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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 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全港學校由農曆年假起停課

多月，學生只好在家學習。為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標，

仁濟屬校的教學團隊各出奇謀，除了推展電子學習，讓學生

可以安心在家繼續學習外，學校更派發自製防疫物品及關顧

學生需要，實踐全方位的教育服務。

  早前有 15名仁濟中學生獲得上游獎學金，肯定了他們

力爭上游的努力和付出，成績令人鼓舞。各人均有其奮鬥故

事，就讓他們現身說法，分享得獎感受，請看頁 6至 7。



仁濟小學「停課不停學」
關顧學生無間斷 遙距學習樂趣多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港學校已停課多月。仁濟院屬小學致力推行電子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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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學校十分關注學生的身心靈健康。除了安排時間與學生

視像會面傾談外，亦鼓勵他們在苦悶難耐的日子中與家長一起尋找樂趣，學習不同的生活技能，促進親子關係。

蔡小教師走在電子教學最前線
為學生創設不一樣的學習體驗

  在疫情下師生雖不能見面，卻能在螢幕上傳遞師生的關愛之情，
進行實時互動，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下稱「蔡

小」）黃慧儀老師在停課不久已率先展開數學科網上課堂。透過遊戲

學習，看見孩子們對學習數學的殷切態度及全情投入的表現，每一把

聲音，每一張笑臉都觸動著老師的神緒，熱切希望能全面實踐網上視

像教學。

  推行網上課堂的成功關鍵在於教師能否全面掌握 Zoom視像會議平
台的管理技巧。蔡小陳淑兒校長和 42位教師自發參與由黃老師安排之
「體驗 Zoom操控及課室介面控制」線上課程。透過小組教學及課堂實
習，有效增強教師們網上視像教學的信心。同時，學校制定了《Zoom
教學指引》，以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並協助家長、學生安裝及使用

Zoom平台，進一步為全校各級推展網上視像教學奠定良好基礎。蔡小
教師進行網上課堂前會準備多元教材，如簡報、短片及學習遊戲等；授

課時亦注重與學生的互動交流，獲得各方的正面迴響。

  為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蔡小常識科教師更別出心裁，拍攝二人主持
錄播節目，運用生活化的例子教授小知識，讓學生透過應用程式在家中

觀看片段，體驗不一樣的學習。此外，學校安排了吳君老師參與UTV「同
步課堂」的教學錄影工作，示範如何運用互動電視和電子筆進行清晰的

課題講解，並與他校資深教師分享錄影教學心得，彼此獲益良多。

● 蔡小學生每天分配時間完成網上自學功課，亦會在家中以不同形式尋找生活的樂趣

● 蔡小教師進行網上課堂前均會做足準備，與  
同儕商討教學流程及預備簡報

● 教師透過視像軟件進行網上授課，與學生實
時互動

● 學生認真專注地參與數學科網上課堂，學習
解題技巧

● 「同步課堂」專業團隊拍攝蔡小吳君老師運
用互動電視和電子筆進行教學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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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不是必然的」，
上學也並不是必然的。因

為疫症而霎時停課，令一

班小學生突然懂得了這句

說話的含義。網上學習的

啟動，讓人獲得一種幸福

和溫暖的感覺，老師沒有

把我們遺忘！謝謝！ 

蔡小林思行家長

  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
令我們被迫停課在家。雖

然如此，我可以和想念的

老師、同學在 Zoom 中開
心相聚上課。我一定會好

好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機

會，努力學習，不負老師

的殷切期望！

蔡小學生劉雨琪

趙小家校「疫」中同行  
隔空傳愛盡顯關懷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下稱「趙小」）致力推動「關愛文化」。在疫情
肆虐期間，林美霞校長與一眾教師用心關懷在家學生的學習進度及其家庭物資

的需要，攜手共度時艱。

  有見停課的時間愈長，趙小教師們親自製作教學視頻，配以聲音導航及有
趣練習，讓學生在家中亦能自主學習。同時，學校為部分家中缺乏電腦和上網

設備的學生申請免費 sim卡、wifi及電腦等，獲得一致讚好。

  在「疫」境中，家長和學生的「身心靈健康」尤其重要。教師們每星期的
陽光電話，慰問家長近況，增強正能量。學校更成立「家長讀書會」藉著閱讀

以生命教育為題的文章，潤澤心靈。另趙小迎來 Zoom班主任課，讓師生進行
互動聊天，亦為生日的孩子送上祝福，傳遞關愛之情。校方近日亦為就讀學生

送上防疫物資，倍添暖意。

  此外，教師們親力親為製作一系列的短片，如「抗疫動畫廊」、「Baby 
Shark Hand Wash Challenge」、「兒童節快樂」等，讓學生寓學於樂，提高
防疫意識，並鼓勵家長把握與子女相處的時光，促進親子關係。

「疫」中求變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陳嘉碧校長

  自停課以來，資訊科技拉近了
學生與學校的距離。我們準備的「遙

距學習」素材有如餐宴般排列，前

菜是校本製作的抗逆及訓輔短片；

主菜是各科的教學內容，以「錄影

和視像教學」形式作烹調；甜品及

餐飲配以圖書閱讀和網上遊戲。後

期更舉辦「校長有話兒抽獎活動」

及網上問答比賽。

● 陳嘉碧校長（右一）與馮麗玲副校長
將禮物送到得獎同學府上

  學校因應環境需要，靈活改
變教學策略，關注學生多方面的

成長，十八般武藝也搬了出來，

就是讓學生「停課不停學」，困

在家中的日子亦能苦中一點甜。

  可是，停課的日子愈久，電
子教學又好像欠了一點點，不時

聽到學生「想回學校」、「掛念

老師」的聲音。神奇的資訊科技

雖然把學生和老師連繫在一起，

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互動卻不能

取締。相信同學們經歷今次「疫」

境，會更享受往後上課的時光，

更珍惜亦師亦友的師生關係。

  在停課的日子，家長不妨轉個念頭，
每天騰出時間與子女進行輕鬆的活動，提

升親子關係。設計意念可從孩子的好奇心

和模仿力出發，以下是一星期親子活動的

小建議：

星期日 孩子自行決定進行喜歡的活動

網  課上 堂  

感後

● 趙小同學透過校本教學影片在家
進行自主學習 

● 教師們粉墨登場拍攝「Baby Shark Hand Wash 
Challenge」

校  絮長 語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手動遊戲
一起下棋、玩
桌上遊戲、紙
牌、砌模型等

動動嘴巴
鼓勵孩子多表
達，如唱歌、
說故事、與朋
友視訊聊天等

角色扮演
孩子愛模仿成
人角色，家長
可教導孩子簡
單的烹調技巧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電子世界
1小時電動遊
戲、看視頻，
內容須正面

做個小老師
孩子設計題目或
謎語考考父母

閱讀全攻略
自由閱讀內容
益智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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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幼界  正  能  量 
手牽手齊心抗疫

  院屬 12間幼稚園及幼兒中心的教職員，面對疫情
及停課，發揮無窮創意，與幼兒及家長共同抗疫，包

括製作及分派口罩、口罩袋、搓手液防疫包等，身教

幼兒守望相助，發放正能量。與此同時，各校教師均

自家製教學影片，有些更與學生進行視像互動學習活

動，為學生提供在家持續學習的內容，以正向的態度

與家長和學生攜手走過「疫」境。

● 永隆幼稚園 /幼兒中心教學團隊與學生進行視像英語溝通訓練

● 九龍崇德社幼稚園 /幼兒中心關顧學生和新生，製作防疫包

● 蔡百泰幼稚園 /幼兒中心教師正在整理網上教學內容

● 嚴徐玉珊幼稚園教師進行幼兒班主題「交通工具」的外景拍攝

● 方江輝幼稚園 /幼兒中心以郵遞或家長自取方式派發學習材料及
防疫用品，並派發親職文章，為家長提供親職教養支援

● 裘錦秋幼稚園 /幼兒中心教師製作「環保口罩套」及搓手液防
疫包送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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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景幼稚園 /幼兒中心教師齊心製作「愛心布口罩」送予學生

● 明德幼稚園教師定時致電學生和家
長，了解他們在家最新狀況和學習
進度

● 董伯英幼稚園 /幼兒中心家長與學生利用不同物料製作心意卡，構成一幅「仁人齊心同防疫」
的主題壁報

● 友愛幼稚園 /幼兒中心的學生在
家實踐正確的洗手方法

● 郭子樑幼稚園 /幼兒中心教師自製手偶創作故事，為在家學習增加趣味

● 林李婉冰幼稚園 /幼兒中心教師以錄像方式，用
故事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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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
鼓勵仁濟學生堅毅自強

  院屬共 18位獲獎中學學生於
2019年 12月 20日出席由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統籌之「2019明日之
星—上游獎學金」嘉許禮，各得

獎學生獲「上游獎學金」5,000元。
在「明日之星」計劃中，得獎學生

獲配對一位富經驗的友師，啟發他

們正面思維，擴闊生活視野，透過

交流分享互相學習，讓他們感受到

社會的溫情，激發他們的奮鬥心，

將來成為社會棟樑，以正向思維感

染身邊人。

董之英紀念中學

  是次活動對我最大的意義是要
珍惜這份助人的熱枕，恰恰亦引證

母校教導同學「仁者存心，濟世利

眾」的精神。我一直懷揣著成為插

畫師的夢想，每次經過美術補習社

的櫥窗時，琳瑯的畫作映入我的眼

簾。色彩流淌在畫布上，也流淌在

我的夢裡。畫畫本是我遙不可及的

夢，獎學金讓我有機會朝它跑去。

感謝辦學團體對莘莘學子伸出援手

的每一顆赤誠之心！當我遇到挫折

時，也會存著這份溫暖的鼓勵繼續

披荊斬棘，不負眾望！

蔡文汐

● 蔡文汐（左）及陳文強獲獎拍照留念

  我的夢想是希望能投身制服團
體擔任導師或教官的工作，所以自

中三開始加入了不同的團體，如創

藝拍攝活動、教會的義工和聖約翰

救傷隊服務等。我衷心感謝贊助

人、學校和老師對我的栽培，讓我

日後踏足社會的時候，也能夠懷抱

一份感恩的心來幫助其他有需要的

市民。

陳文強

靚次伯紀念中學

● 陳高翔與提名人張國文副校
長及黃遠儀社工合照

羅陳楚思中學

● 蕭樂怡為踏上音樂夢想之路而努力

  小學時候我對小提琴產生了興
趣，但負擔不起小提琴班的費用，

熱誠就被硬生生的壓了下來。幸好

學校舉辦了「一人一樂器」計劃，

讓我擁有了一把小提琴。就算規格

不對，我也每天堅持練習，彈奏了

三年，我相信努力總會有一天被人

看見。

蕭樂怡

  現階段正裝備自己，學習不同技
能，為未來開發更多出路。在「星伴

同行師友計劃」活動過程中，明白自

己有什麼缺點，但我並不害怕，因為

當知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

有信心戰勝困難。我的目標是畢業後

繼續升學，做一名專業咖啡師並且創

立咖啡店。我深信積極面對，一切難

處也可以解決。 

王華湘中學
  明白自己英語能力不足，於是從
實踐中學習來提升英語能力，例如多

看外國影視作品、聆聽英文流行曲、

模仿外國人口音及參與校內英語活動

司儀，努力讓自己說出一口流利英

文，希望有機會踏上商界發展之路。

            

  我明白自己有不足之處，於是默
默努力，為自己訂下目標努力奮鬥，

在高中時，已穩入全級三甲之內，終

見成績。然而，我也不忘服務社區，

熱衷參加扶輪青年團活動，服務別人。    

陳高翔

李雪瑩

趙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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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學

● 翁文正得獎的一刻

  我從小沉默寡言，第一次參加「明日之星 -上
游獎學金」計劃的面試，講述自己的心路歷程，雖

然不太流暢，但已盡所能，勇於面對自己不足之

處，重新建立自信。其間，我不斷反思訂立的目標，

成功與否並不重要，反而學習的歷程最可貴。今次

參加師友計劃活動的經歷，讓我更認識自己，未來

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是由經驗累積而成。只要有

勇氣去追求夢想，我相信每一個夢也能實現。

● 李穎欣在生物科進行解剖實驗

林百欣中學
  英文是我較弱的科目，因此也害怕主動接觸英
文。但漸漸發現，逃避是解決不了問題，於是我決

心為此作出改變。為了提升英文能力，我利用網上

學習、應用程式自學英文及自製筆記方法。由於我

勇於嘗試、面對學習上不同的困難後，學業成績有

所進步，也因此得到老師和家人的嘉許，促進了我

有更多的動力和計劃。

「交流活動  擴闊學生視野」
文 :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鍾偉成校長

  課程發展議會頒布的《中學教育課程指引》，「國
民與全球公民身分認同」列為七個學習宗旨之一。簡而

言之，就是期望 21世紀的學生能夠培養「心懷家國．
放眼世界」的情操，成為具有多元識見、負責任的世界

公民。

課程策劃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下稱仁濟二中）重視培育學生
的人文素養，初中級設有獨立必修科「中國歷史」、「世

界歷史」，成長課由「德育、國民及公民教育組」設計，

啟導學生從個人、學校、社群，以至國家世界等層面，

思考不同價值議題，培養設身處地、推己及人的全方位

思維。過去三個學年，仁濟二中組織及參與了 36項逾
400人次的內地交流活動，涵蓋歷史文化、風土民俗、
科研創新等不同主題。

締結海外姊妹學校
  仁濟二中致力為在正規課程應付自如的學生，開拓
環球學習機會，透過不同的高階研習課題，體會其他國

家城市的優越特質，以見賢思齊的態度，培育心懷家國、

放眼世界的視野與胸襟。透過與紐西蘭、日本及德國三

所姊妹學校的互訪，為學生創造運用外語、拓展識見的

機會。其中包括：

  日本語選修科．日本文化週 : 仁濟二中屬於少數提
供六年一貫「日本語選修科」的學校，學生可於中一級

開始自由選讀日語，並在高中階段作為其中一個公開試

科目。為了提升學習第三語言的興趣，本校舉辦「日本

文化週」，透過多元化文化活動，擴闊學生視野。

  德國文化日 :三位資深老師於 2019年在「教師創
新力量計劃」的資助下，到訪德國和荷蘭進行教育考察，

回港後隨即舉辦德國文化日，與各科聯辦跨學科學習活

動，為學生提供全面的學習經歷，擴闊學生視野。

翁文正

黃燕晴

  升學之路並不簡單，既要選擇心儀的學科，亦
擔憂升學費用。讀大學是夢想，可以繼續增進知

識，是次獲得獎學金能直接減輕籌集學費的壓力，

使我對未來充滿希望！希望藉着在大學所學到的知

識，回饋社會。有機會我想學習多一項技能，例如：

音樂或舞蹈，讓自己有多元化的發展。

李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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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積極參與德國文化日活動

教育專欄



  每年仁濟醫院董事局均會為「仁濟教育服務基金」籌募經費，以支持仁濟推展教育服務計劃，以及協
助各屬校提供多元課程及優質教育。歡迎大家支持「仁濟教育服務基金」募捐行動︰

•	網上捐款	

可登入仁濟醫院網頁 www.yanchai.org.hk 以信用卡或 Paypal 捐款

•	八達通流動支付

可下載八達通 App，隨時隨地使用八達通卡、O!ePay帳戶或八達通流動電話卡作網上捐款

•	親身捐款

可於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9時至下午 6時，攜同捐款（支票 /信用卡 /現金）到仁濟醫
院董事局辦事處會計部辦理

•	劃線支票捐款

可將抬頭「仁濟醫院」的劃線支票郵寄或親身交往仁濟醫院董事局辦事處會計部

•	仁濟全年捐款專線：187	2828

備註︰捐款港幣 $100或以上者，可憑本院正式收據申請稅務減免（須提供姓名及聯絡方法）

電郵︰ board@yanchai.org.hk

地址：香港新界荃灣仁濟街 7至 11號 C座 10樓仁濟醫院董事局會計部

請支持仁濟教育服務基金
仁濟教育 學生為本 服務多元

八達通流動支付

活動預告

第二十三屆德育
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

  「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
旨在協助全港學校推動品德及公民

教育。新一年計劃將於 2020/21學
年接受申請，有關詳情稍後上載至

計劃網站，請掃瞄二維條碼：

第七屆香港國際學生
創新發明大賽

  活動為小學生創設創新發明學
習平台，營造跨地域交流氛圍。大

會亦會舉辦尖子及教師創意培訓課

程。有關詳情稍後於活動網站公布，

請掃瞄二維條碼：

各院屬幼稚園詳情請掃瞄
二維條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