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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了，溥 仁
王志聰校長
《別了，母校》這個文題，我在以往歷屆的畢業特刊中，閱讀過許多畢業生的真摯分享，雖然每次
都感同身受，但今次以第一身撰寫這個主題的變體— 《別了，溥仁》，卻又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當然，溥仁不是我的小學母校，但她肯定是我渡過最長時日的學校。溥仁是我人生中第二所服務的
學校，歲月匆匆，在溥仁的24載歡樂時光旋即成為歷史，也成為我一生中最難忘的美好回憶。溥仁確
實是個滿載仁愛和歡笑的溫馨大家庭，能夠在這裡生活近四份之一個世紀，實在是天主的眷顧，是我的
福份。
在過去的日子裡，無論處於哪個工作崗位，都總會面對各式各樣的新挑戰，這正正就是生活中不
可多得的學習良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實在半點也沒錯。因此，我從大家（包括校監、教師、職
工、家長、校友、學生……）身上學懂許多新知和哲理，大家都慷慨地成為了我的良師，成就了我的事
業，這使我內心滿懷感激之情。
離開溥仁，我心裏縱然有千萬個不捨，但仍然會以服從的心去樂觀面對。非常感謝家長們在過去數
月裡給我無數的安慰與祝福，讓我能滿懷自信地踏上新征途。從新學年起，我會到屬會小學工作，相信
屆時又會遇到另一批良師益友，與此同時，我會把溥仁大家庭傾注在我內的仁愛和歡笑積極廣傳開去，
為身邊所有人帶來多點正向能量。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暨第12屆委員就職典禮
第十二屆委員就職典禮已於2018年11月24日
假本校禮堂舉行。當天恭請本校校監鄧永林神父蒞
臨主禮，新舊委員聚首一堂，當天還邀請了本校老
師和小六的同學一起參與盛事，場面盛大。除了邀
請本校民間敲擊樂隊作出表演外，家長教師會各委
員及部份班級代表亦為各位嘉賓及同學講了一個有
趣的故事，名為「森林是我家」，故事人物風趣可
愛，動作惹笑，博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主席心聲
王校長、老師們、家長們、同學們：
大家好！能夠連任家教會主席，
同時擔任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實在
感到非常榮幸和高興。這幾年間，隨
着22座的拆卸和打樁工程的開展，經
過一班資深校友和學校的共同努力，跟房屋
署多次的溝通和商議，創建一棟既符合學校
預期又別具特色的建築物，現在也快到尾聲
了，大家都期待這座新屋苑的入伙能帶來新
的景象。
眨眼間，看見一群由小一走進校園，到
現在為呈分試而努力的小六學生，才頓覺時
光飛逝！
溥仁的同學很幸運！在鄧永林神父、王
志聰校長及一班有愛心的老師的共同努力下，
同學們可以純真地、堅毅不屈地成長，他們功
不可沒！每天一大清早，王校長穿著整齊的西
裝站在學校大門前跟同學打招呼，的確是溥仁
的一大記號。他對溥仁每位同學，每位老師，
每位家長，仿如家人一樣親切。
王校長將會在今年9月1日調任到獻主會
小學，同學們和家長們的不捨，有如自己的
親人要移民外國，相見不知何日。感恩王校
長為溥仁的貢獻，也為王校長榮升而開心，
我覺得這是人生中的一份歷練，凡事應向好
處看，這份挑戰就好像同學們由小一到小六
的經歷，大家互勉！而陳啟興副校長將會接
任校長一職，陳副校長在溥仁服務多年，對
學校的運作相當熟悉，薪火傳承，希望未來
溥仁在陳校長的帶領下，能更上一層樓！
最後，希望家校繼續緊密合作，溥仁好
評如潮，收生人數節節上升，校外比賽屢創
佳績，各小六同學獲派心儀中學，家長們身
心靈健康！
主席麥敏玲

2018-2020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本校法團校董會2018-2020年度家長校董選舉已於2018年9月
26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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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張，投票率達70.98%，比上一屆投票率高出
4.55%。此外，本屆的候選人的數目亦是歷屆之冠，共有五人之
多，競爭相當激烈，足以證明本校的家長十分關注校務的發展，希
望從家長的角度給予法團校董會寶貴的意見。

麥敏玲女士當選為本校法團校董會2018-2020年度家長校董；
而黃寶嬋女士則擔任2018-2020年度替代家長校董一職。在此再次
恭賀兩位家長校董，希望憑着他們的智慧和經驗，在法團校董會上
帶出新思維！

扣除空白選票及失效選票30張後，選舉結果如下：
1.
2.
3.
4.
5.

陳惠芳
郭美娣
麥敏玲
沈詠儀
黃寶嬋

CHAN Wai Fong
KWOK Mei Tai, Samantha
MAK Man Ling
SHAM Wing Yee
WONG Po Sim

39
76
186
33
113

投票及點票花絮：

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
常務委員會選舉
為了選出第十二屆常務委員，各班班主任於2018年10
月22日至10月26日期間，邀請各班有興趣的家長擔任班級
代 表 並 參 與 委 員 選 舉 ， 然 後 於 11月 8 日 舉 行 常 務 委 員 會 選
舉，經過一輪緊張刺激的投票後，最終順利選出以下委員；
希望新一屆委員能秉承一貫優良傳統，推動會務發展。

第十二屆委員會名單
主

席：麥敏玲女士

秘書：黃慧娟主任 康樂

副主席：陳啟興副校長 司庫：丁耿貞老師 聯
副主席：周晶晶女士

福利：胡佩恩女士
絡：黃佩嫻女士

核數：李安蒂女士 當 然 委 員：王志聰校長

親子 大旅 行
一年一度的親子大旅行已於2019年3月23日（星期六）舉行，
當天的目的地為天水圍綠田園。在旅行前的天氣一直欠佳，大家都
擔心會影響這次旅行。當天出發前下了一場雨，大家都怕延誤行
程。幸好在途中天色轉晴，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在旅遊車上各位
委員率先跟小朋友們熱身，發問了很多考智力的問題，並且大派
獎品，逗得他們開懷大笑。到達綠田園後，我們首先拍攝團體照
片，好讓大家留下美好的回憶，接着便進行大抽獎，同學們雀躍地圍着
麥敏玲主席及王志聰校長，希望獲得幸運之神眷顧，能夠抽中大獎。然
後同學們急不及待地參與各項活動，有的駕駛滑草車、有的玩水上大滾
筒、有的騎水上單車、有的撈金魚……真是各適其適。當然同學和家長
們最喜歡的是燒烤活動，面對豐富的食物，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在一
片歡笑聲中，大家渡過了一個溫馨愉快的星期六。

2018-2020年度
家長校董
麥敏玲女士

2018-2020年度
替代家長校董
黃寶嬋女士

「新春加餸顯愛心」

「金豬賀歲、家肥屋
潤」，每逢農曆新年後，
家長教師會都會為同學舉
辦「新春加餸顯愛心」活
動，希望同學能在午膳期
間，品嚐家教會委員及義工為他們預備的
美味食物。在2月14日的當天，委員及義工們
一早到校，在活動室為同學烹調魚蛋、香腸和
雞批等美味的食物，此外，還為同學們準備了
甜品「沙皮狗造型的朱古力奶凍」及「新春福
袋」。在十二時三十分，校監鄧永林神父、校
董夏高比神父和王志聰校長陪同家長義工們到
不同的課室，為同學送上窩心的食物；同學
們對家長教師會這份心意都衷心感謝！

金豬賀歲

—家長新春團拜聚餐

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新春團拜，已於2019年2月14日舉行。活動目的是希望透過
團拜，給與各位家長一個機會互相祝賀，並進行聯誼活動。除了有興趣參與的家長
外，會方還邀請了校監鄧永林神父及法團校董會成員夏高比神父出席。活動除了品
嘗美味的食物外，還安排了緊張刺激的遊戲節目「新春喜相逢」，家長們都十分投
入，笑聲此起彼落。最後的環節是抽獎活動，委員們預備了40份豐富的禮物，各位
家長都滿心盼望，希望能滿載而歸。大家邊吃邊喝，渡過了一個既溫馨又輕鬆的一
個下午！

運動場上的好幫手
一 年 一 度 的 運 動 會 ， 已 於 2 0 1 8 年 11 月 5 日 順 利 舉 行 。 當 天 天
朗氣清，超過一百位家長不畏辛勞，抽空到達九龍仔運動場擔任義
工。他們有些擔任田賽及徑賽的召集和裁判，有些負責在看台上看
守秩序及照顧同學，也有些協助頒獎程序；此外，部份家長也參與
親子遊戲的環節。家長們踴躍支持，使整個活動生色不少；也能對
同學們作出鼓勵，增進親子關係，確實是一舉兩得。

STEM圖書推介

圖書館主任羅老師

本年度學校舉辦不同STEM學習活動，學生對於STEM的課題十分感興趣，圖書館也增購了不少以STEM為主題的圖書，為校內STEM
活動提供參考資料。家長們，你對於STEM又認識多少呢？
本人推介這套《STEM學習入門》系列圖書，這4冊圖書內容涵蓋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的趣味學習主題。文字淺易，加上精美插
圖，實在很適合低小學生閱讀，家長也可以跟小孩一起伴讀，一同認識STEM的課題，共同增進知識。如果大家有興趣進一步了解圖書內
容，歡迎到圖書館借閱。

《科學Science》

這本書教導孩子認識多個
科學主題，包括：水的型態、
新舊能源、電力和電路、光和
影子、聲音波長和磁力等等，
能培養孩子的科學探索精神。

《科技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

書中介紹各種偉大的發
明，例如：抽水馬桶、拉鏈、
洗衣機、電話、照相機、微波
爐和互聯網等等。

工程對於小學生是比較
深奧的學問，是培養孩子仔細
思考和尋找解決問題方法的學
科。書中介紹了世界上的工程
師如何解決生活上的各種難
題，他們發明了各種東西來改
善生活，包括：活字印刷、電
力、飛機、降落傘、環保包
裝、無人機和電腦等等。

《數學Maths》

數學與我們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關，學習數學有助我們
解決生活上的各種難題。書中
教導孩子認識數數、計算、量
度、估算、物體形狀和圖表應
用等概念，能提高孩子的觀察
力、分析力和邏輯思考，讓他
們終身受用。

家長觀課日
家長親臨課堂，直接觀察子女上課的情況，最能知道課堂的
效能及子女在課堂的表現。校方在4月4日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家
長觀課日，當天共有136位家長參與，反應熱烈。本年度觀課有
以下幾個重點：電子學習情況、學生學習興趣、自學能力、課堂
師生互動情況及照顧學習差異。
觀課完畢後，王校長、教務主任劉秀玲主任及課程主任劉欣
怡主任帶領二至六年級家長分享觀課後感受及意見，大部分家長
表示欣賞老師用心教學及課堂設計具創意，子女學得開心投入，
觀課能讓家長親身體驗愉快學習的課堂。
至於一年級家長在觀課完畢後，參與由學校發展主任曾志權
主任主持的電子學習工作坊，家長認識電子學習如何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同時認識如何利用電子學習作課堂預習及鞏固學習內
容，相信家長當天獲益良多。學校還特別預備了教師感謝卡，讓
家長能藉此表達對老師的謝意！

家長 教 育
本年溥仁家長學堂一共舉辦四次家長工作坊，主題包括：「育兒之道」、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提升英語能力」、「健康上網」及「手作仔製作」。
當中由本校前副校長及前校董雷湘源女士主講的「育兒之道」，家長反應
熱烈，講者教育經驗豐富，分享內容實用，家長們都聚精會神地聆聽及踴躍發
問，工作坊氣氛熱鬧。
另外，由家長義工許慧瑜女士分享「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提升子女在英文的
聽、說、讀、寫能力」，許女士分享很多有趣的學習方法，例如：提議家長在
快餐店利用電子英語餐單讓子女點餐，學習食物的英文名稱，家長亦可透過英
語遊戲，讓子女透過有趣的方法學習英語。
網絡安全越來越受家長關注，家教會於3月25日邀請香港家庭福利會網絡
健康支援計劃社工和家長分享最新網絡潮流、危機及教授家長「如何提升管教
子女使用網絡的親子技巧。」
本年度最後一次家長工作坊由家長義工黑玉芬女士教授家長製作皮革証件
套，家長用一針—線製作，當天家長渡過了一個既充實又輕鬆的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