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uests officiated at our kick-off ceremony – 
decorating our Easter basket.

“A SimCity Easter”
Our Guest of Honour, Ms. 
Chan Kin Han, Barbara, 
gave us an inspiring talk on 
English learning.

Animals also love SimCity!

Can you find these to take 
some nice pictures?

Everyone loves to be pretty. Boys 
can decorate their nails too!

Having Easter egg hunt is a must!

I have just sent a 
letter out!

It is relaxing to sit on the mat and listen to 
wonderful stories at the same time!

Koreans also join our SimCity!

Our escorts are ready to show our guests around.

Our school supervisor Ms Wong, our principal 
Mr Lee and the honourable guests are all 
celebrating SimCity Easter with us.

Parents are also having 
fun with their kids.

Students are having fun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Thank Revd Dr. John L. Kater for preaching 
us at SimCity Sunday Service.

We can order great books 
online at Bookworm.

Who can forget Johnny Rocks?

Yeah! We've just finished the 
shopping task at City Supermarket!

Snapshots of SimCity

“A SimCity Easter”
地址：九龍觀塘藍田慶田街3號   網址：http://www.skhttlsk.edu.hk

校訊
2017 年 8 月
第十九期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S.K.H.TAK TIN LEE SHIU KEUNG PRIMARY SCHOOL

Chick: 
  SKH Tak Tin Lee Shiu Keung Primary School launched its 
11th SimCity Activity Days on April 8 & 9, 2017. Ms. Chan Kin 
Han, Barbara, Chie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ficer (English) 
CDI Education Bureau, the Guest of Honour, together with 
principals of secondary schools officiate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n 8th April which m sark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pectacular school-based year-round project.

Cow:
  Before the activity days, teachers made use of the 
various learning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like radio broadcasting 
and role-play on campus TV to help students get ready for 
the speaking tasks. A challenge for writers – SimCity Journal 
Writing Competition – will be organized after the activity days.

Rabbit:
  On both days, guests and students 
accompanied by their parents were free 
to tour around and experience authentic 

c i t y  l i f e .  C lass rooms 
were decorated in fresh 
looks and were turned 
into fun places like post 
office, dance school and 
supermarket.

Egg:  
  With this year’s theme “SimCity Easter”, 
an Easter ‘Word-egg’ hunt was held for all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imCity. Students hunted 

“Word-eggs” in different activity 
sites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teachers and fellow students. 
The hunted “Word-eggs” were 
used for word-forming games in 
the new site: Egg Hunt Quest.

Bear:
  On  the  second  day  o f 
SimCity Activity Days, a Sunday 
morning service was arranged for 
the students. The Reverend Dr. 
John L. Kater from Church Divinity School 
of the Pacific joined us and gave a sermon 
in a service. The service added a very 
memorable and enlightening atmosphere 
amongst all others on both activity days.

Carrot:
  To highlight the event, three focal and brand new venues were 
introduced – Make-A-Wish Airport, Bookworm and Fitness Centre. 

Can I have some sushi?

Can they one day become 

NBA stars?

Our Easter bunnies and our 

officiating g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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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chool supervisor, Ms Wong Lai 
Fun, built her own plane at Zone A. 

Students wrote their wishes at Zone B. 

The Reverend Dr. John L. Kater from Church 
Divinity School of the Pacific threw his plane. 

Our supervisor, the captain, Ms Carola and some of the helpers.
All teachers and helpers involved in the Fitness Centre.

  This fun new SimCity 
venue includes six areas where 

students can relate wish making to paper 
planes. Once stepped into the airport, students 

built their own paper planes at Zone A. They could 
build any planes that fly far or simply follow our 

instructions to build a basic dart. Then they headed to 
Zone B to write their wishes on the planes. Next they 

could stamp on their planes to make them more original. 
After that, they tried to launch their planes at Tryout 
Zone. The most exciting scenes happened on Runway, 
where students threw their planes as far as possible. If their 
planes reached a certain distance, i.e. P.1-2 students: 4 metres, 
P.3-4 students: 6 metres and P.5 to 6 students: 8 metres, they 
could get a toy plane at Gift Counter. If the skillful pilots 

threw their planes up to 12 metres, they could record 
their names on the ‘Hall of Fame’ whiteboard. Last 

but not least, students told their teachers in 
English about the wishes they made, the 

distance their planes flew, etc., at 
Assessment Counter.  

Are you ready? Three, two, one, go!

Students were excited when throwing their planes. 

Make-A-Wish Airport (Park)

The P.2 students folded paper planes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s. 

Our guests, supervisor and principal all joined the 
students in trying out a short fitness session.

After the fitness session, students took part in interviewing 
the captain. They asked questions they had regarding 
exercising.

The captain of the Hong Kong Rugby Team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doing exercises.

Ms Carola introduced the Fitness Centre and 
what everybody would learn about.

  S i m C i t y 
Fitness Centre informed 

the kids and parents of the 
benefits of physical exercises 

by watching a presentation, doing 
some basic exercises followed 
by a talk on that topics and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with the captain of the 
Hong Kong Rugby 

Team. 

Fitness Centre

2



數學科

本校於第28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2016分區賽
（九龍東）中獲隊際賽季軍

上年度6C學生謝柏樂獲選為聖公會代表隊參加2016年8月14日至20
日於泰國清邁舉行的「2016國際數學競賽」，並獲得個人賽銀獎。

本學年數學校隊在聖公會小學奧數比賽中隊際賽
獲優異獎，6B梁鈞皓獲得個人獎優異獎

  鄭佩琪老師於香港教育大學舉辦之「香港數學
教育會議2017」中出任工作坊之主講嘉賓，講題為
「小一．模型．起跑線」。

教師分享

看看我們手上拿著什麼植物？ 今天天氣好適合戶外學習。
究竟這是什麼動物呢？參觀前，來一個大合照！

一年級：香港動植物公園 二年級：九龍公園

人體可以通電嗎？
這是一個開心的學習旅程！ 來一個微笑！

同學們學習如何運用測光器。
從參觀中認識灣仔有什麼環保設施。

三年級：環保署灣仔環境資源中心 五年級：香港科學館

— 鄭佩琪老師

看看同學有多留心聽講！ 師生齊跟柯創盛議員大合照！
準備參觀！！！

六年級：立法會綜合大樓四年級：香港歷史博物館

從前的士多會賣什麼東西？

奧數活動

常識參觀

科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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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宗教科

音樂科校隊

10歲或以下合唱團

美樂笛

三至四年級合唱團

五六年級合唱團

復活節崇拜
  聖道堂李耀強牧師以「十架七言」為主題帶領學生認識耶穌
被釘十字架的歷程，並讓學生一同反思復活節的意義。

參觀聖公會聖約翰座堂
  本校40多位四至六年級學生於3月參觀了聖約翰
座堂。學生先遊覽座堂，認識其歷史，然後與牧師
Desmond Cox傾談，最後學生以英文短劇'Jesus turns 
water into wine'及頌唱兩首聖詩'Oil in my lamp'及
'Seek ye first'以答謝牧師熱情款待。

木笛隊

13歲或以下合唱團

—

管弦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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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公科

訓輔組

尊重月

「人生大富翁」小六人生規劃活動

黑暗中對話

風紀陣容

  為配合本年度學校關注事
項：培養「律已愛人—尊重」
的精神，學生於活動中分別戴上
眼罩、用棉花塞著耳朵、把貼紙
貼在臉上或戴上口罩，合作設計
一張以「愛共融」為主題的海
報。同學在活動中學習尊重別
人、包容及接納與自己外貌、體
型和能力有差異的友儕。

  為六年級的準畢業生舉辦半天體驗活動，讓學生明白規劃人生的重要，學習從金錢、健康、
知識、生活態度中取得平衡，以及了解不同選擇所帶來的後果，從而作出適當的抉擇。

辛苦一齊捱，
感覺SO GOOD﹗

本校風紀團隊陣容鼎盛。

兄弟們﹗成功的男生
要有六件腹肌，加油吧！

現在出發歷險了，祝我們好運！

我們愛心多DD！

  透過瞭解視障
體驗活動及過來人
分享，學習尊重他
人，學懂感恩。

  本年度有220
名學生擔任風紀一
職，秉承本校校訓
「非以役人，乃役
於人」的精神。

我們很樂意幫這位扮失明人士—林老師，真棒！

「在家中，我最開心
的

事是⋯⋯」

嗚⋯我們以後會帶眼識人了！

叔叔，有咩幫到你？（好
緊張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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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活動

一年級：吸管笛 二年級：紙柸機械人

四年級：環保動力車

三年級：太陽爐

究竟飲管愈長，音調會愈高還
是愈低？大家試一試製作屬於
自己的吸管笛吧！

四年級生齊集禮堂，你看我們多投入比賽！

  學生以互動形式，透過LEGO EV3 Educational Box Set學習不同機械知識，配合運用
電腦邏輯程式，對模型作出指令。課堂以三至四人的小組形式進行，並加入機械人競賽元
素。學生需要與組員合作及討論，培養團隊精神，並運用所學的機械知識。

快進行機械足球挑戰賽，
我們加緊練習吧！

【APRA亞太機械人聯盟競賽
（香港區選拔賽）】高小組接力賽—優秀獎

【2016-17第二季機械人足
球挑戰賽】探索組—殿軍

  大部份同學都是初次接觸EV3機械人及編
寫程式。他們從沒有想過透過程式指令，原來
可以令機械人進行相撲、足球和接力等不同種
類的比賽，過程十分有趣。經過一年的學習，
同學的邏輯思維能力和合作精神都提升了，他
們都期望下學年能繼續參與。

機械人相撲手練習中，加油！

APRA亞太機械人聯盟競賽
接力賽練習情況。

看看我們的作品吧！

原來自製玩具是多好玩啊！

這「迷你吸塵機」是視藝堂清潔的好幫手！

五年級：迷你吸塵機

六年級：羅馬炮架

感想：

STEM

準備！發射！看看誰的炮架發射的炮彈最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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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上雲霄飛行計劃」第一階段
  紙飛機和科學原理有何關係？44位四至六年級學生去年8月參加由「林氏基
金」及香港專業飛行協會合辦的「衝上雲霄飛行計劃」第一階段課程（下稱「衝
上雲霄1」），進行紙飛機的滑翔研究，學習空氣動力學、牛頓三定律及柏努利原
理等飛行原理。主辦單位一致認為學生投入參與，表現優秀。當中5D楊栢熙、6D
吳卓庭及6E陳梓揚憑藉在課程及12月選拔日營的出色表現，獲頒「林氏基金海外
奬學金」，代表學校於3月12至14日到新加坡參加由DSO National Laboratories
及Science Centre Singapore合辦的Singapore Amazing Flying Machine 
Competition。賽前他們接受本校紙飛機校隊訓練，最後獲「林氏基金」頒發「飛
行理論匯報」Outstanding Award。這是他們首次赴海外參加比賽，他們均認為獲
益良多，除增加他們對飛行和科學的認識，現在紙飛機已成為他們的興趣！

計劃衝上雲霄飛行

學生在「衝上雲霄1」學習製作不同性能的
紙飛機，並在專業機師指導下擲紙飛機。

在「飛行理論匯報」項目中，本校代
表就「有何因素影響紙飛機的飛行距
離？」進行科學探究。圖為今年2月
學生在紙飛機校隊的訓練中，製作不
同款式的紙飛機，以作測試。

24名「衝上雲霄1」成員去年
12月29及30日參加新加坡紙飛
機比賽選拔日營，圖為五年級
學生練習瞄準擲紙飛機項目。

選拔日營中，學生有一天時間準備
與飛行有關的匯報，圖為四年級學
生就「未來飛機」一題作匯報。

學生以流暢英語向評判匯報，充滿信
心，最後獲「林氏基金」頒發「飛行
理論匯報」Outstanding Award。

榮獲本年度六年級「聖公會傑出學生獎」的6E陳梓揚
（左）於比賽中表現認真，賽前自發準備50隻不同款式
的紙飛機作比較，並在住所平台練習擲紙飛機。最近加
入「香港航空青年團」的6D吳卓庭（中）志願當一名飛
機師，是次比賽提升他對飛行理論的理解。5D楊栢熙
（右）認為比賽具挑戰性，是一次寶貴的科學學習經驗。

本年度3月12至14日，本校與另外48間小學，
到新加坡參加Singapore  Amaz ing  F ly ing 
Machine Competition。

三天新加坡之旅中，學生獲「林
氏基金」安排觀光活動，圖為他
們於牛車水遊覽。

學生須以英語進行約10分鐘
的飛行理論匯報，經過認真的
賽前準備，他們由最初感到緊
張，到比賽時已覺得不困難。

學生了解機場跑道的編排後，利用線上電腦程式Janvas設計理想機場的平面圖。圖為六年級學生的分享。

學生認識機場的建築結
構後，利用線上

電腦程式Tinkercad設計機場立體圖。

學生利用控制捍，模擬在2,500尺高空上操控飛機，轉向不同方位。

6B邵正崇（前排左五）參觀泰國航空工程中心
及泰國國際航空訓練基地。

6B邵正崇（前排右三）參觀泰國航空工程
中心及泰國國際航空訓練基地。

為增加「衝上雲霄2」成員對航空的認識，本校安排
他們於6月參觀位於民航處總部的航空教育徑。

「衝上雲霄飛行計劃」第二階段「電腦模擬小型飛機飛行訓練」
  35位四至六年級學生於4至5月參加「衝上雲霄飛行計劃」第二階
段「電腦模擬小型飛機飛行訓練」（下稱「衝上雲霄2」），學習航
空知識及接觸模擬小型飛機飛行。參加者均認為課程增加他們對航空
的興趣及知識，當中6B邵正崇獲「林氏基金海外實地飛行奬學金」資
助，於7月6日至8日由家長陪同下，到泰國曼谷參加「泰國國際航空公
司飛行模擬駕駛艙訓練營」。

比賽中，學生須在半小時
內摺三款紙飛機，圖中紙
飛機（由左至右）分別用
於飛行距離賽、飛行瞄準
賽及飛行時間賽。

「衝上雲霄1」成員去年9月參觀於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舉行的「創科博覽2016」。

學生認識機場控制
塔的功能後，利用
簡單材料，設計及
製作出相關模型。

透過比較不同款式的紙飛
機的飛行距離，比賽代表
發現，當將飛機重心移向
機頭，及把機翼向中間黏
合，有助飛機飛行平穩，
令其飛得更遠。

6B邵正崇在泰航機師指導下，模
擬駕駛

飛機來回香港及泰國，令
他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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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心

制服團體

運動員代表宣誓。

槍聲一響，比賽正式開始。

On your mark! Go!
賽前熱身﹗

各班運動員代表手持啦啦球、打氣棒進場。

謝振強總幹及王麗芬校監對同學
們的訓勉，大家一定銘記於心。

  學生於12月15-16日到廣州進行交流。第一天
下午，同學參觀了東山花園洋樓群、中山紀念堂及
沙面建築群。第二天早上，同學參觀了石室聖心大
教堂及廣州近代史博物館。兩天的行程令學生對廣
州的西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有更深的認識。

同學體驗合作的精神

同學細心觀察東山
花園洋樓群的特色 增進友誼的好機會參觀石室聖心大教堂

在展覽品前留倩影

各團隊活動

東九龍第64旅幼童軍參加宣誓典禮

  本學年各制服團體及學生踴躍參與社區賣
旗活動。當中，超過300名學生於25/3/2017參
加了由聖基道兒童院舉行的賣旗活動。踏入五
月份，本校各隊制服團體開始籌備本年度的宣
誓禮。紅十字少年團第62團率先於19/5/2017舉
行新隊員宣誓儀式。及後，香港基督少年軍第
137分隊亦假聖公會基孝中學舉行了本年度立願
禮。各團隊亦於15/6/2017的制服團體檢閱儀式
中，精神抖擻地接受了李偉栢校長的檢閱及訓
勉，並於同日舉行的全校清潔日中團結一致，
清潔校園。

幼童軍

運動會
  本年度運動會於2017年2月21日於九龍灣運動
場舉行，我們邀請了謝振強總幹事蒞臨主禮。當天
運動員代表宣誓後，李校長槍聲一響，比賽正式
開始，運動員們在比賽場上各顯身手，啦啦隊也在
看台上為運動員努力地打氣，充分展現出體育的精
神。今年還邀請了校監、校長、老師、家長及學生
進行接力邀請賽，氣氛熱烈。

別開生面的「校監、校長、老師、家長及學生接力邀請賽」
即將開始，你支持哪一隊呢？

王校監隊率先交接最後
一棒，氣氛很緊張呢！

終點在望了！

與國父孫中山合照

品嘗美味的
午膳

學生於中山紀念堂前留影

看我大展身手！

園生 點活 滴校

全校制服團隊參加一年一度的檢閱儀式8



家長教師會

基軍立願禮

公益少年團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137分隊參加立願禮

公益少年團團員
東九龍第141旅小女童軍參加宣誓典禮

交通安全隊一年一度的委任儀式。

交通安全隊 

韓國交流

  本校基督少年軍第
137分隊（初級組）及
聖公會聖道堂第199分
隊（中級組）於5月21
日舉行2017年度聯合立
願禮，由聖基道兒童院院長陳王麗芬女士
擔任檢閱官，與兩隊分隊分享過去一年努
力的成果。

  家長教師會於本年度共招收會員超過350名，並舉行了多項
活動，當中包括「小眼睛 看世界」家長講座共3場及「香港濕地
公園、水頭尾古蹟徑、錦田鄉村俱樂部親子旅行」。

  上屆畢業生6C班吳沁芳
同學獲選為公益少年團傑出團
員，參與2016年韓國交流團。

快出發到韓國了，真興奮！

火鍋很美味啊！

於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本會邀請了資深新聞工作者 李臻先生進行
「如何裝備孩子面對挑戰」家長講座，以教導家長如何培育孩子迎接未來
的挑戰。

  本屆公益少年團團員參觀天際100，是香港最高的
觀景台。
  利用互動AR應用程式，學生親身體驗虛擬效果。

參觀天際100

我們竟可和整幢環球
貿易廣場合照！ 伙記﹗麻煩一件蛋撻！

在維多利亞港上空翱翔，多寫意！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基督少年軍小女童軍

於2017年2月26日（星期日）舉行親子旅行，景點包括香港
濕地公園、水頭尾古蹟徑及錦田鄉村俱樂部等。

2017年6月24日（星期六）舉行家長教師會周年大
會，並邀請了游玉芷小姐擔任大會主禮嘉賓。當天
有多個精彩的表演及抽獎環節，大家樂也融融。

家長講座親子旅行

公益少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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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第三十七屆
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初級組獨唱 季軍 4A 詹宓旻

數學科
奧數活動

【九東籃球比賽】 女子組 殿軍
【2016-2017年度 港島及九龍地域小學體育獎勵計劃 】

九龍東區 女子組銀獎及男子組銀獎

【觀塘區第三十七屆
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初級組獨唱 冠軍 2D 譚鴻婧

【觀塘區第三十七屆
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高級組獨唱 冠軍 5C 陳雅懿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區際籃球比賽】
季軍 6E 盧海瑤

【九東排球比賽】
男子組 優異

【2016-2017年度九東游泳比賽】
1季、3優異
女甲團體優異

【2016-2017年度九東田徑日比賽】
1冠、4亞、8季、4殿、4優異
女甲團體亞軍、女乙團體亞軍
男甲團體季軍、男乙團體亞軍

【九東羽毛球比賽】
男子組 優異 【九東排球比賽】

女子組 優異

纍碩果 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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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
【2016／17 第十二屆香港小學
數學創意解難比賽】初賽 金獎

【2016／2017學年澳、港學界埠際體育比賽】
女子小學組籃球 冠軍 

6A 盧海瑤 （香港隊代表）

【2016-2017年度九東乒乓球比賽】
男子乙組殿軍、男子甲組優異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組甲級獎

【2016-2017年度九東遊戲日 】
4冠、3亞、2季、1殿

男初團體冠軍、男高團體季軍
女初團體亞軍、女高團體冠軍

【2016-17第二季機械人足球挑戰賽】探索組 殿軍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

【第二十屆數學奧林匹克比賽】隊際賽優異

【2016-2017年度九東乒乓球比賽】
男子乙組 傑出運動員 4A 施宇浚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28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2017】

初賽九龍東 季軍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
【第二十屆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個人賽 數學競賽及
數學遊戲優異 6B 梁鈞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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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 亞太機械人聯盟競賽—香港區選拔賽】 
高小組接力賽優秀獎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初小組甲級獎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兒童舞】 優等獎

語常會【小作家培訓計劃2015／16學年
全年大獎】初小組 冠軍 —3B 梁景熹

語常會【小作家培訓計劃2015／16
學年全年大獎】高小組 冠軍
—鄭淦丰（2016年度畢業生）

國際辯論學會【國際辯論盃2016】季軍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集誦】季軍【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集誦】季軍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330人次參加比賽，比賽項目共135項。
冠軍2項  亞軍6項  季軍13項  優良71項  良好 33項。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集誦】亞軍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體育舞蹈牛仔舞及查查查 】
甲級獎5項  乙級獎3項

【2016-2017年度全港精英乒乓球比賽】
小學男子組雙打 季軍 5C 梁逸軒 6E 陳梓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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