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姓名 班別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項目成績

李鍏灝 一誠
2018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幼兒B組水粉彩第二名

2018回歸盃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幼兒B組水粉彩第二名

陳芷妍 一望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2018 亞美斯藝術交流 幼兒組金獎

第七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18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香港賽區小童組國畫季軍

梁津爾 二望 11th HK Students Open Music Competition 2018

第十一屆全港學生公開音樂比賽2018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Violin - Grade 2 1st Place

梁心悅 一誠 Honorable Mention

張令譽 二信 兒童創作大賽2018 GNET STAR 小童組銀獎

丘嘉敏 三誠
第五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星島雜誌集團 中國畫（第五組）一等獎

Draw My Watch錶面設計比賽2018 GNET STAR 小童組銅獎

鍾朗維 四誠 第十屆「普藝盃」2108朗誦才藝大賽 香港普及藝術協會 「普藝盃」朗誦才藝大賽冠軍

黃欣婷 四誠 2018回歸盃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兒童A組冠軍

張婧柔 六信

兒童創作大賽2018 GNET STAR 中童組金獎

2018“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徵稿活動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

攝影作品編輯委員會
美術貳等獎

王祉言 六信
二零一八年《新聲盃》中樂獨奏比賽 新聲音樂協會 彈撥C中級組季軍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屯門文藝協進會 季軍

湛曉藍 六望
童畫世界繪畫比賽

亞洲藝粹教育中心
P4-P6殿軍

2019年童畫世界年曆咭設計比賽 P4-P6殿軍

蔡睿斯 六誠 香港才藝表演大賽2018 ARTS FOCUS

朗誦冠軍及傑出表演獎

長笛金獎及傑出表演獎

普通話新詩獨誦傑出表演獎

學生姓名 班別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項目成績

張令譽 二信 首屆香港武術之星錦標賽 傑青武術暨音樂藝術中心 學校組男子初小初級棍術第三名

梁津爾 二望 第十三屆香港國際武術比賽 香港國際武術比賽組織委員會
尚武初級南拳第一名

尚武基礎棍術第一名

周紀曈 三誠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2018 香港跆拳道協會主辦 色帶組冠軍

馬心悅 四誠

首屆香港武術之星錦標賽 WU STARS 公開高小組女子組初級南拳亞軍

粵港澳大灣區少年武狀元 香港太極青年團
初級南拳第一名

初級棍術第一名

姚樂維 六望 2018-2019年度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200米亞軍

男子甲組跳遠季軍

張芯瑜 六愛

第二屆跆拳道品勢挑戰賽暨速度王爭霸戰 香港跆拳道國藝會 品勢組冠軍

2018年福爾摩沙國際跆拳道錦標賽 常勝國際體育 少童女子八級組第一名

2018年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跆拳道錦標賽 廣東體育對外交流中心 女子少兒色帶組第三名

胡氏跆拳道精英邀請賽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品勢組冠軍

全港跆拳道品勢比賽 香港跆拳道協會 品勢組冠軍

周嗣淳 六愛
首屆香港太極、養生、武術精英公開賽2018 宏武太極學會

個人棍術亞軍

個人南拳季軍

個人劍術季軍

澳洲高爾夫球學院冬季季度賽C組 澳洲高爾夫球學院 冬季季度賽C組亞軍

田徑校隊 2018-2019年度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4X100米接力冠軍

男子甲組團體亞軍

武術校隊 沙田節2019沙田武術錦標賽 沙田體育會

團體冠軍

高小組—學校集體拳術組（南拳）第壹名

初小組—學校集體拳術組（長拳）第壹名

高小組—學校集體長兵器組（槍術）第壹名

初小組—學校集體短兵器組（刀術）第壹名

學生姓名 班別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項目成績

王仁希 四信 香港圍棋大賽2018 香港圍棋協會 5至9級組季軍

陳泓希 五信

2018天藝盃中國象棋大賽 天藝棋院 高小組冠軍

2018年全港中小學生中國象棋個人賽 香港象棋總會 高小組亞軍

2018「東區文化節」東區象棋錦標賽 香港象棋總會 高小組殿軍

陞域坊聯盃象棋賽2018 荃灣葵青坊眾會 小學組季軍

劉 翔 六望 第十六屆學術精英挑戰賽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中文、英文及數學科成績達金獎水平

培基小學隊 香港公原綠色大搜索 香港觀鳥會 亞軍

培基小學高級組合唱團 聯校音樂大賽2019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金獎

六愛 黎煦政 二級鋼琴獨奏 冠軍

六誠 蔡睿斯、袁希琳 木童笛二重奏 冠軍

一信 張貝兒 一級鋼琴獨奏 亞軍

五信 黃俊逸 一級鋼琴獨奏 亞軍

六誠 蔡睿斯 長笛獨奏 亞軍

一望 葉倚華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二信 劉康鉦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二誠 陳凱旗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四信 鄭敬臻 小號獨奏 季軍

五信 朱政賢 四級鋼琴獨奏 季軍

五愛 曾梓喬 四級鋼琴獨奏 季軍

六誠 袁希琳 牧童笛獨奏 季軍

低年級合唱團 中文聖詩組 亞軍

低年級合唱團 英文聖詩組 季軍

高年級合唱團 中文聖詩組 季軍

（三）藝術成績

  培基小學首次舉辦中國日。當天同學

們可以穿華服上學，參與下午豐富有趣的

活動。為了讓學生能更深入體會到中國文

化多姿多彩的一面，學校擺設了攤位遊

戲，準備了節慶食品，還有熱鬧的舞獅表

演。操場一片喜氣洋洋，笑聲連連。

培 基 校 訊
校址：新界沙田火炭樂霞坊二號  網址：http://www.pooikei.edu.hk  電話：2602 5353  傳真：2697 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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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school held a reading carnival on Friday 15th March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enjoy 
reading. Lessons were cancelled and instead students brought books to school to read and 
share with their classmates.

  Many reading activities were organised. Students enjoyed listening to a writer talking 
about his experience climbing Mount Everest. The covered playground was full of mini book 
stalls. The most attractive stall was run by a comic illustrator, who trained students to draw 
lovely characters. Students could also participate in game stalls, where they could win prizes.

  The NETs organised an exciting Adventure Escape Room for the upper school students. 
Held in the spookily decorated Room 412, students who joined the activity experienced 
the NET’s awesome acting pretending that the doors had locked and there was no way to 
escape… unless they solved three complicated word puzzles in 12 minutes. Students had 
to work in small groups to solve the puzzles and when they completed one, they would get a 
code word. After completing all the puzzles, students needed to organise the code words into 
a sentence to reveal a four-digit code and unlock the doors. The first group to open the lock 
received wonderful prizes. To be honest, it wasn’t that scary, but it was extremely exciting.  

  This was the first reading carnival at Stewards Pooi Kei Primary School. Overall, we 
think the school did an excellent job. Students really enjoyed it and we think it was an 
effective way to encourage them to read more.

  Pooi Kei Channel is a fun channel that produces a series of interesting short video clips including 
interview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music videos, challenging tasks, etc.

  In  Ep isode 2 ,  we 
produced a music video 
to celebrate Christmas. A 
series of Christmas songs 
were  chosen and put 
together as a Christmas 
songs medley. Students 
from the Music Enrichment 
Class were trained to play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sing the songs. Some 
funny unedited footages 
were later shown as a 
bonus clip.

  Pooi Kei Channel also held a Logo Design Competition in 
November 2018. Here are the 12 prize winners.

  There were nine excellence awards: Braydon (J.2 
Honesty), Cloris Lee (J.3 Faith), Liesl Shum (J.3 Love), Janice 
Kwok (J.4 Honesty), Yolanda Cheung (J.6 Faith), Angelina 
Chau (J.6 Honesty), Jocelyn Tam (J.6 Honesty), Kristy Li (J.5 
Honesty) and Kristie Lee (J.6 Love)

News Report by the Writing Class

Claudia Lee
(J.6 Faith)

Summer Kwok
 (J.6 Honesty)

Wilson Wong
(J.5 Honesty)

Channel
Pooi Kei

REC

First Second Third

中 國 日

看！同學們的舞獅表演多認真，事前的排練工夫真不少呢！

    當天，除了有各式各樣有趣的
攤位遊戲外，還有應節食品提供。

    學生又可以玩、又可以吃，大
家都笑得合不攏嘴。

最後，少不了的是學生一身悉心的打扮，他們穿上了華服，令校園更添喜慶。

粵語及普通話詩詞獨誦各級得獎名單

英詩獨誦各級得獎名單

Mr Homer teaching students how to 
play the escape room game

校外比賽成
績

（一）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二）第七十一屆校際音樂節成績

（四）體育成績

（五）其他

  In Episode 1, we 
interviewed students 
and teachers about 
their favourite street 
food. Curry fish balls, 
siu mai and egg tarts 
were very popular 
among our teachers 
and students.三愛 姚焯豐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四愛 冼凱悅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四愛 冼凱悅 普通話散文獨誦 冠軍

四愛 冼凱悅 粵語講故事 冠軍

五愛 李卓謙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六信 梁天恩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六望 方嘉祺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一愛 謝蓁浠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三望 麥 悠 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六望 方嘉祺 普通話散文獨誦 亞軍

一愛 蕭顯揚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一愛 蕭顯揚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二信 陳倚寧 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三望 陳以心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三望 凌叡敬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三誠 李卓祁 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

三誠 李卓祁 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四愛 冼凱悅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五信 黃天誠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五愛 李卓謙 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

六望 張紫蒑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六望 郭欣穎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六愛 湛曉藍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六愛 鍾湘兒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六愛 吳諾豐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一愛 鄧上恩 英詩獨誦 冠軍

一愛 蕭顯揚 英詩獨誦 冠軍

六誠 林以樂 英詩獨誦 冠軍

三信 劉卓橋 英詩獨誦 亞軍

六信 王祉言 英詩獨誦 亞軍

六望 姚焯然 英詩獨誦 亞軍

六望 張紫蒑 英詩獨誦 亞軍

六望 郭欣穎 英詩獨誦 亞軍

六望 湛曉藍 英詩獨誦 亞軍

六望 吳倩瑤 英詩獨誦 亞軍

六愛 羅梓蓁 英詩獨誦 亞軍

一愛 李詩翹 英詩獨誦 季軍

一愛 馮希晴 英詩獨誦 季軍

四望 盧泇南 英詩獨誦 季軍



  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二日至十五

日，本校四年級學生參加教育局資

助的「四川的歷史文化及生態探索

之旅」。活動的目的是透過不同的

學習經歷，讓學生認識四川的歷史

文化、風俗特色、城鄉建設、經濟發

展、創新科技、自然保育等。

  透過這次旅程，老師和學生除了看到可愛的大熊貓

寶寶外，大家還認識到四川獨有的文化，例如：川劇變

臉、歷史悠久的鹽業及最古老商業街—錦里古街。我

們還跟導遊學習了幾句日常用的四川話呢！

到四川當然要參觀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不能不去的自貢恐龍博物館

遊武侯祠去認識諸葛亮
觀賞令人眼界大開的川劇變臉表演

  三月十三日至十六日23位四、五年級學生及家長

在黃清江校長及三位主任帶領下，浩浩蕩蕩由培基出

發，乘坐跨境巴士，經港珠澳大橋從珠海過關，開展

四日三夜的學習交流之旅。

培英小學（歡迎儀式）

語文課學習《鳥的天堂》

學生學習粵語聲調與平仄
科學課（小鳥天堂榕樹和
鳥類的認識）

數學課：如何計算小鳥天堂
大榕樹的周長和佔地面積實地測量

遊覽小鳥天堂

視藝課：手工製作
（雀鳥及鳥巢） 寫作學習乘坐高鐵回港大合照

  In March, a STEM project was launched for J.4-6 classes. Students worked in groups, 
using papers to make a building, a bridge or a chair. Through this project, students learnt 
how to conduct a fair test, design creatively, solve problems, think critically and collaborate 
with each other. They found satisfaction from this project.

J.4 paper building J.5 paper bridge J.6 paper chair

最重要是學到新的
知識和技能啦！

程式設計教學：Microbit

跟內地學生進行課堂
交流，多認真！

四川的歷
史文化及生態探索之旅

  一抵埗，江門市培英小學為我們舉行了一個隆重

的歡迎會，熱情地款待我們。接着，他們更一盡地主

之誼，引領我們參觀華博館（展出華僑飄泊海外的生

活）及五邑大學藝術設計學院。

江門市親子交流團

  我們一早到達培英小學上

課，揭開以「小鳥天堂」為主題

的跨科學習之旅。我們進行了

語文、科學、數學科的探究學

習。在緊湊的學習歷程後，下午

時段，學生在家長陪同下，到了

東望洋食品廠的葡韻餅家，進行

輕鬆的蛋糕製作親子活動。

3月14日

  早上，我們出發前往當地著名的小

鳥天堂，實地考察巴金筆下的《鳥的天

堂》。下午回到培英小學後，大家也沒

有怠慢，馬上利用考察成果，繼續進行

視藝設計、文學欣賞及寫作練習。黃校

長更客串教授兩地學生Microbit程式。最

後，這次「小鳥天堂」的跨科學習之旅

就在一場水火箭科技活動後宣佈結束。

以描寫鳥的近體詩為
例，讓學生初步認識近
體詩的平仄格律

3月15日

  行程最後一天，培基師生與家長先到長廊

生態園遊覽，午飯後便乘高鐵，平安地踏上歸

途。這次行程，大家都滿載而歸呢！

3月16日

S T E M
Thinking Like a Scientist –

School based STEM project

Butterfly x STEM project

Project Eureka
  In order to raise students’ 
interest in science and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observing,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questioning, our school 
has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 conduct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and to apply STEM in primary school 
science curriculum and lessons.

  In collaboration with Green Power, 
butterfly gardens were set up on campus 
in March. Currently, about 30 students are 
being trained to be Butterfly Ambassadors 
where they have to conduct research 
in relation to the life cycle of butterflies. 
Student Ambassadors will share their 
research findings and learning experiences 
with their fellow schoolmates in June. 
Such endeavour would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STEM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3月13日

同學們一書在
手，彼此分享，
大家都沉醉在閱
讀的樂趣中。

同學們愉快地參加常識科攤位
遊戲。

同學們齊在科學攤位做實驗。

同學們看完運動圖書，有的在
回答老師的問題，有的完成動
作題，大家玩得不亦樂乎。

閱讀延伸活動：齊來
創作一條小蛇兒。

變！變！變！同學們齊齊大變身，
他們都悉心打扮。

「白雪公主」+「哈利
波特」=？快來發揮想
像力，你也能為他們創
作一個新故事！

同學們一邊專心致志地聆
聽，一邊認真地嘗試執筆
作畫。

作家何永業先生與學生分享閱讀對個人的好處，鼓勵同學多閱讀。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戴上眼罩的我，樣
子好看嗎？

在書展選到心愛
的圖書，露出喜
悅的笑容。

同學們精彩的演繹，把故事說得有趣動聽。

同學在中文科攤位活動一
擊即中，立刻喜上眉梢。

  本年度學校舉辦了閱讀嘉年華。當天活動包羅萬

有：包括書展、與作家會面講座、童話夢工場、漫畫

家即場示範、閱讀攤位遊戲、好書推介、增擴實境

AR圖書試閱及書籤製作等。透過多元化的活動，擴

闊了學生的閱讀領域，也提升了學生的閱讀興趣。

  為了讓學生「從閱讀中學習」，各科不但設計了

有趣的閱讀攤位遊戲，讓學生從遊戲中學習，而且更

向同學推介各科的主題圖書。

閱讀嘉年華

漫畫家崔瑩小姐即場示範繪畫
漫畫，令同學獲益良多。

同學參與英文科攤
位，鍥而不捨地尋索
圖書封面的資料呢！

AR增擴實景圖書把同學帶進一個
立體的閱讀世界，既新奇又有趣。

視藝科攤位遊戲：同學嘗試

將名畫拼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