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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2008年獲得「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批出款項，在校舍旁的狹長
形官地興建環保生態園，讓本校推開展環保生態教育。2010年適逢本校創校
20周年，環保生態園落成。生態園內設有機耕作區以及配合科學科中草藥專
題教學中草藥園區。園內還有魚池、石板小徑及小橋流水，環境優美。

環保生態園 ECO-GARDEN

看同學們興致勃勃地排
隊進入生態園參觀。

同學們很守秩序地參觀。

盆內種了甚麼植物?  啊!原來是小棠菜和的白菜的菜苗。

開放參觀

同學們在不同的耕作

區觀賞植物。

究竟小溪內有甚麼？副校長和同學們好奇地一同研究。
這個用樹枝搭建的瓜
棚真有創意!

同學們很守秩序地參觀。

有機耕作區

中草藥種植區

園中設施

答案是: 廚餘處理器--
這部機器可以將廚餘製
作為有機肥料。

自動灑水系統，定時灌溉園中植物。

小橋流水

同學對園內的自然生態很好奇和感興趣。

小魚池

猜猜這是甚麼? 

魚池內的是金魚嗎? 不是金魚，是錦鯉。



小食部增設了欄杆，同學們
買小食時就更有秩序了。

初小的同學正在練習踢
毯子。雖然不易，但同
學們也樂在其中。

校
園
新
設
施 

　　本年度校園內増設了多個新設施讓同學在休息時使用，當中包括

了:跳飛機區、康樂棋、環保生態園、沙灘椅桌休憩區等。各項設施

已於學期初開放使用，同學們也很喜歡新的設施。以下是同學們享用

設施的情況。

逐一話你知

六年級的同學於小息時一起玩康
樂棋。

很緊張，誰會勝出？

每天上學也能看到新的壁畫，

同學們都很喜歡。

記着神的話語，大家也有福
了。

新的沙灘桌椅是為領袖生而設的。

由於平日領袖生放棄自己的休息時

間服務同學，校方特別為領袖生提

供休憩專區讓他們使用。

在環保生態園中，同學可以
欣賞花草樹木和魚兒，真開
心!

在環保生態園中休息，看看植物，聽聽小鳥叫聲，真舒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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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的同學於小息在跳飛機區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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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活
動

　　2011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年，無論是祖國，還是香港
都有各式各樣紀念活動。我校當然要為這重大事件作一番
安排，由去年度常識科已開始著手籌備專題研習和各類參
觀活動，讓學生能藉此機會，對這段歷史多些了解。

專題研習

參觀孫中山紀念館

　　為加強學生的課外知識和經歷，校方更安排了五年級學參觀孫中山紀念
館，希望透過親身的所見所聞和老師的講解，可以使學生對辛亥革命和作為革
命發源地的香港的關係有更深的體會。

　　去年度，本校首度跟教育局合作，重新訂定五年級的專題研習，透過了解
辛亥革命的人和事以增加祖國的近代發展的認識，確立中國人的國民身分。
　　學生以小組進行形式完成一份專題研習報告。他們利用時間線組織歷史事
件的方法去辨別事實與意見、資料與證據。透過剖析事件，培養學生批判性思
考的能力來培養學生從不同的觀點與角度分析同一事件及人物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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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習︰辛亥革命的英雄」展覽
　　專題研習和參觀活動乃配合常識科課程中的 「中華五千年」

及 「專題研習︰辛亥革命的英雄」主題。老師設計了一套名為

「辛亥革命的人與事」的校本專題研習教材，當中除了有相關的工

作紙和筆記外，還包括一本《專題研習指引》供家長和學生參閱。

把禮堂佈置成街道 上課時也加入短片等介紹

小息時會開放給全校學生

由老師講解 同學都投入活動

老師訓練了一班導賞員,她們都落力介紹

展覽包括辛亥革命英雄

展覽確實加深了學生對辛亥
革命的認識

 我覺得這次服務

很有意義。在介紹時學

到如何解答別人的問題。

六誠 曾尉琳

 這次服務讓我可以加深了解有關辛亥革命的
事蹟和四大寇在那裏聚集。
但在服務過程中也發現很多同
學不聽義工的話。

六誠 黎卓琦

這次服務中學到有關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和事蹟，覺得很有意義。

六誠 黃珏穎

 我覺得有機會做導賞員很有意義。也學到如何幫助低年級的同學。
六誠 張婉玲

 我在孫中山紀念館裏

看到的圖文及短片介紹，把辛

亥革命的發生的原因、經過及結果

展示出來，也看到孫中山先生和革命

烈士推翻滿清政府的宣傳物品及文

獻。這次參觀真令我獲益良多。

五誠 朱曉陶

 當我們來到孫中山紀

念館，就看見了孫中山先生的

桐像，令我想起他和其他革命烈士

合力推翻滿清的英勇事蹟。我還在

「史蹟徑」上認識了很多關於革命

的人與事，令我或益不少。

五誠 陳子晴

 這次參觀令我對孫中山先

生的生平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認識

到革命的成功並不是一朝一夕的。革命

的起義經歷了很長的時間，背後有不少人

的付出和犧牲。我實在很感既這群烈士，

如果沒有他們，便沒有今天的新中國。

五誠 馬芷妍

 今年是「辛亥革命」

一百周年，我跟老師到孫中山紀

念館參觀。那裏陳列了很多關於孫中

山先生的生平事蹟和辛亥革命的資料，

令我目不暇給。我對革命的始末饒有興

致，也很欣賞孫中山先生的毅力和領導

才能。

五誠 張熙哲



05

　　香港神託會成立於1962年，在過去半個世紀的
日子裡，一直以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來回應社
會上不同的需要。為記念五十周年慶典，神託會以
「愛‧觸‧夢」為主題舉行步行籌款。
　　11月27日星期日下午，天朗氣清。神託會轄下
各機構，包括中小學，齊集沙田中央公園。首先舉
行開幕禮、表演、慈善義賣。然後各隊伍旗旗幟
明，浩浩蕩蕩由公園出發。中途有參加者步上靈基
營，參觀「靈基：過去‧現在‧未來」活動及慈善
下午茶。當天天氣晴朗，各人盡興而返，榮耀歸
神，平安歸與眾人。

香港神託會五十周年步行籌款

Who am I                                                                   
Hi everyone!  I am Mr. Michael Duffy.  It 

is a pleasure to be introducing myself to 
you as a new Native English Teacher 
here at Stewards Pooi Kei Primary 
School. 

Growing up in Northern 
Ireland

I never would have imagined that I 
would be living in Hong Kong by the age 

of 24, but one thing I have learned in my 
life so far is that you never know what the 

future holds.  As long as I have God by my side I 
know he will keep me safe on my journey. 

A new adventure
On the 11th August 2011, I boarded an airplane at Heathrow 
airport, London, leaving behind my family, friends and my job.  I 
arrived to the blistering 35ºC heat of Hong Kong the next day.  
Ever since this day I knew I had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to move. 

Hong Kong so far
I have fully emerged myself in the Chinese 
culture.  I love trying all the new foods 
especial ly  the del ic ious egg custard 
tarts.  I am very lucky to be living in Sai 
Kung. Coming from Ireland, I love being 
outdoors and in the fresh countryside 
air.  Living in Sai Kung also gives me 
the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my water 
sports.  I love wakeboarding, waterskiing, 
kayaking and surfing.  I sometimes think I 
might be a fish trapped in a human’s body.  I 
love being in the water that much.  My other 
hobbies include, soccer, gaelic football which is a 
traditional Irish sport and golf. 

　　讓我自我介紹，我是劉忠良老師，我的主要工作是和一位
外籍英語老師（Ｍiss Christine）、原任英文科老師一起合作
上英文故事課，當外籍英語老師和原任英文科任老師向同學講
故事時，我會負責另外兩組同學的秩序，包括完成預先安排的
活動和借閱故事書等工作。所以我會經常有機會接觸二、三年
級的學生。
　　我在培基小學的另一項任務就是統籌中文讀默寫的計劃，
這是一項透過高年級學長和家長去協助低年級的學生認識中文
字的活動。透過這計劃，不單提昇學生中文水平，而且讓學生
和其他家長有接觸的機會，各同學更學懂關懷身邊的人，受惠
的學生亦學懂存感恩的心去多謝那些不斷為他付出的人。
　　此外，我會在星期一和星期三下課後
和一班五年級的同學進行數學科的輔
導；在興趣小組時段我會教導小一
同學認識中文筆順和識字。
　　我曾在小學工作多年，培
基小學的學生給我的感覺是
親切而用心學習。現在我仍
常回憶旅行時和他們一起打
球的美好時光；而低班的學
生上課時樂意用英語互相溝
通。
　　我很高興能成為培基大家
庭中的一份子。

　　剛來到一個新環境工作，往往都有緊張和拘束的

感覺，但培基這個基督教的大家庭沒有令我感受到以

上的壓力，相反，在這裏，我能盡情投入，為學校展

現所長、為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希望往後的日子

裏，能與同工、學生及家長互相合作，為社會培育更

多優良的基石。

林威老師

劉忠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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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方面

1.第六十三屇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中文朗誦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陳凱彤 2B 詩詞獨誦-普通話 冠軍

羅幸汶 2C 散文獨誦-普通話 冠軍

張皓甯 2C 詩詞獨誦-普通話 亞軍

李詠希 3B 詩詞獨誦-普通話 亞軍

蕭晧頤 5B 散文獨誦-粵語 亞軍

梁浚賢 2B 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羅幸汶 2C 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李念情 2D 詩詞獨誦-粵語 季軍

陳婧同 3C 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李心妍 4B 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李浩齊 4D 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張傲晴 4D 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黃天堃 6D 詩詞獨誦-粵語 季軍

英文朗誦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朱晉 2B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胡梓浚 5B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方兆龍 5D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羅幸汶 2C Solo Verse Speaking 亞軍

陳婧同 3C Solo Verse Speaking 亞軍

姚伊行 5D Solo Verse Speaking 亞軍

蔡文穎 1D Solo Prose Reading 季軍

甘俊彥 2C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張天彥 3D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陳德儀 6C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梁雋昊 6C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二)藝術方面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林奕嘉 6A
第四屆校園藝術大使

香港藝術發展
局黃天堃 6D

譚善騫 3B

第32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沙田文藝協會 銀獎香盈 4A

劉倖騏 4C

潘祉兒 3A

 中國舞等級考試 北京舞蹈學院 三級

胡昊恩 3A

吳芷樂 3A

葉愛榕 3D

關喜律 4B

葉曉瑜 1A
中文硬筆書法初級組

（一、二年級）
培基小學

冠軍

葉曉柔 1A 亞軍

朱瑞琳 1A 季軍

朱俊賢 3A
中文硬筆書法中級組

（三、四年級）
培基小學

冠軍

曾倚靈 3B 亞軍

梁清心 4B 季軍

吳逸軒 5D
中文硬筆書法高級組

（五、六年級）
培基小學

冠軍

朱曉陶 5D 亞軍

陳智樂 5D 季軍

三愛 十月份閱讀最多班別
培基小學圖書館

六愛 十一月份閱讀最多班別

(三)體育方面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欖球校隊
代表

Don’t Drop the Ball-Phase 
III Tournament

香港欖球總會

Cup1亞軍(男)

Plate 冠軍(女)

Bowl冠軍(男)

2011簡易運動大賽
    Try 欖球

男子組冠軍

女子組優異獎

張永約 6A

第九屆華菁盃2011
香港華人曲棍

球聯會
亞軍李正浩 6A

周浩文 6A

陳澤睿 5A

外展教練計劃武術比賽
2011

香港武術聯會

初級南拳(亞軍)

吳蔚霖 5A 第一、二級章別  
計劃(冠軍)陸梓軒 5D

梁溢昇 5D

第三、四級章別
計劃(冠軍)

黎智堯 5D

鄧皓陽 6C

鄭浚朗 6D

吳綽恩 6D

劉海珊 5D Asian Children Fencing 
Invitation Competition 2011 香港劍擊學校

女子十歲以下(亞軍)

劉海柏 5D 男子十歲以下(季軍)

黃詩雅 4A

沙田區小學陸運會 沙田區小學

女丙跳遠(冠軍)

杜卓泓 5C
男乙100米
(第六名)

梁溢昇 5D
男乙200米

(季軍)

陳澤睿 5A

男乙4X100米(亞軍)
男乙團體殿軍

杜卓泓 5C

周浩然 5C

葉皓翔 5D

梁溢昇 5D

黎智堯 5D

梁溢昇 5D
2011全港公開青少年兒童

武術分齡賽
香港武術聯會

棍術(金牌)

長拳(第六名)

全能(第四名)

陳澤睿 5A
南拳(金牌)

刀術(金牌)

陳澤睿 5A
第六屆

香港國際武術比賽

1金牌

2銀牌

余承曦 4A
全港小學學界套拳比賽

香港跆拳道正
道館

參賽紀念
盧枳晴 4B

徐俊賢 3C 首屆省港澳武術邀請賽
李勁德武術訓

練中心

五步拳(銀獎)

初級槍術(銀獎)

初級南拳(銅獎)

梁千雨 2B
  Asian Children Fencing   

Invitation Competition 2011 香港劍擊學校 季軍

曾韋遙 6A    金地少兒網球公開賽 第三名

李諾希 3C 2011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 初級組(亞軍)

梁悅儀 6A 跆拳道套拳比賽2011
香港跆拳道協

會
季軍

鍾耀霆 6C    沙田10公里挑戰賽 沙田體育會 3公里(第7名)

周旨菁 6A

友校接力邀請賽 陳元喜小學 殿軍

莊旻瑜 6A

呂曉彤 6C

陳澤睿 5A

杜卓泓 5C

周浩然 5C

梁溢昇 5D

張永約 6A

第11屆小學五人曲棍球邀
請賽

香港華人曲棍
球聯會

高級組(冠軍)

周浩文 6A

李正皓 6A

甘晞汶 6B

江衍融 6C

雷翹禧 6D

梁天晴 4B

第4屆九龍城區體育會盃全
港分齡劍擊比賽

香港劍擊總會

男子初級組個人
(最佳體育精神獎)

劉海柏 5D 男子初級組(季軍)

吳霆騫 3C

男子初級組團體
(冠軍)

梁天晴 4B

馮本見 4D

劉海柏 5D

劉杰榆 5D

劉海珊 5D
女子初級組個人賽

(第五名)

鄧韻希 3C

女子初級組團體
(亞軍)

馮靖蔚 4A

溫卓衡 4C

區尹思 5C

劉海珊 5D

周逸 5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