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與討論守則參與討論守則參與討論守則參與討論守則參與討論守則參與討論守則參與討論守則參與討論守則

1) 1) 1) 1) 1) 1) 1) 1) 靜心聆聽靜心聆聽靜心聆聽靜心聆聽；；；；靜心聆聽靜心聆聽靜心聆聽靜心聆聽；；；；

2) 2) 2) 2) 2) 2) 2) 2) 提問前請先報上學生班別及姓名提問前請先報上學生班別及姓名提問前請先報上學生班別及姓名提問前請先報上學生班別及姓名；；；；提問前請先報上學生班別及姓名提問前請先報上學生班別及姓名提問前請先報上學生班別及姓名提問前請先報上學生班別及姓名；；；；

3) 3) 3) 3) 3) 3) 3) 3) 應提出與學校整體相關的事宜應提出與學校整體相關的事宜應提出與學校整體相關的事宜應提出與學校整體相關的事宜，，，，應提出與學校整體相關的事宜應提出與學校整體相關的事宜應提出與學校整體相關的事宜應提出與學校整體相關的事宜，，，，

個別學生個別學生個別學生個別學生、、、、老師及班別事宜不宜在老師及班別事宜不宜在老師及班別事宜不宜在老師及班別事宜不宜在個別學生個別學生個別學生個別學生、、、、老師及班別事宜不宜在老師及班別事宜不宜在老師及班別事宜不宜在老師及班別事宜不宜在

本會中提出本會中提出本會中提出本會中提出，，，，可於稍後時間與校方可於稍後時間與校方可於稍後時間與校方可於稍後時間與校方本會中提出本會中提出本會中提出本會中提出，，，，可於稍後時間與校方可於稍後時間與校方可於稍後時間與校方可於稍後時間與校方

或班主任直接聯絡或班主任直接聯絡或班主任直接聯絡或班主任直接聯絡。。。。或班主任直接聯絡或班主任直接聯絡或班主任直接聯絡或班主任直接聯絡。。。。







停課事件簿停課事件簿停課事件簿停課事件簿停課事件簿停課事件簿停課事件簿停課事件簿

2525252525252525--------11111111--------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1616161616161616--------22222222--------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3131313131313131--------11111111--------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 11111111--------33333333--------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1313131313131313--------22222222--------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宣佈停課至1515151515151515--------33333333--------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2525252525252525--------22222222--------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宣佈停課至不早於宣佈停課至不早於宣佈停課至不早於宣佈停課至不早於宣佈停課至不早於宣佈停課至不早於宣佈停課至不早於宣佈停課至不早於

2020202020202020--------44444444--------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復課復課復課復課復課復課復課復課

1717171717171717--------33333333--------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宣佈宣佈宣佈宣佈宣佈宣佈宣佈宣佈2020202020202020--------44444444--------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復課機會微復課機會微復課機會微復課機會微復課機會微復課機會微復課機會微復課機會微

2121212121212121--------33333333--------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宣佈宣佈宣佈宣佈宣佈宣佈宣佈宣佈2020202020202020--------44444444--------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不能復課不能復課不能復課不能復課不能復課不能復課不能復課不能復課



感謝家長在停課期感謝家長在停課期感謝家長在停課期感謝家長在停課期感謝家長在停課期感謝家長在停課期感謝家長在停課期感謝家長在停課期

間兼任家庭教師啊間兼任家庭教師啊間兼任家庭教師啊間兼任家庭教師啊間兼任家庭教師啊間兼任家庭教師啊間兼任家庭教師啊間兼任家庭教師啊!!



停課停課停課停課，，，，是是是是進步進步進步進步

的的的的大好時機大好時機大好時機大好時機?



學習動機學習動機學習動機學習動機、、、、學習動機學習動機學習動機學習動機、、、、

自律精神自律精神自律精神自律精神，，，，自律精神自律精神自律精神自律精神，，，，

還是還是還是還是還是還是還是還是…………

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

均在停課期間一落千丈均在停課期間一落千丈均在停課期間一落千丈均在停課期間一落千丈均在停課期間一落千丈均在停課期間一落千丈均在停課期間一落千丈均在停課期間一落千丈??



Isaac Newton
(1642–1726/1727) 





學校課程調適學校課程調適學校課程調適學校課程調適學校課程調適學校課程調適學校課程調適學校課程調適
66666666--------22222222--------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學生運用學生運用學生運用學生運用：：：：學生運用學生運用學生運用學生運用4D4D4D4D4D4D4D4D學習平台學習平台學習平台學習平台。。。。學習平台學習平台學習平台學習平台。。。。
1010101010101010--------22222222--------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老師編撰校本自學課程老師編撰校本自學課程老師編撰校本自學課程老師編撰校本自學課程。。。。：：：：老師編撰校本自學課程老師編撰校本自學課程老師編撰校本自學課程老師編撰校本自學課程。。。。
22222222--------33333333--------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加強校本自學課程加強校本自學課程加強校本自學課程加強校本自學課程→→→→：：：：加強校本自學課程加強校本自學課程加強校本自學課程加強校本自學課程→→→→語音語音語音語音語音語音語音語音

導航元素導航元素導航元素導航元素。。。。導航元素導航元素導航元素導航元素。。。。
55555555--------33333333--------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推行全校推行全校推行全校推行全校：：：：推行全校推行全校推行全校推行全校(30+3(30+3(30+3(30+3(30+3(30+3(30+3(30+3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網上實時網上實時網上實時網上實時網上實時網上實時網上實時網上實時

早會早會早會早會、、、、班主任課班主任課班主任課班主任課早會早會早會早會、、、、班主任課班主任課班主任課班主任課 ，，，，以及以及以及以及，，，，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中中中中、、、、英英英英、、、、數數數數、、、、常課常課常課常課。。。。中中中中、、、、英英英英、、、、數數數數、、、、常課常課常課常課。。。。

1616161616161616--------33333333--------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在在在在：：：：在在在在eClasseClasseClasseClasseClasseClasseClasseClass內聯網加入功課內聯網加入功課內聯網加入功課內聯網加入功課內聯網加入功課內聯網加入功課內聯網加入功課內聯網加入功課
紀錄紀錄紀錄紀錄，，，，方便家長跟進方便家長跟進方便家長跟進方便家長跟進。。。。紀錄紀錄紀錄紀錄，，，，方便家長跟進方便家長跟進方便家長跟進方便家長跟進。。。。



設立設立設立設立設立設立設立設立網上實時課堂網上實時課堂網上實時課堂網上實時課堂網上實時課堂網上實時課堂網上實時課堂網上實時課堂的目的的目的的目的的目的的目的的目的的目的的目的
11．．．．建立學生的自律性建立學生的自律性建立學生的自律性建立學生的自律性，，，，早睡早起早睡早起早睡早起早睡早起。。。。．．．．建立學生的自律性建立學生的自律性建立學生的自律性建立學生的自律性，，，，早睡早起早睡早起早睡早起早睡早起。。。。

22．．．．減少家長在家督促子女學習的壓力減少家長在家督促子女學習的壓力減少家長在家督促子女學習的壓力減少家長在家督促子女學習的壓力。。。。．．．．減少家長在家督促子女學習的壓力減少家長在家督促子女學習的壓力減少家長在家督促子女學習的壓力減少家長在家督促子女學習的壓力。。。。

33．．．．讓學生與老師有見面及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學生與老師有見面及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學生與老師有見面及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學生與老師有見面及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學生與老師有見面及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學生與老師有見面及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學生與老師有見面及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學生與老師有見面及互動交流的機會。。。。

44．．．．讓學生有互相見面及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學生有互相見面及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學生有互相見面及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學生有互相見面及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學生有互相見面及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學生有互相見面及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學生有互相見面及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學生有互相見面及互動交流的機會。。。。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每天超過每天超過每天超過每天超過備註備註備註備註：：：：每天超過每天超過每天超過每天超過98%98%學生參與學生參與學生參與學生參與；；；；學生參與學生參與學生參與學生參與；；；；

學生在美國學生在美國學生在美國學生在美國、、、、內地及澳門也有參與內地及澳門也有參與內地及澳門也有參與內地及澳門也有參與；；；；學生在美國學生在美國學生在美國學生在美國、、、、內地及澳門也有參與內地及澳門也有參與內地及澳門也有參與內地及澳門也有參與；；；；

學生未能上課家長會致電回校請假學生未能上課家長會致電回校請假學生未能上課家長會致電回校請假學生未能上課家長會致電回校請假；；；；學生未能上課家長會致電回校請假學生未能上課家長會致電回校請假學生未能上課家長會致電回校請假學生未能上課家長會致電回校請假；；；；

學生無法登入會立即致電回校查詢學生無法登入會立即致電回校查詢學生無法登入會立即致電回校查詢學生無法登入會立即致電回校查詢。。。。學生無法登入會立即致電回校查詢學生無法登入會立即致電回校查詢學生無法登入會立即致電回校查詢學生無法登入會立即致電回校查詢。。。。



家長宜定時瀏覽本校網頁，以知悉「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設計
的學生自學課程及實時課堂安排」



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設計的學生自學課程及實時課堂安排

內容主要分成
5個部分

2

3

4

5



家長及學生點擊粉藍色字體的項目，可了解現時或過去一個多月學生須
進行的網上學習課程及有關安排。1

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設計的學生自學課程及實時課堂安排



1. 本校網上學習課程簡介

2. 各階段網上學習課程的
開始及完結日期

3. 發放現階段網上實時課
堂教材的日期及時間

4. 使用網上實時課堂教材
的注意事項

內容包括：第八周

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設計的學生自學課程及實時課堂安排

1

2

3

4



網上實時課堂上課時間總表2

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設計的學生自學課程及實時課堂安排



學生進行實時課堂須遵守以下規則學生進行實時課堂須遵守以下規則學生進行實時課堂須遵守以下規則學生進行實時課堂須遵守以下規則：：：：

1.   必須把必須把必須把必須把Zoom 「「「「我的名稱我的名稱我的名稱我的名稱」」」」設定為設定為設定為設定為：：：：班別班別班別班別、、、、學號及學號及學號及學號及

英文全名英文全名英文全名英文全名(如如如如：：：：5E 01 Chan Tai Man，，，，英文課時再英文課時再英文課時再英文課時再

加入英文姓名加入英文姓名加入英文姓名加入英文姓名，，，，如如如如：：：：5E 01 Chan Tai Man Peter )，，，，

讓老師知悉學生的身份讓老師知悉學生的身份讓老師知悉學生的身份讓老師知悉學生的身份。。。。

2.   必須身處寧靜的環境中必須身處寧靜的環境中必須身處寧靜的環境中必須身處寧靜的環境中，，，，避免受家居環境影響避免受家居環境影響避免受家居環境影響避免受家居環境影響。。。。

3.   備有相關科目的課本備有相關科目的課本備有相關科目的課本備有相關科目的課本、、、、課業及筆記簿課業及筆記簿課業及筆記簿課業及筆記簿。。。。

4.   安坐於椅子上安坐於椅子上安坐於椅子上安坐於椅子上。。。。

5.   開啟視訊開啟視訊開啟視訊開啟視訊(建議使用虛擬背景建議使用虛擬背景建議使用虛擬背景建議使用虛擬背景)設定虛擬設定虛擬設定虛擬設定虛擬

背景方法背景方法背景方法背景方法，，，，可參考學校網頁內如何使用可參考學校網頁內如何使用可參考學校網頁內如何使用可參考學校網頁內如何使用

Zoom進行視像課堂進行視像課堂進行視像課堂進行視像課堂_2》》》》簡報簡報簡報簡報。。。。

6.   請勿為實時課堂錄影及錄音請勿為實時課堂錄影及錄音請勿為實時課堂錄影及錄音請勿為實時課堂錄影及錄音。。。。



7. 為免課堂有太多背景噪音為免課堂有太多背景噪音為免課堂有太多背景噪音為免課堂有太多背景噪音，，，，學生在參與課堂時要將學生在參與課堂時要將學生在參與課堂時要將學生在參與課堂時要將
麥克風設定為靜音模式麥克風設定為靜音模式麥克風設定為靜音模式麥克風設定為靜音模式，，，，需要發言時才自行解除需要發言時才自行解除需要發言時才自行解除需要發言時才自行解除。。。。

8. 老師邀請同學發言老師邀請同學發言老師邀請同學發言老師邀請同學發言，，，，例如一同朗讀及回答問題時例如一同朗讀及回答問題時例如一同朗讀及回答問題時例如一同朗讀及回答問題時，，，，
同學務必參與同學務必參與同學務必參與同學務必參與。。。。

9. 切勿只顧使用切勿只顧使用切勿只顧使用切勿只顧使用「「「「聊天聊天聊天聊天」」」」功能而不專心上課功能而不專心上課功能而不專心上課功能而不專心上課。。。。

10. 當老師分享畫面或白板時當老師分享畫面或白板時當老師分享畫面或白板時當老師分享畫面或白板時，，，，切勿擅自塗污切勿擅自塗污切勿擅自塗污切勿擅自塗污。。。。

11. 積極參與課堂活動積極參與課堂活動積極參與課堂活動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12. 切勿擅自離開開切勿擅自離開開切勿擅自離開開切勿擅自離開開。。。。

13. 不可進食不可進食不可進食不可進食。。。。

學生進行實時課堂須遵守以下規則學生進行實時課堂須遵守以下規則學生進行實時課堂須遵守以下規則學生進行實時課堂須遵守以下規則：：：：



有關網上實時課堂有關網上實時課堂有關網上實時課堂有關網上實時課堂，，，，家長注意事項家長注意事項家長注意事項家長注意事項：：：：

1. 如學生未能參與實時課堂如學生未能參與實時課堂如學生未能參與實時課堂如學生未能參與實時課堂，，，，請家長致電回校向校務處請家長致電回校向校務處請家長致電回校向校務處請家長致電回校向校務處
職員或科任老師請假職員或科任老師請假職員或科任老師請假職員或科任老師請假

2. 請家長勿為實時課堂錄影及錄音請家長勿為實時課堂錄影及錄音請家長勿為實時課堂錄影及錄音請家長勿為實時課堂錄影及錄音

3. 如學生在網上實時課堂及自學期間有任何查詢如學生在網上實時課堂及自學期間有任何查詢如學生在網上實時課堂及自學期間有任何查詢如學生在網上實時課堂及自學期間有任何查詢，，，，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學校辦公時間內致電學校辦公時間內致電學校辦公時間內致電學校辦公時間內致電24322789與校務處職員聯絡與校務處職員聯絡與校務處職員聯絡與校務處職員聯絡



家長及學生觀看以下簡報可掌握使用家長及學生觀看以下簡報可掌握使用家長及學生觀看以下簡報可掌握使用家長及學生觀看以下簡報可掌握使用Zoom軟件的方法軟件的方法軟件的方法軟件的方法3

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設計的學生自學課程及實時課堂安排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設計的學生自學課程及實時課堂安排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設計的學生自學課程及實時課堂安排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設計的學生自學課程及實時課堂安排



本校逢星期五下午三時至五時透過本校逢星期五下午三時至五時透過本校逢星期五下午三時至五時透過本校逢星期五下午三時至五時透過本校逢星期五下午三時至五時透過本校逢星期五下午三時至五時透過本校逢星期五下午三時至五時透過本校逢星期五下午三時至五時透過
eClasseClass電郵發放下一周的實時課堂電郵發放下一周的實時課堂電郵發放下一周的實時課堂電郵發放下一周的實時課堂電郵發放下一周的實時課堂電郵發放下一周的實時課堂電郵發放下一周的實時課堂電郵發放下一周的實時課堂
自學教材自學教材自學教材自學教材。。。。自學教材自學教材自學教材自學教材。。。。

學生須定時刪除學生須定時刪除學生須定時刪除學生須定時刪除學生須定時刪除學生須定時刪除學生須定時刪除學生須定時刪除 eClasseClass 郵箱內已郵箱內已郵箱內已郵箱內已郵箱內已郵箱內已郵箱內已郵箱內已
閱讀及濫發的電郵閱讀及濫發的電郵閱讀及濫發的電郵閱讀及濫發的電郵，，，，以騰出足夠的以騰出足夠的以騰出足夠的以騰出足夠的閱讀及濫發的電郵閱讀及濫發的電郵閱讀及濫發的電郵閱讀及濫發的電郵，，，，以騰出足夠的以騰出足夠的以騰出足夠的以騰出足夠的
儲存空間以收發新的電郵儲存空間以收發新的電郵儲存空間以收發新的電郵儲存空間以收發新的電郵。。。。儲存空間以收發新的電郵儲存空間以收發新的電郵儲存空間以收發新的電郵儲存空間以收發新的電郵。。。。

實時課堂自學教材及每日課業安排實時課堂自學教材及每日課業安排實時課堂自學教材及每日課業安排實時課堂自學教材及每日課業安排實時課堂自學教材及每日課業安排實時課堂自學教材及每日課業安排實時課堂自學教材及每日課業安排實時課堂自學教材及每日課業安排



點擊此處以點擊此處以點擊此處以點擊此處以
查看電郵查看電郵查看電郵查看電郵



逢星期五下午逢星期五下午逢星期五下午逢星期五下午
三時至五時發三時至五時發三時至五時發三時至五時發
送下周實時教送下周實時教送下周實時教送下周實時教
學教材學教材學教材學教材，，，，電郵電郵電郵電郵
由陳淑慈主任由陳淑慈主任由陳淑慈主任由陳淑慈主任
發出發出發出發出。。。。

經常檢視郵箱內的儲存空間經常檢視郵箱內的儲存空間經常檢視郵箱內的儲存空間經常檢視郵箱內的儲存空間，，，，如不足如不足如不足如不足50%，，，，
需要刪除已閱讀及濫發的電郵需要刪除已閱讀及濫發的電郵需要刪除已閱讀及濫發的電郵需要刪除已閱讀及濫發的電郵。。。。



點擊點擊點擊點擊 ，，，，
以選出要以選出要以選出要以選出要
刪除的電刪除的電刪除的電刪除的電
郵郵郵郵。。。。

點擊點擊點擊點擊「「「「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

2



在瀏覽郵件夾中選在瀏覽郵件夾中選在瀏覽郵件夾中選在瀏覽郵件夾中選「「「「垃圾桶垃圾桶垃圾桶垃圾桶」」」」3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刪除刪除刪除刪除」」」」5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選出需選出需選出需選出需
要要要要永久永久永久永久
刪除的刪除的刪除的刪除的
電郵電郵電郵電郵。。。。

4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確定確定確定確定」，」，」，」，以完成刪除郵件程序以完成刪除郵件程序以完成刪除郵件程序以完成刪除郵件程序。。。。6



•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時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時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時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時後
，，，，學生及家長可於此處檢學生及家長可於此處檢學生及家長可於此處檢學生及家長可於此處檢
視學生當日的課業視學生當日的課業視學生當日的課業視學生當日的課業。。。。

• 點擊點擊點擊點擊 可查看其他日期可查看其他日期可查看其他日期可查看其他日期
的課業的課業的課業的課業。。。。



逢星期一至五早會內容逢星期一至五早會內容逢星期一至五早會內容逢星期一至五早會內容4

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設計的學生自學課程及實時課堂安排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設計的學生自學課程及實時課堂安排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設計的學生自學課程及實時課堂安排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設計的學生自學課程及實時課堂安排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六週六週六週六週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七週七週七週七週

第七第七第七第七、、、、八週八週八週八週



重溫早會的學習重點重溫早會的學習重點重溫早會的學習重點重溫早會的學習重點重溫早會的學習重點重溫早會的學習重點重溫早會的學習重點重溫早會的學習重點
技巧一技巧一技巧一技巧一：：：：運用帶動視覺的工具或方法運用帶動視覺的工具或方法運用帶動視覺的工具或方法運用帶動視覺的工具或方法技巧一技巧一技巧一技巧一：：：：運用帶動視覺的工具或方法運用帶動視覺的工具或方法運用帶動視覺的工具或方法運用帶動視覺的工具或方法

技巧二技巧二技巧二技巧二：：：：培養基石習慣培養基石習慣培養基石習慣培養基石習慣技巧二技巧二技巧二技巧二：：：：培養基石習慣培養基石習慣培養基石習慣培養基石習慣

運動運動運動運動、、、、執拾床舖執拾床舖執拾床舖執拾床舖、、、、運動運動運動運動、、、、執拾床舖執拾床舖執拾床舖執拾床舖、、、、 早睡早起早睡早起早睡早起早睡早起早睡早起早睡早起早睡早起早睡早起

技巧三技巧三技巧三技巧三：：：：把習慣連在一起把習慣連在一起把習慣連在一起把習慣連在一起技巧三技巧三技巧三技巧三：：：：把習慣連在一起把習慣連在一起把習慣連在一起把習慣連在一起

在舊習慣上建立新習慣在舊習慣上建立新習慣在舊習慣上建立新習慣在舊習慣上建立新習慣    在舊習慣上建立新習慣在舊習慣上建立新習慣在舊習慣上建立新習慣在舊習慣上建立新習慣     -- 聚沙成塔聚沙成塔聚沙成塔聚沙成塔聚沙成塔聚沙成塔聚沙成塔聚沙成塔

誘惑綑綁誘惑綑綁誘惑綑綁誘惑綑綁誘惑綑綁誘惑綑綁誘惑綑綁誘惑綑綁((失敗失敗失敗失敗：：：：從頭來過從頭來過從頭來過從頭來過失敗失敗失敗失敗：：：：從頭來過從頭來過從頭來過從頭來過))

技巧四技巧四技巧四技巧四：：：：時刻提醒自己時刻提醒自己時刻提醒自己時刻提醒自己，，，，不忘初衷不忘初衷不忘初衷不忘初衷技巧四技巧四技巧四技巧四：：：：時刻提醒自己時刻提醒自己時刻提醒自己時刻提醒自己，，，，不忘初衷不忘初衷不忘初衷不忘初衷
技巧五技巧五技巧五技巧五：：：：借助小夥伴的幫助借助小夥伴的幫助借助小夥伴的幫助借助小夥伴的幫助技巧五技巧五技巧五技巧五：：：：借助小夥伴的幫助借助小夥伴的幫助借助小夥伴的幫助借助小夥伴的幫助

相同目標互交流相同目標互交流相同目標互交流相同目標互交流：：：：同溫層取暖效應同溫層取暖效應同溫層取暖效應同溫層取暖效應相同目標互交流相同目標互交流相同目標互交流相同目標互交流：：：：同溫層取暖效應同溫層取暖效應同溫層取暖效應同溫層取暖效應





5 其他網上學習資源其他網上學習資源其他網上學習資源其他網上學習資源

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設計的學生自學課程及實時課堂安排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設計的學生自學課程及實時課堂安排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設計的學生自學課程及實時課堂安排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設計的學生自學課程及實時課堂安排













不斷聆聽家長的訴求不斷聆聽家長的訴求不斷聆聽家長的訴求不斷聆聽家長的訴求不斷聆聽家長的訴求不斷聆聽家長的訴求不斷聆聽家長的訴求不斷聆聽家長的訴求

1)1)不斷優化網上學習課程不斷優化網上學習課程不斷優化網上學習課程不斷優化網上學習課程，，，，不斷優化網上學習課程不斷優化網上學習課程不斷優化網上學習課程不斷優化網上學習課程，，，，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加入聲音導航加入聲音導航加入聲音導航加入聲音導航。。。。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加入聲音導航加入聲音導航加入聲音導航加入聲音導航。。。。

2) 2) 功課上網功課上網功課上網功課上網，，，，方便家長跟進方便家長跟進方便家長跟進方便家長跟進。。。。功課上網功課上網功課上網功課上網，，，，方便家長跟進方便家長跟進方便家長跟進方便家長跟進。。。。

3) 3) 釋除家長擔心學生受罰的疑慮釋除家長擔心學生受罰的疑慮釋除家長擔心學生受罰的疑慮釋除家長擔心學生受罰的疑慮，，，，釋除家長擔心學生受罰的疑慮釋除家長擔心學生受罰的疑慮釋除家長擔心學生受罰的疑慮釋除家長擔心學生受罰的疑慮，，，，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缺席實時課堂缺席實時課堂缺席實時課堂缺席實時課堂、、、、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缺席實時課堂缺席實時課堂缺席實時課堂缺席實時課堂、、、、

欠交功課欠交功課欠交功課欠交功課。。。。欠交功課欠交功課欠交功課欠交功課。。。。



停課期間的家校溝通停課期間的家校溝通停課期間的家校溝通停課期間的家校溝通停課期間的家校溝通停課期間的家校溝通停課期間的家校溝通停課期間的家校溝通
•• 陽光電話陽光電話陽光電話陽光電話陽光電話陽光電話陽光電話陽光電話((校長校長校長校長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 /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 / / / / / / /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 校務處校務處校務處校務處校務處校務處校務處校務處 / IT / IT 組職員組職員組職員組職員組職員組職員組職員組職員←←←←←←←←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 / / / / / / /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 eClasseClass內聯網內聯網內聯網內聯網內聯網內聯網內聯網內聯網((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 Parent AppParent App((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 學校網頁學校網頁學校網頁學校網頁學校網頁學校網頁學校網頁學校網頁((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 ee通告通告通告通告通告通告通告通告(E157(E157、、、、、、、、E158)E158)((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 澤芸家書澤芸家書澤芸家書澤芸家書澤芸家書澤芸家書澤芸家書澤芸家書((第六第六第六第六、、、、七號七號七號七號第六第六第六第六、、、、七號七號七號七號)()(聲音版聲音版聲音版聲音版聲音版聲音版聲音版聲音版))

•• 家長教師會會議家長教師會會議家長教師會會議家長教師會會議家長教師會會議家長教師會會議家長教師會會議家長教師會會議(28(28--22--2020)2020)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職員職員職員職員職員職員職員職員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今天的成果今天的成果今天的成果今天的成果，，，，是大家團結努力的見證啊是大家團結努力的見證啊是大家團結努力的見證啊是大家團結努力的見證啊!



停課期間停課期間停課期間停課期間，，，，同學的同學的同學的同學的停課期間停課期間停課期間停課期間，，，，同學的同學的同學的同學的智慧智慧智慧智慧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身量身量身量身量身量身量身量身量要有增無減啊要有增無減啊要有增無減啊要有增無減啊要有增無減啊要有增無減啊要有增無減啊要有增無減啊!!







表中列出自2012年9月3日起
至今出版的《澤芸家書》
(共63篇 )，歡迎家長閱覽。





停課期間校方給予家長停課期間校方給予家長停課期間校方給予家長停課期間校方給予家長停課期間校方給予家長停課期間校方給予家長停課期間校方給予家長停課期間校方給予家長//學生的支援學生的支援學生的支援學生的支援學生的支援學生的支援學生的支援學生的支援

•• 開放校園開放校園開放校園開放校園開放校園開放校園開放校園開放校園((網上實時課堂實施前後網上實時課堂實施前後網上實時課堂實施前後網上實時課堂實施前後網上實時課堂實施前後網上實時課堂實施前後網上實時課堂實施前後網上實時課堂實施前後))。。。。。。。。

•• 校務處校務處校務處校務處校務處校務處校務處校務處 / IT / IT 組職員組職員組職員組職員組職員組職員組職員組職員解答家長解答家長解答家長解答家長解答家長解答家長解答家長解答家長////////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 IT IT 組職員教導組職員教導組職員教導組職員教導組職員教導組職員教導組職員教導組職員教導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學生安裝學生安裝學生安裝學生安裝學生安裝學生安裝學生安裝學生安裝appappappappappappappapp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執行的方法執行的方法執行的方法執行的方法。。。。執行的方法執行的方法執行的方法執行的方法。。。。

•• 社工社工社工社工社工社工社工社工//學生輔導主任跟進個案及作出學生輔導主任跟進個案及作出學生輔導主任跟進個案及作出學生輔導主任跟進個案及作出學生輔導主任跟進個案及作出學生輔導主任跟進個案及作出學生輔導主任跟進個案及作出學生輔導主任跟進個案及作出

轉介轉介轉介轉介。。。。轉介轉介轉介轉介。。。。



家長到校領取下學期教科書家長到校領取下學期教科書家長到校領取下學期教科書家長到校領取下學期教科書家長到校領取下學期教科書家長到校領取下學期教科書家長到校領取下學期教科書家長到校領取下學期教科書

•• 學生不用帶重甸甸的書回家學生不用帶重甸甸的書回家學生不用帶重甸甸的書回家學生不用帶重甸甸的書回家，，，，可可可可學生不用帶重甸甸的書回家學生不用帶重甸甸的書回家學生不用帶重甸甸的書回家學生不用帶重甸甸的書回家，，，，可可可可

稍後才逐本拿回家稍後才逐本拿回家稍後才逐本拿回家稍後才逐本拿回家；；；；稍後才逐本拿回家稍後才逐本拿回家稍後才逐本拿回家稍後才逐本拿回家；；；；

•• 集齊所有書本在校集齊所有書本在校集齊所有書本在校集齊所有書本在校，，，，待下學期第待下學期第待下學期第待下學期第集齊所有書本在校集齊所有書本在校集齊所有書本在校集齊所有書本在校，，，，待下學期第待下學期第待下學期第待下學期第

一節課堂時一節課堂時一節課堂時一節課堂時，，，，同學便不用擔心會同學便不用擔心會同學便不用擔心會同學便不用擔心會一節課堂時一節課堂時一節課堂時一節課堂時，，，，同學便不用擔心會同學便不用擔心會同學便不用擔心會同學便不用擔心會

忘記帶書回校上課忘記帶書回校上課忘記帶書回校上課忘記帶書回校上課。。。。忘記帶書回校上課忘記帶書回校上課忘記帶書回校上課忘記帶書回校上課。。。。

•• 有機會進行第二輪取書行動有機會進行第二輪取書行動有機會進行第二輪取書行動有機會進行第二輪取書行動。。。。有機會進行第二輪取書行動有機會進行第二輪取書行動有機會進行第二輪取書行動有機會進行第二輪取書行動。。。。



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提供的實用支援連結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提供的實用支援連結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提供的實用支援連結因應新型肺炎停課而提供的實用支援連結









歡迎家長瀏覽本校網頁觀看課程短片歡迎家長瀏覽本校網頁觀看課程短片歡迎家長瀏覽本校網頁觀看課程短片歡迎家長瀏覽本校網頁觀看課程短片
《《《《澤芸停課不停學澤芸停課不停學澤芸停課不停學澤芸停課不停學 知識領域齊開拓知識領域齊開拓知識領域齊開拓知識領域齊開拓》》》》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課程短片聖公會何澤芸小學課程短片聖公會何澤芸小學課程短片聖公會何澤芸小學課程短片
《《《《澤芸停課不停學澤芸停課不停學澤芸停課不停學澤芸停課不停學 知識領域齊開拓知識領域齊開拓知識領域齊開拓知識領域齊開拓》》》》

影片內容包括：
•本校網上學習課程簡介
•教師在家備課情形
•網上實時早會片段
•教師及學生進行網上實時課
堂實錄
•學生參加早操活動片段











夏季校服銷售日夏季校服銷售日夏季校服銷售日夏季校服銷售日夏季校服銷售日夏季校服銷售日夏季校服銷售日夏季校服銷售日

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年年年年年年年年33333333月月月月月月月月2828282828282828日日日日日日日日((((((((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學校大堂玻璃門外帳篷學校大堂玻璃門外帳篷學校大堂玻璃門外帳篷學校大堂玻璃門外帳篷學校大堂玻璃門外帳篷學校大堂玻璃門外帳篷學校大堂玻璃門外帳篷學校大堂玻璃門外帳篷

9:00 am9:00 am9:00 am9:00 am9:00 am9:00 am9:00 am9:00 am--------10:00 am 10:00 am 10:00 am 10:00 am 10:00 am 10:00 am 10:00 am 10:00 am 一一一一、、、、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一一一一、、、、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10:00 am10:00 am10:00 am10:00 am10:00 am10:00 am10:00 am10:00 am--------11:00 am 11:00 am 11:00 am 11:00 am 11:00 am 11:00 am 11:00 am 11:00 am 二二二二、、、、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二二二二、、、、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11:00 am11:00 am11:00 am11:00 am11:00 am11:00 am11:00 am11:00 am--------12:00 noon 12:00 noon 12:00 noon 12:00 noon 12:00 noon 12:00 noon 12:00 noon 12:00 noon 三三三三、、、、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三三三三、、、、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懇請進校家長及學生佩戴口罩及接受體溫檢查懇請進校家長及學生佩戴口罩及接受體溫檢查懇請進校家長及學生佩戴口罩及接受體溫檢查懇請進校家長及學生佩戴口罩及接受體溫檢查懇請進校家長及學生佩戴口罩及接受體溫檢查懇請進校家長及學生佩戴口罩及接受體溫檢查懇請進校家長及學生佩戴口罩及接受體溫檢查懇請進校家長及學生佩戴口罩及接受體溫檢查))))))))



一年級下學期英文科校本課程冊一年級下學期英文科校本課程冊一年級下學期英文科校本課程冊一年級下學期英文科校本課程冊一年級下學期英文科校本課程冊一年級下學期英文科校本課程冊一年級下學期英文科校本課程冊一年級下學期英文科校本課程冊
及其他課本及其他課本及其他課本及其他課本及其他課本及其他課本及其他課本及其他課本

20202020年年年年年年年年33月月月月月月月月2727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二時下午二時下午二時下午二時下午二時下午二時下午二時下午二時

起可到學校大堂領取起可到學校大堂領取起可到學校大堂領取起可到學校大堂領取，，，，領取時間為領取時間為領取時間為領取時間為起可到學校大堂領取起可到學校大堂領取起可到學校大堂領取起可到學校大堂領取，，，，領取時間為領取時間為領取時間為領取時間為

星期一至五上午星期一至五上午星期一至五上午星期一至五上午星期一至五上午星期一至五上午星期一至五上午星期一至五上午9:009:00至下午至下午至下午至下午至下午至下午至下午至下午5:005:00，，，，，，，，

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上午9:009:00至下午至下午至下午至下午至下午至下午至下午至下午1:001:00，，，，公眾公眾公眾公眾，，，，公眾公眾公眾公眾

假期除外假期除外假期除外假期除外。。。。假期除外假期除外假期除外假期除外。。。。



一至四年級期考一至四年級期考一至四年級期考一至四年級期考、、、、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一至四年級期考一至四年級期考一至四年級期考一至四年級期考、、、、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呈分試及六年級畢業試安排呈分試及六年級畢業試安排呈分試及六年級畢業試安排呈分試及六年級畢業試安排呈分試及六年級畢業試安排呈分試及六年級畢業試安排呈分試及六年級畢業試安排呈分試及六年級畢業試安排



早操早操早操早操(全校全校全校全校)
8:30am-8:40am

早會早會早會早會(全校全校全校全校)
8:45am-8:55am

網上實時課堂網上實時課堂網上實時課堂網上實時課堂
9:00am-12:35pm

網上實時多元學習課網上實時多元學習課網上實時多元學習課網上實時多元學習課(全校全校全校全校)
2:30pm-3:30pm

9-4-2020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14-4-2020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15-4-2020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6-4-2020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17-4-2020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

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