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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多，「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對社會造成莫大的影響，

教育界亦不例外。在停止面授課堂的情況下，學生學習的模式改變了，

老師教學的模式也隨之產生了變化。孩子在家上課，也為家長帶來了不

少壓力。在學習及教學均出現「新常態」下，對我們來說，是危機還是

契機呢？我認為是契機，因為每個逆境都是生命成長的寶貴機會，只在

於我們用甚麼思維及態度去面對。

疫情下「停課不停學」，學校轉為網上教學，讓學生在家繼續學習。

網上學習包括學生觀看老師製作的教學短片及網上實時課堂，對孩子來

說，兩種學習方法都與平日在教室裏上課大有不同，需要時間適應這轉

變。然而，兩種學習模式均講求孩子的自律性、主動性以及具備自主學

習等態度。雖然網上教授的課程內容比面授課堂少，卻為孩子製造了更

多提升不同能力的機會，例如自學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應變能力、抗

逆能力等，孩子擁有這些不同的能力，在現今世代越顯重要，因為在資訊科技爆炸的二十一世紀，學習若只停留

在知識層面，孩子將無法適應瞬息萬變的世界。在缺乏老師實體的督促下，要孩子在家學習具理想的成效，關鍵

是學生要懂得自學，目前就是學生必須自學的最好時機。學會自學的孩子，一般懂得編排有規律的温習時間表，

懂得隨環境的改變去尋找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懂得主動學習。

近年教育界積極推動新教學模式─資訊科技教學（電子學習），疫情加速了這種新教學模式的演變，提升

了老師運用資訊科技教學的技巧。在停止面授課堂下，老師把教室轉戰為他們之前從未接觸過的「網上教室」，

老師以最快的速度蛻變成長，每天身兼多職：網上主播、攝影師、剪片師、出版社編輯、資訊科技員……老師在

預備課堂教學上實際所花的時間，是以往上課日數的十倍，甚至百倍！老師也要擔當社工的角色，輔導及鼓勵學

生主動學習，照顧孩子們身心靈的需要，老師背後所承受的壓力及箇中辛酸，實在不足為外人道也。我感恩我校

的教師專業團隊能以正面的態度面對「新常態」下的全新教學模式的挑戰。「有危就有機」這句話在挑戰中帶給

老師迎難而上的動力，他們不斷思考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照顧學生的多樣性，不斷嘗試及運用多元化的方

法，提升教學的效果。教學模式的改變除了促進老師的專業成長外，也驗證了教師的角色及職能絕非發達的資訊

科技能全部取代的。這場世紀疫症確實為老師帶來了衝擊及教學的反思。

疫情下，因孩子在家學習，家長除了要面對抗疫及工作的壓力，還擔當了老師的部分工作，可能因而感到吃力，

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於疫情的關係，大部分家長在家工作，無形中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增加了，

這是促進親子關係的好時機呢！家長應珍惜與孩子溝通的時間，瞭解他們在停課期間學習上的困難和感受，互相

分享及激勵。家長也可以利用這段時間與孩子一起閱讀、運動，或訓練他們做家務，培養其自律性，提升自我管

理能力，幫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並享受温馨的親子時光。此外，家長陪伴孩子在家自學，也可協助孩子

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標呢！

這場疫情對不同界別、不同年齡的人士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考驗，願我們都能抱正面的思維，以積極樂觀

的態度，為生命注入正能量，「疫」境中成長。願 愛的天父看顧同行，度過這段艱難的時刻，並祝福眾人平安、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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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嘉恩老師

後排 ( 左起 )： 陳芯悅 郭雅琳 陳詩藍 孔 琪 李欣蓓 

 莊苗心 張宇晴 孔慶齡 周樂嬈 胡己萱

中排 ( 左起 )： 謝康喬 何桂嬋主任 柯靜如校長 

 歐 澄（總 學生長） 譚宇菲（去屆總學生長） 

 李蓉博（副總學生長） 張寶礽

前排 ( 左起 )： 郭映彤 林孝柔 繆昀希 容筱瑜 張心瑜

            莊宛澄 金希媛 陳璈琳 陳樂頤

大家好！我是馮玉珮老師，

很感恩能加入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附屬小學的大家庭， 我任教的

科目是音樂、數學、常識和視

藝。在疫情的影響下，雖然我們

大部分時間都只能在 Zoom 課堂

中學習，但我仍然能感受到同學們的勤學樂思和熱情，使每一節

課都趣味盎然。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我能與這群充滿活力的同

學共同進步，一起發掘學習的樂趣 !

馮玉珮老師

王  瑋晴老師  Miss Wong Wai Ching

鄧  新嬌女士

Hello everyone! I am Miss 
Crystal Wong and I am glad to join the 

family of SSGPS. Although we sometimes 
have Zoom lessons in the first term, I can 

still feel your passion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Thank you for your sweet 
smiles and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all again in 
the school campus soon. 

We are going to fill the 
classroom with love 

and happiness!

大家好！我是周嘉恩老師，很

高興能加入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的大家庭，我今年任教的科目是中文、普

通話和圖書科。雖然本

學年面授時間不多，但

我深深感受到同學們對

學習的熱情，在未來

的日子裏，讓我們

繼續一起努力，

共同成長。

2020 年 11月 2日（星期一）

舉行了一年一度的「薪火相傳」

學生長交接儀式。23 位同學接

過由柯校長傳來的燭火後，就正

式成為學生長。她們承諾為學校

發光發熱，並把服務他人的精神

承傳下去。（受「2019 冠狀病

毒病」疫情影響，本年度錄

影整個交接儀式，然後播

放予全校師生觀看。）

學生長就職典禮  —薪火相傳

2020-202
1 年度學生長

( 工友 )

學校

新成員

2



我是邢靜文老師，很榮幸能夠

加入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的

大家庭，我今年任教中文科、普通話

科和圖書科。雖然只與同學們相處了

短短數月，但我已被你們上課時積極

認真的態度深深打動。我相信，不管

今後面對任何挑戰，我們都能攜手度

過。未來，我們一起努力！

李梓穎老師

我是李梓穎老師，本年度主要任教

中文科及視藝科。在這「變幻莫測」的

學年，慶幸能加入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

屬小學，與大家攜手參與本學年特別的

學習旅程。雖然本學年與同學見面的時

間不多，但卻能感受到同學對學習的熱

情。在暫停面授課堂期間，大家仍然抱

持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實在是難能可貴。在未來的日子裏，也許

會面對更多不同的挑戰，但願同學能保持這顆熱切渴求知識的心，

繼續邁步前進，在學習中愉快地成長。

邢靜文老師

我是李淑濤老師，本

年度任教中文科、常識科、

普通話科、視藝科和圖書

科。對老師、家長和學生

而言，這是充滿挑戰的一

年。 在 全 新 的 學 習 模 式

下，十分感恩我能在這團

隊中，與一眾老師協力齊

心地完成教學。希望同學能珍惜每個得來不易的學習機會，

保持求知若渴的心，享受學習帶來的滿足感。

李淑濤老師

梁 淑燕老師

溫  慧慧老師

何  佩琼老師

我是文秀芳老師，很高興能夠

加入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這

個大家庭。

我任教中文科、普通話科、視

覺藝術科和圖書科。我喜歡閱讀和

旅行，歡迎大家來找我分享世界各地遊歷的所見所聞，一

起開闊眼界。希望未來能帶領學生好好享受學習的樂趣，

共同創造美好的回憶。

文秀芳老師

大家好！我是何佩琼老師，今年任

教中文科、宗教科、視藝科和圖書科。感謝

天父帶領，讓我來到聖

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工作。看見學生們天真的

笑臉，看見學生們專心上

課的模樣，感恩她們有

一顆喜樂又好學的心。

願天父的慈愛常與我

們同在，願平安喜

樂天天陪伴着我

們。

我是鄺翠雯老師，很高興能加入

這個大家庭，我任教的

科目是數學、常識和體

育。在短短的數個月裏，

不管是 Zoom 課堂還是面

授課，我仍然感受到同學

們的熱情、天真和勤奮。

在未來的日子裏，希望

大家能保持愉快的心

情，迎接每天的學

習與生活。

我是梁淑燕老師，很高興能夠加入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的大家庭。我今

年任教中文科、普通話科和常識科。受疫情影

響，老師和學生都要

面對新的授課和學習

模式。過去數月，我

感受到同學們孜孜不

倦 的 求 學 精 神， 令

我更加投入教學工

作，迎接未來的

種種挑戰。

大家好！我是溫慧慧老師，今年任教

音樂、數學和常識科。加入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附屬小學的大家庭短短數月，我感受到同學們的

好學、開朗及關懷，令我

的工作充滿喜悅。因疫情影

響，我們只能在 Zoom 課堂

中見面及學習，這無論對家

長、老師或學生來說都是新

挑戰。我希望同學們能繼

續保持良好的學習態度，

時刻享受學習帶來的

樂趣！

鄺  翠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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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姐認真的解

答讓我清楚了解中

學的生活和即將面

對的挑戰，真是獲

益良多。

六丁 孔慶齡

STEM智叻星

為了讓學生加強對STEM的認識，

本校自上學年開始舉行「STEM 智叻

星」活動。每期的「STEM 智叻星」

會有不同的 STEM 題目，引發學生思

考，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讓她們成

為 STEM 達人！

第七屆國際青年發明家大賽
在「林氏基金」的協助下，六乙班張心瑜同學在 2020 年 11 月 27 日

參加了於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的線上「第七屆國際青年發明家大賽」，

參加者來自 15 個國家，共 345 個參賽作品，張心瑜同學憑作品「SMART 

SHOPVIGATOR」勇奪最高級別的金獎，為香港及學校爭光！

作品利用無線射頻辨識技術讀取資料，將信息經視障人士的手提電話

轉化為語音，通知視障人士商舖的位置，具有導航功能。另外，作品亦能提

供各種貨品的相關資料，協助視障人士購物。這個創新發明品除了能夠將

STEM 應用在生活中外，還能幫助有需要的人士，實在是一件結合了創意及

暖意的作品。

我和同學們都踴躍

地向學姐發問。學姐耐

心地為我們一一解答，

令我們對中學生活有了

進一步的了解。

         六甲 李蓉博

我對中學部的認

識加深了，也釋除了

心中的疑慮，更加期

待投入多姿多采的中

學生活。

  六乙 歐澄

中學生與六年級學生交流會

電腦模擬飛行器

學姐介紹了中學部

的校園，又和我們分享

了她們的校園生活和難

忘經歷。我希望自己可

以在這所美好的中學讀

書！

六乙 張心瑜

雖然面授課堂因疫情

而停止，但我們仍能透過

Zoom 聆聽學姐的分享。

我們要感謝校長、老師和

學姐盡心竭力的安排！

六甲 謝康喬

我校參與「林氏基金」籌辦有關航空的課

程多年，讓學生認識飛行原理的知識，同學亦

有機會到海外參加比賽，屢獲獎項。本學年初，

「林氏基金」送贈了一套全新的電腦模擬飛行器

連飛機模型給學校。設計師特別為我們設計飛

機模型，由概念、設計、組裝到搬運，過程實

在不簡單，期望疫情減退後，同學們一起乘搭 

「St. Stephen's Girls' Airlines」翱翔萬里。

STEM action

今年的「中學生與六年級學生交流會」在 2020 年 12 月 4 日 ( 星期五 ) 舉行。由於「2019 冠狀病毒病」

疫情影響，學姐與學妹的互動透過 Zoom 進行，這次交流形式新穎，氣氛輕鬆愉快。

同學的心聲

4



全體師生一起參與網上崇拜

「應用 3D立體打印機」工作坊「應用 STEM教室內智能電視」工作坊

教  師專業發展活動

         2020 年 12 月 18 日 ( 星期五 )，我們邀請
了聖公會聖士提反堂蔡樂媚牧師主持本年度的聖誕節

崇拜。受「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全校師生透
過 Zoom 參與崇拜，記念耶穌基督的降生。崇拜後，
我們播放教職員向學生送上祝福的片段，然後全校

師生在網上同唱“Happy birthday to Jesus”及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互祝平安，洋溢着温馨歡樂的氣氛。

蔡樂媚牧師主持崇拜，與老師和同學

分享主耶穌基督降生的大好信息。

教職員在屏幕前向學生送上祝福

聖  誕節崇拜

配合 STEM 教育的推行，本校於 2020 年 11 月 12 日 ( 星期四 ) 舉行「應用 STEM 教室內智能電視」工作坊及「應

用 3D 立體打印機」工作坊。

本年度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在 2020 年 12 月 9 日 ( 星期三 ) 舉行，由協康會教育心理學家莫信言先生向老師講解自閉症學童

的學習需要及支援策略。講座以 Zoom 形式進行，並設分組討論，老師們均感獲益良多。

周副校長帶領會眾同唱詩歌

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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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派位程序簡介

各  級家長座談會
日期 主題 主講者 到校參與 以 Zoom 形式參與

2020 年 10 月 24 日

( 星期六 )

與孩子走在自我完善的路上 凌葉麗嬋女士
三年級家長 四年級家長

評估小錦囊 本校中、英、數、常科主任

2020 年 11 月 7 日

( 星期六 ) 

成長新階段之升中適應 余國健先生

六年級家長 五年級家長升中派位程序 何美蓮副校長

本校中學部課程簡介 本校中學部校長及副校長

2020 年 11 月 14 日

( 星期六 )

管教有方 卞張淑儀博士 一年級家長

如何提升孩子的自理能力 馮瑞貞姑娘 ( 駐校社工 ) 二年級家長

畢業生同心向天父獻上感恩

「與孩子走在自我完善的路上」講座

受「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2019-2020 年

度畢業禮延至 2020 年 10 月 14 日 ( 星期六 ) 舉行，

主禮嘉賓為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董會何錢每豐校董。

縱使在疫情中，大家仍能見證這屆六年級畢業生正式

完成小學階段的重要時刻，我們當向天父獻上感恩！

遲  來的畢業禮

嘉賓們合照留念 我們「正式」畢業了！

柯校長報告校務

何錢每豐校董訓勉

學生代表致送紀念品

上台領取畢業證書──這是畢業生期待已久的時刻

「成長新階段之升中適應」講座

「管教有方」講座

「評估小錦囊」講座

本校中學部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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