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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起動」計劃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日期：2019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天主教鳴遠中學 

   九龍將軍澳厚德邨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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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以「商校協作」的模式，為中學

生提供各種成長機會，啟發學生在學習、生涯規劃、品德培育等方面的發

展。計劃連繫眾成員學校，組成龐大的學校網絡，是推動教師專業交流及

促進校本經驗共享的重要平台。計劃每年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

計劃」合作舉辦的「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即以專業發展為目標，為成員

學校安排不同主題的工作坊與講座，鼓勵教師對外觀察教育潮流的發展，

對內省視學校教學的經驗，以達至專業增長。 

 

本年度「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上午部份以「有效教學的理念與策略」

為主題，主要由「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團隊主持二十七節專業分享，從課

程、教學、評估，以至鼓勵學生多元發展等層面探討提升教學效能的實踐

經驗，內容涵蓋不同學科、不同範疇。下午部份安排「健康‧趣味‧溝通

講座」，讓教師開啟新視野，豐富身心靈。 

 

本年度活動共超過四千人參加，是以特別把參與學校分為四組，分別

於二月二十二日、三月一日、八日及二十九日四天舉行活動。活動得以順

利舉行，實有賴各成員學校的參與和支持，以及曾璧山中學、天主教普照

中學、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及天主教鳴遠中學借出場地，在此謹致衷心謝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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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起動」計劃成員學校（按筆劃序排列）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五育中學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天主教南華中學 
天主教普照中學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天主教鳴遠中學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 
北角協同中學 
伯特利中學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佛教何南金中學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佛教黃允畋中學 
佛教黃鳳翎中學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李求恩紀念中學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明愛馬鞍山中學 
明愛聖若瑟中學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香港航海學校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高雷中學 
培英中學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深培中學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曾璧山中學 
棉紡會中學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新界喇沙中學 
新會商會中學 
獅子會中學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聖母院書院 
聖芳濟各書院 
裘錦秋中學（屯門） 
閩僑中學 
鳳溪第一中學 
德貞女子中學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樂道中學 
潮州會館中學 
嶺南中學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麗澤中學 
寶血女子中學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為於 2019 年 3 月 29 日參加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的學校，其他學校將分別參加 2 月 22 日、

3 月 1 日及 8 日舉行的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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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時間 內 容 

9:00 – 10:30 

教師專業發展講座及工作坊 I── 

有效教學的理念與策略 

（於同一時段安排 14 個平行環節）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專題分享 

10:30 – 10:50 小 休 

10:50 – 12:20 

教師專業發展講座及工作坊 II── 

有效教學的理念與策略 

（於同一時段安排 14 個平行環節）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專題分享 

12:20 – 14:00 午 膳 

14:00 – 15:30 
健康‧趣味‧溝通講座 

（於同一時段安排 17 個平行環節） 

 
請參加者憑入場券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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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場環節編排 
時 
間   

主 
題 

 

第一時段（9:00 – 10:30） 地點  第二時段（10:50 – 12:20） 地點 

 教師專業發展講座及工作坊 I──有效教學的理念與策略 教師專業發展講座及工作坊 II──有效教學的理念與策略 

評
估
的
有
效
實
踐 

課
程
、
教
學
、 

A1 學校改進工作的回顧與前望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湯才偉博士 

1 樓 
113 鳴星閣 

B1 融合課室以內及課室以外的學習： 
從引起興趣到深化正規考試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陳鴻昌先生 

地下禮堂 

A2 新興教學法的應用與思考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韓孝述先生 

地下禮堂 B2 評估素養： 
促進有效學習之評估策略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胡翠珊女士 

1 樓 
113 鳴星閣 

中
文
科 

A3 評估素養@中文（與 B3 相同）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呂斌博士 

2 樓 
202A 課室 

B3 評估素養@中文（與 A3 相同）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呂斌博士 

2 樓 
202A 課室 

A4 如何引領學生走進 
中國語文科的思考空間（與 B4 相同）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陳礎月女士 

4 樓 
404 課室 

B4 如何引領學生走進 
中國語文科的思考空間（與 A4 相同）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陳礎月女士 

4 樓 
404 課室 

A5 建立作答理解的「模式」（Schema）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戚本盛先生 
 

2 樓 
204 課室 

   

英
文
科 

A6 Building Sentence Fluency through 
Writing Activities Focusing on  
Idea Development (Same as B5) 
Ms. Lam Kam Fong Joann Florence, QSIP 

Rm 513, 
Integrated 
Science 

Lab. II, 5/F 

B5 Building Sentence Fluency through 
Writing Activities Focusing on  
Idea Development (Same as A6) 
Ms. Lam Kam Fong Joann Florence, QSIP 

Rm 513, 
Integrated 
Science 

Lab. II, 5/F 
A7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Outings 

(Same as B6) 
Ms. Lee Chun Man Alice, QSIP 

Rm 511, 
Integrated 
Science 

Lab. I, 5/F 

B6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Outings 
(Same as A7) 
Ms. Lee Chun Man Alice, QSIP 

Rm 511, 
Integrated 

Science Lab. 
I, 5/F 

A8 Teaching Less Able Learners 
to Write 
Dr. Cheung Hiu Tung Becky, QSIP 

Rm 613, 
Biology 
Lab., 6/F 

B7 Teaching Listening Skills and 
Strategies to Struggling Learners 
in an English Classroom 
Ms. Chiu Lai Mui Adela, QSIP 

Rm 613, 
Biology 
Lab., 6/F 

數
理
科 

A9 「低小多快」在數學教學上 
實踐的例子（與 B8 相同）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黃偉賢先生 

5 樓 
504 課室 

B8 「低小多快」在數學教學上 
實踐的例子（與 A9 相同）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黃偉賢先生 

5 樓 
504 課室 

A10 數學的學習動機與知識建構 
（與 B9 相同）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柯志明先生 

5 樓 
506 課室 

B9 數學的學習動機與知識建構 
（與 A10 相同）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柯志明先生 

5 樓 
506 課室 

A11 如何運用不同的模型 
協助建構科學概念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岑安邦先生 
 

4 樓 
406 課室 

B10 以互動教學工具融入 STEM 教學，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並培養學生的 
二十一世紀技能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潘穎程女士、 
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朱鳳梅女士及吳文輝先生 

2 樓 207 
電腦室 

(一) 

   B11 STEM 教學×魔術表演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蘇永強先生 

4 樓 414  
生物實驗室 

人
文
學
科

通
識
及 

A12 通識筆記記甚麼？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朱榮得先生、曾秀怡女士 

4 樓 414  
生物實驗室 

B12 中華文化教育的本地實踐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朱榮得先生、曾秀怡女士 
 

4 樓 
406 課室 

及
學
生
培
育 

多
元
化
學
習 

A13 非一般的教室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陳可兒博士、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游美斯校長 

2 樓 211  
音樂室 

B13 校本價值觀教育架構設計分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黃學準先生 

7 樓 706  
學生活動 

中心（一） 

A14 戲劇×德育：戲劇習式與教案分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薛海暉先生 
 

7 樓 706  
學生活動 

中心（一） 

B14 玩《Feelinks》栽培「同感心」 
Jolly Thinkers 總監 Mr. John F. Guest、
創辦人及總監 Ms. Joyce YH Lam 
Make Positive 創辦人蔡舒琪女士 

2 樓 214 
視藝室 

 * 註：英文科環節以英語進行，其他環節以廣東話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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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主 
題 

 
第三時段（14:00 – 15:30） 地點 

 

健康‧趣味‧溝通講座 

健
康
養
生 

C1 破解營養謬誤及體適能相關 
營養師學會認可營養師及體適能精英教練 李華青先生 

2 樓 
202A 課室 

C2 增強免疫力飲食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營養學家黃婉茵女士  

5 樓 
504 課室 

C3 家常小菜陷阱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營養學家鄺素筠女士 

5 樓 
506 課室 

C4 健美與調理──中醫養生篇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香港註冊中醫師容志航博士 

1 樓 
113 鳴星閣 

C5 病從怒起？情緒也可致病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香港註冊中醫師蔡梓銘醫師 

2 樓 
211 音樂室 

C6 「按」部就 Fit──上班族按穴療法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中醫美容師徐思琪女士 

2 樓 
204 課室 

C7 鬆一 zone──頸脊及肢體按摩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香港註冊物理治療師陳玉馨女士  

5 樓 513 
 綜合科學
實驗室（二） 

C8 耳通八方──中醫耳穴療法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保健推拿師尹志成先生 

4 樓 
404 課室 

生
活
趣
味 

C9 滿薰學堂──香薰應用及減壓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國際認可註冊香薰治療師楊燕齊女士 

4 樓 
406 課室 

C10 心靈療癒禪繞體驗 
美國認證禪繞畫導師 李嘉雯女士 

5 樓 511 
 綜合科學
實驗室（一） 

C11 「日本和諧粉彩」體驗工作坊 
日本和諧粉彩正指導師 鄭藹芝女士 

2 樓  
214 視藝室 

C12 「韓國手捏擴香石」體驗班 
韓國手捏擴香石導師 鄭藹琪女士 

4 樓 414 
生物實驗室 

C13 魔術初學班  
國際魔術師協會魔術師 歐錦豪先生 

6 樓 613 
物理實驗室 

C14 雜耍體驗班 
專業雜耍導師 倪景生先生、謝冠峰先生 

地下 
露天操場 

C15 氣球造型班 
氣球師 陳惠强先生、李月明女士 

3 樓 309 
家政室 

C16 爵士舞班 
Dancers island 創辦人藝術總監 鄺柏衡先生 地下禮堂 

有
效
溝
通 

C17 戾氣防火牆──有效處理暴力及情緒化家長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高級講師孫立民博士  7 樓 706  

學生活動 
中心（一） 

* 註：以上環節以廣東話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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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簡介 

第一時段：9:00 – 10:30 

教師專業發展講座及工作坊 I──有效教學的理念與策略 
 

一、 課程、教學、評估的有效實踐 
 

A1 學校改進工作的回顧與前望 對象：所有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湯才偉博士 地點：1 樓 113 鳴星閣 

  
近年校本支援成為學校改進的助力。教師也樂意與外間協作：但外來支援如何有效提升學校的效
能，學校如何從中過渡至校本專業管理，卻是值得關注的問題。本節檢視廿年以來學校支援的經驗，
並展望學校可以如何配合外間的支援，更好地推動教育的改進。 
 

A2   新興教學法的應用與思考 對象：所有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韓孝述先生 地點：地下禮堂 

  
本港自 2000 年推行教改，學校陸續引進不少新興的教學設計，包括自主學習、電子教學、適異教
學及 STEM 式的探究學習，這些設計各具特點，而其實理念互通，在應用上可以相輔相成。是次
講座將分析每種設計的特點，並以研究所知及課堂所見，探討其使用方法、可能出現的誤區及對學
生學習的成效。 
 
 

二、 中文科 
 

A3 評估素養@中文（與 B3 相同） 對象：中文科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呂斌博士 地點：2 樓 202A 課室 

評估素養在近年越來越受學校的重視，但在實際擬卷、檢討及分析學生的測考表現以至回饋教學
時，往往遇到許多困難與挑戰。如何「善用數據」？如何「有效回饋」？  
本節將分享講者在學校協作的實例，探討優化試卷設計及檢討學生測考表現的具體做法。 
 

A4 如何引領學生走進中國語文科的思考空間（與 B4 相同） 對象：中文科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陳礎月女士 地點：4 樓 404 課室 

溝通模式的改變、文化氛圍的淡化、人際情感的疏離……，皆使現今世代學生的思考方式及思考深
度未能及於中國語文科的要求。為此，講者嘗試淺談其中的問題及提出一些可行的改善方法。 
 
A5 建立作答理解的「模式」（Schema） 對象：中文科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戚本盛先生 地點：2 樓 204 課室 

閱讀理解的教學，不限於學生輸入端的理解，輸出端的作答也不能忽視，照搬原文、複述內容一般
不被視為表現出理解。學生曾否習得把內容概括成主旨的方法，能否應用能表現理解的詞彙，在乎
學生心理的「模式」（Schema）。講者以讓學生建立這樣的模式作為目標，編寫及施教相關的教材，
在提升學生作答理解的表現、閱讀簡易文言的信心上，已見一定成效。是次講座，將與老師分享有
關教材及教程，並探索相關設計對中文課程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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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文科 
 

A6 Building Sentence Fluency through Writing Activities Target Audience: English Teachers 
 Focusing on Idea Development (Same as B5) Venue: Rm 513, Integrated Science Lab. II,, 5/F 
 Ms. Lam Kam Fong Joann Florence, QSIP Medium: English 

One trait connects all-making idea development central to the learning of writing facilitates students to 
write meaningful sentences. Building sentence fluency is an important skill and with the right tools, it is 
achievable for even the weak learners. The session will be a discussion of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a variety of writing exercises and activities that may intrigue students to write.  
 

A7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Outings (Same as B6) Target Audience: English Teachers 
 Ms. Lee Chun Man Alice, QSIP Venue: Rm 511, Integrated Science Lab. I,, 5/F 
  Medium: English 

Students love outings. Yet, outings could seem like a luxury when lesson time is precious.  With the 
great deal of time and effort spent on organizing this kind of activity, it is only nature that teachers would 
want them to be fun and have students make the most out of it.  The session provides ideas on the 
planning of outings and various learning tasks for teachers to further build on. 
 
A8 Teaching Less Able Learners to Write Target Audience: English Teachers 
 Dr. Cheung Hiu Tung Becky, QSIP Venue: Rm 613, Biology Lab., 6/F 

  Medium: English 

This workshop aims to build teachers’ knowledge and strategies for designing classroom activities that 
motivate students to write. In the workshop, the facilitator will provide teachers with instructional 
recommendations that can be implement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existing curriculum. Teachers will 
read and comment on lesson plans and resources, and try their hands at learning tasks designed for both 
independent writing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四、 數理科 
 

A9 「低小多快」在數學教學上實踐的例子（與 B8 相同） 對象：數學科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黃偉賢先生 地點：5 樓 504 課室 
針對低組別的學生，香港教育界在多年前已提出「低起步、小步伐、多活動、快回饋」這十二字
真言。而這套方針在數學教學上尤其易見成效。本節講座會針對幾個老師經常發覺難教的課題，
例如因式分解、代數分式等，分享一些「低小多快」的教學經驗，期望能促進學生快快樂樂的學，
老師也開開心心的教。 
 

A10 數學的學習動機與知識建構（與 B9 相同） 對象：數學科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柯志明先生 地點：5 樓 506 課室 

學習動機和知識建構是自主學習的重要元素。在是次研討會中，講者會以不同課題的例子，展示引
起學生學習動機的各種方法，並討論如何透過圖表、圖像和隱喻（metaphors）建構數學知識，促
進自主學習。 
 

A11 如何運用不同的模型協助建構科學概念 對象：初中科學科及物理科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岑安邦先生 地點：4 樓 406 課室 

本工作坊的目的是分享如何建立不同的模型，協助學生了解科學性質及從而建構正確的科學概念。
目標：1）了解建立概念模型與科學發展的關係；2）欣賞科學理想化的過程；3）使用資訊科技設
計、發展及評估不同的數學模型，以進一步理解不同物理現象背後的特性；4）利用電腦軟件建立
不同的數學模型去模擬不同的物理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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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通識科及人文學科 
 

A12 通識筆記記甚麼？ 對象：通識科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朱榮得先生、曾秀怡女士 地點：4 樓 414 生物實驗室 

通識科發展至今，大部分學校都花了不少資源製作校本教材與筆記。但在學界愈益關注培養學生自
主學習能力的狀況下，學生做筆記也成為了眾多學校的關注事項。本環節將探討在此背景下，老師
應提供怎樣的筆記予學生，也應該如何引導學生摘錄個人化筆記。 
 

六、 多元化學習及學生培育 
 
A13 非一般的教室 對象：所有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陳可兒博士、 地點：2 樓 211 音樂室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游美斯校長 

 

全方位學習是把學習空間從課室拓展到其他環境的策略，一般來說，學校都將「全方位學習」等同
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例如各類型的參觀活動，包括博物館、各式各樣的展覽、藝術表演，以至到
國內外作學術交流等。但這些活動是否真正能夠帶給學生一些課堂教學以外的補充學習經驗就視乎
老師的準備工夫是否足夠和有沒有整體的學習設計意念，否則這類活動都變得勞民傷財及徒勞無
功。另一個選擇是在校內設置一些「非一般的教室」，配合一些特別的裝置和結合某些教學設計，
讓學生彷如置身實境現場，從而獲得在一般課堂上難以體會的經驗。 

本節邀請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作實例分享。 
 

A14 戲劇×德育：戲劇習式與教案分享 對象：所有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薛海暉先生 地點：7 樓 706 學生活動中心（一） 

現今的學生都很「聰明」，很懂得猜度老師心中想要的答案：他們都會跟你說，為求己益而傷害他
人是不對的，可是，有時候卻又言行不一。我們會氣憤、會心痛，不禁會問：我們所教的，是否只
是紙上談兵？我們如何能真正了解到同學們心中的所思所想，進而改變他們的行為？ 

是次工作坊，將以活動形式，跟老師們一同經歷不同的戲劇習式及德育主題，務求讓老師們體驗運
用戲劇元素進行教學的可能：為學生提供一個安全、能暢所欲言而又「真實」的經驗，從而令我們
更接近、更理解每位同學們的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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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時段：10:50 – 12:20 

教師專業發展講座及工作坊 II──有效教學的理念與策略 
 

一、 課程、教學、評估的有效實踐 
 

B1 融合課室以內及課室以外的學習：從引起興趣到深化正規考試 對象：所有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陳鴻昌先生 地點：地下禮堂 

過去二十多年的教育改革中，學校累積了大量全方位學習的經驗。然而礙於各種條件限制，仍有不
少這類活動只聚焦於活動當天的設計，甚或只在某年曇花一現。講者將以實例分享，展示如何總結
活動前的輸入，活動中的學習設計，活動後的總結及反思，以及直接扣連考試及植入課程的安排，
以強化不同類型學生的學習效能，並在學校植根，使優質的學習活動得以持續。 
 

B2 評估素養：促進有效學習之評估策略 對象：所有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胡翠珊女士      地點：1 樓 113 鳴星閣 

要促進學生有效學習，評估是重要的一環。本講座將透過實際例子的分享和討論，與參加者共同
探討照顧學生學習差異、加強學生温習意識、促進學生反思求進的評估策略和方法。 
 
 

二、 中文科 
 

B3 評估素養@中文（與 A3 相同） 對象：中文科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呂斌博士 地點：2 樓 202A 課室 

內容可參閱頁 6。 
 

B4 如何引領學生走進中國語文科的思考空間（與 A4 相同） 對象：中文科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陳礎月女士 地點：4 樓 404 課室 

內容可參閱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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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文科 
 

B5 Building Sentence Fluency through Writing Activities Target Audience: English Teachers 
 Focusing on Idea Development (Same as A6) Venue: Rm 513, Integrated Science Lab. II,, 5/F 
 Ms. Lam Kam Fong Joann Florence, QSIP Medium: English 

Please refer to page 7. 
 

B6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Outings Target Audience: English Teachers 
 Ms. Lee Chun Man Alice, QSIP (Same as A7) Venue: Rm 511, Integrated Science Lab. I,, 5/F 
  Medium: English 

Please refer to page 7. 
 
B7 Teaching Listening Skills and Strategies to Struggling  Target Audience: English Teachers 
 Learners in an English Classroom Venue: Rm 613, Biology Lab., 6/F 
 Ms. Chiu Lai Mui Adela, QSIP Medium: English 

Many students show difficulties or become disengaged in English listening lessons. What can teachers do 
to help the struggling learners to stay focused and achieve success? In this workshop, participants will 
explore the principles of planning and designing activities that enhance listening skills and strategies. 
 
 

四、 數理科 
 

B8 「低小多快」在數學教學上實踐的例子（與 A9 相同） 對象：數學科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黃偉賢先生 地點：5 樓 504 課室 
內容可參閱頁 7。 
 

B9 數學的學習動機與知識建構（與 A10 相同） 對象：數學科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柯志明先生 地點：5 樓 506 課室 

內容可參閱頁 7。 
 

B10 以互動教學工具融入 STEM 教學，  對象：理科及與 STEM 相關科目教師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並培養學生的二十一世紀技能            地點：2 樓 207 電腦室（一）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潘穎程女士、  

 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朱鳳梅女士及吳文輝先生  
STEM 教學日趨普及，惟每個學生的能力、專長、興趣及需要皆不相同。如何把 STEM 科目所涉
及的抽象概念淺白地講解，並讓每個學生都能參與學習，是不少教師面對的一大挑戰。 

本座談會將介紹如何運用互動視覺學習工具協助學生掌握 STEM 科目中較抽象及複雜的部分，並
鼓勵學生自主學習：透過數位敘事（Digital Storytelling）以自己的聲音、文字、繪圖以及影像表達
學習到的知識，藉以掌握各種二十一世紀技能，同時讓教師更有效地評估個別學生的學習及掌握其
需要。 
 

B11 STEM 教學×魔術表演 對象：理科及與 STEM 相關科目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蘇永強先生 地點：4 樓 414 生物實驗室 

在工作坊中，講者會透過與 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教學相關的魔術表演，講解其中的
原理及概念，並示範在課堂教學時可採用的教學流程，協助教師在教學時，更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及掌握相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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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通識科及人文學科 
 

B12 中華文化教育的本地實踐 對象：通識、旅遊與款待、全方位學習負責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朱榮得先生、曾秀怡女士 地點：4 樓 406 課室 

近年，不少學校都在推廣中華文化教育，期望學生能夠懂得尊重和欣賞中華文化的價值和人文精
神。但除了課堂教學外，社區亦有不少資源能讓學校發展有特色的全方位學習課程。本環節將會分
享本地學校不同實踐例子，包括結合全方位學習、學科學習、社區資源、本地傳統文化習俗等，共
同探究在本地推展中華文化教育的不同可能性。 
 
 

六、 多元化學習及學生培育 
 

B13 校本價值觀教育架構設計分享 對象：所有教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黃學準先生 地點：7 樓 706 學生活動中心（一） 

德育及公民教育一直是「基礎教育課程指引」中四大關鍵項目之一。過往不少學校都會把德育元素
以滲透形式表現在校園的正規及輔助課程中（包括校園環境、課間活動等方面），甚少有學校以課
程模式進行規劃。 

是次分享，主要以一所學校為例子，介紹校本價值觀教育架構的理念、設計及規劃，以至具體施行
策略等各方面的經驗，讓學校及教師們作為參考。 
 

B14 玩《Feelinks》栽培「同感心」 對象：所有教師 
 Jolly Thinkers 總監 Mr. John F. Guest, Ms. Joyce YH Lam 地點：2 樓 214 視藝室 
 Make Positive 創辦人蔡舒琪女士  

「同感心」只是「將心比己」？這個老生常談的教育話題，究竟如何實踐？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學
生培養這種能力？ 

這體驗坊將桌上遊戲融入情緒教育，讓老師親身參與源自法國的獲獎遊戲《Feelinks 同感》，認識
正向教育中情緒的角色，掌握遊戲具體的應用技巧，以提升學生的社交情緒健康。 
   

https://cd.edb.gov.hk/becg/tchinese/chapter3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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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時段：14:00 – 15:30 

健康‧趣味‧溝通講座 
一、 健康養生 
 

C1 破解營養謬誤及體適能相關 對象：所有教師  
 營養師學會認可營養師及體適能精英教練 李華青先生 地點：2 樓 202A 課室 
講解坊間常見營養及飲食上的謬誤，再配合體適能訓練、運動示範及其原理。 
 

C2 增強免疫力飲食 對象：所有教師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營養學家黃婉茵女士  地點：5 樓 504 課室 
讓教師認識免疫系統及維持免疫力必須的食物，並會介紹其他提升免疫力的食物及強身健體食譜。 
 

C3 家常小菜陷阱 對象：所有教師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營養學家鄺素筠女士 地點：5 樓 506 課室 
導師講述傳統小菜健康陷阱，教授如何用家常小菜大變身、低脂少油烹調法及三低兩高健康食譜。 
 

C4 健美與調理──中醫養生篇 對象：所有教師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香港註册中醫師容志航博士 地點：1 樓 113 鳴星閣 
導師會介紹教職員養生之道、容光煥發之法、如何透過中醫強身健美及湯水食療。 
 

C5 病從怒起？情緒也可致病 對象：所有教師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香港註冊中醫師蔡梓銘醫師 地點：2 樓 211 音樂室 
透過講座，教師可以認識氣是甚麼、中醫情緒致病的機理及以五行理論調治情緒問題。 
 

C6 「按」部就 Fit──上班族按穴療法 對象：所有教師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中醫美容師徐思琪女士 地點：2 樓 204 課室 
分享教師常見身體問題、認識身體穴位位置及其作用、穴位按摩技巧，與參加者即場示範與實習。 
 

C7 鬆一 zone──頸脊及肢體按摩 對象：所有教師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香港註冊物理治療師陳玉馨女士 地點：5樓 513綜合科學實驗室（二） 
導師會介紹頸脊的結構和功能，講述教師常見頸脊及肢體痛楚的原因，讓教師認識和實習按摩治療
技巧及上班族頸脊保健方法。 
 

C8 耳通八方──中醫耳穴療法 對象：所有教師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保健推拿師尹志成先生 地點：4 樓 404 課室 
導師會介紹耳穴分佈及其功效，講解耳穴與常見疾病（如疼痛、內分泌失調、高血壓等）的關係。
並教授刺激耳穴的手法及進行即場示範與實習。 
 

 

 

C9 滿薰學堂──香薰應用及減壓 對象：所有教師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國際認可註冊香薰治療師楊燕齊女士 地點：4 樓 406 課室 
治療師講解香薰治療基本理論與應用方法，簡介常用精油功效特性及即場示範精油調配。 
 

C10 心靈療癒禪繞體驗 對象：所有教師 
 美國認證禪繞畫導師 李嘉雯女士 地點：5 樓 511 綜合科學實驗室（一） 
禪繞畫（Zentangle®）是由美國藝術家 Maria Thomas 與曾是僧侶的 Rick Roberts 於 2004 年創立，
透過專注重複繪畫不同的點與線條，進入放空狀態；領略禪繞畫背後的原理，用不同角度感受人生。 
 

二、 生活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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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日本和諧粉彩」體驗工作坊 對象：所有教師 
 日本和諧粉彩正指導師 鄭藹芝女士          地點：2 樓 214 視藝室 
日本和諧粉彩 Pastel Nagomi Art®是由細谷典克先生（Hosoya Noorikatsu）創辦，是一種用手指頭
和粉彩的獨特繪畫方式，源自日本的一門指繪藝術。日本和諧粉彩 Pastel Nagomi Art® Nagomi 的
日文漢字為「和」，也就是和諧的意思，細谷典克先生在 2002 年成立 JPHAA（日本希望粉彩藝術
協會），旨在推廣融合社會的藝術，透過簡單卻又具有療癒力的繪畫方式，運用粉彩和手指頭來彩
繪您內在的色彩，為您的心靈帶來和諧、寧靜和喜悅。 
 

C12 「韓國手捏擴香石」體驗班 對象：所有教師 
 韓國手捏擴香石導師 鄭藹琪女士 地點：4 樓 414 生物實驗室 
利用由韓國獨家研發的擴香石配方材料，讓參加者以手捏的方法製作出不龜裂的擴香石，透過親手
製作擴香石，放慢節奏，享受過程，欣賞和肯定自己，從而獲得快樂及滿足感。擴香石可吸濕除臭，
亦可不斷添加香薰油或香水，適宜放在衣櫃，洗手間及辦公等室內地方保持香味四溢。 
 

C13 魔術初學班 對象：所有教師 
 國際魔術師協會魔術師 歐錦豪先生 地點：6 樓 613 物理實驗室 
人人都可以成為魔術師。魔術師將會運用日常生活的道具，配合不同的身體語言，教大家做到非常
神奇的效果。 
 

C14 雜耍體驗班 對象：所有教師 
 專業雜耍導師 倪景生先生、謝冠峰先生 地點：地下露天操場 
雜耍種類很多，在香港最常見有扯鈴、拋球和轉碟。在這次活動中，我們會由淺入深學習拋球和轉
碟的花式，希望令每位學員都有所得著。 
講師倪景生先生具有超過 10 年教授雜耍的經驗，他是生誠教育和雜耍地攤創辦人之一。相信學習
雜耍除了能夠提升身體協調和個人效能感外，亦能帶出「生命成長」的元素。 
 

C15 氣球造型班 對象：所有教師 
 氣球師 陳惠强先生、李月明女士 地點：3 樓 309 家政室 
以不同色彩的長條氣球，造出小兔子，龍猫等可愛造型公仔！如手工了得者，更可學習造出三眼仔。 
 

C16 爵士舞班 對象：所有教師 

 Dancers island 創辦人藝術總監 鄺柏衡先生      地點：地下禮堂 

導師透過簡單的爵士舞熱身、基本動作和舞蹈選段，讓學員輕鬆享受爵士舞的樂趣。 
溫馨提示：參加者請穿著波鞋及有彈性的運動長褲 
 
 
 

 

C17 戾氣防火牆──有效處理暴力及情緒化家長 對象：所有教師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高級講師孫立民博士  地點：7 樓 706 學生活動中心（一） 
講者分享如何有效處理衝戾氣，從分析暴力人士成因及心態，情緒安撫與交代負面訊息，至處理學
校暴力的策略和技巧及最後調適自我心態，以正面心態回應挑戰處境。 

 
  

三、 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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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參加人數眾多，校內停泊車輛位置有限，大會恕未能安排停車位給參加者，請參加者盡量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鳴謝天主教鳴遠中學借出場地 
 
 
 

 
 
 
 

 
 

 
 
 
 
 

PWC 網頁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QSIP）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屬下一
個以「全面學校改進」為目標的校本支援團隊。計劃自 1998 年成立以
來，已支援 550 所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推動學校發展及提升
教學效能，為目前本地最具規模的學校支援團隊。 

QSIP 以整全角度提升學校專業能量為核心原則，開展一系列學校改進
工作，包括以推動全人教育、自主學習、照顧學習差異、評估素養、
中華文化、品德教育等為焦點的支援項目。 

QSIP 於 2011 年起，為「學校起動」計劃其中 13 所成員學校提供整全
式支援；並於每年為所有成員學校舉行「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推動
專業交流。 

QSIP 網頁 

「學校起動」計劃於 2011 年推出，體現「社．企共勉」精神，旨在為
學習條件稍遜的中學生提供各種機會，並透過適切的項目，培育他們，
建立其自信心，啟發他們規劃人生，為日後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計劃透過多元化活動，協助學生提升溝通技巧及基本才能；擴闊視野
及培育品格及增進常識發揮創意。 

計劃屬公開平台，為每間參與學校配對一間企業或機構，透過跨年緊
密合作，為學校提供財政和義工的重點支援。所有參與「學校起動」
計劃的企業、機構、學校和義工，亦會成為「學校起動」計劃網絡的
一部分。透過網絡，成員可分享各種與學生互動的成功經驗、交流合
作心得、教學資訊，令計劃發揮更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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