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屆畢業禮於2021年7月9日舉行，由
何錦添牧師帶領祈禱，畢業禮徐徐展開。主
禮嘉賓為香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學系榮譽
臨床副教授池中齊醫生。池醫生是多馬的校
友，他憑著努力和堅毅的精神，成功升讀皇
仁書院和香港大學醫學院。他鼓勵師弟妹要
有目標和信心，努力奮進，追尋自己的夢
想；長大後，也要緊記「非以役人，乃役於
人」的校訓，回饋母校和社會。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S.K.H. ST. THOMAS' PRIMARY SCHOOL

地址：九龍深水埗東沙鳥街145號   電話：2779 3076/2788 2686

傳真：2776 1841    網址：http://www.skhstthomas.edu.hk

校訊
2021年9月

  餘興節目既豐富，又感人。台上先播放各班畢業
生的家庭生活片段，之後由曾翠如老師帶領畢業生同
唱《差一點我們會飛》，希望他們離開多馬後抱著堅
毅的精神，追尋夢想。最後，由本屆畢業生代表向每
位家長送上花束，感謝父母對自己的養育之恩。

主禮嘉賓池中齊醫生致訓詞及主持授憑儀式。

多馬榮幸邀得池中齊醫生（圖左五）擔任本屆畢業典禮的
主禮嘉賓，池中齊太太（圖左三）也陪同出席典禮。

鄧依萍校長主持傳光禮，代表畢業
同學把母校的愛和光向外播種。

岑延威校監頒發不凡獎學金
給6B伍梓浚同學。

6A班同學許啓斌和梁希宜作致謝辭，
向主禮嘉賓和師長表達謝意。

餘興節目播放各班畢業生的
家庭生活片段，大家都看得
津津有味。

本屆畢業生代表向家長送上
花束表達謝意，場面溫馨。

曾翠如老師和畢業生同唱《差一點我們會飛》。

  六年級同學在2021年6月30日
參與畢業感恩崇拜。他們除了數算
和感謝天父的恩典外，更藉此向父
母獻唱歌曲—《常常愛護我》，
感謝父母的培育與愛護。畢業生的
歌聲令整個禮堂洋溢著愛與感恩之
情，老師和家長也感到非常欣慰。

畢業崇拜  無忘主恩 

岑延威校監頒發長期服務
紀念品給黃可嘉主任。

第七十一屆多馬同學，畢業了！

畢業崇拜後，畢業生紛紛
與老師拍照留念。

何錦添牧師和袁嘉莉老師帶領
畢業生進行畢業感恩崇拜。

畢業生向父母獻唱《常常愛護我》，
在場家長十分感動，他們拿出手機為
畢業同學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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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起，多馬安排各級同學輪流回校面授上課。鄧依萍校長、何麗冰副校長、主任們和家教
會家長委員們一起歡迎同學回到多馬大家庭，他們拿着吹氣棒為同學加油、打氣。雖然大家仍戴著口
罩上學，但從同學的眼神和動作，大家都感受到同學們能回校上課的喜悅。

鄧校長、何副校長、主任和家長們歡迎剛進校門的同學，為他們打氣。

復課了！師生齊打氣！

  同學們又大一歲了！復課後，學校為同學們舉辦一個簡單而隆重的生日會。鄧校長、何副校長、
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唱生日歌，同學們收到禮物都咧嘴而笑，多興奮啊！

五年級 六年級

鄧校長、何副校長、老師和同學們一起拍下照片，分享喜悅。

  「多馬頻道」於2021年3月12日正式啟播，影片題材豐富，除了
才藝表演、生活百科，還有同學化身多馬小記者，進行街頭訪問呢！
家長和老師們都對學生的才能和創意感到嘖嘖稱奇，你也有技能或其
他事情想分享？快些自拍短片放上頻道吧！

1B樂思瑤敎大家製作「扑扑蛋糕」，十分漂亮！
6C蔡昕澄發揮創意，化身多馬小記者，進行街頭訪問，探討全球暖化的問題。

四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唱唱笑笑」生日會

多馬頻道K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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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韓綺婷

2B 符梓幸
3B 陸善行

4A 陳家美
5A 趙懿信 6C 黃遠微

    「究竟我們幾時才可以上

學呢？」我每天都會重複問媽

媽這個問題。在網課期間，我

感到很不習慣。直到四月下

旬，終於可以回校上課，我感

到很開心，因為我終於可以見

到老師和同學們了。

    我們終於復課了！我和同

學們又能坐在教室裏聽課，又

能在操場上聊天。雖然口罩遮

蓋了我們的笑容，但也遮不住

我們快樂的心情。

    回校真好！面授課堂不但令我們更容易

學習（畢竟隔着螢幕，還是不及面對面上課

的好），還給同學們見面的機會，促進友

誼，例如常識科的專題研習，大家在有限制

距離內聚在一起談論關於學習的事情，我們

可以互相分享大家的所見所聞，增長知識。

這些都是網上學習所體會不到的。

    在新冠疫情下，學校進行網上授課。

網課雖然沒了老師的監督，但令我學習到

自主學習的方法。最幸運的是畢業前兩個

月，終於都可以回校與同學們一起上課，

與她們分享這半年的事情，也與老師們談

談天，心情十分興奮！在疫情下，我能順

利完成小學的學業，令我畢生難忘！

    新冠肺炎悄悄地來，我也靜靜地留在

家中，開始了網上學習。感謝各位老師在

疫情期的辛勤工作，為我們努

力打造最好的學習平台。現

時本港疫情回穩，可以回

校接受半日面授課堂了。

我能夠與老師和同學一起

上課，使我感到很溫暖。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平

安喜樂！

    終於正式復課了！

上網課時，總是遇上

不同的網絡問題，

令我感到很懊惱！

但在面授的時候，

我再也不用擔心這

個問題了，因為我可

以直接向老師請教功課

上的問題。而且每天能夠和同學們

見面，一起上課，真是很開心啊！

同學們的心聲

成長的天空
  小四及小六成長的天空分別於2020年11月14日及2021年3月20日進行日營活動和歷奇活動。
同學們要完成一連串的活動，活動既富挑戰性，又有趣，大家過了愉快充實的一天！

導師與同學分享活動中的點滴，
增加彼此的認識和合作性。小四同學積極參與活動，

完成任務，多滿足！
小六同學全力以赴完成任務。 小六同學在活動後進行分享，

讓大家獲益良多！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結業禮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結業禮於2021年5月10日舉行，
為三年成長的天空輔助課程劃上句號。

6A、6B、6C班隊員跟班主任和導師黃SIR合照留念。

6A 6B  6C 

我們終於回校了！

3



  在2021年6月16日，學校為六年級同學舉辦了「畢業旅行戶外學習日」。同學們在畢業前，與老師一起去
海洋公園，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並藉此機會邊學習邊遊玩。同學需先在「雨林藏寶庫」和「保育大使」學習
工作坊，了解動物、環境及人類之間的關係，提升對動植物的保護和愛惜。之後就可分組與同學和老師到不同
的場地使用設施，大家都玩得樂而忘返，快樂極了！

  本校在2021年6月11日參與聖雅各
福群會「助學改變未來」計劃，為一些
基層學童申請文具和書包，希望同學們
能善用及愛惜它們，繼續用功讀書。

有「理」教 STEM
  本校校友蔡紹康博士（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物
理學系）為了回饋多馬，讓理大學生和五年級的
師弟師妹一起參與理大科創（STEM）工作坊，
進行實驗課。因疫情的關係，由2021年3月19日
起，他們分別進行6次ZOOM網上及1次面授的實
驗課，目的是希望他們明白生活與科學是環環緊
扣，密不可分的。

同學們專心地聆聽理大學生的講解。

不一樣的畢業旅行

同學們在熊貓館內聚精會神地聽職員講解，了解大熊貓的日常生活習慣，
並為牠們拍照留倩影。

同學參觀動物展館，了解大熊貓面對的
威脅和現有的保育措施。

同學們在水族館內欣賞海洋生物。

同學們獲贈文具或書包，大家都非常珍惜。

同學都爭取與老師拍照的機會。你看！大家多開心啊！

6A
6B 

6C 

到達海洋公園後，同學們與班主任一起拍攝班照。

同學在實驗中不斷嘗試！

助學改變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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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十分投入「猜猜我是誰」的遊戲，齊齊興奮地説：
「讓我來猜！」

同學在心意卡上寫上欣賞的字句，
送給喜歡的老師和同學。

老師和同學一起玩遊戲，
加深彼此的默契。

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參與「傳乒乓球」
遊戲，藉以拉近彼此的距離。 老師和同學們一起數乒乓球，

記錄所得的分數。

九龍婦女聯會派發雪糕和雪條，
讓學生與家人一起分享。 九龍婦女聯會、鄧校長、老師和同學們一起拍大合照，分享開心時刻。

雪糕「甜甜」送贈活動
  「嘩！我要吃雪糕。」同學們興奮地叫了起來。九龍婦女聯會在2021年6月18日
向全校學生送贈雪糕和雪條，在疫情下帶給孩子一點甜，並為他們帶來一個新希望。

動手動腦STEM DAY

小一同學改變電動機的位置、木條的形狀及
長度，令家務助理機械人走出最大的範圍。

小二同學製作電磁奇「合」，
透過不同的變項，掌握影響螺
絲轉動的不同因素。

透過改變裝置及反覆測試，小三同學合力設計
一架走得又快又遠的環保動力車。

小四同學運用環保物料，
製作迷你吸塵機。

小五同學利用電池作動力，製作一架平穩
和快速的玩具車。

小六同學利用水樽、膠片等，製作
能升空而飛得最遠的水力火箭。

  為培養探究精神，本校特別為一至六年級同學在2021年6月22日至24日進行STEM主題
學習活動，藉此提升同學邏輯推理、解難等綜合能力，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

 為 鼓 勵 老 師 和 學 生 建
立更深厚的情誼，在2021年6

月18日舉行師生同樂日，讓他們
透過遊戲活動，增進師生彼此認

識，一起歡度難忘的一天。

師生同樂Happy Day

老師欣賞學生們積極參與活動，
將小禮物送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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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跳繩女子組

比賽結果：
名次 跳繩 跳遠 擲豆袋

三年級男子組
1 3A 陳錦熙 3B 梁寶熙 3C 陳榮熹
2 3A 李嘉言 3A 陳卓朗 3C 查卓言
3 3C 劉英煦 3C 許綽烽 3A 嚴子維

三年級女子組
1 3B 陳以俐 3B 梁樂遙 3C 崔曉蔚
2 3C 黃珀泳 3B 朱梓錡 3C 蔡樂也
3 3A 周詠棋 3A 易恩沛 3B 黃佳盈

四年級男子組
1 4A 歐陽諾 4C 鄭皓璟 4C 成森強
2 4A 梁冠謙 4A 蔡溢軒 4B 歐陽梓熙
3 4A 江俊浩 4C 莫子鋒 4A 朱家沛

四年級女子組
1 4B 張淑敏 4B 曾海瑤 4A 梁寶文
2 4A 崔翠熙 4C 鍾雯君 4C 尹凱怡
3 4B 李凱韵 4A 梁芯晴 4C 符穎妍

五年級男子組
1 5C 梁浩宏 5A 陳金納 5B 何曉諾
2 5B 黃栩誠 5B 王騰鋒 5B 鄭柏霖
3 5A 趙懿信 5B 鍾子傲 5C 黃富華

五年級女子組
1 5A 彭梓晴 5C 林穎可 5A 陳欣柔
2 5C 鍾宛潼 5B 彭樂琳  5C 蘇烺僑
3 5A 李泳潼 5B 葉穎詩 5B 郭曜甄

六年級男子組
1 6A 李達賢 6C 鍾昊霐 6C 李崇楷
2 6A 陳浚昇 6B 李俊傑 6C 洪文謙
3 6A 許啓斌 6B 黃兆祺 6C 袁鎮榮

六年級女子組
1 6C 陳詠芯 6C 蔡昕澄 6C 黃遠微
2 6B 黃雅靖 6A 鄭潔施 6B 何朗昕
3 6A 黃沛琳 6A 阮麗銘 6A 潘凱琳

粵劇「查篤撐」

「擲擲跳跳」運動日

  多馬學生愛運動！本年度「運動
日」於2021年6月25日舉行，同學們
踴躍地參加不同的項目，包括跳繩、
跳遠、擲豆袋等。比賽時，同學們都
十分落力，大顯身手，大家都讚歎不
已！在這不一樣的運動日，期望同學
更熱愛運動，發揮自己的潛能。

同學們舒展渾身解數，爭取佳績。

三年級跳遠女子組

五年級跳遠女子組 六年級跳繩男子組

同學們通過生動有趣的遊戲學習工尺譜。 同學們根據工尺譜唱出粵曲唱段，十分投入。
導師悉心地教導同學們按鑼鼓點口訣
演奏粵劇中的鑼鈸。

同學們跟導師一起合奏，多麼難得的學習經驗！同學們嘗試用敲擊樂器演奏，體驗精彩的粵劇音樂！

  在2021年6月29日，學校邀請了專業粵劇團體為五年級同學開辦短期課堂，配合音樂課，讓同學認識
粵劇的藝術技巧及加強同學對粵藝的認識和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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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學業成績優異獎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年級 1C 黃雅穎 1C 姚綽蔚 1B 戴雋希

二年級 2B 江楚怡 2B 趙懿晴 2A 張紫涵

三年級 3C 黎碧盈 3A 吳予希 3C 蔡樂也

四年級 4B 黃卓兒 4C 鄧幸兒 4A 崔翠煕

五年級 5B 郭曜甄 5A 蔡存希 5A 陳宇軒

六年級 6B 黃兆祺 6A 李杏蕎 6A 李達賢

聖公會小學監理委員會傑出學生獎
1C 黃雅穎    2B 江楚怡 3C 黎碧盈
4B 張淑敏   5B 郭曜甄  6B 黃兆祺

姚星南醫生獎學金—卓越表現獎（學行）
1C 黃雅穎  2B 江楚怡  3C 黎碧盈
4C 鄧幸兒 5B 郭曜甄 6B 黃兆祺

佳寶教育基金會

中文科進步獎 英文科進步獎 數學科進步獎

一年級 1B 黃柏橋
1C 何浚源

1A 陳明昊
1A 謝 怡

1B 葉浩賢
1B 蘇祉諾

二年級 2B 胡焯嵐
2C 蘇鋕垳

2B 李銘軒
2B 王思嵐

2A 姜 越
2C 蘇鋕垳

三年級 3A 莫 桐
3B 潘世謙

3A 羅學禮
3C 黃萃軒

3A 黃甘暢
3C 黃萃軒

四年級 4A 龍騰雲
4A 劉子翹

4A  龍騰雲
4B 羅婷蔚

4A 涂成婧
4C 關敏政

五年級 5A 陳文慧
5C 譚嘉浚

5C 謝柏皓
5C 楊以祈

5A 阮鳳鳴
5B 何庭希

六年級 6A 黃俊軒
6B 歐芷棋

6B 高梓康
6C 陳悅君

6B 周俊羽
6B 林梓蔓

蕭偉業校友獎學金「不凡」獎學金

6A 梁睎宜 6A 李杏蕎 6B 伍梓浚 6B 何羽馨
6B 黃兆祺 6C 湯寶晴 6C 袁鎮榮

各項比賽成績

「華夏盃」晉級賽
一等獎 5B 郭曜甄

三等獎
4A 蕭瑨原 4B 張淑敏 4C 梁子謙 
5A 陳宇軒 5B 廖永寬 5B 王騰鋒 
6A 潘凱琳 6C 陳悅君 6C 何梓銘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香港賽區）2020

小學
高級組

金獎 5B 郭曜甄
銀獎 5A 陳宇軒

銅獎 5A 趙懿信 5A 葉浩熙 5B 廖永寛
5C 林穎可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2020-21） 

小五組 個人賽
優異奬

5A 陳宇軒 5A 蔡存希 5A 趙懿信
5B 錢均豪 5B 王騰鋒 5B 郭曜甄
5C 樂雋熙 6A 陳浚昇 6A 鄭百淞
6A 梁睎宜

大灣盃—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1（香港賽區）

一等獎 5B 郭曜甄 5C 樂雋熙

二等獎 6B 陳明軒 6C 陳悦君 6C 何梓銘
6C 黃遠微

三等獎

4B 張淑敏 4B 顏可人 4B 呂梓晴
4B 林穎賢 4C 楊紫熒 4C 鄧幸兒
4C 葉致遠 4C 梁子謙 5A 趙懿信
5A 蔡存希 5A 陳宇軒 5B 黃栩誠
5B 廖永寬 5B 王騰鋒 5C 梁浩宏
5C 林穎可 6A 馮智鋒 6A 阮麗銘
6A 鄭百淞 6A 潘凱琳 6B 何羽馨

 
大灣盃—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
2021（大灣賽區） 

二等奬 5B 郭曜甄 5B 王騰鋒
三等奬 4C 葉致遠 6C 黃遠微

優異奬 4B 張淑敏 4C 梁子謙 5C 梁浩宏
6A 鄭百淞

校內比賽

校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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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盃—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總決賽 2021 

三等奬
小四組 4C 葉致遠
小五組 5B 郭曜甄 5B 王騰鋒

2021 AIMO 港澳杯晉級賽

小六組 銅奬 6A 鄭百淞

HKIMO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1
（香港賽區）

小四組 銅獎 4B 張淑敏 4B 顏可人 4B 林穎賢 
4C 鄧幸兒 4C 楊紫熒

小五組
金奬 5C 樂雋熙
銀獎 5B 郭曜甄 5B 王騰鋒
銅獎 5B 廖永寬 5C 梁浩宏 5C 林穎可

小六組 銅獎 6A 阮麗銘 6A 潘凱琳 6C 陳悅君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2021
小四組 優異獎 4B 張淑敏 
小五組 銅獎 5B 王騰鋒

TIMO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0 -2021
（香港賽區）

小五組 銀獎 5B 郭曜甄 
小六組 銅獎 6C 何梓銘

TIMO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2020–2021

小五組 銀獎 5B 郭曜甄 
小六組 銅獎 6C 何梓銘

TIMO泰國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 
2020 -2021

小五組 銅獎 5B 郭曜甄 
小六組 優異獎 6C 何梓銘

校際網上知識產權問答比賽 2020
知識產權偵探班

高小組  個人獎項 優異獎 6A 陳浚昇

2020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

嘉許狀

3A 易恩沛 3A 陳錦熙 3B 朱梓錡
3B 何展恆 3B 張曼熙 3B 梁樂遙
3B 盧詩婷 3B 呂梓瑜 4A 劉子翹
4A 梁寶文 4A 廖心晴 4B 李泳霖
4B 林穎賢 4B 李彥漳 4C 彭梓惠
4C 何展昊 4C 梁家盈 4C 劉愷瑩
5A 陳宇軒 5A 彭梓晴 5B 錢均豪
5C 樂雋熙 5C 林穎可 6A 余鈺婷
6A 陳文軒 6C 陳詠芯

第64屆體育節
2021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亞軍 E-48KG組 5B 倪子棋

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 2019-20

嘉許狀 2B 江楚怡 2B 余冠錫

傷健抗疫同行口罩設計比賽
優異獎 5C 陸善而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兒童獨唱—英文歌曲
（男童聲或女童聲－5至6歲） 銅獎 1A 黃諾希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金獎 2B 黃俐雅（第二名）

銀獎 2B 關樂衡 
5B 倪子棋（第一名）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銀獎 3C 羅凱謙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銀獎 6B 譚凱琳

長笛獨奏—小學（初級組） 銅獎 5B 梁煒琳

小提琴獨奏（一級） 銀獎 6C 黃 眷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
詩詞獨誦

季軍 3B黃佳盈

優良

1B Chan Andrew Jun  1C 姚綽蔚
2B 陳彥林 2C 梁瑋澄 4A 鄭沛嘉
5A 陳宇軒 5A 周慧淋 5B 梁煒琳
5C 陳彥彤 6C 袁鎮榮

粵語
詩詞讀誦

優良 3B 張曼熙 5A 李泳潼

良好 1B Chan Andrew Jun 

普通話
詩詞獨誦

季軍 5A 陳宇軒

優良 1C 李子軒 3C 李子桐 5B 王騰鋒 
6C 袁鎮榮

良好 1A  蘇臻煜 1B Chan Andrew Jun    
5A 陳秀儀 5C 楊以祈 6B 伍梓浚 

普通話
散文獨誦

優良 5A 陳宇軒

良好 5A 周慧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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