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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的話

   

本校致力讓學生從活動中發展多元智能，故常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外界各項活動，以擴闊視

野。本學年學校大力推動體育及藝術文化活動，學生多有突出表現，實有賴各位老師悉心的培育，

以及家長的配合與付出。

   本年度新入職的吳紹紘老師，自小學習中國武術，他所帶領的中國武術活動，廣受同學歡迎。年紀小小的景

天武術隊，在剛舉行的沙田武術錦標賽中奪得團體賽季軍。而景天的健兒們，在學界體育比賽中，都無懼挑戰，

奪得多項團體及個人賽佳績。三年級的區樂軒，更在「小高球」比賽獲得全場總冠軍，成績驕人。我們喜見同學熱愛

運動，樂於嘗試，確實可喜可賀。

     不少同學，在暑假期間衝出香港參與海外比賽，勇奪佳績。除了小六畢業生冠軍隊伍，獲STEM大賽的主辦單位贊

助到日本交流外，小四黃葹珩，在中國麗水全國滑輪錦標賽中獲得亞軍。小六陳思彤，於澳洲國際青少年才藝大賽，以

領舞者身份獲得金獎。年紀小小的二年級沈悅琳，亦於西貢區「小棋王、小棋后」大賽，勇奪女子國際象棋季軍。我衷

心祝賀獲獎的學生與我們的老師。作為教育者，我們更喜見同學們突破自己，在未來以堅毅的精神迎接各種挑戰。

      我深信美學與藝術，可讓人從藝術看到美麗的人生，幫助人類共建更美好的世界。景天十分重視藝術方面的培

育。每年都以不同藝術元素舉行視藝展，促進心靈與藝術的交流，把人性光芒投射於

現實環境。目前，社會問題不少，生命教育在成長過程中舉足輕重。我們大力推展

「生命教育體驗課程」，讓孩子經歷愛與生命的互動。

    衪賜你一生幸福滿盈。 (詠103:5) 我們都因著認識天主而受祝福。祈求

天主使我們更懂得愛護每一個生命，使我成為別人的祝福，把愛傳揚開

去。讓我們能以天父的恩手，培育他們成為懂得珍惜天恩，活

出積極人生的好孩子。   

 

     小六的陳思彤，師承國家一級演員、中國國家

歌劇舞劇院團長、著名舞蹈家蔡芳老師的帶領下，

於暑假期間參與了澳洲國際青少年才藝大賽，獲得

了金獎。能夠於國際盛事獲獎，實屬可喜可賀。透

過難忘的經驗，思彤在澳洲之旅體驗絕美風光以及

風土人情，開闊了視野，受益匪淺。

女子足球隊取得校際比賽殿軍

獲獎同學一起合照留念。

佳績
景天

祝賀田徑隊於西貢區學界賽取得優異成績！

恭賀同學在取得

三冠二季成績!

景天武術隊嬴取集體紫荊操組季軍

2C洪卓斌參與擲豆袋比賽取得亞軍

4K施洵栒首次參賽便取得跳高 季軍！

4C 黃葹珩代表香港隊參加

比賽嬴得速度賽第二名

取得 4X400 米冠軍

西貢區校際田徑比賽

女甲壘球 冠軍 6J 梁汶稀

女甲鉛球 冠軍 6C 劉美琪

女丙跳遠 冠軍
4J 吳嘉詠

女丙全場 季軍

女特跳遠 亞軍
6K 張淑楠

女特 200 米 季軍

男乙壘球 季軍 5J 甘俊彥

男乙跳高 殿軍 5J 梁皓為

女乙跳高 殿軍 4K 施洵栒

男丙 4x100 米 殿軍

男丙團體 優異獎

4J 范熙健

4J 吳宏熙

4C 彭浩楷

4C 譚治同

3J 區樂軒

3J 蔡 籽

女丙團體 優異獎

4J 郭嘉兒

4J 吳嘉詠

4J 譚凱澄

4W 何綽蕎

3K 楊梓靖

女甲團體 優異獎

6J 梁汶稀

6K 許雯雯

6C 楊嘉琳

6C 何雅儀

6C 劉美琪

 4J 譚凱澄取得品勢組冠軍

2J黃卓珈取得體育
舞蹈公開賽個人舞

第一名

3J 區樂軒取得小球手聯

校比賽男子組冠軍

6J梁汶稀取得擲壘球冠軍

發展
體藝精英

多元智能
培育

何詠懿校長

1

女子籃球隊
取得三人籃

球賽亞軍



  小五學生進行了

「生命教育」模擬體

驗。透過經驗不同場景

的生命旅程，學會感

恩、珍惜光陰。 

生涯規劃創未來 (P.6)
  小六同學透過「人生大富翁」活動，體驗模

擬人生的不同階段，學習規劃自己的人生。

  為推動STEM教育的發
展，本校各級資訊科技科課
程均引入編程元素，包括

P.1的Hour of Code、P.2的ScratchJr、P.3及
P.4 的Scratch、P.5的Micro:bit及P.6的mBot，
以提升學生計算
思維能力。同時
應用編程於跨科
專題研習活動，
以培養學生主動
學習及增加其互
動學習經歷。

  制服體隊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實踐生命教育小

童軍、幼童軍及紅十字會的會員注重環保，踴躍參

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西貢區康樂事務辦事處)舉辦的

「西貢區種植日」活動，為綠化環境獻上一分力。

「景天開放課堂」

輕鬆聚一聚 
(家長鬆一鬆課程)
  本校舉辦8節家長工作坊，家

長反應踴躍，並積極投入每一節的

工作坊。參加的家長表示工作坊有

助他們了解孩子的心理及情緒發

展、掌握有效的親子溝通技巧及管

教方式，增進了親子關係。

  我是羅卓旻老師! 很

高興加入景天這個大家

庭。我希望將我對運動

的認識帶給各位同學，

令同學對體育課和做運

動更有興趣，從而找尋

到自己最喜歡的運動，

並持之以恆地運動，除

了可以鍛鍊

強健的體魄

之外，亦能

享受運動的

樂趣。

    我是曾麗芳老師，今年有幸來到景天擔任中文科

及普通話科老師。我曾於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中

取得一級乙等的成績，並在普通話教師語文評核試中

取得平均五等的成績，獲教育局頒發嘉許狀。朗誦教

學、粵普對比、書法、中國語文及文化等都是我在閒暇時研究及興

趣所在。我很希望同學可以在我的課堂中，享受到學習中國語文及

普通話的樂趣！

全港小學民歌比賽

「漫遊色彩世界」

  老師教導學生透過色彩原理及運用，配合不同
媒介及物料進行創作。

  學生學習東西方藝術家，如畢卡索、馬諦斯、
草間彌生及克林姆等人的風格及創作，以廣告彩、
塑膠彩的繪畫方式製作平面作品及凹、凸的版畫製
作；當中亦有大型的立體雕塑創作。

「我和家人的歡樂時光」

*	配合天主教核心價值 :「家庭」，提
供家校合作的機會，鼓勵家長與子
女共同參與藝術創作

視覺藝術展

體驗生命教育

制服團隊植樹活動

中
 國
舞

中
 國
舞

幼小銜接 家校合作
家校茶聚
  本年度上學期，本校逢星期

三以「茶聚」形式與小一家長拉

近距離，讓家長在新環境下，透

過彼此互動和了解，達致更緊密

的聯繫，有助盡快適應小一生

活。每次「家長茶聚」時段設不

同主題，讓家長一方面學習，一

方面互相溝通交流，分享經驗。

中華文化

弦樂三重奏表演

珍惜生命我做起(P.5)

小一生日會花絮

  我是曾旭樺老師。我很高興能夠加入景天

這個校園！雖然我對這間學校認識不深，但是

在這幾個月我所接觸的老師和同學都帶給我親

切的感覺。課堂上與同學的互動令我樂在其

中，而課餘時間的相處也帶給我無限樂趣，能陪伴同學

成長令我感到十分快樂！這也是我的理想校園生活。不

過我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學習，請大家多多指教！

  我是黃文靜老師，很榮幸能

加入景天大家庭。在這短短的半

年中，我感受到景天大家庭的溫

暖，很感激校長、副校長和各位

老師給予的幫助，感謝景天學生給我的濃濃的

愛和關懷。同學們好學的態度和可愛的笑臉給

了我無窮的動力。

  平日，我喜歡看電影和閱讀小說。最喜歡

的書籍類別是懸疑推理小說，無論是國內作家

的作品，還是國外翻譯小說，都讓我為之著

迷。「知識就是力量」，閱讀除了能增長知

識，還可以減輕壓力，擴闊眼界。同學們有空

的時候可以多閱讀，也可以找我討論一番呢！

親子競技
曾麗芳老師

黃文靜老師

曾旭樺老師

羅卓旻老師

神父們主持彌撒及節慶

禮儀營造宗教氣氛！

宗教氣氛

武術

  我是吳紹紘老師，很高興能夠加入景天這個大家

庭。除了體育科外，我自己亦非常喜歡推廣中國武術，

希望同學們透過習武培養自律、挑戰自我的精神。在教

學過程中，最能帶給我滿足感的，是看見同學勇於嘗

試、突破自己和學習表現有進步。

My name is Mr. Alex and I am the Native English Teacher 
here at KLCPS. I am from South Africa and I have been 
living and teaching in Hong Kong for almost two years. 
I love reading with students and helping them improve 
their reading ability. I enjoy spending time in the library 
chatting to the students about different books. I also enjoy play 
basketball and football with the students in the playground during 
recess or after school. 

吳紹紘老師

Mr. Alex

  今年周老師的家裏多了一位新成員。別看

他睡得這麼安寧，他喊起來真是吵得很呢！而

且他還經常在晚上大哭，令全家人都睡得不

好。雖然如此，看到他睡得很甜的樣子，內心

就會感到很欣慰。

周祉謙老師的可愛小寶寶

  本年度為視藝科開設陶藝拔尖班的第二年，
參與的同學增至四十人，讓更多的同學能夠學習
陶藝的知識。為配合本年度視藝展「漫遊色彩世
界」的主題，陶藝拔尖班的同學以「色彩繽紛成
語牆」為題，學習泥板製作、壓印、上釉等陶藝
技巧，將平凡的泥土，幻變成美麗的成語陶瓷
磚，共同創作出大型的
陶瓷牆，並展示於學校
外牆。同學除了能學習
陶藝知識外，也能從中
認識中國的色彩成語及
篆書的書體。

冶心靈「陶」

色課程 特

歡迎景天新成員

  我們邀請小一家長到校觀

課，活動讓家長了解學生在學

校的學習情況，同時掌握中、

英及數學課程內容，提升家長

對本校校本課程的理解，促進

家校合作。

FUN FUN ENGLISH

多元化音樂活動

謝謝你 為我們服務



  小五學生進行了

「生命教育」模擬體

驗。透過經驗不同場景

的生命旅程，學會感

恩、珍惜光陰。 

生涯規劃創未來 (P.6)
  小六同學透過「人生大富翁」活動，體驗模

擬人生的不同階段，學習規劃自己的人生。

  為推動STEM教育的發
展，本校各級資訊科技科課
程均引入編程元素，包括

P.1的Hour of Code、P.2的ScratchJr、P.3及
P.4 的Scratch、P.5的Micro:bit及P.6的mBot，
以提升學生計算
思維能力。同時
應用編程於跨科
專題研習活動，
以培養學生主動
學習及增加其互
動學習經歷。

  制服體隊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實踐生命教育小

童軍、幼童軍及紅十字會的會員注重環保，踴躍參

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西貢區康樂事務辦事處)舉辦的

「西貢區種植日」活動，為綠化環境獻上一分力。

「景天開放課堂」

輕鬆聚一聚 
(家長鬆一鬆課程)
  本校舉辦8節家長工作坊，家

長反應踴躍，並積極投入每一節的

工作坊。參加的家長表示工作坊有

助他們了解孩子的心理及情緒發

展、掌握有效的親子溝通技巧及管

教方式，增進了親子關係。

  我是羅卓旻老師! 很

高興加入景天這個大家

庭。我希望將我對運動

的認識帶給各位同學，

令同學對體育課和做運

動更有興趣，從而找尋

到自己最喜歡的運動，

並持之以恆地運動，除

了可以鍛鍊

強健的體魄

之外，亦能

享受運動的

樂趣。

    我是曾麗芳老師，今年有幸來到景天擔任中文科

及普通話科老師。我曾於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中

取得一級乙等的成績，並在普通話教師語文評核試中

取得平均五等的成績，獲教育局頒發嘉許狀。朗誦教

學、粵普對比、書法、中國語文及文化等都是我在閒暇時研究及興

趣所在。我很希望同學可以在我的課堂中，享受到學習中國語文及

普通話的樂趣！

全港小學民歌比賽

「漫遊色彩世界」

  老師教導學生透過色彩原理及運用，配合不同
媒介及物料進行創作。

  學生學習東西方藝術家，如畢卡索、馬諦斯、
草間彌生及克林姆等人的風格及創作，以廣告彩、
塑膠彩的繪畫方式製作平面作品及凹、凸的版畫製
作；當中亦有大型的立體雕塑創作。

「我和家人的歡樂時光」

*	配合天主教核心價值 :「家庭」，提
供家校合作的機會，鼓勵家長與子
女共同參與藝術創作

視覺藝術展

體驗生命教育

制服團隊植樹活動

中
 國
舞

中
 國
舞

幼小銜接 家校合作
家校茶聚
  本年度上學期，本校逢星期

三以「茶聚」形式與小一家長拉

近距離，讓家長在新環境下，透

過彼此互動和了解，達致更緊密

的聯繫，有助盡快適應小一生

活。每次「家長茶聚」時段設不

同主題，讓家長一方面學習，一

方面互相溝通交流，分享經驗。

中華文化

弦樂三重奏表演

珍惜生命我做起(P.5)

小一生日會花絮

  我是曾旭樺老師。我很高興能夠加入景天

這個校園！雖然我對這間學校認識不深，但是

在這幾個月我所接觸的老師和同學都帶給我親

切的感覺。課堂上與同學的互動令我樂在其

中，而課餘時間的相處也帶給我無限樂趣，能陪伴同學

成長令我感到十分快樂！這也是我的理想校園生活。不

過我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學習，請大家多多指教！

  我是黃文靜老師，很榮幸能

加入景天大家庭。在這短短的半

年中，我感受到景天大家庭的溫

暖，很感激校長、副校長和各位

老師給予的幫助，感謝景天學生給我的濃濃的

愛和關懷。同學們好學的態度和可愛的笑臉給

了我無窮的動力。

  平日，我喜歡看電影和閱讀小說。最喜歡

的書籍類別是懸疑推理小說，無論是國內作家

的作品，還是國外翻譯小說，都讓我為之著

迷。「知識就是力量」，閱讀除了能增長知

識，還可以減輕壓力，擴闊眼界。同學們有空

的時候可以多閱讀，也可以找我討論一番呢！

親子競技
曾麗芳老師

黃文靜老師

曾旭樺老師

羅卓旻老師

神父們主持彌撒及節慶

禮儀營造宗教氣氛！

宗教氣氛

武術

  我是吳紹紘老師，很高興能夠加入景天這個大家

庭。除了體育科外，我自己亦非常喜歡推廣中國武術，

希望同學們透過習武培養自律、挑戰自我的精神。在教

學過程中，最能帶給我滿足感的，是看見同學勇於嘗

試、突破自己和學習表現有進步。

My name is Mr. Alex and I am the Native English Teacher 
here at KLCPS. I am from South Africa and I have been 
living and teaching in Hong Kong for almost two years. 
I love reading with students and helping them improve 
their reading ability. I enjoy spending time in the library 
chatting to the students about different books. I also enjoy play 
basketball and football with the students in the playground during 
recess or after school. 

吳紹紘老師

Mr. Alex

  今年周老師的家裏多了一位新成員。別看

他睡得這麼安寧，他喊起來真是吵得很呢！而

且他還經常在晚上大哭，令全家人都睡得不

好。雖然如此，看到他睡得很甜的樣子，內心

就會感到很欣慰。

周祉謙老師的可愛小寶寶

  本年度為視藝科開設陶藝拔尖班的第二年，
參與的同學增至四十人，讓更多的同學能夠學習
陶藝的知識。為配合本年度視藝展「漫遊色彩世
界」的主題，陶藝拔尖班的同學以「色彩繽紛成
語牆」為題，學習泥板製作、壓印、上釉等陶藝
技巧，將平凡的泥土，幻變成美麗的成語陶瓷
磚，共同創作出大型的
陶瓷牆，並展示於學校
外牆。同學除了能學習
陶藝知識外，也能從中
認識中國的色彩成語及
篆書的書體。

冶心靈「陶」

色課程 特

歡迎景天新成員

  我們邀請小一家長到校觀

課，活動讓家長了解學生在學

校的學習情況，同時掌握中、

英及數學課程內容，提升家長

對本校校本課程的理解，促進

家校合作。

FUN FUN ENGLISH

多元化音樂活動

謝謝你 為我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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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的話

   

本校致力讓學生從活動中發展多元智能，故常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外界各項活動，以擴闊視

野。本學年學校大力推動體育及藝術文化活動，學生多有突出表現，實有賴各位老師悉心的培育，

以及家長的配合與付出。

   本年度新入職的吳紹紘老師，自小學習中國武術，他所帶領的中國武術活動，廣受同學歡迎。年紀小小的景

天武術隊，在剛舉行的沙田武術錦標賽中奪得團體賽季軍。而景天的健兒們，在學界體育比賽中，都無懼挑戰，

奪得多項團體及個人賽佳績。三年級的區樂軒，更在「小高球」比賽獲得全場總冠軍，成績驕人。我們喜見同學熱愛

運動，樂於嘗試，確實可喜可賀。

     不少同學，在暑假期間衝出香港參與海外比賽，勇奪佳績。除了小六畢業生冠軍隊伍，獲STEM大賽的主辦單位贊

助到日本交流外，小四黃葹珩，在中國麗水全國滑輪錦標賽中獲得亞軍。小六陳思彤，於澳洲國際青少年才藝大賽，以

領舞者身份獲得金獎。年紀小小的二年級沈悅琳，亦於西貢區「小棋王、小棋后」大賽，勇奪女子國際象棋季軍。我衷

心祝賀獲獎的學生與我們的老師。作為教育者，我們更喜見同學們突破自己，在未來以堅毅的精神迎接各種挑戰。

      我深信美學與藝術，可讓人從藝術看到美麗的人生，幫助人類共建更美好的世界。景天十分重視藝術方面的培

育。每年都以不同藝術元素舉行視藝展，促進心靈與藝術的交流，把人性光芒投射於

現實環境。目前，社會問題不少，生命教育在成長過程中舉足輕重。我們大力推展

「生命教育體驗課程」，讓孩子經歷愛與生命的互動。

    衪賜你一生幸福滿盈。 (詠103:5) 我們都因著認識天主而受祝福。祈求

天主使我們更懂得愛護每一個生命，使我成為別人的祝福，把愛傳揚開

去。讓我們能以天父的恩手，培育他們成為懂得珍惜天恩，活

出積極人生的好孩子。   

 

     小六的陳思彤，師承國家一級演員、中國國家

歌劇舞劇院團長、著名舞蹈家蔡芳老師的帶領下，

於暑假期間參與了澳洲國際青少年才藝大賽，獲得

了金獎。能夠於國際盛事獲獎，實屬可喜可賀。透

過難忘的經驗，思彤在澳洲之旅體驗絕美風光以及

風土人情，開闊了視野，受益匪淺。

女子足球隊取得校際比賽殿軍

獲獎同學一起合照留念。

佳績
景天

祝賀田徑隊於西貢區學界賽取得優異成績！

恭賀同學在取得

三冠二季成績!

景天武術隊嬴取集體紫荊操組季軍

2C洪卓斌參與擲豆袋比賽取得亞軍

4K施洵栒首次參賽便取得跳高 季軍！

4C 黃葹珩代表香港隊參加

比賽嬴得速度賽第二名

取得 4X400 米冠軍

西貢區校際田徑比賽

女甲壘球 冠軍 6J 梁汶稀

女甲鉛球 冠軍 6C 劉美琪

女丙跳遠 冠軍
4J 吳嘉詠

女丙全場 季軍

女特跳遠 亞軍
6K 張淑楠

女特 200 米 季軍

男乙壘球 季軍 5J 甘俊彥

男乙跳高 殿軍 5J 梁皓為

女乙跳高 殿軍 4K 施洵栒

男丙 4x100 米 殿軍

男丙團體 優異獎

4J 范熙健

4J 吳宏熙

4C 彭浩楷

4C 譚治同

3J 區樂軒

3J 蔡 籽

女丙團體 優異獎

4J 郭嘉兒

4J 吳嘉詠

4J 譚凱澄

4W 何綽蕎

3K 楊梓靖

女甲團體 優異獎

6J 梁汶稀

6K 許雯雯

6C 楊嘉琳

6C 何雅儀

6C 劉美琪

 4J 譚凱澄取得品勢組冠軍

2J黃卓珈取得體育
舞蹈公開賽個人舞

第一名

3J 區樂軒取得小球手聯

校比賽男子組冠軍

6J梁汶稀取得擲壘球冠軍

發展
體藝精英

多元智能
培育

何詠懿校長

1

女子籃球隊
取得三人籃

球賽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