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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課成效不比課堂 

W； 
二织萍说，停课期间，幼 

JL园有提供网络教学、 

布置功课或录制教学视频给学 

生，让学生仍可学习。 

她说，幼儿园能做的教学方 

式也R是上述的几项，在线上教 

学方面，如有家长陪伴，则可以 

进行更多的教学内容，只是成效 

方面或不比课堂教学来得高 

她说，幼儿园教师可说是第 

-次进行线上教学，初期难免感 

到压力，尤其是教学进行时，可 

能学生家长或全家人都在旁陪伴 

观看，甚至还拍摄孩子的线上学 

习情况。 

教师渐适应网上教学 

无论如何，她说，这教学模 

式也进行快2个月了，而教师也 

渐渐适应，同时掌握了 -定的技 

巧。 

她说，有时为了配合上班家 

长的时间，教师必须改在晚上进 

行网上教学，偶尔也须改在周六 

或周n进行。 

辦座談會鼓勵同業 

幼 
教公会希望同业在这非 

常时期能坚持走下去， 

该会也与宏愿大学配合，n前举 

办了2场线上座谈会，第一场（冠 

病海啸：幼教转型的黄金契机） 

对象主要是园长，约有220人参 

与；第二场（冠病海啸：幼教老 

师跨人教学整合新天地）则是给 

予幼儿园教师，大约400多人参 

与 

黄织萍希望借此凝聚同业， 

让他们知道，其实大家都在经历 

同样的情况，也同样都有面对问 

题，彼此就互相鼓励及安慰，同 

时提供•些建议。 

“大家要重新开始，别 - i 

在学费问题上兜转了，我们不能 

再去想学费的事，会缴费的家长 

终究会给，不愿缴费的依旧坚持 

己见，我们要接受事实，坚持走 

下去。” 

黄织萍：目 

前整个趋势对幼 

教界非常不利， 

同业没有获得当 

局任何指引，只 

能等待，然后以 

倒贴方式继续支 

撑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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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k : 也相互鼓励及安慰 

幼儿园及托儿所在行管令期间暂时关闭，随着行管令延长，业者 

所面对的经济压力也相对加剧。（档案照） 

教職員對前景忐忑 
于教育部推动幼教教 

师进修以取得专业文 

凭，黄织萍说，-些已在进修 

半途的幼教教师，如今对是否 

继续剩余的课程，很是挣扎。 

“毕竟，私立幼教教师也 

开始担心能否保住饭碗，包括 

-些才刚准备要报读的，对于 

当前情况忐忑不已，是否有心 

情报读，真的是看个人了 ” 

她欣慰•些提供幼教专 

业文凭课程的学院，在这时期 

愿意提供学费折扣及优惠给教 

师。 

盼准托兒服務復業 

黄 
织萍希望槟州政府能 

批准3至6岁的托儿服 

务恢复运作，减轻托儿所业者 

的经济压力之余，也可让双薪 

家庭父母放心，至少孩子有熟 

悉的场所可托付照顾。 

“毕竟，家长如果要另找 

保姆照顾孩子，由于并不熟悉 

新保姆，反而比较放心交付给 

他们已认识且信任的托儿所园 

长及教师照料。” 

据她所了解， -些州属的 

托儿所（Taska )在遵守政府所 

规定的标准作业程序（SOP) 

后，巳获准恢复运作，反观槟 

州还不行。 

她相信托儿所业者会小心 

处理恢复运作时的托儿服务条 

件要求，毕竟业者也不愿见到 

儿所发生冠病事件，因此会谨 

慎及遵照一切的标准作业程序 

行事。 

福利局推託兒指南 

她 
指出，社会福利局 

KM ) 有 推 出 -

份共34页的防范冠病扩散的托 

儿所安全运作指南，供业者遵 

循。 

“这份指南很清楚及完 

善，同样适用在幼儿园方面的 

运作，毕竟它是-份以关注幼 

儿健康为基础的指南。” 

她也补充，-些幼儿园也 

有提供托儿服务，同时也有托 

儿所园长及教师是槟幼教公会 

的会员，因此公会也关注他们 

面对的情况。 

根据现有条例，4至6岁的 

幼儿园向教育部注册，而4岁以 

下的托儿所则向社会福利局注 
nn. 
Mo 

檳政府最快明發表聲明 

针; 
.对槟州政府对于托儿 

所何时恢复运作的 

立场，槟州福利、爱心社会及 

环境委员会主席彭文宝受询时 

说，槟州政府最快会在本周五 

对此课题发表正式声明。 

他说，州政府正审视来(1 

国家安全理事会、卫生部、社 

会福利局及地方政府的标准作 

业程序，进而拟定-套更全面 

的标准作业，同时将分阶段开 

放。 

小型幼園無奈關閉 
@州幼稚园教师公会主席黄织萍说，公会察觉已有 

f：^同业因难以支撑而关闭幼儿园的现象。 

她受访时对《大北马》社区报记者说，随着行管令 

延长及幼儿园仍不可复课的情况下，愿意缴交学费的家长 

也越来越少，加上也有家长决定让孩子退学，导致有幼儿 

园，尤其是比较小型的园所无奈关闭。 

她并不确定实际数目（幼儿园关闭），毕竟同业是低 

调处理关闭幼儿园事宜，其他同业也不可能去向有关园长 

求证，但结束营业的现象的确存在。 

--些学生人数少的幼儿园，往常所征收到的学费只 

足够维持开销，如今无法征收仝额学费，可以想像、丨丨〈者所 

面对的困境及压力。” 

租金開銷主要問題 
|织萍指出’州内同业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幼儿园租 

胃金开销，教师薪金方面因有社会保险机构所发出 

的工资补贴计划，勉强还可应付_ 

她说，如果屋主体谅，对方还可能提供租金回扣优 

待，折扣30至50%，但这方面的优待也只能是‘个月（4月 

份租金），毕竟屋主也面对经济难题:、 

“至于5和6月的租金，IM主会收全租，他们或许同意 

业者延缓交付租金，但_ •般无法给予折扣。” 

首月工資補貼到手 

M于社险机构的工资补贴计划为期3个月（4、5及6 

月），黄织萍说，大部分业者巳收到第_ •个月的 

补贴，第二个月的还在等进一步消息3 

“这项补贴计划为期3个月，但是幼儿园能不能在7月 

复课，都还是个未知数。” 

她说，幼儿园至今并未接获来自教育部或教育局有关 

复课之时必须遵守的标准作业程序（SOP)，P、知道教育部 

会提前2周宣市复课事宜。 

枯等指示倒貼支撐 

•织萍形容，n前整个趋势对幼教界非常不利，同 

胃业没有获得当局任何指引，只能等待，然后以倒 

贴方式继续支撑开销。 

“大家无计可施，现有的收费数额根本不足应付开 

f i o “ 

她说，虽然幼儿园有提供学费折扣给家长，但也并非 

是100%家长缴费，因此收人减少很多。 

“此刻就看园方与家长平时的关系如何，如果关系良 

好，还可以得到60至80%家长缴费，而有关的学费也不是仝 

额，而是已折扣的学费数额。” 

復 課 遙 遙 無 期 

幼•快撐不下去 
報 道 陳 雲 清 

(槟城 2 0日讯）行动管制令延长至 6月 

9曰，幼儿园何时可复课则遥遥无期，一些 

幼儿园，尤其是比较小型的园所已快撑不下 

去，面临结束营业的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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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也R是上述的几项，在线上教学方面，如有家长陪伴，则可以进行更多的教学内容，只是成效方面或不比课堂教学来得高她说
，幼儿园教师可说是第-次进行线上教学，初期难免感到压力，尤其是教学进行时，可能学生家长或全家人都在旁陪伴观看，甚至
还拍摄孩子的线上学习情况。教师渐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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