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運會那一天，小記者到處東奔西跑，馬不停
蹄地訪問，雖然感到有點辛苦，卻換來了寶貴
的實戰經驗。 

五信  彭紀琳

小記者為了追訪參賽健兒，甘願於烈日當空下四出奔走，雖然辛苦，
但箇中卻別有一番樂趣。友校接力賽的運動員正接受小記者的訪問。  

五信  何芷盈

究竟我們是誰？我們這班小記者是
 四信  陳僖晴   陳天朗   吳芷樂   黃日朗

 四愛  趙朗盈   林在晴

 四誠  湛晞彤

 五信  馮沛謙   何芷盈   彭紀琳   周元天 

 五愛  陳靜宜   劉天澄

 五誠  李浩齊

經過一天的採訪，小記者們仍意猶未盡，
期望下次的採訪活動快些展開。

小記者使用專業的攝錄器
材錄影精彩的活動片段           

小記者們全神貫注地聆聽出版社編輯講解編輯的技巧。原來排版工作很重要，因為會影響讀者閱讀有關刊物的興趣。
大家的溝通技巧進步了，還學會了如何選取有用的資料，然後利用圖片和文字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五信 周元天 五愛 陳靜宜

受訓期間，小記者們學
習不同的採訪技巧。言
語治療師還教導大家要
說好廣東話，不容許有
「懶音」。

校園小記者專欄校園小記者專欄 2012-2013校外活動成績2012-2013校外活動成績

我
們是一班四、五年級的同學，於一月份被老師甄選參加由中國語文

科開辦的「校園小記者訓練班」。短短數個月內，我們學習了採

訪、編輯、報道及使用攝錄器材的技巧。受訓期間，我們都很用心地學

習。陸運會當天，我們更初試牛刀，不但採訪了校長、老師、家長和運動

員，還攝錄了陸運會的活動花絮。學校讓我們把採訪回來的資料刊登在校

訊上，真是我們小記者的榮耀！

培基
小學

   校
園小
記者

   
   
  誕生

篇



 藝術成績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陳子暄 2D 二級小提琴 冠軍

麥詠正 2D 二級鋼琴獨奏 冠軍

鄺子懷 3A 二級鋼琴獨奏 冠軍

吳琛怡 6D 六級鋼琴獨奏 冠軍

培基小學
高年級合唱團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 
（13歲或以下小學合唱隊）

冠軍

曹綽丞 1A 一級鋼琴獨奏 亞軍

方 晴 3A 三級鋼琴獨奏 亞軍

葉曉瑜 2B 二級鋼琴獨奏 亞軍

李諾晞 4C 四級鋼琴獨奏 亞軍

佘彥彰 5A 四級鋼琴獨奏 亞軍

朱麗銘 5A 六級鋼琴獨奏 亞軍

李伊晴 5B 二級鋼琴獨奏 亞軍

溫朗月 1A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陳樂堯 2A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葉曉瑜 2B 鋼琴二重奏（初級組） 季軍

黎靖柔 2C 三級鋼琴獨奏 季軍

吳子軒 3C 三級鋼琴獨奏 季軍

麥詠添 4D 二級鋼琴獨奏 季軍

朱梓蕎 6C 大提琴（初級組） 季軍

岑鎧沂 6D 六級鋼琴獨奏 季軍

鄺天諾 6D 鋼琴獨奏—中國作曲家（初級組） 季軍

李 灝 6D 高音木笛獨奏 季軍

培基小學 美樂笛小組（小學組） 季軍

培基小學
教堂音樂—外文歌曲

（13歲或以下—小學合唱隊）
季軍

  其他學術比賽
葉鎧榮 3A

沙田區學屆界圍棋比賽 公益少年團
初小組亞軍

鍾錦康 3C 優異

張皓甯 3A
第十屆香港校際圍棋大賽 香港學界圍棋會 優異獎

第一屆聯校圍棋賽 香港兒童棋院 第七名

羅詠曦 5A
Hong Kong Children’s 

Art Contest GNET Star 銅獎

錢 澄 3A 第15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優異獎

張傲晴 5A 優異星獎

鍾鎮宇 3B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元朗大會堂 銅獎

培基樂隊及
合唱小組

愛與樂—學校聯演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音樂事務處

優秀表演獎

最受現場觀
眾歡迎獎

李念恩 1D

第19屆聖經朗誦節 漢語聖經協會

獨誦季軍

王諾恩 2D 獨誦亞軍

李念情 3B 獨誦亞軍

麥詠正 2D 獨誦優異

徐鍵智 5C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北京大學 卓越獎

體育成績
學生姓名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陳澤睿 6A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 證書及$500

第三季省港澳
傳統武術邀請賽

李勁德武術訓練中心
初級槍術金獎

南拳銀獎

梁天晴 5D

粵港澳劍擊公開賽 廣州市劍擊協會

男子乙組個人季軍

男子乙組團體亞軍

劉海柏 6D
男子甲組個人季軍

男子甲組團體亞軍

劉海珊 6D
女子甲組個人第七名

女子甲組團體冠軍

梁天晴 5D

2012-2013全港小學
校際劍擊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個人季軍

劉海柏 6D 男子甲組個人亞軍

關立言 5B 男子乙組個人季軍

劉海珊 6D 女子甲組個人季軍

溫卓衡 5C 女子乙組個人亞軍

培基校隊

女子乙組團體冠軍

女子甲組團體冠軍

男子乙組團體亞軍

男子甲組團體冠軍

劉海珊 6D 全港個人賽亞軍

劉海柏 6D 全港個人賽亞軍

梁溢昇 6D

2013首屆國際
傳統武術錦標賽

香港武術聯會

劍術二等獎

陳可澄 4D
槍術二等獎
長拳三等獎

林以諾 3B 劍術三等獎

姚卓男 2A

2013全港公開
新秀武術錦標賽

香港武術聯會

個人全能銅盃
初級棍術金牌
初級長拳銅牌

林以諾 3B 個人全能第四名

吳子謙 3D
初級刀術第四名
個人全能第六名

陳可澄 4D 槍術金牌

羅子玨 5B 初級棍術第五名

培基校隊

團體初級棍術銅盃

團體初級刀術金盃

團體初級長拳銀盃

團體初級南拳銀盃

團體初級棍術第四名

黃煒稀 2D 沙田武術錦標賽 沙田體育會
兵器組第三名

少年拳組第四名

姚卓男 2A 香港國際武術節 香港國際武術組委會
棍術第二名
拳術一等獎

李卓樺 6D  青苗培訓區際足球錦標賽 香港足球總會 八人賽冠軍

黃詩雅 5C

香港卓領兒童
田徑母親節盃

卓領體藝協會
跳遠亞軍

擲壘球亞軍

香港水足印定向2013 和諧社會企業 家庭組冠軍

第13屆全港兒童細運會 華人運動員協會 跳遠亞軍

大年初一利是跑 家悠站 少年組殿軍

鍾 昊 6D     體育先鋒體操比賽 體育先鋒有限公司
自由體操冠軍
跳箱第四名
全能第二名

梁詠竣 5B

中華兒童親子
田徑競技大賽

中華文化體藝協會

短跑60米季軍

短跑100米殿軍

羅子玨 5B

短跑60米亞軍

短跑100米季軍

跳遠冠軍

關旨君 6B
「沙田擂跆陣」

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體藝跆拳道總會 個人套拳季軍

2012-2013校外活動成績2012-2013校外活動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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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ry Writing Class for J. 4 – J. 6

Our school has been engaged in numerous language arts activities to 
improve English language usage, and one of which is writing poetry 

to submit entries for the Hong Kong Budding Poets (English) Award 
2012/13 competition. One of our NET teachers, Mrs. Lam, conducted a 
10-session Poetry Writing Workshop for selected J.4 to J.6 pupils. The 
workshop participants wrote seventeen poems and were all submitted to 
the competition. As of this writing, the HKBA has finished its preliminary 
and final adjudication and 60 shortlisted candidates have been invited to 
attend the Improvised Writing Session and Student Interview. We are proud 
to report that one of our budding poets, J.5 Faith pupil Rebecca Zhou is 
included on the shortlist. Way to go, Rebecca! 

Students used hand-made puppets to re-enact a 
Chinese mythological novel called “Journey to the 
West”.  See!  The Monkey King is flying vividly on 
the screen.

Puppet theatre

Book sharing

Poetry Writing

This year, fiv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radio programme “Sunday Smile” on 
RTHK Radio 3. They performed a Reader’s Theatre version of the Mexican 

folktale, “The Most Wonderful One in the World" .
Venice, Vivian, Reeve, Adrian, and Henry spent many hours rehearsing for the special day. 
They used a Guiro two-tone block for special effects, sang, and practiced using their voices 
in a variety of ways for dramatic effect.  
The students visited the radio station on 10th April in the morning. It was an exciting day 
because they got to meet a real DJ, Tim, and see the inside of a studio recording room. Tim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behavior and ability of the students at Pooi Kei and warmly 
invited us to come back any time to do another show.  
The show was broadcast on Sunday 21st April, but will be available online for one full year.

Sunday 
Smile

On 12th April, we did a shared reading session with Jiangmen Fan Luo Gang Primary 
School through video-conferencing. The story book ‘Super Grandad’ was chosen. 

Two of our J.3 students, Adrian and Natalie, introduced the book by showing the 
pictures and asking questions to make predictions first. Then they read aloud the 
story expressively. The students of Fan Luo Gang Primary School listened to the story 
attentively and they could answer all the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about the story. 
When we invited them to do reader’s theatre together, they were very excited and 
eager to act out different roles. Their performance was great and impressed us a lot. It 
was a good beginning for both of the schools as we explore this new way of learning.

At the time when the School Bulletin is released, we are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at:

Rebecca Zhou is the champion (Primary Section) of the poetry writing competition.

On 6th February, 10 members of the English 
Drama group joined a Puppet Theatre 

workshop which was sponsored by SCHOLAR.  
They went to the Cultural Centre in Tsim Sha 
Tsui excitedly because they were going to have a 
lesson beyond the classroom. In the workshop, 
they learnt how to use a piece of paper to make 
puppets with movable limbs and acted out 
different characters. At the same time, they even 
had to read lines on the script too. It was quite 
challenging but they enjoyed so much. All of 
them appreciated the instructor who taught them 
something new about drama.



課堂完結後，老師會在秩序
比賽評分紙上填上分數。

每個課室也張貼了

海報提示學生
大家要努力啊！

走廊的壁報貼上例子教導

學生做個有禮貌好孩子

「常規範」—「七大禮貌行為」

選舉（四月份舉行）

「常規範」—「七大禮貌行為」

選舉（四月份舉行）

本校上學期推行五常法，已見成效。下學期再以

重點推出「常自律」─「循規蹈距人人讚，

遵守校規好學生」活動，以鞏固學生對五常法的知

識。在3月6日至4月19日進行了為期六周的秩序比

賽，提醒學生上課要專心，上落樓梯要安靜，走路時

要慢慢走，以便營造一個有良好學習氣氛和安全的校

園環境。

學生的回應：同學比從前更注重上課的秩序，大家學

習時也安靜了，我們可學得更多的知識。

訓輔新動向訓輔新動向

班主任會與同學討論班內最值得嘉許的禮貌行為。經

各班同學提名後，選出七個入圍禮貌行為，然後由家

長和學生分別於校內及網上投票，再選出三個「最佳

禮貌行為」，結果將於六月份公佈。

English Language Days Drama group

Throughout the year, our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along with our local English 
teachers have held four English Language Days. During these special days, an 

extra effort is made to speak in English. The third floor of the school becomes our 
‘English only zone’. 

Our first English Language Day theme was ‘Mid-Autumn Festival’. Our NETs taught 
some English themed vocabulary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During the recess, the 
teachers walked around the school and talked to the students about their Mid-
Autumn Festival experiences. 

The theme for our second English Language Day was Christmas. Again, Mr. Duffy 
and Mrs. Kuwata talked to the students during assembly about the meaning of 
Christmas. 

The theme of the third English Language Day was skipping rhymes. During 
lunchtime, students took part in skipping activities and learned skipping rhymes 
that can be heard in playgrounds around 
the world. 

  The final English Language Day of the year 
turned into a concert.  During morning 
assembly, students learned the words of 
two very popular Disney songs. The main 
event came at lunchtime. Our English 
teachers held a performance in the school 
hall. There was some beautiful singing from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like. 

This year, English Drama Group participated in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with the story 

of ‘Smart’. Inspired by current social phenomenon, 
the writer intended to make a satire, which is really 
a challenge for primary students.  On the date of 
competition, the adjudicators came to our school 
hall and watched the show. After more than two 
months’ of practice, all members worked hard to 
do their best in the competition.  They took the 
job seriously. Both Miss Fan and Miss Ho were 
very impressed and couldn’t help giving them the 
thumbs up. However, as a non-professional team,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still have a lot to learn 
to improve themselves. Most important of all, we 
learnt, grew and very much enjoyed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the play.



本校採用「課程統整」理念作為跨科主題學習的藍本。簡言之，

是利用「主題」作為統整課程的核心，把一些原本分科課程中

的「課」或「單元」組織起來，讓學生容易學到知識的背後意義，達

到活學活用和建構知識的目的。

一連兩天的六年級跨科主題學習日是以專題研習的形式進行，主題是

「生態足印」，當中結合了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科學、常

識、音樂和圖書科相關的知識和技巧。我們期望透過這個統整課程，

提高學生建構和綜合知識的能力和意識。
我們認真地討論研習內容，並作仔細分工。

我與組員勇敢地站出來作口頭匯報，讓同學評
估我們的表現，達到互相學習的目的。

共同努力下，我們完成專題研習報告了！
Yeah！

六年級跨科主題學習日六年級跨科主題學習日

English Language:
Book 6B
Chapter 6: Our environment

Mathematics: 
Book 6B
Chapters 13 & 14: Percentages
Chapters 19 & 20: Bar charts

Science: 
Book 6.3
Unit 3: Balance of Nature

音樂科：

六上冊

第七課：香港的美景

圖書科：

第七至九課：專題研習三部曲

（配合「環保污染」主題）

常識科：

6B冊

單元一：環境與生活

中國語文科：

運用說明文的寫作技巧

擬寫調查報告

主題網

生態 足印

「生態足印」的義工為我們
講解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我們在綵排口頭匯報中，
請大家給予意見。

你負責這部份，我負責那部份，
讓我們同心合力完成研習報告。



新老師介紹新老師介紹

馬秋儀老師
大家好！我是馬秋儀老師。我很高興能在一個充滿愛

的校園內工作。這裏有完善的教師團隊，對老師的支

援也十分充足。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很快便把學校當

成第二個家。

在我印象中，培基的學生都是乖巧好學，積極參與學

習活動的好孩子，我相信你們在學校健康快樂地成

長，發揮潛能，將來定能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材。

馬素云老師
大家好！我是馬素云老師，很感恩今年有機會加入培基
這個大家庭，成為其中的一份子。在教學的工作上，我
一直以「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
偏離」（箴22：6）作為我的教學宗旨，寄望每個孩童
都能夠做到榮神益人。除了寫作、做手工之外，平日我
還喜歡觀看一些懷舊電影，如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電
影。千萬不要以為這些電影很土呀！其實這些電影充滿
了趣味！

大家好！我是蔡春暉老師。今年有幸成為二愛班的班主任，能認識到一班可愛活潑的小朋友，真的非常感恩。我之所以立志成為一位中文老師，實在有賴相片中三位小學老師的栽培，他們當初的鼓勵造就了今天的我。盼望你們也能找了到生命中的啟蒙老師。

蔡春暉老師

大家好，我是鄭巧欣老師。時間匆匆，轉眼間一個學

年快完結了。回想開課的第一天，我的心情絕不輕

鬆，一方面要記着班主任的職務，另一方面又擔心管

理不好一班學生。幸好，學校的老師都經常提點我，

每事為我作詳盡解釋；班長又為我分擔了很多班務上

的工作，使我很快便適應這裡的新生活。在培基這個

大家庭的短短一年，讓我深深感受到、體會到天父的

眷顧，在我擔憂之時為我安排了很多小天使幫助我。

鄭巧欣老師

馬素云老師
鄭巧欣老師

蔡春暉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