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人有幸成為 2014 － 2016 年度校友會主席，與各校友

會幹事一起繼續回饋母校。由校友會最初成立至今，

多馬一直都是個充滿著愛的地方。由校友聚餐到多馬

遷址，不乏看到熱心校友踴躍參與甚至慷慨解囊，為

多馬學生提供一個更舒適的學習環境。在此，我要感

謝每一位幫助過多馬的校友。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會

繼續秉承校訓「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除了

為各校友提供聚首的平台之外，亦會團結各校友的力

量，將大家對多馬的愛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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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的話 

校友回到多馬，原因大多是見見舊同學，探望老

師，懷念昔日的學校生活、數算上帝的恩典，然

而為何有校友願意多走一步，出任校友會的幹事

呢？ 

 

幹事會的成員每一位都不是閒人，他們都為著各

自的家庭、工作、學業等等忙得不可開交。但在

多年的共事中，我發現他們仍願意在百忙中抽出

寶貴時間，在校友會中服侍，是因為他們都希望

藉著校友會這平台，團結多馬人的力量，目標不

單只是組織活動，聯誼一下，更重要的是為學弟學妹的成長，母校的發展，以至

香港的明天而同心協力，回饋社會。 

 

為此，我打從心底感謝每一位幹事的無私奉獻，亦為我有機會與一班有心有志有

能力的校友合作而感謝天父上帝。 

 

多馬將於本學年結束前成立法團校董會，日後法團校董會的成員中，將有一位是

以校友身份被選為校董，屆時校友對母校的支援，將再提升至另一層次。我深盼

多馬繼續被主使用，讓我們都能秉承母校九十年來的優良傳統，以愛還愛，齊心

實踐「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校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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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彤飛 (主席)  
我是張彤飛，本屆校友會主席。

於第 48 屆上午校畢業。為校友會

服務了第五年了，希望能薪火相

傳，將對多馬的愛一直傳承下

去。 

陳柏毅 (副主席) 
各位好，我是陳柏毅，第四十二

屆畢業生。很高興可以加入校友

會幹事會為各位師兄弟姊妹服務

。希望我可以藉著這機會為母校

的發展作一分貢獻。希望大家多

多支持母校和校友會的活動。謝

謝！ 

唐詩玲 (司庫) 
大家好！我是 2005 年上午校的畢

業生唐詩玲。我和兩個妹妹均於

多馬這個大家庭裡成長及學習。

除了知識上的傳授，多馬更教會

了我們做人處事應有的態度。希

望我能於在任期間為母校出一分

力。 

陳小燕 (秘書) 
Hi, 我是陳小燕。本人並不是在聖多馬小學畢業, 但有幸能由幼稚園低班讀至小四。 當時因搬家及家境問題, 

故必須轉校。 但有關多馬的一些人和事仍令我有印象及感到有趣 : 

1. 無論是幼稚園或小學, 校規及校風均很嚴謹; 

2. 幼稚園與小學校舍是相連的; 

3. 幼稚園各班是用屏風板分隔; 

4. 幼稚園派功課簿時，是派在地上; 然後學生在地上拾回功課簿; 

5. 小學時，女生和同男生一樣是穿白恤衫及藍色(長/短)褲; 

6. 幼稚園/小學，老師無論中文或英文，都很注重寫字的筆順；現今學生，可寫出中文正確筆順，已是寥寥

可數 
 

而令我有最深刻記憶的，是我在聖多馬小學最後的一天，老師（我已忘掉老師的姓名，只記得是一位女老

師。）與媽媽的對話: 「你女兒日後在學業上或須出國升學，若有任何困難，都可回到聖多馬小學找我們，

只要你女兒曾經讀過，就會有紀錄，學校都會盡力幫忙，我們隨時歡迎!」 

(由上至下, 左至右): 吳錫波 , 唐詩玲, 陳小燕 , 陳柏毅 , 楊燕雲 , 譚卓思 , 黄詠莊 , 譚先明校長 , 盧嘉棋 , 張彤飛 

         余美賢 , 李惠君 , 林秋霞 , 陳穎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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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嘉棋 (常務幹事) 
我是第五十屆的畢業生。很開心能再為母校服務，

希望透過校友會與不同屆別的校友接觸，為母校建

立一個更大的網絡去幫助我們新一代的多馬學生。 

黄詠莊 (常務幹事) 
我是本屆多馬校友會的幹事，於 2008 年畢業的黄詠

莊。現在於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Thei)就讀廣告(榮

譽)文學士一年級。 

過去有幸成長於多馬，得到良好的學習環境，讓今

天的我可以在大學修讀理想科目。現在我有能力回

饋多馬，希望能為母校、為師弟妹作出貢獻，並將

多馬精神傳承下去，讓更多幼苗可以茁壯成長，他

日也能回饋母校，回饋社會。 

余美賢 (常務幹事) 
大家好！我是本屆的新任幹事余美賢。我是 2008 年

畢業生。在多馬就讀的六年間讓我對多馬產生了濃

厚的歸屬感，令我很期待能於在任的兩年中對校園

有所貢獻。 

楊燕雲 (常務幹事) 
本人是 1992 年下午校的畢業生，現職營運管理，是

上兩屆校友會的幹事。能繼續為母校服務使我深感

榮幸。希望與新一屆校友會的幹事共同為母校舉辦

不同類型的活動，令老師與校友保持聯繫，增加大

家對母校的歸屬感。 

林秋霞 (常務幹事) 
各位好，我是林秋霞，是第五十四屆的畢業生。離

開多馬這個大家庭已經七年了，但是我對多馬的感

情卻從來沒有因此而減少，多馬對我來說是一個温

暖的大家庭，多馬讓我找到我的興趣 - 跳繩隊，是

我在多馬時最喜歡的活動。現在我加入校友會做幹

事，希望可以為母校服務。讓更多同學可以在多馬

開心地成長。 

李惠君 (常務幹事) 
我的名字是李惠君。我於 2008 從聖多馬畢業，後升

讀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今年於中文大學修讀學士

課程。在我過去這 15 年的學習過程中，每一段時期

都成就了不同的我。還記得那時母校給了我很多機

會，包括成為小司儀，加入跳繩隊和跳舞隊等等。

讓我找到了興趣並發展潛能，所以我很願意在校友

會服務，見證更多學弟妹的成長。 

黃利梅 (常務幹事) 
大家好，我是 Mavey。很榮幸能繼續在多馬校友會

為各校友服務。 

譚卓思 (常務幹事) 
我相信，要快樂就要心存感恩，從那裡能找到愛，

就要記得付出愛。銘記多馬給我的愛護和栽培，每

次深造畢業後，我都會回到這個溫暖的家拍照留

念，提醒自己要飲水思源。現在我是一名社工，轉

眼在多馬畢業已近雙十年，自校友會成立也擔任校

友會幹事至今，期能略盡綿力以支持母校。 

吳錫波 (常務幹事) 
畢業年份 1995 上午 6A 

我很榮幸今年能夠成為第三屆校友會的委員。轉眼

間離開多馬已二十個年頭，很高興在機緣巧合下重

遇當年的班主任陳露明老師，更有幸成為校友會的

委員。看到老師和舊生在百忙之中抽空為多馬努

力。在未來的時間裡，希望透過在校友會的工作，

可以加強校友之間的凝聚力及對母校的歸屬感。 

陳穎儀 (秘書) 
大家好，我是陳穎儀，多馬 2007-2008 年度的畢業生。「非以役人，乃役於人」正是多馬這耳熟能詳的校訓

驅使我成為本屆校友會的幹事。 即使我已是七年前的畢業生，我也能一直感到多馬的溫暖；即使多馬的校舍

因搬遷而令我感到陌生，但對母校的親切感卻從未因此有半點減退。 

在今年，我有幸成為校友會的幹事之一。透過這次寶貴的機會，我希望能參與校友會的工作。通過各項活動

使學校與校友有更緊密的關係，並以校友的身份為多馬出一分綿力，實踐多馬的校訓，做到「非以役人，乃

役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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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蕭偉業（85 年畢業）為支持多馬的在學弟妹有更好的發展，消除升中跨區選校的障礙，在二零一四年設

立了「不凡獎學金」，為跨區成功的學弟妹提供獎學金。以下是「不凡獎學金」的問與答。 

 

問：爲什麽要成立「不凡獎學金」？ 

答：為了鼓勵應屆畢業的優秀同學，報考校網外的中學。 

 

問：深水埗和長沙灣區沒有好中學嗎？爲什麽一定要往區外走？ 

答：當然不是，深水埗和長沙灣區内也有很多很好的中學，不過，區外的中學也有很多優點，比如是校園設

備，同學背景，校友網絡等。 

 

問：說穿了，就是要考傳統名校。這樣不會很中產，離地和怪獸家長嗎？ 

答：可能會有一點。不過我想中產家長也不是傻的，其實對有天分的同學來説，傳統名校真的有它的好處。 

 

問：最主要是什麽呢？ 

答：應該是同學的背景跟眼界吧！我唸書的時候，我的同學既有來自公共屋村的高材生，也有香港運動代表

隊的隊員，立法局議員的兒子，不過我們也能打成一片，愉快地一起成長。到畢業升學的時候，同學放眼的

也不只是港大，中大，而是劍橋與普林士頓等。 

 

問：說的那麽好，那是否每個同學也應該去唸傳統名校呢？ 

答：我想也不是吧！每年也有名校學生因抵不住壓力，身心健康受到影響。不過，如果同學既有天分，又有

勇氣走出「舒適區域」（comfort zone）接受挑戰，我認爲報讀傳統名校會是一個很好的經歷。事實證明，聖

多馬小學的畢業生並不比其他小學的畢業生遜色，很多校友在傳統名校也有很好的表現。 

 

問：很多傳統名校的學生也是來自比較富裕的家庭，一個在屋村長大的孩子進去唸書，會被歧視嗎？ 

答：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歧視或多或少也會存在。不過，十二嵗的孩子還是很單純的，只要你放開懷抱，很

容易便可交到朋友。我個人認爲，要在社會上流，終有一天是要面對歧視的，可能是中學，大學階段或是畢

業工作以後。這過渡過程發生在相對受保護的中學校園環境，會比較容易適應。 

 

問：爲什麽要取名「不凡獎學金」呢？ 

答：我在 2013 年讀了《異數》（Outliers）一書，而有所啓發。該書指出，異常成功的人一生中往往具備了機

會（opportunities）和出生背景（legacy）兩大因素。既然出生背景不能改變，我便嘗試借助獎學金來給有天分

的同學一個機會。原來是想直接命名為 Outliers 獎項金的，不過校方說一定要有中文名字，最後才決定把它翻

譯成「不凡」。 

 會員優惠 

由即日起憑校友會會員卡於 Café UrsUs 消費，可獲九折優惠。 

 

地址: 九龍九龍城南角道 55 號地下 

電話: 2333 7811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 11 時至晚上 10 時 

會員亦可以透過 Facebook (Café UrsUs) 或 Instagram (名稱: cafeursus) 留意有關店舖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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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回顧  

聖多馬堂 60 周年堂慶暨聖多馬小學 90 周年校 

慶感恩晚宴 

「聖多馬堂 60周年堂慶暨聖多馬小學 90周年校慶感恩 

晚宴」於 2013 年 12 月 15日舉行。當日，各校友及老師 

除了聚首一堂，分享大家的喜樂外，亦有慈善拍賣及校

友表演環節，氣氛高漲。 

第三次會員大會暨第三屆幹事會選舉大會 

「第三次會員大會暨第三屆幹事會選舉大會」在 2014 

年 7 月 19 日於學校新校舍舉行，一共有約 30 名校友

出席活動。是次會員大會除了有聚餐，大抽獎和分組

遊戲之外，同時亦報告了第二屆校友會財政、活動回

顧及順利選出十三位校友成為第三屆幹事會的成員。 

第六十五屆畢業典禮 

「第六十五屆畢業典禮」在 2015 年 5 月 21 日於學校

舉行。當日校友會幹事出席活動，與多馬學弟學妹一

起分享這難忘的經歷。 

抱抱地球環保嘉年華 

「抱抱地球環保嘉年華」在 2014 年 12 月 14 日於學

校舉行。當日除了有多馬中央飯堂啟動禮之外，亦有

很多有趣好玩的攤位遊戲。而校友會也非常榮幸能為

這活動付出，與多馬學弟學妹一起分享喜樂。為配合

嘉年華主題，今次所有的攤位遊戲都是以環保為主。 

 活動預告  

除了剛剛完滿結束的「環保嘉年華」外，校友會將於 2015 年 8 月 15 日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舉行校

友聚會。是次校友聚會暫名為「情繫多馬校友重聚日」，各校友將會再次體驗多馬以往的課堂形式。屆時除了

備有茶點招待大家，並設有問答遊戲及抽獎環節。會員費用全免，名額 40 位。如有興趣，請於 7 月 30 日前致

電向學校報名或於校友會網頁上填寫報名表。 

注意：校友會對活動內容或報名事宜有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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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籍類別  永久會員 年度會員 青苗會員 

會員資格  曾就讀或畢業於母校而年滿十八歲者    曾就讀或畢業於母校而未滿十八歲者    

會費 一次過繳付港幣500元 每年須繳交會費港幣50元 毋須繳交會費 

會籍有效期  永久有效  
由繳交會費當日直至下一個

8月31日止  
由參加當日直至年滿十八歲之下一個8月31日止  

會籍更新  

基本會員的會籍有效期為一年，會員須於每年會籍到期前續會。 

當青苗會員年滿18歲後，青苗會員資格就會自動失效，我們誠邀

您屆時加入永久會員/年度會員的行列，繼續與校友會保持緊密的

接觸。  

領取會員證提示  

未收到會員證的會員，可以親臨學校領取會員證。您亦可親臨今

年8月15日的「情繫多馬校友重聚日」，屆時我們將補發會員證

給未收到會員證的您。  

呼籲更新聯絡資料 

為可以第一時間將最新資訊奉上給您，校友會將透過不同渠道與您聯絡，歡迎 閣下利用以下表格更新聯絡資料。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聯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覆方法： 

１）傳真至 (852) 2776 1841                                 ２）電郵至stthomasalumni@gmail.com  

３）郵寄至深水埗東沙島街145號聖公會聖多馬小學校友會 

會籍制度 

校友會分為永久會員，年度會員及青苗會員三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