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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再獲教育局資助開展新一頁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Quality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為全港最大型的整全式學校改進計劃，歷年來匯

集及總結本地學校教育變革的經驗，加上在教學實踐行動上不斷的嘗試與發現，是富意義和有價值的發展計

劃。本計劃於 2004 年得到教育局四千六百萬的資助，在五年內（2004-2009）為 115 所中、小學及特殊

學校開展了學校改進的全面支援。在 2008 年，本計劃得到學校及教育局的認同，再獲撥款三千多萬開展第

二階段（2008-2011）的工作，在三年內為 120 所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提供專業支援，延續大學與學校夥

伴協作的發展。

迎接計劃第二階段的開展，管理委員會重新籌組，成員包括計劃總監盧乃桂教授、管理委員會主席鍾宇平教

授、執行總監趙志成博士、戴希立校長 B.B.S., J.P. 及霍秉坤教授。計劃的管理委員會及專家隊伍團隊，匯聚

對教育及學校改進工作有豐富理論與實踐經驗的專家學者、與及前線借調教師，在學校改進的領域繼續探索

及建立知識。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管理委員會成員，左起：霍秉坤教授、戴希立校長 B.B.S., J.P.、
鍾宇平教授、盧乃桂教授、趙志成博士

鍾宇平教授 
（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　暨　管理委員會主席）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QSIP 得到教育局新一輪的撥款，開展計劃的第二階段，繼續改進
學校教育的質素。撥款的總額超過三千萬元，不可謂少，但相對於金融風暴吹走社
會上的財富，真是微不足道。正如本計劃的理論始創者 H. Levin 說，教育提升新一代
應變的能力，面對金融風暴，克服困境，最佳的做法就是繼續投資教育。本人在這
裡為教育局這個決定歡呼，也給 QSIP 同事最大的期望。

管理委員會的話

盧乃桂教授 
（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　暨　總監）

我們的學校改進團隊，是一群背景、經驗和專長都很
不同的人。機緣巧合，大家可以走在一起，為學校的
全面改進而努力；提調得宜，大家便能各展所長，為
計劃的承先啟後而耕耘。過去十一年，數代的學校發
展主任用心去為計劃奏出動人的韻律，今後大家亦會
繼續為教育撰寫美麗的詩篇。

戴希立校長 B.B.S., J.P.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校長）

大學與學校協作推動學校改革與發展，必須建基於以
學生為中心和以學校為本位。透過大學的理論指導及
研究支持，及學校從實踐中總結正反經驗，逐漸形成
學校的發展特色和資源網絡。優質學校改進計劃正成
功地幫助學校群體自我改進和良性互動，亦提升了大
批老師的專業能量。

趙志成博士 
（香港教育研究所專業顧問　暨　執行總監）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已有一定的認受性，未來的支援工
作已進入深化教與學效能的階段，尤其是在小學的小
班教學及中學如何因新高中學制的出現而要面對學
生學習差異的挑戰這兩方面的支援工作，並再進而令
全校教師理解整全式及系統式支援的重要。

霍秉坤教授 
（課程與教學學系教授）

學校改進是一長遠和富挑戰的項目，其成效關鍵在
於「人」。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的團隊彙集十年的經驗，
秉持「目標一致、賦權承責、發揮所長」三個原則，
期望提升課堂教學質素。可以肯定，學校發展主任、
學校管理者、前線教師能夠互相配合，使計劃繼續
為學校建構能量、改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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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的理念與實踐
計劃背景及發展歷程

香港中文大學自 1998 年至今，一直獲得撥款

發展及延續一系列的整全、互動、有機的學校

改進計劃。計劃最早的嘗試源自 Henry Levin 教

授的美國躍進學校計劃（Accelerated Schools 

Project, ASP），於 1998 年開展了香港躍進學

校計劃，轉移外國經驗。而在十年以來的經驗

累積與總結之中，更進一步把外國經驗本地

化，陸續發展出多個配合本地學校情勢和需要

的學校改進計劃。在過去十年，計劃的團隊已

為超過 200 所中、小學及特殊學校以夥伴協作

的形式提供全面專業支援，協助學校建立自我

完善機制、提升教師專業能量，長遠達到優化

學生學習效果的目標。

支援模式及特點

本計劃為參與的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提供為期一年的整全式校本專業支援。計劃先為學校進行情勢

檢討、了解學校現況及發展計劃，然後作「點」（個人「內化」發展）、「線」（強化團隊提升教師專

業能量）、「面」（建立自我完善機制、塑造良好的學校文化）的多方支援。過程中，計劃有策略地啟

動學校在信念和文化的轉變、建構團隊共力。

建立由教師、學校帶動的改進力量

計劃的早期學校支援工作建基於外國經驗的轉移與本土化，支援學校及教師回應當時的教育改革要求，

學校改進的動力主要是由政策及專家帶動（policy-led and expert-led）。隨著計劃的支援越趨成熟，計

劃期望進一步帶動教師及學校推動學校改進（practitioner-led）。為此，計劃現階段著力培育教師成為變

革能動者（change agent），例如透過強化校內中層領導及教學領導（instructional leader）、為學校建立

跨校學習社群及組織學校間的專業交流平台、邀請教師借調到本計劃等，帶動教師專業成長及提升改

進教育的能量。

性質 大齒輪 小齒輪＊

範疇
學校更新 / 

機構效能提升

教育理念 / 
目標及教學策

略的探究

增潤及優化教學效能的課程設計及實踐
學生培育 / 
家校合作

跨校學習網絡課改重點 / 
共通能力

薈藝教育 優化課堂教學

具體
計劃
及支
援範
圍

● 檢討情勢

● 建構願景

● 排列教育目標及

關注事項的優次

● 檢視目標與行動

的配合

● 撰寫工作計劃

● 學校自我評估、

回應外評

● 中層教師在學校

改進過程中的領

導和參與

● 考績與學校改進

● 學習效能因素分

析

● 各類學生、教師

能量、學習模式

與學習效果的關

係

● 通識教育

● 綜合人文科

● 全方位學習

● 專題研習

● 課程統整

● 從閱讀中學習

● 學習技巧

● 思維技巧的教與

學

● 戲劇課程與學習

● 從遊戲中學習

● 數學遊戲入課室

● 數學遊踪

● 各學科領域的有

效學習的行動 

研究（共同備

課、觀課、檢討

反思）

● 語文教學

•單元教學設計

•寫作、說話能

力的培育

● 數學教學

● 常識科教學

● 探究式學習

● 協作教學

● 小班教學

● 學習評估

● 生命教育

● 班級經營

● 優化訓輔系統

● 領袖培訓

● 「故事人」培訓

● 新生適應及導入

課程

● 家長教育

● 跨校工作坊

● 跨校觀摩及交流

● 中層領導發展

● 通識教育科學習

社群

● 小學中文科、英

文科、數學科學

習社群

● 小學課程統籌主

任學習社群

* 計劃的學校發展主任協助學校檢討情勢及建立共同目標，並按個別學校需要，支援小齒輪項目，提供不同類型和程度的支援

全面學校改進工作內容摘要

計 

劃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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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學習差異：理念與實踐（節錄 *）
趙志成　執行總監
何碧愉　助理學校發展主任

前言

「個別差異」這詞源自西方，西方社會一直重視「個人」，尊重人與人之間在智能、才華、能力、興趣、

學習習慣與速度等的差異。導致個別學習差異的因素很多，包括學習者的社經背景、前備知識、學習

特性（如智能、認知風格、學習風格）、個性、情緒及動機，以至社會因素等，可見「個別差異」所

涵蓋的範疇很廣，需從多個角度去理解。可惜我們的教育及學校制度把學習的作用與意義等同考試分

數的觀念相當牢固，我們一方面學習西方重視個體、培育多元共通能力的想法，但骨子裡仍然重視篩

選教育及以考試排優列等。由東、西方兩種觀念產生的很多矛盾和不協調，形成了現時的種種困局。

一 、處理學生學習差異的策略

學校制訂和推行照顧學校學習差異的策略，需從學校的願景與目標、學生的組別及學習態度、教師的

教育觀念及知識、教學範式、教師團隊，到有否課程與教學領導等等分析和考慮，才會產生效果。例

如可就下列的策略取向作深入討論：

一） 策略是整體性照顧學習差異，還是聚焦式的幫助部份學生？

二） 策略是延續或強化學生的學習動機，還是提升其學習能力，以達致期許的果效？

三） 策略是智性取向（即以改善課堂教學和習作以提升成績），還是在情意上給予「落後生」支援？

四） 取向是要求教師適應學生的學習，還是要集體學生適應教師要求？

五） 策略是從改變學生在學校學習的整體氣氛為主，還是以可量度的指標拉近學習差距？

六） 策略是花資源和時間重複失效的教與學，還是有意識的改變及嘗試其他方式？

很多學校在照顧學生個別差異時，考慮的策略大致如下：

1. 按能力／成績分班教學（streaming） 11. 全級附加教學（課後全班補課）

2. 跨級／同級編組教學（subject setting） 12. 小組額外輔導（小部分學生）

3. 小班教學（small class size，如每班 25 人） 13. 「小教師」、「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4. 通達學習（mastery learning） 14. 不同程度試卷及考核方法

5.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15. 鼓勵學生自學／自我調節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

6. 個人化程序學習（individualized program learning） 16. 教授學習技巧、「腦本」學習法

7. 分組課業／練習（graded exercises） 17. 營造良好學習環境（enriched environment）

8. 複式教學（multiple tasks） 18. 學習概覽或檔案

9. 協作教學（co-teaching） 19. 為學生作個人教育計劃（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如學生紀錄）

10. 提升「參與學習」策略（如利用 I.T.、戲劇等）

以下就系統層面（system level）、學校層面（school level）、學科課程層面（subject group level）、課堂

教學層面（classroom level）、學生小組（group level）及個人層面（individual level）如何照顧學習差異

作較深入的探討和分析。

1. 系統或制度層面
在一所學校內，自然不能在教育系統和制度層面上制定措施或政策以照顧學習差異，而只能在制度的

金剛罩下運作。但學校內的同事處理因系統不完善而帶來的問題時要能凝聚共同目標，在制訂學校層

面的政策上找到共識。

* 本文為節錄版本。原文已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學校教育改革系列】出版，如欲閱讀全文及訂購，

請致電香港教育研究所（2609 6754）查詢。

本計劃支援學校整體改進，亦針對性地按學校發展狀況支援「小齒輪」行動計劃工作。以
下輯錄四篇與本計劃的支援項目息息相關的文章，前兩篇從理論角度闡釋如何處理學生個
別學習差異，及小班教學的迷思與實踐此兩個中、小學教育最關心的問題。後兩篇則在實
踐層面展示如何以戲劇配合英文教學，及探討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選材問題。

文

章

及

實

踐

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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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層面
學校接觸到很多流行的教育理論和概念（例如學會學習、多元能力、自主學習等），但在具體制訂學校

層面的教學政策時，卻不容易把信念或宏大目標變成有系統的行動計劃，甚或忽略運用這些策略時需

要配合情景、內容、學生所處的學習階段等，而流於以空洞的名詞作為目標，或以一些小點子（例如

腦圖、思維技巧等）作為所有學習必須依從的規則。在學校層面制定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策略，需先以

專業知識排定行動計劃的優次，以下詳細分析各類相關策略：

i. 按能力分班教學

傳統上按能力分班教學，是以整體成績分班為主，甚至機械式的把總分最高的 40 位同學列入甲班，

41 至 80 則為乙班，如此類推。這做法期望減少班內學生的差異（以考試分數為指標），教學方法

便可以較簡單集中，課本和習作的處理及選取（包括數量和程度）亦較容易。但在更深層的分析 

下，上述對於「班內學生的差異是非常接近」的假設，事實上是否如此？最關鍵的問題其實不是如

何分班，而是班內差異容或減少，班與班的差異又如何理解或處理。整體來說，被編入非精英班的

學生在課堂學習上缺乏豐厚（rich）的輸入（input），對他們的期望及要求亦較低，在學習上是處於

不利狀態，水平自然越來越弱。觀乎以往部份小學只集中操練精英班或學能試，疏忽了其他學生的

學習能力及動機，而這批學生升上中學後又集中在某些中學，致使學習水平與課程嚴重脫節，部份

原因亦與能力分班、班與班的學生差異被視為正常有關。

ii. 跨級／同級編組教學

跨級／同級編組教學的概念是以某學科的成績把學生重新分組進行學習。這種做法本來是具體地對應

學生的能力程度配以恰當課程，可惜亦牽涉太多影響學習的因素，包括：一）家長及學生的感覺與適應；

二）鑑別學生程度工具的信度及效度；三）學校要劃定一段共同時間（block time）讓各組同時上課；四）

學生要在每一段時間（半年或三個月）再被鑑別而轉組需大量行政工作；五）恰當課程是否成功的背

後其實與教師的教學能力相關。跨級編組的行政複雜性及成本效益固然引起爭論，筆者認為跨級編組

的嘗試，最重要的作用是：一）使教師清楚知道恰當課程才能令學生在學習中達標，不合程度的學習

只會打擊學習意欲及動機。二）了解形成性評核（formative assessment）的作用；如果教師們及早知

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困難（例如理解概念的能力、計算能力），加強某部份的學習、評估及回饋，學

生才真正達到學習目標，這與現在常提及的評核為了學習（assessment for learning）的觀念相同。

iii. 小班教學

小班教學很多時候都被視為解決學生學習差異的其中一個重要策略。然而，班級規模只是影響學習

效能的眾多因素之一。無論是大班或小班，達致有效教學的關鍵同樣在於各項因素（如教師教態和

準備功夫、學生的前備知識、學科特性、合適教學策略等）如何有機配合。有關小班教學的討論，

重要的是探討如何建基於平均每班人數減少的優勢，使教師更關注學生的學習差異、有條件試用某

些有效的教學法、學生在學習上減少不參與（disengage）或離棄學習活動（off-tasks）的情況等。 

筆者認為小班教學是「好」教育的必須條件，亦是一個讓「照顧學生個別差異」的原則和「恰當 

有效的課程及教學」的作用能得以落實的良好契機。因此，小班教學並不等同於某種「策略」或「原 

則」，而應是「校本」、「師本」、「科本」、「級本」、「生（個人）本」的，即不能照「抄」（copy）某

一學校的模式或某一套所謂常用的小班教學法。

iv. 全級附加教學（課後全班補課）

對很多想在短時間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的學校（尤其是中學），課後全班補課可說是最常用的策略。

很多教師認為正式課堂不足「教授」所有課本內容，或學生水平不夠，需更多時間講解及做作業。筆

者觀察到補課有其本身的作用，但可惜所帶出的效果不如我們期望中的大，因為補課只是試圖解決學

生在努力（effort）付出上的差異，而並未解決其他導致學習差異的核心問題：落後學生依舊沒動機再

學，已具水準的學生也未有延伸而豐富的學習。因此，補課的效用要視乎其針對性，如需考慮哪一級

或哪一科需要補課、是長期補課還是集中在某段時間補課、是為了「趕課程」還是利用補課營造讀書

風氣或把握機會讓學生留在學校，以免在校外流連。上列的問題才是應否推行全級／全班附加教學的

考慮。學校安排補課前宜先研究正規教學時間的教與學效能、每個學習單元甚至課程的鋪排取捨、學

生前備知識、教學目標，以至鞏固學生學習的方法。如果正規課堂學習效果不彰，課後全級補課的效

果也不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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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科課程層面
在同一級學生中，當有一班半班勉強「吃」得下課程，我們又認為要照顧這批「校內尖子」而沿用劃

一的課程，其他大部分學生便只好「陪」讀。在學科課程層面上，最主要的是各科組同事共同研討如

何針對本校學生的能力，剪裁、統整、調適校本課程。

4. 課堂教學層面
與在課堂上採用哪些具體教學策略相比，關注課室內的行為管理、建立正面的課室學習氣氛及為學生

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可能更為重要。教師營造多回饋、多讚賞、多鼓勵的環境和氛圍，學生便能在安

全、正面的學習環境裡，培養出敢於嘗試、主動學習的態度和自信心。以下討論一些處理學習差異的

教學策略：

i. 通達學習

通達學習是從照顧不同學習速度的角度處理學生在學習上的差異，是建基於相信若教師能給予各學生 

所需要的學習時間，他們便能同樣達到某種學習成就。早期的通達學習以行為主義（behaviourism）

的概念把學習以行為目標劃分，及有系統的由淺至深排列學習內容。例如數學中的四則運算有「先 

乘除、後加減」的規律，如果學生在計算過程中搞錯了，教師便施以回饋（feedback）或訂正

（corrective），讓學生在學習過程的早期搞通錯誤，再循序學習。這方式可為學生打好基礎，及使學

習速度較慢的學生保持繼續學習的積極性，減少半途放棄學習。從較現代的學習觀念看，通達學習的

意念與形成性評估或促進學習的評估接近。通達學習如有效的直接教學，需要有系統地編排課程及

知識內容，由淺入深作清晰的闡釋、提問、示範，並提供圖像組織、反覆分析解釋、大量正反例子等，

令學生投入學習過程。

ii. 合作學習

合作學習與社會互賴理論（social interdependence theory）很有關係，概念是讓學生透過組內的互

動合作，發揮每人的角色，使全組達到特定的學習目標。學校實行合作學習，大抵是把「強、中、

弱」能力的學生組合成小組，期望能力強的學生可協助較弱的同學，可是，這些所謂強的學生是否

有足夠能力帶動較弱的學生呢？如果「異質分組」只是基於成績上的高低，而沒有讓各組員在學習

過程中展現各自的強項和才能，又能否推動學生之間互相欣賞呢？

實行合作學習，重要的是達到小組學習的目的和精神，形式和結構反而是其次，課業的設計和學習

環境要讓學生體會到有與組員合作的需要，學生才會真正尊重和欣賞各個組員的貢獻。因此，教師

首要關注的是在班中建立互相尊重、接納及欣賞的學習氣氛，營造適合進行合作學習的環境。又例

如進行「專家小組」的原意是讓學生多角度分析和討論議題，故便需考慮議題本身的複雜性是否有

花費大量時間進行專家小組討論的價值，及為學生設定的專家身份又是否可帶出不同的分析角度。

教師在過程中亦需要為學生提供足夠的知識輸入，及適時引導建構學習，使學生可進行有質素的討

論。 

iii. 分組課業／練習

分組、分類或分層課業是否能有效的處理個別差異，與課業的目標及設計有關。但學生要面對校內

統一測驗試、課業或練習及模擬測驗形式時，分組課業也就走不出提供小提示（cues）的層面上（例

如低組別學生得到多一個例子，或在一句內少填三兩個單字之類）。這種做法的效果很少，因為能力

高的學生受課業答案的限制，未能讓其伸展及發揮；對水平較弱的學生，小提示卻不夠豐富（rich），

只是幫助「串字」（spelling）或協助「記憶」的層次。如果某些學科的學習內容能較系統的分深淺程度，

而學生動機高可以用挑戰過關的理念去完成分組練習，逐步進攻高難度的課業，這類自我學習當然

可取，不過關鍵仍在於：一）如何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使其能自發學習？是否只靠獎賞計劃之類的

外在動機呢？二）如何提供恰當適時的回饋？ 

iv. 協作教學

近年學校多了聘請額外教師或教師助理的資源，協作教學（co-teaching or collaborative teaching）的

情況亦較以前多。原則上看，多了一個教師或人手照顧或指導課堂內能力較弱的學生是肯定有利的，

但是否能起預計作用，也要視該學科的學習內容及教學策略是否有需要在課堂內協作教學。而近年

學校盛行「共同備課」的做法，則是課堂外的專業協作，其作用要視同儕對協作的態度，及教師的

教學專業知識。因此，學校孕育更多教學領導（instructional leader）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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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小組及個人層面
這幾年在教育改革及課程改革的「學會學習」大原則下，很多有關腦本學習、學習技巧、思維訓練、

元認知學習（metacognition）、自我調適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等行動計劃紛紛進行。對某些有

一定學業水平的學生，要他們多作自我探索如何學習及解構思考過程、自我訂立目標等，是培育他們

面對未來世界挑戰所必要走的學習之路。在很多學業水平較高的學校中亦常成立小組形式的讀書會、

研習班等以相互幫助面對學習及考試問題，於朋輩間解決學習差異；亦有很多學校成立了很多以高年

級輔導低年級學生的「小教師」、「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其效果則視乎指導同學的能力及教師如

何有效培育同學。

二、處理個別學習差異前的兩個關鍵因素

我們認為在學校排山倒海的教學工作中，認識和理解各種照顧個別學習差異的策略是極為重要的，否

則便會在混亂中做着些勞而無功的工作。我們特別勾畫出處理個別學習差異的兩個關鍵因素：

1. 教學態度
筆者把課堂內教師的教學態度問題，簡化為學生有否受教師的積極影響而延續學習動機，持續參與學

習。這就要靠教師個人愛心、關懷、耐性和具動感（dynamic）的教態，及能否對集體學習的落後生仍

不離棄地持續關愛鼓勵。如果人人都是獨特的，處理差異問題的最好方法自然是逐個學生個別處理。

可惜學校及教師的本質是教導集體的，如能在處理集體學習之餘，多關顧個別學生，已是很好的了。

2. 教學領導的培育
照顧班內學習差異的策略，大都離不開不同程度課業及「異質分組」的合作學習、小組式練習等等。

校內教學領導的重要工作，是評估運用不同策略的效能，例如有否針對不同程度的學生調適課程、制

定核心課程內容、利用分類課業及不同測驗試卷等。如亂用或誤用徒具形式的策略便徒勞無功。

總結

學校近年面對殺校、收生壓力，和種種學校分隔制度，無可避免的以學業成績為優先，以增加在社會

上的競爭力。在這種社會氛圍下，評量學校優劣的標準傾向單一，學校難有空間發展自己的特色。嚴

格來說，無論是政策層面的教學語言、融合教育、小班教學；課程層面的應用學習、聯課活動、體驗

學習；以至課堂內的各種教學策略，都是為了處理不同類別、不同性向學生的學習問題。因此，我們

要準確掌握學生已有知識和能力、性向，以至學習習性。這些道理我們其實都明白，但在處理「集體」

和「大量」學生時，自然會形成「統一規範式」的學習，要求絕大部分學生適應「規範」。處理學生學

習差異所要考慮的，不是要積極令弱勢學生的成績與一般學生看齊，而是令他們持續有動機學習，因

為能力較高的學生本身也會不斷進步。我們也希望能力高學生在學習上更能延伸，再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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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志成　執行總監

從 2009 的學年開始，香港的小學將會分階段實施小班教學，大約有三百所小學在小一班級推行小班

教學。推行小班教學的效能討論早於 2002 年甚至更早期已有爭論，筆者不再在這裡論證各類小班效

能研究成果的好壞、優點與漏洞，但很多學者都早已明確指出，推行小班教學的作用不在學業成績的

分數，而在學生的學習氛圍、動機，及教師的專業成長、心理和壓力上。從香港社會的發展上看，小

班教學（為了不再混淆中班、小班，這裡指 20 至 25 人一班）是提供「好」教育的必需條件，資源的

分配亦應以此為基礎，校內彈性調較，自然應視學生能力而定。

小班教學不是尋找一套教學模式

在過往香港小班教學的討論和研究中，有些是從政策及資源分配的角度爭取小班教學，有些是談教改

課改的大原則與小班教學的關係，亦有個別學校試行校本式的小班教學，所得的經驗大都是行政措施

上如何配合及劃分小班；又或者是嘗試推廣一套認為常用及適合小班教學的策略。筆者從來不鼓吹或

反對任何一套策略，但假如我們真正重視和理解個別差異，又如何有一套置諸四海而皆準的教學或學

習法。

筆者反而認為要回歸基本「常識」，每一個有參與小班教學的教師、科主任、學科組、中層管理人員、校

長等，需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以作自我檢視及反思——如班級人數由 35 至 40 人下降至 20 至 25 人，

多出來的時間及資源應可如何運用，讓學生的學習較原來的「好」？小班教學給予我們一個良好機會，

反思現在是否有機會嘗試一些在大班不能運用的有效策略；讓教師有較多一對一的機會，協助個別學

生學習；讓學校有較多額外資源（部分教師多了空間及時間）以適時地找出學生的學習問題，及快速

地提供有作用的回饋。筆者認為不應以「一種策略」、「一個原則」、「一個名詞」概括小班教學，要注

意的其實是教學策略背後的原則，如高動機、高參與、高展示、成功感、尊重感、自我實現感。

如何開展小班教學

開展有效的小班教學，應從「理解」、「認識」及「診斷」學生開始，包括其社經背景、智能、學習狀

態等等，還要考慮學校及教師應用甚麼工具作診斷，例如自擬「分班」或「分組」試合適嗎？需要先

與學生面談嗎等等？這才是貫徹「學生為本」的第一步。學校及教師可再作自我檢視及反思：如班級

人數下降至 25 人，有否令我個人、科組及學校——

❖	 多認識學生的狀況？如何診斷學生現有能力，以作分組分班及為部分學生規劃學習（individual 

education program）？

❖	 改變現行教學部署及嘗試其他方法？

❖	 在「班級經營」和「組別經營」有新策略及方法？

❖	 是否有時間及樂意設計具高參與、高動機、有針對性、具效果的教學活動？

低年級的學生專注力不強，亦較活躍，運用多元教學策略是必須的，因此以遊戲、小組活動、感官刺

激形式以令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保持高度參與（engagement），及有持續的學習動機就極為重要。各項活

動設計如何配合學習目標，則完全反映教師的功力所在，包括教師在學科上的學養及知識、教學活動

的恰當性、安排及活動後的總結（debrief）及如何以課業（tasks）鎖緊（anchor）學習等等。否則便只

有活動形式，缺乏學習元素，只是一個空有學生互動與活動學習的假象。正因為低年級的教學活動非

常多元化，課堂習慣及常規在人數較少的小班教學上應該更加容易建立。這些「常規」包括良好的基

本課堂秩序、師生及同學間的尊重及協作、指示常規、培養自我管理能力、有步驟地引導學生思考及

反省的能力等。

探究有效小班教學必須貫徹的原則和實踐方法，亦可從以下角度思考：

❖	 清晰的教學目標（有針對性照顧各組別）；

❖	 學生動機、參與性、自主學習與教學活動的關係；

❖	 不同學科中，不同級別的知識內容／能力應配合甚麼教學策略／活動；

❖	 分層課業、分組測試、分類家課的作用及可行性；

❖	 學習的評核與評核為促進學習的理解及關係；

❖	 各類回饋（feedback）、評估（assessment）、記錄（record）、檔案（portfolio）、報告（report）的作用。

小班教學的迷思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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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與英文教學： 
切勿忽略了學生的學習狀態和情緒

梁承謙（一休） 　學校發展主任

前言

在新高中的英文課程中，戲劇已成為其中一個選修單元，學校對戲劇與英文教學的重視程度大大提高。

同時，過往幾年很多學校都希望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而創作很多英語話劇或在英語學習中引入

戲劇元素。筆者是一個戲劇人，現在於優質學校改進計劃中正式成為學校發展主任，以薈藝教育的平

台支援學校，看到帶有戲劇元素的課堂，與一般課堂的最大分別，其實是學生的狀態。當學生是可以

走動、全身投入地去進行學習活動的時候，他作為一個學習者的某些情意特質，和他坐著學習知識（包

括被動地聽講，以及進行活動地小組討論等）是有一些可觀察的分別的。本文總結本計劃與學校協作

把戲劇手法融入英文科課堂的經驗和反思，探討學生的學習狀態和情緒與學習成效的關係。

1）全身投入是有效學習的第一步
戲劇教學手法，除了是在教學流程裡加入一些戲劇活動讓同學參與（例如角色扮演、撰寫劇本及 

綵排、過程戲劇等）之外，另一個關鍵就是「全身投入」地進行課堂，同學可以動起來，從而放鬆地

運用語文，也如實地運用語文。這是「戲劇教育」的「人本」的一大特色。

然而，這同時又是教師，以及學生，在引入戲劇教學手法時最感抗拒的地方。始終，本地的教師及學

生均不大習慣身體的運用，因此相較起「動起來」的活動，他們可能會較為傾向「安全」和「有效率」

的直述和聽講。即使是引入活動式教學、小組討論等不必全身投入的活動，也會讓教師，以及學生（尤

其是高小以上的）較為安心。

於部份學校裡，基於學校的政策（或其他原因），教師或會被逼在課堂裡加入戲劇元素，這往往出現的

現象，就是課堂流程裡的確有戲劇活動，但課堂的過程裡並沒有出現引入戲劇所會出現的效益。究其

原因，往往就是因為教師只引進了戲劇活動的步驟，但課堂裡並沒有注重同學的狀態和情緒的變化，

甚至把身體的參與減至最少，結果便是同學進行了活動（例如角色扮演），但卻沒有真正「全身投入」。

2）動起來的學習狀態可以讓人忘記對英文的恐懼
在我們曾接觸的一所小學的四年級裡，同學全都可以用全英語上課，理解方面幾乎沒有困難。但部分

英語能力較弱的同學明顯地因為感到自己英語水平不及別人，而非常抗拒說英文，部份同學甚至連在

口語考試時，都不肯說話。我們與教師共同協作，在英文課堂加入「動起來」的戲劇活動，發現當全

班一起活動著身體、一起說英語時，本來抗拒說英語的同學都肯說話。我們刻意安排全班進行熱身活

動，學生「一起跟著教師指示，用簡單動作做出讀本內容，並讀出簡單的說話」，同學非常投入於動

作之中，加上全班齊誦亦是常見的學習習式，因此大家齊齊大聲說英語、大幅度地做動作，對於擺脫

對英語的恐懼，成效非常明顯。又例如進行二人對話創作練習時，安排同學站著（而非坐在座位）、

附以情景（context）中的簡單動作來進行，可觀察到部份原本嚴重抗拒說話的同學，也不斷的嘗試說

起話來。雖然部份學生的聲線仍然很小，但在全班分組邊做動作、邊說出台詞時，即使她們要即時創

作自己的對白，她們亦沒有顯得太大抗拒。

以上的例子，強化了「戲劇」融入教學的一個重要關鍵，就是「戲劇」那種要「動起來」的特質，要

令同學／教師走出其安全區（comfort zone）。走出安全區會令人不安，但一旦走出了，卻會令人忘卻

之前的一些狀態，尤其是某些不利學習的狀態。戲劇的「動起來」可讓同學進入可動可靜、高度信任

教師、忘卻學習恐懼等的狀態，從而引發出很多有效的「教學時機」（teachable moment），當然，接著

能否善用這些教學時機去產生成功的教學，還要看教師的功力。

3）戲劇教學，過程比演出重要
在教師對戲劇認識不深，而又欠缺深入支援的情況下，較為容易讓教師明白「戲劇教學」的益處的，

似乎仍是「演出」。過往，教育界普遍對「戲劇教育」的認知都是局限於「綵排演出」，其實「戲劇教

育」是更廣義的，其所著眼的是戲劇活動當中的過程，從而進行體驗式學習，至於是否演出根本不重

要。即使是綵排演出，也不建議要求同學強記劇本、走位，然後演出那種，反而是鼓勵同學代入角色

和情景，從而理解自己的行為和說話動機，掌握真實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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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發現要教師掌握「戲劇教育」其實亦是一個「過程」。當教師對戲劇教學手法沒有甚麼認

識的時候，要其明白戲劇是「建構知識的過程」，著實是有點太遠了。例如部份教師擔心學生不夠能

力創作，堅持要「預先寫好劇本，然後要學生強記和演出」，這和我們「把學生放進情景裡，讓他們

理解自己身處的情景，明白要做的行為和要說的話，才讓他們說出應說的台詞／給予他們相關的台詞」

的建構信念，有相當大的分歧。對戲劇教學手法認識尚淺的教師來說，如果強逼他們馬上接受後者的

做法，最終很可能會「有形無實」（即只進行了活動但沒有相關裨益）。如果讓教師先實踐「寫好劇本

讓學生強記」這個做法，然後自行體會戲劇教學的效能，最後再反思利用我們提議那種做法的可能性，

這對他們來說無疑是一個更容易接受和吸收的學習過程。

學習戲劇教學手法畢竟也是一種學習過程，需要層層遞進的。第一步便指出「戲劇教學重視過程，應

讓學生進入情景然後建構」，反而會嚇怕了解不深的教師。先讓教師嘗試自己感到舒服的做法，再一

步一步拓展其他做法的可能性，這樣便能讓教師在更安心的情況下進行教師發展。此外，雖然「戲劇

教學重視過程，不等同於演出」，但以演出作為讓教師理解戲劇教學的其中一種切入方法，可能會較

一開始就要求教師運用建構式教學，更能讓教師感到心安。始終，教師的學習狀態和情緒亦不可以置

之不顧。

4）如何觀察此類課堂，以及對相關課堂效果評核的準則
我們觀察一所學生屬中等程度的中學的中一英文戲劇課堂時，發現教師與學生的相互信任度極高，幾

乎是教師叫其動便動、叫其靜便靜、叫其說英文單字即馬上說出，同學大大地提升了學習情緒，容讓

教師可以毫無障礙、學生可以毫無恐懼地進行英語課堂。這樣有利的條件，顯然是教師利用了整整一

個學期，透過人本的戲劇／全身學習活動的效果。但是，單是改變學生的學習情緒和狀態是仍未足夠

的。讓他們學習情緒高漲，其目的最終是讓他們學習，所以教師需要善用課堂上所出現的教學時機，

和在課堂設計上巧妙地引入多些英語教學空間等。如果只是改變了同學的學習狀態和情緒，卻沒有提

升到有效教學的層面的話，那便不能算是真正的教學成效。

然而，如果因為未達到最終的教學效果，便忽視、或者否定引入戲劇在學生（以及教師）身上可以出

現的正面益處的話，那便相當不公平了。過往在本港英語教學引入戲劇手法時，常常出現關於成效的

爭拗，其關鍵可能源自評核此類課堂的準則。如果施教的教師，與觀課評課的教師並沒有相同的評核

準則，很自然就會出現對成效觀感的落差。因此，在學校引入戲劇教學手法時，建議同時設立評估相

關課堂的標準和機制，好讓實踐的教師和評課的教師，可以站在相同的角度上去看這一個嘗試。

結語

戲劇教學法基於其「人本」的特質，與學習者的狀態和情緒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能讓學生進入學習

的狀態和情緒，繼而運用教師的專長去讓學生學習，這才是完整的。要掌握同學的學習狀態和情緒，

從而作出改善，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理解和掌握的事，如果教師只是被逼進行而欠缺理解，往往只會停

留在進行活動的階段，而非產生相關成效（例如改變同學學習狀態）的階段。要讓教師在這方面得到

提升，更重要的是顧及教師的學習狀態和情緒，循序漸進地從成效顯見的開始（例如上文提到的「綵

排演出」和「全班律動齊演讀本」），先讓教師感到引入這種方式的意義，然後再從長計議，這教師發

展的模式可能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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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教學設計實踐—— 
以全球化單元為例

麥君榮　名譽學校發展主任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是一個全面的學校改進計劃，除了整體學校文化的改進外，亦同時包括各學科的

支援，以促進學校進行有效的教與學。在 2009/2010 學年，新高中通識教育科便正式實施，因此在

這幾年間計劃與超過三十五間學校合作發展初中及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由於這一科發展急速，單在

2008/2009 年度，計劃便支援了十八間中學發展本科，在過程中累積了不少經驗和教學設計例子。本

文將作簡單介紹與分享，本計劃與學校共同探索、設計有效的通識教育科教學的經驗。

教師在進行教學設計之前，應把課程文件中的「探討問題」與「說明」連上關係，以了解教學內容。例如：

全球化探討問題中「全球化有甚麼特徵﹖」便和說明裡的「全球化的論述」互相呼應。要回應「全球化

有甚麼特徵﹖」這條探討問題，我們應先參考「全球化的論述」的五點說明——

一、壓縮中的空間、時間和消失中的疆界；

二、資金、人口、貨品、影像和意念的快速全球流動；

三、處於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社會之間有更廣泛的接觸和交流；

四、縱橫交錯的跨世界聯繫網絡；

五、促使全球網絡運作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性安排的出現

教授的時候，至少要關顧上述五點，這是尋找通識教育科的教學內容最簡單直接的方法。但要了解「全

球化有甚麼特徵﹖」，其實還有很多課程以外的知識可以留意。例如市面上不少書籍對全球化的特徵均

有詳細講述，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赫爾德（David Held）、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等人

的著作更把全球化的特徵描述得非常細緻，教師可按學生不同程度的需要，修改作教學內容。

在釐清教學內容後，我們便可落實設計議題教學的過程。整體而言，設計者可從學生的生活體驗中出

發，發掘存在於學生身邊的議題，讓他們透過分析議題的核心，引申出擬定教學內容。舉個例說，若

教授「資金、人口、貨品、影像和意念的快速全球流動」一項，我們可運用四川賑災或其他世界關注

的事件作為例子，了解全球化在當中的角色。對於程度稍遜的學生，教師可透過剪報或時事節目引起

學生動機，簡單介紹該議題的背景，並引導學生思考人們如何能快速地獲得其他地方的即時資訊。對

於程度較佳的學生，則可讓他們自行搜集有關該議題的資料，向其他同學匯報或展示，一方面豐富

學生對該議題背景的理解，另一方面可讓他們反思到自己可以透過互聯網或其他新聞媒體獲得相關資

訊。接着，在了解賑災的過程當中，必然會涉及資金（捐款）、人口（救援人員）、貨品（賑災物品）、

影像（救災片段）和意念（對災民的同理心）的快速全球流動，在探索這些資料後，教師便可以運用

工作紙、筆記等作出鞏固與總結，闡述互聯網、運輸通訊等與全球化的關係，並指出此乃全球化的其

中一個特徵，及這特徵如何在四川賑災的例子中展現出來。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讓學生從整理日常生活體驗中學習，並為常見現象匯入知識內容。學生因此會體

會到議題與他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繼而較學習前對該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而透過不同形式的教學

活動，如資料搜集、分組討論、匯報等，可培養學生各方面的學習技巧，促進學生在議題探究方面的

表現。

以上整個教學設計的理念，展現了教學內容與教學過程如何結合：教師先以教學內容為目標，相應地

考慮議題和教學設計的配合，讓學生有效地學習通識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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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及中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配合教育及課程改革的趨勢，學校需要持續改進和優化，以面對現時的種種挑戰。計劃每年均特別為

參與的中、小學舉辦「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以期引領學校教育工作者開闊視野、接受新知、反思

自我，從而發揮校本專業共力，以達循序走向自我完善的路。活動當日安排多個有關不同範疇的工作

坊及講座，參加教師可因應自己的專長和興趣參加不同環節，各取所需，期望可把所得轉化和應用至

日常教學之中，令教師專業得以持續成長，讓學生學得更好。發展日的各個環節主要由本計劃的學校

發展主任主持，部份環節則邀請得借調教師及成員學校教師向參加者分享寶貴的校本經驗。

本年度的小學及中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分別於 2008 年 11 月 21 日及 12 月 12 日舉行，環節內容包

括教學理論和策略、課程設計、評估、學生培育、學校改進等多個不同範疇。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

日的主題為「同一個計劃．同一個夢想」，參加教師來自 34 所學校，人數達 950 人，不同範疇的環節

合共 27 個。中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的主題則為「新高中課程下的學校改進」，參加教師來自 21 所

學校，人數達 1000 人，不同範疇的環節合共 28 個。學校反應踴躍，其中更有 37 所中、小學把是日

訂為全校的教師專業發展日。在此特別鳴謝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及港九潮州公會中學借出場地，使

當日活動得以順利舉行。

計劃一般於每年六、七月間向成員學校預先公布下一學年的中、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的舉行日

期，並隨即接受報名。計劃歡迎學校將是日訂為全校的教師專業發展日，安排全體教師參加，又或

安排教師代表參加。詳情請留意計劃的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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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體驗式」學習活動： 
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優化學生學習效能

一直以來，學校的學習多是「結構式」的學習，包括課程、學習內容，以至課時等，都是太規律化和

集體化的，對學生的不同潛能沒有恰當的重視。雖然近年越來越多學校嘗試在傳統課堂教學模式以外，

引入體驗式學習、戶外考察等學習活動，這些活動通常是作為課堂教學的延伸，多以抽離式課程的形

式進行。可惜從我們的經驗看，大部份的活動都是未能配合學校的情勢及環境，和學生的學習特點而

設計，也就未必能達到學生投入參與、有意義地學習的效果，只能在日常的教學中帶來短暫的刺激，

有如「放煙花」一樣，一閃即逝。其實，這些活動背後帶出來的深意，是遠不至此。

計劃近年曾與多所中、小學合作設計戶外考察、科學探究、樂學日等活動，過程中強調如何利用這些

愉快經歷調動學生在學習上的積極性，延續未來的學習，及反思如何把當中的有效學習元素轉移到日

常課堂之中。

調動學生對學習的積極性

學生有不同的能力及學習性向，往往是正規課堂學習難以（或未有）滿足的，而透過非正規課堂的學

習經歷，學生能得以發揮不同潛能，或者有機會透過其他方式學習。例如科學探究就可作為有趣的課

堂延伸活動，尤其對於喜歡「動手做」的學生，不同的科學探究活動的數量固然重要，但其中活動及

實驗的層次和關係、如何建構理念等，是需要有系統的設計和整理，才能真正有助發展學生的探究能

力和對科學的興趣。

學校常進行的戶外考察讓學生走出課室，通過觀察、訪問或其他搜集資料的方法，探索社區規劃、自

然保育等課題，然後作一些產出。進行這一類較大型的活動，所講求的設計功夫和考慮便更多。在

進行考察之前，有需要幫助學生先對課題有初步認識和進入探究的狀態。我們的做法便會先為學生安

排導入活動或大課，和介紹基本的考察技巧，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為學生提供所需的資料輸入

（input），這既是考察前的準備，更重要的是令學生在學習前進入場景（set the stage），產生好奇，渴

望學習。而在活動之中，亦需為學生提供細心設計的工作紙，以助紀錄考察所得的資料，並在考察後

逐步引導學生分析、總結資料，以至鎖緊學習。以上所提及的，其實亦是處理學生學習差異時的一些

點子和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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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計劃支援夥伴學校進行相關活動的部份例子：

科學探究：

學校 活動 舉行時間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科學探究（小一至小六） 2008 年 11 月

獻主會小學 
主題：「電磁鐵」( 小一、小二 )、「水的探究」( 小三、小四 )、 

「聲光電」( 小五、小六 )
2009 年 1 月

長洲聖心學校
主題：「食物」( 小一、小二 )、「小水滴與我」( 小三、小四 )、 

「力與機械」( 小五、小六 )
2009 年 1 月

聖匠小學 主題：「皮影戲」（小五） 2009 年 1 月至 2 月

天神嘉諾撒學校
主題：「公園」( 小一 )、「會滑行的雪條棒」( 小二 )、 

「創意發明家」( 小四 )
2009 年 2 月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主題：「物料的應用」( 小一、小二 )、「水的探究」( 小三、 
小四 )、「力與機械」( 小五、小六 )

2009 年 2 月

專題研習及全方位學習活動：

學校 活動 舉行時間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歷史博物館考察「明日世界設計師」（中一）、屯門元朗區戶外
考察「屯元勝景遊」（中二）

2008 年 2 月至 5 月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中西區戶外考察「保育奇兵」（中二） 2008 年 3 月至 5 月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未分區下」考察計劃（中三） 2009 年 2 月至 3 月

高雷中學
「觀塘──改善環境質素」計劃（中二）、中上環戶外考察 
「中上環今昔」（中三）

2009 年 2 月及 3 月

聖匠小學 「中國傳統藝術 -- 戲曲」（小六） 2009 年 1 月 

潮陽百欣小學
專題研習「天水圍旅遊大使計劃」（考察濕地公園及屏山文物）

（小五）
2009 年 2 月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專題研習「玩具」( 小一至小三 )、「圍村的一夜」( 小四 )、 

「香港今昔」( 小五、小六 )
2009 年 3 月

從遊戲中學習：

學校 活動 舉行時間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多元智能樂學日」（全校） 2008 年 4 月及 11 月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多元智能耀金禧校慶開放日」（全校） 2008 年 12 月

發現學生在課堂外的一面

教師對學生的認識和印象，很多時都是來自課堂交流之中。教師對於

學生的學習狀況可能瞭如指掌，但學生在課堂外的一面，例如他們的

興趣、個性、或在學科以外的才能，卻少有機會在課堂裡展現。我們

常聽到教師們擔心學生進行活動時會發生秩序問題而對活動的成效存

疑，學生秩序問題固然是其中一個可能影響活動效果的因素，但活動

是否能順利進行和達到效果其實亦與學生興趣、活動設計、師生關係

等有非常重要的關係。很多教師均發現，當把慣常的課堂學習模式換

上另一種學習方式，學生的表現與他們平日所認識的竟然不一樣，例

如有些在文字、記憶方面不強的學生原來很有美感和創意，平日上課

不積極的學生做實驗時可以相當投入，又或對學生的個性、學習興趣

和其他才能有更多了解。這現象在較弱勢的學生身上尤其明顯，弱勢

學生在傳統課堂的表現一般較不積極，但當活動設計是容許學生親身

參與其中，附以清晰的工作紙和任務幫助他們循序學習，教師發現學

生比往常投入，亦有能力完成課業，對學生的印象改觀。

通過協作進行學生活動提升教師專業成長

上述提出活動的重點不在於形式，而是在於活動背後的理念，而這些理念其實亦可更廣泛地轉移到日

常課堂教學之中應用。以上提及的，不外乎是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的基本考慮，例如配合學生不同的學

習特性和興趣設計多元化的教學活動、注意學習活動的「前、中、後」準備、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給

予引導等，這些都可靈活地落實到課堂教學中。計劃支援學校進行各類大型的學生學習活動，每每需

要投放大量人力和時間，背後是期望優化學生學習，同時策略性地以此平台，在短時間之中向教師展

現如何把各種有效學習元素有機配合。計劃期望有關經驗可帶動教師的範式轉移，及反思如何在現有

基礎上優化，為日後進行其他優化教與學的支援項目建立共同語言和合作基礎，而並非止於進行單項

式活動。因此，我們期望與學校協作進行此類活動期間，可以有更多教師一同參與和經歷，令更多教

師得到賦權及發現學生不同的一面。



推動華人地區交流學校改進經驗—— 
發起及主辦兩岸四地 

「學校改進與夥伴協作」學術研討會

第三屆研討會副題包括：

A. 學校改進的啟動和延續 

B. 教學革新的推行和實施 

C. 教師專業能量的提升 

D. 學校專業領導的發展 

E. 大學專業支援人員在夥伴協作計劃的角色及作用 

F. 政府教育主管單位在學校改進與夥伴協作的角色及作用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前承多個學校改進計劃的經驗，透過全面

整全的專業支援推動學校持續優化及發展。在大學團隊與學

校建立夥伴協作的過程中，雙方發展了良好的互動關係。大

學團隊一方面把教育理論和研究知識帶到學校，帶動學校改

進，同時亦有機會從不同類型的學校蒐集寶貴的前線經驗。

夥伴協作的歷程讓理論與實踐得以結合及互相豐盛，對於累

積和總結學校改進經驗，帶來豐碩的成果。

計劃在多年來一直參與推動本地整體的學校改進工作，期間

總結得大量學校經驗。計劃為在沉澱本地經驗之外，再進一

步建立與其他華人地區之間的交流平台，是以於 2006 年發

起及主辦第一屆兩岸四地「學校改進與夥伴協作」學術研討

會。研討會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得到中國內地、香港、台

灣及澳門四地的大學機構專家學者、從事學校改進工作的專

家團隊，與及前線教育工作者的支持和參與。是次研討會打

開了各地互相交流合作的大門，各地學者亦有意每年輪流舉

辦研討會，定期分享各地的發展經驗，更廣泛地帶動華人社

會在學校改進工作上作更深入的探索。

經 

驗 

交 

流

14

歷屆研討會主辦機構：

第一屆（2006 年 6 月 2 及 3 日）：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第二屆（2007 年 10 月 19 及 20 日）：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第三屆（2009 年 5 月 23 及 24 日）：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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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著作及實踐經驗報告
計劃與學校進行夥伴協作的歷年間，蒐集及總結了不同類型學校在多個層面的發展經驗，寫成一系列

的個案研究及專題著作，探討的內容包括學校整體改進、教師專業發展、教與學的優化、學生培育、

課程發展評析等不同範疇。有關著作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的「學校教育改革系列」中出版，

最新出版包括：

 

Collabor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School Teachers and School 
Development Officers in an Attachment Experience

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及教學設計策略與反思： 
初中及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準備

其他出版包括：

學校改進的認知與行動啟示
趙志成：優質學校計劃：學校改進的知識基礎（系列10）

趙志成：香港學校改進的關鍵因素及策略（系列11）

湯才偉：集體備課和觀課與學校改進的關係（系列15）

趙志成：學校自我評估與專業自主（系列17） 

江哲光、何碧愉： 
學校改進行動：用「心」的班級經營（系列28） 

 教師專業協作與能量提昇
湯才偉：中層教師在學校改進過程中的領導和參與（系列12）

趙李婉儀：透過抽離課程提升教師能量帶動學校改進（系列18） 

Candice Fung-han Ng:  
Can teacher leadership contribute to secondary school 
revitalization in Hong Kong?（No. 29）

湯才偉、呂斌： 
新修訂中學中國語文課程下科主任的領導工作： 
專業知識與協作的提升（系列30） 

 教學策略的實踐與探索
趙李婉儀：思維技巧的教與學（系列9）

湯才偉：利用照片提高學生觀察能力的理論和實踐（系列14） 

湯才偉：「講故事」對提升小學生寫作及教師專業能力的影響（系列20） 

趙志成：有效學習的探索（系列23） 

趙志成：有效教學策略的應用（系列43）

Karen Ka-Yan Pang et al.: 
Collabor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school teachers and school 
development officers in an attachment experience （No. 49） 

趙志成、何碧愉：個別學習差異：理念與實踐（系列51）

 課程發展的反思與評析
趙志成、麥君榮：香港通識教育課程發展評析（系列34）

趙志成、麥君榮：從專題研習、「有為」閱讀到通識教育： 
一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的反思（系列35） 

趙志成：專題研習的實踐經驗：探究與反思（系列36）

趙志成：新高中課程帶來的憂慮與挑戰（系列42） 

趙志成、麥君榮：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及教學設計策略與反思： 
初中及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準備（系列50）

個別學習差異：理念與實踐

如欲購買以上刊物，請致電香港教育研究所（26096754）或 
瀏覽 http://www.fed.cuhk.edu.hk/~hkier/content/document/publications/occasional/reform_eng.htm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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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主任（借調老師）
孔敏芳女士 何樹洪先生 吳潔容女士

吳寶儀女士 李麗明女士 林國光先生

林慧璇女士 梁泳敏女士 黃  密女士

黃萬安先生 葉達昌女士 趙偉光先生

名譽學校發展主任

梁長才校長 郭文坤校長 陳建順校長

趙李婉儀校長 潘淑嫻校長 謝盛業校長

蘇炳輝校長 徐蔚玲校長 梁翠珍校長

鄧善珍副校長 朱嘉穎博士 余惠冰博士

吳鳳嫻女士 吳禮昌先生 李玉蓉女士

孫美英女士 區敏儀女士 張佳偉女士

戚本盛先生 梁 歆博士 梁麗容女士

陳鴻昌先生 麥君榮先生 湯才偉博士

黃美雁女士 趙潔華女士 鄭鴻溢先生

謝道鴻先生 謝煒珞女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專家隊伍成員名單

參與學校名單

管理委員會
盧乃桂教授（計劃總監）

趙志成博士（計劃執行總監）

鍾宇平教授（計劃管理委員會主席）

霍秉坤教授

戴希立先生 B.B.S., J.P.

學校發展及研究組
學校發展主任

江哲光博士 余敦群先生 吳美賢女士

呂斌斌女士 李文英女士 林錦芳女士

梁承謙先生 許麗賢女士 陳可兒女士

陳德恒先生 陸顏娟女士 馮潤儀女士

黃 琳女士 黃顯華博士 潘穎程女士

鄭美儀女士 黎慧怡女士 顏婉璧女士

蘇永強先生

學校計劃主任

劉應泉先生

助理學校發展主任

何碧愉女士 胡翠珊女士 歐怡雯女士

第一階段第四期參與學校（2007-2009）
小學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天神嘉諾撒學校
屯門官立小學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柴灣信愛學校
聖羅撒學校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元朗天主教中學
何東中學
妙法寺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威靈頓教育機構張沛松紀念中學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高雷中學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聖嘉勒女書院
福建中學（小西灣）
趙聿修紀念中學
德愛中學
特殊學校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五邑鄒振猷學校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光明學校
牧愛小學下午校
長洲聖心學校
迦密愛禮信小學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香港潮陽小學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惇裕學校
深信學校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聖匠小學
路德會沙崙學校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潮陽百欣小學
獻主會小學

中學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五旬節中學
五育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
天水圍官立中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沙田培英中學
明愛胡振中中學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聖芳濟書院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潔心林炳炎中學
特殊學校
匡智元朗晨曦學校
匡智松嶺第三校
香港耀能協會高褔耀紀念學校
禮賢會恩慈學校

第二階段第一期參與學校（2008-2009）

（學校名單按筆劃序排列）

�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電話：（852）2948 3202 • 傳真：（852）2603 7551 •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網址：http://www.fed.cuhk.edu.hk/~qsp • 電郵：qsi@fed.cuhk.edu.c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