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堂新貌

粉飾學校大堂及 
更新資訊科技設施 倫理宗教 - 開學彌撒

本校於暑假期間進行了粉飾大堂工程，
工程如期於開學前竣工。同學們在開學日都
感到大堂煥然一新。

另一方面，校方亦於暑假期間購置了
一些資訊科技的設備，包括電腦伺服器、
多部課室投影機及電子白板，以改善教學
的效果，此外，還更新了圖書館電腦及管
理系統，也購置了 eClass 教學系統。

開學彌撒當天，全校師生一同前往天主教聖安德肋堂參與彌撒，是
次彌撒由前本校校監馬偉良神父主祭。

在美輪美奐的聖堂中，學生能與天主更親近，領受基督的恩寵。彌撒
當中，學生以歌聲讚美主，感謝天主賜予學習機會。校監馬偉良神父以有
趣的故事帶出無私分享的美德，勉勵學生努力向學之餘，亦要學懂感恩及
互相分享。

聖母聖心會羅馬副會長訪校，與兩任校監及校長在祈禱室合照留念。  

景林天主教小學
King Lam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地址 : 將軍澳景林邨       網址 : http://www.klcps.edu.hk

電話 : 27030499     傳真 : 27040977     電郵 : klcps@klcps.school.hk

蒙天主的恩賜，「景天」渡過多姿多彩的一年。學生除了升中派位理想外，在校際比賽亦屢獲

殊榮。在天主的安排下，本人有幸加入了景天大家庭，深深感受到「景天」師生及家長的關愛；將

軍澳天主教小學榮休校長謝錦明先生，今年度亦成為了我們的校監。我們將帶領「景天」齊步邁向

新里程。 

「景天」有幾項令人鼓舞的發展，給學校注入新動力，推動我們把辦學的使命更發揚光大。為

了加強資優培育，本年度我們於小一數學科進行課程統整，濃縮重複的課題，並加入二年級課程，

逐年推展，期望至小六下學期教授中學「全英語數學課程」。來年度於小一加入以英語教授的科學

科 (Science) ，讓學生學到更多生活化的英語。今年亦成功申請香港優質教育基金，在中文科發展

「閱、劇」新課程。我們深信進一步擴闊不同的學習範疇，必能提供更有利學生的學習，優化幼小

銜接和升中銜接。

「景天」一向重視提升學生的品德情操，我們期望「景天」學生在教師的潛移默化下，即使面

向複雜的世界，也能展現美德、真誠和自信，愛主愛人。

何詠懿校長

校監的話   Our hope for the future rests on young people who are able to think 
creatively,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and to have a sense of commitment 
to society. Good primary education is central to equipping our children 
with these qualities which will be the foundation for our future success. 

In this regard our school is always concerned with the children’s 
learning especially in the adaption of the kindergarten to J.1 primary 
schooling and the J.6 students to secondary schools. About 5 years 
ago, we set up a science room to encourage our children to explore 
knowledge through experiments. This aroused their curiosity and 
motivation to discover scientific rules. With the view to facilitating 
our children’s research and the J.6 students’ bridging to secondary 
education, we shall introduce   science lessons starting from J.1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Our plan was hopefully recognized by the EDB 
and accepted by the teachers and most of parents.

In addition, our mathematic teachers have 
been scrutinizing the whole primary mathematic 
curriculum since October. They are trying to trim 
out some overlapping curriculum with the aim of 
releasing time to provide J.6 student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secondary mathematic in the 
later stages of their final year.

The success of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above learning depends on the trust and the 
co-operation of our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re may be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we 
commit to providing quality education to our students. 

Tse Kam Ming
Supervisor

敢於創新 邁步向前 

校長的話   
我們相信學習能影響行為，改

變未來 !

活用 IT
為了加強推行電

子教學，教師使用互動
電子白板授課。

學生輕觸白板回
答問題，提升學生及
教師之間的互動學習機
會，促進學習過程的師
生互動，令課堂變得更
有趣。 1



中文科伴讀計劃
伴讀計劃於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5 月，逢

星期一午息進行。
本校家長義工及五、六年級大哥哥大姐姐擔任

伴讀大使，為一至三年級學生進行伴讀。

家長義工進行伴讀

校本英語戲劇課程
• 教育局提升小學英語水平津貼 (EEGS) 計劃踏入第

二年度，以發展四至六年級校本「英語戲劇課」，
將戲劇元素融入英文科，給予學生多樣性語言學
習方式，讓他們生愉快地及有創意地學習。外籍
英語老師也為一至三年級學生提供課後英語戲劇
課程。

外籍英語老師晨讀計劃
• 本年度景天共有三位外籍英語老師協助英文科推行不同英

語學習計劃和活動。

• 學校為了鼓勵學生多閱讀英文圖書，培養他們閱讀的習
慣，逢星期二、三及四早會前，由外籍英語老師以小組形
式為同學進行晨早英語閱讀課 ( 上午 7:45-8:05)，以提升
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興趣及發展其閱讀能力。

初級組
冠軍：２Ｂ譚雨晴   亞軍：２Ａ吳嘉敏   季軍：１Ｂ蘇家瑩

中級組
冠軍：４Ａ施建捷   亞軍：４Ｂ姚鎧瑜   季軍：３Ａ文浩堯

高級組
冠軍：６Ａ侯旖玲   亞軍：６Ａ聶卓熙   季軍：６Ｂ陳泓宇

班別 中文 英文 數學

1A 黃海汶
黃愛霖
王維軒

黃海汶

1B 蘇家瑩 林翰琛
林翰琛
蘇家瑩
謝琇玕

2A 于芷茵 于芷茵 于芷茵

2B 鄺嘉偉 鄺嘉偉 孫栩垚

3A 李明軒 文浩堯 李明軒

4A 劉承翰 鶴見駿太郎 鶴見駿太郎

4B 姚鎧瑜 周嘉敏 孫栩汶

5A 李樂怡 許  靜 黃煒霖

6A 侯旖玲 張靄珊 麥保沅

6B 溫雪琦 梁達堅 李耀亨

初級組
冠軍：2A 韋善寧   亞軍：2B 陸寶瑜   季軍：1A 王維軒

中級組
冠軍：3 Ａ林澤基   亞軍：3A 范熙樂   季軍：4B 何俞霏

高級組
冠軍：６Ａ陳倩曈   亞軍：６Ａ王曉瑜   季軍：5A 黃世傑

Preparing to give presentations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and writing (PLPR&W)

伴讀大使為一至三年級

同學伴讀

普通話大使主持早會

兩文三語
全語境學習

# 逢星期四普通話早會

英文戲劇欣賞

日期：2012 年 12 月 1 日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

英語活動齊參與

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為了營造學習普通話語言環境，除了普通話大使於星期四的早會主持各

項推普的活動外，上學期舉行了「齊來唸繞口令比賽」和「唐詩比賽」，藉
以鼓勵同學多聽多說普通話。

齊來唸繞口令比賽  唐詩比賽

景天小狀元
12-13 年度上學期測驗學科獎

After-school drama course - 
Acting like elephants!

Shared – reading activity

                 P.1 Process drama

透過大圖書閱讀活動，除了讓一至三年
級學生學習不同詞彙、拼音及各種閱讀策略
外，還培養他們的寫作能力。      

大使用英語與同學交談

# 逢星期三進行英語早會及英文日活動

英語日集齊印仔取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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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網上學習平台、小老師計劃、校外比賽：

本年度數學科「新紀元網上評估」平台已於 10 月下旬開始啟用，同學們可於
課餘時於網上登入平台，進行自學活動。為發揚同學們之間的關愛及互助精神，
數學小老師計劃亦於 11 月中旬開展，本計劃是由數學科成績較好的高年級學生，
於課餘指導成績較弱的各級同學，計劃為期一學年。此外，校方亦多鼓勵數學成
績較佳的同學參與校外比賽，如「華夏盃」數學比賽、全港十八區 ( 西貢區 ) 小學
數學比賽、2013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等。

 
小一進行課程統整，於下學期加入小二數學課程，加強資優培育。
 

「常識科課程特色—
科學探究」

視藝科
校內美術展覽
舉行美術展覽讓學生有更多互相觀摩和學習的機會。

中央圖書館
圖書館系統已全面電腦化，同

學不但可透過電腦查看自己的借閱情
況及借閱排行，還可自行續借及預約
圖書。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課前、小息及午息

測考、學校假期及學校活動暫停開放

「景天閱讀之旅」閱讀獎勵計劃
目 的﹕ 鼓勵同學閱讀不同的課外讀物，從閱讀中

學習。
推行時段﹕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6 月
獎 項﹕ 分為銅、銀、金、白金及金鑽五個獎項，閱

讀指定數量圖書及完成指定的活動後，便
可獲得獎狀及獎品，詳情可到圖書館查詢。

自助查書處

小老師計劃進行情況

資訊科技科
優秀網站選舉 2012

藉著參與由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
事處 ( 電影報刊辦 ) 主辦的「2012 優秀
網站選舉」，培養學生資訊素養。不良資
訊於互聯網上廣泛流傳，藉著參與活動能
夠推廣「拒絕不良資訊，瀏覽健康網頁」
的上網態度。活動包括「齊來認識《淫褻
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填色比賽、「誰
是優秀網站遊戲」等。 「齊來認識《淫褻及不

雅物品管制條例》」填

色比賽

學生透過估量、實驗、觀察、小組討
論、總結及滙報等模式進行探究

「誰是優秀網站」遊戲

大使用英語與同學交談

為了讓學生體會科學、科技與社會間的相互關係，因
此本校由一年級起，便會因應課題為學生設計一些科學探
究的活動，以不同的方法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驗。
每個月，我們均會進行一次的科學探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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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公益金便服日

舉行日期：2012 年 9 月 27 日
參與班級：P.1-P.6
最高籌款班別：6A
招募最多贊助人班別：6A

2012-2013 升旗典禮

舉行日期：2012 年 9 月 28 日
參與班級：P.1-P.6
升旗同學：麥保沅

成長支援

訓輔活動

由家長義工及社區義工關顧同學，並帶領同學們進行不同的活動。

同學們一起進行歷奇活動，挑戰自己。同學們到巿場買食物，預備野外烹飪。

國旗升起

同學與校長及老師齊參與

公益金便服日

大家一起到長者中心進行探

訪和表演。

大家一起合作，就能達到目
標，完成任務。

同學們互相合作，一起製作美味的午餐。

今天的科學探究真有趣

預備進行早會

伴你飛翔計劃
日期：2012 年 10 月至 1 月
時間：下午 3:30-4:45
地點：學校

成長的天空計劃 ( 小六 ) 戶外活動日

時間：上午 9:00- 下午 4:30

地點：西貢

歷奇訓練日營

時間：上午 8:10- 下午 4:00
地點：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訓輔組

各班列隊參與升旗禮

足球隊來張大合照

校長於國旗下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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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及
成就

成長支援

國旗升起

歷奇訓練日營

時間：上午 8:10- 下午 4:00
地點：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多元智能活動
為了讓同學能在愉快氣氛下學習，本校舉辦多元化的課外活動，

培養同學良好的嗜好，發展潛能，鍛煉體魄，促進合群互助，訓練
領袖才能。

週三活動課

創意手工藝

籃球組    

專業導師興趣班

英語班

跆拳道

體育科 ( 校隊訓練 )
本校學生參與不同項目的校隊訓練，並參與校際比賽，包括籃球校

隊、足球校隊、排球校隊及田徑校隊。本年度，女子排球隊參加了「鄭
裕彤盃」比賽，並取得亞軍。足球校隊參加了「無毒人人愛」禁毒競技
比賽，取得優異獎。田徑隊也於學界比賽中獲得多個個人獎項。其他校
隊將會參與多項比賽，期待取得佳績。

足球校隊

田徑比賽音樂科
班際卡拉 OK 大賽

在上午度試後活動期間舉辦班際卡拉 OK 比賽，
提供一個學生能展現其演藝潛能的平台，也讓各同
學能輕鬆地享受表演藝術的樂趣。

1A 班以歌聲唱出夢想 ! 

我們得到了「最佳台風獎」，yeah!

學校文化日
今年我們安排了同學參加

管風琴音樂會，讓學生現場體
驗管風琴獨特的音色及表現
力，更少有地探究管風琴的構
造和獨有的演奏方式，擴闊同
學的視野。

音樂會快要開始了 !!

校外比賽成績

校際排球比賽季軍、鄭裕彤盃女子排球比賽亞軍

女子排球隊

6A 方銘賢獲得「家庭健康生活推廣日徵文
比賽」冠軍

校長於國旗下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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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中 學 名 稱 中 學 名 稱

迦密主恩中學 皇仁書院 ( 灣仔區 )

將軍澳官立中學 聖潔靈女子中學 ( 觀塘區 )

景嶺書院 觀塘瑪利諾書院 ( 觀塘區 )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聖安當女書院 ( 觀塘區 )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可立中學 ( 黃大仙區 )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賽馬會官立中學 ( 九龍塘區 )

寶覺中學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 ( 油尖旺區 )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 青衣區 )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 張振興伉儷書院 ( 柴灣區 )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瑪利諾中學 ( 觀塘區 )

威靈頓教育機構張沛松紀念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天主教鳴遠中學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西貢祟真天主教學校 ( 中學部 )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中學排名不分先後

校友回母校分享中學的情況

2011-2012 年度
本校不少六年級同學獲派頂尖或心儀的中學，同學獲派的中學包括：

幼 小 銜 接
為了讓幼稚園老師、家長及學生

認識及早日適應小學的學習，本校曾
舉辦一連串的幼小銜接活動及課程：

探訪幼稚園

探訪天主教聖安德肋幼稚園 德寶、比華利幼稚園校長到校探訪

幼稚園校長到校探訪

協辦翠林浸信會幼稚園

開放日

協辦幼稚園開放日小學體驗課程

幼稚園家長茶聚、講座

外籍老師教幼稚園同學

英語美食

幼稚園同學初次在籃球場上體育課

小一適應課程

暑期戲劇坊
小一生活樂趣多   

愉快合作表演戲劇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新 來 港 學 生 支 援

為了讓新來港學生盡快適當本地課
程，本校除安排英語輔導班、基礎英語
躍進班及午息英語提升課程外，更資助
免費參與外籍老師英語課程及專業導師
興趣班。

協辦西北扶輪社幼稚園開放日

小一家長座談會 羅乃萱主持幼小家長講座

6



2011-2012 年度
本校不少六年級同學獲派頂尖或心儀的中學，同學獲派的中學包括：

愉快合作表演戲劇

秋季親子旅行
2012 年 11 月 26 日，是本校舉行秋季親子旅行的大日

子。地點是烏溪沙青年新村。高年級同學及家長進行燒烤活
動。低年級同學首先進行班際競技比賽，再享受營地設施。
大家度過愉快的一天。

心聲

（1A王維軒 家長  葉毅瓊）

光陰似箭，轉眼間我兒子已經
在景天校園度過兩個多月。在這短
短的時間裏，我很高興看到維軒取
得了很大的進步，他甚至還獲得十
月份「進步之星」，這對他來說無
疑是個多麼大的鼓勵！維軒能取得
這個獎項，與景天的校長和老師們
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她們都給予維

軒無私的關愛和愛心。維軒來自新移民家庭，在剛剛加入景
天時，甚至連廣東話都說不清、聽不清，到現在他能從容的
參加學校每一項活動，每次早會我都看到維軒積極地舉手踴
躍參與，校長、老師們實在功不可沒，這裏我要表達對他們
最衷心的感謝。

校長和老師們的親切、循循善誘給予我們最大的幫助，
給予我們如家般的溫暖，令維軒在短短時間內融入小學生活，
現在他最喜歡的就是上學的日子，這就是景天的魅力。

謝謝景天的校長，各位老師們、校工們和同學們！

願景天的明天更美好，更上一層樓！                 　　　
　　　　　　　　　　　　　　　　　　　

家長教會主席
（4B 孫栩汶、2B 孫栩垚 家長  孔祥琴）

大家好！首先非常榮幸成為今屆家教會主席，謝謝各委員的鼎力支
持！讓我們一起努力向前！

不經不覺認識景天和多位老師已經四年！想起四年前參觀校舍，老師
耐性十足，不厭煩地有問必答，當時感覺已很親切，更希望我的子女能在
這樣的環境中學習和成長！

現在我的子女在景天分別就讀四年級和二年級。在小班教學和雙班主
任的優勢下，兒女的品行和成績都不錯！他們每天自動完成功課。兒子字
體端正大方，每天檢查他的功課都覺養目順心！女兒每天都哼着課堂上所

學的歌，心情愉悅，常與我分享
校內發生的趣事。

本人因在職，且需輪班工作，
只能間中抽空到校觀看兒女的校
內生活，記得有兩次早會上，外
籍英語老師用了短短十分鐘讓全
校同學認識了中秋節和萬聖節的
特色。學生能以英語學到課本以
外的知識，不但增加了學生的英
語能力，更為通識科打好了基礎。

我相信參與家教會的活動和
出任家長義工均能推動家教會向
前邁進，為子女出一分力，讓他
們在美好的學習環境中茁壯成
長。

家長

家長教育
舉行日期：2012 年 10 月 20 日
主講者：言語治療師馬恩慈姑娘
講題：增強記憶力及語言能力的小遊戲推介

家長細心聆聽講座

馬姑娘為家長進行講座

7



感謝各家長義工為學校付出時間和心力！

校長於會上頒發感謝狀予各位家長義工。

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會員一起來張大合照

家長義工協助小一生用膳

熱心的家長教導小一學生自理能力
為協助小一生適應小學校園生活，

家長義工開學初抽空協助同學用膳。

家長教師會活動花絮

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親子賣旗

10 月 6 日，家長和子女一同賣旗，

既能熱心公益，又能增進親子關係。

製成品多漂亮！

排排舞同樂日

家長參與排排舞同樂日，除有益身
心，亦可增加聯誼機會。

舊校服義賣

學校舉行舊校服義賣，籌得款項用作學期

末購買書券，獎勵品學兼優的學生。

流感防疫注射

在家長義工的協助及安撫下，同學們都能勇敢接受流感疫苗注射。

家長義工指導家長為西貢區家

長教師會聯會串製義工紀念品。

家長串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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