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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概覽



本校將會︓
- 教導學生實踐校訓「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 致力培養我們的學生︐

在基督的引領及學校的關愛文化中成長

讓他們擁有︓

本校矢志成為香港卓越的基督教學校︐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促進全人發展︒

願景及使命

使命

德
靈        智

美        體
群

根據聖公會所推崇的基督教全人教育理念︐本校致力於培育和發展學生在六育的成長︒

正向思維的習慣      承擔責任的勇氣

獨立自信的氣質      逆境自強的能耐

終身學習的精神      追求卓越的志氣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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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概況

全校共十八班︐每級各三班︒全校共十八班︐每級各三班︒

班級編制

學校背景
本校創立於一九二四年︐ 是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屬下︐
一所由政府資助的全日制基督教小學︐ 
歷史悠久︐一直深受家長的愛戴︐校友多在社會上卓然有成︒
本校於二零一一年九月︐正式告別南昌街舊校舍︐
遷至東沙島街現址︐繼續在教育事工上服侍鄰舍︐榮耀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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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3 概念

從學習任務過程
找到參與或成功的喜悅

從人與人的關係得到支持的喜悅

給予機會去學習嘗試
給予成功及失敗的經驗

學習動機由興趣產生
並由鼓勵去持續進行

從愉快 / 活動中學習 從同理心關懷人與事 每一天都充滿力量去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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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校內各課室新裝了86吋互動電子屏幕系統︐增加學生互動學習的機會及配合最新科技發展的教育趨勢︒
校舍除有基本空調及學生防疫隔板設施︐還有樓高兩層的中央圖書館︑禮堂及高座︑3個小組學習室︑
資訊科技室︑祈禱室︑Stem Centre︑英語室︑多用途教室︑教學資源室︑醫療室︑小花園等︒
在體藝設施方面︐設有音樂室︑視藝室︑60米田徑跑道︑體育器材室等︐
各設施能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新學年校內各課室新裝了86吋互動電子屏幕系統︐增加學生互動學習的機會及配合最新科技發展的教育趨勢︒
校舍除有基本空調及學生防疫隔板設施︐還有樓高兩層的中央圖書館︑禮堂及高座︑3個小組學習室︑
資訊科技室︑祈禱室︑Stem Centre︑英語室︑多用途教室︑教學資源室︑醫療室︑小花園等︒
在體藝設施方面︐設有音樂室︑視藝室︑60米田徑跑道︑體育器材室等︐
各設施能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學校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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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8%

8%

84%

8%

8%

10年或以上

6-10年

1-5年

教學經驗教學經驗

專業團隊  ・ 成就雋才

教育局內地與香港老師交流及協作計劃(中文)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中文科)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英文科)
香港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數學科)
香港理工大學物理學系(STEM教育支援)
香港高階思維協會(常識︑資訊科技及STEM教育支援)
香港教育大學(Advancing Teaching Capacity Learning Diversity)
聖雅各福群會 「家校齊家教計劃」

教育局內地與香港老師交流及協作計劃(中文)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中文科)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英文科)
香港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數學科)
香港理工大學物理學系(STEM教育支援)
香港高階思維協會(常識︑資訊科技及STEM教育支援)
香港教育大學(Advancing Teaching Capacity Learning Diversity)
聖雅各福群會 「家校齊家教計劃」

2022-2023年度
多馬與教育局︑大學及機構合作
2022-2023年度
多馬與教育局︑大學及機構合作

我們的團隊由充滿幹勁的年輕教師及睿智的資深教師所組成︐
我們會因應個人強項︑興趣及關注事項︐持續專業發展︐追求卓越︒
我們的團隊由充滿幹勁的年輕教師及睿智的資深教師所組成︐
我們會因應個人強項︑興趣及關注事項︐持續專業發展︐追求卓越︒

我們的團隊

學士學位

100% 26%

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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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專科專教︐發揮教師專長︐確保教學質素︒
教師透過共同備課及同儕觀察︐促進專業交流︐提升整體教學效能︒
舉辦各類型的講座與工作坊︐讓教師緊貼教改的最新發展趨勢︐保持專業水平︒
邀請外間機構與教師進行課研計劃︐並在教學上提供專業意見︐優化教學效能︒
教師積極參與各類型的校外進修及分享︐更會參與不同的教學研究及奬勵計劃︐提升教師團隊的專業能量︒

推行專科專教︐發揮教師專長︐確保教學質素︒
教師透過共同備課及同儕觀察︐促進專業交流︐提升整體教學效能︒
舉辦各類型的講座與工作坊︐讓教師緊貼教改的最新發展趨勢︐保持專業水平︒
邀請外間機構與教師進行課研計劃︐並在教學上提供專業意見︐優化教學效能︒
教師積極參與各類型的校外進修及分享︐更會參與不同的教學研究及奬勵計劃︐提升教師團隊的專業能量︒

教師專業發展
 

S.K.H St. Thomas’ Primary School

聖公會聖多

2022 - 23 年度一年級新生

 

尬丈鴆升升小

       

 

 

姓名：_______

  

多馬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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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課程 ・ 創新元素 ・ 品學並重

本校近年關注事項為「自主學習」及「正向教育」︐同時加強STEM教育及BYOD的推行︒學校課程組及
資訊科技組︐積極發展自學教材及創新科技學習︐加強師生及生生間之互動︐增加教學效果︒
校本課程包括中小幼銜接課程︑跨學科主題學習︑閱讀多多FUN計劃︑中文古詩文課程︑英文寫作課程︑
數學科實作活動︑常識科推展高階思維︑音樂粵劇及節奏課程︑STEM無人機︑Lego Wedo課程等︐
透過多元化活動︐為學生提供體驗學習的機會︐擴闊學生的眼界︒各科加入多元化的評量工具︐亦配合課程
調適︐加深學生對不同範疇的認識︐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及思維能力︒

 Primary School 

多馬小學 

年度一年級新生 

 

 

小學習小挑戰 

 
 

 

 

 

 

 
 
 
 

 

 

_________(請於 9 月 1 日帶同此學習冊參與「小一迎新日」)  

小預備課程 

S.K.H. 
St. Tho

mas’ Pr
imary S

chool聖公會聖
多馬小學

多
馬升
小預備課程

20
22
 - 2
3 年度

一年級新生

請帶同此
學習冊參

與「小一
銜接課程

」

Every child needs to prepare for the changing socio-economical demands, 
the school offers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and activities to develop an 
ever-improving capability to use English, e.g. English drama, MC playgroup, 
fun reading, film appreciation, recess games etc.  Pupils give expression to 
experience and within contexts to think and communicate.

School-based PEEGS RaC programme is running to help pupils to build a 
solid reading foundation and develop a regular reading habit.  Through 
exposing themselves to a wide variety of multimodal texts and engaging in 
different purposeful teaching and learning tasks, pupils would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nd improve their critical literacy across different disciplines.

Every child needs to prepare for the changing socio-economical demands, 
the school offers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and activities to develop an 
ever-improving capability to use English, e.g. English drama, MC playgroup, 
fun reading, film appreciation, recess games etc.  Pupils give expression to 
experience and within contexts to think and communicate.

School-based PEEGS RaC programme is running to help pupils to build a 
solid reading foundation and develop a regular reading habit.  Through 
exposing themselves to a wide variety of multimodal texts and engaging in 
different purposeful teaching and learning tasks, pupils would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nd improve their critical literacy across different disciplines.

本校近年關注事項為「自主學習」及「正向教育」︐同時加強STEM教育及BYOD的推行︒學校課程組及
資訊科技組︐積極發展自學教材及創新科技學習︐加強師生及生生間之互動︐增加教學效果︒
校本課程包括中小幼銜接課程︑跨學科主題學習︑閱讀多多FUN計劃︑中文古詩文課程︑英文寫作課程︑
數學科實作活動︑常識科推展高階思維︑音樂粵劇及節奏課程︑STEM無人機︑Lego Wedo課程等︐
透過多元化活動︐為學生提供體驗學習的機會︐擴闊學生的眼界︒各科加入多元化的評量工具︐亦配合課程
調適︐加深學生對不同範疇的認識︐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及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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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針

正向思維︒樂繫校園︒關愛榮譽正向思維︒樂繫校園︒關愛榮譽
多馬致力提供全人教育︐更重視校園關愛文化︑培養正向思維︑
建立學生勇於承擔︑敢於表達︑獨立自信︑堅毅自強及終身學習等精神︐
促進學生及整個學校群體邁向豐盛與幸福︒
感恩本年度學校獲教育局頒發2021關愛校園奬勵計劃「關愛校園榮譽」大獎
及第三屆「樂繫校園」獎勵計劃「樂繫校園榮譽奬」︒

多馬致力提供全人教育︐更重視校園關愛文化︑培養正向思維︑
建立學生勇於承擔︑敢於表達︑獨立自信︑堅毅自強及終身學習等精神︐
促進學生及整個學校群體邁向豐盛與幸福︒
感恩本年度學校獲教育局頒發2021關愛校園奬勵計劃「關愛校園榮譽」大獎
及第三屆「樂繫校園」獎勵計劃「樂繫校園榮譽奬」︒

多馬配合聖公會宗教教育使命「撒播成長種籽 開拓心靈空間」︐期望強化學生身心靈︐
讓學生在充滿關懷︑仁愛︑和諧的環境中成長︒學校注重培育學生責任感︑尊重︑誠信︑堅毅︑同理心及
服務他人等良好品格︒學校推行宗教活動及全方位輔導服務︐透過「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計劃︑
成長課︑關愛大使計劃︑一人一職︑制服團隊︑老師及學生團契︑校本輔導活動等︐
協助學生解決成長的挑戰及困難︐建立積極及正向的人生觀︒

多馬配合聖公會宗教教育使命「撒播成長種籽 開拓心靈空間」︐期望強化學生身心靈︐
讓學生在充滿關懷︑仁愛︑和諧的環境中成長︒學校注重培育學生責任感︑尊重︑誠信︑堅毅︑同理心及
服務他人等良好品格︒學校推行宗教活動及全方位輔導服務︐透過「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計劃︑
成長課︑關愛大使計劃︑一人一職︑制服團隊︑老師及學生團契︑校本輔導活動等︐
協助學生解決成長的挑戰及困難︐建立積極及正向的人生觀︒

宗教品德培育 邁向豐盛人生宗教品德培育 邁向豐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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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經歷 ・ 激發體藝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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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致力發展學生多元智能︐透過多樣化的體藝及文化學習經歷︐具特色及有系統的體驗課程︐激發學生的
好奇心和勇於嘗試的精神︐讓他們發揮潛能和抒發情感︐協助學生建立創造力︑溝通︑團隊合作和領導能力︐
在各方面得到均衡發展︐實踐全人教育︒

學校致力發展學生多元智能︐透過多樣化的體藝及文化學習經歷︐具特色及有系統的體驗課程︐激發學生的
好奇心和勇於嘗試的精神︐讓他們發揮潛能和抒發情感︐協助學生建立創造力︑溝通︑團隊合作和領導能力︐
在各方面得到均衡發展︐實踐全人教育︒

Linguistic
Intelligence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S
pat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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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資優教育  ・ 追求卓越成就

Inter	personal
Intelligence

Rhythmic
Intelligence

Naturalist Intelligence

In
tr
a	

pe
rs
on
al

In
te
ll
ig
en
ce

學校相信每名學生都是獨特和具天賦才能的︐透過「多馬人才庫」︐各科組舉辦多元化的拔尖課程及活動︐
例如:Engl ish Drama︑STEM拔尖課程︑奧數培訓︑各學科的資優小組及體藝精英培訓等;更會推薦學生
參加大學及機構的資優課程及比賽︐擴闊學生的視野︐發揮潛能︐讓學生更自信︑更臻卓越︒

學校相信每名學生都是獨特和具天賦才能的︐透過「多馬人才庫」︐各科組舉辦多元化的拔尖課程及活動︐
例如:Engl ish Drama︑STEM拔尖課程︑奧數培訓︑各學科的資優小組及體藝精英培訓等;更會推薦學生
參加大學及機構的資優課程及比賽︐擴闊學生的視野︐發揮潛能︐讓學生更自信︑更臻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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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九十八載時光過去︐多馬的老師︑家長和學生彼此情誼︐不但從不磨滅︐更是薪火相傳︒
不少多馬校友於百忙之中︐盡一己之力︐回饋母校︰既設立基金︐協助學弟學妹所需︔
參與學校活動︐發揮所長︔又身體力行︐積極培育學弟學妹成長︐
帶領他們參加不同課餘活動及課程︐拓展思維︐擴闊視野︒
在校友們的回饋下︐濃濃多馬情︐得以繼續傳承下去︒

縱然九十八載時光過去︐多馬的老師︑家長和學生彼此情誼︐不但從不磨滅︐更是薪火相傳︒
不少多馬校友於百忙之中︐盡一己之力︐回饋母校︰既設立基金︐協助學弟學妹所需︔
參與學校活動︐發揮所長︔又身體力行︐積極培育學弟學妹成長︐
帶領他們參加不同課餘活動及課程︐拓展思維︐擴闊視野︒
在校友們的回饋下︐濃濃多馬情︐得以繼續傳承下去︒

情繫多馬 ・ 展望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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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馬一向注重家長教育及家校合作︐本年度家長教師會協助推行不同的活動︐包括舊校服回收及義賣︑包裝抗
疫物資︑協助多馬小小奧運會︑親子工作坊︑電影欣賞等︐充份體驗上下一心︐家校團結合作的精神︒
此外︐2021-23年度本校參與「家校齊家教計劃」︐計劃因應各年級發展階段的學生需要︐有效針對孩子情緒
社交成長的需要︐全面讓父母在管教路上更有準備︒本年度成功舉行家長教育講座︑工作坊及家長同儕小組等
活動︐當中包括親子溝通︑升中減壓家長講座︑香薰擴香石︑韓式手工皂及繪本故事工作坊等︐照顧家長不同
的需要︐提升親子關係︐加強校園正向思維︐更促進家長與學校的伙伴關係︒

多馬一向注重家長教育及家校合作︐本年度家長教師會協助推行不同的活動︐包括舊校服回收及義賣︑包裝抗
疫物資︑協助多馬小小奧運會︑親子工作坊︑電影欣賞等︐充份體驗上下一心︐家校團結合作的精神︒
此外︐2021-23年度本校參與「家校齊家教計劃」︐計劃因應各年級發展階段的學生需要︐有效針對孩子情緒
社交成長的需要︐全面讓父母在管教路上更有準備︒本年度成功舉行家長教育講座︑工作坊及家長同儕小組等
活動︐當中包括親子溝通︑升中減壓家長講座︑香薰擴香石︑韓式手工皂及繪本故事工作坊等︐照顧家長不同
的需要︐提升親子關係︐加強校園正向思維︐更促進家長與學校的伙伴關係︒

家校攜手 ・ 父母童行 ・ 正向校園新氣象

香薰擴香石工作坊香薰擴香石工作坊

韓式手工皂工作坊韓式手工皂工作坊 和諧粉彩工作坊和諧粉彩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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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派位

在新的中學學位分配辦法之下︐本校於2020-2022年度保持一貫優良的表現︐
當中過半數的學生能順利入讀區內︑區外受家長歡迎的中學︒
在新的中學學位分配辦法之下︐本校於2020-2022年度保持一貫優良的表現︐
當中過半數的學生能順利入讀區內︑區外受家長歡迎的中學︒

學校排名不分先後︒由於獲派區內外著名中學數目繁多︐恕未能一一盡錄︒ 學校排名不分先後︒由於獲派區內外著名中學數目繁多︐恕未能一一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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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沙

島
街

福榮街

九
江

街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深水埗中心

長沙灣港鐵站
A2出口

長沙灣港鐵站
A2出口

麗閣社區會堂

九龍工業學校

東
京

街
元州街

青山道

長沙灣道 福華街

本校位於九龍深水埗東沙島街145號 (長沙灣道︑東沙島街及福榮街之間)
鄰近長沙灣港鐵站A2出口︐多條巴士及小巴路線均可直達︐交通方便︒
本校位於九龍深水埗東沙島街145號 (長沙灣道︑東沙島街及福榮街之間)
鄰近長沙灣港鐵站A2出口︐多條巴士及小巴路線均可直達︐交通方便︒

校舍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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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九龍深水埗東沙島街145號

電話: 2779 3076  /  2788 2686
電郵: info@skhstthomas.edu.hk
網址: http://www.skhstthoma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