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KS2 and KS3 Interface Project

Debate

  大家好！我是今年新上任的圖書館

主任戴幗婷老師，亦是三信班的數學

老師。感謝神的帶領，讓我有機會成

為培基小學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

  我很喜歡這所學校的學生，因

為他們都乖巧有禮。每天早上踏入學

校，迎面的是一張張充滿稚氣的可愛笑

臉，聽見的是一聲聲親切溫和的問安，沒

有比這樣開始新一天來得更好。

   我也很喜歡每天看見同學在圖書館全神貫注的看書或熱衷

的與我分享他的閱讀經歷和喜好，這都讓我再三回味。希望在

以後的日子，會有更多的同學到圖書館一同閱讀，並享受當中

帶來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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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助理圖書館主任鄺曦彤老師，主要教授二至四年級的圖書館課。

  我是個貪玩的人，像個長不大的孩子。喜歡周遊列國，認識不同國家的歷史和感受其文化氣息。在旅

遊途中，我也會到不同的主題樂園玩過山車和「跳樓機」，越刺激越喜歡，希望將來可以挑戰飛行滑翔

傘。除了刺激活動外，我也喜歡閱讀。閱讀這個習慣是由小學五年級開始的，當時我的鄰坐同學非常喜

愛閱讀，她常常推介好書給我，令我不知不覺也愛上閱讀，而我偏愛閱讀關於歷史和偵探的小說。

   來到培基小學，令我最難忘的是三次「替工」的工作。那時我要協助帶領足球校隊去參加學界比

賽。由擔憂要與一班不熟悉的五、六年級學生相處，到賣力為他們歡呼打氣，看到他們在雨中努力奔跑的

身影，真為他們感到自豪。

  希望日後可以和大家經歷更多美好的時光，留下更多難忘的回憶！

  大家好！我是譚翱舒，

生於2016年9月一個美好的清

晨，為此爸爸媽媽都覺得很感

恩。暫時我每天主要的工作

是吃奶和睡覺，閒時也喜愛外

出，用眼睛觀察世界。

陳海婷老師

  感謝天父讓諾諾成為我家的新成員，願他能夠健康快樂地成

長。古語有云:「養兒方知父母恩」，現在的我對這句話卻有深

切的體會。初為人母，並非易事，從如何餵孩子進食、換片，到

如何辨別及解讀孩子不同哭聲的意思，於我而言，實在是一份甚

具挑戰性的功課。願我和丈夫能攜手合作，能夠好好地「教養孩

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22：6）。

馬素云老師

  「肥波」差不多

半歲了，希望他繼續

「肥肥白白」，健康

成長，日後可以跟哥

哥一較高下。

鄧偉文老師

  感謝天父上帝的恩典與慈愛，讓我能夠於暑

假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  我結婚了！

  神的恩典真的夠用！記得結婚前一天半

夜仍下着大雨，但是到結婚當天雨卻停下來

了！感謝神！另外我要特別感謝基督女少年

軍的隊員於當天在我的婚禮上獻唱，她們的

歌聲真的很悅耳動聽！此外，也要感謝一班老

師、學生、家長和舊生前來觀禮，給予我無限的

支持與鼓勵！

  看到你們一張張的笑臉，真的令我很感動！最後，我會努力建立一個神的

家，根據聖經的教導學習如何作妻子！也願神的恩典臨到你們每一個身上！

劉錦芳老師

  My name is Daniel Edwards. I 
am from America and I have been 
living in Hong Kong for six years. I 
have two kids, one girl and one boy, 
that are 2 years old and 3 months 
old respectively. I have had such 
joy in teaching them and I have also 
had such joy in teaching English in Hong 
Kong the past six years. It is a pleasure to teach at Pooi Kei 
Primary School. I am teaching speaking skills in English to J.4, 
5 and 6. I have been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m on expanding 
their presentation skills through a coverage of presentation 
skill followed by practicing those skills in partner work and 
student’s presentations in front of the class.

五愛班賀曦彤同學代表香港
在保加利亞參加「第六屆世界青少年
武術錦標賽」，勇奪女子棍術金牌，
成為香港武術界歷來最年輕的世

界冠軍。

今年50歲生日的宇航員
景海鵬先生在千萬份從
世界各地小朋友送上的生
日祝福賀語中，挑選了四
誠班陳紫睿同學的手繪生
日禮物。透過新華社的協
助，陳同學的祝賀錄影片
段亦發放給當時仍在太空
的景海鵬。

學生校
外活動成績新老師介紹

  感謝神！隨着新學年的開始，我的家庭亦

有新成員加入! 作為新手父母，在半夜照顧兒

子的時候，才真正明白到自己父母的辛勞。很

開心能跟大家跟分享我們的喜悅，盼望我倆能

按照聖經真理，殷勤教導孩子每天信靠神。

何瑞祥老師

家有
喜事

像素欠佳，請提供。

Every school year, students of Pooi Kei have a chance to 
perform in front of their classmates with a short drama, 

dance, song, jokes, or any other talent they wish to present. 
To open each year’s performance season, teachers come up 
with their own performance to encourage the students and, of 
course, show off their talents.
  This year, we’ve put together a talent show where groups 
of teachers rehearsed a specific talent and performed in 
front of the students. We had a goofy dance performance by 
the NETs, a hilarious comedy performance and a wonderful 
song performed by the English teachers of Pooi Kei. It was 
all fun and laughs and a great way to welcome our student-
performers of the coming school year!

Pooi Kei  students are part ic ipat ing in two debate 
competitions this year: The J6 is competing in the HKSSPS 

competition and the J4-J5 in the HK PTU competition. The 
children researched, wrote scripts, and practiced debating 
topics such as:  if Hong Kong was still a shopper’s paradise, 
whether or not HK should impose a sugar tax, and if Pokémon 
Go is a good outdoor activity. In addition to attending a weekly 
class learning the skills for debate (note taking, listening, critical 
thinking, responding, speaking, researching, writing, reading), 
students attended two workshops where students watched a 
mock debate and listened to professionals explaining what the 
debaters did well and how the debate could be improved. This 
is a busy year for the debate team!

This year,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Education Bureau, 
NET Section on the Interface project.  Our P5 English 

teachers and two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ficers, Winnie 
Cheung and Adys Wong, designed meaningful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developed school-based resources based on Unit 
4 (A Study Tour for our students). 
  By combining different types of inputs with the help of 
e-Learning Apps like ‘Plickers’ and ‘Padlet’, we can enhance 
not only students’ motivation but also our teaching capacity. 
Students are eager to express their creative and funny ideas 
in class. After that, they need to plan a summer study tour and 
create an e-book in groups. Our objectives are to help our 
students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nd develop a love for learning. 

Our NETs – Mr Edwards 
and Ms Miskulin played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he comedy. Students 
watched with great fun.

Students are so 
contended with 
their work.

Students have to 
work out a plan for a 
summer study tour. 
They needed to 
do some research 
beforehand.

Students are so 
involved when they 
are doing discussion 
with their team 
members.

Debate team members not only learn the skills for debate but 
also make friends wit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The Teachers’ Talent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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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欠佳，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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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基小學

學生
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蘇朗月 六愛
第三十五屆沙田區
分齡游泳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及沙田體育會

女子青少年 I 組50米胸泳（冠軍）
女子青少年 I 組100米胸泳（亞軍）

鄭凱喬 六誠

2016中銀香港青少年
羽毛球錦標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及中銀香港

2004-2005年組女子
雙打（季軍）

香港第十二屆
「敬發盃」羽毛球分賽

華僑大學校友會
敬發羽毛球會

女子單打
（11歲）組 （季軍）

羽毛球比賽2016 沙田婦女會及
馬鞍山羽毛球會

女子單打
初級組（冠軍）

中西區分齡
羽毛球比賽2016

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11-12歲（冠軍）

沙田區分齡
羽毛球比賽2016

女子青少年FH組
單打（冠軍）

北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6/17

女子青少年E組
跳高（冠軍）

葵青區分齡
羽毛球比賽2016

女子青少年FH組
單打（季軍）

區兆豐 六望

第一屆速動青幼苗仲
夏田徑分齡賽

速動康樂體育會

男子2005年組60米跨欄（冠軍）
男子2005年組100米（優異）
男子2005年組跳遠（季軍）

男子2005年組隊際4X100接力（季軍）
全港兒童親子田徑
運動會2016第二回

香港青少年
運動協會

男子2005年組跳遠（冠軍）

沙田區小學
校際足球比賽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足球比賽男子組（優異）

彭天予 六望
冷昊天 六望
謝佑生 六望
葉國政 六愛
何晞揚 六愛
曾恩浩 六信
蔡天諾 五信
鄭浚鋒 五信
蔡義滔 五信
蔡恩澤 五望
陳敬知 五望
譚子祈 五愛
黃柏陶 五誠
曾哲行 五誠

區兆鵬 四望

第一屆速動青幼苗仲
夏田徑分齡賽

速動康樂體育會

男子2007年組 60米跨欄（亞軍）
男子2007年組跳遠（冠軍）
男子2007-2008年組隊際

4X100接力（冠軍）

全港兒童親子田徑運
動會2016第二回

香港青少年
運動協會

男子2007年組擲壘球（冠軍）
男子2007年組100米（冠軍）
男子2007年組60米（冠軍）
男子2007年組跳遠（冠軍）

李卓謙 三愛

第一屆速動青幼苗
仲夏田徑分齡賽

速動康樂體育會

男子2007-2008年組隊際
4X100接力（冠軍）

楊塱庭 四誠
男子2007-2008年組隊際

4X100接力（冠軍）

歐倩廷 四信
女子2007-2008年組隊際

4X100接力（亞軍）

林樂瑤 三誠
女子2007-2008年組隊際

4X100接力（亞軍）
女子2008年組100米（優異）

梁宇晞 三望
隊際4X100接力（亞軍）

60米跑（殿軍）擲壘球（優異）
林澤睿 六誠 隊際4X100接力（季軍）

姚樂維 四愛

跳遠60米（亞軍） 跨欄（冠軍）
60米跑（冠軍） 100米跑（冠軍）

  隊際4X100接力（冠軍）
個人全場（總冠軍）

姚樂行 六愛
隊際4X100接力（季軍）

60米跨欄（亞軍） 60米跑（殿軍）
林樂瑤 三誠

沙田區
田徑運動大會

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

女子兒童FF組
4 x100米接力（季軍）

歐倩廷 四信
郭心悠 四愛
江凱琳 四愛

學生
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李卓謙 三愛
第十屆牽手紫荊花
才藝大賽

香港語言藝術學院 初小朗誦（詩歌）（亞軍）

梁宇晞 三望
亞太菁英數學交流賽 中華數學協會 小學二年級組（優異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小學二年級（三等獎）

周樂然 六誠
全港青少年

數學挑戰賽2016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 小五組（銀獎）

王祉言 四愛
2016年《新聲盃》
中樂獨奏比賽

新聲音樂協會 彈撥C初級組（亞軍）

鄭懿倫 四望
小學生視覺藝術
創作展

教育局 金獎

陳忻寧 二信
全港小演講家朗誦節

2016 亞洲演藝文化學會 初小組普通話散文金獎

馮心嗂 三望
第四屆國際華人兒童
及青少年藝術年展

2016

 Art2World Children Art 
Development Committee 作品被評為  佳作

孫靖哲 四愛

第21屆聖西西利亞國
際音樂大賽2016 聖西西利亞音樂學院

三級弦樂組　優異
三級弦樂組　冠軍

弦樂合奏組（小學組）冠軍
第八屆香江盃藝術節
（音樂大賽）

香江盃組委會 西樂合奏組  金獎

潘嘉敏 五愛

中國舞等級考試2016 北京舞蹈學院 二級  －優

黃巧欣 五愛
黃晞琳 三誠
郭欣穎 四望
林卓之 四信
溫朗月 五誠
王瀟然 二信

體育成績
學生
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簡 輝 五望

沙田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學體會

男子乙組擲壘球（冠軍）
姚樂維 四愛

男子丙組4X100米接力（殿軍）孫靖哲 四愛
區兆鵬 四望
李卓謙 三愛

男子丙組團體（季軍）楊塱庭 四誠
吳日天 四誠
區兆鵬 四望 男子丙組跳遠（殿軍）

曲棍球隊

第十五屆小學校際
五人曲棍球邀請賽

香港硬地曲棍球總
會及香港華人曲棍
球聯會

高級組（季軍）

第十五屆小學校際
五人曲棍球邀請賽

香港硬地曲棍球總
會及香港華人曲棍
球聯會

初級組（季軍）

林 灝 六望 2016 Allstar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 Fencing 

Competition
香港劍擊學校

Boy’s Epee Open 2nd Runner Up

區廷浚 五愛 Boy’s Epee Team under 12 1st Runner Up

歐茵如 六愛

Nissin Cup Nooodles 
Hong Kong Junior 
Tennis Series 2016 

competition 3

香港網球總會及
日清食品

Girls’ 12 & Under Doubles Winners

Nissin Cup Nooodles 
Hong Kong Junior 
Tennis Series 2016 

competition 4

香港網球總會及
日清食品

Girls’ 12 & 
Under Doubles Runners-up

第四屆全港小學校際
網球比賽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女子甲組單打賽（優異）

賀曦彤 五愛
第六屆世界武術
青少年錦標賽

國際武術聯會
女子棍術（冠軍）
長拳第七名

陳昌軒 六誠

屯門區親子樂
羽毛球賽

屯門體育會
有限公司

男子12歲以下單打（冠軍）
兄妹組（亞軍）

沙田區分齡
羽毛球比賽

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

青少年組單打（冠軍）

香港第12屆敬發盃
羽毛球分齡賽

敬發羽毛球會
男子12歲單打（冠軍）
男子11歲單打（季軍）

2016中銀香港青少年
羽毛球錦標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及中銀香港

2004-2005年組
男子雙打（季軍）

其他成績



為配合學校推行高層次思維教學，中文科於十月中至十一月中旬率先

舉辦了「齊來細味詩中意」自學活動。透過校內展板向同學介紹兩

首唐代詩人李白創作的送別詩，並且以不同程度的問題紙，鼓勵同學自

學。工作紙內的題目主要是透過閱讀時常用的思考工具   六何法，帶
領同學分析詩中借景抒情的寫作技巧及蘊含的情意，讓學生能細味詩人送

別友人時依依不捨之情。其中，為高年級同學設計的工作紙更增設了比較

及仿作題，希望藉此啟發同學分析力及創造力。同學們都積極交回完成

的問題紙，樂於

嘗試呢！下學期

其他科目亦會陸

續透過高層次思

維展板，展現具

挑戰性的學習任

務，同學們萬勿

錯過！

 中國語文科高層次思維展板 入選同學佳作展示

課 程脈搏 旅行日
為提升教師教學的專業、拓闊學生學習的視野，今

年本校與內地江門紫茶小學（省一級小學）及培英小學（市一級

小學）在九月二十八日及二十九日進行兩地老師教學觀摩及課研活動。

  這次交流的內容包括三校老師共同備課、試教、觀課及評課。本校老師觀
摩了內地老師中文、英文和科技的示範課。紫茶及培英小學的老師不僅為我校老

師示範教學，而且還與我們共同評課及優化課堂教案，並在第二天由本校老師再將

教學設計實踐，達致優化學與教的目的。

  透過這次內地老師教學觀摩交流的體驗，我們最大的得益是：第一，兩地教學
上的不同可以互相激發思考，互相學習。第二，隨著教師多認識兩地不同的教學

策略及文化，令我們對課程、教材及教師專業發展有更深刻的反思和認識。

十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江門市紫茶

小學（省一級）及培英小學（市一級）師生到本

校進行交流活動。該兩校學生與本校學生一同上課，體

驗本地學校生活。本校學生也藉此機會認識國內學生的

學習特色。

本校三年發展計畫的其中一個關注事項，就是拓

展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各科除因應本科的學

習重點制定適切的高層次思維教學策略外，本學年會

使用「六何法」及「六頂帽子思考法」作為各科的百

搭思維工具。

  「六何法」已在中文科、英文科、常識科的教學
中廣泛使用。學生透過「六何法」整理及分析閱讀材

料，組織說話及寫作內容，學習以多角度思考。

  「六頂帽子思考法」就是運用六種不同的思考角
度探討事物、事件或問題。每頂帽子各代表一種思維

模式，藉此訓練學生從理性或客觀、感性或主觀、衡

量好壞、創新思路、綜合總結等多個角度思考。「六

頂帽子思考法」的好處就是教導學生跳脫慣性思維，

學習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由於每次思考過程只能運

用其中一種思維模式，這有助學生簡化思考。為了讓

學生能掌握「六頂帽子思考法」，本學年在綜合課時

段安排了高、低年級各一節思維課。學生先到禮堂聆

聽老師介紹「六頂帽子思考法」，並由老師扮演六頂

帽子，示範如何運用不同的思維角度去探討問題。然

後，學生回到課室，在老師帶領下，運用「六頂帽子

思考法」討論問題。老師提出的議題能引發學生的興

趣，如「將多用途球場改建成羽毛球場」、「全面取

消家課」及「搬簿生可乘搭電梯」等。起初，當學生

聽到有關議題時，雖表現興奮雀躍，但並沒有具體的

點子，經過運用不同帽子的思維角度分析後，學生對

事物作出合理判斷。這正是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的其

中一個方法。

六頂帽子思考法

白帽
• 代表中立、客觀
• 提出客觀事實與數據

紅帽
• 代表直覺、情感
• 表達對事物最坦白的感覺，不論正面或負面

黃帽
• 代表正面、樂觀
• 指出建設性、正向觀點

黑帽
• 代表陰沉、負面
• 從負面角度對問題提出質疑
• 發掘潛在的危機

綠帽
• 代表創意、革新
• 提出創造性的點子
• 代表思考中的建議、新觀念

藍帽
• 代表控制、組織
• 以冷靜、宏觀的態度來控制整個思考過程，組織和協調大方向

學生嘗試運用六頂帽子思考法。

老師扮演不同帽子探討多用途場地改建成羽毛球場的可行性。
百搭思維二式

中國語文科高層次思維展板

交流活動 兩地老師教學觀摩交流活動

內地學校師生到訪

內地老師示範科技教學，
令我校學生增加知識。

內地老師示範古詩文教學，提高我校學生對古詩文學習的興趣。

兩地老師互相交流教學心得，彼此都獲益良多。 江門紫茶小學及培英小學到訪本校，與本校老師進行課研活動。

內地學生與本校學生來個航拍大合照

內地老師為我校學生示範中文教學，
她生動的教學讓學生如沐春風。

初小及高小
旅行

低年級旅行（一至三年級）

地點：錦田鄉村俱樂部 日期：28/10/2016
這裏的遊樂設施真多，有碰碰車、電動車等，我們

還探訪了小羊和小兔的家，真有趣啊！

高年級旅行（四至六年級）

地點：上水展能運動村 日期：4/11/2016
上水展能運動村擁有一片翠綠的大草地及運動設

施，同學們在那裏踢足球、打籃球、打羽毛球、打

乒乓球、跳繩、攀石等，還和老師一起玩集體遊

戲，草地上滿滿都是同學們揮灑的汗水呢！

來比比看，看誰才是羽毛球健將！

難得能和周其偉老師和
鄧偉文老師切磋球技！

同學們，衝啊！一起在大草地上盡情奔跑吧！

我
吃飽了，小羊也不能

餓肚

子
啊
！

放
心不用怕，老師在下

面保

護
你
！

在軟綿綿的大草地上野餐，真是
舒服
了！

要回家了，今天真盡興
啊！

這裏鳥語花香，又有大樹遮蔭，是
個野
餐的
好地
方
。

趕快過來和老師一起自
拍吧
！

看！我們浩浩蕩蕩地出
發了
！

未出發，先興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