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schooling這教育理念曾在七十年代受到西方社會的關注，學者Ivan lllich提出學校教育的不足之處，建議學生離開
當時教育體系，改為留在家中接受教育。本文並非有意去探討或比較在家或在校接受教育的優劣，而是從教育工作者的角

度，反思在疫情之下，學校在學生的學習和成長兩方面所擔當的角色。

近一年，學生大部分時間留在家中上課學習，學生和家長一同面對居住空間有限、學習設備不足、父母管教困難等問

題，教師即使察覺問題所在，很想提供協助，但學校和教師無法與學生面對面接觸，以致問題未能得到紓解。在這困局之

下，學校應如何為學生尋求出路？

由教育局上學年宣佈「停課不停學」到今年的「透過不同的學習模式，讓學生在家學習」，學校在短時間內作出應變，

因應疫情及政府指引一再調節政策，調動資源，以期盡快改變全校的學與教的模式。教師在家中工作，除了教學外，還運用

各種渠道，以電話、電郵、通訊平台等與家長和學生緊密接觸，為他們提供支援。學校教職員努力尋求各種方法，目的是讓

學生可以在疫情之下，仍能善用時間，維持學習生活。多得家長的支持和配合，大部份同學都慢慢適應下來。

上學年停課期間，我們致力營造多元化學習的策略，既安排網課，又在學校內聯網、網上教室、各大網上頻道上載校本拍

攝的教學短片，更為學生準備網上學習材料、課業及評估活動，雖然稱不上完善，但總算是個新開始。我的同事化身KOL，拍
攝教學短片，在幕前為學生解難析疑，也有不少同事負責後勤工作，跟進各項技術支援。他們上下一心，一起提升資訊科技技

能，勉力支援學生的學習。

汲取了去年的經驗，本學年學校安排了一個彈性上課時間表，無論全面復課，還是局部復課或全面在家學習的情況下，這

時間表都可以實行，為學生提供全面網課或混合模式網課。為了學生學得更好，學校調撥資源增購資訊科技硬件和軟件，改裝學

校的資訊科技設備；又爭取校外資源，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協助。剛巧本校成功申請的優質教育基金的計劃—「促進學生自主

學習提升課堂教學效能」，計劃正好在這刻發揮作用。

除了關注學習，我們亦重視學生的成長。雖然學校不可舉辦大型活動，但教師仍然不忘學生的成長需要，在有限的時間和空

間下，為學生提供網上自學活動、網上工作坊、網上參觀及比賽。疫情下，輔導組、生命教師組及各科組亦為同學及家長提供各

項支援。大家可以細心閱讀這份校訊，了解一下學校的應變措施、學與教的支援、網上科學園、學生的成就、輔導工作和活動。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希望我們關顧學生的工作，得到大家的肯定，亦歡迎大家提出意見，集思廣益，繼續透過適切的模式，

支援學生在家持續學習，健康成長。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學生自攜裝置計劃
（2020/21學年）

對象：中一級學生

設備：購買iPad及Apple Pencil 

科目：科學、生活與社會 及 電腦

資助：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學生在家網上學習支援
l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在家學習網寬支援計劃

l 學生網上學習電腦捐贈計劃

l 學生在家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借用WiFi蛋及送贈SIM咭

l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協助全校學生購買平板電腦及配件

支援網上學習措施

3月
2021年

校長的話
20 Tin Shing Road, Tin Shui Wai, Yuen Long, N.T. Tel: 2447 8123 http://www.sphrc.edu.hk

Shap Pat Heung Rural Committee Kung Yik She Secondary School



無地域界限學習管理系統

• Microsoft 365 (Teams)

• eClass

於Teams加入學習頻道，方便學生自學

優化課室影音控制系統

無地域界限網課

教師專業發展及培訓

 l 桌上電腦

 l 平板電腦

 l Apple TV

 l 實物投影機

 l 視像鏡頭

 l 投影機

 l 教室廣播系統

學習桌系統可兼容及控制：

 l 每班Zoom教室

 l 可容納300人的Zoom教室供教師進行級本、跨
班、跨級課堂及活動

購買「Zoom for Education」教育方案，設立：

 l 網上培訓課程

 l 網上教學實習工作坊

與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
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CoE)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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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園
Science & Technology Park
科學科技實體教育平台
涵蓋6個範疇  19個學習地點

生物科技
•  基因研究實驗室

•  植物組織培育室

水族保育
 l 水生生物研習室

 l 淡水生物展示缸

 l 生物污水處理系統

生態環保
 l 生態溪流

 l 生態花園

 l 濕地植物展示閣

 l 再生能源

 l 瀕危物種標本櫃

 l 魚菜共生2.0

智能植物園
 l  智能植物園

機械人科技
 l 機械人實驗室

 l STEM+科創中心

網上學習平台
科學園呈獻：

「學校簡介」暨「STEM問答遊戲」2020-2021

科技種植
 l 蘭苑

 l 蘭軒

 l 有機果樹園

 l 環控水簾溫室

 l 無土種植室

一件科創比賽作品的誕生 獲全港趣味科學比賽冠軍的心路歷程 魚菜共生2.0

魚菜共生2.0  蘭軒生態花園 STEM+ 科創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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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級首三名
年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一級 1B 張婉儀 1D 張慧珊 1D 吳可旎

中二級 2C 陳俊天 2C 陳善盈 2B 熊佳穎

中三級 3C 王傲雪 3B 曾家欣 3B 黃嘉盈

全班首三名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楊梓禮 鄭梓君 李宇軒

1B 張婉儀 區詠嵐 黃祉嫚

1C 温瑋樂 許偉俊 徐 緣

1D 張慧珊 吳可旎 鄺浩然

1E 利紫宜 陸家榮 盧柏茵

2A 陳嘉恩 廖子潁 佘詩淇

2B 熊佳穎 張柏晞 張楚瑤

2C 陳俊天 陳善盈 關易恒

2D 莊靜妏 曾銘泉 李埝茵

3A 程凱儀 李佩珊 劉昊朗

3B 曾家欣 黃嘉盈 黃雅茵

3C 王傲雪 王凱埕 梁卓航

3D 吳月兒 閭家俊 林乃鑫

4A 彭康平 彭圳楠 黃捷熙

4B 謝俊煒 吳敏兒 鄭浚豪

4C 簡愷延 葉雷生 張佩珊

4D 陳樂怡 張德修 沈珮翹

5A ALI 鄧善欣 朱偉明

5B 李亮瑩 黃智賢 冼俊星

5C 梁凱盈 葉子羿 陳倩媛

5D 余靜婷 吳曉南 陳凱欣

服務獎
1E 吳思雨 2A 佘詩淇 3D 李雅雯

4B 吳敏兒 5C 鄧芷晴 6B 蕭映彤

學科優異成績
初中 各科全級第一名

科目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英國語文 1C 許偉俊 2B 愛麗莎白莎莎 3B 余俊暉

應用英語 1D 吳可旎 2C 謝達強 3B 曾家欣
3B 黃雅茵

中國語文 1C 徐 緣 2C 陳俊天 3C 王傲雪

數學 1C 温瑋樂 2B 張柏晞 3C 王傲雪

生活與社會 1C 温瑋樂 2C 歐卓穎 3C 王傲雪

科學 1C 温瑋樂 2C 陳俊天 3B 黃嘉盈

普通電腦 1C 温瑋樂 2A 程凱瑩 3C 王傲雪

經濟 --- 2C 陳俊天 3B 曾家欣

地理 1B 洪依琳 2B 彭睿堯
3B 黃雅茵
3C 梁卓航

中國歷史 1B 張婉儀 2A 佘詩淇 3B 曾家欣

歷史 1D 鄺浩然 2D 曾梓謙 3C 王傲雪

綜合商業 --- --- 3B 黃嘉盈

音樂
1B 黃祉嫚
1E 利紫宜

2B 熊佳穎 3D 林乃鑫

視覺藝術 1B 張婉儀 2C 黃卓賢 3C 龔芷珊

體育 1B 黃嘉穎 2B 彭睿堯 3D 閭家俊

設計與科技 1C 温瑋樂 2B 熊佳穎 3D 陳祉妤

普通話 1A 鄧嘉欣 2C 蘇珈煒 3C 王傲雪

高中 各科全級第一名

科目 中四級 中五級

英國語文 4B 艾 玟 5A ALI

中國語文 4B 曾家榮 5A ALI

數學（必修部分） 4B 謝俊煒 5A ALI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 --- 5B 黃柏鉅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
4B 霍梓俊
4B 謝俊煒

5A ALI

通識教育 4B 吳敏兒 5B 黃智賢

物理 4B 謝俊煒 5B 李亮瑩

化學 4B 何卓峰 5C 陳倩媛

生物 4C 張佩珊 5C 梁凱盈

組合科學（物理、生物） 4A 劉文瑞 5C 石旻昇

組合科學（化學、物理） 4B 鄭浚豪 5A ALI

組合科學（生物、化學） 4B 謝俊煒 5B 李亮瑩

資訊及通訊科技 4B 劉敏慧 5B 陳家謙

經濟 4D 張德修 5A ALI

地理 4D 張德修 5C 石旻昇

中國歷史 4B 朱家淇 5B 林凱悠

歷史 4B 曾家榮 5A 邱楚渝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4C 陶泯菱 5C 陳潔盈

2020-2021
第一學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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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獎項 2020-2021
English

7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1st runner up 4B HO CHEUK FUNG

Merit

1A ZHENG TSZ KWAN

1B LEE MAN POK

1C CHEUNG HEI TUNG EDITH

2B ALISHBA SHAHZAD

3B KONG HO YAN

3B LEE SAU MAN SAMANTHA

3C CHENG YU KA

3C HUANG YING LEE

3C KUNG KATIE

3D LEE NGA MAN STEPHANIE

3D TAI TSZ MAN

4A LEE PO KWAN

4A TSE LING YUK

4C LI GRACE

4C TANG SUM YU

Proficiency

1C LAM KWAN HON SAMUEL

4A CHEUNG PUI IN

4C KWOK HOI CHING

4C LEE CHEUK WING

4C TSUI WING SZE SI SI

5D YU CHING TING

5D ZHANG KA HEI

化學科
「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2020

鑽石獎

6A 陳詠詩 6A 張穎兒
6A 羅晶滢 6B 郭 駿
6B 劉韋彤 6C 林彥澄

金獎 6B 陳照燊

中文科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獨誦

冠軍 4B 何卓峰

亞軍
3B 曾家欣  4C 劉雋甯

6B 姜逸晴

季軍
2A 程凱瑩 2A 佘詩淇

3C 陸凱慧

優良獎狀

1A 鄧嘉欣 1A 楊睿甜

1A 鄭梓君 3A 程凱儀

3A 李佩珊 3B 李詠心

3B 梁嘉瑜 3B 黃雅茵

4B 朱家淇 6B 樊珈詠

6B 郭靖彤

良好獎狀

3A 李佩珊 3C 陸凱慧

4A 王凱嵐 4B 梁嘉怡

4D 郭瑤恩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

優良獎狀
3B 黃嘉盈 4B 陳潔瑩

4B 朱家淇

良好獎狀 5B 蔡美籽 5C 歐陽珈藝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美荷樓香港精神
學習計劃 2020-21「兩代情」徵文比賽

初中組優異獎 3D 沈卓穎

2019年「香港文學季」結集《家，有處可逃》

刊登文章
3A 梁詠瑤 3C 王傲雪

4B 梁嘉怡

5



疫情下的輔導活動
科目／組別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詳情

輔導

本校 復課後功課輔導
輔導老師及社工指導，提供功課輔導，舒緩
學生功課壓力及情緒。

本校
HAPPY DAY
學生及家長網上支援計劃

學生網上支援：學生講座、網上聯繫線下的
興趣活動、分享正向生活態度等等。
家長網上支援：情緒支援、家居小遊戲、簡
單親子製作食物、家長自我學習及家長講座
等等。

YMCA 自我提升計劃
以小組形式進行，學習提升自信心及抗
逆力。

香港小童群益會 第七屆i100電腦贈送學童培育計劃 協助家中學習設備不足的學生申請電腦。

生命

教育

廉政公署

「全城�傳誠」中學參與計劃

 l 廉正互動劇場
 l 參觀廉政公署
 l 高中iTeen領袖計劃
 l 校內倡廉活動

高中iTeen領袖計劃
 w 本年度招募高中學生成為「 iTeen領
袖」接受領袖訓練，並培養正面及積極
的價值觀；

 w 「iTeen領袖」將協助於校內籌辦不同
活動；及配合學生全人發展的精神，讓
學生透過籌辦活動，擴闊學習經驗，並
發展人際溝通能力及領導才能。

義務工作發展局
活得更精彩─
送贈心意卡計劃

同學寫心意咭，祝福天水圍區的長者。

愛德循環運動
青少年義工（證書）
訓練計劃—《義度空間》

2次義工培訓訓練。

元朗區推廣義工
協調委員會

元朗區傑出與義工選舉2020 推薦在義工工作有傑出表現學生參選。

香港青年協會 有心計劃
推動學生成為義工，並於年內完成不少於
500小時的義工服務。

衞生署 成長新動力
專責護士幫助中一級同學習解難、處理情
感、應付壓力等等。

元朗大會堂
「敬老護老愛心券」2020
慈善籌款活動

為長者籌募善款。

奧比斯 奧比斯學生大使運動2020-21

學生出席網上課堂及不同的活動，培訓學生
領袖的組織及領導能力。

 l 與奧比斯對話聯校研討會
 l 校內籌募活動
 l 黑暗體驗

香港公益金 公益金線上百萬行（個人組）
網上進行，參加者在指定時間內完成目標
10,000步，同時為公益金籌款。

公益

少年團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元朗區委員會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盆栽認購
為香港公益金籌款。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運動」籌款

女童軍 香港女童軍總會 慈善獎券義賣 為女童軍籌募活動經費。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活得更精彩—送贈心意卡計劃6



疫情下的學習活動
科目／組別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科學園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綠化校園資助計劃(2020/21)

元朗民政事務處 STEM工作坊暨比賽

英文 香港教育城
暑期閱讀計劃—免費使用「e悅讀學校計劃」Summer Reading 
Programme 

中國語文

香港青少年語文文化學會
2020-2021年全港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香港賽區）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2020-2021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

香港文學館 作家閱讀寫作坊

星島全港校際辯論比賽籌委會 星島第三十六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學界書法比賽2020-2021

數學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數學教育組 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2010/21)

通識 香港善導會 模擬法庭

生活與社會 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學會 第二十一屆《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網上問答比賽

物理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科學館 2021趣味科學比賽─過關斬將II

化學 香港虛擬大學及教育局科學教育組 「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2021

生物、化學、
物理

香港城巿大學 城大數理挑戰者計劃

生物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2020至2021年高中生物科課程

電腦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元朗區委員會 簡報設計比賽(2020-2021)

經濟 香港金融管理局 Webinar by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地埋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地理科郊野研習課程（網上）

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

學友社 香港模擬文憑試2020/21

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歷史科及世界歷史科聯校模擬考試 

圖書館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哈佛圖書獎」2021

視藝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元朗區委員會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2020-2021)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學生運動員資助計劃(2020/2021)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頒獎典禮及香港學生運動員獎領袖才能工作坊

獎勵組
扶貧委員會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及星伴同行師有計劃2021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升學及就業輔導

職業訓練局VTC 中六級升學講座（網上）

HKU SPACE保良局社區書院 中六級升學講座（網上）

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中心 DSE畢業生大灣區實習計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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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QEF優質教育基金  撥款約30萬
計劃名稱：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提升課堂教學效能

 l 建立跨學科短片資源平台

 l 推動學生在家自主學習

 l 配合課堂教學

科目 6科

影片數目 約400段教學短片：

設計與科技科

設計與科技科

數學科

物理科

生物科

化學科

科學科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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