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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開學彌撒
2015 年 9 月 16 日，馬偉良神
父為學校主持開學彌撒，祈求
天父保守我們學校的每一位學
生、教職員及家長。當天彌撒
後舉行時間囊封存禮。首先由
校監致辭，然後由校監、校長
及馬神父封存各物品，再由馬
神父祝福，最後在家長及全體
師生的見證下進行封存儀式。

自主學習 各展潛能

　　一直以來，本校致力以培育學生成為明日社會的棟樑為目標。我們十分重視學生的學習經歷，
學生在學術及體藝方面屢創佳績。景林天主教小學是區內最具歷史的學校之一，我們一方面承傳著
關愛及健康身心靈校園文化，另一方面又不斷在課程及體藝發展上，作出創新及突破。

　　為配合兩文三語的發展，本校有獨特的校本課程。本年度，透過發展「校本發聲書」，利用各
科校本課程教材配合發聲的科技，以點讀筆「MAGIC PEN」協助學生學習，並藉此發展學生自主學
習的習慣。從觀察所見，初小的學生使用「校本發聲書」學習英文科及較艱深的科學科 (SCIENCE) 時，尤見成效；學生比
從前更主動進行英語學習，此一學習模式亦有助促進幼小銜接。過去兩年，本校中文科銳意發展校本讀寫課程，「圖式閱
讀及寫作」課程本年已由三年級推展至五年級，學生在閱讀及寫作能力方面亦有明顯提升。

　　在體藝方面，學校本年度榮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香港婦協六藝管弦樂團主辨的「弦動我心」樂團體驗計劃甄選，為
本校開辦管弦樂團。本校不少初小學生，藉此機會能接觸及學習不同的管弦樂器。同時，本校為讓學生接觸及認識中樂，
於高小開設古箏小組，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在音樂領域上發展潛能。十二月份，本校師生共同籌備了以「蛋的奇遇」為主題
的視藝展覽，展出全校學生共同創作的成果，我們的作品意念創新，且富感染力。

　　本校十分重視生命教育及學生身、心、靈健康的發展，除了多元化的學、體、藝活動與資優培育外，本校更為學生安
排不同的服務學習經歷，包括學校的「一人一職」計劃及領袖生的訓練，培養學生建立良好品德及正確的價值觀。本年度，
學校參與了「我智FIT」健體計劃，鼓勵學生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及享受運動的樂趣。除了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外，本校的學、
體、藝校隊共有十七項，為學生提供了多元化的資優培育課程，發展不同的潛能；透過培訓參及參與比賽，為學生創造豐
富的學習經歷。去年，本校學生參與校外比賽獲得優異成績，獲獎 509 人次，當中以數學及體育方面最為突出。

　　展望將來，我們秉承全人教育的辦學信念，在現有良好的基礎上追求卓越，讓學生在兩文三語、資優培育和電子學習
得到進一步發揮。

何詠懿校長

同學向上主祈禱 彌撒中的平安禮

時間囊封存禮馬神父主持開學彌撒



校本學習支援及自學教材
(Magic Pen)

為了支援學生學習及培養其自學能力，
本校應用 Magic Pen 發展校本學習支援
及自學教材，教材涵蓋不同科目 ( 中
文、英文、數學、普通話及Science科)。

此計劃包括:

Magic Pen 教材

學生能自主學習

外籍英語老師晨讀

點讀筆 (Magic Pen) 學習支援
英語大使支援

初小同學閱讀分層書籍

齊齊學習 fun fun fun

十月，同學們參與了由愛護動物協會主講的講座，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動
物，對愛護及尊重生命有深一層的體會。同學更有機會活學英語。

 Science

科學探究
本校常識科會定期進行科學探究課
程，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驗。
從一個問題開始，啟發學生對日常
生活的觀察或科學原理的探求。學
生透過親身進行實驗，從而學會推
測，估計，試驗，觀察，結果等能力，
並能應用科學原理於日常生活中。

我 們 透 過 觀 察，
找出實驗的結果。

我們正在進行試驗。  你看我們多認真 !

三、五年級中文創意寫作課程
對象：具一定寫作能力及對寫作、文學有興趣的同學
目的：透過思維策略、分組討論、佳作分析等課堂活動，

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和高層次思維能力。

視覺藝術科 普通話劇場主題視藝展覽
展覽主題：「蛋的奇遇」

展覽目的：
1) 鼓勵學生投入美術創作，發展個

人才能和創作空間；
2) 促進同學之間的交流及合作精神； 
3) 推動學校藝術文化的發展。

各級主題：
一年級：奇趣蛋市集
二年級：蛋蛋遊世界
三年級：我的家庭成員
四年級：復活兔仔村莊
五年級：動物小村莊	
六年級：給我一個家	

校董及嘉賓用心聆聽
「藝術大使」的講解。

同學對自己的創作都感到十分滿意。

展覽讓同學有更多互相交流及觀摩的機會。

除了「普通話早會」、「普通話學習區」，
學校今年更邀請「遊劇場」到校演出，透
過生動有趣的互動戲劇表演，提升學生學
習普通話的興趣和主動性。

互動有趣的普通話早會

學生投入參與

學生扮演戲劇當中的某些角色

  我們也可以上台表演﹗

多元化 學習  Level-up Reading Scheme

Hi! 
Littl

e do
g!

日期：12 月 11 至 15 日



學生支援及成長活動 景天重視學生的品德情
意教育，因此特意為師
生安排「貧富一餐」活
動，讓學生體驗貧苦與
飢餓的關係，從中學會
珍惜，不隨便浪費；能
多與身邊的人分享、關
愛他人。

貧富一餐

認真、投入講座

  我們是幸運的一羣，得到溫飽﹗

已升讀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四年級的
校友劉俊偉回校探望老師，並與學弟

學妹分享讀書心得。

雖然我們要挨餓，但我們
仍很開心。

我們的心聲

畢業生分享

景天好孩子計劃
希望同學透過此計劃提升自信，建立正確價值觀及良好品
德，積極學習，愛主愛人。

靈育篇　體藝篇　學業篇　品德篇

同學們積極參與，努力完成目標！

我的承諾日：
何校長帶領同學作出承諾－「同心愛家 ‧ 清潔香港」。培
養學生注意個人衞生，保持家居、學校、社區與環境清潔，
實踐健康生活，關心社區，承擔公民責任。

禮貌比賽、我的承諾日

同根同心境外交流

禮貌比賽：
配合景天好孩子獎勵計劃的品德篇舉行禮貌
比賽。提倡以禮待人的態度，鼓勵他們能主動
和別人打招呼，並作友善的口頭回應。

本年度的境外交流地點為河源市，我們參觀了萬綠湖、鏡花
緣風景區、河源新豐江的旅遊設施、新豐江水電站及攔河大
壩、河源市內一間飲料生產企業、河源恐龍博物館、與河源
市內一間小學交流、河源市內污水處理廠。領隊的包括：何
詠懿校長，劉晶貞副校，劉鳳儀老師及潘晴雯老師。參與的
學生是四至六年級的學生。

飯前來個大合照

與學校交流後大合照

萬綠湖留影

恐龍博物館參觀真開心

參觀農夫山泉後大合照

恐龍博物館

污水處理廠

與學校交流後大合照

剛升讀英文中學的畢業生孫栩汶和
姚鎧瑜同學回校與家長及同學分享



與學校交流後大合照

視藝比賽「我智 Fit」健體計劃
本年度學校參與了康文署主辦的「我智 Fit」健體計劃。
此計劃旨在鼓勵學生恆常地參與體育活動，建立活躍及健
康的生活模式。活動內容包括 : 運動示範及同樂、家長講
座、體育運動訓練班及體適能測試等。

秋季親子環保旅行
2015 年 12 月 7 日是本校一年一度秋季親子環保旅行。由
於參加人數眾多，所以今年分別在兩個場地進行。一、二
年級地點 :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 三至六年級地點 : 宣道
園。當天，學生除了參與營地活動外，還進行多項集體遊
戲，而高年級的學生和家長更享受燒烤活動。

保齡球和欖球同學都學會了 !

運動同樂日花絮

開開心心大合照 !老師和同學一起參與集體遊戲。

  親子燒烤的食物特別美味 !

制服團隊介紹
學生可參加基督小先鋒、幼童軍或少年警訊等團體活
動及常規的訓練學習紀律、合作及刻苦的精神，達至
身心靈健康。

體育科比賽

音樂多姿彩

2015 年 10 月 10 日，本校參加了警民關係組主辦的
「無毒人人愛，禁毒競技賽」。同學們互相包容，尋
找解決方法。最後，本校同學能獲得第一，嬋聯冠軍。

「弦動我心」計劃是本年度新增設活動，由康文
署及香港婦協六藝管弦樂團合辦，籌劃並協助訓
練本校學生有關管弦樂樂器演奏的技巧，並協助
本校籌辦管弦樂團。

參賽同學 : 
6K 林澤基、6K 吳雅文、6K 范熙晴、6K 陳佳棟、
6K 溫梓浩、5K 載澤司、5J 胡飛、5J 陳子俊、
5J 梁柏希、4J 林慕哲、4J 許雅

卓瑤的「SHOW TIME」，請多多指教！
大家都十分支持同學的演出！

「弦動我心」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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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小銜接家長會
幼小銜接活動

幼稚園同學於英文課設計
自己喜歡的玩具            Jelly making is FUN 

小一生日會及
家校茶聚

學校為小六學生安排中學生活體驗及參觀活動，
以增加學生對中學生活及課程之認識。

升中體驗課
新老師介紹

專注地聽介紹。

第一節中學視藝課。

中學英文及數學課都難不倒我們﹗

幼稚園家長們很留心啊！

     我們得到最佳合作獎

小一裝備課程

小一生活多愉快 !  

曾嘉麗老師
（任教中文及視藝）

林丹雅老師
（任教數學及
資訊科技）

唐仲恆老師
（任教常識、體育、
資訊科技及宗教）

陳鈴鈴老師
（任教數學、音樂

及常識）

施明雅老師
（任教常識及視藝）

陳美君姑娘
（駐校社工）

陳淑賢老師
（任教中文及

普通話）

家長們互相分享心得

幼稚園參觀本校視藝展          

景天歡迎您
！



左起：邵宜峰女士、孔祥琴女士、黃曉丹女士、楊文娟女士、岑燦棋先生、
 張嘉雯女士、何詠懿校長、沈怡芯女士、韋桂娥女士、馬麗文老師、
 彭艷容老師、袁君亮老師、劉晶貞副校、蔣薇薇老師。

景林天主教小學  第二十屆家長教師會

家長心聲

PTA 活動

家長與學生一起表演敬師手語歌曲，
十分感動。

家長也敬師
日期：2015 年 6 月 11 日
地點：學校禮堂

家長們排排舞表演，
一起勁歌熱舞。

家教會委員親自設計風衣，
送贈全體老師。

家長教師會第二十屆會員大會
日期：2015 年 11 月 7 日 ( 星期六 )
時間：下午 3:00-5:30
內容：主席報告會務、選出新一屆
家教會委員、頒發家長義工獎狀、
家長教育講座

景天長者學苑

家長們積極為學校服務，獲頒義工獎狀。

本校家教會獲社
署頒發義工金狀

言語治療師馬姑娘
主持講座

第 19 屆及第 20 屆委員及顧問一同合照

景天長者農莊

由導師教授種植知識，
齊來種植向日葵

長者與學生一起學習古箏，
享受當中的樂趣

由導師教導長者扭出繽紛的氣球

　　是次工作坊邀請了安徒生會為家長作講解及介紹。內容有關如
何選擇一本合適的圖書作故事分享，以及如何運用肢體、說話技
巧、聲線和語氣等說故事的技巧來吸引聽眾。此外，家長們透過製
作手偶，並利用完成的作品來演繹故事，使故事更加生動。

　　在工作坊中，家長們投入參與其中，令是次工作坊充滿歡樂。

　　完成工作坊後，各家長義工亦為本校學生進行親親孩子晨讀計
劃，為一至三年級學生說故事。家長義工投入為學生說故事，亦熱
心為學生們製作道具，準備故事；學生們也很專心聽家長義工們說
故事。

陳鈴鈴老師
（任教數學、音樂

及常識）

陳淑賢老師
（任教中文及

普通話）

 一智　蔡德賢家長

　　大家好！我是一智班蔡德賢的家長。轉眼間女兒已在景天差不多一個學期了。回想起當初開學的時
候，心情一直忐忑不安，擔心女兒不能適應小一的生活，因為女兒個子小，也較為內向。

　　可是開學不久，看見德賢有很大進步，不但認識了很多同學，對於新的科目亦充滿好奇。德賢每天回
家總有很多事情要跟我分享。兩位班主任亦給了德賢很多不同的學習機會，讓她很快適應了小學的生活，而且每天都渴望上
學。眼看女兒在學習上的喜樂，我非常感激校長和老師所付出的努力，令德賢能享受那份甘甜的體驗。

一禮　卓諾賢家長

　　我很想藉此機會好好感謝校長、副校長及各位景天的老師 ! 自從小兒升上一年級後，我一直都很擔心
他如何適應幼小銜接期，但在各位老師耐心的教導及循循善誘下，小兒很喜歡上學，令我放下心頭大石。

　　希望日後能多參與校內活動，可多了解小兒校內的生活，並跟他與學校一起成長。

故事爸媽培訓工作坊 2015-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