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llo無人機
    同學們戴上護目鏡，拿起IPad，

進行Tello無人機編程活動。他們學習

為Tello無人機建立編程內容，包括起

飛、上升、下降、降落等，讓無人機

在多馬校園翱翔。

mbot2自動列車
    同學善用STEM CENTRE地面上的

中國地圖，控制mbot2自動列車的速

度及轉彎的角度，mbot2自動列車便

會圍繞中國地圖的黑線行走，讓同學

們認識中國的地理。

科創課程提升自信  啟發學生科創課程提升自信  啟發學生STEMSTEM潛能潛能

AI機械人TEMI編程
    「你好！我是AI機械人小特工。」

同學們化身AI機械人小特工，為TEMI進

行編程。TEMI能走路、說話、跟指示

走到目的地等，與同學合作，一同成為

「學生大使」。

創意機械人培訓班
    同學們利用LEGO為機械人設計不

同的造型，發揮創意，成為獨一無二

的機械人。這個機械人更會打冰球，

讓同學體驗編程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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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訊2022年8月校訊2022年8月

傳真：2776 1841 網址：http://www.skhstth
oma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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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們透過編程，讓mbot2圍繞中國地圖行走。同學們透過編程，讓mbot2圍繞中國地圖行走。

同學將LEGO砌成一個機械人，進行編程，讓機械人在海報上打冰球。同學將LEGO砌成一個機械人，進行編程，讓機械人在海報上打冰球。

同學設計多馬TEMI，讓他們了解同學設計多馬TEMI，讓他們了解
善用智能機械人的重要。善用智能機械人的重要。

成為學生大使的TEMI，與六年級同學成為學生大使的TEMI，與六年級同學
一同主持畢業典禮。一同主持畢業典禮。 同學們傳遞指令，使Tello無人機做出起飛的動作（圖圈）。同學們傳遞指令，使Tello無人機做出起飛的動作（圖圈）。

同學們利用方塊圖為機械人編程，製作MILO親善大使。同學們利用方塊圖為機械人編程，製作MILO親善大使。

    同學們期待已久的STEM CENTRE終於啟用了！學

校透過校本STEM課程及拔尖活動，讓同學動手操作，

享受學習編程的樂趣，有系統訓練學生邏輯思維及解

難能力，培養創新科技的應用，啟發創意。

WeDo 2.0機械人
    為了提升低年級學生學習編程的興

趣，鞏固學習編程的基礎，同學們設

計一個MILO親善大使，讓MILO自由走

動，並播放同學們錄製的問候話語，以培養學生尊重

他人及關愛的正面價值觀。

虛擬校園虛擬校園學校網址學校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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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ving for excellence in partici pating in different English activitiesStriving for excellence in partici pating in different English activities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inspections and 
exchange activities, and learnt about Denmark’s 
cultu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methods of practis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rough this meaningful online exchange programme. 

Moreover, the hands-on activity 
‘Wooden Keychain Workshop’ 
encouraged students to be creative 
by making their own keychains!

Feelings about Denmark ExchangeFeelings about Denmark Exchange
6A Li Wing Tung Winters6A Li Wing Tung Winters
  I have learnt about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is program. In Denmark, their streets are very 
clean. The tour guide showed us a supermarket. I 
was surprised because there was bottle-recycling 
machine in the supermarket. I realized that we need 
to save the Earth and protect it for you and me!

6B Ngai Tse Ki Charmaine6B Ngai Tse Ki Charmaine
  Thank you for holding this activity to let us know more 
about th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grams in Denmark.
  Through this enjoyable experience, I learnt that in 
Denmark they built the libraries near the sea. People can reuse 
the old books and share their own 
books with others. 
  Through this program, my 
English has improved a lot. I took 
this chance to polish my speaking 
skills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our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cultivate children’s interest in reading, Longman Pearson held 
a Disney Kids Readers Storytelling Vlog Contest. Learning English can be easy 
by reading and interpreting your favourite Disney stories! Two of our students 
were awarded for excellence in crea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6B Kwok Yiu Yan Alice6B Kwok Yiu Yan Alice
  I have learnt a lot from this activity. I have also 
known more about Denmark. They care a lo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have a green living. Th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some policies that can help the environment.
  In my free time, I will join more activities about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animals. Highlights LibraryHighlights Library

  Highlights Library is an online 
library which fosters children’s love 
of reading and scaffolds them to 
become independent chapter book 
readers. With thousands of books 
and stories at their fingertips, 
students can enjoy a world of 
imagination and exploration. 

Denmark Exchange Programme (Zoom)  Denmark Exchange Programme (Zoom)  

Disney Kids Readers Storytelling Vlog ContestDisney Kids Readers Storytelling Vlog Contest

Students and their Danish teacher exchanged experiences on Students and their Danish teacher exchanged experience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4C Choy Lok Ya Champion in Vlog Contest4C Choy Lok Ya Champion in Vlog Contest 6A Choi Chuen Hei The winner 6A Choi Chuen Hei The winner 
of The Creative Vlog Awardof The Creative Vlog Award

Students can look for the books of their own interests.Students can look for the books of their own interests.

Students participated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wooden in the wooden 

keychain workshop.keychain workshop.

Learning vocabulary through Learning vocabulary through 
interesting activities.interest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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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ving for excellence in partici pating in different English activitiesStriving for excellence in partici pating in different English activities
MC PlaygroupMC Playgroup

  Drama helps promote English language arts. Our English Drama Club consists of 18 talented young actors 
and actresses from P.3 to P.6. They are given a valuable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voice projection and drama 
skills. This year their annual performance is called ‘What A Great Help!’ which engages pupils in thinking about 
environmental issues. Pupils participate in this Reader’s Theatre which makes them become better communicators. 

  To encourage our pupils to use English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our NET 
invite pupils to join interactive games 
and reading activities during recess. Mr 
Omar plays some mini vocabulary games 
with pupils and Mr Anderson reads books 
and newspapers with pupils in the library 
once a week.  All these activities help 
arouse pupil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Do you enjoy watching films or cartoons? A film 
watching activity has been held during the English 
lessons for Primary 1 to Primary 
3 pupils after the third exam. An 
amazing cartoon ‘A Secret Life of 
Pets’ was chosen for our pupils to 
enrich their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skills. After watching 
the film, pupils enjoyed drawing 
posters about the main characters. 

  MC Playgroup is a school programme 
which offers training and a variety of 
multimodal learning activities to help 
boost students’ speaking skills. Students 
wer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display their 
learning outcomes in 
different school events.

''  What A Great Help!’What A Great Help!’'' English Drama English Drama

Recess Games and Reading Activities with NETsRecess Games and Reading Activities with NETs

Film Watching ActivityFilm Watching Activity

Students host the Christmas Worship.Students host the Christmas Worship. MC Playgroup training in progress.MC Playgroup training in progress.

Pupils were playing a vocabulary gamePupils were playing a vocabulary game
 with Mr Omar excitedly. with Mr Omar excitedly.

Pupils enjoyed reading and discussing Pupils enjoyed reading and discussing 
the news with Mr Anderson.the news with Mr Anderson.

 Pupils drew beautiful  Pupils drew beautiful 
pictures and coloured them pictures and coloured them 

with different colours.with different colours.These are some of the best posters from our pupils.These are some of the best posters from our pupils.

All actors and actresses sing a beautiful song together.All actors and actresses sing a beautiful song together.Pupils were interacting with the tutor during the online workshop.Pupils were interacting with the tutor during the online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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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園丁小魚丁小園丁小魚丁——多馬多馬  綠色生活綠色生活
    本校致力推崇環保，讓學生實踐綠色校園生活。「多馬小園丁」及「魚菜共生」是學生參與有關環保的活

動。小園丁用心栽種植物，讓植物得以成長；小魚丁努力清潔濾材，讓魚兒生活舒適。同學們在過程中需付出

時間、心機和愛心，讓他們體會「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並明白人與環境共融的重要性。

多馬小園丁多馬小園丁 魚菜共生魚菜共生

小眼睛看世界：小眼睛看世界：兩岸環保交流兩岸環保交流
    本年度多馬學生於網上與台灣屏東縣泰安國民小學連線，與台灣小學生見面，運用普通話彼

此交流學校的環保方法，啟發思考。當台灣學生提到氣温高於28度，課室才可以開冷氣時，多馬
的學生異口同聲地說「不可以呀」，這正正能讓同學反思個人習慣對環境的影響。同學們能藉著

是次交流提高環保意識，以身作則，實踐綠色生活。

多馬同學 多馬同學  交流感想交流感想
5C 楊紫熒 5C 楊紫熒 
　　我覺得是次境外交流非常有價值，

讓我了解台灣的環保資訊及明白環保的

重要性。原來個人習慣對環境也有影

響，例如節約用電對地球的影響及未來

能源危機的問題。感謝學校讓我有這次

參加境外交流的機會。

5C 陳巧兒5C 陳巧兒
    因疫情關係，台灣交流團改

以網上ZOOM形式進行。我很高興

能參與台灣線上交流活動，讓我

了解台灣學校的環保措施及綠化

社區環境的方法，使我更明白環

保對地球的重要。

5A 張淑敏5A 張淑敏
    我認為台灣

境外交流十分有

趣，對升學有很

大的幫助。

    首先，是次

活動能與台灣的師生互相探討

兩地環保措施的「利與弊」，

可以提升同學們的思考能力。

另外，境外交流不但可以訓練

膽量，也能給予機會讓我們應

用普通話及提升說話技巧，對

我們的學習有很大的益處。

多馬同學與台灣同學在線上交流，分享及討論兩地的環保政策及資訊。多馬同學與台灣同學在線上交流，分享及討論兩地的環保政策及資訊。 線上交流完結後，同學們進行DIY製作具香港特色的明信片，並在鏡頭前分享創作成果。線上交流完結後，同學們進行DIY製作具香港特色的明信片，並在鏡頭前分享創作成果。

小園丁們用心學習除草、施肥、澆水、播種等，艱辛過後等候收成。小園丁們用心學習除草、施肥、澆水、播種等，艱辛過後等候收成。 小魚丁們不怕艱辛，盡力清潔濾材，為魚兒準備舒適的生活環境。小魚丁們不怕艱辛，盡力清潔濾材，為魚兒準備舒適的生活環境。

多 馬 正 向 顯 愛 心 樂 學 自 信 展 潛 能多 馬 正 向 顯 愛 心 樂 學 自 信 展 潛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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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薈萃學藝薈萃   盡展才華盡展才華   閃耀多馬閃耀多馬      
    學校積極為學生安排多元化的課餘活動，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

及體藝潛能。學生無論在學業、課餘活動及各項比賽方面均努力學

習，勇於挑戰及表現自己。多馬於2022年7月18及19日舉行「多馬

體藝展才華」，展示及表揚同學於整個學年的學習成果，藉此增強

學生的自信心及成功感。

多馬小小奧運會 多馬小小奧運會  健康活力滿校園健康活力滿校園
　　同學們期待已久的奧運會終於在7月18-19日舉行了！「加油！加油！」籃球場傳來同學們打氣的聲

音，原來是進行Ａ級方程的比賽！當日還有擲藥球、膠圈穿棒、跳遠、班際跳大繩等比賽，大家都落力為

同學們打氣，歡呼喝采，展現團隊精神！老師、家長義工們都費盡心思，務求令同學們渡過一個難忘的奧

運會，為他們增添不少美好的回憶及歸屬感呢！

非洲鼓非洲鼓

手鈴演奏手鈴演奏

朗誦朗誦 鋼琴獨奏鋼琴獨奏

手鐘演奏手鐘演奏

花式跳繩花式跳繩

爵士舞爵士舞

管樂合奏管樂合奏

English DramaEnglish Drama

因防疫關係，成長「吹」化劑的色士風班及因防疫關係，成長「吹」化劑的色士風班及
English Drama的同學以錄像形式展示學習成果。English Drama的同學以錄像形式展示學習成果。

同學們落力地為自己班打氣。同學們落力地為自己班打氣。

同學們在禮堂進行班際跳大繩同學們在禮堂進行班際跳大繩
比賽，發揮團隊精神。比賽，發揮團隊精神。

衝啊！同學們盡力地跑，展現個人的生命力，向著前方進發。衝啊！同學們盡力地跑，展現個人的生命力，向著前方進發。

同學們用力將膠圈掉進棒內，同學們用力將膠圈掉進棒內，
大家互相打氣，欣賞彼此的努力。大家互相打氣，欣賞彼此的努力。

同學們穿上別具特色的民俗服合奏非洲鼓，同學們穿上別具特色的民俗服合奏非洲鼓，
將全場氣氛推向高潮！將全場氣氛推向高潮！

手鐘隊以圓潤柔和的音色合奏「Jesus love 手鐘隊以圓潤柔和的音色合奏「Jesus love 
me this I know」一曲，非常動聽！me this I know」一曲，非常動聽！

同學表演鋼琴獨奏及朗誦，令人聽出耳油啊！同學表演鋼琴獨奏及朗誦，令人聽出耳油啊！

手鈴隊以明亮清澈的音色奏出動人的樂曲，手鈴隊以明亮清澈的音色奏出動人的樂曲，
令人聽出耳油！令人聽出耳油！

跳繩隊在「我最喜愛的表演節目」跳繩隊在「我最喜愛的表演節目」
選舉中以最高票獲選。選舉中以最高票獲選。

多馬體藝展才華完滿結束，希望大家都享受及多馬體藝展才華完滿結束，希望大家都享受及
欣賞同學們的學習成果。欣賞同學們的學習成果。

同學們使勁地擲藥球，同學們使勁地擲藥球，
把藥球擲到更遠的位置。把藥球擲到更遠的位置。

同學們進行跳遠比賽，同學們進行跳遠比賽，
盡展個人潛能。盡展個人潛能。

爵士舞同學以動感的舞步，表現出熱情奔放、爵士舞同學以動感的舞步，表現出熱情奔放、
充滿青春躍動的氣息。充滿青春躍動的氣息。

多 馬 正 向 顯 愛 心 樂 學 自 信 展 潛 能多 馬 正 向 顯 愛 心 樂 學 自 信 展 潛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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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馬正向燃希望多馬正向燃希望  恩典祝福滿校園恩典祝福滿校園
2022香港立蛋節 祝願各人2022香港立蛋節 祝願各人健康快樂健康快樂
    「立蛋」本是中國端午節的傳統節日活動，據說成功「立蛋」，必定會好運降臨！疫

情已持續兩年多，香港市民必定希望疫情盡

快過去。多馬全校師生們，把蛋進行藝術創

作，正向多馬團隊齊心以簡單的立蛋動作拼砌

「HOPE」，願為香港市民帶來好運，亦寄意全

球能重新Stand Up，一同戰勝疫情！

水桶敲擊課程  創意音樂體驗 水桶敲擊課程  創意音樂體驗  節奏提升專注節奏提升專注
    「節奏就在生活當中！」任何隨手可得的日

常生活用具，都可以製造躍動的節拍。本年度學

校邀請了師承美國百老匯音樂劇《STOMP》的

專業敲擊導師為二年級學生開辦校本水桶敲擊課

程。配合音樂科課程，學生運用敲擊樂及其他音

樂元素，認識美式敲擊節拍及掌握獨特的生活創

意敲擊表演技巧。

同學們同學們  畢業畢業了！了！

第72屆六年級畢業典禮
    「五十年後，我重回母校。」他是畢業

典禮的主禮嘉賓—環保暨教育機構總監

陳玉成博士，是我校五十年前的畢業生。

    第72屆畢業典禮於2022年7月21日舉

行，陳博士以別開生面的形式與學生訓勉，

以自身經歷教導學生待人處事，鼓勵學生

勇於探索，更即場演繹

50年前畢業歌呢！一個

簡單又莊嚴的典禮，在

六年級同學以《Proud of 

You》的歌聲下劃上完美

的休止符！

本校榮獲全港學界校本校榮獲全港學界校
際「萬人彩蛋迷牆際「萬人彩蛋迷牆
設計大賽」設計大賽」——

優異獎。作品早前於優異獎。作品早前於
觀塘海濱花園發現號觀塘海濱花園發現號
展出，頒獎禮當日由展出，頒獎禮當日由
伍詠珊主任及學生代伍詠珊主任及學生代

表領受獎狀。表領受獎狀。

同學透過聆聽領袖的指令及回應相應的節奏(Call & 同學透過聆聽領袖的指令及回應相應的節奏(Call & 
Response)，加強觀察力、專注力及自我控制能力。Response)，加強觀察力、專注力及自我控制能力。

同學自創節奏，其他人跟隨同學自創節奏，其他人跟隨
節拍，鍛鍊記憶力及創節拍，鍛鍊記憶力及創

造力，同時提升自我價值。造力，同時提升自我價值。

何牧師、徐校長、六年級家長和同學參與崇拜，一同唱詩歌，何牧師、徐校長、六年級家長和同學參與崇拜，一同唱詩歌，
並為畢業同學禱告，互相祝福。並為畢業同學禱告，互相祝福。

全體多馬學生參與立蛋圖案設計，並由全體多馬學生參與立蛋圖案設計，並由
正向大使一同拼砌「HOPE」，寓意為正向大使一同拼砌「HOPE」，寓意為

大家帶來「希望」。大家帶來「希望」。

六年級同學在崇拜中獻唱「還記得」，讓大家六年級同學在崇拜中獻唱「還記得」，讓大家
都想起六年的校園生活，回憶頓時湧上心頭。都想起六年的校園生活，回憶頓時湧上心頭。

嘉賓們、校長、家長及老師在學校禮堂聚首一堂，祝福各位同學錦繡前程。嘉賓們、校長、家長及老師在學校禮堂聚首一堂，祝福各位同學錦繡前程。

各班畢業生代表繪製了紀念畫作送給各班畢業生代表繪製了紀念畫作送給
陳玉成博士（右一），三幅作品拼湊成陳玉成博士（右一），三幅作品拼湊成

一幅別具心思的掛畫。一幅別具心思的掛畫。
六年級同學拋起畢業熊，並大聲說：六年級同學拋起畢業熊，並大聲說：

「我們畢業啦！」「我們畢業啦！」

陳玉成博士（右一）以英文字母A-Z陳玉成博士（右一）以英文字母A-Z
勉勵學生勇於創新及面對挑戰，勉勵學生勇於創新及面對挑戰，

畢業生獲益良多畢業生獲益良多！！

何牧師與畢業同學何牧師與畢業同學
分享及勉勵，願主的話分享及勉勵，願主的話

語伴隨同學成長，語伴隨同學成長，
多馬學生的領導特質多馬學生的領導特質

得以發揮。得以發揮。

小六畢業崇拜 喚起每一位的回憶
    「還記得初次踏進校園，還記得小息結伴每天……」這温馨又充滿共鳴的歌聲，是本年
小六畢業感恩崇拜中的獻唱歌曲，當天感動了在場的每一位。崇拜當中頌唱詩歌Emmanuel，

配合何錦添牧師的分享，提醒同學在人生任何階段，神也會與他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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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馬新春迎多馬新春迎虎虎年年
    中國文化日（網上版）於本年度一月舉行，主題

為《春節》。當天早上由校長簡介春節意義，互相祝

賀。接著，老師們透過具中華文化意義又有趣的活

動，與同學們一起認識農曆新年的習俗，期望大家珍

視和傳承美好的中華文化，加強國民身份的認同。

多馬校友情意濃 多馬校友情意濃 
疫情之中送疫情之中送
    雖然疫情緊張，可幸

多馬情濃。本年度特別假

期後，校友們透過「多馬慈善基金」捐助防疫

物資予多馬學生及有需要的家庭。

温暖温暖

傳承中華文化 盡顯關愛美德傳承中華文化 盡顯關愛美德

徐校長（左三）與本校教職員代表多馬慈善
徐校長（左三）與本校教職員代表多馬慈善

基金捐助的防疫物資分發給有需要的多馬家庭。
基金捐助的防疫物資分發給有需要的多馬家庭。

校友們實踐聖公會校訓「非以役人，乃役
校友們實踐聖公會校訓「非以役人，乃役

於人」的精神，全校多馬同學獲贈口罩，
於人」的精神，全校多馬同學獲贈口罩，

共同抗疫。共同抗疫。

徐麗賢校長徐麗賢校長

同學在鏡頭展示剪紙作品，結合文化、藝術和創意。同學在鏡頭展示剪紙作品，結合文化、藝術和創意。

低年級同學在家一起學習製作農曆新年魚兒吊飾。低年級同學在家一起學習製作農曆新年魚兒吊飾。

祝各位年年有餘！祝各位年年有餘！

校友們心繫母校，關顧多馬的人與事，
校友們心繫母校，關顧多馬的人與事，透過「多馬慈善基金」，默默支持和
透過「多馬慈善基金」，默默支持和回饋母校，造福多馬師弟妹。

回饋母校，造福多馬師弟妹。

老師和同學都穿上華服，老師和同學都穿上華服，
共同在線上探知有關農曆共同在線上探知有關農曆

新年的知識呢！新年的知識呢！

同學們，你們還記得2022年虎年是中國傳統曆法的同學們，你們還記得2022年虎年是中國傳統曆法的
哪一年嗎？（答案是壬寅年啊！）哪一年嗎？（答案是壬寅年啊！）

大家愛吃全盒中的哪款甜食呢？大家愛吃全盒中的哪款甜食呢？

締結締結姊妹姊妹學校學校
    本校透過教育局的支援，成功

於本年度與深圳市龍崗區外國語學

校（下稱：姊妹學校）締結，共同建

立一個專業教育平台，為

教師、學生提供更多交流

和學習的機會。

教育局在2021年12月舉行粵港澳姊妹學校簽約儀式。徐麗賢校長（左下一）教育局在2021年12月舉行粵港澳姊妹學校簽約儀式。徐麗賢校長（左下一）
代表本校出席簽約儀式，正式與姊妹學校締結。代表本校出席簽約儀式，正式與姊妹學校締結。

承蒙姊妹學校的邀請，本校教師與姊妹承蒙姊妹學校的邀請，本校教師與姊妹
學校一起觀看深港澳青少年慶祝香港學校一起觀看深港澳青少年慶祝香港
回歸25週年暨攜手同學行動成果展示回歸25週年暨攜手同學行動成果展示

（線上直播）。（線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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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學生成就 
各項比賽成績  校外比賽各項比賽成績  校外比賽

「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2021-22學年第一回
小學女子1-2年級雙腳前跳 優異 1B 林汶希
小學女子1-2年級交叉開跳 優異 2C 陳以琪
小學女子3-4年級交叉開跳 優異 4A 鍾宛廷

優異 4B 陳以俐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2021-2022
九龍西區2010或

以前女子組

全場總成績（組合三）冠軍

6C 鍾宛潼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冠軍
側擺開跳（左右）冠軍
跨下二式冠軍

九龍西區2012女子組 全場總成績（組合一）冠軍

4A 鍾宛廷
交叉開跳冠軍
後交叉開跳亞軍
單車步亞軍
全場總成績（組合一）亞軍

4B 陳以俐
後交叉開跳冠軍
單車步冠軍
交叉開跳亞軍

九龍西區2014女子組

全場總成績（組合一）冠軍

2C 陳以琪 
交叉開跳冠軍
後交叉開跳冠軍
單車步冠軍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2（華南賽區）晉級賽
小四級 二等獎 4C 蔡樂也

三等獎 4A 黎碧盈
小五級 二等獎 5B 張俊晞  5B 蘇玟諾

三等獎 5A 張淑敏  5A 方雨陽  5A 葉致遠  5B 蕭瑨原
小六級 三等獎 6B 王騰鋒

2022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Open)晉級賽
小四級 銀獎 4A 黎碧盈

銅獎 4A 潘世謙  4B 關紹鋒
小六級 銅獎 6B 郭曜甄  6B 王騰鋒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2（香港賽區）
小四級 銀獎 4A 黎碧盈  4A 黃晞瑜  4B 吳予希  4B 黃晞潼

4B 許綽烽  4C 蔡樂也
銅獎 4A 易恩沛  4A 鍾宛廷

小五級 銅獎 5A 林穎賢  5A 張淑敏  5A 黃卓兒
小六級 金獎 6B 王騰鋒  6C 樂雋熙

銀獎 6A 陳宇軒  6B 廖永寬  6B 譚芷琳  6B 郭曜甄
銅獎 6B 黃栩誠  6C 梁浩宏  6C 林穎可  6C 麥家欣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22（香港賽區）
小四級 銅獎 4A 黃晞瑜  4B 吳予希  4B 黃晞潼
小六級 銅獎 6B 王騰鋒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2022（大灣賽區）
小四級 二等獎 4B 吳予希

三等獎 4A 黎碧盈
小五級 三等獎 5A 張淑敏
小六級 三等獎 6B 王騰鋒  6B 郭曜甄

優異獎 6B 廖永寬

小學聯校科學幻想畫創作大賽2022

初小組「未來建築」 最佳視覺效果獎 2A 梁芷瑜

最具色彩獎
1B 陳偉騏

三等獎
初小組「未來服飾」 最佳製作獎 3B 雷濼淋

最具創意及創新獎 1A 雷雅晴
二等獎 1A 雷雅晴  3B 雷濼淋
三等獎 2B 楊天情
入圍獎 2B 姚綽蔚  3B 陳彥霖

初小組「未來家居」 入圍獎 1B 黃滔賢  3B 雷濼淋

培生朗文迪士尼故事角色演繹大賽
精叻兒童組 冠軍 4C 蔡樂也

奇思妙想最具創意獎 6A 蔡存希
學校參與大獎—亞軍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
詩詞獨誦

—普通話

亞軍 6A 陳宇軒
季軍 6A 李泳潼
優良 1A 徐語晴  2A 蘇臻煜  2A 吳旻泰 

2C 李子軒  2C 張凱婷  2C 陳以琪 
4B 陳以俐  4C 李子桐  6B 黃栩誠 
6B 張子恆  6C 梁浩宏

良好 1B 梁玄宗  2B  CHAN Andrew Jun
5A 徐于婷  6A 陳秀儀  6C 楊以祈

詩詞獨誦

—粵語

季軍 3A 黃俐雅
優良 1A 譚曉芊  4C 李恩滌
良好 2A 蘇臻煜  2B  CHAN Andrew Jun

4A 黃甘暢  4A 李浩綸  5B 何展昊
6A 陳秀儀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比賽
英詩
獨誦

優良 1C 陳彥斌  2A 易愷晴  2B 姚綽蔚  3A 鍾子謙 
3C 陳彥林  3C 梁瑋澄  4A 鍾宛廷  4B 張曼熙 
4B 黃佳盈  5B 陳進謙  5C 張育英  6A 陳宇軒 
6B 梁煒琳  6B 倪子棋  6C 陳彥彤  6C 鍾宛潼 
6C 梁浩宏

良好 2B  CHAN Andrew Jun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一級鋼琴獨奏 銀獎（亞軍） 1B 黃子臻

銀獎 1B 張栢熹
銅獎 1C 何文曦

二級鋼琴獨奏 銀獎 4C 李子桐  4C 鄭以琳
銅獎 3C 關樂𧗾

三級鋼琴獨奏 銀獎 3A 黃俐雅
銅獎 2A 張凱晴  5A 符穎姸

四級鋼琴獨奏 銀獎 2A 黃雅穎
一級小提琴獨奏 銅獎 4A 易恩沛

第三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複賽）
小學組 銀獎 2B 姚綽蔚 6B 王騰鋒

銅獎 4A 黃晞瑜 4B 黃晞潼  4C 蔡樂也

第十屆香港青少年巴林普爾音樂節
Piano Grade 3 Class 第三名 4C 李子桐

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劃
嘉許狀 5B 蘇玟諾  5B 鄧幸兒  6B 蔡子康  6B 王騰鋒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2021-2022
表揚狀 6B 王騰鋒 

全體奧數比賽得獎的同學全體奧數比賽得獎的同學

6B 王騰鋒6B 王騰鋒

左起：6C鍾宛潼、左起：6C鍾宛潼、
4B 陳以俐、2C 陳以琪4B 陳以俐、2C 陳以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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