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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全港學校

復課無期。教育局昨日公佈多項

應變措施，當中包括全港學校延

長停課兩星期，至不早於3月16

日復課；小六生第三次呈分試將

會取消；不鼓勵學校舉行升中面

試；文憑試考試安排會於2月底決

定。同時，因應幼稚園停課期間

經營困難，教育局將以今年1月學

生人數為基數持續發放每月資

助，讓參加幼稚園計劃的學校不

因學生退學而減少資助，並會向

幼稚園提供一次性特別津貼協助

抗疫。

上網授課收作業 教師各顯神通
全港學校因新冠肺炎而停

課，復課日期一再延後。教
育局提醒學校「停課不停
學」，鼓勵教師使用電子資
源輔助學生學習。教育局及

香港教育城近日已新設立有關電子教學專
頁，提供相關網上資源。有中學老師分別
使用Moodle及Microsoft Teams等平台，

藉教學影片遙距授課，同時收發及批改作
業，並以鏡頭及文字聊天室與學生互動。
他們寄語學界同工善用已有資源，充分運
用時間及提升學生興趣與學習效能。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學習需要，

做到「停課不停學」，教育局總課程發展
主任（資訊科技教育）何永銓昨日表示，
教育局網站近日新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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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站式教學資訊，並設電話熱
線、流動通訊程式等為教師提供支援。教
育城網站亦已開設「停課不停學」平台專
頁，提供各類網上資源。
兩名中學教師獲邀分享其使用電子學習

平台的經驗。靈糧堂怡文中學數學科教師
蘇志峰在談到近年新興的電子平台Moodle
時表示，Moodle是用途甚廣的學習工具，
不但可上傳教學影片，更能夠在該平台上
收、發作業，學生將紙本作業拍照上傳，
教師便可在上面批改，並加上評語。
同時，學校可按需要設計網上評估，形

式多變，包括影片題、選擇題、配對題
等，更能夠追蹤學生的答題時間，從而判
斷學生的疑難所在。
蘇志峰表示，電子學習讓學生可於網上

重播課堂重點，幫助鞏固知識，但從成效
來說，更需要兩者互補長短，「在堂上看
到學生皺眉頭，我們自然就會多加解說，
加深他們對課題的理解。」

透過鏡頭互動 更省行政程序
德愛中學電腦科教師潘家興則介紹電子

平台Microsoft Teams：教師能夠藉此平台
開班遙距授課，學生只需安坐家中，透過
電腦、平板、智能手機連線登入平台，就
能夠參與課堂，最多同時容納約250人。
教師和學生能夠透過鏡頭進行互動，亦能
開啟「聊天室」以文字對答。經此平台，
教師在彈指之間便能完成分享工作紙、點
算出席率等工作，省卻不少行政程序。
他坦言，使用電子平台教學其實更具挑
戰性，「學生上堂不集中，我們可以點
名、提醒他們，但透過電子屏幕，就難以
隨時監察學生情況」，故更有必要一針見
血地說出教學重點，保持學生專注力。
教育局新設有關電子教學的專頁，詳情

可瀏覽https://www.edb.gov.hk/tc/edu-sys-
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
mary-secondary/it-in-edu/flipp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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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上月底宣佈學校延長停課至最
早3月2日復課，局長楊潤雄昨日表

示，鑑於新冠肺炎疫情未有減退跡象，近
日更出現集體感染個案，為預防傳染病在
校園傳播，決定全港學校繼續停課，不會
早於3月16日復課。
他強調，局方將以公共衛生及師生健康
為依歸，並會參考醫學意見、跟進學校準
備工夫及防疫物資供應等情況，特別在口
罩方面，待一切具備足夠條件時，才正式
決定復課日期，將適時擬定復課安排並盡
早通知學校。
因應復課延期，楊潤雄宣佈小六呈分
試，即第三次呈分試將會取消，升中派位
將根據小五、小六首兩次呈分試作安排，
由於兩次呈分試均以既定程序進行，制度
仍然公平。

不鼓勵辦升中面試
在有關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方面，學生及
家長均已於1月中前提交申請，面試原定
2月、3月會相繼舉行，楊潤雄表示，中
一自行收生一般根據校本政策作決定，但
有見疫情發展，局方並不鼓勵學校繼續安
排面試，建議可根據學業成績、課外活動
等方法作評核。
他續說，倘學校覺得有需要，亦可在有
足夠防護措施下繼續面試，並提醒學校如
改變收生評選準則，須經由法團校董會批
准，並及早公開通知家長，確保收生工作
能公平地進行。
在文憑試方面，局方將會在2月底決定

筆試是否如期開考，否則將會延至4月24
日開考；今年小三及中三生將於4月底至
6月參與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學校
可以自主報名讓小六生參加。楊潤雄表
示，TSA會於3月後才舉行，而且屬低風
險評核，不需要太多準備工作，故會復課
後才作進一步安排。
針對不少幼稚園反映停課期間面對財政
困難，楊潤雄同日宣佈，政府將以參與幼
稚園計劃獲資助的學校的1月份的學生人
數為基數，計算每月所得資助，確保停課
期間不會因個別學生退學而減少金額。

津貼幼園清潔校園
同時，應個別幼稚園（包括私立幼稚

園）有意在停課期調整學費或提供學費減
免，從而挽留學生，教育局會作體恤安
排，盡快處理相關申請。
政府還將為所有幼稚園提供一次性特別
防疫津貼協助加強校園清潔，與業界持份
者討論後，將為金額再作定案。
楊潤雄並強調，防控疫情需要減少人口
流動和社交接觸，提醒外地學生毋須急於
回港、在港學生亦應避免離港並盡量留在
家中，避免去人多擠迫之地，及暫停所有
集體活動。學校亦要做足預防措施並保持
開放，照顧有個別需要而返校的學生。
他續說，停課並非額外假期，學校應

善用各類電子資源如視像會議程式實時
網上授課，並就網上學習與家長保持溝
通，發揮家校合作精神，於不增加學
生、家長壓力的原則下，做到「停課不
停學」（見另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
局再次宣佈全港學校延長停課，教育
界及家長大致接受有關安排，但有學
校反映，無法購買足夠的防疫用品，
要復課會有困難。部分家長則指所屬
學校沒有為孩子提供網上學習，停課
變停學。他們促請教育局跟進相關事
宜。

黃錦良：夠口罩再談復課
教聯會認同延長停課安排，但該會

主席黃錦良指，目前幾乎全港學校都
買不到防疫用品，社會廣泛關注復課
後口罩供應問題，並強調有足夠口罩
提供予學生應是復課必然考慮的條件
之一。
該會副主席林翠玲則指，歡迎教育

局向幼稚園提供一次性防疫津貼，但
學校無法購買足夠口罩及消毒藥水，
希望局方予以協助。
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表

示，教育局只稱不早於3月16日復
課，說法有彈性，但他擔心口罩供應
緊絀，一旦復課後家長無法買到口罩
給子女，變相要學校供應，以小學平
均一校500人推算，實難以應付，建
議教育界可統計具體口罩供求，向當
局提供數字參考。
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認為，取消

小六呈分試對中學收生並無影響，而
中學稍後會決定如何處理自行收生的
面試，據他了解，有學校會作視像面
試或要求學生拍短片代替傳統面試。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校長梁偉

基表示，大部分中學今年均不設面
試，改由法團校董會訂定收生準則，
這樣的做法很公平。

鄭泳舜倡參考大學辦網教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民

建聯議員鄭泳舜表示，理解教育局基
於公共衛生的考量延後復課，但有家
長反映停課隨時達兩個月，家長要上
班，照顧子女的相關支援不足。 同
時，部分學校在停課期間實施網上學
習，每日為學生安排功課，但有些學
校完全沒有功課，孩子在家無所事
事，學習進度受阻，建議教育局了解
各校做法，鼓勵教師在網上提供趣味
教學，當局亦可協助學校參考大學的
網上教學做法。

葛珮帆冀豁免學費助基層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主席、立法

會議員葛珮帆則指，基層家長受巿道
不景影響，收入銳減但又要花錢購買
防疫用品，孩子停學卻又要支付學
費、校車及課外活動等雜費，希望特
區政府可以豁免家長繳費，同時要支
援幼稚園、校巴司機和保姆等受影響
界別，以共渡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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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昨
日宣佈全港學校不早於下月16日復課，
教聯會昨日表示，上月開始停課後，幼稚
園已出現退學潮，其中非牟利及私立幼稚
園的供兩歲兒童入讀的學前預備班（N
班），就約有三分一人退學，情況最為嚴
重，更有學校累計已有上百人退學，單單
2月損失已達百萬元，面臨財政危機。該
會擔心若情況持續，恐怕有達200所幼稚
園或面臨倒閉，故建議將幼稚園納入
「100億防疫抗疫基金」的受資助範圍。

家長拒交學費 校方仍需出糧
本身是幼稚園校長的教聯會理事蔡麗

芳表示，教育局自1月25日宣佈全港學校
延長農曆假期，及後再兩次宣佈延後復課
日期，以保障學童健康。不過在停課後，
非牟利幼稚園陸續出現家長拒交學費或膳
食費，也有N班家長馬上為幼兒申請退學
的情況，估計約三分一學生已申請退學。

在疫症影響下，幼稚園仍需支付各種日
常開支，更需購買防疫用品，N班收費一
直是補貼學校營運開支不足的重要收入。
全港非牟利幼稚園中四成都有開辦N班，
故幼童退學直接對整體學校財政造成困
局。
私營幼稚園的衝擊就更大，蔡麗芳表

示，個別學校已統計到百人退學，有家長
則聯署要求學費優惠，但校方仍要支付教
師薪金及租金，單是2月的損失已高達百
萬元。由於疫情發展仍未明朗，若3月份
仍未能復課，退學潮隨時由N班擴大至
K3，令業界百上加斤，將要向教師裁員
或甚至倒閉。
業界估計，有開辦N班的幼稚園將會

首當其衝。全港共1,044 間非牟利及私營
幼稚園中，有502間設有N班，假如當中
有一半倒閉，全港將有超過200間幼稚園
結業。
疫症導致不少幼稚園出現財務危機，

雖然教育局昨日宣佈會保障獲政
府資助學校的津貼金額，但教聯
會副主席鄧飛指出，私營幼稚園
的損失遠比獲資助的非牟利幼稚
園大，政府應同時有效協助不同
運作模式的學校，避免疫症過
後，幼童因學校倒閉而要徬徨轉
校。
他建議，政府早前宣佈設立的

「100億防疫抗疫基金」，應將
幼稚園納入受資助範圍，特事特
辦，提供支援，包括租金津貼、
免息貸款等實際支援，協助全港
幼稚園渡過難關。

學前班現退學潮 200幼園臨倒閉

學校最新安排
◆全港學校延長停課兩星期，不早於3月16日復課。決定復課安排前會
考慮疫情及學校防疫物資

◆身處內地或其他地區的學生現時毋須急於回港；在港學生應避免離
港，及盡量留在家中，暫停集體活動，避免去人多擠迫的地方

◆小六第三次呈分試取消，升中派位將根據首兩次呈分試作安排

◆升中自行收生校本處理，但不鼓勵學校進行面試，學校評核可參考成
績及課外活動表現等，如有需要且有足夠防護，才可考慮安排面試

◆TSA（全港性系統評估）稍後時間（4月底至6月）才進行，會等待
復課進一步考慮

◆2月底決定文憑試安排，筆試如期於3月27日開考，或延至4月24日

◆新推幼稚園支援措施：
－以今年1月學生人數為基數，計算停課期間參加幼稚園計劃的幼
稚園每月資助，學校資助額不會因個別學生退學而減少

－加快處理停課期間幼稚園的學費調整或學費減免申請
－為所有幼稚園提供一次性特別津貼，助加強校園清潔

資料來源：教育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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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延長停課 最早3．16復課
小六呈分試取消 幼園資助不因退學減少 文憑試安排月底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