學生學習經歷，除了學術方面，學生在體育與藝術方面亦屢獲佳績。
去年，更在西貢小學女子排球比賽勇奪學校冠軍。2013-2014年度，「景天」喜獲教育局派
發四班「小一」，肯定了我們於各項工作努力的成果，讓我們十分鼓舞。教育的道路有不少
困難與挑戰，然而，藉著天主的恩寵與老師們的努力，本人深信「景天」必定能夠不斷向前，
引領學生在愛德中健康地成長。

　　本學年是「景天」三年計劃的新周期，我們以「發掘優厚潛質‧開創健康人生」的願景，
在未來三年，將透過優化及開展校本課程，務使學生活學兩文三語，以豐富的學習經歷，裝
備終身學習的能力。我們將不斷發掘「景天」學生優厚的潛質，使他們開創美好的未來。

　　現今社會複雜多變，「景天」重視學生身心靈健康的發展，以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為己任。我們要使學生學
會思考和運用智慧，在善惡中作出正確的選擇，為自己的人生做最佳的準備。學校與家庭都是學生們重要的學習基地，我們十分
注重品德的培育，透過教師及家長的身教及栽培，「景天」的小幼苗定能茁壯成長。讓我們不斷發掘「景天」學生優厚的潛質，
使他們開創健康而美好的人生，擁有幸福而豐盛的生命。

何詠懿校長

　　I began my term as the Supervisor of King Lam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in October 2012, and since that date it has been 
a time of steady growth and heartening progress for both KLCPS 
and our students.
　　We have consistently offered our children quality learning 
opportunities based on the whole-school approach, as well as 
full use of our facilities. To achieve this goal, our mathematics 
teachers scrutinized the whole primary mathematics curriculum 
and trimmed any overlapping topics, thus encouraging high order 
thinking development for the students. With the recognition of the 
EDB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 parents, we have materialized our 
science lessons starting from J.1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school 
year.
　　We also acknowledged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our 
students' proficiency in English and Putonghua. To meet this 
end, we have hired 3 NETs to provide collaborative teaching, 
phonics learning and drama education to the children. We have 
also implemented PMI teaching from J.3 to J.6.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to foster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we have set up the English learning centre and 
science room and installed lighting on the roof of the school 
premises respectively.

　　The old flag post has been 
replaced by 3 flag posts with a 
2-step platform, which have been 
repositioned facing the school's 
main entrance. Our school hall 
has also been re-painted and the 
floor has been re-polished. Most 
importantly, our J.6 students were 
admitted into their respective 
admirable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previous school year.
　　It was impressive working 
with all the related stakeholders of KLCPS in the past year. I 
am deeply grateful to all of them for the backing they gave to 
KLCPS's long term development. In reward for our hard work, 
the EDB has re-allocated 4 classes of J.1 students to our school 
this year. Our vision for the future has never been brighter but 
there is much more work to be done. Life will not always be plain-
sailing, though, I am sure the staff of KLCPS will push themselves 
together to face every difficulty.

Tse Kam Ming 
Supervisor

Supervisor's message Life will not always be plain-sailing

校長的話 豐盛生命與美好人生

發揮潛能  屢創佳績 啟發藝術潛能 啦啦隊比賽 境外學習—廈門之旅

愉快學習在景天



科學探究課

視藝科

音樂科

　　讓學生透過不同媒介的藝術創作及活動，提升想像力、
啟發藝術潛能。

　　為了提高同學學習科學的興趣，在英文早會，外
籍英語老師特地介紹了兩個有趣的科學實驗，其中一
個是透明雞蛋，讓同學既可學習英語，又可認識科學。
大家都非常投入 !

　　今年我們參加了康文署舉辦的學校文化日中樂示範音樂會，同學除
了認識中國不同地區的音樂之外，還能欣賞樂手示範不同樂器的聲音。

In order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NETs launch different kinds of 
activities such as after-school 
drama class, English Speaking 
Tuesday and Morning Reading  
Scheme.

學與教

English 

科學科 (SCIENCE)

同學看見神奇的
透明雞蛋，十分雀躍

Ms Rachel介紹透明雞蛋實驗

西貢 TEEN藝術創作及展覽課程

Three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NETs) - 
Mr Brian   Miss Rachel   Miss Nicole

English Speaking Tuesday: 
NETs launch a variety of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such as scientific experiments.

After-school drama class: 
P.1 to P.3 students have 

drama lessons with NETs 
after school.

你看，我轉眼間就
得到十個印章了﹗

同學投入「普通話早會」

獲得「全港兒童中秋節花燈設計比賽」優異獎 「創藝@校園」校園
設計美化計劃獲獎學校

　　為了營造普通話語境，我們設有「週四普
通話早會」，透過不同的主題，例如唸繞口令、
唐詩等活動提升學生的普通話興趣；此外，週
四下午亦設有「齊來學習普通話」活動，為學
生提供另一輕鬆、愉快的學習普通話語境。

普通話日

2013-14年度校本課程計劃：
提升語文能力

•	  優質教育基金—中文科《閱、劇共建新課程》完善全校普教中課程：
優化 P.1-2《朗讀及拼音課程》

提升英語能力

•	  以戲劇教學提升學習興趣，3位外藉英語教師 (NET) 協作教學開展
科學科 (SCIENCE)

提升探究及解難能力，發展高階思維

•	 「科學探究」實驗課

•	 小一數學科統整，教授小二課程

•	 中、英、數增潤課程，升中預備課程

參與教育局及大學協作計劃

•	 P.1中文科： 教育局「悅讀·悅寫意」計劃—強化初小語文基礎 
•	 P.2數學科： 香港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 計劃
•	 P.3中文科： 教育局「專業學校發展計劃」優化中文科讀寫課程

學與教

小學識字計劃 (PLPR&W-P.1) 

小一中文科「悅讀·悅寫意」計劃

活學兩文三語
優化升中銜接



日期：2013年 9月
 由高年級學生擔任大哥哥、大姐
姐，協助小一學生適應學校生活。

我們的風紀

制服團隊 - 少年警訊

日期：2013年 10月

我們定期與家長互相交流，促進家校合作。

宗教培育

承諾日

韋沐恩神父主持開學彌撒

麥冠達神父為我們講道，鼓勵同學要努力學習 感謝神父、校長們參與我們的聖誕禮儀 步操訓練

常規訓練、數學及英語活動 養成眼妥善完成家課好習慣

家校茶聚

小一裝備課程 課後託管

小一滿月生日會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學生成長支援學生成長支援

3:30至 6:30pm

升小家長會

6月至 8月

升旗禮便服日



　　學校重視健康身心靈的全面發展，舉辦多元化的課外活動，讓同學在愉快氣氛下學習及成長，培養不同的學習興趣，
發展潛能。在過程中，同學能鍛煉體魄，促進團隊合作及發揮領袖才能。今學年還增加了羽毛球及陶笛組，同學們都十分
喜歡這兩項新活動。

週三及課後活動課

專業導師興趣班
年紀小小也可吹奏悅耳的音樂

IT特攻隊成員透過互聯網獲得更多資訊

學好基本功，才有機會成功

幼童軍利用旅巾進行信任
遊戲，增強團隊精神

拳拳有力，腳腳有勁

同學們學習打羽毛球 同學們專心聆聽珠心算老師的教導外籍老師細心指導同學 小小音樂家 

多元智能活動多元智能活動

2013年 11月 15日田徑隊同學參加了王華湘中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獲獎。
男子組冠軍
6K 黃茂鋒　　吳俊樂　　莊林浩　　黃煒霖 
女子組季軍
6K 蔡明君　　許靜　　　翁慧琪　　鄭秀雯

2013年 12月 6 日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6K 黃煒霖　獲男子特別組200米冠軍、跳遠季軍。
6K 莊林浩　獲男子甲組 100米冠軍、跳遠季軍。
6K 許靜　　獲女子甲組跳遠殿軍。
6K 吳俊樂　獲男子特別組推鉛球亞軍。

男子足球隊於 2013年 11月 25日獲得西貢區小學
校際男子足球比賽殿軍。

體育科獎項

許靜同學

黃煒霖同學 

健康身心靈健康身心靈

歡迎各位新老師

　　本年度除了有很多新同學加入
景天外，還有五位新老師加入景天
這個大家庭。

(由左至右 )潘晴雯老師、陳靖緩老師、
馮善亭老師、姚逸嵐老師及甘鈞汛老師。



恭賀
皓庭升讀
九龍華仁

　　還要感謝宣道會
茵怡幼稚園、信義會幼
稚園及播道茵怡幼兒
園的熱情分享及交流。

Thank
You

校友心聲

幼小銜接

　　在今年的九月，經過老師多年來的

教導後，終於順利地升讀自己心儀的中

學 -九龍華仁書院，踏上了人生的另一個
階段。

　　對於自己能升讀一間那麼好的學校，

我十分感恩，這一切都應該歸功於我的

母校 -景林天主教小學，讓我在德，智，
體，群，美及靈六方面，有很大的成長。我的母校在過去六年就像母親一樣，

不斷地去關懷、愛護我，就算我犯錯，她也會原諒我及給機會讓我盡力去

改過 。
　　母校給了我許多發展多元智能的機會，讓我一展所長，發揮自己的才

能，例如專題研習週，話劇表演及英語早會日等。這些活動都大大的提高

了我的學習興趣。而在學業方面，母校不會放棄每一位的同學，如果他們是

學習能力比較差的，便會替他們進行增潤課，令他們的學業有明顯的進步；

如果是學習能力比較好的同學，便會安排一些拔尖課程，讓他們學習更多的

知識。除此之外，母校的老師亦為準備升中的同學作好預備，老師在五年級

的下學期便開始教授一些初中的知識，讓我們可以在升中後，更快的適應。

　　母校真的為我的中學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為了不辜負母校對我的

栽培，我一定會努力讀書，將來回饋母校及社會。

2012-2013的畢業生　何皓庭

我們邀請了幼稚園的校長們親臨本校參與我們的活動
幼稚園的校長們來探望我們，真的很開心啊！

歌詠組與西北扶輪社幼稚園的學生像小天使般把美妙的歌聲送給大家

與張學明幼稚園莊校長交流及主持講座

謝謝培恩幼稚園周校長及老師們

探訪保良局蔡繼有幼稚園，加深對幼稚園課程的了解

（右四）何皓庭與應屆畢業生探望我們

升中派位
2012-13年度升中派位理想
近 80%同學獲派心儀學校

中學名稱

1.華仁書院（九龍）（ 油尖旺區）
2.聖傑靈女子中學（觀塘區）
3.聖安當女書院（觀塘區）
4.迦密主恩中學
5.景嶺書院
6.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7.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8.匯知中學
9.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學
10.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本人是四仁班劉穎謙的家長。我非常
感謝學校各位老師對穎謙的教導！穎謙是
一個好動而專注力不足的孩子，剛升上小
一時，他很難獨自完成功課，幸得班主任
麥老師、林主任、梁老師的關顧，耐心教
導他。其後他升班，在各位老師悉心的教
導下，進步了不少。三年級時，班主任黎
老師為訓練穎謙的專注力，更會用計時器
來限制他做功課的時間。

　　後來，穎謙在甄老師的推薦下，有機會參加校際朗誦比賽，更獲得了
優良的成績。
　　學校裏的每一位老師，我都會銘記於心，感激每位老師的用心良苦，
他們都是為人師表的好榜樣。

四仁  劉穎謙家長

活動花絮

家長心聲

家長教師會

　　本人有幸在景天的講座上聽到何校
長、何主任及何老師的介紹後，深受感
動。在講座中，我感受到老師對學生的
關愛，景天不止關心學生的學術成績，
同步亦關顧學生的身心發展，這令本人
十分感動。
　　現代的價值觀多着重於「資格」、
「排名」，以「利」為出發點，沒有多
少人會注重人的身心發展，但是次到訪
景天，讓我們清楚明白景天在很多方面
都是從學生出發，因材施教。我深信在
景天成長的小朋友，定必可發展成一個
「明是非、懂情理」的人。

鄭曉鋒家長（準小一）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

家長們齊來學手工：繩結、摺紙、串珠。

家校茶聚是家長與學校溝通的好橋樑。

 (由左至右 ) 孔祥琴女士、蔣薇薇老師、邵宜峰女士、何淑儀主任、
鍾詠恩女士、張惠玲女士、彭艷容姑娘、湛育慈先生、何詠懿校長、
馬麗文老師、陳惠雲女士、楊玉榮女士、 楊月媚老師、韋桂娥女士

家長在繁瑣的家務、工作外，不忘到
學校排排舞，放鬆身心。

為了答謝老師的辛勞教導，家長與
學生一起以歌聲及手語表達心意。

親子美食比賽中，家長
與子女一起烹調美食。

　　本校於 2013年 12月 2日與 PTA舉行了「健康心身靈親子健康
日營」。活動地點是西貢戶外康樂中心。當日天朗氣清，大家都玩得
非常盡興。

PTA親子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