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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湘源女士

當我知道有機會再任獻主會溥仁小學的校董一職時（第一次
是2012-2016），感到十分興奮。因為「溥仁」是步武基督，為
主作證的優良學府！
今年因疫情關係而所有學校都面臨不一樣的工作。過往未
有急速推行的電子學習，在教育局「停學不停課」的頒令下是老
師必須的教學模式。有一位年青朋友曾告訴我，他在家中用了整
整6六小時才能完成一節網上教學的設計，每一個片段都是老師
時間和心血的累積。溥仁因為領導者的高瞻遠矚，早於2014年
已全面推行電子學習，是全港100間先導學校之一。為了保障學
生最大的得益及給予學生提供更優質的教育，老師們總是迎難而
上，不遺餘力！這從家長致送的「奮勇拼搏」的牌匾可以證明。
校長和行政工作者在起落無常的疫情下，更要隨機應變，悉心為
學校作最好的安排，務求為學生提供最安全，最舒適的學習環
境，諸事繁瑣又豈是外人所理解呢！
陳校長知道我心繫「溥仁」，暑假期間與我分享學校製作的
影片，分別是「教教你抗疫—為所有留家抗疫的孩子打氣」、
「Welcome to Po Yan」及「電子學習x停課不停學」。從這些
製作都看到了老師們的衝勁和教學熱誠，特別是「教教你抗疫」
是為所有留家抗疫的學生打氣。此曲由老師親自作曲填詞，並真
情詠唱。這撫慰了因疫情影響困居家中，既百般無奈又渴望重返
校園的幼小心靈，突顯了老師對學生的關愛。這令我感動而欣喜
之餘，更使我悠然想起台灣師大教育系吳武典博士曾說：「教育
是一種揉合愛心與技巧的藝術」。教育是一種專業，須由具有愛
心與技巧的人來擔任。我細觀以上的影片製作，真為溥仁學生而
高興！
由於學校於9月2日未能如期開學，我為免心中牽掛而特地
到溥仁一趟。當時校長、副校長和幾位老師正忙着工作，但陳校
長仍抽空陪我到剛裝修好的每個教室參觀，並逐一解說。無論是
防疫設施、特別用途、顏色的協調，以至工友室的設備都力求完
善，繽紛的顏色更顯得朝氣蓬勃，意趣盎然，讓學生猶如身處童
話世界的感覺，每天帶着愉悅的心情，進行多姿多彩的學習，這
不就是學生所嚮往的「溥仁樂園」嗎？
還有，校慶暨開學感恩彌撒於10月15日舉行，並由簡神父
主持，無玷聖母獻主會全體神父和獻主會屬校三位校長都出席
了。彌撒在莊嚴融合和清亮讚歌中完成，場內瀰漫着獻主會溥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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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的溫馨與祥和。這種「大家庭」的精神憑着「愛主愛人」
的理念實踐，在「聖母聖心傳教會」和「無玷聖母獻主會」先後
兩個辦學團體的用心帶領，歷任校長的英明領導，老師們的辛勤
努力，家長的和衷共濟，校友的精誠團結，坊眾的鼎力支持，海
內外退休老師的時常鼓勵，融匯成一股超越時空的力量，建構了
一座牢不可破的精神堡壘，使五十五年來因社會環境變遷而歷經
風霜的「溥仁」在香港教育界屹立不倒！
現今社會的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學校教育亦面臨着種種
挑戰。憑藉天主的恩寵祝福和以上有關成員的通力合作，眾志成
城，秉持基督的精神，以愛作基礎，發揮光和熱向充滿挑戰性和
成就感的教育界域，勇往直前。「溥仁」定能持續高效發展，與
時並進。主佑！

譚寶琼女士

各位師弟、師妹，你們好！我是畢業於1971年，溥仁學校上午校第二屆的畢業生譚寶琼。
2008年受前溥仁學校校監沈修女所託，籌組校友會，最終得到全校師生及校友支持，得以成立校友會。本
人成為首屆校友會主席，至今仍為校友會幹事。
溥仁是我心中的名校，有別於一般傳統名校。溥仁由創校至今，所收的學生都是來自草根階層，或是初來
港的新移民。我們的物質生活並不富裕。不過，我們確信每個孩子均有同等接受完整教育機會，所以經過修女
們及學校師長的教導後，大部份同學都學有所成，服務社會，而有些同學在社會上更頗有名聲。數年前，修女
們已退休返回比利時，我衷心感謝無玷聖母獻主會的神父能接辦溥仁學校，繼續修女們的教育事務。
今年正值溥仁創校55週年，本人希望能繼續回饋母校，所以加入成為校友校董，為母校的行政管理及教學
發展，適時提供意見，實為有意義之舉！
祝各位生活愉快！

疫情下的電子課堂
因2019冠狀病毒病的影響，本學
年初全港學校暫停所有面授課堂，學生
只好在家學習。為達到「停課不停學」
的目標，本校的教學團隊各出奇謀，各
級除了所有科目均設網上視像課，讓學
Zoom視像課
生可以安心在家繼續學習之外，教師們
花盡心思令課堂變得多樣化、更富趣味
性，吸引學生能持續自主地學習。學校
更制定了《Zoom課堂指引》，以提升
學與教的效能，並協助家長、學生安裝
及使用Zoom 平台，為全校各級推展網
上視像教學奠定良好基礎。
獻主會溥仁小學Youtube頻道
〈電子學習—停課不停學〉
教師們落力教學

音樂堂教授木笛吹奏

網上即時評估

疫情下的開學準備
疫情下，學校依據教育局指引，進
行全面清潔及消毒校舍，並已促請全校教
職員加強衞生防疫措施，確保個人及學校
環境衞生。為了給予學生一個更佳、更安
全的上課環境，在學校恢復面授課前，學
校邀請消毒公司到校進行全校性量子光觸
媒防疫抗菌工程，同時，在學生桌面加裝
高清防飛沫擋板，在學生小息進食或喝水
時，協助阻隔飛沫，保護學生。

2020-2022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結果
本校法團校董會2020-2022年度家長校董選舉已於
2020年10月20日（星期二）順利舉行。投票日當天家長可
親身到學校投票，或將選票放入特設的信封並封好，經子
女把選票放入投票箱內。當天共收回選票440張，投票率
達68.1%。
扣除空白選票及失效選票29張後，選舉結果如下：
麥敏玲
Mak Man Ling
131
沈詠儀
Sham Wing Yee
98
周晶晶
Chow Ching Ching
182
周晶晶女士當選為本校法團校董會2020-2022年度家
長校董，麥敏玲女士當選為本校法團校董會2020-2022年
度替代家長校董。在此再次恭賀兩位家長，希望憑着你們
的智慧和經驗，在法團校董會上帶出新思維！

2020-2022年度
家長校董
周晶晶女士

2020-2022年度
替代家長校董
麥敏玲女士

五十五周年校慶暨開學感恩祭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五十五周年校慶感恩祭
「進堂禮」時，眾人都詠唱着這句讓人感動的歌詞。
獻主會溥仁小學自創校以來秉承基督的精神去服務社
會、愛主愛人，我們於彌撒舉行這天，感謝天父一直
保守溥仁這個大家庭。感恩祭由簡立和神父主禮，以
及一眾神父們共祭，全體學生、教職員、家長、校友
同聲向上主讚美和感謝。奉獻禮時，同學代表向天父
獻上學習時各式各樣的用具和他們的作品，喻意是
希望同學們在天主的祝福下，都能得到德、智、體、
群、美和靈性的全人發展。學校舉行感恩祭，冀望校
內眾人同心同德，讓孩子在愛中成長。

簡立和神父主持感恩祭

教師、家長、校友和學生代表

神父高舉聖體以紀念
天主的犧牲與復活

五十五週年校慶午宴

聖詠團歌聲美妙

祝聖新辦公室

奉獻禮

同學們獲得紀念品

同學們都歡天喜地感謝天父 眾嘉賓一同切餅合照

本校於十月十五日舉行五十五周年校慶暨開學感恩祭。原定午宴以自助餐形式舉行，但因疫情影響，為免群眾聚集，當天感恩
祭完結後，嘉賓、老師及職工都在校內進行午膳。雖然只是進食外賣飯盒，大家還是懷着感恩的心享受着天父賜給的食糧。

趣味小天地—視藝科
禪繞(Zentangle)是由一對美國夫婦Rick Roberts及Maria
Thomas創造的方法。「Zen」是「禪」的音譯，「Tangle」則
是指纏繞式的繪畫方法，中文稱之為「禪繞畫」。同學可以利
用針筆、鉛筆、紙筆等簡單工具，運用不同的線條元素，重複
繪畫，即可演變出優美的圖案！在「禪繞畫」中，主要的線條
元素包括點、直線、弧線、蛇形和圓形，稱為「iCSO」。繪製
「禪繞畫」能洗滌我們的心靈，這種經驗跟禪修很相似的。

早前五年級及六年級同學參與了「渣打藝趣嘉年華2020之
藝趣在家— 用畫筆連繫你我他」禪繞畫的活動，以下是部分
同學的作品，圖案是否很有趣，很精美呢？
繪製禪繞畫的過程能提升我們的集中力和創造力，只要專注於每一筆每一劃，陶醉於重複的
禪繞圖樣當中，使心情得以放鬆，家長和學生可一起享受繪製禪繞畫的親子時光。詳情可以掃描二
維碼QR code觀看「渣打藝趣嘉年華2020之藝趣在家—用畫筆連繫你我他」[禪繞畫教學短片]示
範，學習基礎禪繞創作技巧。

電子學習教師工作坊
本校多年來一直推行自攜裝置(BYOD)的電子學習政策，不論教師和學生都能熟練地運用多種電子教學平台，提升教學質素、
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自主學習精神。
老師們一直致力促進同學不斷進步，同時也努力發掘新的教學方式，與時並進，自我提升！加上本年度疫情關係，九月大部分
時間都需要進行遙距教學，因此學校在開學前，舉辦了兩場電子學習教師工作坊，讓全體教職員進一步裝備好電子教學及遙距教學
的技能，讓同學能在家中安全地進行各科目的互動學習活動。不同電子教學軟件的介紹如下：

Zoom

Mentimeter

Edpuzzle

相信在疫情之下，大家對zoom
或其他視像會議軟件都不會陌生，
不少老師們也早在三月時開始利用
zoom進行遙距教學。可是，為了讓
全體學生都能在九月成功根據zoom
時間表上課、進行早會、轉堂等，老
師除了要認識如何利用zoom軟件進
行視像會議外，也要了解zoom的一
些互動功能，例如舉手按鍵、靜音、
分享畫面及聲音、在畫面上書寫、分
組討論等。除此之外，老師也需要從
學生的角度出發，思考學生上課時會
遇到的問題，例如聲音問題、適時登
入正確的課堂等，更要學習在遙距的
情況下為學生提供解決方法。雖然面
對全新的教學方式，學習過程並不容
易，但所有老師都鍥而不捨的學習，
更提出了不少有用的意見，充分體現
老師們的教學熱誠。

為了讓老師在遙距教學中知道同學的
學習情況，在工作坊裏，學校為老師介紹
Mentimeter。透過Mentimeter，同學在平
板電腦能跟隨老師設計的簡報同步播放，
在家中也能夠清楚吸收課堂知識。除此之
外，老師也能在簡報中加入不同形式的問
題，讓同學進行實時討論、比賽、投票、
民意調查等，增加同學與老師之間的互
動，提升課堂趣味，引起學習動機。老師
也能夠透過同學的回答，知道同學的學習
情況和專注程度。

在遙距教學的日子裡，除了實時課堂，
學校也希望同學能夠繼續在家進行自主學
習。在今次的工作坊裏，學校為老師介紹
Edpuzzle。透過這個平台，老師可以在不同
的影片和教育電視中，加入問題，讓學生觀看
有關片段後，即時回答，並以此成為學生的電
子功課。同時，老師在平台上可以即時看到同
學的答題情況，知道每位學生回答問題的準確
度及所需時間等詳細資料，也能透過平台向學
生提供詳細的回饋。配合一直以來學生熟習的
平板電腦及google classroom，老師就能輕鬆
向學生發放有關的電子功課，在遙距教學期間
維持學生的自主學習習慣。

透過這兩次電子學習教師工作坊，除了讓老師們對電子學習更了解，更體現到溥仁全體教職員對教學的堅持，面對困難時從不
選擇逃避，而是積極面對。再者，也體現了我們多年來推行BYOD政策決定是正確且成功的。老師和學生們都對電子學習有紮實的
根基，以致面對新挑戰時也不會太過吃力。而今次的教師工作坊所學到的，也能在往後的面授課堂中繼續使用，相信老師們的努力
不會白廢，而且能一點一滴地造福學生。

中秋猜燈謎活動
中秋節是普天同慶、一家團圓的歡樂日子。中
秋猜燈謎更是中國的傳統習俗。根據《武林舊事‧燈
品》記載，猜燈謎是一種富有譏諫、規戒、詼諧、
笑謔的文藝遊戲，始於南宋。謎語一般掛在燈下，常
以一個詞句、一首詩來製成，既能達到娛樂的目的，
又可使人增長知識。今年因為疫情影響，避免人群聚
集，中秋猜燈謎活動以電子形式進行。三至六年級
同學透過學習平台google classroom收到以google
form設計的燈謎題目，完成工作紙後於網上提交。當
天活動順利完成，同學收到活動的小禮物—螢光棒
及螢光頭飾都表現雀躍。

小一及新生入學家長會

本校於8月27日舉辦了2020-21年度「小一及新生入學
家長會」。是次活動目的是讓小一新生及插班生的家長更加
了解本校的特色和學校常規。由於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
響，當天活動只邀請家長出席。家長分成九組，於不同課室
進行視像講座。講座後，老師便到各課室協助家長安裝電子
通告、電子繳費及電子通訊的軟件。之後，家長還可以到內
操場即場購買課本和校服，並可處理校車服務事宜。這讓加
入獻主會溥仁小學這個大家庭的同學作出最好的準備！

介紹PEEGS及Miss Michelle Creux
為提升同學的英語能力，學校成功向教育局申請「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計劃」(PEEGS)，故此學校利用此計劃的津貼於本學
年聘請外籍英語老師(Miss Creux)推行不同的英語學習活動。Miss Creux來自南非，本學年推行以下不同英語學習計劃：

項目

對象

小一英語課堂適應計劃

小一學生

英語說故事技巧工作坊

小四學生

英語演說技巧工作坊

小五學生

英語小組討論及升中面試技巧工作坊

小六學生

英語大使計劃

小二至小六學生

我們希望透過以上的計劃，提供更多的機會讓同學講英語。
My name is Miss Michelle Creux. I come from Cape Town in South Africa. I like to go hiking on the weekends. My
favourite food is pasta. Before I came to Hong Kong, I worked for a newspaper company. My favourite part of the day is
greeting the students as they arrive at school. The students are very polite and it always makes me smile.

Introduction to PIM and Mr. Robert Krasa
PIM Programme (Partner-In-Mission)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ir ability
to use English as a tool of thought and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 w e a r r a n g e d i ff e r e n t
language activities, games and small group
discussions led by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 lessons, students will have
different activities and games to play with
and different topics related to their daily life
to talk about. Through the PIM programme,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engage in conversations with teachers.
In the meantime, students will also learn
more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ustom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programme broadens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nd increases
their motivation to learn and use English in a
fun and interesting way.

「慶中秋」英語活動
為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及擴闊學生的學習經驗，本校於9月
30日舉行「慶中秋」英語活動。當天老師於早會介紹有關中秋節
的英文詞彙。英文科任老師於小息時到一至二年級的課室，並向
學生發問一條有關中秋節的問題，學生以英語正確地回答便能獲
得一個精美的燈籠，學生非常投入活動，大家都十分高興。

PIM teacher – Mr. Robert Krasa
Hi everyone! I’m Mr. Robert. I have been
teaching English for 8 years. I taught English
in Poland, Albania, Belarus, China and Hong
Kong. Everywhere I have found wonderful
people. I believe that through working and
studying, different people can come together.
In my free time I like to play football.
Unfortunately I can’t find many people in Hong
Kong to play with me. God leads us to different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and has tasks for us
to accomplish. He wants us to meet different
people and create something great. We need
to study hard and learn many languages, so
we can communicate well with many people. It
opens not only our minds, but also our hearts.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in our lives that
we have to face. God is always there for us and
He always leads us to people who will help us.
We are never alone in this world.

溥仁團隊新成員
曾皓勤老師
大家好！我是曾皓勤老師，今年很高
興加入溥仁的大家庭，任教數學、常識、
體育及電腦科。我個人喜歡的運動是籃球
和游泳，平日興趣則喜歡看電影、聽音樂
和攝影。
我最希望能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地到每
一個國家旅遊，記下每一個足跡、拍下每個
珍貴時刻。

謝敬恒老師
大家好，我是謝敬恒老師。今年才加入溥仁這個大家
庭。今年我是任教二年級的常識科、三、五年級的英文科
和四年級的數學科。我平日喜愛打乒乓球和閱讀，愛好乒
乓球的同學們，有機會我也可
以和你們切磋切磋！
這裏的同學給我的印象
十分正面，老師十分欣賞同
學在上課時留心上課。課堂
以外也懂得有禮貌，平時遇
到老師也會點頭敬禮呢！
我期望同學們能在這個
校園裡用功學習，一天比一
天進步。

麥美蓮老師
我是新來溥仁的麥美
蓮老師，主要教授英文及
音樂科，期待以愛陪伴同
學一起成長，一起探索學
習語文、音樂的樂趣和方
法。我亦擔任創意攝影小
組導師。個人興趣包括彈
琴、羽毛球、烹飪、生態
及運動攝影、義務工作。
我期盼每位同學能發
揮所長，健康成長，愛護友
鄰，得上主和人的喜愛。

陳麗珍老師
各位溥仁同學好！我是陳麗珍老師，很
高興能加入溥仁這個大家庭！我主要任教中
文及視藝科。我平日最喜歡做的事就是烹製
健康的美食和閱讀，
因為吃得健康，可以
令身體健康；多閱讀
課外書，可擴闊自己
眼界和知識層面。
我希望在未來的
日子，我能利用自己
的知識和過往的教學
經驗，讓溥仁的孩子
們能學有所成。

方霈兒老師

譚穎瑤老師

大家好，我是方霈兒老師，今年很高興
能夠在獻主會溥仁小學任教。我主要任教數
學、中文和視藝科。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可
以盡我的能力來培養溥仁的小朋友，讓你們
在愉快的環境下學習和成長，我深信我對教
學的熱誠一定可以感染同學成為一個樂於學
習的好孩子。

大家好，我是譚穎瑤老師，很高興能加入溥仁這個大
家庭。我今年主要任教二年級的數學和音樂科，以及三年
級的中文科。同時，我亦是二年級的級本支援老師。
我平日喜歡彈奏不同的樂器，亦十分喜歡聆聽別人生
命中的小故事！若然你有小故事想要分享，請不要害羞，
來與我分享吧！
獻主會溥仁小學的學生給我的感覺是十分乖巧、善
良。希望你們都能保持這顆心，作一個好孩子。這一年，
我們一起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