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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的 話

「徐徐」細語

徐校長喜歡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方式，讓學生學習及實踐人生的道理，希望他們能「走當行的道」。

  大家好！我是聖公會聖多馬小學徐麗賢校長。感謝天父的引領，讓我來到多馬這個大家庭。學校是孩子學習及感受愛的地方，亦是一個讓孩子進步、成功的樂園。因此，我希望多馬能成為一個充滿關愛、尊重及愉快的學習環境，使學生學習愛主愛人，能夠建立自信、主動學習、培育良好的品格及正確的價值觀。
  縱然近年疫情持續，校長仍希望大家學習中國及香港運動員那百折不撓，努力不懈的精神，為爭取最佳最理想的表現而努力，學校、老師與家長攜手培育孩子走得更高更遠。聖經曾提醒我們「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但願所有聖多馬小學的孩子，在任何事情

中，凡事信靠上帝，相信自己，深存盼
望、彼此相愛、常存感恩的心去面對任
何困難和改變。願主祝福大家。

多馬校園  （                    概念）

H : Happiness
（從任務過程找到參與或成功的喜悅、從人與人的關係
得到支持的喜悅）

O : Opportunity
（給予機會去嘗試/給予成功及失敗的經驗）

M : Motivation
（動機由興趣產生、並由鼓勵去持續進行）

E : Entertainment （從愉快/活動中學習）
Empathy （從同理心關懷人與事）
Energetic （每一天都充滿力量去面對）

H. O. M.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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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胡詠恆老師。很
感恩今年可以加入聖多馬這個大
家庭︒我今年任教英文︑常識
和宗教科︒我希望能夠在
課餘的時間認識更多多
馬的同學︐與你們一同
經歷一個充滿恩典︑快
樂和愛的學年！

    大家好︐我是朱耀彬老師︐
很高興今年加入了聖多馬︒
我主要任教數學︑常識
和宗教科︒我特別喜
歡數學︐希望之後能
與同學們一起發掘數
學的樂趣︒

    大家好︐我是莫梓葦老師︒
有誰聽到這個名字︐會認為我是
位男老師？這個誤會常常在我身
上發生︐所以小時候的我很討厭

自己的名字︐經常要求媽媽
替我改一個可愛的名字︒
後來媽媽告訴我名字的
意思︐我也領會到媽媽
的心意︒你們的名字

也有特別意思嗎？

    大家好︐我是徐韻惠老師︐很
高興能加入多馬大家庭︐認識各位
同學︒這學年︐我任教中文︑常識
及視藝科︐期望我們在課
堂內︑外都有愉快的
學習經歷︒如果同
學們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互相交流和
分享呢！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今年新加入
多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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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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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身體健康︐天
天喜樂！

    你好！我是曾遠欣老師︐
相信大家聽到我的名字都會感
到陌生︐因為曾老師今年才加

入這個温馨的多馬大家庭︒曾老
師天天看著乖巧又勤奮向學的你︐

滿心歡喜︒感謝天父讓我們能在多馬相遇︐
希望當你見到曾老師時︐會點點頭打招呼！

歡迎多馬
新老師

多馬團隊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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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是三色堇的花語。

在2021年11月8日考試前，一

人一花活動的花苗送到學校，同學們將這「快樂」的花苗帶回
家

中，與家人一同體驗及享受種植的樂
趣，希望同學們都能快樂地

栽種和學習。透過種植三色堇，也可培養同學們的耐

性和責任感，並讓他們學會欣賞及珍惜生命。

同學們承諾會用心栽種花苗，並期待花苗的成長。

1A 張納賢

1B 梁鈞雅

2C張昕希

推展生命教育  燃亮成長之光

「快樂」的
三 色 堇

我的盆栽

老師派發花苗，希望同學們

能體驗栽種的樂趣。

    多馬新生滿月了！2021年9月30日是 

小一新生加入多馬滿月的日子，特此邀請家
長到校和小一新生一同參與小一啟蒙禮，共
同慶祝滿月的歡欣。藉著這個慶典，學生能
透過何牧師的分享，認識主的愛，祈求天父
幫助他們努力學習，增長智慧，並懷有堅強
的信心面對未來的挑戰。

新生齊聚慶歡欣  
多馬同心育幼苗

何牧師為小一新生
進行訓勉及祝福。

家長和同學們都誠心祈求天父幫助他們努力
學習，智慧增長，建立良好的品格。

徐校長帶領大
家共同立志，
在主的愛中學
習各種知識及
成長。

小一的同學滿月了，大家都捧着出奇蛋來慶祝。看！他們多興奮！
插班生的同學也滿月了，大家在徐校長手中接過出奇蛋，
希望同學們都喜愛多馬這個大家庭。 3



  適逢中秋佳節，為了讓
學生們了解中秋節傳統的風
俗習慣和感受節日的氣氛，
學校舉辦了中秋猜燈謎的活
動，並邀請學生帶備燈籠、
月餅及水果回校，一起共慶
中秋。

  「加油！加油！」在雨操場傳
來一片歡呼聲，原來是同學們為場
上的同學打氣。在2021年11月25
日，同學們進行校內旅行活動日-
親親多馬樂繽紛。當天學生參與一
連串有益身心的活動，包括：e-旅
行系列、Team building集體遊戲

  紅衣、紅帽、鹿角、雪人等等的東西在多馬出現，今天究竟是甚麼日子呢？
原來今天是學校的聖誕崇拜及聯歡會，難怪同學們都花心思打扮。
  在崇拜中，多馬堂何錦添牧師分享訊息，以光管發出的光對比耶穌的「真
光」，希望耶穌的光能指引我們走正確的方向，同學們都聽得津津有味。
  接着，同學們期盼已久的聯歡會終於都開始了！他們都非常感恩在疫情下能
與聖誕老人及老師們一同玩遊戲，大家都很珍惜一起相聚的時光。

除了帶備月餅及水果
慶中秋之外，有學生
還帶了「菱角」回校
跟同學們分享，據說
吃菱角能讓孩子長得
聰明伶俐呢!

學生們絞盡腦汁，努力地一同猜
想燈謎的謎底。如同學們答對燈
謎的謎底，更可獲大哥哥、大姐
姐派發小禮物一份，以示獎勵。

同學們收到苗圃行動贈送的禮物，

讓他們學會感恩、珍惜及分享。

同 學 們 都 十 分 享 受 跟 隨SUPER MARIO PARTY內的角色做動作。

同學們與老師一起做護脊操，藉此強身健體。
同學快速地穿
過隧道以完成
任務。

同學發揮互相合作的精神，
務求為自己班取得勝利。

何錦添牧師、徐校長和同學們一同唱聖詩《馬槽歌》，同心敬拜主耶穌。 

聖誕老人們與同學們同唱聖誕歌和玩遊戲，
共享節日的喜悅。 

歌詠組的同學們在校園內及長沙灣廣場
進行快閃報佳音活動，實踐校訓「非以
役人，乃役於人」的使命。 4A

中秋

親親

猜燈謎

多馬樂繽紛

和班際競技遊戲。即使未能出外旅
行，但透過各種不同種類的遊戲和
活動，學生不但能增加旅行相關的
知識，亦能體驗群體生活，培養合
群品性，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
感，齊齊成為多馬正向小聯盟。

多馬活動樂繽FUN   共建健康愉快人生

笑聲滿載
迎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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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扭蛋！我要扭蛋！」校務處
門外充滿著歡笑聲，原來今年有一位
「插班生」，它就是生日扭蛋機。它的
身體裏全都是糖果及祝福語句，為生日

同學送上祝福及心意，希望同學
們在生活中充滿甜蜜和喜樂，也

藉此培養同學有一顆感恩的
心，時常感謝身邊的

事物。你喜歡這位
「插班生」嗎？記
著生日去校務處找
它啊！

同學們十分喜歡LEA卡，因為這是老師對他們的欣賞及鼓勵，希望他們能繼續發揮長處。

老師將同學的良好行為寫在LEA
卡上，並將卡貼在「欣賞您園
地」，讓其他同學一同欣賞。

學校榮獲2020/21年度「樂繫校園」
榮譽大獎，師生同在多馬正向的校園
環境愉快地學習和成長，這是家長、
校友、老師及學生一同努力的成果。

它 是 多 馬 的 「 插
班生」– 扭蛋
機，裏面全都是糖
果及祝福語句。 這位「插班生」把祝福送給何錦添牧師。

老師和同學們與「插班生」見面，都紛紛與它合照。
同學在生日當天興奮地
扭出生日蛋，得到「插
班生」的祝福。

感恩沿途有「您」  關愛正向滿校園

培養正向品格 

生日之星 

閃耀多馬

邁向豐盛人生

   「正向」是本校今年度重點推廣的項目，透過同學們發揮潛能，
提升個人滿足感，從而增強抗逆能力。本校透過多元化的正向活動及工
作坊，包括「多馬與正向品格同行」啟動禮、多馬正向品格獎勵冊、正
向繪本故事播音劇等，培養及發揮自己的長處，從而肯定自我，提升自
信。老師亦會運用LEA (Label標籤、Explain解釋、Appreciate表示欣賞) 
欣賞學生的良好行為，並鼓勵他們用行動感染身邊人。
不論是老師、家長或同學，大家都一起培養正向思維，
讓整個家庭及學校群體都能邁向豐盛與幸福！ 

同學們拿著24個小馬仔紙牌，一起完成「多馬與正向品格同行」啟動禮。

同學們在課室進行成長

課，他們訪問同學，以

了解同學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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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利用不同的教學軟件進行學習，
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

    本年度多馬於五、
六年級推展「B.Y.O.D

. 自攜平板電

腦學習」，小一至小四
的部份課堂也會借用學

校平板電腦進

行學習。同學使用平板
電腦上課，課室亦加裝

電子互動觸控

顯示屏，透過平板電腦
連接顯示屏，增加師生

課堂互動的趣

味性，學生在課堂上
即時分享學習成果，

生生之間互相評

價，也可以進行投票活
動，既能促進學習，也

可以提高學生

參與度。

    在現今資訊發達、
科技日新月異的二十一

世紀，學校有

需要致力培育學生善用
電子科技學習的能力，

與時並進，並

建立正面的資訊素養，
加強及培養學生自主學

習的能力。

電子教學 新趨勢

透過電子學習，同學能預先閲讀學習材料，掌握課堂的要點。
老師亦能夠掌握每位同學的學習進程，適時作出回饋。

教師善用電子互動觸控顯示屏，
不論英文、常識或電腦課，都可
加強課堂的互動性，促進學生與
學生之間的學習。

心聲
學生

6C 陸善而

  學校於五年級
已開始推行BYOD計
劃，加上本學期開始增添電子白板，
感覺學習方便多了! 平板電腦容量很
大，足以容下多本課本，減輕了書包
的重量；電子白板則能讓老師及同學
輕易地在白板上寫上筆記，而且不用
耗時擦黑板，節省不少課堂學習時
間。不過，我們也要適當地控制使用
電子產品的時間和距離啊!

5A 劉愷瑩

  我覺得利
用電子白板和平
板電腦上課很有互動性，能提
高同學的學習興趣。在家中，
我會利用平板電腦找出詞語含
義及讀音，這比字典更方便快
捷。老師也曾經在課堂上與我
們使用平板電腦進行互動遊
戲，增加我們對英文的興趣及
投入感。如果未來有更多電子
教學的科目，相信書包就更輕
巧了!

5C 楊紫熒

  我覺得使用平板電腦及電
子白板上課很特別，我和同學
曾經利用平板電腦記錄常識課
的一個關於影子的實驗，既能
增加課堂上的互動，也方便搜
集資料。而且，電子學習更能
觀看一些教學影片和進行互動
的遊戲。我認為電子學習有很
大的效用，希望電子學習能夠
推展至更多的科目。

電子教學 讓同學喜愛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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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主學習STEM 教育：課程設計及教學示例
2. 國安教育教師工作坊
3.  教育主日
4.  照顧學習多樣性工作坊

9月

1. 深水埗正向教育先導計劃—聯校教師培訓
（正向教育）

2. 互動屏幕工作坊
3. 英文 New Textbook LEAP Workshop
4. 音樂電子書工作坊
5. 普通話教師工作坊：分享運用電子資源

8月

1. 「教學魅力」提升團隊效能工作坊
2. 危機處理教師工作坊

10月

一、 發展學生研習及探究能力，提升自主學習的成效

二、 加強校園正向思維，促進學生及整個學校群體邁向豐
盛與幸福
‧	教師透過相關培訓，期望引導多馬的學生成為學習

的主人，體會學習的樂趣，並在學習過程中加強自
信，建立正向的思維，促進身心成長。

老師們運用5E教學策略，包括動
機(Engage)、探索(Explore)、解
釋(Explain)、闡述(Elaborate)、
以及反思(Evaluate)設計富趣味
的教學內容，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的效能。

教育局舉辦的工作坊，使老師們更了解國家安全教育的課程要點。

老師們設計有趣的課堂，讓我們
一起認識祖國的風土人情吧!

徐校長(左一)協助扮演「聾啞」
和「視障」老師完成任務，體現
多馬團隊的精神。 

教師們學習應用正向思維及用語，透過經驗分享、小組活動及練習，實踐正向溝通技巧。

余德淳博士(左 3)為區內聖公會小學、幼稚園教師
進行正向培訓，主題包括:「自我價值」、「心理健
康」及「良師益友」。老師們透過分組活動和討論，
提升自我認識、建立正面人際關係。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

 本年度

培訓

學校

時間表

關注事項

1. 正向溝通教師工作坊
2. 小學學校領導人員工作坊
3.  學與教博覽 2021

11-12月

徐校長與楊主任在學與教博覽中探索不同的教
育資源及科技的最新發展趨勢，期望把優質的
教育資源帶到多馬。 7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年級 1B張栢熹 1C錢 毅 1A蔡樂之

二年級 2A韓綺婷 2A張琸霖 2B楊偉聰

三年級 3A陳俊匡 3A羅梓逸 3B 陳彥霖

四年級 4A方一心 4B吳予希 4A黎碧盈

五年級 5A劉愷瑩 5C江俊浩 5A符穎妍

六年級 6B黃栩誠 6A蔡存希 6A阮鳳鳴

第二屆大灣區「尊師重道」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粵港澳大灣區 高小組 一等獎 6A陳宇軒

港澳賽區 高小組 亞軍 6A陳宇軒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1
—總決賽

                       小四組 三等奬
5B蕭瑨原

5A梁子謙

                        小五組

二等奬 6B郭曜甄

三等奬

6A陳宇軒

6B廖永寛

6B王騰鋒

第五十七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現代舞—三人舞
低級組 甲級獎

2A黃雅穎

4C周樂霖

江以文（退學生）

現代舞—三人舞
高級組 乙級獎

5A鄭慧愉

6C陸善而

畢業生 吳可喬

2021-2022九龍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200米 亞軍 6C林穎可

2021年香港柔道形錦標賽

兒童組—投之形 冠軍 6B倪子棋西潮小學生最佳進步獎2021

小學組

2A鍾浩文 2B林彩橋 2B蘇溢滔 
3A葉柏瑤 3A楊詩琪   3B劉永諾  
4A何庭樂  4A楊絡堯  4B關紹鋒
5B張靖遙 5B涂成婧   5B張俊晞 
6A周慧淋  6B黃栩誠  6C黃浩原 

畢業生：   
黃雅靖
潘詠琳
羅芷欣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年級 1B張栢熹 1A嚴美詩 1B呂家軒

二年級 2B楊偉聰 2A韓綺婷 2C陳芷瑤

三年級 3A陳俊匡 3A楊詩琪 3B陳天兒

四年級 4A黎碧盈 4C蔡樂也 4B朱麗璇

五年級 5B林曉瑩 5B鍾雯君 5C鄭凱因

六年級 6A陳宇軒 6C陸善而 6C陳彥彤

4C 李恩滌同學設計的環保袋，能宣揚愛護環境及循環再用的理念。 

香港柔道形錦標賽(兒童組—投之形)冠軍：6B倪子棋

舞蹈節比賽—乙級獎：
5A鄭慧愉、6C陸善而

成學 生 就 各項比賽成績校內比賽

校外比賽

第十屆I Love Summer兒童創作大賽
2021(環保袋設計) 

銅獎

4C李恩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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