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立於1962年的「香港神託

會」，其英文名稱Stewards，意即神

的管家。香港神託會致力為香港社

會提供優質而非牟利的社會福利、

教育和醫療服務。為慶祝五十周

年金禧紀念，本會於2012年10月

20日下午舉行題為「同心同德、

共頌主恩」聯校教師發展日暨

感恩崇拜，並假尖沙咀彩晶

軒舉行感恩晚宴。

培 基 校 訊
第二十二期  二零一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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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中獎的幸運兒。

Sam哥哥代表培基

小學進入會場

學生代表向同

學們分享聖經

故事

校長向同學回顧培基小學的轉變

老師們上前合唱生日歌

成立於1962年的「香港神託成立成立 的「962年的「香港的「香港的「香港的「的「

  11月9日是本校

創立二十二周年的紀念日。

全體師生和嘉賓齊集操場參與

校慶感恩崇拜。大家歡度快樂時

光之餘，更期望能繼續出席三十、

四十、五十⋯⋯周年的校慶聚會。 

剛榮休的李自勤副校長出席培基小

學校慶感恩崇拜後的慶祝活動

鍾主任和合唱團合

唱詩歌獻給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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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9日是本校

校長和嘉賓就

座，感恩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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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舉行感

於聯校教師發展日，譚潔蓮副校

長向其他學校分享本校學生「走

出課室」的學習經歷

晚宴開始前，老師們開心地來個合照

張燕老師、鄭詠儀老師

和何瑞祥老師於晚宴獻

唱〈奇異恩典〉。

蘇主任正在安排一至六年級同

學進入操場，預備參加崇拜

香港神託會屬下成員機構

月9日是本校月9日是月911月9月9

第二十二屆校慶感恩崇拜
於聯校教師發展日，譚潔蓮副校於聯校教師發展日，譚潔蓮副校

長向長向其他學校分享本校學生「走

出課室」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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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在11月12日

至12月7日期間進行了

清潔校園比賽，以加

強學生清潔課室和保

持校園整潔的意識。

  為了配合今年

的訓輔主題，課室

也來了個大變身，

不知道同學有沒有

留意到？

五常盒子 

課室資訊板

你知道今學年的獎勵券

有甚麼改動嗎？

  以不同顏色的獎

勵券，獎勵學生在不同

範疇的表現。獎勵券分

紅、黃、綠三種顏色，

老師就學生的「學業成

績」、「品行表現」和「學科活動」三範疇向達標的同學派

發獎勵券，表揚學生在此三個範疇的表現和努力，鼓勵他們

繼續努力。

工友的回應：

  同學們很重視比賽的分數，常常會主動收拾及清潔

課室。

同學積極清潔課室

五常法-我做得到
  本學年的訓輔主題訂為「齊來五常法」。目標是希望深化學生的品德教育，提升他們的

自我管理能力。

你知

有甚

  

勵券

範疇範疇範疇

紅、

老師

績」、「品行表現」和「學科活動」

獎勵方式：在課室內設有龍虎

榜   「我做得

到」，以紀錄學生

的表現。

常清潔

常整頓

常規範

常自律

常組織

洗手後抹手、清理地上及桌上垃圾

合上書包、穿着整齊或合適校服、物品用完後要放

回原處

自己收拾書包、限制文具的數量、把沒用的東西丟掉

自動自覺寫齊手冊、交齊功課 

準時上學、作息有序、待人有禮、管理自己的情緒

們的

為了配合今年為了配合今年

本校在11月12日本校在11月12日

的表現。的表現。

本校在11月 日

考考你：

資訊板課室課室課室課室課室課室資訊資訊課室課室資訊資訊資訊板資訊板

五常五常五常盒子五常盒子五常盒子盒子

課室。

同學們：我們一
起清潔課室。

課室資訊課室課室資訊課室資訊資訊板板資訊板課室資訊板課室課室資訊課室資訊資訊板板資訊板

多整齊呢！

同學同學同學積極積極清潔積極清潔清潔課室清潔課室課室



2012-2013年度校外活動成績

藝術方面
學生姓名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蘇朗月 2A

北京舞蹈學院中國舞等及考試
北京舞蹈學院考
級委員會

二級李念情 3B

張迦喬 3B

潘祉兒 4B

四級
葉璦榕 4D

關喜律 5C

周子悅 5C

吳琛怡 6D
2012第十七屆香港亞洲鋼琴

公開比賽
香港鋼琴音樂

協會
七級獨奏
（第二名）

謝思齊 6B

中國香港棋院盃象棋大師
挑戰爭霸賽

中國香港棋院 高小組（冠軍）

第八屆國慶盃中國象棋賽
香港象棋文化
發展協會

高小組（冠軍）

方泳心 2B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一、二年級）
培基小學

冠軍

朱瑞琳 2A 亞軍

伍慧倛 1A 季軍

李純一 3D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級組（三、四年級）

培基小學

冠軍

朱俊賢 4A 亞軍

甘俊彥 3C 季軍

朱曉陶 6D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高級組（五、六年級）
培基小學

冠軍

吳逸軒 6D 亞軍

簡穎欣 5A 季軍

中文朗誦�“���Ù�&

� ��¢  °�f � Ó�6

劉曉旻 4A 詩詞獨誦  粵語 冠軍

張傲晴 5A 散文獨誦  普通話 冠軍

何展翹 2C 詩詞獨誦  普通話 亞軍

李念情 3B 散文獨誦  普通話 亞軍

黃玟琋 3D 詩詞獨誦  普通話 亞軍

李詠希 4C 詩詞獨誦  普通話 亞軍

張傲晴 5A 詩詞獨誦  普通話 亞軍

蕭晧頤 6B 散文獨誦  普通話 亞軍

方泳心 2B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季軍

陳凱彤 3A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季軍

李念情 3B 經文朗誦 季軍

陳婧同 4A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季軍

單紫言 4A 詩詞獨誦  粵語 季軍

劉杰榆 6D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季軍

英文朗誦
� ��⁄  °�f � Ó�6

李念情 3B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方泳心 2B Solo Verse Speaking 亞軍

張天彥 4B Solo Verse Speaking 亞軍

黃玟琋 3D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曾倚靈 4A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陳婧同 4A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張天彥 4B Solo Prose Reading 季軍

黎嘉悅 5B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陳嘉善 6A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祝曉慧 6A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張允陶 6B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馬芷妍 6D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姚伊行 6D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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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術校隊 外展教練計劃武術比賽2011 香港武術聯會 初級南拳（亞軍）

 梁溢昇 6D 第四屆世界青少年武術錦標賽 國際武術聯會
劍術（冠軍）

長拳（季軍）

 陳澤睿 6A

全港公開青少年兒童武術
分齡賽

香港武術聯會

南拳（金牌）

刀術（金牌）

全能武術（銅盃）

省港澳青少年武術賽
李勁德武術訓練

中心

自選南拳（銀獎）

自選刀術（金獎）

自選棍術（金獎）

全能武術（冠軍）

第五屆世界傳統武術錦標賽 國際武術聯會
短器械（一等獎）

南拳（一等獎）

周杏茹 6D 區際分齡游泳比賽
康樂文化
事務署

4X50米四式接力
（2冠軍及2亞軍）

50米蝶泳（季軍）

4X50自由接力（冠軍）

200米背泳（季軍）

劉海柏 6D 2012全國業餘擊劍聯賽
（北京站）

中國擊劍協會

少年組團體（第一名）

兒童甲組（第六名）

兒童甲組團體（第八名）

梁千雨 3A 兒童乙組團體（第一名）

劉海柏 6D 全國體育競賽 國家體育總局
花劍團體（第二名）

花劍個人（第六名）

劉海珊 6D 亞洲兒童劍擊邀請賽 香港劍擊學校 花劍個人（第三名）

梁千雨 3A
2012明日之星
劍擊比賽

香港劍擊學校
8歲組（第三季）冠軍

8歲組（全年）總冠軍

梁千雨 3A

第五屆九龍城區體育盃
九龍城區體育會
及香港劍擊總會

個人新秀組（冠軍）

梁天晴 5D 男子高級組個人（季軍）

劉海柏 6D 男子高級組個人（季軍）

梁天晴 5D

男子高級團體（亞軍）劉海柏 6D

劉杰榆 6D

劉曉旻 4A
女子初級團體（亞軍）

溫卓衡 5C

區尹思 6C

女子高級團體（亞軍）周 逸 6D

劉海珊 6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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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俊傑 4B

沙田區田徑運動大會
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

男子跳遠（亞軍）

沈 桃 4D 女子跳遠（冠軍）

朱俊賢 4A

男子4X100接力（冠軍）
周子宥 4B

鄭弘恩 4C

李宗儕 4C

倪敬樂 4A

男子4X100接力（季軍）
徐駿翹 4B

鄭煜熙 4D

黃俊喬 4D

楊滌心 4B

女子4X100接力（季軍）

趙朗盈 4C

何梓彤 4C

謝恩慈 4B

沈 桃 4D

 陳澤睿 6A

沙田區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跳高（第八名）

 洪迪朗 6A 400米跑（第六名）

 杜卓泓 6C 100米跑（第六名）

 陳澤睿 6A

男甲4X100米接力
（第八名）

 洪迪朗 6A

 鄧子歡 6B

 周浩然 6C

 杜卓泓 6C

 梁溢昇 6D

 周子宥 4B 60米跑（第六名）

 朱俊賢 4A

男丙4X100米接力
（第六名）

 倪敬樂 4A

 周子宥 4B

 計俊傑 4B

 李宗儕 4C

 鄭弘恩 4C

 劉卓翹 5A 女乙跳高（第七名）

黃詩雅 5C 女乙跳遠（第二名）

沈 桃 4D 女丙跳遠（第三名）

黃悅途 5A

乒乓球章別計劃
恆生乒乓球
學院

金章

許俊僖 5C 金章

楊滌心 4B 銅章

黃悅途 5A

2012-2013校際乒乓球錦標賽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沙田區
小學分會

男子團體
（第五名）

許俊僖 5C

王皓昕 6A

馮英朗 6D

 章斐雅 3A

第十二屆小學校際五人
曲棍球邀請賽

香港華人曲棍球
聯會

初級組（殿軍）

 陳碩朗 3D

 譚焯禧 4C

 李致仁 4C

 李宗儕 4C

 關家禧 4D

歐茵洳 2C Junior Tennis NOVICE 
Competition 2012

香港網球總會
八歲以下（單打）亞軍

歐茵彤 5C 十歲以下（單打）亞軍



Miss Tam Kit Lin, Irene副校 長心聲  LinMiss Tam Kit L
  When I was asked to write 

something for the School Bulletin as 

one of the newly promoted Deputy Heads, I replied, ‘Sure.’ without any 

reservation.  If something is ‘part of my job’, I will do it straight away.  But when I 

thought of what to write, both ‘Missions’ and ‘Visions’ were too heavy for me.  Therefore, 

to make it simple, I have converted them to ‘my expectations’ in a down- to- earth fashion.

  To myself- I may not be the best person to take up this post. I have got a lot of limitations. 

As one of the members in the leading rank, being impartial,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Many a time, 

colleagues’ interests may contradict one another. We then need to make a compromise, trying to put all 

parties’ interest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One of my important jobs is to ensure Pooi Kei 

a good place to work in for my colleagues; otherwise their teaching performance will be affected, and inevitably 

affect the students. The school will try to upgrade its teaching hardware so as to facilitate teaching, but an ideal working 

environment is related more to people rather than new equipment and resources. Sometimes staff members’ own problems 

affect their job performance. It happens in commercial fields as well. As leaders, we need to be sensitive,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ive to our colleagues. 

  To my colleagues- When comparing other schools, Pooi Kei is quite a good place to work in, if not the best. The turnover 

of the teachers has been very low over the past years. Actually, you are an asset of the school. Many of you have spent the most 

valuable time of your life here. Though time flies, I hope your passion for teaching continue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new teachers at the school. In fact, the new faces have been a kind of stimulus to us. You have brought in enthusiasm, 

energy and creativity. Keep it up!

  To my students- Pursuing good academic results is your parents’ wishes to you. Sadly, some of you learn to please your 

parents at the expense of enjoying your studies. According to a newly released research, students’ happiness index drops to the 

bottom when they come to Primary 5. For sure, studying has become a burden for children as they become older. But, this is 

something we have to face in Hong Kong’s educational system. Therefore, I hope you can always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in 

learning though faced with heavy school work. I expect you to be polite and thankful to your teachers. Apart from that, by 

the time you leave the school, I hope you have opted Jesus as your saviour.

  To the parents- You are always the school’s partners. Thank you for your unfailing support and unselfish 

contribution to the school over the past years. We have a common vision- to nurture your children so that they can 

be equipped with the right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s and are capable of serving the society in the future. 

Students may have forgotten some virtues whilst pursuing good academic results so your advice in this area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fact schooling is far more short-lived than family education. Presumably, teachers’ influence 

is not as profound as parents’. The school hopes that parents can support the school policies.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 school has launched ‘五常法’ . We really hope that parents can 

use the methods to teach their children at home. In fact, charity begins at home.

  To close my sharing, I need to 

state that only through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parents and the teachers, can the children be 

brought up properly and decently. In the hectic life of a 

teacher, we might sometimes overlook some areas. However, 

constructive advice and suggestions are always welcome. Last 

but not least, let me quote a biblical verse: 

  ‘May the favour of the Lord our God rest upon us: establish 

the work of our hands for us- yes, establish the work of our hands.’ 

Psalm 90:17

  It is true that, in a dynamic society, everyone competes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education field is no exception. We really 

need the Mighty God to lead us so that we know what to 

uphold and what to give up so as to lead the school to 

advance steadfastly.



葉惠芳副校長

  蒙神恩典與帶領，接任了副校長一職，與譚副校長

分別負責不同的職務。本人主要的職責是統籌及處理學校及學

生的事務。

  教育工作乃神交託的使命，故此個人很重視宗教教育及品德教育。「教

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神是慈愛，亦

是公義，在愛顧學生的同時，要讓他們知道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的選擇與行為負責

任，承擔結果。我們更要學效主耶穌基督捨生的愛，輕看自我，多關懷他人的需要。

  曾讀過的一篇西方寓言故事，對個人有不少提醒  「有個小孩在學校裏偷了同學一

塊寫字石板，拿回家交給母親。母親不但沒批評，反而還誇他能幹。第二次他偷回家一件大

衣，交給母親，母親很滿意，更加誇獎他。隨著歲月的流逝，小孩長大成小夥子了，便開始

去偷更大的東西。有一次，他被當場捉住，反綁著雙手，被押送到劊子手那裏。他

母親跟在後面，捶胸痛哭。這時，小偷說，他想和母親貼耳說一句話。他母親馬上

走了上去，兒子一下猛地用力咬住她的耳朵，並撕了下來。母親罵他不孝，犯殺頭

之罪還不夠，還要使母親致殘。兒子說道：「『我初次偷石板交給你時，如果你

能打我一頓，今天我何至於落到這種可悲的結局，被押去處死呢？』」小錯起初

不懲治，易釀成大錯。作為人師，就是「傳道、授業、解惑者也。」

  期盼同學除着重學

業成績外，更多從認識

神中得着真智慧，以致

在這充滿似是而非價

值觀、看重個人主義

的社會中，能慎思明

辨，行在真理中。

  

業成

神中

在這

值觀

的社

辨，

Jessica Kuwata
  Hello! My name is Jessica Kuwata and I’m the new NET at Stewards Pooi Kei Primary School. I have only been here for a couple of months, but I already love the school and its wonderful students! ☺ I may be new to Pooi Kei, but I have been teaching for many years, in Hong Kong and in other places. I have taught at 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university, and adult education; but I love primary school best! I have taught children in America, Japan, France, and Hong Kong. Children around the world may be different in some ways, but they all laugh with joy and shine when they have learned something new. My happiest moments are when I’m laughing and enjoying learning with my students. In my free time I enjoy spending time with my 6 year old son and 11 month old daughter. We play in the park, eat dim sum, snorkel in the ocean in Sai Kung, go shopping, and visit places in Hong Kong, like the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We speak English and Japanese at home, but we don’t know Cantonese, so please feel free to teach me Cantonese any time! I am happy to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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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場上不一
定是敵人，

絕對可以是朋友
！

盡力跑呀！跑呀！          

大家合作尋找答案
大家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尋找答案
大家大家合作大家合作合作尋找合作尋找尋找答案尋找答案答案

絕對可以絕對絕對可以絕對可以可以

盡力跑呀！跑呀！
盡力盡力跑呀盡力跑呀跑呀！跑！跑呀！！跑呀！呀！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自2011年底廣東省教育廳

帶領31所學校及單位的英語教師到訪本校，觀看培基的英語教

學示範課後，廣東省教育廳更於去年中協助安排本校教師到

訪江門市市一級學校范羅岡小學進行英語課示範教學，讓該

市周邊的英語教師到場觀摩學習。本校於該次示範教學後，

決定與江門市范羅岡小學加強合作，以促進中港兩地教師交

流，提升教學成效；並藉此擴闊兩地學生的視野，讓他們彼此

認識兩地的學習特色。自那一次的交流後，范羅岡的老師亦到培基參加我校的畢業禮，增加了我們

彼此的認識，奠定了日後交往的基礎。

  本學年開始後，我們兩校之間的交流不單沒有因暑假而冷卻下來，反而推向更高的層次。於

2012年11月15日和16日，范羅岡小學派出了教師、學生和家長到訪培基。是次的交流規模更大，

交流的人數更多。約五十名的國內學生更有機會走進課室跟我們的學生一起上課和生活。他們的教

師亦與本校教師進行觀摩交流的活動。

此

到培基參加我校的畢業禮，增加了我們

范羅岡小學師生到校作兩天的交流 

黃校長親迎貴賓到訪

相處融洽，互建友誼

學生用心聆聽范羅岡小學

老師的教授

先做些熱身運動！

朋友來吧！由我當嚮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自2自2自201011年底廣東省教育廳

帶領31所學校及單位的英語教師到訪本校，觀看培基的英語教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自2自2自201011年底廣東省教育廳

一起參與課堂活動中文課

小息 午膳

體育課

兩校老師進行教學交流
兩校學生一起參與早會活動

一同學習，一同生活，才是深入的交流！

一起玩益智遊戲。 我們一起午膳，品嚐香港的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