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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林天主教小學
KING LAM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本校頒獎禮於 2019年 5月 20日舉行，本年度之主題為「中華文化」，
藉此主題增進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反思和認同，培養學生正確的倫理道

德觀念。

  當天，學校嘉許學生在學術及非學術方面的成就，祈望他們在未來一年
更能好好發揮天主賜給他們的才能。學生在典禮中展現出對中華文化藝術的

認識，古箏組《雪落下的聲音》、柳琴組的《小小姑娘》及《彩雲

追月》展現了中國音樂藝術精彩的一面，中國古詩對誦把中國古代

文化的承傳延展下去，武術組及中國舞表演把中華文化的剛與柔

彰顯出來，家長與同學體驗了中華文化藝術的精彩演出。

頒獎禮

1819 年度獲獎佳績
活動項目 獎項 學生姓名

第 19屆教協英文辯論比賽（1D組） 冠軍 陳俊澔 錢嬿雅 黃炫璋 余思賢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9 青少年領袖獎 （優秀學生）鄭汶希；（傑出學生） 陳思彤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亞軍 女子排球隊；（傑出運動員）梁汶稀、梁詠茵

全港小學區際排球比賽 殿軍 梁汶稀 梁詠茵 梁詠然；（傑出運動員）梁汶稀
全港小學五人籃球挑戰賽 亞軍 女子籃球隊；（傑出運動員） 劉美琪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殿軍 女子籃球隊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女子足球隊；（傑出運動員） 鄭汶希
全港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季軍 梁汶稀（壘球）

匯知盃小學三人籃球賽 亞軍
（女子籃球隊）
許雯雯 梁詠茵 何雅儀 劉美琪 梁詠然

香港市民盃三人籃球賽 殿軍

西貢區校際田徑比賽

個人全場總季軍 吳嘉詠

冠軍 梁汶稀（壘球） 劉美琪（鉛球） 吳嘉詠（跳遠）
亞軍 張淑楠（跳遠）

季軍 甘俊彥（壘球） 張淑楠（200米）

殿軍
梁皓為（跳高） 施洵栒（跳高）
范熙健 吳宏熙 彭浩楷 譚治同 區樂軒 蔡籽（4x100米）

優異獎 女甲團體 男丙團體 女丙團體

全港小學生田徑測試賽
冠軍 梁汶稀（壘球） 吳嘉詠（跳遠） 楊梓靖（跳遠）
季軍 楊梓靖（60米） 翁嘉昇（跳遠）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
冠軍 梁汶稀（擲壘球）；張誠高 范熙俊 王子元 譚皓竣 梁俊傑（4X400米）
季軍 甘俊彥（擲壘球）

兒童田徑比賽
（優異獎 15人）

冠軍 伍致遠 湯思博 蔡 籽 梁沚謙 （甲組原地擲膠圈）

亞軍 陳芓晴 周嘉悅 龍家信 肖可珺 （乙組十字跳）

季軍 伍致遠 湯思博 區樂軒 吳恩樂 （甲組擲標槍）

體育節兒童田徑比賽

原地擲膠圈（冠軍）
來回節奏跑（亞軍）
A級方程式（季軍）

伍致遠 湯思博 蔡籽 梁沚謙 伍致遠 吳恩樂

A級方程式（亞軍）
十字跳（季軍）

陳芓晴 肖可珺 梁沚鍵 楊梓瑜 肖可玥 鍾加樂

來回節奏跑（殿軍） 楊梓靖 劉穎瞳 黃曉盈 翁嘉昇 謝君楠
原地擲膠圈（殿軍） 馮天恩 陳柏朗 彭浩榮 余榮端 黎焯燊

學校朗誦節

季軍 中詩集誦（高級組）

優良 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英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陳思彤（中詩獨誦）

華夏盃（初賽）

一等獎 徐瑞邦

二等獎 李廷均

三等獎 趙明基 余柏賢 高慧珊 廖添銘 陳廷勇 余健忠 余思賢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金獎 徐瑞邦

銀獎 張宗基 簡柏豪 黃梓杰
銅獎 鄭汶希 饒錦菡 余思賢  林嘉康 楊芷悠 高慧珊
優異獎 陳思彤 黃炫璋 余健忠 歐子杰 劉柏賢

2019香港小學科學奧林匹克
金獎 黃炫璋 饒錦菡
銀獎 張宗基

銅獎 徐瑞邦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中文話劇組 英文話劇組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導演獎

傑出演員獎 梁曉晴 饒錦菡 陳思彤 張宗基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甲級獎 高年級土風舞隊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1819
金獎 高鎧賢

銀獎 鄭惠心 黃梓杰
建造業職安健動畫創作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黃炫璋 饒錦菡 張宗基
全港小學學界品勢比賽 2019
暨品勢挑戰賽

季軍 吳瑞斌

優異 周芷縈 張宗耀 陳耔龍 龍悅言 楊子萱

沙田武術錦標賽 季軍
溫濤睿 鍾加樂 周嘉悅 陳駿謙 陳嘉麒 陳柏朗 伍澤夆 彭浩榮
蘇國添 林嘉曦 翁嘉昇 楊梓澄 姜宇東 杜旨朗 張宗耀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獲獎 藍傑明

GOLF小球手比賽 男子組冠軍 區樂軒

小童軍細運會 亞軍 洪卓斌（擲豆袋）

  蒙天主恩賜，學校透過多元化的學習計畫，讓景天的同學在學體藝方面發揮自己，展現天父賜予的才能。

  本學年的升中派位理想，超過八成 (80%)畢業同學獲派首志願的中學；部分成績優異的同學，更獲派心儀的英文中學。獲派以英文為
主要教學語言或設有英文班的中學佔整體派位六成以上，當中亦不乏於直資學校繼續升學的畢業生。同學們都期待著畢業的學兄學姐，他

日回來母校與學弟學妹分享中學生活的點點滴滴。

  學校邁向三十周年，我們以追求卓越的精神，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在全體教職員的上下一心、同心協力下於本年二月舉辦
了第一屆「景天運動會」。感謝天父的帶領，景天的健兒們都在將軍澳運動場上盡顯英姿。

  景天的運動健兒，在學界運動比賽中亦取得佳績，他們都能超越自我，發揮超水準的表現！「香港速度滾軸溜冰」代表隊成員黃葹珩
同學，本學年多次在中、韓等地參賽，並取得卓越的成就，實在可喜可賀。同學們在學體藝各方面的優秀表現，實為老師及家長共同努力

所付出的成果。

  在天主的帶領下，我們定必盡心培育學生建立良好的品德，以愛去滋養孩子的心靈。我們期望景天孩子都有勇於創新，自強不息的精
神，成為熱愛生命，樂善勇敢的孩子。 

校長的話 攜手同心建未來
同心同德三十載

何詠懿校長



年紀輕輕的小一生，認真匯報研習成果

成果展大合照

P.1製作蚊怕水

P.3 推廣「環保減廢」訊息

  本年度專題研習週，各級以 STEM為主題，以解決日常生活
問題，提升學生解難能力為目標。學生透過參觀、搜集資料及分
組協作，加深對主題的認識，最後並以攤位遊戲及成品介紹形式
分享研習成果。高年級生更設計了 MICRO:BIT計步器、智能風
扇及電燈等，以提升學生編程及數據處理能力。

專題研習
S T E M

P.2認識公園的動植物

P.6 設計智能風扇及電燈
P.5介紹計步器推廣健康訊息

P.4認真聆聽老師的講解及測試物料

  為鼓勵同學觀察生活所需，發揮創意設計不同的製成品。
同學的設計包括家務機械人、磁浮列車、環保動力車、電動
船及水火箭等。透過特色攤位遊戲設計比賽，同學發揮了解
難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S T E M DAY
環保動力車

磁浮列車

何校長致詞，
為陸運會揭開序幕 !

  本校鼓勵同學在體育方面有多元化的發展，除了傳統的校隊活動：籃球隊、足球
隊、排球隊、羽毛球隊、乒乓球隊、田徑隊、閃避球隊及舞蹈等，學校更積極

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運動經歷，讓其充份發揮不同的能力。

  本學年，體育組安排的中國武術隊、簡易田徑及 GOLF小高球活動及比
賽，大大豐富了低年級同學於運動比賽的經歷，亦讓健兒們充分發揮不同的

能力。在比賽方面，低小田徑隊及武術隊，在全港比賽有突出的表現；體育

校隊的健兒們在校際田徑與球類比賽中能取得佳績。

陸運會

恭賀運動健兒

第一屆的我們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 ) 殿軍    
6C 劉美琪 獲選為最佳運動員

  為了讓每一位同學有機會到運動場一展身手，養成熱愛運動的習慣，我們於 2019年 2月 20日，
在將軍澳運動場舉行了第一屆運動會。感謝天父賜給了我們燦爛的陽光，讓各項賽事順行進行。

  除了以往深受歡迎的親子競技項目之外，體育組更悉心設計了不少適合低小的田徑項目。我們同
心協力籌劃了第一屆「景天運動會」。當天，師生及家長們都盡情投入於競爭激烈的比賽中。

全方位學習日

成果展

專題研習週

專題研習成果齊分享

特色攤位遊戲投入玩

創佳績

校際田徑比賽

小學校際比賽

球類比賽

女甲壘球—冠軍 6J 梁汶稀

女丙個人全場 -季軍 4J 吳嘉詠

女特跳遠—亞軍 6K 張淑楠 女特 200米—季軍 6K 張淑楠
女甲鉛球

—冠軍 6C 劉美琪

籃球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 ) 亞軍 
6J 鄭汶希 獲選為最佳運動員

本校派出代表參予西貢區排球隊，
於全港小學區際排球比賽奪得殿軍，
6J 梁汶稀獲選為最佳運動員。

排球

簡易田徑比賽

Gol f
小球手

嘉賓與運動員大合照。

同學們一起做護脊操熱身
，為比賽做好準備 !

家長們也一起參與比賽 !

緊張刺激的親子接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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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觀念。

  當天，學校嘉許學生在學術及非學術方面的成就，祈望他們在未來一年
更能好好發揮天主賜給他們的才能。學生在典禮中展現出對中華文化藝術的

認識，古箏組《雪落下的聲音》、柳琴組的《小小姑娘》及《彩雲

追月》展現了中國音樂藝術精彩的一面，中國古詩對誦把中國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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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 年度獲獎佳績
活動項目 獎項 學生姓名

第 19屆教協英文辯論比賽（1D組） 冠軍 陳俊澔 錢嬿雅 黃炫璋 余思賢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9 青少年領袖獎 （優秀學生）鄭汶希；（傑出學生） 陳思彤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亞軍 女子排球隊；（傑出運動員）梁汶稀、梁詠茵

全港小學區際排球比賽 殿軍 梁汶稀 梁詠茵 梁詠然；（傑出運動員）梁汶稀
全港小學五人籃球挑戰賽 亞軍 女子籃球隊；（傑出運動員） 劉美琪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殿軍 女子籃球隊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女子足球隊；（傑出運動員） 鄭汶希
全港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季軍 梁汶稀（壘球）

匯知盃小學三人籃球賽 亞軍
（女子籃球隊）
許雯雯 梁詠茵 何雅儀 劉美琪 梁詠然

香港市民盃三人籃球賽 殿軍

西貢區校際田徑比賽

個人全場總季軍 吳嘉詠

冠軍 梁汶稀（壘球） 劉美琪（鉛球） 吳嘉詠（跳遠）
亞軍 張淑楠（跳遠）

季軍 甘俊彥（壘球） 張淑楠（200米）

殿軍
梁皓為（跳高） 施洵栒（跳高）
范熙健 吳宏熙 彭浩楷 譚治同 區樂軒 蔡籽（4x100米）

優異獎 女甲團體 男丙團體 女丙團體

全港小學生田徑測試賽
冠軍 梁汶稀（壘球） 吳嘉詠（跳遠） 楊梓靖（跳遠）
季軍 楊梓靖（60米） 翁嘉昇（跳遠）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
冠軍 梁汶稀（擲壘球）；張誠高 范熙俊 王子元 譚皓竣 梁俊傑（4X400米）
季軍 甘俊彥（擲壘球）

兒童田徑比賽
（優異獎 15人）

冠軍 伍致遠 湯思博 蔡 籽 梁沚謙 （甲組原地擲膠圈）

亞軍 陳芓晴 周嘉悅 龍家信 肖可珺 （乙組十字跳）

季軍 伍致遠 湯思博 區樂軒 吳恩樂 （甲組擲標槍）

體育節兒童田徑比賽

原地擲膠圈（冠軍）
來回節奏跑（亞軍）
A級方程式（季軍）

伍致遠 湯思博 蔡籽 梁沚謙 伍致遠 吳恩樂

A級方程式（亞軍）
十字跳（季軍）

陳芓晴 肖可珺 梁沚鍵 楊梓瑜 肖可玥 鍾加樂

來回節奏跑（殿軍） 楊梓靖 劉穎瞳 黃曉盈 翁嘉昇 謝君楠
原地擲膠圈（殿軍） 馮天恩 陳柏朗 彭浩榮 余榮端 黎焯燊

學校朗誦節

季軍 中詩集誦（高級組）

優良 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英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陳思彤（中詩獨誦）

華夏盃（初賽）

一等獎 徐瑞邦

二等獎 李廷均

三等獎 趙明基 余柏賢 高慧珊 廖添銘 陳廷勇 余健忠 余思賢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金獎 徐瑞邦

銀獎 張宗基 簡柏豪 黃梓杰
銅獎 鄭汶希 饒錦菡 余思賢  林嘉康 楊芷悠 高慧珊
優異獎 陳思彤 黃炫璋 余健忠 歐子杰 劉柏賢

2019香港小學科學奧林匹克
金獎 黃炫璋 饒錦菡
銀獎 張宗基

銅獎 徐瑞邦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中文話劇組 英文話劇組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導演獎

傑出演員獎 梁曉晴 饒錦菡 陳思彤 張宗基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甲級獎 高年級土風舞隊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1819
金獎 高鎧賢

銀獎 鄭惠心 黃梓杰
建造業職安健動畫創作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黃炫璋 饒錦菡 張宗基
全港小學學界品勢比賽 2019
暨品勢挑戰賽

季軍 吳瑞斌

優異 周芷縈 張宗耀 陳耔龍 龍悅言 楊子萱

沙田武術錦標賽 季軍
溫濤睿 鍾加樂 周嘉悅 陳駿謙 陳嘉麒 陳柏朗 伍澤夆 彭浩榮
蘇國添 林嘉曦 翁嘉昇 楊梓澄 姜宇東 杜旨朗 張宗耀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獲獎 藍傑明

GOLF小球手比賽 男子組冠軍 區樂軒

小童軍細運會 亞軍 洪卓斌（擲豆袋）

  蒙天主恩賜，學校透過多元化的學習計畫，讓景天的同學在學體藝方面發揮自己，展現天父賜予的才能。

  本學年的升中派位理想，超過八成 (80%)畢業同學獲派首志願的中學；部分成績優異的同學，更獲派心儀的英文中學。獲派以英文為
主要教學語言或設有英文班的中學佔整體派位六成以上，當中亦不乏於直資學校繼續升學的畢業生。同學們都期待著畢業的學兄學姐，他

日回來母校與學弟學妹分享中學生活的點點滴滴。

  學校邁向三十周年，我們以追求卓越的精神，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在全體教職員的上下一心、同心協力下於本年二月舉辦
了第一屆「景天運動會」。感謝天父的帶領，景天的健兒們都在將軍澳運動場上盡顯英姿。

  景天的運動健兒，在學界運動比賽中亦取得佳績，他們都能超越自我，發揮超水準的表現！「香港速度滾軸溜冰」代表隊成員黃葹珩
同學，本學年多次在中、韓等地參賽，並取得卓越的成就，實在可喜可賀。同學們在學體藝各方面的優秀表現，實為老師及家長共同努力

所付出的成果。

  在天主的帶領下，我們定必盡心培育學生建立良好的品德，以愛去滋養孩子的心靈。我們期望景天孩子都有勇於創新，自強不息的精
神，成為熱愛生命，樂善勇敢的孩子。 

校長的話 攜手同心建未來
同心同德三十載

何詠懿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