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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uest of  Honour - 
Ms. Law Kit Ling, Grace

Snapshots of SimCity

　　SKH Tak Tin Lee Shiu Keung Primary School held its 12th SimCity Activity Day on April 28, 2018. Our 
Guest of  Honour - Ms. Law Kit Ling, Grace, Chief  School Development Officer (Kwun Tong) Education Bureau, 
together with principals of  secondary schools and kindergartens officiate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Unlike the past years, there was only one activity day in SimCity 2018. But the fun and joy was just the 
same! Everything started with the Opening Ceremony early in the morning. As "We're SimCitizens" was the 
theme of  SimCity this year, all guests were led to chop a huge passport. Then, guests and students enjoyed the 
interactive games and drama performance by our school drama team.

　　In the afternoon session, a service was arranged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 Father Mark Rogers from 
Discovery Bay Church, the English speaking daughter Church of  St John's Cathedral in Central joined us and 
gave a sermon in the service.  

　　Among the many interesting English activity sites located from G/F to 4/F, new 
attractions included the Street Dance School and the Tea Garden Café. Students brought 
along their own SimCity passport and got chops while they completed speaking tasks 
when touring around SimCity. Their last stop was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on the 1/F. 
'Questioned' by Student Officers, our students got a chop on their passport which 
symbolized their SimCitizenship.

　　SimCity is alway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ctivities in our school. Before the 
activity day, teachers made use of  the various learning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like radio 
broadcasting, role-play and game booths to help students get ready for the speaking tasks. 
SimCity Journal Writing Competition was organized after the activity day.

Distinguished guests chopped our 
SimCity passport.

Dear Heavenly Father, thanks for granting us everything! Amen.

May I have two air tickets to Japan, please?

Playing with a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player i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What a great performance of  
the School Drama Team!Our honourable guests  

used iPads to join our game. 1



This year's shop was inspired by the goal of  making our 
students healthier. Dance is both fun and healthy: it can keep 
you fit, but also it can improve your focus, memory, sleep 
and mood together with reducing pain, stress and anxiety.

Tea Garden was a brand new venue for the 

SimCity this year. Students had the experience 

of  ordering food and drinks, and also paying 

the bills with smart cards. Apart from enjoying 

a meal in the Tea Garden, they also got to learn 

some benefits of  drinking different kinds of  tea. 

Adults and children all had a great time in this 

wonderfully decorated Tea Garden.

Tea Garden

Our student helper was 
explaining the ordering process 

to our guests. Every guest 
placed the order with an iPad.

Students paid bills with smart card at the cashier.

Father Mark Rogers had a nice 
time trying our 'food' and 'drink'.

All the guests had a good time in our Tea Garden.
Our student helper was helping a P.2 girl 

to order her food and drink.

Street Dance School

With the honorable guests.

Can't stop the feeling.

SO, DANCE AWAY TO FEEL BETTER!

Warming –up.

Our team of  helpers. Our special guest explaining 

elements of  dance.2



來，我們分工合作，這個水

底機械人一定能大展身手。

科組活動 數學科

常識科

數學科活動日

教師專業發展
STEM FUN DAY

小三

小四

太陽爐

環保動力車

小六

羅馬炮架

機械人活動

學生感想：
學生透過不斷測試和改良機械人，最終達成目標從而獲得很大成就感。另外，比賽時，隊友互相打氣和支持，亦令他們感到印象深刻。

常識科參觀

小一 香港動植物公園 小二 九龍公園
小三 ReZone

小四 新界東堆填區 小五 嗇色園可觀自然教育中心

小六 瀕危物種資源中心

小六 立法會綜合大樓

數學科

常識科

試後活動日，各級

同學參與不同的數

學遊戲，從中體會

數學是多有趣﹗ 三年級學數獨 -原來數獨都好容易玩！

二年級同學專心地進行活動。 四年級 -玩「聰明格」有好方法。 一年級在遊戲中實踐
貨幣的找換。 

五年級學習砌正多面體，我哋都識砌！
六年級生指導學弟

透過觀察，鞏固「角」的概念。

鄭佩琪老師榮獲「第二屆 蕭文
強教授數學教師優秀論文獎」。

陳智明主任在香港浸會大學分享「新
加坡模型思考法之校本推行策略」。

用心製作 ! 一定成功 !

調整角度

發動！

學生透過編寫程式及組裝機械人，

以完成不同的任務。例如編寫單

光源追線指令，以完成短跑任務。

評判，我們準備好了
﹗

誰的炮架射得最遠？

啊！是香蕉啊！ 齊來大合照！ 如何將廚餘轉化為有機種植？

同學聚精會神認識有關保護瀕危動植物的法例。

同學們與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先生合照。

各組的太陽能車準備一決高下。

我們在展板前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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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匯演暨音樂節頒獎禮在 2018年 6月
27日下午舉行。當天除頒發部份校際音樂
節獎項外，還有不少表演項目呢！

聖道堂李耀強牧師帶領學生以角色扮

演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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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參觀教堂及生命繪本館。

參觀教堂時，加深了他們對教

堂陳置及崇拜禮儀的認識； 
在生命繪本館，學生閱讀了 <
阿松爺爺的柿子樹 >，學會與
人分享的重要性。

音樂科

宗教科

音樂科
音樂匯演暨音樂節頒獎禮 

管弦樂團

《時光倒流香港地》音樂劇

13歲或以下合唱團

木笛隊

角色扮演：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歷程 同學互相祝福 崇拜結束

9歲或以下合唱團

宗教科
復活節崇拜 

參觀聖公會聖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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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月

同根同心

為配合本年度學校關注事項 : 培養「律己愛人」--「有
公德」的精神，透過「公德月」課堂學習及活動，培養
學生的公德心，有助他們將來成為負責任的公民。活動
包括標示設計比賽、班際課室整齊清潔比賽及「公德之
星」選舉。

「公德心」校園標示設計比賽 學生作品

本校參加了香港教育局「同根同心」—香港初

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2017），為學生

提供到佛山及廣州實地考察與交流的機會，讓

學生通過親身感受認識兩地的文化發展。

在石灣公仔街內的南風古灶前留
影。

透過參觀廣東省博物館內的展館，了解嶺南
文化及其特色。

同學即席繪畫國畫。

透過參觀紅線女藝術中心，探討粵劇文化傳承
的工作，以及其所面對的挑戰和困難。

參觀佛山祖廟，了解嶺南的古建築風格和特色。

德育及
公民教育科

同學們認真地聆聽佛
山民間藝術社內的導

賞

員講解佛山的歷史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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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輔
組

觀塘區少年警訊活動 

黃竹坑警察訓練學校

2017 年 10 月 14 日，觀塘區少年警訊主辦，「無

毒人人愛 - 抗毒奇兵大比併」活動，本校派出 10

位學生參加，並得到優異獎。

2018 年 4 月 11 日，本校六年級共 30 位同學獲少年警訊邀

請出席黃竹坑警察訓練學校畢業禮及參觀警察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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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

學校旅行

校園生活點滴學校於 2018 年 3 月 7 日舉行十五周年校慶運動會，
得到友校的校監、校長以及我們的校監、校長和老師
們的鼎力支持，上演了一場精彩的接力邀請賽，為運
動會帶來了高潮。

2017 年 12 月 20 日本校全體師生分別到了大埔海濱公園、西貢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及洞梓童軍中心享受
郊遊的樂趣。當天天公造美，天朗氣清，同學們拋開書包課業，參與各場地提供的設施和活動，既可參
與戶外學習，又可享受郊遊樂趣，大家也樂而忘返。

一二年級大埔海濱公園 三四年級西貢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五六年級洞梓童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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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十字少年團第 62團

交通安全隊一年一度的委任儀式

交通安全隊

幼童軍

東九龍第 64旅幼童軍接受李校長的檢閱

紅十字少年團

小女童軍

東九龍第 141旅小女童軍參加宣誓典禮

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團員參觀天際 100

基督女少年軍

基督女少年軍成員參加「2018運動慈善嘉年華」義工服務

基督女少年
軍成員參加

週年大會操

基督少年軍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 137分隊參加立願禮 基督少年軍手工藝工作坊

制服團體
本學年各制服團體及學生踴躍參與社區賣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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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隊率先於
2018 年 5 月 18 日舉行了隊員委任儀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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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 月 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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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立志繼續透過參與定期集會，成為具良好
公民意識的隊員。

全校制服團隊參加一年一度的檢閱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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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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家」家長講座共3場及「馬灣公園、
大棠荔枝山莊」親子旅行。

親子旅行
於 2018 年 1 月 7 日舉行親子旅行，景
點包括馬灣公園及大棠荔枝山莊。

家長講座

化解親子衝突有辦法    主講：劉秉熹先生
父母職能與子女本份    
主講：麥何小娟女士 網絡安全及過濾軟件使用家長座談會

主講機構：香港政府及香港家庭福利會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2018 年 7 月 7 日舉行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並邀請了林淑穎小姐擔任大會主禮
嘉賓。當天林小姐以「栽培自信兩面睇」為題，與在場家長分享提升學生自信心
的方法。專題分享後，大會安排了多個精彩表演節目及抽獎環節，氣氛熱鬧。

林淑穎小姐 頒發感謝狀
頒發委任狀

拉丁舞表演餘興節目小司儀抽獎了﹗

家長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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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果纍纍

中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國際辯論學會【國際辯論盃 2017】
冠軍及最佳辯論員 6D 楊栢熙

香港青年科技協會【2018第一季機械人足球挑戰賽】
探索組 (甲組 ) 殿軍

香港科技大學
【水底機械人大賽 2018】

優異獎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聯校機械人大賽 ROBOT CHALLENGE 2018】

優異獎

香港青年科技協會
【2018亞太機械人聯盟競賽】 - 香港選拔賽

高小組 
相撲賽（遙控）殿軍、專業機械人設計獎

高小組 
接力賽   優秀獎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 比賽組別 成績

香港教育大學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小五組團體賽季軍及亞軍

聖公宗（香港）小學
監理委員會

【第二十一屆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隊際賽：殿軍 

個人賽：4金、3銀、1銅

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天主教
教區學校聯會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初賽團體賽】 小六季軍、小五亞軍及優異
小四第七名及優異

【初賽個人賽】 10金、8銀、16銅、10優

【決賽團體賽】 小六優異獎、小五第五名、小四優異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 29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8】 初賽九龍東 一等獎 2項、二等獎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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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朗誦

2C歐鎧銘 2B姚凱淇 優異

3F何景軒 冠軍

【第 70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9歲或以下合唱冠軍   

其他項目：1冠、4亞、3季、71優良、50良好

觀塘兒童合唱團
【觀塘區第三十八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獨唱 (初級組 ) 1殿 3優異
獨唱 (高級組 ) 1優異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音樂大賽 2018】
金獎

聖公宗 (香港 )小學監理委員會 
第九屆「春雨故事由我創」

第八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Let's Rain!!! Let's Sing!!!

【第 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集誦亞軍
獨誦：2冠、5亞、3季、119優良、11良好

中級組 冠軍 何景軒（左圖）
高級組 殿軍 李諾熙（右圖）

初級組 季軍 王子萾
高級組 亞軍 陳雅懿
合唱組     亞軍

漢語聖經協會【第 24屆聖經朗誦節獨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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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顧　問：王麗芬校監 李偉栢校長

編輯組： 李瑞玲副校長 古慧儀主任 陳青雲主任 林佩佩主任  楊淑繯老師

同學在各項比賽中均表現優異，屢獲佳績，但由於篇幅所限，以上只能羅列部分獎項。

【2017-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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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第二十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女甲組 100米 冠軍 6A鄺穎瑤（左圖）
女乙組跳高   亞軍 5E陳思穎（右圖）

(6A鄺穎瑤 ) 

(5E陳思穎 )

【2017-2018年度九東遊戲日】
2冠、4亞、3季、1殿

男初團體殿軍、男高團體季軍
女初團體殿軍、女高團體亞軍

男初團體殿軍

【2017-2018年度九東游泳比賽】
10優異

女丙團體優異

【2017-2018年度九東乒乓球比賽】
女子甲組季軍以及 傑出運動員 6C林善美
男子甲組季軍以及 傑出運動員 6C梁逸軒
女子乙組殿軍以及 傑出運動員 4C周佩穎
男子乙組季軍以及 傑出運動員 5E施宇浚

【2017-2018年度九東籃球比賽】
男子組 殿軍  
女子組 優異

傑出運動員 6B楊偉軒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體育舞蹈牛仔舞及 

查查查 】
甲級獎 6項
乙級獎 2項

【2017-2018年度九東足球比賽】優異

【2017-2018年度九東排球比賽】男子組優異

【2017-2018年度九東田徑日比賽】
2冠、2亞、2季、1殿、11優異
女甲團體殿軍、女乙團體殿軍
傑出運動員   6A鄺穎瑤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組甲級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初小組甲級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兒童舞】 優等獎及編舞獎

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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