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推網上授課 停課不停學

吳寶城表示，現時互聯網技術發展迅速，學生在家也能
學習，例如香港教育城有不少教學影片讓學生觀看，有些出版
社亦開放網上資源，讓學生可以取用。但他表示，由於教材質素參
差，而且網上材料多以英語為主，對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學生較為
有利，學生的進度和學習情況不一，所以應由學校作主導，為學生
制訂教材，更切合學生需要。

吳寶城認為，停課或變相 「因禍得福」 ： 「電子學習是趨勢，
現時老師都在家工作，學校此時可主動些，乘勢多製作網上資源，
優化網上教學，從而不影響學生的學習進度。另外，老師亦可善用
軟件進行實時課堂，學生同時看到老師講解，更為到位、貼身。」

延期復課或會令學生誤解是 「繼續放假」 ，容易 「求其」 學習
。吳寶城認為，家長擔當着重要角色，他們應該為子女制定時間表
，讓其在家學習有規範、有紀律。學生心態上亦需要調整，讓他們
知道現時只是更換學習形式，並非放假，減低無心向學的情況。

與老師互動 遇疑難即提問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部分科目周一開始進行實時課堂，預

計下周起全校便會按原有時間表在家上課，猶如另類復課。
該校助理校長陳耀輝表示，學校早於停課期間，教職員便
透過ZOOM進行會議，以減少交叉感染機會。近期該校
更使用Microsoft Teams在線平台，讓包括現時學校
約30名的內地生在內，都能夠透過手機、桌上型或
平板電腦，進行實時網上課堂。

陳耀輝說： 「老師可以在實時網上課堂與
每個學生有眼神接觸，可觀察他們的面部表
情變化，學生亦可即時提問，比起以往純
粹拍片上載讓學生觀看，更能了解他們
的學習情況。」 他說，本周先在主科
及個別科目進行實時網上課堂，其
間仍會派發練習，同時加強與學
生聯繫，到下周開始全校將正
式進行實時課堂，由單向教
學轉為互動教學，讓學生
不會因疫情導致學習進
度落後。

學校延期至三月二日才復課，學生在家怎
麼辦？不少家長都擔心子女無法上學隨時荒
廢學業。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示
，現時坊間提供不少網上學習平台讓學
生學習，而學校更應發揮校本角色，
為學生制訂切合他們需要的教材，
做到停課不停學。路德會西門英
才中學早在去年12月已因應學
校發展進行線上教學準備，
並於周一起透過Microsoft
Teams在線平台，讓學生
在停課期間繼續學習，增
長知識。

因疫制宜 在線教學資源選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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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唐曉明

培養技能多運動
自我增值保健康

【大公報訊】停課不停學，裝備傳統學術知識以
外，學生亦可善用延期復課機會，進行 「另類學習」 ，例

如鍛煉身體、學習理財觀念，從中裝備自己，應付未來社會
的需要。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學生從小掌握理財觀念，對日後發展

大有裨益。由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負責管理，並獲教育局及四
家金融監管機構支持的 「錢家有道」 金融理財教育平台，為處於不同
人生階段的市民提供理財資訊及貼士，從而幫助他們更明智地規劃和
管理個人財政。學生可從中培養理財觀念，做好人生管理。

保持良好作息規律
延期復課不等於每日都窩在床上，這時候反而應該好好鍛煉身

體，制定簡單的鍛煉計劃，通過室內和公園的一些體育活動，保持運
動量，從而增強抵抗力。同時亦應維持正常作息，由於經常熬夜會導
致發育中的學生精神狀態變差，即使留在家中，也要保持良好的作
息規律。

學生趁着不用回校上課，學習放鬆減壓，培養興趣，有助
維持良好的精神狀態。學生可根據自己的愛好興趣，學習一
門 「技能」 ，如學習樂器演奏或畫畫、做菜等本領。另外
，也可趁機整理房間，多做家務，乾淨整潔的家庭環境
能帶給我們不一樣的感受。

「錢家有道」 金融理財教育平台網址：
https://www.ifec.org.hk

▲香港教育城網站提供大量
電子學習資料，讓師生可
按個人需要及興趣選用

教育局在家學習專頁
支援教師製電子教材

【大公報訊】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楊何
蓓茵上周提到停課期間的一些電子學習安排

，她介紹了香港教育城網站就近日需要設立的
「停課不停學」 專頁，為師生提供電子學習資料，

學校可善用電子學習資源進行學與教的工作，透過電
郵、網頁、電子平台等發放學習材料。

備有中英文電子圖書
楊何蓓茵表示，該專頁按學生的不同學習階段及學科提供

電子學習資料，包括教育電視及網上評估系統的題目庫，亦透過多
媒體、閱讀、評估、遊戲等方式，供中小學至初中生進行中英數各科

學習，教師亦可評估學生學習進度。
為配合學校推行電子教學，教育城還提

供不少網上資源，例如 「e悅讀學校計劃」 為
學生提供中英文電子圖書。而 「一站式學與教資
源平台」 ，則讓教師可製作教育短片，上傳到電子
學習平台供學生觀看；平台設練習功能供學生學習；教
師可透過系統數據了解學生進度；學生亦可拍攝及上載其
學習過程，教師看後可回饋學生。

教育局亦增設 「電子學習平台及翻轉教室策略支援學生在
家持續學習」 專頁支援教師，助他們製作校本電子學習教材。教育
局會透過電話熱線、流動通訊程式等為教師提供支援。

在家自學實用教學網站
學校停課，但學生不能停學。除了校本

課程以外，坊間有大量網上教學資源讓學生
學習。以下提供一些教學網站，包涵閱讀、
中英數等科目，還有部分是小遊戲，家長和
老師可因應需要選取合適內容予學生使用，
學生也可按個人興趣和需要，自行選擇合適
的題材隨時自學。

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

•教育局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
（跨年級╱跨學科╱教師和學生適用）
https://www.hkedcity.net/edbosp/
•教育城資源網站
（跨年級╱跨學科╱教師和學生適用）
https://www.hkedcity.net/home/zh-hant/
learning
•教育電視（跨年級╱跨學科╱教師和學生適用）
https://www.hkedcity.net/etv/
•功課幫網上補習平台
https://www.hkbud.com/web/
•STAR（跨年級╱跨學科╱教師和學生適用）
https://star.hkedcity.net/
•促進學習評估資源庫—網上學與教支援（WLTS）
（中學╱中文、英文、數學╱教師和學生適用）
https://wlts.edb.hkedcity.net/tc/home/index.html
•香港閱讀城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
•公共圖書館電子資源
（跨年級╱跨學科╱教師和學生適用）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
e-databases/home/all/1

學生自學平台

幼稚園

•Starfall（英）
http://www.starfall.com/
•Worksheet Fun（英）
https://www.worksheetfun.com/
•Kidzone Worksheets for Children（英）
https://www.kidzone.ws/
•ABC Kids（英）
https://www.abc.net.au/abckids/
•Curious George（英）
https://pbskids.org/curiousgeorge/games/
•EduBuzz Kids（英）
https://www.edubuzzkids.com/index.php
•Kindergarten Worksheet（英）
https://www.kindergartenworksheets.net/
•嘉芙姐姐音樂小教室（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
UCZgs3pLaFisZ-TKVOwFEe8Q

小學

•勵進教育中心 光大控股星聲講故事有聲書（中）
https://endeavour.org.hk/index.php/
side-information/starstar
•中國語文學與教資源庫（中）
https://www.YouTube.com/user/sssitec
•中國文化研究院—停課期間網上閱讀計劃 「每日
看一篇」 （中）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1qoviYcdtTdlu9oxh8f-vV-15AXM80NPz/view

•書唔兇閱讀網站（中）
https://edb.hkedcity.net/bookworks/tc/
•故事花園（中）
https://bookstrg.com/Res/Pic/Chr/Stories/
•普通話網（中）
https://www.putonghuaweb.com/
•啟思小學語文網（中）
https://trc.oupchina.com.hk/clt/prichi/student.asp
•Fun Brain（英）
https://www.funbrain.com/games/
•Learning Games For Kids（英）
https://www.learninggamesforkids.com/
•英文國家地理雜誌兒童版（英）
https://kids.nationalgeographic.com/
•MathConcept（英）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
UCqdekOdq7zEJAv7GXUN5oJQ
•邵老師教室（中）
https://bit.ly/2GOaEWB
•樂和遊戲（中）
https://www.novelgames.com/zh-HK/
math-games/
•網上基本法遊戲：香港基本法問答棋盤遊戲（中）
https://www.basiclaw.gov.hk/tc/games/index.
html
•廉政公署德育資源網—有聲故事書（中）
https://me.icac.hk/book-corner/audio-book/
junior/index.html

中學

•燦爛的中國文明（中）
https://chiculture.org.hk/

•網上中華五千年（中）
http://rthk9.rthk.hk/chiculture/fivethousandyears/
subpage2.htm
•中國文化研究院 香港歷史教材（中）
https://www.chiculture.net/0217/html/a01/
1205a01.html
•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中）
http://hkliteraryscenes.wikidot.com/
•British Council-LearnEnglish Teens（英）
http://bit.ly/37bS9Go
•Self-Study Quizzes for ESL Students（英）
http://a4esl.org/q/h/
•STEM：每天都要一起玩
Everyday We Play 365（中）

https://www.everydayweplay365.com/
single-post/2019/09/27/arvindguptatoys
•大哉言數（中）
http://www.mathsgreat.com/
•gMath
（由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製作）（中）
https://www.gmath.hk/home
•會計師工會《理財十課》（英）
https://bit.ly/2GTLYM8
•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中）
https://ls.edb.hkedcity.net/tc/index.php#
•《基本法》中學生網上自學課程（中）
http://bit.ly/31sVrDF
•一帶一路多媒體通識教材（中）
http://bit.ly/2tt3CU7
• 「前路我創」 高中個人成長通識教材（中）
https://me.icac.hk/materials/secondary/index_id_
46.html

（大公報記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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