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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勇創新
教
子
電 抗疫決心共前
行
校本

線上教師工作坊

本年初，學校因應新冠肺炎，需要「停課不停學」。很多學校驟然面對
前所未見的問題。本年二月，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楊建月校長、東
華三院李黃慶祥紀念幼稚園談樂芹校長及東華三院王胡麗明幼稚園林燕敏校長主動與本人
聯絡，查詢以電子學習系統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 解決問題的可行性。經
過校長視像會議及校本線上教師培訓工作坊，上述學校的校長及老師為了學生，毅然進行
了看似不可能的、前所未有的學習、試驗及投入艱鉅的摸索，目標是研究及應用與傳統有效
教學相輔相成的電子教學系統。

教師可以只靠教科書及工作紙完成有效的教學嗎？如何令學生在老師引導下建構及應用知識及
能力？如何增加學生的投入、參與及互動？有甚麼評估，可以證明學習目標有效？怎樣令學
習不受時、地限制？怎樣增加及應用學生的生活經驗，作為他們的已有知識基礎？
這些以「學生為中心」的考慮，也是本人在任時經常思考的問題。2014年起，本人因應互
聯網(Internet)、網絡線路(LAN)、平板電腦(Tablets)、WIFI 系統、應用程式(APPS)、電子
教學系統等科技的成熟程度，在東華三院及校董會支持下，進行研究、試驗及建設；在退
休前一年為服務的小學完成光纖鋪設及創立全校、全科教學電子學習體系及範例。退休後連
續兩年，獲邀擔任顧問，以助系統發展及教師培訓。經歷五年，該校電子學習主任已成功領
導、開拓及示範，令各科全面落實；其間，學校獲得公開比賽電子教學獎項及專業認同。為支
持同工及東華，本人為三所幼稚園提供義務顧問服務及易用、易學的電子教學課程設計支援方案。

校長

視像會議

三校應用的系統，十分廉宜，把簡報 (PPT) 製作技術轉移到運作相似的電子學習系統平台 (LMS,
NP)。老師在展示教學內容 (Content) 之餘，設計建構式活動 (Constructive Activities) 的教
學方式 (Pedagogy)，最後令學生獲得及了解新知識 (Knowledge)。科技 (Technology) 就
把這個過程連繫及彰顯，令師生及學生之間可以互動及分享經驗、知識，令學習可以即時
面授 (Synchronous / Live) 或自習方式 (Asynchronous / Self- pace) 進行。最後，透過問
答、書寫、繪畫等方式進行評估 (Assessment)，以了解學習目標及內容的掌握程度。學
生電子學習檔 (e-Learning Profile) 自動產生，且證據明確。這是 (TPCK) 教學理論的實踐，
這也是以集體智慧備課及減少重複勞累工作的投資。長遠而言，老師是教學的設計者、支援
者 (facilitator) 及智慧合作者。學生可用任何電腦、平板電腦或手提電話，輸入密碼便可進行學
習。系統反應迅速，十分便捷。其功能亦可透過結合不同應用程式擴充，令學習方式更多元
化，如配合 ZOOM 視像教學、電子筆順製作等。三所幼稚園亦為有實際或適應困難的學生
作出特別支援及調適，照顧差異。
經過三個多月，三校共設計了465個包含 K1-K3的校本課堂，範圍涵蓋繪本、專題、語
文、英文、數學、普通話、德育、環保、音樂、情緒、個人與群體、體能與健康、藝術與
創意及大自然與生活等。全校及全科應用，是成功保證，也是令人振奮的成就！親切的老師
製作電 課件
解說、引導，吸引的多媒體教材及電子筆順書寫等，令超過半數，甚至高達80% 的學生參與！
子
年幼的學生，已開始掌握未來世界學習、生活及工作所需的有效學習方式、經驗與能力！
轉危為機，眾志成城、改革領導及堅持專業的精神，令東華三院三所幼稚園成功引入現代的教學理
論、實踐及技術。希望家長及學生能為這一群全心為下一代設想的校長及老師鼓掌，並珍惜有關學
習經驗。身處急劇變化的時代，解難精神、開放態度、知識及技術轉移應用，正是個人及團體應對
挑戰及逆境所必需的！

東華三院小學榮休校長 李漢光
新界葵涌石籬(二)邨石富樓地下•電話：3126 6606•傳真：3126 6608•網址：www.twghwwlmk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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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學 習
水真有用

樂

活動目標
1 認識水在生活中的用途。
 掌握洗手和洗毛巾的技巧。
 培養節約用水的態度。

活動內容
老師以繪本故事《神奇的藍色水桶》的
內容為中心，在電子學習系統平台中製
作相關的教學課件，當中老師透過設計
不同的活動及遊戲模式，讓幼兒認識水
的用途，啟發他們思考水對人類、動物
和植物的重要性。另外，在洗毛巾的活
動中，不但加強了幼兒小肌肉的訓練，
同時亦鼓勵幼兒學會利用剩
餘的水來抹地，增強節約
用 水 的 意 識， 培 養 節 約
用水的好習慣。

小青蛙去shopping
活動目標
1 認識香港通用的錢幣。
 學習運用錢幣付款。
 培養幼兒使用環保購物袋的習慣。

活動內容
老 師 以 繪 本 故 事《青 蛙 與 男 孩》為 中
心，透過電子學習系統平台，設計了
一些與幼兒生活經驗和學習興趣相關的
課件，讓幼兒縱使留在家中仍可以繼續
學習。以這個課件為例，幼兒能透過聲
音、圖像、操弄及體驗去學習，從遊戲
中認識香港通用的錢幣，並懂得運用錢
幣付款。另外在活動過程中，亦帶出環
保意識，鼓勵幼兒要多使用環保購物
袋，減少使用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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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小鴨去寄信
活動目標
1 認識書寫信件的格式。
 能以香港貨幣進行簡單兌換。
 培養幼兒正確的交友態度。

活動內容
以繪本故事《蘇小鴨去旅行》為主題，
老 師 透 過 拍 攝 短 片 朗 讀 故 事、 製 作
Nearpod 電子教學課件和活動紙等，
讓幼兒認識香港的錢幣、書信的格式及
寄信的程序。在停課期間，幼兒也可以
運用錢幣購買郵票，然後寄信給老師，
把學會的知識融入生活當中。此外，故
事亦能讓幼兒認識與人相
處的方法，明白要以真心
對待他人，從而幫助幼兒
建立正確的交友觀。

齊齊來學普通話
活動目標
1 提升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提升「聽、講、讀」普通話的能力。

活動內容
以有趣的繪本故事為主要內容，並運用
電子學習系統平台製作一些遊戲和活動
課件，激發幼兒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另外更加入了老師朗讀兒歌部分，讓幼
兒能有節奏地去朗讀兒歌，並從中學習
常用的詞語及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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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Fun English
Objectives
1 To train auditory attention and improve
listening skills.
 To enrich students' vocabularies in
specific topics.
 To promote reading.

Content
Teaching young learners has always been a challenging
task which proved to be even more taxing when the
learning process had to be moved to the online world.
Provided with amazing tools and interesting solutions,
teachers needed to go an extra mile to ensure the
online lessons are not falling behind the traditional
ones.
In addition to lessons based on Longman English
coursebook, the learners had an opportunity to watch
Shared Reading videos and follow a reading lesson
on the Nearpod platform.The books chosen for each
lesson were engaging, had eye-catching illustrations
and were easy to follow. Hopefully, the learners will be
encouraged to reach for storybooks even in their free
time and see it as a leisure activity, not a school task.

Phonics For Fun
Objectives
1 To be able to identify the letters "A to Z".
 To be able to make the letter sounds.
 To be able to blend 2 sounds together.

Content
In order to assist children learning online. We at
TWGHs Wong Wu Lai Ming Kindergarten made sure
the teaching for K1-K3 never stopped. Lessons were
introduced in Nearpod software in order to assist
children learn online. The lessons were made using
big colourful pictures, songs, stories and a lot of fun
activities to keep children engaged and at the same
time learning was happening. Since phonics is all
about learning sounds,our main objective was to make
sure every child listens and follows the video step
by step, so that it is easy for the children to follow.
Through children to young learners will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reading and speak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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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新設施

齒輪活動牆套裝
太空城堡

長方形智能多色 LED 燈箱套裝

釘粒活動牆套裝

室內木滑梯

歐陸大屋及巨形軟數字模型
尼龍纖維骨龍門

正方形智能多色LED 燈箱套裝

水管活動牆套裝

亞架力形狀積木及放大鏡架

紙磚城堡

粘粘波背心套裝

教師專業增長
教師專業培訓

教師專業分享

★ 「非華語學生小學學習中文情況」專業培訓

★ 東華三院電子同儕觀課

★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教學及
介紹mLang 香港少數族裔學生學習中文的教學平台

★ 教師課室觀摩分享

★ 「如何提升幼兒學習語文的興趣」專業培訓

★ 「賽馬會友趣學中文」計劃簡介會

★ 有趣的視感知

★ 「停課不停創」第六屆創意學生獎勵計劃教學分享會

★ 掌握溝通第二步：溝通方程式

★ 教師教學觀摩分享

★ 東華三院幼稚園專業交流分享會19/20「專業交流會」

★ 「中文字母教學介紹及應用」專業培訓
★ 「如何提升幼兒學習語文的興趣」專業培訓
★ 幼兒體能遊戲工作坊
★ 幼兒營養工作坊
★ 東華三院幼稚園中層分享會「領導技巧」工作坊
★ 「教材設計及資源運用」專業培訓
★ 「第二語言教學的課堂實踐」專業培訓

專業交流會

教材設計及資源運用

如何提升幼兒學習語文的興趣

★ 東華三院中層領導人員培訓課程校園危機的評估與應對策略
★ 幼稚園教師語文 ( 中文 ) 專業發展課程
★ 「牙齒護理知多少」教師專業培訓

東華三院電子同儕觀課計劃

教師課室觀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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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學校活動
9月
帶我上學日2019 - 和爸爸有個約會
公民教育活動《勤》
幼兒班家長布偶劇場《小烏龜上學去》
9月份生日會
月滿東華賀中秋
華服展新姿
低班「靜心之旅」戶外探索

林校長與小朋友視像活動

10 月
十月份生日會及I Can Fly 舞台
公民教育活動《勤》
高班學習旅行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及香港科學館
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第一針）
高班家長義工劇場《火焰山》
家長學堂- 英語發音話你知
新生導覽日

低班美勞 -【迷你小盆栽】

低班美勞-【展示燈】

11 月
十一月份生日會及I Can Fly 舞台
公民教育活動《勤》
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第二針）
學生檢查牙齒及氟化氨銀治療
一人一花種植活動
親子環保聖誕卡設計比賽
家鄉美食烹飪大賽
家長學堂- 從繪本中透視管教
家長學堂- 幼兒安全知多少家長講座
家長學堂- 成為孩子的啟蒙老師

全校進行【噴灑消毒除菌塗層】

師生視像活動

1月
一月份生日會及I Can Fly 舞台
公民教育活動《儉》
親子學習一日遊（2019生態學習遊）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醫療遊戲
小一統一派位選校分享會
童是藝術家- 動感藝術幼兒作品展
2019/20年度上學期期終家長日
《集百家 聚百福》收集白米活動
齊心合力大掃除
團年飯慶團圓
2020全港校際武術公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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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防疫包

幼兒班 -【我是好寶寶】活動

低班 -【規律好孩子】活動

高班美勞-【大狗木錢箱】

12 月
十二月份生日會及I Can Fly 舞台
公民教育活動《儉》
「關超然太平紳士兒童藝術獎」創作比賽
聖誕聚餐
佳音滿石籬
聖誕頌歌節
藝術互欣賞
小蜜蜂宣誓暨潛能盡展耀聖誕
婷婷舞動迎聖誕2019婷婷盃區際、校際拉丁舞公開賽
家長學堂- 遊藝拉近親子情
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2019

高班美勞 -【世界名勝】

老師準備家課

高班 -【蘇小鴨去旅行】寫信活動

派發家課

六月至七月高班復課活動
6月
•
•
•
•

7月
• 小一適應周
• 2019/20下學期期終家長日
• 2019/20年度畢業禮

高班拍攝畢業照片
生日會
家長視像講座 -《升小一適應講座》
高班《一人一圖書》親子閱讀計劃

二月至八月停課特別活動
幼兒班美勞 -【大鯨魚】

幼兒班網上學習活動
•
•
•
•
•
•
•
•

《車子砵砵砵》電子課件
《小獅子多多》電子課件
《神奇的藍色水桶》電子課件
《The Farmer》電子課件
《英文兒歌》電子課件
《普通話》電子課件
英文故事短片
師生視像活動

•
•
•
•
•
•
•
•
•

《青蛙與男孩》電子課件
《奇妙的蛋》電子課件
《班班愛漢堡》電子課件
《Where's the cat》電子課件
《Phonics》電子課件
《英文》電子課件
《普通話》電子課件
英文故事短片
師生視像活動

學生支援
• 派發家居小手肌訓練手冊
• 派發家居感統訓練手冊
• 「陽光孩子- 到校學前復康服務」個別化學習計劃
老師分享會

輔助學習教材
•
•
•
•

幼兒班美勞 -【我家的獅子頭】

低班網上學習活動

幼兒班派發二月至七月家課及美勞材料包
低班派發二月至七月家課及美勞材料包
高班派發二月至五月家課及美勞材料包
派發《益智遊戲》親子活動包

新生活動

高班網上學習活動
•
•
•
•
•
•
•
•

《大狗醫生》電子課件
《蘇小鴨去旅行》電子課件
《The Big Black Blob》電子課件
《Phonics》電子課件
《英文》電子課件
《普通話》電子課件
《Story Time》短片
英文故事短片

公益活動
• 學生參與《東華三院賣旗日》

親子閱讀計劃
• 幼兒班《一人一圖書》親子閱讀計劃
• 低班《一人一圖書》親子閱讀計劃

公民教育活動
• 《持忠精》
• 《好孩子我做得到》- 幼兒班-【我是好寶寶】活動
低班-【規律好孩子】活動
高班-【我做得到】活動

• 派發防疫包及美勞材料包

家長活動
•
•
•
•

家長視像講座-《統一派位家長講座》
家長視像分享會 -《升高班家長會》
家長視像分享會-《升低班家長會》
家長視像講座-《2020/21學年新生家長會》

高班 -【我做得到】活動

•
•
•
•

抗疫活動

派發《防疫小包》
派發《口罩保護套》
派發《東華三院清貧學生抗疫分發計劃》防疫包
全校進行《噴灑消毒除菌塗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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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東華三院王胡麗明幼稚園第
二屆的畢業生，相隔十六年，我
有幸能再次回到這個熟悉的環
境，教導這裡的小朋友。看見小
朋友上課的第一天沒有家長的陪
伴，走入陌生的學習環境而害怕，
到現在他們已經能投入校園生活，並
且愉快地學習及與同伴融洽相處，實在令
我十分感動。他們精靈活潑的樣子，及臉上甜甜的笑
容都成為我教學的最大動力。我衷心希望他們能在此
快樂地成長及學習，並能留下一個美好幼稚園生活的
回憶。

黃蔚琪老師

我是尹雪儀老師，非常高興於本年
度加入東華三院王胡麗明幼稚園這
個愉快的大家庭。本人正修讀香
港教育大學教育榮譽學士（特殊教
育）課程。身為老師，我了解每位
小朋友都是獨立的個體，各有自己
成長的時間、興趣和能力，只要得到
適當的輔助，學習便會事半功倍，另外，
從成為幼稚園老師開始，我時常提醒自己要保持三個
「心」，分別是「愛心」、「耐心」和「細心」，亦要尊重
小朋友的個別差異，欣賞他們的獨特之處。希望小朋
友能在我用心栽培，以愛灌溉的環境中，能突破障
礙，茁壯成長。

尹雪儀老師

我想藉著今次的機會，跟大家分
享一件喜訊，便是我在本年的1
月份結婚了，很高興自己踏入了
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在籌備婚禮
的過程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
事務要處理，幸好身邊有家人的協
助，再加上朋友及同事們的關心、支
持和祝福，以致婚禮能順利進行，衷心感
謝身邊這班愛我、關心我的人，在未來日子，我會繼
續努力，好好兼顧家庭和工作。

老師感言
我是錢燕婷老師，畢業於香港公
開大學幼兒教育榮譽教育學士
( 領導及特殊教育需要 )。不經不
覺加入了東華三院王胡麗幼稚園
這個大家庭快將一年了，回想起
踏進校園的第一天，心情既緊張又
期待，興幸這一年能與小朋友一起共
同成長、深化所學，把過往所學的知識應
用在教學上，致力為他們提供愉快學習的環境及啟發
潛能。期望在日後的教學日子中，能與家長和小朋友
建立良好的溝通關係，互相學習，互相支持。

我是李杏鈞老師，早前因為去了
紐西蘭學習，所以離開了大家一
年多的時間，很高興能夠再次返
回這個大家庭當中，在紐西蘭的
日子中，我亦曾在一些學前教育
機構裡教導小朋友，體會了跟香港
不一樣的教學模式，希望我能把這些
寶貴的教學模式及體驗，與東華三院王胡
麗明幼稚園的小朋友及老師一起分享。

李杏鈞老師

我是駐校社工丘慧嫻姑娘，很高
興能在東華三院王胡麗明幼稚園
認識大家，我的工作主要透過與
學生及家長聯絡，給予慰問和情
緒支援，提供諮詢，就如在這次
的疫情出現期間，雖然幼稚園需要
長時間停課，但我仍會主動以電話聯
絡有需要的小朋友及家長，並向他們提供
適切的支援及專業意見。

My name is Ms Kasia and I
come from a beautiful country
in the middle of Europe called
Poland. I have lived in Hong
Kong for almost two years
w h e r e I h a ve w o r ke d a s a
Native English Teacher in several
kindergartens. I am passionate about
education in fields that are not limited only to
language teaching. As a creative person, I am
thrilled whenever I can implement music, art and
new technologies in my lessons. I believe that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by young learners
should be enter taining, engaging and leaving
children with a drive for discovery.

另外，我們駐校的團隊，亦預備了家居訓練包以繼續
支援有需要的小朋友，當中包含訓練手冊和訓練用
具，訓練手冊裡建議了多種的遊戲方法，讓家長能以
輕鬆簡單的方式訓練小朋友的感統和大小肌，讓他們
能持續地進行訓練。

I am truly excited to meet all the students very
soon in a safe environment where they will set off
their journey to the world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I am sure they will enjoy it and benefit from
it each day!

駐校社工 - 丘慧嫻姑娘

Ms Kasia

錢燕婷老師

陳巧兒老師

我們的驕傲

2019-2020年度
下學期校外獎項

比賽名稱

獎項

主辦機構

／

林燕敏校長 榮獲特別嘉許狀

葵青民政事務處

第三十七屆 GAPSK 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K3 ／幼稚園組：自選誦材

林鈺雯（下 K3B）榮獲卓越級

GAPSK 普通話朗誦比賽
執行委員會及北京大學
語文教育研究所

GAPSK 幼稚園（高級）普通話
水平考試

李雅琪（下 K3A）榮獲卓越一級
吳建霆（上K3A）、黃奕朗（下 K3A）榮獲卓越二級

GAPSK 中小學幼稚園
普通話水平考試委員會
及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

慶祝《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
「認識憲法、《基本法》– 與法治同行」
全港幼稚園親子填色比賽2020

何鎧淮（上 K3A）榮獲高幼組亞軍
梁澔信（上 K3B）榮獲高幼組優異獎
曾梓皓（下 K2A）榮獲中幼組優異獎
文晞穎（上 K1A）、曾祉渝（上 K1A）、李雨錡（上 K1B）榮獲初幼組優異獎

香港善德基金會主辦

／

本校 榮獲家長教育卓越學校

東華三院「家．長．愛」學院

家校合作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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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至六月停課期間，本校家長義工隊隊長、副隊長、
執委成員及各班代表協助學校發放信息及支援各班家長
◆ 家長義工隊第二次會議
◆ 家長視像講座：「統一派位家長講座」
◆ 「陽光孩子 - 到校學前復康服務」職業治療
◆ 「陽光孩子 - 到校學前復康服務」言語治療

◆
◆
◆
◆
◆
◆

「陽光孩子 - 到校學前復康服務」綜合訓練
家長視像講座：「升小一適應講座」
家長視像分享會：「升低班家長會」
家長視像分享會：「升高班家長會」
家長視像講座：「2020/21學年新生家長會」
2019/20年度下學期高班期終家長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