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There are five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throughout this school year. Each 
assembly explores a different topic, as you can see below. During the assembly, 
the NETs  introduce  the  topic and  teach  the  important keywords and phrases 
associated with it. We presented the first morning assembly at school, with the rest 
of the topics being introduced through video because of the school suspension.

Saving the Amazon Explains that the Amazon Rainforest is on fire and how this harms the world

Life in Space Discusses how to get into space and how to support life once there

Famous Scientists Introduces six famous scientists and explores their achievements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Examines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amous Children’s Authors Introduces famous authors of books aimed at children

    A number of games are designed after 
each assembly  in which students can play 
table games to win E-dollars. Students need 
to use  the new vocabulary  taught  during 
each assembly in order to win.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help the NETs 
run the English Days, and students  from all 
years enjoy playing  the games very much. 
Students can spend  their E-dollars at a gift 
shop that opens at the end of each term.

    The NETs have created a new website that they hope 
can be used by students to help them learn and practice 
English away from school.  It  includes a NET Blog that  is 
updated regularly with interesting and informative English 
posts and activities. Students can practice their English by 
reading the posts, joining in and commenting on the blog. 

    The NET Assemblies page includes uploads of all the 
assemblies the NETs have performed this year, so students 
can still access and revise any new vocabulary. The English 
Corner, Reading and Phonics pages contain links to excellent 
websites and apps that can support English reading, writing 
and phonic learning at home. 

    Feel free to visit and have a good look 
around our Nets website. We hope you can 
find something fun and useful to do there.

www.spkps.weebly.com/

Students from all years enjoyed the games very much!

Gift Shop

English Ambassadors helped running the English Days.

Students had so 
much fun playing 
table games and 
winning E-dollars! 

Some students were 
excited to discuss what 
they wanted to bu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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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whiskered Bulbul’ Team (Hazel 
Fung, Yoyo So, Athena Siy, Cherry Law, 
Kristy Chow) got The Championship 
and The Most Outstanding Design of 
Bird Hat Award.

‘Black-collared Starling’ Team (Pui 
Yan Chung, Melody Leung, Kaylie 
Wu, Cherrie Chan, Cordelia Hui) 
got Merit Award.

‘Red-billed Blue Magpie’ Team (Tom Chan, 
Edison Lee, Chun Ho Yeung, Tim Huang, 
Hugo Chan, Howie Ng) got The Most 
Outstanding Design of Bird Hat Award.

    Jo int ly   organized  by 
the  Leisure  and  Cul 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and the 
Hong Kong Bird Watching 
Society,  Hong  Kong  Park 
Green Hunt 2019-2020 was 
held  successfully  on 4 and 
11 January 2020. 27  teams 
from different primary schools 
entered  the competition  this 
year. The  competition  has 
aroused students'  interest  in 
bird watching and broadened 
their knowledge of local birds.

    Some J.4 – J.6 students attended an Environmental and STEM Workshop in December offe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from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y visited EcoGarden where they found a butterfly garden, an eco-pond and an organic farmland. This experience broadened 
students’ horiz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erving the earth’s biodiversity. During the visit, students also conducted a hands-on STEM 
activity in which they could learn how to set up an aquaponics system.

EdU EcoGarden Experiencing and Experimenting 2019

Ambassadors are nurturing butterflies 
from caterpillars to adults.

Ambassadors and J2 students set the butterflies free after about a one-month care.

    Butterfly Conservation Ambassadors nurture butterflies from caterpillars to adults and conduct 
experiments  related  to  the  life cycle of butterflies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Students also learnt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and life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In  order  to  enrich  the  J.2  Science  curriculum,  our 
ambassadors put their nurturing incubators in J.2 classrooms to 
let students observe the life cycle of butterflies. Ambassadors 
also shared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with them.

Butterfly x STEM

Ambassadors observe catepillars 
under a microscope and handle the 
data of their growth in a computer.

    We  conducted  “Boom Whackers Tube” 
in October 2019 with  the support of Dr. Tong 
Shiu Sing, Department of Physics, CUHK. All 
interested students received materials  to make 
their own musical instruments “Boom Whackers 
Tubes”. Moreover, J.5 students could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t. For  instance,  the  longer  the 
pipe, the lower the pitch of sound it produces.

STEM-Up Activity 

Dr. Tong made a video to 

inspire our students to do 

the STEM-Up activity. Students’ work integrate Arts into STEM

Hong Kong Park Green Hunt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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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十分投入參與攤位遊戲！

    為了加強學生對中國歷史及文化的認識，本校特在一月二十一日舉辦中國

文化日。當天學生透過閱讀圖書、比賽、講座、製作農曆新年裝飾等學習活

動，認識中國歷史文化、農曆新年的由來及習俗等知識。當天，學生到操場參

加攤位遊戲、試食應節食品，包括：蘿蔔糕、年糕、湯圓等。學生使用從攤位

遊戲取得的蓋印換領禮物，並投票選出「我最喜愛的水仙花」。

小小年紀便能講出生動又有趣的中國民間故事!

同學學習傳統剪紙藝術。

舞獅攤位活動令各同學都樂在其中！

同學們唱著賀年歌，校園洋溢
著濃厚的過年氣氛！

感謝家長義工們的幫忙！

同學們玩完攤位遊戲後換得精美的禮物！

同學悉心栽種的水仙花，造型也十分吸引。

中國歷史講座（由
何冠環博士主講）

賀年食品真是十分美味！
快來配對中國

傳統過年食物
。

中國文化日

一、二年級
中國故事
演講比賽

三、四年級成語故事

演繹比賽（普通話）

五、六年級中國知識問答比賽

同學們精彩的演繹，
令大家都認識了不少
成語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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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學習週
    在這學習周，學生衝出課室的四面牆，

到不同的地方上課學習，讓他們能夠親身體

驗，更加了解和愛惜自己及大自然。

著名漫畫家草日老師來教學生畫漫畫。

學習無疆界，學生走出課室，實地觀察動植物，人人都露出興奮的笑容。

參觀完畢後，學生在中文課堂學習描寫動物的外形，作為寫作的預工。

參觀動植物公園

一年級 「愛己愛自然」

二年級 「和諧共處」

三年級 「愛護環境」

二
年級

看！這是草日老師為同學們畫的肖像，真可愛呢！

參觀護苗車，學習
如何保護身體。

一
年級

在「我有你感受」工
作坊，同學學習如何
與別人融洽相處。

學生跟畫家
草日先生運
用不同的線
條來表達不
同的情緒。

學生齊集禮堂，以詩歌
讚美天父創造大自然。

同學觀察及繪畫，記錄所見的植物。

同學踴躍參與STEM活動，製作
三合一圖畫，表達關愛主題。

參觀大型商
場

參觀
郊野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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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八日為主題學習周，各級有不同的主題。學校透過相關的教學活動、戶外參觀、

體驗活動、STEM 探究活動、講座、工作坊及展覽等，深化學生對主題的認識及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

四年級 「家在香港」

五年級 「中國多面體」

六年級 「我們的地球」

    透過參觀和與消防員交流，令

學生能感受到消防員的辛勞，進而

欣賞社會中為我們服務的人。

參觀消防局

三
年級

參觀「水知園」

學習寫作遊記的技巧

    學生學習新的寫作手法，一邊參觀，一邊記錄。此

外，學生還學習將廢物利用，製作成生活用品。活動需要

學生動手、動腦、觀察、紀錄，過程既有趣又有意義呢！

齊來為植物施肥

學生們興奮地製作香皂！學生化身小農夫辛勤地把泥土鋤鬆！

參觀農場

同學們一起參觀校內的環保生態園，學習不同
的記敘手法及描寫技巧，寓學習於娛樂。

與敬重的消防員一起拍照

學生專心聆聽消防
員介紹救火裝備。

繪畫圖畫送給消防員

製作
環保
酵素

    配合常識科認識社區的課

題，老師帶領學生走訪了沙田

及馬鞍山社區。完成社區參觀

後，再到郊野公園野餐及認識

園內的植物和設施。

學生透過展品及互動遊戲，了解水的循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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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年級

    四年級同學到南蓮園池和九龍寨城公園學習運用步移法及描寫技巧寫作遊記。同學亦到了大

館參觀，認識香港如何把歷史古跡活化。同學還走訪山頂和赤柱，在街頭以英語訪問外國遊客。

通過這些多元化的活動，不但加深學生對香港歷史的認識和了解，亦可從中培養學生對香港的歸

屬感和對別人的關懷。

參觀南園蓮池和九龍城公園

透過考察活動，加深同學對香港古蹟的認識。

設計問卷  用英語訪問遊客

外藉英語老師
指導同學出外
訪問遊客時的
禮儀。

訪問後，同學與外國遊客合照。

同學透過昔日照片，認識大館的歷史。

創意棋飛行棋

五
年級

    五年級同學走訪多個具特色的古跡景點進

行考察，收集資料後，運用創意設計一本獨一

無二的旅遊小手帳。

    此外學校又邀請香港知名的變臉大師韋飛

雄小姐為同學表演四川變臉藝術，透過講者介

紹，同學認識變臉藝術的歷史和欣賞的技巧。

樂寫遊記舊曲新詞

同學把音樂課學過的兩首歌曲，
譜上學習周主題的新歌詞。

活動不僅讓學生
了解香港舊日玩
具－飛行棋的
歷史，還對同
學的創造力有
很好的啟發。

到山頂和赤柱訪問遊客前，Mr 
Homer指導同學設計問卷。

旅遊小手帳

學生在大師指導下學習變臉。

四川變臉
藝術表演

台下學生能親眼看見變臉藝人迅速變出不同臉相，
無不拍案叫絕，現場學生高漲的情緒頓時推到高峰。

同 學 透 過 創
意，紙筆書寫
和剪貼，製作
屬於自己的旅
行手帳！

同學實地考察荔
枝角公園的「嶺
南之風」，除了
解傳統中式嶺南
風格的建築外，
亦學習描寫園內
的景色。

參觀大夫第後，同學
們開心地拍照留念。

訪問工作開
始了，同學
們有禮貌地
訪問遊客。

活動後，同學把所見
所聞都寫成遊記。

參觀大館（前中區警署建築群）

漫遊歷史古跡

同學聚精會神
地聆聽導遊講
解，對香港的
歷史發展及文
物保育有深入
的了解。

參觀龍躍頭
文物徑，同
學們回味過
往的歷史和
社會發展。

6



粵語及普通話詩詞獨誦獲獎名單

英詩獨誦獲獎名單

二愛 謝蓁浠 普通話散文獨誦 冠軍

五誠 冼凱悅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六愛 李卓謙 粵語散文獨誦 冠軍

二望 鄭淳曦 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二誠 江晙立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三望 徐學意 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四信 李卓祁 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四誠 郭啟航 普通話散文獨誦 亞軍

六愛 李卓謙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二誠 莊旻錞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二誠 洪梓恩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二誠 彭安祈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四信 李卓祁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四信 李卓祁 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四誠 陳以心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六信 譚佳悅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四愛 姚焯豐 英詩獨誦 冠軍

三望 朱泳錡 英詩獨誦 亞軍

四望 麥  悠 英詩獨誦 亞軍

六信 譚佳悅 英詩獨誦 亞軍

二愛 蕭顯揚 英詩獨誦 季軍

參觀嶺南大學樂齡體驗中心 六
年級

導師向同學解釋如何使
用智能膠樽回收機。

同學DIY製作環保聖誕燈飾。

天文課

種植水仙花
無人機編程

學生校外比賽成績
（一）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1

黃清江校長結合天文學與數
學，深入淺出地教授同學計
算行星與行星之間的距離。

同學參觀嶺南大學樂齡體
驗中心，認識現代科技如
何改善長者「醫」、食、
住、行各範疇。

    六年級的全方位學

習活動設計多元化，涵

蓋不同的學習範疇，包

括STEM、天文學、數

學和生物學，讓同學認

識現代科技與其應用，

成果豐碩。

種植能幫助孩子學習一分耕耘，一分收
穫、愛護生命等積極的人生價值。

同學高舉着親手染的布匹，滿足地拍下大合照！

藍染體驗工作坊

活動後，同學在家培育水仙，
為農曆新年添上節日氣氛。

同學學習無人
機編程，編寫
飛行路線，在
校內操場進行
試飛。

1

同學在進行科學探究。

參觀stem體驗中心
同學在STEM體驗
中心認識了現今
科技的發展，還
親身體驗了虛擬
實境（VR）。

透過導師講解與示範，同學了
解水仙花的生長特性和學習切
割水仙花球及其種植技巧。

同學體驗藍染這
項已有近千年歷
史的古老傳統工
藝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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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班別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項目成績

賀子騰 二望

2020全港校際武術公開賽 尚武文化中心

基礎長拳冠軍

五步拳亞軍

麥悠 四望
初級刀術冠軍

初級南拳殿軍

馬心悅 五望 初級南拳冠軍

培基小學 2020全港校際武術公開賽 尚武文化中心

集體南拳－小學組亞軍

集體刀術－小學組亞軍

集體五步拳－小學組季軍

楊依靈 四望 第十四屆香港國際武術比賽 香港國際武術比賽組委會
五步拳、長拳、刀術冠軍

劍術、棍術冠軍

王喆恩 三愛 葵青區跳繩錦標賽2019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

三十秒前繩速度賽

五歲至七歲女子組冠軍

三十秒二重跳速度跳賽

五歲至七歲女子組冠軍

黃子淳 三愛 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香港跆拳道正道館 搏擊比賽季軍

林俊希 三愛

2019豪群聯盟U系列青少年

S1慈善三人籃球賽
新鴻基地產

大灣區總決賽U8組別

最有價值球員 FMVP

2019愛鄰舍服務協會室外籃球賽 愛鄰舍服務協會 U10組別季軍

生涯理財樂滿紛3X3籃球賽 遊樂場協會 U10組別冠軍

陳鎮軒 四望
2019愛鄰舍服務協會室外籃球賽 愛鄰舍服務協會 U10組別季軍

生涯理財樂滿紛3X3籃球賽 遊樂場協會 U10組別季軍

培基小學舞蹈組高班 第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群舞）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小學高年級組甲級獎

1

（二）體育

學生姓名 班別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項目成績

黃宇軒 一信 2019香港兒童音樂才藝大賽（第十季） 香港兒童音樂及藝術協會 冠軍

陸思齊 三信 「關愛社區、和諧有禮」創作比賽 滬港同心協進會 繪畫比賽小學組亞軍

梁津爾 三望 第十二屆全港學生公開音樂比賽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小提琴四級冠軍

梁愷霖 三愛 「童心追夢」繪畫比賽2019 國際培幼會 新界區初小組季軍

丘嘉敏 四信

"The True Heart" International Drawing 
Competition 2019

香港兒童創意發展協會 銅獎

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小紅熊藝術交流中心 銀獎

吳悅行 四愛 第四十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 海港青年商會 中級組良好獎

王滿恩 五誠 2019華夏兒藝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 華夏兒藝文化 書法二等獎

陳容釪 六信

2019 IPEA打擊樂菁英賽 國際打擊樂教育協會 小鼓組冠軍及一等獎

中國青少年音樂比賽2019
北京國際音樂比賽
管理委員會

打擊樂獨奏－小軍鼓一等獎
（上海省級賽區）

打擊樂獨奏－馬林巴二等獎
（上海省級賽區）

打擊樂B組－小軍鼓三等獎
（全國級比賽）

（三）藝術

學生姓名 班別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項目成績

趙栢熹 一誠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9（第四季） 香港資優數學協會

小學一年級組一等獎

姚焯豐 四愛 中小組金獎

謝旻汶 四愛 中小組銀獎

譚佳悅 六信 高小組銀獎

潘逸蔥 六信 高小組丁組銅獎

孫嘉成 四愛
第十七屆兒童棋院盃圍棋公開賽 香港兒童棋院

兒童新苗乙組亞軍

孫嘉徽 六誠 兒童新苗甲組亞軍

培基小學 香港公園綠色大搜索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觀鳥會

紅耳鵯隊－冠軍

最突出雀鳥帽子設計獎（紅耳鵯隊）

最突出雀鳥帽子設計獎（紅嘴藍鵲隊）

黑領椋鳥隊－優異獎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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