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lex:
1) Mr Alex, what are some of your hobbies you enjoy doing at the weekend?
I enjoy spending my free time outdoors in nature with my wife and friends. I 
enjoy running in the mountains, hiking, camping and swimming in the ocean. 
I also enter many trail running races when it isn't too hot.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pend time in nature and keep your mind and body fit and healthy. 
2) There are some new things on the 2/F this year,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m?
Yes we have a world map outside the P1 classrooms and English Room. On 
the map we can find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m. We 
can learn about their food, animals, weather and famous landmarks. We also 
have a new smartboard named Sam in the English Room. Sam is great for 
phonics, reading, writing and watching interesting videos. 
3) Why do you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English? 
Learning English can help you travel and experience more of the world. It 
allows you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o study 
abroad and live in interesting and different places if you wa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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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了漫長的停課及非面授課堂，同學終於
在 9月底分階段回到景天的大家庭。疫情期間，

我們突破了半天上課的種種限制，配合資訊科技，堅持讓學生持續參與不同的活動及

訓練。我們亦製作了不少校本教材，包括《普通話學習中文》等影片，促進自主學習。

  暑假過後，「景天校園」換了新裝，活潑的同學為學校增添了生命力。全新裝修
的活動室及音樂室，安裝了防震地板及隔音設備；禮堂更換了的燈光、冷氣、風扇及

音響設備，校園重鋪了防滑麻石地磚。本校積極拓展「正向教育」，在校園處處充滿

「美德」的氛圍，希望能潛移默化，以「正向」氛圍陶育「景天好孩子」。Mr.Alex亦以「世界長廊」為設計主題，美化了英語學習中心
外的長廊，盡展培育孩子活學英語、走向世界的抱負。

  感謝天父的恩慈，景天老師常懷熱誠，為實踐教育抱負而努力不懈。2019-2020年本校榮獲「樂
繫校園獎勵計劃」的「傑出大獎」，為我們的教育工作帶來了衝擊及動力。願我們同心培育孩子，成

就能認識自我，懂得推己及人，以愛回饋生命，日後成為掌握自己人生的「幸福快樂景天人」。我們

定必以「平等教育機會」為原則，實踐「一個都不能少」的信念，以愛因材施教，成就美好的將來。

  本學年，景天的訓輔主題是：「節制自律，勇敢正直」。我們定必貫徹「正向教育」目標，幫助
孩子建立正確價值觀，養成良好品德；家校同心、攜手努力，播下種栽種幼苗，共建美好的未來。

  最後，我衷心感謝家長們一直以來的配合與支持，在疫情期間全面配合學校的安排，讓各項「在
家學習」措施運作暢順。 何詠懿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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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ia:
1) Ms Nuria, what are some of your hobbies you enjoy doing at the weekend?
I love being outdoors, especially when it is sunny. I usually go for a picnic 
in the park, to the beach or for a walk somewhere I haven't been before. 
Another thing I like is going to the cinema, to the theatre, and to watch dance 
shows or art exhibitions. 
2) What do you like about teaching drama?
I like for kids to learn about the magical world that theatre can be. It is fun, 
it encourages teamwork and sparks creativity. I like how students can grow 
from it to become their best and most confident selves!
3) Why do you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English?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any new language! It gives you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ld, helps you travel, and make new friends. However, I think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learn English because it happens to be the most 
useful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為了營造正向校
園，本校以「仁愛」、
「節制」、「勇氣」、
「公義」、「知識與智
慧」及「靈性與超越」
六大美德為主題設置壁
畫，希望學生能潛移默
化，實踐美德。

升中動向
  本校重視升中支援，分別於 10月及 12月舉行了「小四及
小五」和「小六」的升中家長講座及座談會，內容主要讓家長了

解升中派位機制及學生的學習表現，並提供選校意見，讓家長能

夠替子女選取合適的中學。
家長座談會 升中簡介

何雅儀  將軍澳官立中學
  時光荏苒，離開母校已經
兩年了，今年升上中二，學業

比中一的忙碌。告訴你們一個

好消息：去年中一，我拿了全

班第三名，這都是有賴母校師

長們的教導，我才能取得優秀

的成績。我最感謝的人必定是

班主任─馬老師和黃老師，

因為她們幫助我打好學習的基礎，為進入中學作好充

足的準備，使我升中後的學習更得心應手。最後想和

大家分享，要在讀書與玩樂之間取得平衡，玩樂時亦

要努力讀書，這樣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

黎洛樂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不知不覺離開景天已有兩
年，感恩有機會在景天成長，

因著小學各位老師所教導的知

識和道理，令我很快適應了中

學生活，也考取了全級第四名

和全班第二名。因母校提供多

元化的課外活動，讓我不但能

發掘興趣，也培養出勇於嘗試

的精神。現在，我在中學擔任風紀一職，也參加了攝

影及攝錄學會。

  最後感謝各位老師多年的循循善誘，並祝母校和
老師們桃李滿門，同學們有段愉快的校園生活！

  學校素來重視與家長之間的溝通，因此學校於
9月上旬邀請了不同年級的學生及畢業生家長，分
享他們對學校的感受，並製作《家長也有 Say》家
長心聲系列影片。影片內容講述家長對學校的整體

印象，家長亦就著有關老師、課外活動、功課量等

話題進行分享。

藝術天賦盡展

位於一樓走廊的校慶壁畫

低年級組冠軍洪紫熙
作品中的音符寓意著如彩虹般美麗的景天校園。

高年級組冠軍周綽琪
表達和平相處、互助互愛的景天校園生活。

同學在壁畫工作坊用心學習繪畫壁畫的技巧。

高年級同學用心地教導小朋友繪畫壁畫。

  為慶祝景天三十周年校慶，本校舉辦親子壁畫設計
比賽。學生在壁畫中表達愛德及在景天愉快的校園生活，

展現無窮創意。老師和學生在本校一樓走廊共同創作壁

畫，在牆壁畫上每一筆畫的色彩，為校園展開新的一面。

周年師生同創壁畫  留下美好印記30

畢業生專訪

陳芷穎  景嶺書院學生
  時間在彈指間匆匆飛逝，轉眼間離開了母校兩
年，可是在母校學習的時光仍歷歷在目。在小學六

年的學習生活中，我十分感謝老師們的教導，也感

謝各位同學的陪伴，令我能愉快地渡過每一天。升

上中學後，學習確實比從前辛苦，但景嶺書院的生

活也是多姿多彩的，老師們和同學也十分親切，所

以我衷心感謝母校各位老師對我的栽培，使我能夠

入讀一間適合我的中學。

  最後祝各位老師桃李滿門，學弟學妹們能夠渡
過愉快的小學生涯。

正向誠心  拓展未來校長的話

景林天主教小學
K i n g  L a m  C a t h o l i c  P r i m a r y  S c h o o l

外籍英語老師給景天學生的世界觀

張淑楠  將軍澳官立中學
  時間飛逝，小學時光一晃而過，轉眼間我已經
步入新的人生階段—中學。

  升上中學後，沒有人記住你喜歡喝的飲料，沒
有人圍著你 八卦，面對著陌生的同學和老師，不禁

感到害怕。回想起小學生活，小學時光說不上十分

充實，但又說不上枯燥無味，可是每天都有著不一

樣的小樂趣，小學一些不經意的小行為，例如：總

有人記住了你喜歡的口味，總有說不完的悄悄話，

總有不過分而有趣的笑話等等，這些都在畢業時如電影一般一一湧現在我

的腦海，心裡暖暖的，眼淚再次湧出來，讓我捨不得我的小學生活。

  每位家長對選擇心目中理
想學校的見解都不一樣，在我

個人而言，一間能夠對小朋友

關愛、願意悉心培育、與家長

分享小朋友成長發展的進展情

況及提供升學支援的學校，便

是我理想的學校。感恩景天真

的能夠達到我的理想。

  由當初擔憂女兒能否適應全新的小一學習環境到今天又要
為準備中一選校而苦惱，真的好感激校長及各位老師為我們家

長搜尋及分享不同的資訊及建議，令我忐忑徬徨的心情也輕鬆

了不少。得知學校最近獲得「樂繫校園」小學組傑出獎項，真

的是實至名歸。可喜可賀！

小提琴

揚琴

閃避球
花式跳繩

粵劇

家長心聲
家校合作

3K 陳采希及家長對學校的深情對訪

立即觀看影片

「樂繫校園獎勵計劃」榮獲傑出大獎
  上學年，本校參加了教育局、香港教育大學及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合辦的「樂繫校園獎勵計
劃」，榮獲傑出大獎，肯定了本校在近年致力於營造「正向」校園氛圍的成果。本校十分重視正向教

育，透過不同活動及課程，提升學生的投入感，對群體的承擔及整體學生與校園的連繫感。

  課室外設置「幸福快樂景天人」壁報，鼓勵同學互相發掘、
欣賞彼此的美德及性格強項，營造出正向的校園文化。

5C 區惠怡與媽媽合照

  本校為學生舉辦各類課外活動，以培養學生的個人興趣，發展其潛能
及多元智能，擴闊視野，在學術以外的知識領域建立良好的課外知識。

  中西樂器班：揚琴、柳琴和古箏；小提琴、大提琴、單簧管、長笛和
小號。

  中西樂團：管弦樂團、節奏樂隊、手鐘隊及牧童笛隊

「幸福快樂景天人」壁報

學生給老師寫感恩卡

主辦單位訪問校長

家長訪談影片
—《家長也有Say》

多元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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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 們 的 小

  今年度於九月復課首周開展為期三天的小一裝備課程，以協助小一學生適應小學
校園生活。學生參與了不同的學習和適應活動，包括：校園遊蹤、社交遊戲、體育課

及圖書課等，小一同學都對新的校園生活十分期待及投入。

課程新動 向  本校於本學年在三、四年級推行「自攜裝置(BYOD)」學習計劃，同學需要於中
文、英文、數學、常識、音樂及資訊科技科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除了使用電子書

外，同學會使用適切的互動教學軟件或平台進行學習，增加課堂的趣味性及互動性。

2020-2021 年學業成績龍虎榜

  我們於十月舉辦了小一「滿月生日會」活
動，慶祝小一生踏入人生另一階段，讓家長更了

解子女在學校的學習情況和學校的發展方向。
疫情下雖然人與人的距離遠了，但無阻家長、老師及學生向鏡頭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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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協助子女學習的方法，為第一次測驗

作最佳準備。

小一家長學堂
  我們定期舉辦小一家長「茶聚」，一方
面讓家長了解子女在校的生活，另一方面有

機會與班主任溝通交流，希望加強家校之間

的溝通和互動，達致更緊密的聯繫。

家校茶聚

與校長及班主任來一張大合照 老師分享不同科目溫習的小點子

  學校致力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興趣及發展，而每年的視藝展皆為學生提供一個互相觀摩
的機會。主題視覺藝術展發展至今已達五載，為展示本校學生於藝術教育的成就，視藝室

外走廊牆壁提供了展示平台，展示過往的主題視藝展作品：《蛋的奇遇》、《機械人之

旅》、《動物王國》、《漫遊色彩世界》及《懷舊香港》，讓學生能回顧當中的展品，激

發學生更多的創作靈感，他日能創作更多出色的視藝作品。

視藝展的回顧與展望

視藝室走廊牆壁換新裝

歡迎景天新成員
小一「滿月生日會」

「自攜裝置        」開展計劃(BYOD)

DTS 課程
  本校今年於小一英語課程中加入了DTS Programme，推展探究式主題單元，主題為Animals。透
過多元閱讀材料、參觀及體驗活動等，讓學生愉快地學習英語。相信同學一定十分期待下學期與Mr 
Alex和英文老師一起學習有關動物的知識！

如想了解更多有關 DTS課程內容 可掃描 QR code

六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歐子亮 高慧珊 冼穎悠

英文科 冼穎悠 卓諾賢 伍子謙

數學科 劉柏賢 伍子謙 歐子亮

六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吳宏熙
梁凱御
盧時炫

高鎧賢

英文科 余柏賢 高鎧賢 梁凱御

數學科 余柏賢 高鎧賢 譚凱澄

六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湯浩鈞
周綽琪
梁梓盈

蔡德賢
伍靖兒

英文科 鄧翹暉 蔡德賢 梁梓盈

數學科 周綽琪 湯浩鈞 蔡德賢

六智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歐陽穎琳
趙明基

丁曉晴
馮睿晞 
梁曉晴

英文科 丁曉晴 歐陽穎琳
趙明基
何綽蕎

數學科 趙明基 丁曉晴 李廷均

三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黃煒瑜 李博熙 梁凱驍

英文科 李博熙 陳采希 黃煒瑜

數學科 李博熙
陳鴻毅
黃煒瑜

邱博謙

三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植子皓 姜宇東 李旻駿

英文科 馮樺隽 林 晴 植子皓

數學科 姜宇東 植子皓 陸功宇

三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馬子堯 郭曦愉 趙家琦

英文科 袁焯謙 馬子堯 謝翊津

數學科 陳恩澄 馬子堯 姜愷曦

三智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馮天恩 譚幸瑜 陳緯軒

英文科 馮天恩 譚幸瑜 吳棹鋒

數學科 譚幸瑜
馮天恩
吳棹鋒

陳緯軒
蔡思澄

二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蔡語涵
陳子皓 
陳 譽 張銨滈

英文科
陳鈺琳
李晞雅

趙彥哲
陳 譽
吳思錡

數學科 張銨滈 蔡語涵 趙彥哲

二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蔡天允 黃梓琳 施晉銘

英文科 黃家嘉 關實奈帆 韓禮謙

數學科 關實奈帆 蔡天允 香有信

二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羅詩晴 劉梓賢 馮梓諾

英文科
馮梓諾
劉梓賢

陳樂軒 黃逸晴      

數學科 孫羽霆 劉梓賢 羅詩晴

四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陳玥寧
杜旨朗

黃卓珈 伍致遠

英文科 陳 穎 黎芷潼
蘇國鴻

杜旨朗

數學科 伍致遠 詹韞騫 林熙榆

四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王紫晴 羅詩琦
陳佩詩
洪紫熙

英文科 嚴珀晞 洪紫熙 龍悦言
數學科 王紫晴 吳瑞斌 洪紫熙

四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李可晴
林靖茵
劉佩欣
蘇國添

陳子愉

英文科 劉佩欣 李善皓 陳柏朗

數學科
李可晴
劉佩欣

陳柏朗
林靖茵
黃紫恩

李善皓
黃澤民

「開開心心上小一」

五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梁梓瑩
盧一諾
蘇雨縴

李駿熙

英文科 鄭惠心 陳曦琳 蘇雨縴

數學科 盧一諾 梁梓瑩 姜宇昇

五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胡馨予 區樂軒
陳宇萍
吳恩樂

英文科 區樂軒 胡馨予 區惠怡

數學科 區樂軒
胡馨予
林淑妮

區惠怡
陳宇萍
張浚軒

五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岑卓峰 楊梓靖 黎芷澄

英文科 林梓茵 黎芷澄 楊梓澄

數學科 岑卓峰
賴卓霖
譚子成

黎芷澄

五智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陳家杰 賴曉琳 區愷懿

英文科 區愷懿 黃鎧澄 趙家宜

數學科
區愷懿
陳家杰

顧浩南
何逸朗
黃鎧澄

賴曉琳

一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曾浩輝
王宇軒

孫旻儀 鄧沛殷

英文科 曾天晊 孫旻儀 陳艾琳

數學科 王宇軒 陳艾琳 成止善

一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林皚弢 杜涴晴 李坤儒

英文科
關裊言
姚 嵐 杜涴晴 張卓森

數學科
林皚弢
李坤儒
姚 嵐

關裊言
杜柏言
杜涴晴

洪雅嵐

一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梁秀汶
龍樂言

曾嘉盈 麥翠芝

英文科
梁秀汶
王梓媛

龍樂言 曾嘉盈

數學科 梁秀汶
麥翠芝
王梓媛

鍾卓蒨
龍樂言
曾嘉盈

  外籍老師Miss Nuria本年度加
入景天的大家庭，透過不同學習活

動，包括：四至六年級校本英文戲

劇課程、一至三年級英語會話、

Reading Buddies Programme等，
推動學生學習英語。

2020-2021 年度上學期測考至尊學科獎名單

年級 班別 姓名 考試

一年級 一禮 梁秀汶 上學期測驗

二年級 二仁 蔡語涵 上學期測驗

六年級 六義 高鎧賢 上學期段考

  我是譚佩瑩老師
，很高興能夠加入景天大家

庭。我今年任教音樂和科學科，我

所演奏的樂器是鋼琴、小號和牧童笛。

在景天，我感受到同學和老師們的熱情和

溫暖，非常感謝校長和各位老師的耐心引

導和幫忙，學習適應景天的校園生活。景天

孩子很活潑可愛，上課時也很聽話，也願

意虛心學習。希望你們能夠保持好學不

倦的態度，做個好孩子。譚老師也希

望你們能多欣賞音樂，享受音樂

的樂趣，愛上音樂。

我們的新老師

PEEGS - 推展校本英文課程

蘇顏鳳老師回來了

譚佩瑩老師

2 3 4



一我 們 的 小

  今年度於九月復課首周開展為期三天的小一裝備課程，以協助小一學生適應小學
校園生活。學生參與了不同的學習和適應活動，包括：校園遊蹤、社交遊戲、體育課

及圖書課等，小一同學都對新的校園生活十分期待及投入。

課程新動 向  本校於本學年在三、四年級推行「自攜裝置(BYOD)」學習計劃，同學需要於中
文、英文、數學、常識、音樂及資訊科技科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除了使用電子書

外，同學會使用適切的互動教學軟件或平台進行學習，增加課堂的趣味性及互動性。

2020-2021 年學業成績龍虎榜

  我們於十月舉辦了小一「滿月生日會」活
動，慶祝小一生踏入人生另一階段，讓家長更了

解子女在學校的學習情況和學校的發展方向。
疫情下雖然人與人的距離遠了，但無阻家長、老師及學生向鏡頭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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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協助子女學習的方法，為第一次測驗

作最佳準備。

小一家長學堂
  我們定期舉辦小一家長「茶聚」，一方
面讓家長了解子女在校的生活，另一方面有

機會與班主任溝通交流，希望加強家校之間

的溝通和互動，達致更緊密的聯繫。

家校茶聚

與校長及班主任來一張大合照 老師分享不同科目溫習的小點子

  學校致力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興趣及發展，而每年的視藝展皆為學生提供一個互相觀摩
的機會。主題視覺藝術展發展至今已達五載，為展示本校學生於藝術教育的成就，視藝室

外走廊牆壁提供了展示平台，展示過往的主題視藝展作品：《蛋的奇遇》、《機械人之

旅》、《動物王國》、《漫遊色彩世界》及《懷舊香港》，讓學生能回顧當中的展品，激

發學生更多的創作靈感，他日能創作更多出色的視藝作品。

視藝展的回顧與展望

視藝室走廊牆壁換新裝

歡迎景天新成員
小一「滿月生日會」

「自攜裝置        」開展計劃(BYOD)

DTS 課程
  本校今年於小一英語課程中加入了DTS Programme，推展探究式主題單元，主題為Animals。透
過多元閱讀材料、參觀及體驗活動等，讓學生愉快地學習英語。相信同學一定十分期待下學期與Mr 
Alex和英文老師一起學習有關動物的知識！

如想了解更多有關 DTS課程內容 可掃描 QR code

六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歐子亮 高慧珊 冼穎悠

英文科 冼穎悠 卓諾賢 伍子謙

數學科 劉柏賢 伍子謙 歐子亮

六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吳宏熙
梁凱御
盧時炫

高鎧賢

英文科 余柏賢 高鎧賢 梁凱御

數學科 余柏賢 高鎧賢 譚凱澄

六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湯浩鈞
周綽琪
梁梓盈

蔡德賢
伍靖兒

英文科 鄧翹暉 蔡德賢 梁梓盈

數學科 周綽琪 湯浩鈞 蔡德賢

六智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歐陽穎琳
趙明基

丁曉晴
馮睿晞 
梁曉晴

英文科 丁曉晴 歐陽穎琳
趙明基
何綽蕎

數學科 趙明基 丁曉晴 李廷均

三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黃煒瑜 李博熙 梁凱驍

英文科 李博熙 陳采希 黃煒瑜

數學科 李博熙
陳鴻毅
黃煒瑜

邱博謙

三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植子皓 姜宇東 李旻駿

英文科 馮樺隽 林 晴 植子皓

數學科 姜宇東 植子皓 陸功宇

三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馬子堯 郭曦愉 趙家琦

英文科 袁焯謙 馬子堯 謝翊津

數學科 陳恩澄 馬子堯 姜愷曦

三智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馮天恩 譚幸瑜 陳緯軒

英文科 馮天恩 譚幸瑜 吳棹鋒

數學科 譚幸瑜
馮天恩
吳棹鋒

陳緯軒
蔡思澄

二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蔡語涵
陳子皓 
陳 譽 張銨滈

英文科
陳鈺琳
李晞雅

趙彥哲
陳 譽
吳思錡

數學科 張銨滈 蔡語涵 趙彥哲

二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蔡天允 黃梓琳 施晉銘

英文科 黃家嘉 關實奈帆 韓禮謙

數學科 關實奈帆 蔡天允 香有信

二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羅詩晴 劉梓賢 馮梓諾

英文科
馮梓諾
劉梓賢

陳樂軒 黃逸晴      

數學科 孫羽霆 劉梓賢 羅詩晴

四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陳玥寧
杜旨朗

黃卓珈 伍致遠

英文科 陳 穎 黎芷潼
蘇國鴻

杜旨朗

數學科 伍致遠 詹韞騫 林熙榆

四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王紫晴 羅詩琦
陳佩詩
洪紫熙

英文科 嚴珀晞 洪紫熙 龍悦言
數學科 王紫晴 吳瑞斌 洪紫熙

四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李可晴
林靖茵
劉佩欣
蘇國添

陳子愉

英文科 劉佩欣 李善皓 陳柏朗

數學科
李可晴
劉佩欣

陳柏朗
林靖茵
黃紫恩

李善皓
黃澤民

「開開心心上小一」

五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梁梓瑩
盧一諾
蘇雨縴

李駿熙

英文科 鄭惠心 陳曦琳 蘇雨縴

數學科 盧一諾 梁梓瑩 姜宇昇

五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胡馨予 區樂軒
陳宇萍
吳恩樂

英文科 區樂軒 胡馨予 區惠怡

數學科 區樂軒
胡馨予
林淑妮

區惠怡
陳宇萍
張浚軒

五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岑卓峰 楊梓靖 黎芷澄

英文科 林梓茵 黎芷澄 楊梓澄

數學科 岑卓峰
賴卓霖
譚子成

黎芷澄

五智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陳家杰 賴曉琳 區愷懿

英文科 區愷懿 黃鎧澄 趙家宜

數學科
區愷懿
陳家杰

顧浩南
何逸朗
黃鎧澄

賴曉琳

一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曾浩輝
王宇軒

孫旻儀 鄧沛殷

英文科 曾天晊 孫旻儀 陳艾琳

數學科 王宇軒 陳艾琳 成止善

一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林皚弢 杜涴晴 李坤儒

英文科
關裊言
姚 嵐 杜涴晴 張卓森

數學科
林皚弢
李坤儒
姚 嵐

關裊言
杜柏言
杜涴晴

洪雅嵐

一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梁秀汶
龍樂言

曾嘉盈 麥翠芝

英文科
梁秀汶
王梓媛

龍樂言 曾嘉盈

數學科 梁秀汶
麥翠芝
王梓媛

鍾卓蒨
龍樂言
曾嘉盈

  外籍老師Miss Nuria本年度加
入景天的大家庭，透過不同學習活

動，包括：四至六年級校本英文戲

劇課程、一至三年級英語會話、

Reading Buddies Programme等，
推動學生學習英語。

2020-2021 年度上學期測考至尊學科獎名單

年級 班別 姓名 考試

一年級 一禮 梁秀汶 上學期測驗

二年級 二仁 蔡語涵 上學期測驗

六年級 六義 高鎧賢 上學期段考

  我是譚佩瑩老師
，很高興能夠加入景天大家

庭。我今年任教音樂和科學科，我

所演奏的樂器是鋼琴、小號和牧童笛。

在景天，我感受到同學和老師們的熱情和

溫暖，非常感謝校長和各位老師的耐心引

導和幫忙，學習適應景天的校園生活。景天

孩子很活潑可愛，上課時也很聽話，也願

意虛心學習。希望你們能夠保持好學不

倦的態度，做個好孩子。譚老師也希

望你們能多欣賞音樂，享受音樂

的樂趣，愛上音樂。

我們的新老師

PEEGS - 推展校本英文課程

蘇顏鳳老師回來了

譚佩瑩老師

2 3 4



一我 們 的 小

  今年度於九月復課首周開展為期三天的小一裝備課程，以協助小一學生適應小學
校園生活。學生參與了不同的學習和適應活動，包括：校園遊蹤、社交遊戲、體育課

及圖書課等，小一同學都對新的校園生活十分期待及投入。

課程新動 向  本校於本學年在三、四年級推行「自攜裝置(BYOD)」學習計劃，同學需要於中
文、英文、數學、常識、音樂及資訊科技科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除了使用電子書

外，同學會使用適切的互動教學軟件或平台進行學習，增加課堂的趣味性及互動性。

2020-2021 年學業成績龍虎榜

  我們於十月舉辦了小一「滿月生日會」活
動，慶祝小一生踏入人生另一階段，讓家長更了

解子女在學校的學習情況和學校的發展方向。
疫情下雖然人與人的距離遠了，但無阻家長、老師及學生向鏡頭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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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協助子女學習的方法，為第一次測驗

作最佳準備。

小一家長學堂
  我們定期舉辦小一家長「茶聚」，一方
面讓家長了解子女在校的生活，另一方面有

機會與班主任溝通交流，希望加強家校之間

的溝通和互動，達致更緊密的聯繫。

家校茶聚

與校長及班主任來一張大合照 老師分享不同科目溫習的小點子

  學校致力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興趣及發展，而每年的視藝展皆為學生提供一個互相觀摩
的機會。主題視覺藝術展發展至今已達五載，為展示本校學生於藝術教育的成就，視藝室

外走廊牆壁提供了展示平台，展示過往的主題視藝展作品：《蛋的奇遇》、《機械人之

旅》、《動物王國》、《漫遊色彩世界》及《懷舊香港》，讓學生能回顧當中的展品，激

發學生更多的創作靈感，他日能創作更多出色的視藝作品。

視藝展的回顧與展望

視藝室走廊牆壁換新裝

歡迎景天新成員
小一「滿月生日會」

「自攜裝置        」開展計劃(BYOD)

DTS 課程
  本校今年於小一英語課程中加入了DTS Programme，推展探究式主題單元，主題為Animals。透
過多元閱讀材料、參觀及體驗活動等，讓學生愉快地學習英語。相信同學一定十分期待下學期與Mr 
Alex和英文老師一起學習有關動物的知識！

如想了解更多有關 DTS課程內容 可掃描 QR code

六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歐子亮 高慧珊 冼穎悠

英文科 冼穎悠 卓諾賢 伍子謙

數學科 劉柏賢 伍子謙 歐子亮

六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吳宏熙
梁凱御
盧時炫

高鎧賢

英文科 余柏賢 高鎧賢 梁凱御

數學科 余柏賢 高鎧賢 譚凱澄

六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湯浩鈞
周綽琪
梁梓盈

蔡德賢
伍靖兒

英文科 鄧翹暉 蔡德賢 梁梓盈

數學科 周綽琪 湯浩鈞 蔡德賢

六智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歐陽穎琳
趙明基

丁曉晴
馮睿晞 
梁曉晴

英文科 丁曉晴 歐陽穎琳
趙明基
何綽蕎

數學科 趙明基 丁曉晴 李廷均

三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黃煒瑜 李博熙 梁凱驍

英文科 李博熙 陳采希 黃煒瑜

數學科 李博熙
陳鴻毅
黃煒瑜

邱博謙

三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植子皓 姜宇東 李旻駿

英文科 馮樺隽 林 晴 植子皓

數學科 姜宇東 植子皓 陸功宇

三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馬子堯 郭曦愉 趙家琦

英文科 袁焯謙 馬子堯 謝翊津

數學科 陳恩澄 馬子堯 姜愷曦

三智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馮天恩 譚幸瑜 陳緯軒

英文科 馮天恩 譚幸瑜 吳棹鋒

數學科 譚幸瑜
馮天恩
吳棹鋒

陳緯軒
蔡思澄

二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蔡語涵
陳子皓 
陳 譽 張銨滈

英文科
陳鈺琳
李晞雅

趙彥哲
陳 譽
吳思錡

數學科 張銨滈 蔡語涵 趙彥哲

二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蔡天允 黃梓琳 施晉銘

英文科 黃家嘉 關實奈帆 韓禮謙

數學科 關實奈帆 蔡天允 香有信

二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羅詩晴 劉梓賢 馮梓諾

英文科
馮梓諾
劉梓賢

陳樂軒 黃逸晴      

數學科 孫羽霆 劉梓賢 羅詩晴

四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陳玥寧
杜旨朗

黃卓珈 伍致遠

英文科 陳 穎 黎芷潼
蘇國鴻

杜旨朗

數學科 伍致遠 詹韞騫 林熙榆

四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王紫晴 羅詩琦
陳佩詩
洪紫熙

英文科 嚴珀晞 洪紫熙 龍悦言
數學科 王紫晴 吳瑞斌 洪紫熙

四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李可晴
林靖茵
劉佩欣
蘇國添

陳子愉

英文科 劉佩欣 李善皓 陳柏朗

數學科
李可晴
劉佩欣

陳柏朗
林靖茵
黃紫恩

李善皓
黃澤民

「開開心心上小一」

五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梁梓瑩
盧一諾
蘇雨縴

李駿熙

英文科 鄭惠心 陳曦琳 蘇雨縴

數學科 盧一諾 梁梓瑩 姜宇昇

五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胡馨予 區樂軒
陳宇萍
吳恩樂

英文科 區樂軒 胡馨予 區惠怡

數學科 區樂軒
胡馨予
林淑妮

區惠怡
陳宇萍
張浚軒

五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岑卓峰 楊梓靖 黎芷澄

英文科 林梓茵 黎芷澄 楊梓澄

數學科 岑卓峰
賴卓霖
譚子成

黎芷澄

五智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陳家杰 賴曉琳 區愷懿

英文科 區愷懿 黃鎧澄 趙家宜

數學科
區愷懿
陳家杰

顧浩南
何逸朗
黃鎧澄

賴曉琳

一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曾浩輝
王宇軒

孫旻儀 鄧沛殷

英文科 曾天晊 孫旻儀 陳艾琳

數學科 王宇軒 陳艾琳 成止善

一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林皚弢 杜涴晴 李坤儒

英文科
關裊言
姚 嵐 杜涴晴 張卓森

數學科
林皚弢
李坤儒
姚 嵐

關裊言
杜柏言
杜涴晴

洪雅嵐

一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梁秀汶
龍樂言

曾嘉盈 麥翠芝

英文科
梁秀汶
王梓媛

龍樂言 曾嘉盈

數學科 梁秀汶
麥翠芝
王梓媛

鍾卓蒨
龍樂言
曾嘉盈

  外籍老師Miss Nuria本年度加
入景天的大家庭，透過不同學習活

動，包括：四至六年級校本英文戲

劇課程、一至三年級英語會話、

Reading Buddies Programme等，
推動學生學習英語。

2020-2021 年度上學期測考至尊學科獎名單

年級 班別 姓名 考試

一年級 一禮 梁秀汶 上學期測驗

二年級 二仁 蔡語涵 上學期測驗

六年級 六義 高鎧賢 上學期段考

  我是譚佩瑩老師
，很高興能夠加入景天大家

庭。我今年任教音樂和科學科，我

所演奏的樂器是鋼琴、小號和牧童笛。

在景天，我感受到同學和老師們的熱情和

溫暖，非常感謝校長和各位老師的耐心引

導和幫忙，學習適應景天的校園生活。景天

孩子很活潑可愛，上課時也很聽話，也願

意虛心學習。希望你們能夠保持好學不

倦的態度，做個好孩子。譚老師也希

望你們能多欣賞音樂，享受音樂

的樂趣，愛上音樂。

我們的新老師

PEEGS - 推展校本英文課程

蘇顏鳳老師回來了

譚佩瑩老師

2 3 4



Alex:
1) Mr Alex, what are some of your hobbies you enjoy doing at the weekend?
I enjoy spending my free time outdoors in nature with my wife and friends. I 
enjoy running in the mountains, hiking, camping and swimming in the ocean. 
I also enter many trail running races when it isn't too hot.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pend time in nature and keep your mind and body fit and healthy. 
2) There are some new things on the 2/F this year,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m?
Yes we have a world map outside the P1 classrooms and English Room. On 
the map we can find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m. We 
can learn about their food, animals, weather and famous landmarks. We also 
have a new smartboard named Sam in the English Room. Sam is great for 
phonics, reading, writing and watching interesting videos. 
3) Why do you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English? 
Learning English can help you travel and experience more of the world. It 
allows you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o study 
abroad and live in interesting and different places if you wa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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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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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

  經過了漫長的停課及非面授課堂，同學終於
在 9月底分階段回到景天的大家庭。疫情期間，

我們突破了半天上課的種種限制，配合資訊科技，堅持讓學生持續參與不同的活動及

訓練。我們亦製作了不少校本教材，包括《普通話學習中文》等影片，促進自主學習。

  暑假過後，「景天校園」換了新裝，活潑的同學為學校增添了生命力。全新裝修
的活動室及音樂室，安裝了防震地板及隔音設備；禮堂更換了的燈光、冷氣、風扇及

音響設備，校園重鋪了防滑麻石地磚。本校積極拓展「正向教育」，在校園處處充滿

「美德」的氛圍，希望能潛移默化，以「正向」氛圍陶育「景天好孩子」。Mr.Alex亦以「世界長廊」為設計主題，美化了英語學習中心
外的長廊，盡展培育孩子活學英語、走向世界的抱負。

  感謝天父的恩慈，景天老師常懷熱誠，為實踐教育抱負而努力不懈。2019-2020年本校榮獲「樂
繫校園獎勵計劃」的「傑出大獎」，為我們的教育工作帶來了衝擊及動力。願我們同心培育孩子，成

就能認識自我，懂得推己及人，以愛回饋生命，日後成為掌握自己人生的「幸福快樂景天人」。我們

定必以「平等教育機會」為原則，實踐「一個都不能少」的信念，以愛因材施教，成就美好的將來。

  本學年，景天的訓輔主題是：「節制自律，勇敢正直」。我們定必貫徹「正向教育」目標，幫助
孩子建立正確價值觀，養成良好品德；家校同心、攜手努力，播下種栽種幼苗，共建美好的未來。

  最後，我衷心感謝家長們一直以來的配合與支持，在疫情期間全面配合學校的安排，讓各項「在
家學習」措施運作暢順。 何詠懿校長

2020年 11月

Nuria:
1) Ms Nuria, what are some of your hobbies you enjoy doing at the weekend?
I love being outdoors, especially when it is sunny. I usually go for a picnic 
in the park, to the beach or for a walk somewhere I haven't been before. 
Another thing I like is going to the cinema, to the theatre, and to watch dance 
shows or art exhibitions. 
2) What do you like about teaching drama?
I like for kids to learn about the magical world that theatre can be. It is fun, 
it encourages teamwork and sparks creativity. I like how students can grow 
from it to become their best and most confident selves!
3) Why do you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English?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any new language! It gives you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ld, helps you travel, and make new friends. However, I think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learn English because it happens to be the most 
useful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為了營造正向校
園，本校以「仁愛」、
「節制」、「勇氣」、
「公義」、「知識與智
慧」及「靈性與超越」
六大美德為主題設置壁
畫，希望學生能潛移默
化，實踐美德。

升中動向
  本校重視升中支援，分別於 10月及 12月舉行了「小四及
小五」和「小六」的升中家長講座及座談會，內容主要讓家長了

解升中派位機制及學生的學習表現，並提供選校意見，讓家長能

夠替子女選取合適的中學。
家長座談會 升中簡介

何雅儀  將軍澳官立中學
  時光荏苒，離開母校已經
兩年了，今年升上中二，學業

比中一的忙碌。告訴你們一個

好消息：去年中一，我拿了全

班第三名，這都是有賴母校師

長們的教導，我才能取得優秀

的成績。我最感謝的人必定是

班主任─馬老師和黃老師，

因為她們幫助我打好學習的基礎，為進入中學作好充

足的準備，使我升中後的學習更得心應手。最後想和

大家分享，要在讀書與玩樂之間取得平衡，玩樂時亦

要努力讀書，這樣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

黎洛樂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不知不覺離開景天已有兩
年，感恩有機會在景天成長，

因著小學各位老師所教導的知

識和道理，令我很快適應了中

學生活，也考取了全級第四名

和全班第二名。因母校提供多

元化的課外活動，讓我不但能

發掘興趣，也培養出勇於嘗試

的精神。現在，我在中學擔任風紀一職，也參加了攝

影及攝錄學會。

  最後感謝各位老師多年的循循善誘，並祝母校和
老師們桃李滿門，同學們有段愉快的校園生活！

  學校素來重視與家長之間的溝通，因此學校於
9月上旬邀請了不同年級的學生及畢業生家長，分
享他們對學校的感受，並製作《家長也有 Say》家
長心聲系列影片。影片內容講述家長對學校的整體

印象，家長亦就著有關老師、課外活動、功課量等

話題進行分享。

藝術天賦盡展

位於一樓走廊的校慶壁畫

低年級組冠軍洪紫熙
作品中的音符寓意著如彩虹般美麗的景天校園。

高年級組冠軍周綽琪
表達和平相處、互助互愛的景天校園生活。

同學在壁畫工作坊用心學習繪畫壁畫的技巧。

高年級同學用心地教導小朋友繪畫壁畫。

  為慶祝景天三十周年校慶，本校舉辦親子壁畫設計
比賽。學生在壁畫中表達愛德及在景天愉快的校園生活，

展現無窮創意。老師和學生在本校一樓走廊共同創作壁

畫，在牆壁畫上每一筆畫的色彩，為校園展開新的一面。

周年師生同創壁畫  留下美好印記30

畢業生專訪

陳芷穎  景嶺書院學生
  時間在彈指間匆匆飛逝，轉眼間離開了母校兩
年，可是在母校學習的時光仍歷歷在目。在小學六

年的學習生活中，我十分感謝老師們的教導，也感

謝各位同學的陪伴，令我能愉快地渡過每一天。升

上中學後，學習確實比從前辛苦，但景嶺書院的生

活也是多姿多彩的，老師們和同學也十分親切，所

以我衷心感謝母校各位老師對我的栽培，使我能夠

入讀一間適合我的中學。

  最後祝各位老師桃李滿門，學弟學妹們能夠渡
過愉快的小學生涯。

正向誠心  拓展未來校長的話

景林天主教小學
K i n g  L a m  C a t h o l i c  P r i m a r y  S c h o o l

外籍英語老師給景天學生的世界觀

張淑楠  將軍澳官立中學
  時間飛逝，小學時光一晃而過，轉眼間我已經
步入新的人生階段—中學。

  升上中學後，沒有人記住你喜歡喝的飲料，沒
有人圍著你 八卦，面對著陌生的同學和老師，不禁

感到害怕。回想起小學生活，小學時光說不上十分

充實，但又說不上枯燥無味，可是每天都有著不一

樣的小樂趣，小學一些不經意的小行為，例如：總

有人記住了你喜歡的口味，總有說不完的悄悄話，

總有不過分而有趣的笑話等等，這些都在畢業時如電影一般一一湧現在我

的腦海，心裡暖暖的，眼淚再次湧出來，讓我捨不得我的小學生活。

  每位家長對選擇心目中理
想學校的見解都不一樣，在我

個人而言，一間能夠對小朋友

關愛、願意悉心培育、與家長

分享小朋友成長發展的進展情

況及提供升學支援的學校，便

是我理想的學校。感恩景天真

的能夠達到我的理想。

  由當初擔憂女兒能否適應全新的小一學習環境到今天又要
為準備中一選校而苦惱，真的好感激校長及各位老師為我們家

長搜尋及分享不同的資訊及建議，令我忐忑徬徨的心情也輕鬆

了不少。得知學校最近獲得「樂繫校園」小學組傑出獎項，真

的是實至名歸。可喜可賀！

小提琴

揚琴

閃避球
花式跳繩

粵劇

家長心聲
家校合作

3K 陳采希及家長對學校的深情對訪

立即觀看影片

「樂繫校園獎勵計劃」榮獲傑出大獎
  上學年，本校參加了教育局、香港教育大學及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合辦的「樂繫校園獎勵計
劃」，榮獲傑出大獎，肯定了本校在近年致力於營造「正向」校園氛圍的成果。本校十分重視正向教

育，透過不同活動及課程，提升學生的投入感，對群體的承擔及整體學生與校園的連繫感。

  課室外設置「幸福快樂景天人」壁報，鼓勵同學互相發掘、
欣賞彼此的美德及性格強項，營造出正向的校園文化。

5C 區惠怡與媽媽合照

  本校為學生舉辦各類課外活動，以培養學生的個人興趣，發展其潛能
及多元智能，擴闊視野，在學術以外的知識領域建立良好的課外知識。

  中西樂器班：揚琴、柳琴和古箏；小提琴、大提琴、單簧管、長笛和
小號。

  中西樂團：管弦樂團、節奏樂隊、手鐘隊及牧童笛隊

「幸福快樂景天人」壁報

學生給老師寫感恩卡

主辦單位訪問校長

家長訪談影片
—《家長也有Say》

多元化活動

65



Alex:
1) Mr Alex, what are some of your hobbies you enjoy doing at the weekend?
I enjoy spending my free time outdoors in nature with my wife and friends. I 
enjoy running in the mountains, hiking, camping and swimming in the ocean. 
I also enter many trail running races when it isn't too hot.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pend time in nature and keep your mind and body fit and healthy. 
2) There are some new things on the 2/F this year,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m?
Yes we have a world map outside the P1 classrooms and English Room. On 
the map we can find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m. We 
can learn about their food, animals, weather and famous landmarks. We also 
have a new smartboard named Sam in the English Room. Sam is great for 
phonics, reading, writing and watching interesting videos. 
3) Why do you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English? 
Learning English can help you travel and experience more of the world. It 
allows you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o study 
abroad and live in interesting and different places if you wa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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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了漫長的停課及非面授課堂，同學終於
在 9月底分階段回到景天的大家庭。疫情期間，

我們突破了半天上課的種種限制，配合資訊科技，堅持讓學生持續參與不同的活動及

訓練。我們亦製作了不少校本教材，包括《普通話學習中文》等影片，促進自主學習。

  暑假過後，「景天校園」換了新裝，活潑的同學為學校增添了生命力。全新裝修
的活動室及音樂室，安裝了防震地板及隔音設備；禮堂更換了的燈光、冷氣、風扇及

音響設備，校園重鋪了防滑麻石地磚。本校積極拓展「正向教育」，在校園處處充滿

「美德」的氛圍，希望能潛移默化，以「正向」氛圍陶育「景天好孩子」。Mr.Alex亦以「世界長廊」為設計主題，美化了英語學習中心
外的長廊，盡展培育孩子活學英語、走向世界的抱負。

  感謝天父的恩慈，景天老師常懷熱誠，為實踐教育抱負而努力不懈。2019-2020年本校榮獲「樂
繫校園獎勵計劃」的「傑出大獎」，為我們的教育工作帶來了衝擊及動力。願我們同心培育孩子，成

就能認識自我，懂得推己及人，以愛回饋生命，日後成為掌握自己人生的「幸福快樂景天人」。我們

定必以「平等教育機會」為原則，實踐「一個都不能少」的信念，以愛因材施教，成就美好的將來。

  本學年，景天的訓輔主題是：「節制自律，勇敢正直」。我們定必貫徹「正向教育」目標，幫助
孩子建立正確價值觀，養成良好品德；家校同心、攜手努力，播下種栽種幼苗，共建美好的未來。

  最後，我衷心感謝家長們一直以來的配合與支持，在疫情期間全面配合學校的安排，讓各項「在
家學習」措施運作暢順。 何詠懿校長

2020年 11月

Nuria:
1) Ms Nuria, what are some of your hobbies you enjoy doing at the weekend?
I love being outdoors, especially when it is sunny. I usually go for a picnic 
in the park, to the beach or for a walk somewhere I haven't been before. 
Another thing I like is going to the cinema, to the theatre, and to watch dance 
shows or art exhibitions. 
2) What do you like about teaching drama?
I like for kids to learn about the magical world that theatre can be. It is fun, 
it encourages teamwork and sparks creativity. I like how students can grow 
from it to become their best and most confident selves!
3) Why do you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English?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any new language! It gives you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ld, helps you travel, and make new friends. However, I think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learn English because it happens to be the most 
useful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為了營造正向校
園，本校以「仁愛」、
「節制」、「勇氣」、
「公義」、「知識與智
慧」及「靈性與超越」
六大美德為主題設置壁
畫，希望學生能潛移默
化，實踐美德。

升中動向
  本校重視升中支援，分別於 10月及 12月舉行了「小四及
小五」和「小六」的升中家長講座及座談會，內容主要讓家長了

解升中派位機制及學生的學習表現，並提供選校意見，讓家長能

夠替子女選取合適的中學。
家長座談會 升中簡介

何雅儀  將軍澳官立中學
  時光荏苒，離開母校已經
兩年了，今年升上中二，學業

比中一的忙碌。告訴你們一個

好消息：去年中一，我拿了全

班第三名，這都是有賴母校師

長們的教導，我才能取得優秀

的成績。我最感謝的人必定是

班主任─馬老師和黃老師，

因為她們幫助我打好學習的基礎，為進入中學作好充

足的準備，使我升中後的學習更得心應手。最後想和

大家分享，要在讀書與玩樂之間取得平衡，玩樂時亦

要努力讀書，這樣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

黎洛樂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不知不覺離開景天已有兩
年，感恩有機會在景天成長，

因著小學各位老師所教導的知

識和道理，令我很快適應了中

學生活，也考取了全級第四名

和全班第二名。因母校提供多

元化的課外活動，讓我不但能

發掘興趣，也培養出勇於嘗試

的精神。現在，我在中學擔任風紀一職，也參加了攝

影及攝錄學會。

  最後感謝各位老師多年的循循善誘，並祝母校和
老師們桃李滿門，同學們有段愉快的校園生活！

  學校素來重視與家長之間的溝通，因此學校於
9月上旬邀請了不同年級的學生及畢業生家長，分
享他們對學校的感受，並製作《家長也有 Say》家
長心聲系列影片。影片內容講述家長對學校的整體

印象，家長亦就著有關老師、課外活動、功課量等

話題進行分享。

藝術天賦盡展

位於一樓走廊的校慶壁畫

低年級組冠軍洪紫熙
作品中的音符寓意著如彩虹般美麗的景天校園。

高年級組冠軍周綽琪
表達和平相處、互助互愛的景天校園生活。

同學在壁畫工作坊用心學習繪畫壁畫的技巧。

高年級同學用心地教導小朋友繪畫壁畫。

  為慶祝景天三十周年校慶，本校舉辦親子壁畫設計
比賽。學生在壁畫中表達愛德及在景天愉快的校園生活，

展現無窮創意。老師和學生在本校一樓走廊共同創作壁

畫，在牆壁畫上每一筆畫的色彩，為校園展開新的一面。

周年師生同創壁畫  留下美好印記30

畢業生專訪

陳芷穎  景嶺書院學生
  時間在彈指間匆匆飛逝，轉眼間離開了母校兩
年，可是在母校學習的時光仍歷歷在目。在小學六

年的學習生活中，我十分感謝老師們的教導，也感

謝各位同學的陪伴，令我能愉快地渡過每一天。升

上中學後，學習確實比從前辛苦，但景嶺書院的生

活也是多姿多彩的，老師們和同學也十分親切，所

以我衷心感謝母校各位老師對我的栽培，使我能夠

入讀一間適合我的中學。

  最後祝各位老師桃李滿門，學弟學妹們能夠渡
過愉快的小學生涯。

正向誠心  拓展未來校長的話

景林天主教小學
K i n g  L a m  C a t h o l i c  P r i m a r y  S c h o o l

外籍英語老師給景天學生的世界觀

張淑楠  將軍澳官立中學
  時間飛逝，小學時光一晃而過，轉眼間我已經
步入新的人生階段—中學。

  升上中學後，沒有人記住你喜歡喝的飲料，沒
有人圍著你 八卦，面對著陌生的同學和老師，不禁

感到害怕。回想起小學生活，小學時光說不上十分

充實，但又說不上枯燥無味，可是每天都有著不一

樣的小樂趣，小學一些不經意的小行為，例如：總

有人記住了你喜歡的口味，總有說不完的悄悄話，

總有不過分而有趣的笑話等等，這些都在畢業時如電影一般一一湧現在我

的腦海，心裡暖暖的，眼淚再次湧出來，讓我捨不得我的小學生活。

  每位家長對選擇心目中理
想學校的見解都不一樣，在我

個人而言，一間能夠對小朋友

關愛、願意悉心培育、與家長

分享小朋友成長發展的進展情

況及提供升學支援的學校，便

是我理想的學校。感恩景天真

的能夠達到我的理想。

  由當初擔憂女兒能否適應全新的小一學習環境到今天又要
為準備中一選校而苦惱，真的好感激校長及各位老師為我們家

長搜尋及分享不同的資訊及建議，令我忐忑徬徨的心情也輕鬆

了不少。得知學校最近獲得「樂繫校園」小學組傑出獎項，真

的是實至名歸。可喜可賀！

小提琴

揚琴

閃避球
花式跳繩

粵劇

家長心聲
家校合作

3K 陳采希及家長對學校的深情對訪

立即觀看影片

「樂繫校園獎勵計劃」榮獲傑出大獎
  上學年，本校參加了教育局、香港教育大學及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合辦的「樂繫校園獎勵計
劃」，榮獲傑出大獎，肯定了本校在近年致力於營造「正向」校園氛圍的成果。本校十分重視正向教

育，透過不同活動及課程，提升學生的投入感，對群體的承擔及整體學生與校園的連繫感。

  課室外設置「幸福快樂景天人」壁報，鼓勵同學互相發掘、
欣賞彼此的美德及性格強項，營造出正向的校園文化。

5C 區惠怡與媽媽合照

  本校為學生舉辦各類課外活動，以培養學生的個人興趣，發展其潛能
及多元智能，擴闊視野，在學術以外的知識領域建立良好的課外知識。

  中西樂器班：揚琴、柳琴和古箏；小提琴、大提琴、單簧管、長笛和
小號。

  中西樂團：管弦樂團、節奏樂隊、手鐘隊及牧童笛隊

「幸福快樂景天人」壁報

學生給老師寫感恩卡

主辦單位訪問校長

家長訪談影片
—《家長也有Say》

多元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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