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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 starry night, out of nowhere, 
there comes a shooting star falling right in 

front of you. 

You make a wish. And what would you wish for?

It has been a very challenging year for everyone. In 
our hearts, we do have wishes and there are things 

we want them to happen even though it might be not 
really possible…

Why not Make A Wish in SimCity?

This year, SimCity brings us nice wishing experiences. 
Whether we wish good health for our families, or a 
forever friendship with our best friends, or simply 

a better tomorrow for everyone, we can say 
it out loud in SimCity – a place of fun and 

hope, a place where we learn and 
use English.

Sim
City

Sim
City 2021-2022 2021-2022

Make a Wish in SimCity – This is the Make a Wish in SimCity –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we share fun, love and place where we share fun, love and 
hope while we use and learn Englishhope while we use and learn English

Best wishes to Mr. Li, Miss Ip and Mr. Chan!Best wishes to Mr. Li, Miss Ip and Mr.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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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shing StarThe Wishing Star
You probably won’t see a lot of shooting stars in 

Hong Kong. No worries. We have one ready for you 
in SimCity. Get ready. Face the Wishing Star. Close 
your eyes. Say ‘I wish I might……’ 

The Wishing WellThe Wishing Well
In some places in the world, people believe 

that wells are sacred places and the power or 
magic of the water inside can grant our wishes. Say 
our wishes. Throw a coin. See if we can get what 
we hope for.

The Wishing TreeThe Wishing Tree
Not everyone of us can go and 

visit the Wishing Trees in Lam Tsue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That’s why 
we brought it here to SimCity. Let’s 
throw our written wishes together 
with a sweet treat high up onto the 
tree –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higher 
your wish lands, the more likely it 
would come true. Good luck!

Make aMake a

WishWish  in SimCityin SimCity

Try to hang your Try to hang your 
wish onto the treewish onto the tree

Ms Koo is introducing the Ms Koo is introducing the 
Wishing StarWishing Star

Blessings from Mr. Li, Blessings from Mr. Li, 
the Principalthe Principal

Shall we make Shall we make 
a wish?a wish?

May all our wishes come true!May all our wishes come true!

See how high my wish will land!See how high my wish will land!

The helpers are introducing The helpers are introducing 
the Wishing Wellthe Wishing Well

Let's make a wish upon the Wishing StarLet's make a wish upon the Wishing Star

Can my wish come true?Can my wish come true?

22



P.6 Graduation CornerP.6 Graduation Corner
While we are having fun in SimCity, the 

P.6s are getting ready for a new start in their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We all wish 
them good luck and a happy graduation!

Fortune Cookie JarFortune Cookie Jar
Fortune Cookies are pieces of little 

sweet treats with a message of good wishes. 
In SimCity, students write messages for 
each other on fortune cookies. We send and 
spread good hopes and wishes to everyone 
in our school.

Make aMake a

WishWish  in SimCityin SimCity

We have got some fortune cookies from our schoolmatesWe have got some fortune cookies from our schoolmates

See how high my wish will land!See how high my wish will land!

Get a fortune cookie and read Get a fortune cookie and read 
your schoolmates' blessings your schoolmates' blessings 

Can my wish come true?Can my wish come true?

Come and get a Come and get a 
fortune cookie!fortune cookie!

P.6 students’ wishes at the Wishing ShrineP.6 students’ wishes at the Wishing Shrine

Capture our precious moments Capture our precious moments 
at schoolat school

We will miss our teachers a lot!We will miss our teachers a lot!

Let’s wish the P.6 students all the best in the futureLet’s wish the P.6 students all the bes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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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響下，訓練老師及各校隊成員於復課後仍積極加強練習，於各大型聯校比賽中屢獲佳績，分別於九
東田徑比賽及九東羽毛球比賽取得優異成績。

而足球校隊更於巴迪仔挑戰杯2021（U12組盃賽及U10組碟賽）及2021賽馬會五人足球盃（學校組U13
歲組）中取得冠軍，令人鼓舞。

九東田徑比賽九東田徑比賽
項目 獎項 得獎者

女甲跳高 冠軍 6E蔡怡寧
女甲跳遠 冠軍 5B黃巧喬
女乙60米 冠軍 5C莊娉淇
女乙跳高 冠軍 5D許焯琳
女乙團體 冠軍 五年級參賽學生

男乙跳高 冠軍 5B鄭亦之

九東羽毛球比賽九東羽毛球比賽

校外獎項校外獎項

足球足球
比賽比賽

激辯！小學辯論 激辯！小學辯論 
  挑戰賽2021  挑戰賽2021
本校辯論隊全年參加了三項校

外比賽，其中於「激辯！小學辯論
挑戰賽2021」中勇奪冠軍，學生
殷婧嵐榮獲最佳辯論員。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朗誦節續去年之勢，以

「錄影模式」舉辦。本校學生踴躍 
參與，並取下11冠、8亞、23季的佳績，
可喜可賀！

4B丘濬榿 4B丘濬榿 
粵語、普通話粵語、普通話
獨誦及基督教獨誦及基督教
經文朗誦經文朗誦
冠軍冠軍

4B黃澤琛 4B黃澤琛 
英語獨誦英語獨誦
冠軍冠軍

5D何梓煥 5D何梓煥 
粵語獨誦粵語獨誦
冠軍冠軍

4C林子淇 4C林子淇 
英語獨誦 英語獨誦 
冠軍冠軍

3A黃駿軒 3A黃駿軒 
英語獨誦英語獨誦
冠軍冠軍

6E陳若涵6E陳若涵
英語獨誦英語獨誦
冠軍冠軍

專心迎戰，分秒必爭！專心迎戰，分秒必爭！

恭喜各得獎學生恭喜各得獎學生

九東羽毛球賽九東羽毛球賽
（女子組）季軍（女子組）季軍

向著終點奮力向前向著終點奮力向前

最佳辯論員最佳辯論員

訓練老師功不可沒訓練老師功不可沒

有姿勢、有實際有姿勢、有實際
田徑隊員互相加油打氣田徑隊員互相加油打氣看我擲得多遠！看我擲得多遠！

比賽背後充滿愛與歡樂比賽背後充滿愛與歡樂

成功全賴好隊友成功全賴好隊友

得獎健兒盡展燦爛得獎健兒盡展燦爛
笑容笑容

辯論隊勇奪冠軍辯論隊勇奪冠軍

巴迪仔挑戰杯U12組盃賽及U10組巴迪仔挑戰杯U12組盃賽及U10組
碟賽分別奪得冠軍碟賽分別奪得冠軍

「激辯！小學辯論挑戰賽2021」戰況「激辯！小學辯論挑戰賽2021」戰況

飛躍的一瞬間飛躍的一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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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學生學習，閱讀推廣組、中文科、常識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科、課程統籌組共同合作， 
推行中醫藥健康文化的課程，深化學生對健康及中華文化的認識。

疫情減少了學生出外參觀的機會，學校特別向協辦機構借來展覽品，在校內安排小型展覽， 
讓學生就主題延伸學習。學生參觀之餘，教師鼓勵他們將參觀的經歷記錄在常識科「童你開眼界」 
活動冊，效果良佳。

中醫藥．文化．健康生活中醫藥．文化．健康生活跨學科學習課程跨學科學習課程

「中醫藥」閱讀推廣圖書課「中醫藥」閱讀推廣圖書課

中文科中文科
「識字教學」「識字教學」

「中醫館」「中醫館」
展覽展覽

常識科常識科
增潤課程增潤課程

恭喜各得獎學生恭喜各得獎學生

答對問題，學生喜獲導師答對問題，學生喜獲導師
送贈的繪本送贈的繪本

繪本《天地人醫》、《我們的繪本《天地人醫》、《我們的
藥在哪裏》為這個跨學科活動藥在哪裏》為這個跨學科活動

揭開了序幕揭開了序幕

面對醫藥難題，大家仍躍躍欲試面對醫藥難題，大家仍躍躍欲試

中醫的概念不再是虛無，中醫的概念不再是虛無，
而是看得到，摸得到而是看得到，摸得到

學生對中醫用具和藥材充滿學生對中醫用具和藥材充滿
好奇心好奇心

學生對中醫的知識又學生對中醫的知識又
更深一層了更深一層了

導師向學生講解中國文字與健康的關係導師向學生講解中國文字與健康的關係

以閱讀作結：最後回歸閱讀以閱讀作結：最後回歸閱讀

中醫書展為整個跨學科活動寫上句號中醫書展為整個跨學科活動寫上句號猜猜看，齊來尋找中藥猜猜看，齊來尋找中藥
的源頭！的源頭！

導師分享各種千奇百趣的藥材導師分享各種千奇百趣的藥材

一切由閱讀開始一切由閱讀開始
由書本走到現實：孩子的中醫知識 由書本走到現實：孩子的中醫知識 

不再局限於書本，而是跳到課堂和活動不再局限於書本，而是跳到課堂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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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戲劇節演出《和平使者》學校戲劇節演出《和平使者》
本學年，中文拔尖增設戲劇組，鼓勵學生透過觀賞及參與戲劇

的體驗中，訓練說話能力，建立自信心。憑藉一腔熱誠和無窮創意，
戲劇組在本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中成功演出自創作品—《和平使
者》，以網絡遊戲和欺凌為題材，宣揚和平相處的重要訊息。

學科活動學科活動

English Mania ProgrammeEnglish Mania Programme
Students also have fun in English Mania Programme organised 

by SCOLAR English Alliance.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making story 
props and learn more about designing a story by themselves after 
playing story-based games.

數學遊蹤數學遊蹤
為了讓學生在

課堂外透過不同形
式的學習活動，提
升學生學習數學的
興趣，我校邀請機
構派員前來，以學
校實際環境及數學
科各級之課程內容
擬訂數學問題。學
生可以利用不同的
度量工具及平板電
腦形式解答難題。

STEMSTEM
本校為學生提供豐富且

多元化的STEM學習活動，包
括配合常識科各級課程的科
學探究活動、「STEM問題為
本專題研習」，以及為能力
較高學生而設的增益課程，
以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

學校文化日音樂會學校文化日音樂會
本學年，學生重投實體課，有機會外出

欣賞各個音樂會。三、四年級的同學都彷彿
走進於管樂及弦樂的奇妙旅程。

Fun Readers Reading ProgrammeFun Readers Reading Programme
Students learn better when they have fun in learning. 

In Fun Readers Reading Programme, our NET Ms Carola 
works with English teachers to read with P2-4 students in 
groups focusing on different reading strategies.

小演員用圖畫記錄難忘片段小演員用圖畫記錄難忘片段

Students have fun in the Students have fun in the 
reading activity with Ms Carolareading activity with Ms Carola

SCAN一下，SCAN一下，
一同觀賞一同觀賞

《和平使者》《和平使者》
劇場吧！劇場吧！

Students share their own Students share their own 
storiesstories What a lovely mask!What a lovely mask!

遊走學校不同空間，遊走學校不同空間，
找出數學線索找出數學線索

STEM ROOMSTEM ROOM「STEM問題為本專題研習」「STEM問題為本專題研習」

「冷和熱」實驗「冷和熱」實驗

三年級「音樂家的秘密畫廊」三年級「音樂家的秘密畫廊」
弦樂音樂會弦樂音樂會

比賽期間，「超能使者」施展渾身解數比賽期間，「超能使者」施展渾身解數

Students engage in a role-play Students engage in a role-play 
activity and act the story outactivity and act the story out

學生們看得津津有味學生們看得津津有味

STEM拔尖課程STEM拔尖課程

通力合作，運用通力合作，運用
度量工具排解疑難！度量工具排解疑難！

掃瞄QR CODE後，解掃瞄QR CODE後，解
答數學問題答數學問題

看，答案近在眼前！看，答案近在眼前！

機械人增益課程機械人增益課程

四年級「起舞人間」管樂音樂會四年級「起舞人間」管樂音樂會

訓練過程充滿歡樂訓練過程充滿歡樂

學生們認真排練學生們認真排練

很期待，出發看音樂會了！很期待，出發看音樂會了！66



生命教育生命教育
鑑於去年反應良好，本學年再度舉辦「落穗顯愛」捐贈食物行動。公益少年團協助收集，師生同心，為

有需要人士集合食物送往聖雅各福群會。捐贈食物者亦能收到聖誕卡，感受受福者送來的溫暖和熱心，以愛
傳愛。配合同年新增的各項共融活動，傳遞愛的訊息。

校園生活校園生活

「落穗顯愛」捐贈食物行動 共融活動
「傷健共融，各展所長」工作坊

五年級外出電影觀賞— 
媽媽的神奇小子

聖誕崇拜及聯歡會聖誕崇拜及聯歡會
聖誕崇拜

手語歌曲活動

聯歡會
一眾學生報佳音前進行一眾學生報佳音前進行

祈禱祝福祈禱祝福

老師與學生一起 老師與學生一起 
悉心打扮，迎接聖誕悉心打扮，迎接聖誕

詩班領唱詩歌詩班領唱詩歌

學生頌唱聖詩學生頌唱聖詩

同學捐贈家中同學捐贈家中
多出的食物多出的食物

同學齊聲誦讀禱文同學齊聲誦讀禱文

高年級聖誕合照高年級聖誕合照 學生傳遞象徵基督之光學生傳遞象徵基督之光
的白色蠟燭的白色蠟燭

低年級聖誕合照低年級聖誕合照

聖誕報佳音，開始！聖誕報佳音，開始！

學生設計獨一無二的心意學生設計獨一無二的心意
刮刮卡刮刮卡

同學變身「大力士」同學變身「大力士」
幫忙搬運幫忙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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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畢業典禮六年級畢業典禮
本學年畢業典禮於香港文化中心順利舉行，家長與來賓濟濟一堂，一同見證六年級畢業

生的重要時刻，在眾人的歡呼與掌聲下，他們的小學生涯完滿謝幕，展開人生的新里程。

葉綠盈副校長榮獲葉綠盈副校長榮獲
三十年長期服務獎三十年長期服務獎

畢業生獻唱畢業歌畢業生獻唱畢業歌

陳國強座堂主任牧師頌發畢業證書予畢業授憑代表陳國強座堂主任牧師頌發畢業證書予畢業授憑代表

王校監與老師代表祝賀李偉栢校長榮休快樂王校監與老師代表祝賀李偉栢校長榮休快樂
學生、家長與校長拍下學生、家長與校長拍下

難忘的紀念照難忘的紀念照

餘興節目：拉丁舞表演餘興節目：拉丁舞表演

餘興節目：弦樂表演餘興節目：弦樂表演

陳國強座堂主任牧師陳國強座堂主任牧師
向畢業生致訓辭向畢業生致訓辭

王麗芬校監頒獎予王麗芬校監頒獎予
傑出學生陳清怡傑出學生陳清怡

主禮嘉賓合照主禮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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