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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去年二月起，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全
球爆發，疫情反覆且嚴峻，教育局曾數度押後學校復

課，以保障學生的健康。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衝擊，我校沒

有忽略學生的學習需要，由去年二月起，我校全體老師都在不

停思考，不停探索新策略，期望可透過不同模式，努力支援同

學在家學習，做到「停課不停學」。

在停課期間，學校分階段為學生安排了不同的學習模式：

起初先利用電子平台向學生發放網上學習資源、時事新聞、分

層工作紙等供學生在家中自學。至三月初，在疫情持續影響

下，學校依然停課，校方為免學生因停課而減少學習機會，便

着中、英、數及常各科任老師為學生製作網上教學短片、輔以

相關練習供學生作預習和鞏固所學。

自停課後第七周（三月下旬）開始，學校除了繼續使用自

學影片之外，還利用Zoom進行網上實時教學。又透過班主任課及學生輔導主任（Zoom視像課堂）進行品德及情意教育，同時，校
方更安排各班主任定時透過「關愛電話」與學生及家長溝通，除向他們交代學校的各項安排之外，更關心學生在停課期間的心理變

化，給予他們適切的慰問與情緒支援。

六月中旬，教育局宣佈學生分階段復課。復課前，為能給予學生有一個安全衞生的學習環境，校方致力加強校園消毒，並加設

各項防疫措施，如：制定各級放學的分流模式、小息安排政策，添購探測體溫機及自動洗手消毒機等，以保障學生的健康。

到了七月中旬，全港爆發第三波疫情，學校再度停課。校方汲取以往的經驗，積極開發更多電子平台，加強各項資訊科技的配

套，如IPAD、影像鏡頭、耳機等，以優化學校的網上教學質素，同時，校方亦配合教育局指引制定一
個合宜的時間表，供學生每天上網課4至5節，以求做到學習模式多元化，網上、網下的學習都以促進
學生在家自主學習為重點。

在停課期間，學校不但保持校舍開放，而且安排教職員當值，以便支援有需要回校的學生及解答家

長的查詢，舒解家長及學生的心理壓力。

雖然在家學習不能取代課堂學習，當中亦有很多挑戰，包括教學策略、資源和設備等，但憑着全體

老師的通力合作，一定可以把難題解決，幫助同學在「疫」境中成長，變得更強。在疫情影響下，學

校的教學模式出現很大的改變，網上實時教學已逐漸成為新常態，但我校必會迎難而

上，在停課期間積極透過學校網頁及不同電子學習平台等向學生提供學

習材料，讓學生在家中繼續學習，以期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標。

老師運用網上 ZOOM平台與學生進行網課，適時關顧學生學習需要。

疫情下—停課不停學，
全面關顧學生學習需要



中、英、數及常各科任老師為學生製作網上教學短片、

並輔以相關練習供學生作預習和鞏固所學。

面對網上教學新常態，學校安排工作坊予教師學習網上教學新技術，做到教學相長。

加強校園消毒，並加設各項防疫措施，

營造安全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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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師簡介
新入職教師加入本校大家庭，

增添活力！

    大家好，我是李詠琪老師。今年，我

很高興能加入聖提摩太大家庭。這個學

年，我會教授大家英文、常識及視藝科。

我的興趣有閱讀及玩桌上遊戲。如果你

想了解多一些有趣的英文圖書及桌上遊戲，歡迎你隨時找我傾

談。願我們一起努力學習，一起成長。期望與你們經歷愉快而

充實的校園生活。

李詠琪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我係

今年新加入聖公會聖提摩太小

學這個大家庭的鄒文麗老師。

很高興可以來到這所充滿愛的

學校任教，我十分希望能與同學一起學習；一起分

享；一起成長。

    不經不覺，已在提小快一個學年了，覺得同學

們都十分可愛，受教。每一天與同學相處，學習，

我也十分開心，感恩，希望同學在學業和品德上都

有所提升。

    鄒老師假期時很喜歡四處遊玩、旅行，探索和

認識各國的風土人情，擴闊視野。盼望有機會與大

家分享一些旅行的經歷。

    祝大家在2021身體健康，天天喜樂！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任教

數學及音樂科的林康彥老師。

    在疫情期間，教學及課業

收發模式均有着各式的轉變。

幸而教師間互助互諒、同學們上進而能自省，使我能

一直對學與教保持信心。

    「人每天都在改變。」而我深信，令學生「變

善、變好」，正是我的責任。讓我們把握校內外的每

個改變，一同前行。

    大家好，我是黃允婷老

師，很高興能加入提小這個大

家庭。今年我主要教授的科目

是中文、常識和普通話科。

    「書中自有黃金屋」，在課餘時間，我喜歡閱

讀不同的書籍，在書海中遨遊。閱讀不但令我學會

不同知識，也能讓我放鬆心情。如果你們發現了精

彩的圖書，也可以和我分享呢！

    大家好，我是劉惠敏老

師，主要任教數學、常識、視

藝和電腦科。我很高興今年能

夠成為聖提摩太的一份子。在

疫情下展開新學年對師生充滿挑戰，隨時間慢慢過

去，我們一起學習、適應新的上課模式。同學們，願

你們在這艱難的時刻都能無懼挑戰，珍惜每個學習的

機會，繼續努力向上。

鄒文麗老師

林康彥老師

黃允婷老師

劉惠敏老師

    大家好，我是卓婉琼老師，今年主

要任教數學、常識、視藝和電腦科，很

高興能加入聖提摩太這個大家庭，希望

有機會認識你們！我最欣賞你們努力不

懈和認真學習的樣子，能見證著同學們

的成長是我最大的推動力和滿足感，希望你們都能盡展所能，

健康快樂地成長。

    大家好！我是曾子津老師，很高興於

今年加入聖提摩太的大家庭。我主要任教

數學科、常識科、視藝科和宗教科。

    我的興趣是到郊外遠足，遠眺香港優

美的大自然風光。我也喜歡到特色的咖啡店，一邊閱讀一邊喝

手沖咖啡，過一個悠閒寧靜的週末。

    希望同學努力學習之餘，也能培養個人興趣，適時放鬆一

下，保持健康的身心靈。

    大家好，我是鄭嘉寳老師，很高興能

夠認識各位同學、家長！

    讓我先自我介紹吧！我的興趣是閱讀

不同的書籍，細味文字所帶來的樂趣。另

外，我也喜歡探尋香港的特色店鋪和景點，藉此認識本土歷史

和文化。 

    不過，疫情之下，我減少了外出。各位同學，你們也要做

好抗疫措施，保持身體健康，等到復課，再次與鄭老師相見！

卓婉琼老師

曾子津老師

鄭嘉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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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優秀教師

  本年度本校獲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的支援，推動二年級數學科的校本課程改革。在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曾倫尊博士

協助下，二年級數學科老師能深入了解電子教學的最新技能及發展，除了能有效推動學生進行網上自學及延伸學習外，更能進一步

推動學生在數學上的自主學習及數學探究能力。

曾倫尊博士為本校全體數學科教師提供「翻轉教室工作坊」，令各教師獲益良多。

教師運用電子學習工具 Classkick，為學生設計多元化的網上練習，優化各課題的延伸學習，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及數學探
究能力。

停課不停學，網課期間，教師露活運用
電子學習工具 Classkick，讓學生能在線
上進行互動，提高教學成效及學生學習
動機。

學生積極投入電子學習活動，從教學軟件中了解數學概念及知識，提升其數學探究能力。曾倫尊博士為本校二年級科任教師提供電子教學工作
坊，指導其使用電子學習工具 Classkick。

  為加強宣揚敬師

的精神，弘揚尊師重

道，鼓勵學校推薦及

表揚在追求專業發

展、學與教、課室管

理、家校合作關係各

方面有良好表現的教

師，本校參與了由敬

師運動委員會主辦的「第二十五屆表揚教師計劃」。經過全體教師投票後，吳慧珊老師和張

鳳雯老師當選成為本校的優秀教師代表。

  吳慧珊老師和張鳳雯老師分別為本校的中文科老師及英文科老師，對教學充滿熱誠，愛

護學生，為學生營造積極愉快的學習環境。兩位得獎教師表示對於獲得優秀教師獎項榮譽深

感榮幸，亦為她們的教學生涯帶來極大的激勵及鼓舞。期望將來仍以「非以役人，乃役於

人」的服務精神，在教育事工上繼續發光發熱，作育英才。

吳慧珊老師與學生留影張鳳雯老師與學生留影

數學科的校本課程改革

吳慧珊老師 張鳳雯老師

4



• 本年度，本校五年級學生繼續參與由香港教育大學中
國語言學系主辦，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

會）支持及語文基金撥款的「STEAM蒸蒸日上：生
活中的數理人文計劃」第二循環的活動（以下簡稱

「STEAM」）。

• 本校透過「STEAM」提供的科普人文圖書，拓寬學
生的閱讀層面，並安排負責推廣閱讀的嘉賓為學生進

行Zoom視像講座，介紹不同的閱讀策略及有趣的科
普人文圖書，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及能力。

• 本校五年級科任老師透過與「STEAM」團隊進行共
同備課會議，分享利用科普文章寫作說明文的經驗及

心得，並運用了「STEAM」提供的教學資源，整合
為五年級說明文寫作課業。

• 本校學生亦參加了「閱讀報告比賽」及「數理人文專
題報告比賽」，讓學生能透過在「STEAM」計劃中
所學的語文知識及研習能力，在閱讀報告及專題報告

中跟讀者分享。

• 在2021年6月18日本校舉行了「愛STEAM大匯演」
校本嘉年華。是次活動由香港教育大學團隊到校安排

攤位遊戲，供五年級學生參與。

第二循環閱讀報告組別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獎項 班別∕姓名
冠軍 5A 羅浩添
亞軍 5A 黃泳堯
季軍 5A 陳可蓉

優異獎
5A 陳東權 5B 陳煜彬
5C 何子渝

獎項 班別∕姓名
冠軍 5A 楊曼
亞軍 5C 王曉恩
季軍 5A 羅洵穎

優異獎
5A 羅浩添
5B 盧芷萱

專題研習組別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愛 STEAM速遞：真係幾好睇！ 大家都專心聽講座！ 你睇！語文遊戲我至叻！

齊齊來玩！愛 STEAM校本嘉年華頂呱呱！

  於22-6-2021當天，本校課程統籌組為全校學生籌辦了一個別出心裁的

「中國文化繽FUN日」活動，藉著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

歷，並增強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是日，校方邀請了香港最知名的變臉師

（韋飛雄女士）到校為學生表演變臉藝術，讓不同級別的學生都能觀賞及了

解中國傳統變臉藝術的特色，又邀請了藝茶薈拍攝短片供全校同學觀賞有關

中國茶的歷史文化，以豐富學生對中國傳統藝術的了解，從而讓他們感受到

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此外，校方亦安排學生透過一些實作體驗的活

動，包括：寫揮春、剪紙及吉祥物製作等，讓同學感受到中國的傳統手工藝

的精妙。活動中，同學表現得既投入又雀躍，學習氣氛十分熱烈，達到預期

的活動目的。

變臉表演精彩絕倫，各同學都歎為觀止。

用心製作祝福心意木牌，為每位同學都送上祝福！

齊來欣賞我們五、六年級的剪紙，以及寫揮春的成果吧！

2020-2021年度得獎學生來個大合照。
2020-2021年度 STEAM 學生講座上，
主講嘉賓與本校五年級科任老師合照。

生活中的數理人文計劃
STEAM蒸蒸日上

中國文化 繽FUN日

一、二年級用心製作揮春，成果令人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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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mote 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in respect to the updat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Primary) under “Ongoing Renewal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 Focusing, Deepening and Sustaining”, this programme helped provide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refined reading programme which enhances students’ 

world knowledge; read-to-learn skills; and is also related to General Studies which 

enhances pupils’ multidimensional thinking skills and regular reading habits.

Last year, our school joined the PEEGS programme in P.4 and P.5. In the first term, 

our students in P.4 and P.5 finished 2 PEEGS readers. Although students didn’t have 

any chance to share their work in class due to COVID-19 and school suspensions, 

they enjoyed the readers a lot. We hope this reading programme can enhance our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Pupils designed leaflets to promote healthy lifestyles with 
their classmates and friends. 

Teachers had regular PEEGS meetings to discuss teaching content and design different interesting activities for each reader. 

Teachers asked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Apple products they knew by using a mind-map. Students shared their ideas in class before they read the book ‘People Who Changed Our Lives’.

P u p i l s  c r e a t e d  p o s t e r s  a b o u t 
interesting festivals around the world 
after they read the book ‘Festivals’. 
Ryan drew about the Songkran 
Festival in Thailand. What a colourful 
poster!

Pupils enjoyed the activities a lot! Look at this boy! He was acting as Patrick in the story and created new dialogues with his classmates. They had so much fun!

We joined SCOLAR English Alliance this year. 

Pupils in P.3 to P.5could join the activities. In Dr. 

Grammar for P.3, pupils made a zebra mask from 

scratch, decorated and characterized it and wrote 

a story dedicated to the mask with the use of a 

story guide. Pupils enjoyed the activities very 

much. Even though the pandemic continued this 

year, we conducted the activities through Zoom 

in P.4. Pupils contributed a lot. Also, the pupils in 

P.4 and P.5 collaborated to create a story together 

with a given premise and the help of a simple 

animated character they were shown in a picture. 

Pupils loved the activities very much as they could 

learn a lot from the programme.

Our school is participating in the QEF 2020/21 Project this year. 

Our teachers work with the QEF Project Team of CUHK to run 

the project for P.5 students. It focuses on using e-Learning to 

develop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21st century skills (critical 

thinking, creativity, collabor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ers’ assessment literacy. The aim 

of the project is to enhance students’ writing skills. Teachers will 

develop three sets of materials and students are going to do 

three pieces of writing for the project.

QEF 2020/21 Project 

PEEGS

SCOLAR

Pupils enjoyed the interactive activities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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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全港小學進入網課時代。為了延續及鞏固學生的學習，做到停課不停學的理念，本校積極為學生製作配合教學進度的學

習材料，透過eClass家長應用程式、學校網頁、GoogleClassroom等資訊科技平台向家長及學生發放，讓學生在停課期間亦能繼續學

習。為加強學習的互動性，本校更引入Zoom教育版應用程式與學生進行實時網上教學。

  本校於開學前透過GoogleClassroom平台，於各班建立各科課程平台，增強師生之間的溝通及聯擊，學生只需利用校方提供的個

人戶口就能參與其中。

  一直以來，學校每年都會舉辦

不同形式的校友活動去聯繫校友之

間的情誼。過去曾舉行球類比賽、

POPY樂隊表演、茶聚、新春團拜

等活動，校友們都非常踴躍參加，

樂在其中。從上年度開始，我校已

積極籌備成立校友會，目的是（1）

增強校友對母校之歸屬感、（2）加

強校友與學校之間的聯繫、（3）為

校友安排聯誼活動和（4）支援學校

資源上的運用。右表展示了成立校

友會的籌備工作內容：

日期 事件
2020年5月 透過電郵、FACEBOOK和學校網頁招募成立校友會籌備委員會
2020年6月 成立校友會籌備委員會

2020年10月

透過電郵、FACEBOOK和學校網頁

• 宣傳校友會成立典禮暨第一屆校友會周年大會

• 招募第一屆幹事會委員

2020年11月 選出第一屆幹事會委員

2021年3月 因疫情關係，決定延期舉行校友會成立典禮暨第一屆校友會周年大會

2021年7月中旬 透過電郵、FACEBOOK和學校網頁校友會成立典禮暨第一屆校友會周年大會
2021年9月18日 舉行校友會成立典禮暨第一屆校友會周年大會

2021年10月中旬 啟動校友校董選舉程序

2021年12月前 選出一位校友校董

    雖然本年度遇到新冠肺炎的影響，但是絲毫也沒有影響我們籌備成立校友會的決心。
相信只要大家上下一心，在天父的帶領下，下年度校友會定能順利舉行。

資訊科技發展與時並進

成立校友會的籌備工作
上學期舉行的家長會的情況。以往於禮堂進行之集體活動改為利用 Zoom應用

程式在課室進行，圖中為學生參與早會的情況。

Zoom應用程式教師工作坊：教師努力實習，
Zoom網課無難度。

GoogleClassroom教師工作坊：教師準備就緒迎接網課新領域。

校友會籌備委員會委員為成立校友
會進行會議。

進行緊張刺激的校友籃球比賽。
校友和老師一起茶聚，談天說地。 校友們最愛回到課室，重溫小學生活

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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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學年，本校配合學校三年計劃(2020-2023)關

注事項，於第十四至第十五週(26/4至7/5)為小六安排

了一個「跨學科主題學習雙週」，學習主題為「感恩

珍惜、積極進取」，藉以豐富學生學習經歷，全面發

展學生的溝通能力、協作能力及創意能力。在這兩週

內，不同科目的科任老師就此主題為小六設計多元化

的學習內容，透過有效統整及結合不同的學習經歷，

以加深學生對自我肯定的認知，從而培養感恩珍惜的

正向價值觀。

跨學科主題教學雙週

讓學生在家中自行體驗貧窮及糧食分配不均的情況。反思自己的飲食及生活方式，從而懂得珍惜食物及關心有需要的人。

透過單元「寫我情真」的篇章學習，回顧六年小學生活，寫出自己想感恩的人或事，從
而學會常存感恩。

跨學科貧宴成果展示

6A 楊文妮 6A 陳穎晴

透過搜集及認識香港 18區貧窮 / 疫情 的數據資料，製作圖表，以了解香港貧窮情
況，學習珍惜及關心社區。

在體育課堂內，將同學分成兩大組：一組用羽毛球拍進行；一組沒有羽毛球拍。藉此
活動讓學生體驗借助用具並非必然的渠道，且引導學生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同學的感恩書簽設計既有創意，又有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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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正製作屬於自己的「戰車」。
原來氣球愈大，環保動力車行走距離會愈遠。

  為配合STEM教育的發展，培養學生對世界的好奇心，加強他們的科學

思維，本校如往年一樣，舉辦「STEM科學探究日」。期望透過多元化的

STEM探究活動，強化學生科學、科技、數學及設計的能力。

  在今年下學期的多元智能週，本校為一、二、三、六年級學生安排不同

的STEM活動，配合手腦並用的學習活動，務求做到「從做中學習」，繼而

發展他們的創意及解難的能力。

一年級：自動小遊艇

三年級：LEGO WeDo2.0 六年級：Cocorobo 爬行機械人

科學探究日

一年級學生年紀少少，已經能自己製作一艘能夠自動前進的小遊艇。

小遊艇終於製作成功了！學生都非常投入呢！

經過多次改良，看看誰的小遊艇走得最遠？二年級：環保動力車

高年班學生經驗豐富，看他們多有信心！

學生正研究如何連接馬達。

經過反覆測試和改良，爬行機械人終於製作成功了！同學們表現良好，老師替同學感到高興！ 賽車更可以運送乒乓球呢！

看！這就是他們的製作品了！

學生利用積木配件組裝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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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會家教會

資優教育發展
  在開學的初期，資優教育組邀請了香
港資優教育學苑，情意教育部劉倩𤧟計劃
主任，為本校教師舉辦了工作坊，目的是

讓教師了解資優生的情意發展，並透過簡

介不同的策略，以滿足資優生的情意需

要。當日劉倩𤧟計劃主任透過講解、分享
個案和分組遊戲，讓老師更能認識資優生

的特質，明白他們情感和社交上的需要，

為教師提供了適切的支援，有助提升教師

的專業。今學年，我校的教師團隊會在課

堂內運用資優十三式教學法，讓學生得到

最大的益處，增加課堂的趣味，並從中發

掘資優生，對他們提供適切的協助，提升

他們的學習能力。
教師投入活動中，運用所學習的知識和理論，進行討論，並展示結果，學習氣氛濃厚。

  學校家長教師會自2003年成立至今，
每年11月均舉行家教會周年大會，以便向
會員報告會務工作及財政報告。本年度亦

訂於2020年11月28日（星期六）舉行周年
大會暨第十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雖然

受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影響，但無
阻我們舉辦活動，且學校更以嶄新

形式進行，就是以實體的大會

及以ZOOM網上會議同步
進行，讓家長可以親臨學

校參與盛會外，亦可以在

家中與家人一起以ZOOM
觀看整個活動流程。

周年大會後，更邀請資深青少年工作者池馬
美娜女士為家長分享與子女溝通的心得，在
場家長積極聆聽及回應。周年大會圓滿結束前，當然要來個大合照吧！

周年大會舉行前，資訊科技人員作最後測試，以確保在家的家長能流暢地觀看整個大會的各個流程。
而校長及行政人員亦在旁審視。

林斯初校長致辭，為周
年大會揭開序幕。

擔任司庫的梁珮思女士獲頒選任狀後，隨即宣讀本年度的財政預算。
陳愛怡女士在本屆委員互選下，當選為第十屆家長教師會主席，並於大會中宣讀
就職演辭及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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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黃溢朗
  還有短短兩個月的時間，我
們這一批六年級學生便要畢業，
離開母校了，真令人不捨啊！

  回想起小一首日上學那戰戰
兢兢的心情，全因我對小學生活一
無所知。不過，六年過去，我深愛這所校園的一
切，對它更產生了不捨之情。

  我幸運地遇上了許多具教學熱誠的好老師，
他們常常耐心地教導我，這是可喜的。但是，由
於早前疫情嚴峻而被迫上網課，實體回校上課的
日子少之有少，真是可悲啊！當然，最快樂的就
是和同學們一起玩耍、聊天、學習和放學。因
此，大家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非常感激我能成為聖提摩太小學的一份子，
我會努力應考畢業試，也希望自己能入讀心儀的
中學，為小學生活畫上完美句號。

6C 黃諾涵
  時光飛逝，一轉眼我們就要畢業了。雖
然來香港不到兩年，。和同學們也不是太
熟，但是這次真的要分離，還是挺不捨的。

  十分感謝老師對我們的教導，無私的奉
獻，陪伴我們成長。我們快要畢業了，真想對每位教過我們
的老師說一聲：「老師，您辛苦了！」

  我們的小學生活也即將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讓我們一
起牢記老師們對我們的教誨。同學們，雖然畢業我們可能各
奔東西，甚至出國進修，但是我們一定要保持聯繫！永記和
同學們度過的美好時光，讓我們大家的友誼天長地久，留下
完美的回憶吧！

6D 盧浩添
  還有兩個多月，我就要畢業，離開母校了。回想過去六年小學
生活真是多姿多采，也可說悲喜交集。

  自從二零一五年的九月，我第一天帶着戰戰兢兢的心情踏入
校門，我的命運就有了翻天覆地的轉變。對於我這個非華語學生來
說，進入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學校讀書，確是一個天大的挑戰。
幸好，這裏的老師和同學都很有愛心和耐心地教導我、輔助我。直到今天，我快要
畢業了，我的中文水平雖不是很好，但已可以應付日常生活了。我十分感激母校裏
的所有人。雖然畢業了，但我會因作為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的舊生而引以為榮。

6A 張承希
  六年的小學時光快要過去了。時間過得真快，回想自己剛上小學的那
種緊張，還有父母的叮嚀、提醒，是多麼美好。

  我和同學曾經一起哭過，一起笑過。如今快要分開，但我不會忘記我
們的快樂時光。也許離開時會難過，但天下哪有不散之筵席？雖然這一段路
快要結束，但新的一段路正等待着我們，我們要堅強，因為明天就是新的一天。

  最後，謝謝母校給我一個這麼美好的校園生活，我永遠不會忘記在這裏的快樂時光！

6B區嘉芮
  六年的時光看似很長，實際很
短，時間就如流水一般，不知不覺地
溜走了。回想剛踏入校園就如昨天發
生一樣，往事依然歷歷在目。

  初入校園是我人生第一個轉折點，學校
令我認識了耶穌，令我有了信仰，成為基督徒。老師
也教會我許多知識，令我成為一個懂得思考、有內涵
的人。在此，我也十分感謝我的老師，助我入讀心儀
中學。

  在這六年時間裏，令我在同學間收穫了一份份深
厚的友誼。和同學打打鬧鬧的日子讓我學會了愛與包
容。雖然明年的同學不再是你們，但你們在我美好的
回憶中留下了蹤跡。

  人們在失去的時候才會懂得珍惜，我曾經認為畢
業遙遙無期，但轉眼我們就要各奔東西，我們也是時
候奔向更好的未來了。

6A 陳穎晴
  六年的小學時光將要逝去，
六年同學即將離別了，一切將會
成為過去。不論是師長、同學或
校工，甚至是校園內的一草一木，
我都會銘記於心。以前還是低年級
時總是想快點畢業，但到了六年級將要畢業，離
開母校時就很想回到從前，再重溫過去校園的點
滴。我很感謝教過我的所有老師，感謝您們的悉
心教導；感謝朋友在我失意時安慰我；感謝校工
們每天都用心清潔課室，讓我們能在舒適的環境
下學習。衷心感謝您們！

畢業感言
畢業在即，同窗話別訴衷情

6A 莊雅晴
  時光飛逝，還有一個多月，
我們就要畢業了。回想過去，
自己在一、二年級的聽話，三、
四年級的頑皮，五、六年級的理
智⋯⋯無論是歡聲笑語，或是傷心
痛哭，一切都歷歷在目，彷彿那些事都在昨天發
生。與同學的小打小鬧，此刻份外想念！

  校園中的一草一木、人或事都會有轉變，但
是我對它們留戀之情絲毫沒變。如果可以選擇，
我希望一切都可以定格在六年級時候的樣子，因
為這是我認為最美好的一刻。可是時間不會停
留，我們總要邁向大家所期望新的學習生活。雖
然我並不清楚以後的學習生活是怎樣的，但我仍
十分期待。

  校園中的一切、以往的回憶、老師和同學
們，再見了！

6A 李俊禧
  六年的小學
時光瞬間就要過
去了。對於熟悉
的同學，我更是
萬分不捨⋯⋯

  在這六年裏，我和老師、同
學一直生活在一起，我們曾歡笑
過，曾為一些瑣事而流淚過，但
這些都已成為過去，是我們珍藏
的回憶。

  唉！一想到要和同學分開，
我的心就酸起來，無論是校園裏
的師生或環境，我都十分不捨！

  雖然很不捨，但命運總會讓
我們分開，現在要做的，就是計
劃好將來。

6B麥智朗
  歲月匆匆，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快要畢業了！快要離開我的母校了！
  當初我還是戰戰兢兢地走進這個陌生的環境，但我漸漸地融入其中，還認識了好
同學、老師和朋友。隨着將要畢業，我對這六年的校園生活愈來愈懷念。

  我最感謝的師長是三位鄧老師，我非常感謝她們在這兩年內的悉心
教導，還要感謝同學們對我的關心、幫助和提點。

  非常感謝同學和老師在這六年來的陪伴，現在我即將踏入人生的
另一個階段，我必定會努力讀書，貢獻社會。

6D 黃丞杰
  時間過得很快，我已在母校就讀六年了。回想起我一年級的時
候，我是一個甚麼都不懂的小學生，不懂做功課，不懂應付默書和考
試。現在我已會自動自覺地學習和做功課。升上二年級時，我覺得數
學很難，對它沒有興趣，後來經過老師們的悉心教導，我的數學成績突
飛猛進。我很想感謝每位老師為我的付出。老師，您們的每一句都語重心
長。我也感謝同學和朋友，我們互相包容，互相鼓勵，一起成長。我真捨不得離開
母校，因為我有很多有趣的回憶想跟大家分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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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工 王寶璇姑娘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名單
第十一屆「春雨故事由我創」

比賽
亞軍 6B黃溢朗

2020至 2021年度九龍城區
傑出學生選舉

小學組

優異獎
6A季寶兒

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 2020
季軍 6A 羅曉颺
金獎 6A 梁泓浩 6A 繆景鴻 6A 李嘉煒
銀獎 6A 季寶兒 6A 賴輝濠

2020-2021香港學科比賽
（數學科）

銀獎 1E劉駿豪 4A賴瑞瀅 5C李日廷 6A勞梓喬 6A賴輝濠
銅獎 2C丁一  2A林嵩熙 2A廖文豪 6A朱梓豪 6C蔡銘增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組獨誦）

季軍 6A賴輝濠

優良

1A陳暐軒 1E劉博行 1E王振豪 3B凌詩晴 3D錢幗欣 
5A楊曼 5A盧芷萱 5B余釆叡 5A王曉恩 6A季寶兒 
6A劉鎧僑 6A羅曉颺 6B蕭芷敏 

良好
3B陳璽宇 3B周梓峰 3B廖芯怡 3C譚楚瑩 3C王為奇 
4A賴瑞瀅 5A詹芷欣 5A吳曦賢 5A曾日朗 6A莊雅晴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組獨誦）

亞軍 2B NATHANIEL 3A SHILOH
季軍 6A鄭籽琳

優良

1D馮心進 1E謝沛亨 1E王振豪 2B黎敏儀 2B王駿希 
2D鄧嘉晞 2D蔡靈瓏 3A盧德銘 3A李思妍 3A王貝妍 
3A張美悅 3B廖芯怡 3B凌詩晴 3B梁詩詩 3B馮心兒 
3C ELIANA 3C俞鈞城 4A黃珮兒 4A劉同一 4A黃子龍 
4A曾浩霖 4A王悅霖 4C許基淳 4C林裕洲 4D李奕彤 
5A曾日朗 5A莊悅恩 5A彭靖嘉 5A符芳琦 5A譚卓楠 
5A黃綽翹 5A吳曦賢 5A陳可蓉 5A羅浩添 5A李彩彤 
5A 溫羚 6B MIKAELA 6B伍智僑 6B區鉅泓 
6B黃溢朗

良好 1C莊芷晴 3C吳秭醇 5A黃泳堯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組獨誦）

季軍 4A曾浩霖

優良

1D曹睿峰 1E劉駿豪 2C馬羽憶 2C謝志城 3A池沛臻 
3A王貝妍 3A張美悅 3B蔡詩潁 3B凌詩晴 3B廖芯怡 
3B馬皓哲 3B周子雯 3C謝澤勤 3C王為奇 3D郭瑾汐 
3D高智威 4A周穎姿 4A何大俊 4A劉沈柳樺 4A林菲莉 
4A劉同一 4A王悅霖 4C吳秭欣 4D蔡楓霏 4D陳麗雯 
5A楊曼 5B盧芷萱 5B余采叡 6A鄭籽琳 6A季寶兒 
6A賴輝濠 6A楊文妮 6B蔡詩妍 6B區鉅泓

良好

2A林嵩熙 2A廖文豪 2B劉海浚 2C喬晨依 2D莊軒朗 
3C譚楚瑩 5A譚卓楠 5C陳雯晞 6A莊雅晴 6B劉若藍 
6B沈淑婷 6D高銘澤

2020-2021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
6B 李俊銘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名單
2020-2021香港學科比賽

（英文科）

銀獎 4A賴瑞瀅 5C李日廷
銅獎 3A王貝妍 4A劉同一

網頁海報填色創作比賽 優異獎 3B 凌詩晴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1
優異星獎 4A曾浩霖
良好 3B凌詩晴

第 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銀獎 3A吳曼嘉 3B梁詩詩 4A何大俊 4A劉昕晞 5C王曉恩

銅獎

3A 張美悅  3B  凌詩晴   4A 曾浩霖  5A 楊曼        6A 季寶兒  
6A 楊文妮  6A 莊雅晴    6A 劉鎧僑  6B Mikaela 6C 何明莉 
6D 高銘澤

第二屆世界 STEM
暨常識公開賽

（初賽）

金獎 5A羅浩添 6A繆景鴻 6A勞梓喬

銀獎

2A林嵩熙 2A吳曦駿 2B符晉坤 3A張美悅 3B周梓峰 
3B凌詩晴 3D林樂恆 4A賴瑞瀅 4A羅巧怡 5A符芳琦 
5A彭德琛 5A黃綽翹 5A楊曼 6A陳穎晴 6A劉鎧僑

銅獎
2B黎敏儀 4A曾浩霖 4A黃子龍 4A林菲莉 5A曾日朗 
5A吳曦賢

第二屆世界 STEM
暨常識公開賽

（複賽）

金獎 2B黎敏儀 3B凌詩晴 5A羅浩添
銀獎 4A林菲莉 4A黃子龍 5A符芳琦 5A彭德琛 6A勞梓喬

銅獎

2A林嵩熙 3A張美悅 3B周梓峰 3D林樂恆 4A賴瑞瀅 
4A曾浩霖 4A羅巧怡 5A吳曦賢 5A曾日朗 5A黃綽翹 
6A繆景鴻

「認識憲法、《基本法》—

與法治同行」善德基金會

全港小學繪畫比賽 2021
優異獎 4B林巧意

第十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優異獎 5A吳㬢賢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21（華南賽區）
晉級賽

一等獎 5A羅浩添 5A孟梓粱

三等獎
2A廖文豪 2A林嵩熙 4A賴瑞瀅 4A何大俊 4A劉同一 
4A王悅霖 6A賴輝濠 6A李嘉煒 6A季寶兒

第 26 屆
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

邀請賽（香港賽區） 決賽
三等獎 6A羅曉颺

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 2021
金獎 5A羅浩添 5A陳東權
銀獎 6A繆景鴻
銅獎 5A梁善本 6A李嘉煒 6A梁泓浩 6A羅曉颺

「童建幸福城堡—幸福家庭快

樂事」聯校親子攝影比賽
優異 1B戴琸希 2D黃繼彥

「童建幸福城堡—有你鼓勵幸福

常在」聯校親子書籤設計比賽
優異 3D林樂恒 4A麥傲

「童建幸福城堡—感恩事件」

聯校親子四格漫畫比賽
優異 5A彭靖嘉 6B黃溢朗

2020-2021年度「童創未來」
獎學金計劃

獎學金
1E劉博行 2B李俊瑾 3D陳偉博 4B陳芷霖 5A符芳琦 
6B麥智朗

學生輔導組
大家好！我是今學年的學校社工王寶璇姑娘，逢星期一、三、四在新校舍社工室當值，逢星

期二、五在舊校舍社工室當值。

受到疫情影響，我們以不一樣的形式認識，亦以網課和實體課中持續學習，實在多了不一樣

的成長經驗。透過網上程式，我們可以用線上形式進行遊戲及活動；雖然未能親身接觸大家，但

熒幕前依然感受到提摩太小學同學們的可愛和熱情！欣賞大家的參與，更期望有更多機會和家長

及同學互動、聊天和認識。如同學或家長在學習上或生活中遇到事情需要尋求協助，歡迎聯絡我

和楊Sir，讓我們陪你一起面對困難，共同找出適切的方法解決疑難，繼續健康快樂地成長。

最後，誠心祝福校長，各位老師、家長和同學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在疫情下，雖然大家減少了實體見面的機會，但網上平台同樣能促進彼

此間的聯繫。學生輔導組本學年以不同形式進行了不同活動，當中聖公宗小

學「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計劃、「社工Zoom一鬆」「成長的天空」、

「小一每月之星」、「新一代健康成長錦囊」家長教育課程及「親子小組」

均以網上形式順利展開，再次感謝各家長和同學的參與和投入！

龍虎榜

學生輔導組活動
「小一每月之星」

親子小組

角落分享「成長的天空」

「新一代健康成長錦囊」家長教育課程

聖誕「童」心聲

透過互動遊戲和繪本分享，小一的同學
在這場生日派對都玩得很投入呢！

不一樣的一年、不一樣的聖誕節。
但我們依舊擁有身邊的人和事，依
舊擁有滿滿的聖誕祝福！

一共八節的家長教育課程已順利完成。
課程最後一節更有校長和家長在熒幕
上見面，來一張特別的大合照！

「LEAP生活教育活動計劃」庾姑娘
到校為家長分享管教子女技巧。

一共四場的親子小組透過 ZOOM形式進
行，再次多謝各對親子的積極參與！

其中小一及小二的「親子傳意網」
活動，家長教師會的家長委員更為
參加者分享手工製作，實行直播式
齊齊做手工！大家都好開心呢！

小四至小六的同學在今年順利開展
及完成「成長的天空」活動。

透過寫信的方式，同學們積極地分享生
活和心情，社工也逐一親筆回信呢！

看！同學進行和諧粉彩時
好認真呢！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