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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The NETs will be holding Walk and Talks activities during recesses on
Day A and Day E for different year groups. During the Walk and Talks, you
can earn E-Dollars by talking to the NETs about the various assembly topics.
Our first morning assembly this year was about the _____est things in
Hong Kong. In this assembly, the NETs used superlatives to introduce some
amazing things in Hong Kong, such as the tallest building, the longest snake,
and the most expensive washroom.
   Listen out for the announcement on the mornings of Day A and E to hear
if it is your year groups turn to take part in the Walk and Talks. We hope you
can earn lots of E-Dollars.

Where is the
busiest place in HK ?

The ICC is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HK.

Mongkok is
the busiest ...

第三十八期
二零二二年一月

傳真：2697 3808

Where is your most
relaxing place?

Ma On Shan beach…

Students are all very excited to earn E-Dollars!

Our new NETs

Mr. Ridley and his sister

   Hello! My name is Mr. Ridley and I started teaching at Stewards Pooi Kei Primary School
in November 2020. I have loved every minute of it thanks to the great students and lovely
teachers who have taught me so much since I started.
   I am from a village called ‘Rossington’ in the UK. I have a degree in Biomedical Science,
which taught me all about illness and disease. After university I moved to Shenzhen where I
began teaching. After two years, I decided to move to Hong Kong. It was the best decision I
made because now I work at this school!
   My favourite sports are table tennis and badminton. I have played table tennis for over 10
years. I also have a passion for music and I am currently learning how to be a DJ.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s June and I'm so happy to join this school as
your new NET!
   I studied Law in university but decided to become a teacher. I realised teaching
gave me a greater sense of fulfilment and I have loved teaching ever since! During
my free time, I enjoy hiking, kayaking, and walking my dogs. I also love going to
the beach because I find being in nature very relaxing and healing.  
   I am very excited to meet and learn more about all of you. I hope you’ll enjoy
our lessons together, and I wish you all a wonderful school year!

Ms June and her dogs enjoying
a picnic at Penfold Park

迪士尼樂園 奇 妙 學習之旅

暑假期間，本校學生透過參與「迪士尼
科學行動」，認識到大自然的各種元素是透
過協同作用互相融合的道理，從而明白個人
與科技的緊密聯繫。學生從中了解迪士尼夢
想工程師怎樣利用這些元素創造米奇幻想
曲、瘋帽子旋轉杯及獅子王慶典等遊樂設
施，從中領會科學與創意的微妙協同關係。

在樂園裏，學生一邊遊戲、一邊學習，體現書本上的知識，
度過了既充實又快樂的一天！

這次學習之旅令我能
夠邊學邊玩和學會運用
想像力去理解抽像的事物。
能夠在暑假度過有意義的一
天，實在萬分感激學校！
二望 鄭映禧
迪士尼樂園導師引導同學明白怎樣在劇場中展現
三維影像。

學生從理論到親身觀察及體驗，
再透過簡單的實踐，培養他們對
STEM學習的興趣和好奇心。

在這次迪士尼科學行動中，
令我從遊戲中學習到合作和創作的
精神，在團隊中我們要互相幫助和信
任，才可以成功完成任務。這次能夠和同
學、老師一起去樂園遊玩真是感到非常興奮和
難忘，希望下次再有機會一起暢玩。
五信 劉曉澄
在暑假完結前我可以和老師和同學一
起到樂園遊玩，我感到很開心。想不到
蔡老師那麼勇敢和我們坐過山車。
我非常感謝學校舉辦這次活動。
二望 彭奕仁

同學們一起享受在樂園玩機動遊戲的時光。

輕鬆愉快的戶外學習環境，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新老師介紹

高少英老師

大家好，我是陳美婷老師。我是三誠班班
主任，任教中文、常識和聖經科。與另外兩位
新老師一樣，我也是本年度的「保育蝴蝶大
使」。可想而知，我既喜歡學習語文，也喜歡
研究科學。我很感恩加入培基這個大家庭，期
待在未來的日子裏能夠與同學一同發掘更多學
習的樂趣，更不少得的是與大家一同分享和見
證神的恩典。

我是高少英老師，今年加入培基的大家庭是神的恩典和預備。記得小時候我害怕
水，因為親眼看見弟弟差點被水淹沒。約十年前，我決心去學游泳，我竟克服了對
水的恐懼，現在好享受水中的樂趣。在忙碌中，我總會在水中游泳減壓。又記得從小
我好怕貓和狗，遠遠望見牠們，就會逃之夭夭。但因為兒子喜歡，就這樣，竟愛上牠
們。牠們喜歡親近人和等待你的回應，十分可愛。自小我從沒有想過當老師，也怕當
老師，但在神的奇妙帶領下，我走上這條路。雖然這條路不容易走，神卻在其中使我
成長了，而且經歷祂的豐富恩典。以前我總覺得照顧小朋友很麻煩，他們每樣事都要
別人十分呵護，但今天我能夠照顧他們，卻覺得是一種樂趣和福氣。人生有很多令人
懼怕和充滿挑戰的事情，只要有神在其中，不可能的也可變成可能。神是我的盾牌、
我的磐石、我的詩歌，也是我的救主！

我是三愛班班主任李志堅老師。我任教數學、科學及電腦科，也是本年度的
「保育蝴蝶大使」。我感恩今年加入培基這個大家庭，和各師生一同經歷父神為我
們所預備的歷程。除了蝴蝶外，我也熱愛科學和科技。同學們，小息的時間可以和
我交流一下！

徐嘉茵老師

陳美婷老師

李志堅老師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二望班班主任及「保育蝴蝶大使」徐嘉茵老師。很感恩能成為培
基小學的一分子，在這個充滿愛及大自然氣息的校園和大家一起學習、成長。在這個競賽
的年代，學生們小小年紀就不覺地承受着各種的壓力。校園生活是小朋友心靈成長的重要
階段，照顧學生的心理需要跟傳授知識同等重要 ─ 「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覺甘甜，使
骨得醫治。」希望大家能為學生多加一點讚賞、鼓勵，為他們營造輕鬆愉快的學習環境，
共建理想的校園！

我是校本言語治療師蘇亦婷姑娘，很高興今年能夠在培基小學工作。
提到言語治療，大家第一時間都以為只是「叫人講嘢」，但事實當然不只這樣。我們的工作
主要是負責預防、評估和診斷兒童及成人的溝通障礙 ( 包括語言、發音、聲線、流暢度及社交 )
或吞嚥障礙，並根據不同情況提供個別化訓練。我將會為學校、學生、教師和家長提供專業支援
服務，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逢星期一、四、五，我會在培基小學工作。歡迎各位同學來與我打
招呼和聊天！

雷浩輝老師

蘇亦婷姑娘

大家好，我是雷浩輝老師，在培基小學主要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學生支援及與外籍英
語教師協作教學。我曾於不同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工作，很感恩今年能成為培基小學的一分子。
作為老師的我，我會盡力幫助同學們好好地成長。最後，送給各位同學我最喜歡的聖經金
句：「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 神同行。」(彌迦書 6:8)

校園新設施

Explorεα ─ STEM Room已經落成及使用。Explorεα是在英文
Explore字尾加上兩個希臘字εα所組成，寓意學生用謙卑的心學習
上帝的創造，能明辨是非。Explorεα是一處給同學們探索科學的地
方。一踏進Explorεα，抬頭便能看到令人眼前一亮的八大行星模型
展示燈，令人仿如置身浩瀚宇宙般。Stem Room內有一組組六角形
的桌子，桌子可自由組合，方便同學進行討論。室內右前方是一個蝴
蝶養殖箱，學生將可隔着玻璃觀察蝴蝶成長，學習尊重生命，熱愛大
自然。距離養殖箱不遠處有一個恆溫水耕種植櫃，同學可以觀察植物
成長的過程。
Explorεα是一個讓同學進行科學探討的園地，期待看到大家的學習成果。

養殖蝴蝶櫃

恆溫水耕種植櫃

LEGO WALL
LEGO WALL舖設在三樓電腦室內，這設計背後的目的是為同
學提供更多元的學習方式，讓同學透過LEGO學習數學、展現設
計天分，增加同學的學習動機。將來，大家真的要細細欣賞同學
用心設計的LEGO WALL呢！

看見同學用心的設計，真佩服他們的創意和耐性呢！

新塑膠
跑道

花圃旁舖設了兩線道的直線跑道，為同學提供跑
步訓練設施，以進行更專業的訓練。有了這條跑道，
無論是日常的體育課，或是校隊運動員的訓練都能事
半功倍，達到更佳的成果。

有了這兩條跑道，上體育課就能進行更多競技活動。

小息多麼 FUN
受全球世紀大疫症的影響，學生的學習模式
也有急劇的改變，實體合作學習的模式轉移至電
子科技的應用。單靠引進科技於教與學未能完全
滿足學生多元學習的需要。為了強化學生抗逆能
力，發展學生的正向思維和幫助他們建立正向人
際關係，本校充份利用小息時間讓學生自由參與
不同活動，促進學生之間的互動，建立歸屬感，
從而投入校園生活。

同學們在生態園餵飼魚兒

孩子們興致勃勃地玩遊戲

看吧！接我發的上旋球喔！

同學們竭盡全力，發揮團隊精神。

桌上足球鍛煉學生的手眼協調能力

和校長摘水果是低年級學生小息最期待的活動

女同學也很喜歡打籃球

看我突圍上籃！

跳一跳，長高些！

三至六年級的「5G計劃」已經開展了！
感謝鄭詠儀老師帶領音樂潛能班的同學
一起唱作5G計劃主題曲，唱出各同學的心聲。
5G計劃主題曲

曲、詞：鄭詠儀老師
RAP詞：音樂潛能班

註：家長可在學校網頁欣賞5G計劃主題曲

校外比賽成績

參賽者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胡采均 六望

2021-2022年度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培基校隊

莊旻錞 四誠
陳丁叮 四愛
培基校隊

區兆天 六信
廖宏信 六信
培基小學
培基小學

2020-2021綠得開心計劃

女子丙組團體 亞軍

女子甲組100米 亞軍
女子丙組60米 亞軍
女子丙組跳遠 季軍

2021-2022年度沙田區小學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校際羽毛球比賽
聯校音樂大賽 2021

項目成績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港燈

男子團體 亞軍
最佳運動員
最佳運動員

卓越音樂培訓獎

三星級「綠得開心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