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林天主教小學
King Lam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傳承弘揚   以德為本校長
的話

為了讓更多同學認識天主，本校設立「景天小天使」信
仰小組。組內同學透過祈禱、聖詩詠唱、閱讀聖經故事、遊
戲、小手工等領受主愛，希望藉以培養學生積極的人生態度，
以信、望、愛活現基督的精神。

聖母聖心會歷年來以博愛的精神和有教無類的理念創

辦學校。2012 年適逢聖母聖心會創會 150 週年，世界各

地均熱烈歡慶，而聖母聖心會香港區成員的慶祝活動已於

12 月 14 及 15 日假天主教普照中學舉行。活動內容精彩

豐富，包括合唱團、樂器、舞蹈、話劇等表演。我們有幸

恭逢此盛會，本校亦派出節奏樂及土風舞組參與表演。

聖母聖心會 150 週年慶典

眾會士為慶典揭開序幕。

別小看我的新發明我都做得到

節奏樂表演多精采

一人一花

雄赳赳的景天健兒
親親大自然

聖母聖心會會士與
湯漢樞機合照

 加入景天已近一年，在這段期間，我深深感受到天父的恩手帶領着

我們。本年度，景天不論在課程的改革，學生的學業及體藝表現上，都有

很大的突破。景天的校歌中，有這麼一句 :「景天校園是我成長地，使我

明白真理。」作為天主教學校的校長，讓學生明白真理是我校最重要的使

命。

現今社會環境複雜多變，我們必須具備堅定不移的信念，才能在各

層面上推展生命教育，使學生獲得更豐盛的生命，勇敢地追求人生真正的

價值和意義。我會盡力把天主教的核心價值，推展為景天校園內的文化精

神，感染每一位學生、教師和家長，共同營造和諧共融的學校環境。

我更希望以生活的榜樣作為天主的見證，讓景天的學生認識基督的

救恩，使他們在生活中感受天主的愛；與老師們一同以生命感染生命、影

響生命、感動生命。

人的道德修養需要一個漫長的積累過程 ，我衷心希望能透過學校的

生命教育，使我們的下一代領悟到中國的傳統道德思想。「厚德載物」為

本校教育學生的目標。假使我們的下一代，能夠在生命中積累道德和學

識，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處世之原則，秉持開闊的胸懷寬厚待

人、尊重包容、彼此學習、互相欣賞；必能體現不同生命的文化互動，為

未來社會帶來最大的福祉！

何詠懿校長

我要做個科學家

150 周年慶典

西貢小學校際排球冠軍

校長說故事

景天小天使

與校長一同收割真快樂

看看我們做的手工多漂亮！

校 訊
第二期  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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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監：謝錦明先生    校長：何詠懿女士

與主同行　活現愛德

1



本校每年都會以常識科作為核心，擬訂一個主題，而其他學科則會發展學生不同的能力和範疇。學生利用
一個星期時間，利用全方位學習、建立主題網、問卷設計及訪問、數據分析及處理、展品製作等來培養及提升學
生的共通能力。最後，各級代表利用兩文三語（即粵語、英語和普通話）於成果展向大家展示及分享他們的成果。

本年度承蒙教育局發展主任吳凱茵小姐及各位幼稚園校長的支持，親臨景天與本校校董、神父及家長一同
參與成果展，見證學生的學習成果，對我們極具意義。

全方位學習

專題研習周

成果展

學生進行參觀 同學們對參觀都感興奮

同學們作小組討論
訓練他們的溝通能力

同學們到多媒體學習室找資料 同學們學習利用分株法
把植物移植

外籍英語老師教小朋友
做健康食物

同學們認真地研究植物

學生利用兩文三語滙報成果

學生大使自信地展示學習成果 校監同神父都玩得好投入

常識科 -

專題研習

本 校 一 年 級 於 2013 至
2014 年度將加入英語科學科課
程 (SCIENCE)，科學科課程不單
能增潤學生《科學與科技》範疇
方面，還能透過學習提升他們英
語語文能力，藉此加強升中銜
接。另外，課程讓學生於「科學
探究園地」進行趣味科學實驗，
除了培養他們科學探究的精神，
提升溝通及協作能力。

Science 科教材

趣味科學實驗

與環保機械人大合照

英語 SCIENCE 科

小一數學科
統整課程

本年度一年級的數學科進行了課程的統整，
在一年級時教授二年級的數學課題，讓學生接受不
同的挑戰，發掘學生的潛質，令他們對數學更感興
趣。最重要是，我們正在規劃，六年後的小六下學
期將有包括英文數的升中課程。

實地考察                                                                                                       

5A 班同學參觀綠色家電環保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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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科學實驗

可以接觸仰慕的作
家，令我們很興奮呢!

同學講故事真投入！

12 月

12 月

1 月

故事演講比賽
比賽分初級組 ( 一至二年級 )、中級組 ( 三、四

年級)及高級組(五、六年級)進行，以下為得獎同學：

作家講座
我們邀請了《叛逆歲月》

系列的作家君比為我們主持
講座《一個童話的誕生》。

本校設有班別借閱榜及
個人借閱榜，每月頒發獎項
以鼓勵同學到圖書館借閱。

閱讀計劃分為銅、銀、金、白金及金
鑽五級，同學閱讀一定數量的圖書及完成
閱讀報告後，便可獲得獎項。

初級組
冠軍  2A 吳嘉敏  《人魚公主》
亞軍  2A 于芷茵 《白雪公主》
季軍  2B 譚雨晴《小氣的貓咪咪》

初級組
冠軍  2B 李嘉希
亞軍  2B 陸寶瑜
季軍  1A 黃愛霖

中級組
冠軍  4A 何寶兒《賣火柴的女孩》
亞軍  3A 胡綺雯《國王的新衣》
季軍  4B 孫栩汶《小房子》

中級組
冠軍  4A 詹醞悠
亞軍  4B 姚鎧瑜
季軍  4A 李楚蕎、4A 吳竹翎

高級組
冠軍  6A 丘永巧《愛打扮的烏鴉》
亞軍  6A 謝琇珺《婚禮上的一百蚊》
季軍  6B 劉繼禧《對牛彈琴》 高級組

冠軍  6A 何皓庭
亞軍  6A 張靄珊
季軍  6A 候旖玲、6A 謝琇珺

書籤設計比賽
比賽分初級組 ( 一至二年

級 )、中級組 ( 三、四年級 ) 及高
級組 ( 五、六年級 ) 進行。

班際借閱榜

最佳讀者

景天喜閱之旅

高級組 中級組 初級組

冠軍
6A 何皓庭

  亞軍 
6A 張靄珊

季軍
6A 候旖玲

 季軍
6A 謝琇珺

冠軍
4A 詹醞悠

冠軍  
2B 李嘉希

三位外藉英語老師於課前在圖書
館跟同學講故事，藉此提升學生閱讀
英文課外讀物的興趣。

圖書館舉辦不同的活動，培養學生的閱讀
興趣之餘，亦提供不同的機會讓同學發揮所長。

世界閱讀日 – 

繽紛的童話世界

英語晨讀計劃

個人借閱榜

一月

1A 王維軒、劉曼芯、林慕哲　1B 陳宇軒、郭子晴、莊子深  

2B 譚雨晴　3A 胡綺雯、陳佳棟　4A 林鳳　4B 何俞霏　

5A 楊鵬昊　6A 麥保沅、周綽妍、丘永巧　6B 林慧玲

二月

1B 伍進星、蘇家瑩　2A 胡曼靜、曾柏翹、李樂軒  

3A 劉穎謙、胡綺雯　4B 何俞霏　5A 林皓軒

6A 鄭耀燕、甄頌琳、丘永巧、謝子瀅、陳悅真

三月

1B 林漢森、陳宇軒　2A 梁灝楓　3A 張朗軒、胡綺雯  

4B 何俞霏、劉美慧、吳竹翎　5A 古浩權、余傳蕙、郭嘉蕙  

6A 周綽妍、丘永巧、謝子瀅、麥保沅  6B 李紫彤

四月

1A 陳子琪　1B 陳宇軒　2B 譚雨晴　3A 胡綺雯　4B 何俞霏  

5A 林皓軒　6A 鄭耀燕、甄頌琳、周綽妍

五月

1A 陳健譽、梁卓禮、林慕哲、劉曼芯　1B 郭子晴、梁曉峰  

2A 曾柏翹　2B 譚雨晴、鄺嘉偉　3A 張朗軒　4A 林鳳　

4B 方正綜、何俞霏　5A 郭嘉蕙　

6A 鄭耀燕、甄頌琳、周綽妍、丘永巧、陳澤聰　6B 李紫彤

校長也一起參加呢！

銀獎 金獎 白金獎 金鑽獎

2A 戴澤司 6A 甄頌琳 2A 戴澤司 6A 周綽妍 2A 戴澤司 6A 甄頌琳

2B 李嘉希 6A 謝子瀅 2B 李嘉希 6A 陳澤聰 2B 李嘉希 6A 謝子瀅

2B 譚雨晴 6A 周綽妍 2B 譚雨晴 6A 甄頌琳 2B 譚雨晴

4B 方正綜 6A 梁紫欣 4B 方正綜 6A 鄭耀燕 4B 方正綜

4B 何俞霏 6A 陳澤聰 4B 何俞霏 6A 謝子瀅 4B 何俞霏

5A 余傳蕙 6A 鄭耀燕 5A 余傳蕙 6A 甄頌琳

6A 陳倩曈 6A 謝子瀅

1 月

Miss Aisling 講的故事真動聽。

閱讀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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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跨學科專題研習的進行，一年級學生利用了「小
畫家」軟件設計以「綠色小人類」為主題的書籤，並在互
聯網上閱讀由世界自然基金會策劃的「海洋故事」，及參
與有關的互動遊戲，藉此提高學生對環保的意識。

資 訊 科 技 科 活 動

視
覺
藝
術

• 目標：藉推動各級主題閱讀及戲劇教育課程，建立學生閱讀習慣，提升學
生語文能力，發展學生共通能力。

• 今年度創建了主題閱讀課程：各級各班備有六款主題讀物供同學輪流閱
讀，再完成有關工作紙或閱讀報告。

本校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
創建中文科《閱．劇新課程》

•	 Members	of	the	drama	team	are	the	children	of	Primary	
1	to	Primary	4.

•	 Dancing,	singing	and	performing	in	English	improve	their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quickly	and	accurately.	
We	hope	that	the	children	can	have	fun	and	at	the	same	
time	become	better	speakers	of	English.	

小學生普通話互動式音樂戲劇 English-Drama Team

猜猜他們是甚麼？

答案是……山妖。

新域劇團於 2013 年 3 月 13 日
到校為二至四年級同學表演普通話
音樂劇，希望透過活動提高學生學
習普通話的興趣。有趣的互動環節、
精湛的演出，均讓學生獲益良多。

普
通
話
話
劇
組 普通話話劇組於逢星期一放學後練習，成員為四至六

年級同學。他們會學習走位、圍讀、角色演繹等戲劇技巧。

同學們正認真地排練一台名叫「秘密」的話劇

各級主題閱讀素材 :
- 一年級：我和家人的故事

- 二年級：寓言故事
- 三年級：名人傳記
- 四年級：世界童話，
 

如《安徒生童話》

- 五年級：世界名著，
 

如《老人與海》

- 六年級：中國名著，
 

如《三國演義》、
《西遊記》

Children learn the actions

Jacky the Turtle wins the race!

中文科老師共同備課
設計悅•劇新課程。

教師戲劇培訓工作坊。

Children practise the words4



音樂

非洲鼓隊的節拍很強勁呢！

歌詠校隊要去比賽喇！

學習樂器是要很有恆心的，

我們要努力練習！

跳出課室，從互動中學習 -
老師和學生一起參觀「薈萃館」，

讓學生接觸多元的藝術文化，擴闊其視野。

大家一起學習，一起發現，
互動學習真開心！

  組員大合照

視覺藝術科拔尖計劃
「小小藝術家」培訓班

校隊佳績

視覺藝術科與常識科的跨學科專題研習活動
—製作環保機械人及環保花瓶

我們一起動腦筋，
堆堆砌砌，

以環保物料設計機械人。

替玻璃瓶畫上圖案及著色。

看！製成品多美麗呢！

視
覺
藝
術參觀活動

3 月 23 日，男子足球校隊在靚次伯中
學舉辦的小學 6 人足球比賽獲得冠軍。

女子籃球校隊在靚次伯中學舉辦的小
學籃球比賽獲得亞軍。

我們的田徑隊

體
育

2013 年 4 月 25 日，本校女子排球校隊勇
奪西貢區小學校際排隊女子組冠軍。

節奏樂校隊演出中，同學們都

全神貫注地欣賞。

這些機械人就是
我們學習的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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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學生展潛能

經過平日的努力學習，終於參加比賽了。
～我們今年獲佳績！

聯課活動

學校經常邀請不同
的團體及政府部門為學生
舉辦聯課活動，從而提高
學生對社會的認識，擴闊
視野，提升同學對健康的
重視，學會關愛四周的人
及環境。

話
劇
欣
賞

同學的反應多麼熱烈 !

多
元
化
專
題
講
座

大家一起學習健腦操 !

做個盡責任的寵物主人。 陽光笑容流動教室。

同學認真地聽導師的教導。

有創意，好鍾意！

非洲鼓班獲邀為幼稚園家長教師會典禮表演

健康美食製作示範

陽光笑容滿景天
與麥當勞叔叔做運動

載歌載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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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龍虎榜

土風舞組在學校舞蹈節中獲得甲級獎 !

小型音樂會表演 讓我為同學吹奏一曲 6A 陳倩曈獲得傑出運動員獎

比賽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 班別 )

西貢區校際排球比賽 ( 女子組 ) 冠軍
陳倩曈 (6A)、張靄珊 (6A)、方銘賢 (6A)、梁薺萱 (6A)、溫綺婷 (6A)、謝琇珺 (6A)、
麥詠思 (6A)、陳欣宜 (6B)、翁慧琪 (5A)、許靜 (5A)、詹醞悠 (4A)、徐頌昕 (4B)

西貢區校際游泳女甲 100 米胸泳 季軍 周綽妍 (6A)

「健康校園球賽同樂日」六人足球賽 冠軍
譚家榮 (6A)、劉景華 (6B)、黃詠樂 (6B)、陳偉津 (5A)、莊林浩 (5A)、李俊鋒 (5A)、
吳俊樂 (5A)、黃煒霖 (5A)、翁柏朗 (5A)、劉承翰 (4A)、巢沛鋒 (4B)

靚次伯中學短跑接力邀請賽 冠軍 梁達堅 (6B)、莊林浩 (5A)、吳俊樂 (5A)、黃煒霖 (5A)

鄭裕彤盃女子排球比賽 亞軍
陳倩曈 (6A)、張靄珊 (6A)、方銘賢 (6A)、梁薺萱 (6A)、溫綺婷 (6A)、麥詠思 (6A)、
翁慧琪 (5A)、許靜 (5A)、

「健康校園球賽同樂日」女子籃球賽 亞軍
陳倩曈 (6A)、張靄珊 (6A)、謝子瀅 (6A)、謝琇珺 (6A)、甄頌琳 (6A)、嚴浩茵 (6A)、
林慧玲 (6B)、翁慧琪 (5A)、劉欣欣 (5A)、關靖可 (4A)、何俞霏 (4B)

西貢區校際陸運會男甲 60 米 季軍 黃煒霖 (5A)

西貢區校際陸運會男甲 100 米 季軍 莊林浩 (5A)

西貢區校際陸運會女丙跳遠 季軍 許靜 (5A)

西貢區校際陸運會女甲擲壘球 季軍 張靄珊 (6A)

學校舞蹈節西方民族舞 甲級獎
陳倩曈 (6A)、周綽妍 (6A)、方銘賢 (6A)、梁薺萱 (6A)、溫綺婷 (6A)、謝子瀅 (6A)、
甄頒琳 (6A)、嚴浩茵 (6A)、陳欣宜 (6B)、陳悅真 (6B)、林慧玲 (6B)、呂芷欣 (6B)、
鄭詩欣 (5A)、劉欣欣 (5A)、翁慧琪 (5A)、黃昭沂 (4A)

校際音樂節節奏樂高級組 優良

陳澤聰 (6A)、張靄珊 (6A)、霍詠怡 (6A)、方銘賢 (6A)、何皓庭 (6A)、侯旖玲 (6A)、
梁薺萱 (6A)、麥詠思 (6A)、聶卓熙 (6A)、謝琇珺 (6A)、溫綺婷 (6A)、甄頌琳 (6A)、
嚴浩茵 (6A)、陳悅真 (6B)、張心如 (6B)、李紫彤 (6B)、林慧玲 (6B)、呂芷欣 (6B)、
郭嘉蕙 (5A)、李樂怡 (5A)、廖紫瑩 (5A)、黃世傑 (5A)、詹醞悠 (4A)、方正綜 (4B)、
郭梓欣 (4B)、劉美慧 (4B)、黃曉晴 (4B)、黃銘軒 (4B)

校際音樂節 ( 二級鋼琴 ) 優良 王曉瑜 (6A)

校際朗誦節英詩獨誦 優良
聶卓熙 (6A)、王曉瑜 (6A)、黃昭沂 (4A)、陳梓榕 (4A)、郭梓欣 (4B)、黃曉晴 (4B)、
姚鎧瑜 (4B)、吳嘉敏 (2A)、胡飛 (2A)、戴澤司 (2A)、韋善寧 (2A)、于芷茵 (2A)、
曾柏翹 (2A)、孫栩垚 (2A)、許嘉航 (2B)、陳敏兒 (1A)、黃海汶 (1A)、林翰琛 (1B)

校際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侯旖玲 (6A)、何寶兒 (4A)、方正綜 (4B)、何憫遙 (4B)、陳佳棟 (3A)、劉穎謙 (3A)、
吳雅文 (3A)、吳嘉敏 (2A)、蔡瑤 (1B)、蘇家瑩 (1B)

家庭健康生活推廣日徵文比賽 優良 方銘賢 (6A)

《我可以為「和平」做些甚麼 ?》徵文比賽 冠軍 何皓庭 (6A)

華夏盃初賽 2013 三等獎 陳子琪 (1A)、王維軒 (1A)、許嘉航 (2B)、黃昭沂 (4A)、何皓庭 (6A)、麥保沅 (6A)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 西貢區） 優良 崔迪恒 (6A)、麥保沅 (6A)、李燿亨 (6B)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陳倩曈 (6A)

明日領袖獎 張靄珊 (6A)

大家合作拉出悅耳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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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班主任制

成長的天空計劃 ( 小四 ) 親子日營
地點：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日期：2013 年 4 月 13 日

家長與子女在親子
遊戲中一起合作。

伴你飛翔計劃 –
探訪長者

日期：2013 年 1 月 21 日
地點：靈實景林中心

成長的天空計劃 ( 小四 ) 宿營
日期：2013 年 1 月 25 日及 26 日
地點：薄扶林傷健營

和諧大使訓練日營
日期：2013 年 1 月 16 日
地點：北潭涌渡假營

同學們一起進行歷奇活動，學習與人合作和相處。
和諧大使在早會宣

傳和諧校園的訊息。

「景天」全能存摺

學生利用所儲蓄的積分換領禮物

讓我想想換甚麼禮好呢！

 這副棋是我儲積分換領的

由班主任推薦在該月有
進步的學生，獲得獎勵。

每月進步之星

同學們互相合作，完成任務。

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在山上夜行，挑戰自我。

我換了兩份小禮物

由同學們帶領長者進行遊戲
同學們表演話劇

MR Eric 也是我
的班主任，我也
不怕說英語了！

我們換了很多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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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及 6B 傑出學生檔案

景天小狀元

1A 中文 英文 數學

第一名 伍靖雯
陳子琪

黃愛霖 黃海汶

第二名 黃海汶 黃海汶 陳敏兒

第三名 黃愛霖 梁卓禮 梁卓禮

1B 中文 英文 數學

第一名 黃俊熙 黃俊熙 黃俊熙

第二名 曾柏謙 林翰琛 曾柏謙

第三名 莊子深 李芷澄
郭子晴
莊子深
蘇家瑩

2A 中文 英文 數學

第一名 于芷茵 于芷茵 胡   飛

第二名 胡   飛 曾柏翹
于芷茵
丘永欣
戴澤司

第三名 曾柏翹 韋善寧 曾柏翹

2B 中文 英文 數學

第一名 陸寶瑜 譚雨晴
鄺嘉偉
許嘉航

第二名
鄺嘉偉
孫栩垚
譚雨晴

鄺嘉偉 譚雨晴

第三名 許嘉航 孫栩垚 廖靖楠

3A 中文 英文 數學

第一名 文浩堯 文浩堯 林思哲

第二名 陳寶康 吳雅文 李明軒

第三名 陳佳棟
李明軒
余翰忠

陳佳棟

4A 中文 英文 數學

第一名 陳梓榕 鶴見駿太郎 鶴見駿太郎

第二名 何寶兒 李楚蕎 陸昆潤

第三名 黃昭沂 詹醞悠 黃昭沂

4B 中文 英文 數學

第一名 孫栩汶 郭梓欣
孫栩汶
徐頌昕

第二名 姚鎧瑜 方正綜 巢沛鋒

第三名 周嘉敏 孫栩汶 丁松彬

5A 中文 英文 數學

第一名 李樂怡 許  靜
葉卓謙
余傳蕙

第二名 黃世傑 黃正謙
黃世傑
黃煒霖
楊鵬昊

第三名 莊林浩 楊鵬昊
鄭耀權
許靜

李樂怡

6A 中文 英文 數學

第一名 謝琇珺 何皓庭 梁薺萱

第二名 何皓庭
侯旖玲
張靄珊

謝琇珺

第三名
侯旖玲
陳澤聰
陳鎮浩

陳澤聰
方銘賢

陳澤聰
方銘賢
麥保沅

6B 中文 英文 數學

第一名 張心如 李耀亨 李耀亨

第二名 梁達堅 呂芷欣
陳泓宇
溫雪琦

第三名
溫雪琦
劉繼禧

陳悅真 陳欣宜

景林天主教小學 2012-2013 年度下學期測驗學業成績龍虎榜

我們都要學師兄一樣，爭取十優佳績！

我們都要學師兄一樣，爭取十優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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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今年度曾舉辦幼小銜接活動及交流：

• 探訪區內幼稚園，與校長及老師作專業交流

• 羅乃萱 女士主講《給孩子一張健康的成長藍圖》家長講座

• 《如何根據子女的性格特質選擇合適的小學》家長茶聚

• 《智叻飲食：增加學習能力的飲食習慣》家長講座

• 《活學活用營養標籤》家長工作坊

• 小一新生家長會、家校茶聚、家長學堂

• 家長排排舞同樂日

• 翠林村浸信會幼稚園開放日

• 香港浸信聯會香港西北扶輪社幼稚園開放日

• 與德寶英文幼稚園協辦家長講座

幼小銜接課程
• 暑期戲劇坊
• 小精英遊「景天」小學校園新體驗
• 景天奇妙學習之旅—小學課程體驗 
• 外籍老師聖誕 Fun Fun 課程
• 幼小延展關愛活動
• 外藉老師復活樂 Fun Fun 課程
• 幼小延展關愛活動：聖誕報佳音、中秋節表關懷、畢業生榮耀
• 比華利中英文幼稚園《做個綠色小先鋒》環保活動
• 天主教聖安德肋幼稚園《小學體驗課程》
• 小一新生裝備課程

幼小銜接

探訪青衣商會幼稚園

外籍老師復活節樂 Fun Fun 課程

幼小延展關愛活動：
聖誕到區內幼稚園及老人中心報佳音

協辦德寶英文幼稚園幼小銜接家長講座

小學課程體驗：音樂科《奇妙的聲音》

比華利中英文幼稚園《做個綠色小先鋒》環保活動

《智叻飲食：增加學習能力的飲食習慣》

家長講座

小學課程體驗：
資訊科技科《動物王國生日卡》

喜  訊承蒙教育局、幼稚園
及家長的愛戴，本校

於 2013-2014 年度獲派四班小一。
小朋友由幼稚園升讀小學是人生成長一

個很重要的里程碑，若銜接得宜，將有助兒童
成長及學習。

因此，本校每年都舉辦多元化的幼小銜接
活動，與幼稚園校長及老師作專業交流，讓幼
稚園學生及家長及早認識小學的課程及學習
模式，從而及早為學童作好升讀小學的準備。
凡已報讀本校的準小一學生，更可優先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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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

家校同心  培育幼苗

我的女兒在景天上學已有一年半了。最初擔心她從幼稚園升讀小學，面
對新的學習環境會有銜接問題。我們和很多家庭一樣，父母親工作時間長，
陪伴子女和指導他們學習的時間很少。有賴學校在一至三年級實行雙班主任
制，充份理解同學的學習、紀律和品德上的需要，善寧很快便融入新的學習
環境，與同學相處和學習都十分愉快。

現今英語學習非常重要，學校聘請了三位外籍英語老師，除了日常授課
外，還會為同學進行不同的有趣學習活動，加強書本以外日常生活的英語運
用能力。善寧從前對學習英語沒有信心，現在熱愛上英語課，確實是有賴各老師的課程設計以及對同學的
鼓勵。

另一方面最值得與大家分享的是 「景天家長學堂」 ──老師向家長講解各科將會教授的重點和同學
的學習情況，並且介紹課本以外其他合適的學習資源，讓家長能與學校互相配合，幫助子女順利學習。早
前，老師在家長學堂上預先介紹明年一年級將以英語學習科學，配合三至六年級的普通話教授中文課，令
學童逐步掌握兩文三語的運用。

本人十分信賴景天不單傳授書本知識，更能培育他們身心良好發展，讓同學關愛家人朋友、貢獻社會。

2A 韋善寧 家長 韋漢生

小班教學在香港的教育制度而言，本是奢侈的想法，但幸運地，

我的兒子能踏足這所推行小班教學的校園就讀，而且學校實行「雙

班主任制」，可以加強學生在自理、紀律等各方面的關顧。另外，

班主任亦會定時主動透過「陽光電話」與家長溝通聯繫，配合家校

合作來增強學習果效。

另外，我也很欣賞學校為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所付出的努力，學校特意聘請了三位外籍

英語老師，在校內協助推行各項英語學習計劃，根據每月不同的主題，進行多元化的英語學習活

動。學校推行的英語戲劇教育課程更讓我的兒子體驗到英語戲劇所帶來的樂趣。

我的兒子在景天就讀了將近一年，我深深體會校長及每位老師都滿載愛心，作育下一代，每

天他們都在春風化雨，我很放心把我的兒子交托在這溫室裏學習。
1A 湛展華 家長 吳婉冰

家長義工協助學校推行不同的活動，例如：協助土
風舞組化妝、伴讀活動、小一午膳、會所當值、疫苗注射、
開心果日、敬師日等。

家長義工與同學們一起閱讀圖書。 爸媽都來支持我們的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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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活動花絮
家校茶聚

家長與校長、老師面談分享，表達意見。

家長排排舞同樂日

景天親子農莊

由家長義工帶領跳排排舞，
分享跳舞的樂趣。

親子農莊收獲多

家長串珠工作坊

家長義工教授串珠，八達通咭套實用又美觀。

開心果日

小一家長會

營養標籤工作坊

家長學堂

家長義工協助派發水果給同學

各位家長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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