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假座聖安德肋堂舉行 30周年校慶開學彌撒。
當天由聖母聖心會馬偉良神父主祭，狄和詩神父、麥冠

達神父、方慶霖神父、譚永亮神父、顧厚德神父及宗座

外方傳教會施永泰神父、聖安德肋堂助理司鐸馮賜豪神

父一起共祭，此外還有兩位執事參與輔祭。

彌撒禮成後，校長感謝各位參與的神師、嘉賓及家

長一起蒞臨參與聖祭。

同學向天主獻上他們的心意

營造正向文化，生命教育及成長課透過各不同的體驗活動，培育學生正向價值透過模擬活動學習生涯規劃的方法和技巧。

求學 求職 工作 分享

學生

承諾常存

仁愛感恩

之心，珍

惜擁有的

一切。

本校邀請了和諧之家的情緒列車到校，讓小一生認識個人情

緒變化，學習有效控制情緒。

登車前拍照留念

歡迎我們的小一

  本校於 10月為小一舉辦「滿月生日會」活動，讓家長更了解子女在學校的學
習情況和學校的發展方向。

家長、老師及學生齊齊向鏡頭笑一笑

家長義工為每位小一同學製作小禮物

教師專業發展日

「電子學習」新紀元
本學年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由香港青

年協會社工黃姑娘及姚姑娘統籌，透過不同分

組活動，加強了教師團隊精神。

景林天主教小學
King Lam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30 周年校慶開學彌撒

愉快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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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活動

我的承諾日

小一「滿月生日會」

情緒透視鏡—情緒列車

大家對著鏡子畫一張
「情緒自畫像」

每班也預
備了精彩

的表演項
目

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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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通訊 BYOD
為進一步提升家校通

訊的效率及積極推動環保

通訊模式，於十月起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試 行
以電子形式發放學校資訊。

家長可通過系統查閱家課內

容（只適用於一、二年級）、

校曆表、即時通訊、學校公

告、及通告回條。請家長密

切留意 eClass Parent App
所發放的資訊，以便收取最

新信息。

  本校計劃於 2020/21學年起，開始推行 BOYD計劃。

三十周年 同心同德 創造美好 豐盛人生

30 周年校慶活動
適逢景天三十周年校慶，學校為學生籌備了一

連串的慶祝活動。感謝天父的恩典，過去三十年裏，

景天在培育莘莘學子方面不遺餘力，我們的學生，

品格純良受教；過往的畢業生都能屢創佳績。

祝願景天未來，在現有基礎上持續發展，為未

來的社會，培育美好的下一代。我們的未來主人翁，

都能發揮所長，展現天父賜予的才能，成為熱愛生

命、關懷他人、敬主愛人的社會棟樑。

學生大使教導
小朋友放置小

船的技巧。

當天各攤位都人聲鼎沸

老師們用心地講解攤位的玩法。
小朋友逐一體驗投籃的樂趣。

老師、家長及小朋友打成一片，
同心合力地把球拋高。

  本年度的「景天尋寶之旅」9月 8日順利舉行，當天場面熱鬧，各個攤位遊戲均相當受

歡迎。家長及小朋友在享受攤位遊戲的樂趣的同時，亦更能夠深入地了解本校的課程特色。

當天小朋友除了與家長一同參觀本校校舍外，亦感受到老師及景天學生的熱情，每個人不但

滿載而歸，而且臉上都展露出愉快的笑容。

景天樂 FUN FUN
校慶

8/9/2019 校慶開放日

11/9/2019 校慶開學彌撒

10-11月 30周年親子幼稚園填色比賽

10-11月
 親子視藝展創作比賽

(主題 : 給景天的禮物 )
三十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

21/11/2019  三十周年校慶親子感恩之旅

2/12/2019 「懷舊香港」視覺藝術展覽暨亮燈儀式

19/12/2019
三十周年校慶聖誕禮儀

三十周年師生大合照

16/1/2020  三十周年校慶運動會

22/5/2020 三十周年校慶綜藝晚會

全學年 各科不同的校慶主題活動

平安禮上互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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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們新增了中西樂器班訓練，包括單簧管、小號及揚琴
等，培育小朋友音樂興趣及潛能！配合本校的辦學精神，本學年

學校善用資源為不同的學生提供免費參加課程的機會，讓學生能

發揮潛藏的音樂天分！

家校合作
「懷舊香港」三十周年視藝展及親子創作比賽

  
  五義班黃葹珩多次
代表香港參加全國及亞

洲賽事，於「2019 年
度廣東省輪滑錦標賽」

中，排名第十二。

  

  四智班何逸朗
在小巴上拾獲一個

手袋，隨即交予小

巴司機，希望物歸

原主。小巴車長去

信校長表揚景天孩

子好行為。

升中分享
  我是鄭汶希，現在就讀於沙田官立中學。
  因為去年只有我一個跨網到沙田區讀書，所以
難免都有點緊張和擔憂。我十分感謝老師在分班試

前的幫助，讓我成功考入了精英班。我很快適應了

中學校園生活，並在班上擔當班長，每天都幫忙班

主任處理大小事務。最後，多謝潘老師、李老師和

古老師的悉心教導，告訴你們好消息，我在最近的

測驗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今年是景天 30周年校慶，雖然我已不在景天讀書，但仍心繫這
裡。希望母校能造就更多精英，再創輝煌，也祝願老師們桃李滿門。

  大家好，我是韓臻祺，現就讀於長沙灣天主教
英文中學。 
  離開母校快 3個月了，我也開始適應我的
中學生活，更當上了班會主席和班長。我最感

謝馬老師和Miss Lau,因為她們教導了我許多人
生道理和知識。我覺得中學的課程不算太難，因

為母校已幫助我建立了良好的學習態度。最近一

次測驗的排名更是全班第一。最後想和大家分享我

的座右銘：「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最後今年是景天30周年校慶，祝母校生日快樂，老師工作愉快，
同學能認真學習，天天向上。

  我叫饒錦菡，現在就讀於迦密主恩中學。
  在主恩學習有不少樂事，每週五放學後的團
契讓同學們玩得不亦樂乎。迦密主恩的老師們都

很友善，在他們的指導下，我順利度過了第一次

統測。

  今年是景天三十周年校慶，我在此祝願母校
所有教職員工作順利，同學們學業進步，景天

三十歲生日快樂！

小一家長學堂
  本校於 10月 4日舉行了「小一家長學堂」，由中、
英、數、常及 Science科老師向家長講述各科課程重
點及自主學習資源，讓家長更能掌握學習的方法，為十

月份測驗作最佳準備。

茶聚
  透過「茶聚」，加
強家校互動，務求達致

更緊密的聯繫。一方面

讓家長學習，一方面互

相溝通交流，分享經驗。
與班主任來一張大合照

社工分享學習中文的小點子

故事爸媽工作坊
  讓家長以輕鬆的體驗方式，掌握互動說故事技巧、繪本賞析及故事道具
製作和應用。

織織復織織
  景天長者學苑本年度舉辦了「織織復織織」活動，
讓家長們學習編織技巧外，更將溫暖送給有需要的人。

家長教師會第二十四屆會員大會 

新舊兩屆大合照

家長們熱心服務，
由何校長頒發義工獎狀。

本校家教會獲社署
頒發義工金狀，由
主席邵宜峰女士代領。

親子
感恩
之旅

  我是陳思彤，現就讀於優才書院。
  我的校園生活十分愉快，同學、師兄師
姐們也都很友善。升上中學後，不管是學科

數目抑或是要完成的課業都比小學有過之而

無不及。但幸好老師和同學們的鼓勵從未間

斷過，這些通通化作了我前行的動力。

  今年是景天 30周年校慶，祝母校蒸蒸
日上，桃李滿天！

黃梓傑專訪

藝術體操 美的教育

鼓勵從小學習樂器   培養學生音樂智能

譚凱澄鄭皓之

發 展學體藝多元潛能

恭賀黃葹珩同學代表香港出戰獲佳績

  2019-2020 學年，我們新增了不少課外活動，當中包括藝術體操。藝術
體操是美的教育，女子的藝術體操主要有：繩操、圈操、球操、棒操和帶操

五種。同學們手持輕器械在音樂伴奏下進行的體操活動。藝術體操不但以自

然性，韻律性動作為基礎，更透過身體各種關節及肌肉鍛鍊。它是塑造美的

體型，陶冶

美的情操，

進行美的教

育一種有效

方式。你看

我們的體操

美少女！真

美麗呢！

楊琴

學校特此頒發嘉許狀以表揚他拾遺不昧的精神。

獎項年份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2019 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鄰舍第一

高小組 一等獎

2019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高小組 銀獎

2018 愛心利是設計比賽 初級組 亞軍

2018 禁毒電子聖誕卡設計比賽 小學組 季軍

2017 全港才藝兒童繪畫比賽 小學高級組 季軍

  藝術十分有趣，其中的色彩運用及構圖大有學問，令所畫的事物更真實。
沉浸在藝術的海洋裏，是一件十分愜意的事。感謝學校提供不同的機會，讓我

能參與不同的藝術創作，擴闊我的視野並增進藝術造詣。

視覺藝術展「懷舊香港」

  為了讓學生認識昔日香港的景況，以及認識香港傳統的文化藝術，今年的視藝展以「懷舊香港」為題，作主題式教學單元，發展相關的課題，
建構學習情境。學生從中學習香港傳統的文化藝術，如設計花牌、粵劇臉譜、港式霓虹燈招牌及紮作花燈和紙鳶等，承傳本土昔日的文化藝術。

視覺藝術展親子創作比賽「送給景天的賀禮」

  此乃慶祝三十周年校慶及和家長一同分享這份喜悅，旨在鼓勵家長與子女共同參與藝術創作，經歷一段珍貴的親子時光，使小朋友學會
惜福感恩。從不同媒體的創作中，能感受到家長及學生對景天的祝福及展望，而且亦能看到親子創作時所發揮的創意。

  六義班鄭
皓之在香島教

育機構所舉辦

的獎勵計劃，

榮獲優秀小學

生殊榮。

  我學了跆拳道已有三年，
現是太極五章學員（藍帶）。

  我在 2019年曾參加跆
拳道公開賽和各區賽，分別

獲得 3冠、1亞及 1季，在
朗誦、英語話劇和田徑也獲

得優異成績。我十分感謝學校

的推薦，讓我榮獲「2019香港課
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嘉許生。

好人好事  何逸朗

穿上捲捲紙旗袍合照

幼稚園學生對作品讚不絕口

嘉賓留心聆聽學生的介紹

嘉賓和學生正細心欣賞作品

同學對參觀視藝展感到雀躍

同學正仔細欣
賞作品，選出

最喜愛的作品

學生成就分享

一起編織一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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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學年，我們新增了不少課外活動，當中包括藝術體操。藝術
體操是美的教育，女子的藝術體操主要有：繩操、圈操、球操、棒操和帶操

五種。同學們手持輕器械在音樂伴奏下進行的體操活動。藝術體操不但以自

然性，韻律性動作為基礎，更透過身體各種關節及肌肉鍛鍊。它是塑造美的

體型，陶冶

美的情操，

進行美的教

育一種有效

方式。你看

我們的體操

美少女！真

美麗呢！

楊琴

學校特此頒發嘉許狀以表揚他拾遺不昧的精神。

獎項年份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2019 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鄰舍第一

高小組 一等獎

2019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高小組 銀獎

2018 愛心利是設計比賽 初級組 亞軍

2018 禁毒電子聖誕卡設計比賽 小學組 季軍

2017 全港才藝兒童繪畫比賽 小學高級組 季軍

  藝術十分有趣，其中的色彩運用及構圖大有學問，令所畫的事物更真實。
沉浸在藝術的海洋裏，是一件十分愜意的事。感謝學校提供不同的機會，讓我

能參與不同的藝術創作，擴闊我的視野並增進藝術造詣。

視覺藝術展「懷舊香港」

  為了讓學生認識昔日香港的景況，以及認識香港傳統的文化藝術，今年的視藝展以「懷舊香港」為題，作主題式教學單元，發展相關的課題，
建構學習情境。學生從中學習香港傳統的文化藝術，如設計花牌、粵劇臉譜、港式霓虹燈招牌及紮作花燈和紙鳶等，承傳本土昔日的文化藝術。

視覺藝術展親子創作比賽「送給景天的賀禮」

  此乃慶祝三十周年校慶及和家長一同分享這份喜悅，旨在鼓勵家長與子女共同參與藝術創作，經歷一段珍貴的親子時光，使小朋友學會
惜福感恩。從不同媒體的創作中，能感受到家長及學生對景天的祝福及展望，而且亦能看到親子創作時所發揮的創意。

  六義班鄭
皓之在香島教

育機構所舉辦

的獎勵計劃，

榮獲優秀小學

生殊榮。

  我學了跆拳道已有三年，
現是太極五章學員（藍帶）。

  我在 2019年曾參加跆
拳道公開賽和各區賽，分別

獲得 3冠、1亞及 1季，在
朗誦、英語話劇和田徑也獲

得優異成績。我十分感謝學校

的推薦，讓我榮獲「2019香港課
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嘉許生。

好人好事  何逸朗

穿上捲捲紙旗袍合照

幼稚園學生對作品讚不絕口

嘉賓留心聆聽學生的介紹

嘉賓和學生正細心欣賞作品

同學對參觀視藝展感到雀躍

同學正仔細欣
賞作品，選出

最喜愛的作品

學生成就分享

一起編織一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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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們新增了中西樂器班訓練，包括單簧管、小號及揚琴
等，培育小朋友音樂興趣及潛能！配合本校的辦學精神，本學年

學校善用資源為不同的學生提供免費參加課程的機會，讓學生能

發揮潛藏的音樂天分！

家校合作
「懷舊香港」三十周年視藝展及親子創作比賽

  
  五義班黃葹珩多次
代表香港參加全國及亞

洲賽事，於「2019 年
度廣東省輪滑錦標賽」

中，排名第十二。

  

  四智班何逸朗
在小巴上拾獲一個

手袋，隨即交予小

巴司機，希望物歸

原主。小巴車長去

信校長表揚景天孩

子好行為。

升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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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座右銘：「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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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家長學堂
  本校於 10月 4日舉行了「小一家長學堂」，由中、
英、數、常及 Science科老師向家長講述各科課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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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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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兩屆大合照

家長們熱心服務，
由何校長頒發義工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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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
感恩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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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假座聖安德肋堂舉行 30周年校慶開學彌撒。
當天由聖母聖心會馬偉良神父主祭，狄和詩神父、麥冠

達神父、方慶霖神父、譚永亮神父、顧厚德神父及宗座

外方傳教會施永泰神父、聖安德肋堂助理司鐸馮賜豪神

父一起共祭，此外還有兩位執事參與輔祭。

彌撒禮成後，校長感謝各位參與的神師、嘉賓及家

長一起蒞臨參與聖祭。

同學向天主獻上他們的心意

營造正向文化，生命教育及成長課透過各不同的體驗活動，培育學生正向價值透過模擬活動學習生涯規劃的方法和技巧。

求學 求職 工作 分享

學生

承諾常存

仁愛感恩

之心，珍

惜擁有的

一切。

本校邀請了和諧之家的情緒列車到校，讓小一生認識個人情

緒變化，學習有效控制情緒。

登車前拍照留念

歡迎我們的小一

  本校於 10月為小一舉辦「滿月生日會」活動，讓家長更了解子女在學校的學
習情況和學校的發展方向。

家長、老師及學生齊齊向鏡頭笑一笑

家長義工為每位小一同學製作小禮物

教師專業發展日

「電子學習」新紀元
本學年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由香港青

年協會社工黃姑娘及姚姑娘統籌，透過不同分

組活動，加強了教師團隊精神。

景林天主教小學
King Lam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30 周年校慶開學彌撒

愉快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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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規劃活動

我的承諾日

小一「滿月生日會」

情緒透視鏡—情緒列車

大家對著鏡子畫一張
「情緒自畫像」

每班也預
備了精彩

的表演項
目

校訊

20
19-2020

年
度

第一期

電子通訊 BYOD
為進一步提升家校通

訊的效率及積極推動環保

通訊模式，於十月起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試 行
以電子形式發放學校資訊。

家長可通過系統查閱家課內

容（只適用於一、二年級）、

校曆表、即時通訊、學校公

告、及通告回條。請家長密

切留意 eClass Parent App
所發放的資訊，以便收取最

新信息。

  本校計劃於 2020/21學年起，開始推行 BOYD計劃。

三十周年 同心同德 創造美好 豐盛人生

30 周年校慶活動
適逢景天三十周年校慶，學校為學生籌備了一

連串的慶祝活動。感謝天父的恩典，過去三十年裏，

景天在培育莘莘學子方面不遺餘力，我們的學生，

品格純良受教；過往的畢業生都能屢創佳績。

祝願景天未來，在現有基礎上持續發展，為未

來的社會，培育美好的下一代。我們的未來主人翁，

都能發揮所長，展現天父賜予的才能，成為熱愛生

命、關懷他人、敬主愛人的社會棟樑。

學生大使教導
小朋友放置小

船的技巧。

當天各攤位都人聲鼎沸

老師們用心地講解攤位的玩法。
小朋友逐一體驗投籃的樂趣。

老師、家長及小朋友打成一片，
同心合力地把球拋高。

  本年度的「景天尋寶之旅」9月 8日順利舉行，當天場面熱鬧，各個攤位遊戲均相當受

歡迎。家長及小朋友在享受攤位遊戲的樂趣的同時，亦更能夠深入地了解本校的課程特色。

當天小朋友除了與家長一同參觀本校校舍外，亦感受到老師及景天學生的熱情，每個人不但

滿載而歸，而且臉上都展露出愉快的笑容。

景天樂 FUN FUN
校慶

8/9/2019 校慶開放日

11/9/2019 校慶開學彌撒

10-11月 30周年親子幼稚園填色比賽

10-11月
 親子視藝展創作比賽

(主題 : 給景天的禮物 )
三十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

21/11/2019  三十周年校慶親子感恩之旅

2/12/2019 「懷舊香港」視覺藝術展覽暨亮燈儀式

19/12/2019
三十周年校慶聖誕禮儀

三十周年師生大合照

16/1/2020  三十周年校慶運動會

22/5/2020 三十周年校慶綜藝晚會

全學年 各科不同的校慶主題活動

平安禮上互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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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邀請了和諧之家的情緒列車到校，讓小一生認識個人情

緒變化，學習有效控制情緒。

登車前拍照留念

歡迎我們的小一

  本校於 10月為小一舉辦「滿月生日會」活動，讓家長更了解子女在學校的學
習情況和學校的發展方向。

家長、老師及學生齊齊向鏡頭笑一笑

家長義工為每位小一同學製作小禮物

教師專業發展日

「電子學習」新紀元
本學年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由香港青

年協會社工黃姑娘及姚姑娘統籌，透過不同分

組活動，加強了教師團隊精神。

景林天主教小學
King Lam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30 周年校慶開學彌撒

愉快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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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規劃活動

我的承諾日

小一「滿月生日會」

情緒透視鏡—情緒列車

大家對著鏡子畫一張
「情緒自畫像」

每班也預
備了精彩

的表演項
目

校訊

20
19-2020

年
度

第一期

電子通訊 BYOD
為進一步提升家校通

訊的效率及積極推動環保

通訊模式，於十月起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試 行
以電子形式發放學校資訊。

家長可通過系統查閱家課內

容（只適用於一、二年級）、

校曆表、即時通訊、學校公

告、及通告回條。請家長密

切留意 eClass Parent App
所發放的資訊，以便收取最

新信息。

  本校計劃於 2020/21學年起，開始推行 BOYD計劃。

三十周年 同心同德 創造美好 豐盛人生

30 周年校慶活動
適逢景天三十周年校慶，學校為學生籌備了一

連串的慶祝活動。感謝天父的恩典，過去三十年裏，

景天在培育莘莘學子方面不遺餘力，我們的學生，

品格純良受教；過往的畢業生都能屢創佳績。

祝願景天未來，在現有基礎上持續發展，為未

來的社會，培育美好的下一代。我們的未來主人翁，

都能發揮所長，展現天父賜予的才能，成為熱愛生

命、關懷他人、敬主愛人的社會棟樑。

學生大使教導
小朋友放置小

船的技巧。

當天各攤位都人聲鼎沸

老師們用心地講解攤位的玩法。
小朋友逐一體驗投籃的樂趣。

老師、家長及小朋友打成一片，
同心合力地把球拋高。

  本年度的「景天尋寶之旅」9月 8日順利舉行，當天場面熱鬧，各個攤位遊戲均相當受

歡迎。家長及小朋友在享受攤位遊戲的樂趣的同時，亦更能夠深入地了解本校的課程特色。

當天小朋友除了與家長一同參觀本校校舍外，亦感受到老師及景天學生的熱情，每個人不但

滿載而歸，而且臉上都展露出愉快的笑容。

景天樂 FUN FUN
校慶

8/9/2019 校慶開放日

11/9/2019 校慶開學彌撒

10-11月 30周年親子幼稚園填色比賽

10-11月
 親子視藝展創作比賽

(主題 : 給景天的禮物 )
三十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

21/11/2019  三十周年校慶親子感恩之旅

2/12/2019 「懷舊香港」視覺藝術展覽暨亮燈儀式

19/12/2019
三十周年校慶聖誕禮儀

三十周年師生大合照

16/1/2020  三十周年校慶運動會

22/5/2020 三十周年校慶綜藝晚會

全學年 各科不同的校慶主題活動

平安禮上互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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