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突如其來的「暑假」，東區的愛秩序
灣官立小學推出一系列網上學習節

目，為學生準備多元化的課業，內容涵蓋學
術、興趣、名人分享等等，讓學生可善用假
期，增加知識和鞏固學習，部分課程更於
YouTube上載，跟公眾分享學習資源。
　　校長崔家祥指，新冠疫情持續逾兩年，
期間經歷多次停課，學生早已習慣網上學
習，學校亦已在各科設學習平台，提供不同
學習任務，在提前「放暑假」的特別假期也不
例外，「例如常識科，同學可通過VR實境拍
攝技術作地理考察，高年級學生去萬宜水
庫，低年級則去大埔滘自然生態區，揀選自
己喜歡的物種或地理，作為考察目標。」他
補充，如父母能帶子女去實地考察，相信會
更佳。

認清志向 發掘興趣
　　為了讓學生善用特別假期，校方亦整合
既有的網上教材和教學短片，再配合新增內
容，推出多個網上節目，供學生和家長觀
看，例如「小故事大成就」分享會，過往就曾
邀請名人嘉賓，如音樂家趙增熹、生態專家
關朗曦，分享其成長故事。

  崔家祥透露，校方將陸續邀請大學教
授、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歌手及漫畫家作
嘉賓，跟同學分享成長故事，讓學生更認識
自己的志向、需要、興趣和能力，了解不同
專業，方便他們規劃未來升學及就業。
　　崔家祥指，「小故事大成就」既是生涯規
劃，也是家長教育，「節目有講嘉賓如何追
夢，而他們的路都不是平坦的，希望同學
看過他們的經歷後，可尊重自己的選擇和強
項；家長也可改變自己的看法，不要強行把
自己的期望加諸孩子身上。」他指老師會要
求同學看完節目後，以文字或圖畫表達他們
的感受，作為反思。

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
　　至於其他網上節目，會以學英文、興趣
及關心世界議題三個方向製作，包括由外籍
英語老師，為同學製作二十多項英語節目，
深入淺出教導學生如何在生活上活用英語、
為家長舉辦簡易親子攝影班，教授如何構圖
和攝影用光；另外，學校又邀請長春社文化
古蹟資源中心副執行總監黃競聰博士，讓家
長與同學初步認識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學生在家也可深入了解香港本土文化等等。

　　崔家祥表示，部分節目是預先錄影，有
的則在稍後以Zoom形式進行，部分節目會
配合學習任務，例如請學生撰寫感想、參與

問答比賽，或記錄內容等，期望學生好好利
用漫長的假期，繼續學習，保持認真的學習
態度。  

　　第五波新冠疫情肆
虐，全港學校不遲於下
周四提前「放暑假」，課
堂突然中斷，令學校各
師各法，讓學生善用假
期。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推出網上課程，涵蓋
英語學習、親子攝影、
非物質文化遺產網上遊
等，又邀請音樂家趙增
熹等名人嘉賓，分享成
長故事。校長崔家祥
指，期望通過嘉賓現身
說法，讓學生通過活動
認識個人強項、興趣之
餘，亦改變家長先入為
主的想法。 記者  陳艷玲

　　網上學習資源繁多，家長及同學選擇時往往無
從下手。有中學校長建議，家長偕子女挑選學習資
源，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同時讓學生能選取自己
感興趣的課題，增加學習成效；小學校長則提醒家
長揀選網上課程時，不應只側重學習，亦要關注子
女的身心健康。
　　天水圍的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校長
梁國基建議學生可按興趣，挑選適合自己的課題，
家長更可與子女挑選學習資源，爭取高質素的親子

互動時間，增進親子了解，交換大家看法，相信是
難得的溝通和交流機會，「無論是網上課堂、講座或
自學資源套，只要是學生喜歡，或感興趣的課題，
必會提升學習成效。」
　　他亦建議家長，建立子女早睡早起、作息定時
等生活常規，更可安排早上及下午的網上學習時
段，使假期過得更有規律及秩序，建立健康及平衡
的生活。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校長崔家祥提醒家長，為子

女揀選網上課程時，不要只側重學習，也要關注子
女的身心健康，例如是否有關於運動或子女有興趣
的課堂等。如家長有時間，他建議可多做親子閱
讀，「閱讀可打好語文基礎，尤其對低年級的學生特
別有效。」
　　他指學校亦已引進生活化的英語會話手機程式
（APPS），通過人工智能，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
進行英語說話練習及評估，並挑戰不同難度的情境
題，藉此提升英語能力。 記者 袁嘉詠  陳艷玲

校長倡親子共選學習資源

校長冀學生  
及早規劃未來 愛秩序灣官小善用「暑假」

推網上課程邀名人分享 ■全港學校提前「放暑假」，如何讓學生善用假期，備受學校與家長關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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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坊間免費學習資源/課程
活動/課程名稱 機構/出版社/發起人 內容 對象 日期 報名方法/網址

在家學習資源包 牛津大學出版社及啟思出版社 網上學習遊戲、免費中英數補充練習、免費英語圖書等 幼兒至小學生 即日起 https://bit.ly/3tK6N4W

「居家童學」親子網上學習課堂 耀中幼教學院 COVID-19幼兒護理、STEAM教學、居家健康教育、親子閱讀、算術及
創意藝術 幼兒家長 即日至4月12日 www.yccece.edu.hk/event/learn-from-home/ 

三月百課 陳葒校長 逾百趣味課堂，包括中文、烹飪正向心理、青少年瑜伽等 小學及初中生 3月14日至4月14日 freeclassroom.online

都大暑期網上學堂 香港都會大學學生事務處 以互動形式教授小學生認識中國文化、環保、科學、STEM遊戲、生命教
育、體育、攝影、理財、藝術等多個學術專題 小一至小六生 3月下旬至4月，

截止日期為3月16日 https://bit.ly/35Ksxpe

裘槎科學周2022 裘槎基金會、教育局及香港科
學館聯合主辦

以科學表演直播、實驗示範、戶外探索及講座等形式於網上舉行，主題包
括在家動手玩科學、有趣食品化學、奇妙魔法科學，以及野生動物世界 中小學生 3月23日至4月22日 https://croucherscienceweek.hk/hk/

六十本館長選書×e閱讀小站 香港公共圖書館 由逾四十位館長推介好書 任何年齡 即日至5月1日 https://readingisjoyful.gov.hk/zh/60alc
「穿越紫禁城」系列網上展——
紅牆內外猜情尋

藝術推廣辦事處及中文大學藝
術系

以「長幼」、「夫妻」、「君臣」、「師生」四種人物關係，窺探帝皇之家的親
情、愛情、君臣之義及師生情誼 任何年齡 即日起 http://sentiments.traversingforbiddencity.com/tc/2

全球水墨畫大展2021 藝育菁英基金會 全球十五個國家，逾五百幅水墨作品。分為人物、花鳥、山水、動物和現
代五部分 任何年齡 即日起 https://inkglobal360.org/zh/500/

愛秩序灣官小網上學習節目表（部分）
節目名稱 內容 重溫網址

「小故事大成就」
分享會

崔家祥校長、音樂家趙增熹、生
態專家關朗曦分享其成長故事

崔家祥分享重溫：https://youtu.be/PGWx1PZSJtw
趙增熹分享重溫：https://youtu.be/a2qe0787rCM
關朗曦分享重溫：https://youtu.be/_pPb-riSHpQ

英語頻道
外籍英語老師為同學製作二十多
項英語節目，深入淺出教導學生
如何在生活上活用英語

https://bit.ly/3sWiQwM

親子攝影班 簡易親子攝影 人人可學的構圖：https://youtu.be/yaddax39eCE
輕鬆認識攝影用光：https://youtu.be/ev_hLT2ReU8

非物質文化遺產
網上遊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副執行
總監黃競聰博士讓家長與同學初
步認識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認識香港非遺一：https://youtu.be/elJzKJZxGqA
認識香港非遺二：https://youtu.be/isSASBQDinU

香港自然生態
自由行

多位專家以深入淺出方式，讓學
生了解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

氣候變化的因素：https://youtu.be/vNV26OZ7vgg
香港的氣候：https://youtu.be/AnCdHZJdWlw
為甚麼氣候會改變：https://youtu.be/9ICziekExmE
月球探究：https://youtu.be/VBeiY0DJj1Q
校長眼中的生物多樣性：https://youtu.be/5wisVRuKVu0
認識香港鳥類：https://youtu.be/0nTZP8teiTM

■學校亦製作教授親子攝影技巧的節目，讓家長偕
子女參與。 學校提供

■校長崔家祥期望，網上節目為學生提供生涯規
劃，亦有助家長教育。  學校提供

■梁國基建議家長偕子女挑選學習資源，藉此增
進親子溝通。　 資料圖片

都大推「暑期網上學堂」   多家機構開放網上資源
　　新冠疫情仍未退卻，每日確診數字數以
萬計，即使學生「放暑假」亦難以外出，家長
為免子女在家百無聊賴，可參考坊間的教
學資源。都會大學為小學生推出為期四周
的「都大暑期網上學堂」，由大學生在網上平
台，互動教導學生認識中國文化、環保、科
學等課題。多家機構和出版社陸續開放網上

學習資源，提供免費中英數補充練習、逾百
趣味網上課堂等，讓學生「停課不停學」。
　　為期四周的「都大暑期網上學堂」由都大
學生事務處推出，約百名學生參與擔任導
師，帶領小學生通過自製教材在網上平台，
以互動形式認識中國文化、環保、科學、
STEM遊戲、生命教育、體育、攝影、理

財、藝術等學術專題，以鼓勵他們善用抗疫
的時間在家學習。計畫將於本月下旬至四月
期間進行，預計全港約三十所小學，近千名
學生受惠，現正接受報名，費用全免。

耀中辦「居家童學」課堂
　　副校長（學生事務及支援）郭予光指，疫
情影響小童的正常學習生活，令不少家庭要
倉卒地安排子女參與有意義的暑期活動，都
大在短時間內籌辦活動，期望協助小學生充
實自己，亦支援有需要的家庭。
　　與此同時，多家機構和出版社因應疫
情，陸續開放網上資源，牛津大學出版社
及啟思出版社的「在家學習資源包」，對象是
學前幼兒至小學生，提供網上學習遊戲、免
費中英數補充練習、免費英語圖書等，亦有
多段短片，由專家分享如何幫助孩子學好中
英文。專注幼兒教育的耀中幼教學院，由即
日至四月十二日，免費舉辦「居家童學」親子
網上學習課堂系列，以Zoom或短片形式，
提供一系列輕鬆且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包
括COVID-19幼兒護理、STEAM教學、居家
健康教育、親子閱讀、算術及創意藝術六大
課題，讓家長及孩子能在家抗疫之餘，也可

從遊戲中學習各種知識。課堂完結後，影片
亦提供網上重溫，供未能參與的家長稍後觀
看。 

陳葒校長推「三月百課」
　　另外，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的創辦人陳
葒，也夥拍一班教育有心人，推出免費網上
自學平台「三月百課」，在下周一（十四日）至
四月十四日期間，為全港小學及初中生，提
供逾百課免費課堂，當中包括由世界首位華
裔極地嚮導張偉賢分享極地體驗、《Q版特
工》作者梁科慶分享閱讀、補習天王林溢欣
分享如何學好中文、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
系副教授陳自強講解正向心理、星級導師王
馨平教授青少年瑜伽等，其他課程包括講解
加密貨幣及區塊鏈、NFT遊戲、烹飪等，內
容多元。
　　對於喜歡閱讀的同學，香港公共圖書館
即日至五月一日推出「六十本館長選書×e閱
讀小站」活動，由逾四十位圖書館館長，撰
文分享六十本中文電子書，當中涵蓋七個生
活題材，包括個人成長、家庭、愛情、工
作、創意、哲學和繪本，學生可找到自己喜
歡的題材，免費借閱電子書。 記者  陳艷玲 ■耀中幼教學院提供多個親子網上課程。

■都大推出「暑期網上學堂」，由大學生擔任導師，帶領小學生認識不同學術專題。
　 都大提供

■在提前「放暑假」期間，不少機構提供
網上課程，供家長和學生學習。 

■■為配合提前「放暑假」，愛秩序灣官立小為配合提前「放暑假」，愛秩序灣官立小
學推出網上學習節目，包括邀請趙增熹學推出網上學習節目，包括邀請趙增熹
（右）等名人嘉賓，現身說法。 學校提供 （右）等名人嘉賓，現身說法。 學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