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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質 學 校 改 進 計 劃

自1998年起，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一直獲教
育局及優質教育基金撥款，開展一系列全面學校改進計劃，
於過去12年來，抱持「目標一致」、「賦權承責」及「發揮所長」
的原則，已為超過400所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提供全面支援
服務。「優質學校改進計劃」（Quality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自2004年成立，繼承前期計劃多年從前線所積累的
寶貴實踐經驗，已發展成為本地最大型的整全式學校改進計
劃，工作一直獲教育界及社會人士廣泛認同。

面對近年學校對「照顧學習差異」的殷切訴求，本計劃
一直有意提供具針對性的專業支援。獲教育局撥款三千萬
元，計劃於2010年9月在原有的全面學校改進支援外，開
展為期三年的「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習差異支援」（Quality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 Support for Learning Diver-
sity）（2010–13），逐步協助本地100所中、小學部署全面的
策略照顧學生學習差異，並作長期、持續性的發展。繼承過
往推動學校發展的經驗，本計劃明白每所學校的背景、需要
不盡相同，因此在為期一年的協作時間，本計劃會透過情勢
檢視、釐清需要、取得共識、制定策略、具體落實、評估檢
討、經驗擴散，為學校提供校本的支援，並於「宏觀」與「微
觀」層面啟動學校改進工作。「宏觀」層面主要透過澄清「學
習差異」的概念，讓學校的不同持分者對有關的發展達成共
識，以方便制定相應政策；「微觀層面」則透過相對密集的訪
校活動（如共同備課、觀課等），與教師共同嘗試通過課堂教

香港中文大學支援學校進行全面學校改進轉眼已踏入第十三
個年頭。我們的團隊多年來致力與學校攜手建立緊密而多元的實踐
共同體，讓來自學校的前線智慧與大學的理論知識得以在共同體內
互動互惠，回饋教育系統的持續發展與再生，走出本土化的實踐經
驗。今年，「優質學校改進計劃」與「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習差異
支援」兩個計劃雙線並行，分別以「整全式學校改進」與「照顧學習
差異」為重點，但背後的核心理念同樣是建構校內持份者的共同目
標，與學校一同優化教學和提升教師的能動力。學校改進與教育事
業是有關「人」的事，所以也無可避免需要處理「差異」。無論是面對
學生或成年人，我們都相信照顧「差異」應由尊重人的多元性（diver-
sity）為起點，而非以高低分等（difference）作判別，並以此作為推
動我們不斷向前的信念。

學處理學習差異。期望「宏觀」和「微觀」層面的靈活配合及互
相推動，能令各項嘗試取得更大而持續的成效。

本計劃認為，「照顧學習差異」沒有一套放諸四海而皆
準的方法，但無論從政策、課程或是課堂教學層面處理學生
的學習差異，都與本計劃多年所抱持對有效學習、學校改進
的理念一理共通。因此，計劃視此為以往全面學校改進工作
的延伸，期望透過多年的支援經驗，協助學校改進，把效益
帶給學生。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

學習差異支援（2010-2013）正式展開

總監的話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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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學生的學習特性及動機

香港的教育制度一直以來都是以考試為主導，著眼於
學生的成績高低，少談「學習差異」。其實在東方社會的文
化底下，不論社會、學校、家長、或是學生自己，對於學
生的學習成就要求都非常單一，就是著重學業成績。而要
成績好，學生就是要花心機、下苦功，若表現不如預期，
則是因為學生懶散、不夠勤力。如果以此作為我們今天處
理學習差異的基礎，那麼學校要做的便是務求讓所有學生
都「勤奮」、「努力」以考獲好成績。但在教育改革下，新課
程的設計納入了西方教育的思維，由傳統以「知識為主」的
目標轉向以「能力為本」。教師在課堂的角色不再以傳遞知
識為主，更需要培養學生探究、解難、自行建構知識等能
力。在這課程框架下，單以「努力」和「單一的智能」似乎並
不足以為學生的成績強弱歸因。

一般而言，學習差異的成因可簡單歸納為個人因素及
外在環境的影響。個人因素方面，不同學生有著不同的學
習特性，包括智能或智力能向（intellectual aptitude）、認
知風格（cognitive style）和學習風格。不同的智能指的是學
生的能力是多樣化的，例如Howard Gardner所倡導的多
元智能理論（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便把智能分為
八項，包括語文能力、邏輯數理智力、空間智力、音樂智

以上的論述均清楚指出，學習差異是必然存在的。若以
「人」的獨特性作為理解及照顧學習差異的基礎，那麼學生於
學業成績上的差異只是表面的現象，而這現象背後是繁雜紛
陳的成因。因此，在處理學生個別差異時，並不可能以單一
及標準化的策略去應付形形色色的差異問題，期望有一套通
則或工作清單都是不切實際的。

基於以上考慮，學校在學習差異的處理上，其目標
便不應再是期望學生在單一標準中獲得相同成績，而是
理解及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特性及動機。更確切地說，
照顧學習差異並非為縮窄學生在考試分數上的距離，而
是幫助表現較弱的學生對學習更有興趣、動力，使其成
就可以拉近其他學生，而其他能力較高的學生亦能不斷
進步。而面對因以往學習經歷以致動機低落的學生，就
是讓他們在學習歷程中重獲成功感，對學習感覺變得更
好，重拾學習動機，仍然想在學校接受教育。

處理學習差異是一項貼身的工作，需要教師與學生建
立良好的關係，有緊密的接觸，因此最理想的場景是課堂之
內。其實，不少前線教師很多時也在利用不同策略去處理差
異而不自知，「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就是其中之一。教師透
過不同的教學方式、活動、例子等，讓學生的學習可更深刻
及豐富，再配合多關心、多鼓勵，讓他們對學習仍持有動機
及感覺愉快，這正正是處理學習差異最基本、最有效的策
略。由於沒有一個教學方法可以滿足所有學生的特性，教師
適宜設計多樣化的活動、課業和評估，亦應注意學生的平衡
發展，刺激學生的潛能，讓學生發展出多元的才能。但據計
劃於前線所觀察，面對前備知識弱的學生，教師往往誤以為
要遷就學生水平而愈教愈少，結果學生所掌握的愈見不足，
表現也不甚活躍，教師因而教得更少，這種惡性循環令師生
都感到挫敗。因此，面對前備知識弱的學生，教師更加需要
教得豐富（teach rich），提供更多輸入和刺激讓他們學得更
好。學校亦需發掘學生不同的能力，即便在考試中以紙筆為
主的評估形式未能正面反映這些能力，教師亦應於平日的學
與教給予學生相關的引導和鼓勵，讓學生的不同潛能得到展
現及肯定。近年，各項能力表現評估、「校本」與「生本」的評
核、其他學習經歷等等，都是讓學生展示他們多樣才華和智
能的理想平台。

基於以往多年的支援經驗，我們當然明白學校教師的日
常工作是非常繁重的。故此，如何在教師的基礎上優化，讓
他們在課堂教學中更有效處理差異，是本計劃的首要工作。

力、肢體運動智力、社交智力、自我認識智力和自然科學
智力。這理論令教育界對智能有更多角度的探討和思考，
但可惜的是這些多元能力的量度難以如智力商數的心理測
試（psychometric tests）般，能以量化數據具體反映出學生
不同智力的高低。目前香港「能力為本」的新課程也面對同
樣困難，就是難以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此外，每個人有
自己的認知風格和學習喜好，這些本身並沒有高低優劣之
分，而教師的教學策略能否照顧學生這些學習特性，將直
接影響學生掌握及吸收知識的效能。

除個人因素外，家庭、學校及社會均對學習差異構
成影響。例如學生的社經背景、教師的教學模式及對學生
的要求、師生關係、學校文化對學習差異的照顧及接納程
度、社會文化與價值觀等，均導致學生在同一個課室學習
時的表現與效果大相逕庭。再加上學生的個性、情緒等的
影響，可見「學習差異」是非常複雜的概念，其涵蓋範圍之
廣，實非單憑成績高低所能判斷。而在新學制和新課程
下，學校如何處理校內每位社經背景、學習特性、個性、
情緒及動機都不盡相同的學生，讓他們能持續有動機學
習、仍然想在學校接受教育，是不同學校所共同面對的挑
戰，這亦是本計劃期望與學校透過協作能一起努力的。

「照顧學習差異」的幾點思考

成績高低足以判斷學生的學習差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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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處理學習差異，不是為學生拉起相同的終點線，
而是希望學生對學習保持興趣，不論是能力較高或較弱的
學生，都可在自己的程度及能力上有所進步。要學生延續
學習動機，教師是當中的靈魂人物，其愛心、耐性、欣
賞及鼓勵對於學生來說，都是感受自己得到認同的重要元
素，也是對學習抱希望的原因。教師若成功成為學生的重
要他者，便可協助學生發掘其能力，建立對學習的正面觀
感，繼而為自己的學習定立目標，刺激內生的自我激勵機
制，達至持續學習動機的目標。

在此目標下，學校在處理學生的學習差異時，最重要
是從學校的願景及目標出發，理解學生的程度、能力、學

習態度以制定相應政策，再配合教師的教學效能、專業自
主，讓教學團隊理念一致，才可產生一定的效果。

照顧學習差異近年成為本地社會及學界所關注的議
題，是香港教育由傳統東方「知識為本」課程轉化到西方教
育「能力為本」課程、由考試主導的篩選文化轉為擁抱各人
的差異這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的必經階段。這個過渡
很艱辛，但並非不可為。「艱辛」在於學生的學習差異是必
然存在的，而「可為」則在於每位教師在學生的學習歷程中
都有重要角色，只要全校上下一心，每位教師均付出及貢
獻，必能令學生學得更好。

面作上出相應的配合和支持，其效果往往事倍而功半。

舉例說，「分班教學」或「小班教學」的成功與否，關
鍵其實不是如何分班或減少班中人數，而是學校有否利用
班上學生組合的優勢，更有效地針對不同能力及學習特性
的學生調適教學。若果「分班」後，教師仍沿用舊有的教學
模式、評核方式去量度效果，而教學過程又變化不大，其
作用也不會顯著。故此，在學科課程層面上，最主要的是
各科組如何制訂恰當課程，並針對校內學生的能力進行剪
裁、調適。這是極為重要的專業工作，是需要科組同事認
同及共同承擔的。

個別學校於課堂層面處理學習差異時，傾向用劃一
的方式處理，要求不同教師透過一致的策略處理不同學生
的學習差異，例如制定一套標準的課堂流程、規定教師對
學生的提問方法、次數，甚至是用標準字句回饋及讚揚學
生。明顯地，這與「個別差異」的理念相違背，原因是不論
是學生，或是作為策略執行者的教師，他們本身都存在差
異，這是恆常不變之事實。作為執行者，每位教師均有自
己擅長、慣用的教學風格，例如個別教師即使利用「直接
講授」，已經可以有效地傳遞教學內容，而有教師則較擅
長「活動教學」，利用透過多元化的教學活動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若策略的執行者本身亦難言一致，我們又如何能期
望透過「一致」照顧「差異」？

那麼，運用哪種策略處理學生的學習差異才最為有
效？這實在是人言人殊，當中需要的是教師的專業判斷，
因為在課室內，教師是最清楚掌握學生的學習情況。因此
教師需針對不同學生的特性，靈活地運用不同策略，而非
單一地執行校內的標準策略，這便是計劃與學校協作時經
常強調的專業自主。

處理學習差異要有共同的目標

處理學生學習差異的有效策略
學校訂立處理學習差異的政策時，為的是提供一個更

好的環境讓教師能更有效地在課堂處理差異。其實近年，
很多學校在處理學習差異上已制定及推行了不少策略，當
中所花的資源及心力，很多都是值得借鏡的。但是，本計
劃在與學校協作過程中，往往發現學校在推行處理學習差
異的連串政策和策略時，較少對已推行的策略進行有系統
的檢視及分析，影響了實際的果效。

學校在檢視處理學生學習差異的政策時，可從以下方面
作出考慮： 
1.「處理學習差異」是否學校現時的關注項目？為甚麼？  
2. 校內同工怎樣理解「處理學習差異」？彼此是否有共識？ 
3. 現時學校有甚麼策略、措施、計劃或部署處理與學習 
     差異有關的問題？  
4.  在「處理學習差異」一事上，學校期望達至哪些短期及 
     長期目標？  
5.  學校過去、現時及未來就處理學習差異方面為老師提 
     供了或將提供怎樣的培訓？  

在列出與處理學習差異相關的策略及措施之後，學
校需進一步釐清這些策略是屬於學校層面、課程層面、
課堂教學層面或是學生層面。學校層面的策略只是為學
校提供一個基本平台或環境去處理學生的個別差異，至
於具體操作，關鍵仍落於課程及教學層面之上。因此，
學校宜整體分析現行的各項政策有否均衡地照顧各個層
面，以確定資源及心力沒有向某一層面或對象傾斜。近
年，按「成績分班」（streaming）、「小班教學」均是學校
在整體層面處理學生學習差異的熱門策略。但如果只著
重在學校層面上處理差異，而沒有在課程發展與教學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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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學生的學習表現之前，最好先了解學生的學習
興趣，因為學習動機和興趣是推動學生願意持續學習、不
斷付出努力的重要動力，也自然會影響他們的學習表現。
而學生對學習是否有興趣，很大程度是取決於他們是否認
為學習是有意義、有趣味，及有挑戰性。「學習的意義」在
於學習是否與生活上的經歷有所聯繫，讓學生感到學習的
需要，也可以把學到的知識用於理解和處理日常生活中的
種種情境。「學習的趣味」與學生個人的學習興趣和喜好有
關，例如有些學生特別喜歡研究數理、或偏好欣賞文學、
或喜歡研究史地，這是學生可能對某些學科有所偏好。但
另一方面，學生的興趣也可能在於特別喜歡運動，或對潮
流文化的觸覺特別敏銳，或喜歡觀察身邊的事物，如果學
習內容與他們的這些興趣有聯繫，便會產生更大的趣味。

能力和基礎較弱的學生由於前備知識不足和生活經
驗比較零散，所以學習新知識時加倍困難，難於掌握學習
內容和完成課堂要求，也較容易因為難度過高、跟不上進
度而選擇放棄，脫離大隊。在長期打擊之下，甚至慢慢對
學習失去信心和興趣，令學生之間的學習差異日漸擴大。
但如果為了遷就他們的能力而過份淺化學習內容或降低要
求，卻又會令學習失去挑戰性和成功感。所以讓這類型學
生有效學習的關鍵在於要有適當的要求、提供多重刺激、
豐富學習（teach rich），以提升他們的基礎能力， 及重燃學
習信心和興趣。具體而言，課堂設計宜針對他們的弱項把
教學目標分拆成多個小步點，然後在每個小步點中提供引
導和豐富的輸入，為學生適時補足所需的基礎知識，讓學
生感到自己是有能力的，吸引他們繼續嘗試。

以下教學設計的學習目標是寫作借物說理的文章，老
師在通過閱讀引導之外，又依寫作的思維歷程把寫作任務
分拆為觀察並選取描寫對象、描寫物件特徵、由特徵引發
聯想、篩選及整理資料，及組織表達五個步驟（見表一）。

最後輔以思維歷程回顧，讓學生反思自己的思考歷程，鞏
固學習，達到「授之以漁」的目的。在這過程中，當發現學
生遇到困難便適時提供協助，而這些協助都是針對學生的
學習特性，利用文字、圖片、實物、實例、同學分享等
「多重刺激」，豐富學生的視野及思考角度，同時增加學習
的趣味。基礎較弱的學生在寫作方面的主要困難除了詞彙
不足外，更因缺乏生活體驗、不知如何思考而欠缺寫作素
材，以致內容單薄、空泛；長期的失敗令他們沒有信心下
筆，所以更加需要透過不同刺激加強輸入，幫助學生組織
寫作材料。這裡提出的教學設計重點是逐步引導學生完成
各個階段的學習目標，並運用多元化、與學生生活相關的
教學活動和材料，使學習更富有趣味和生活感。而在學習
環境和情意上，也需要配合師生之間的積極互動，多營造
鼓勵嘗試和欣賞努力的氣氛，長遠建立學生對學習的信心
和提升自我效能感。學生對學習具信心和興趣是需要長時
間的累積和強化的，若學生感到有興趣、認為自己有能
力，便自然增強內在的學習動機。

而「學習的挑戰性」則在於學生是否能在一個有安全感的環
境裡，嘗試進行稍高於自己能力所及的任務，伸展自己的
能力，然後在付出努力之後看到自己有所進步，因而得到
滿足感和成就感。這些討論對於反思如何因應學生的學習
差異調適教學設計有重要的啟示——要吸引學生學習，便
需要考慮如何使學習與學生的生活經驗聯繫起來，使之變
得有意義；可以把學生感興趣的課題或情境融入教學活動；
教學需要照顧學生的基礎能力，使學習經歷具有挑戰性而
又不會因為難度過高令學生有挫敗感。無論是為何種能力
程度的學生設計教學，都應該以這些基本原則作考慮，再
就著不同能力的學生在學習意義、興趣、挑戰性方面的不
同取向而作特別的調校。以下展示的教學設計與課程規劃
提供一些實例，闡釋如何在教學中具體實踐這些原則。

表一： 為基礎能力較弱學生提供多元刺激的寫作教學設計
  課  題：借物說理 學習目標：寫作借物說理的文章     對  象：基礎能力較弱的學生
  設計特色：把寫作文章的思維歷程分拆為五個「小步點」，及運用「多重刺激法」豐富學習經歷

內容 輔助材料或活動
觀察並選取描寫對象：
教師提供多種植物供學生觀察，並各自選定一種自己感興趣的植物

提供實物、影像刺激——展示各種植物（實物／影像），助學生
從記憶中提取（recall）已有經歷／知識

描寫活動：描寫植物的特徵
引導學生仔細觀察所選植物的特徵，並在組內互相介紹（如有困難
可參考教師提供的閱讀材料），並歡迎其他同學加以補充；以說
帶寫，累積寫作材料

提供文字刺激——提供介紹相關植物的閱讀材料，輔助學生豐
富寫作素材
同儕互相刺激——利用同儕協助，豐富寫作素材

聯想活動：由特徵引發聯想
利用各種聯想活動，引導學生由物件／植物的特徵，結合自己的
生活經歷，展開思考；以找到感情／思想的落腳點

提供活動刺激——以不同的聯想小活動，刺激學生通過類比、
聯想、通感等展開思考

篩選及整理資料：
引導學生整理上一部份得出的資料（進行分類、歸納、篩選、排
序等），從而確定文章的感情主題

介紹篩選、整理資料的要點

組織表達：
提供備語言特色（詞彙、修辭等）及結構（段落劃分、過渡等）分析
的範文，供學生模仿、參考 

提供範文刺激——展示配合學生程度的文章範例，讓學生學習
／模仿相關架構、組織技巧

＊反思活動：思維歷程回顧
與學生重溫整個寫作思維歷程，幫助學生掌握思維策略，鞏固學習

反思活動——後經歷的反思學習，幫助學生把經歷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1.

2.

3.

4.

5.

6.

照顧弱生的課堂教學：多重刺激、學得豐富

照顧學習差異的教學實踐

教學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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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能力基礎較強的學生，他們的專注力一般也較
高。我們在觀課時發現這些學生即使認為課堂不夠趣味或
挑戰性，也會表現專心和持續參與，課堂表面上因而仍十
分順暢，所以不易顯露教學設計潛藏的問題。但是，如果
課堂教學未能充份發展這些學生的能力，是相當可惜的。
這類學生的知識基礎豐富、學習動機強，本身已有足夠的
推動力鼓勵他們繼續學習。因此，教師的策略不再是分拆
小步點和豐富學習，反而是要創設各種機會，讓學生有更
多的發揮空間，鼓勵學生不斷自我挑戰。

同樣是以「寫作借物說理的文章」為學習目標，針對基
礎能力較強學生的教學設計可以把重點放於深化文章的內
涵，強化學生的反思與自我挑戰心態，同時幫助學生找出
自己在寫作及思維上的優點和弱點。例如在寫作之前，可
以引導學生大量閱讀古今中外借不同事物抒發感情的文
章，接觸不同的寫作方式及風格，品評優點和特色，從中
體會中國文人如何由事物的具體特質發展出巧妙的聯想，
深度思考，達到文學藝術的境界。學生從閱讀大量優秀作
品之中，得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下的道德價值，亦能提升

欣賞能力，為自己的寫作定立一個更高的標準。至於教學
設計能否得到這個效果，自然也有賴教師如何選材、鋪陳
與引導。對於基礎能力較強的學生，閱讀材料的深度和內
涵宜有更高的要求。相比之下，上文對應基礎能力較弱學
生的設計中所建議的閱讀選材層次會較淺，感情內容也可
能主要以個人經歷出發，而對能力較強的學生則可以選取
涉及社會、文化、歷史等深層思考的文章。另外，教師在
學生寫作過程中及寫作之後所提供的具體、有質素的回
饋，可以讓學生明白自己可以如何再提升。教師亦可引導
學生解構自己進行聯想、組織材料的過程，幫助學生理解
和分析自己的思考過程，優化自己的學習策略。

作為延伸部份，教師可在學生完成寫作之後，讓學生
以三人為一組輪流分享自己的作品。負責分享的學生同時
是練習說話表達，並能在當中檢視自己的寫作組織；而另
外兩位學生則在訓練聆聽與紀錄，他們需要記下同學身上
值得自己學習之處（自己欣賞而未做到的地方），同時提供
一二項改善建議。學生在分享後再依自己的反思和同學的
意見修訂文章，達到同儕學習、互相提升的果效。

以上的教學設計是以課堂教學層面作例，而在已實行
能力分班的學校裡，亦可從學科課程層面為不同能力的班
別進行調適，使教師在設計課堂教學時有更大彈性。以英
文科的課外閱讀訓練為例，以下的課程設計是分別對應同
一年級三種能力程度而設（見表二）。能力較弱學生對閱
讀的興趣較低，所以特別為他們挑選題材吸引（如偵探故
事、科學趣談），而字數不多、詞彙較淺易的讀物，輔以
錄音聲帶，先以培養閱讀興趣為主要目標。在此需注意選
材要配合學生的年齡發展，避免因為遷就詞彙而選取內容
幼稚的讀物。對於中等能力的學生，則透過大量閱讀不同
題材的讀物（如小說及非小說），加強學生的前備知識，
及教導他們如何篩選和組織文字資料。至於能力較高的學
生，則宜引導學生閱讀文字更豐富、情節更複雜、內容更

有深度和更有論點的讀物，激發學生的想像和思考。這種
在課程層面的調適，為不同能力程度的班別訂定不同的教
學目標，並選用不同的閱讀材料和教學策略，以循序漸進
地在各組學生的基礎上進行提升。而在具體的教學上，對
最弱的學生可能只要求他們分享讀物中的某一點、某一
段，或朗讀他們認為最精彩的幾句對白。能力較強的學
生的任務則宜更具挑戰性，如增加字數、要求有文字的產
出，或由朗讀劇場（reader  theatre）、到角色扮演、到口頭
匯報、到演出戲劇片段、到自由創作等。這種在課程和教
學上的調適雖然要求教師和學校付出更多的心力和資源，
但在處理學生差異上，體現了對不同學習能力和興趣的尊
重，是值得投資的。

Curriculum A
For the eager 

students

Curriculum B 
For students who 

don’t read

Curriculum C 
For students who 

are behind

Strategy
Interpretive ques-

tions
Non-fictions

Intervention pro-
gram

Characteristics

Negotiate mean-
ing for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 their ideas 

in specifics

Create a sense of 
curiosity, 

DVD as visual stimu-
lations

High interest, low-
leveled literacy 

reading materials 
with CD ROM (for 

listening)

Skills developed 
/ Aim

Students support 
their opinions by 
analyzing and 

making inferences 
from the text in 

question

To use English as a 
tool to gather infor-
mation and select 
the relevant pieces 
(e.g. reading com-
prehension, note-
taking); high-order 

thinking skills 

Enhance and 
sustain students’ 
interests in read-

ing English materi-
als, expand basic 

vocabulary, pronun-
ciation 

表二：對應學生不同特性的閱讀訓練課程規劃 

照顧強生的課堂教學：擴闊眼界、延展能力

學科課程層面的規劃：配合學生的不同能力、動機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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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所理解的探究式學習存在着不同層次（Bell, 
2005），各層次的分別在於學生所要探究的問題、進行探
究的方法及所得的答案，教師開放多大程度讓學生參與（見
表一）。以課題「電」為例，若教師透過實驗「演示」電能，完
全限制了探究的問題（如電的作用）、方法（預設實驗步驟）
及答案（產生光、熱及動能），學生只是被動地接收內容，
那麼實驗的演示只是內容講授的輔助，這學習過程並不屬
於任何探究層次。同樣是限制了問題、方法及答案，若教
師所做的是利用實驗「驗證」預設的答案（閉合電路能否使電
流通過），那麼學生的學習便可以透過觀察、量度、紀錄、
比較結果而對預設的答案予以接納或否定，這種學習過程
便提升到驗證式探究的層次。及至更高的探究層次（如「結
構式探究」、「引導式探究」、「開放式探究」），教師逐步把
歸納答案、設定研究方法，甚至是擬定探究問題的主導權
交予學生，學生所能發揮的更是發掘問題、假設結果、設
計方法、執行測試、評估及改良測試方法、分析數據等更
高階的能力。

由此可見，探究式學習不是學科內容的講授與接收，
亦不等同於「做實驗」、「做模型」，若教師能夠細心判別及
設計，按探究層次的遞進，對學生於學習過程中的能力要
求是多樣且不斷延展的。值得留意的是，學習層次雖有高
低，但本身並沒有先後、優劣之分，即高年級學生不一定
進行較高層次的探究，或能力較弱的學生只可進行低層次
探究。重點是教師能否憑其專業判斷教學內容適合進行哪
層次的探究、課程是否有充夠的空間，更重要的是他們有
否判斷不同年級、不同程度的學生在知識及能力上能否勝
任學習任務，並且在學生進行探究的不同階段有否提供足
夠的支援。

優化探究式學習   
發揮學生的不同潛能

探究式學習的不同層次
進入二十一世紀，隨着本地教育界以「終身學習、全人

發展」為方向進行改革，不同學科課程均以「學會學習」為主
要發展路向。在這改革浪潮中，中、小學課程都得到新發
展，強調「改變以內容主導課程的傳統，鼓勵建構知識，著
重探究式學習，增強學生的學習技能，和建立積極的生命
價值觀。」（擷自《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三）》，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iii）。為迎合課
程發展文件開宗明義地標舉的探究精神，「探究式學習」於
本地學校間乘時而起，學校紛紛引進推行，作為回應「提升
學生自學精神」、「培養學生高階思維」等關注事項的主要策
略之一。

探究式學習與傳統課堂教學模式相比，理念上的確較
為先進。這種學習模式着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採取主導地
位，他們在教師的協助及鼓勵下，結合並運用前備知識及
技能，對某一問題親自探索，透過「動手做」的真實學習經
歷建構新的知識、新的技能。在這學習過程中，支持學生
學習的是一種對問題不斷進行探索的高動機心態，以及進
行分析、綜合、判斷等高階思維能力。這對比起教師直接
講授預設學習內容的傳統課堂學習模式，無疑是新穎且非
常吸引的，這可解釋學校為何對之期望甚高，視之為小學
常識科以至中學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各學科中
不可或缺的一環。 

探究式學習於學校推行多年，無論是結合專題研習，或
是抽離成為主題學習日進行，師生對這種學習模式都有一定
體驗。但就本計劃於前線所見，教師在實際施教時往往出現
以下情況：1. 教師依教科書照本宣科，學生只有接收、記憶
和問題相關的「內容」，於整個學習過程中未見多大機會參與
探究；2. 教師向學生示範教科書出版商所提供的活動套件，
如隨書附送的科學實驗教材套，學生的參與只是觀察示範過
程，得到預期的答案；3. 學生被安排分組就所研習的問題搜
集資料，結果學生只有從互聯網或書本中東拼西湊，從學生
的產出所顯示，學生對所研習的問題未見深入的分析及理解。

面對班中能力不同、習慣被動接收課堂內容的學生，
若要採取以學生為主導、讓學生「動手做」的教學策略，教
師往往估計學生不明活動之所以，並於探究活動中因控制
不善而造成一片混亂。在緊迫的課程下，教師這種畏難情
緒是可以理解的。為免教學過程出亂子，部分教師或會採
取較主導的方式處理課堂，以保證學生習得若干學科知識
（即如情況1），或讓學生在可控制的情況下體驗一下與探
究相關的教學活動（即如情況2）。另一邊廂，部分教師認
同學生有能力透過較開放的形式進行探究（即如情況3），
嘗試把主導權交予學生，卻未有着意於學習前培養學生探
索問題的動機，結果學生是否如預期展現自學精神和高階
思維能力，從學生的產出便一望而知。考慮到實際學習成
果和預期學習目標之間的落差，以及探究式課堂所牽涉的
時間及資源投入，我們不得不追問怎樣的探究式學習，才
能讓學生學得更好。

探究層次 探究
問題

方
法

答
案 例子（課題：電）

0 （演示） T T T 教師示範電能產生光、
熱及動能

1（驗證式探究） T T T 教師/學生進行實驗驗
證閉合電路

2（結構式探究） T T S 教師/學生進行實驗，
探討不同物料的導電性

3（引導式探究） T S S 學生自行應用電路原
理，令燈泡間斷閃爍

4（開放式探究） S S S 學生自行對與「電」相
關的問題進行探究

  註： T=教師 S=學生

表一：探究式活動的四個層次

探究式學習的迷思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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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學生的前備知識及能力有多豐富，課題有多適合探
究，若學生對於所要探究的問題欠缺興趣，那麼教師最終
收來的只會是資料齊全、說明仔細，但無甚分析、融會和
創見的「應付式」研習報告，實在難言所謂的自學精神及高
階思維。本計劃從支援學校的多年實踐中，歸納出探究式
學習的第一步是設法提起學生探究的動機。其中，計劃經
常採用「情境─角色─任務」模式（Context-Role-Task, CRT 
Model）協助教師設計導入活動，做法是先為學習過程創設
與學生息息相關或感興趣的情境，賦予學生特定角色，才
提出學生所要完成的任務。

以「土地利用」課題為例，情境可以是學校所處的社區
將進行重建，學生扮演的角色是區內居民，任務是了解目
前區內土地的主要用途，以及不同人士（如居民、業主、
發展商）對社區用地的意見，目標是對政府如何規劃重建提
出建議。這做法的出發點是為學習過程建立舞台（set the 
stage），由於情境與學生的生活有直接聯繫（學生多於區內
居住），適當的角色設定便能為學生的探究過程賦予個人意
義及情感，令學生對相關問題產生探究的動機，逐步邁向
智性及技能層面的目標。計劃在不同課題的探究活動（如歷
史、社會、科學探究等）中多次應用這種導入設計，發現效
果是顯著而長久的，學生被安置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中進行
嚴肅的任務，他們的研習成果向人展示時得到成年人（包括
老師、家長和導師）及同學的重視，學生所表現的嚴謹和投
入令教師意外。

學習動機對於能力稍弱的學生進行探究式學習更為關鍵。
長久以來，學生被視為「弱」，往往是因為他們在日常以「語文
表達」為主的評估中表現稍遜，他們自覺在紙筆評估或口頭表
述學科知識時力有不逮，一種懼怕錯誤的情緒令他們對學習失
卻動機及信心。要推動他們進行探究式學習，首要是令學生感
覺自己的參與得到認同。如計劃協助教師採用「預測─觀察─
評估」模式（Predict-Observe-Evaluate, POE Model）設計的科
學探究活動，強調學生能夠於探究過程中主動參與，就未知的
實驗結果進行預測，對測試結果進行觀察，以評估預測的準確
度，透過反覆的預測、觀察、評估，建立起對研習問題的一個或
多個結論。在這樣的學習過程中，一般表現稍遜、於日常課堂中
學習相對被動的學生，正因為沒有被指正「對」「錯」的包袱，會更
放膽地進行猜想，正是當中所獲得的認同、自信與滿足感，推動
學生願意對有關課題自行作持續的探究。

以上的做法只是本計劃眾多例子的其中一二，旨在說明教
師與不同能力的學生進行探究式學習時，首先啟動學生動機的
重要性。當然，在此之後，教師仍需要持續關注學生在探究過
程中的表現，適時對學生作出回饋及鼓勵，就他們的研習困難
建議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或提供技術上的指引，這些都與有
效學與教的原則一理共通。

關注探究式學習的縱向發展

教師除了需要在探究式學習的前、中、後向學生給予支援，還需要關注課程的縱向發展，才能讓學生透過探究式學習
得到延展。部份學校將之理解為整套探究步驟的分拆和逐年施行，即從概念圖分析問題開始，到搜集二手資料、一手資
料、整理及分析，以至製作報告、進行匯報，期望學生累積每年所學，最終能掌握整個探究學習的歷程。但值得思考的
是，把研習步驟分拆，由不同教師逐年在正規課程或抽離式研習活動中教授，學生完成六年的學習後，最終能否有效積累
所有研習步驟？累積所有步驟又是否足夠讓學生進行探究式學習？哪一年級學生的能力能夠應付哪一探究步驟？步驟間又
是否有必然的次序？不同課題是否有不同的處理？

這一連串的問題正好指出，學校對於探究式學習的縱向發展需要一個有系統、具體和有針對性的能力架構作為基礎。
由擬訂問題、假設、設計探究方法、搜集及分析數據、歸納結果、推論、甚至批判，教師需要準確地掌握他們的學生能力
上發展至哪一階段，在規劃及實施教學時考慮教學目標、課題的適切性對教學進行調適，就只有這種以學生為本、教學目
標與學生實際能力配合的設計，才能讓學生的能力透過這種學習方式不斷延展。

計劃推動探究式學習多年，認為這種學習方式的價值並不在於學生能記得多少學科知識內容，或能背出學科名詞的定
義，而是讓能力稍遜的學生，培養出持續學習的動機，或讓成績不俗的學生的學習，不囿於背誦知識、填答正確答案的層
次，而是對知識、對學問有強烈的好奇，會自己探索，有尋根究底的學習態度。為要達到這種效果，教師要對學生的能
力、學習特性有充分的了解，能有信心地因應學生的學習進度調適教學，因此，學校要有效推行探究式學習，最重要的並
不是周全的教學套件及機械化的教學形式，而是教師專業能力的培訓。

表二. 以「情境─角色─任務」模式設計的例子

主題 情境
（context）

角色
（role）

任務
（task）

健康飲食 肥國王
病倒了 皇家營養師

認識食物的營養
價值，建議健康
飲食餐單

土地利用
學校所處
社區進行
重建

向政府提出
建議的學生
代表

了解區內土地利
用、 搜 集 不 同
人士對發展的意
見，向政府提交

建議書

貧與富

某發展中
國家的 
童工問題
嚴重

《仁情周刊》
記者

透過模擬訪談、
搜集資料，報導
童工問題

探究的首步在於啟動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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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研討會主辦機構：
第一屆：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2006年6月2 – 3日）
第二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7年10月19 – 20日）
第三屆：澳門大學教育學院（2009年5月23 – 34日）
第四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20010年9月25 – 26日）

有關計劃於歷屆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歡迎瀏覽網站 
http://www.fed.cuhk.edu.hk/~cthk/paper.html。

帶動交流 
兩岸四地互通 
跨地域專業交流活動

總監盧乃桂教授進行專題報告

計劃向萬泉小學校長景小霞女士（左一）致送紀念品
團隊觀摩萬泉小學課堂實況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作為一個以大學為基地的支援組
織，一方面結合教育理論和實踐經驗推動整體的學校改進工
作，同時亦著重研究發展、開拓新知，以緊握當代教育發展
趨勢。為此，本計劃多年來一直積極參與海外教育部門、學
校改進學者、教育工作者所舉辦之講座、培訓工作坊、學術
研討會及考察訪問，原因是我們相信不同形式的交流活動，
均有助同業反思自我，沉澱和累積從教育前線實踐所得的寶
貴智慧。

第四屆兩岸四地「學校改進與夥伴 
協作」學術研討會

為進一步建立華人社會學校改進工作的交流平台，本
計劃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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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及澳門的學
校改進學者、專家團隊及前線教育工作者，分享各地學校改
進工作的實踐經驗，為學校的持續改進提供意見。

此後，各地學院踴躍爭取主辦研討會，及至本年已是
第四屆，由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主辦，並已於2010年9月25及
26日順利舉行。會上，計劃總監盧乃桂教授獲大會邀請進
行專題報告，主題為「能動者工作的延續力：學校改進的啟
動與更新」，計劃執行總監趙志成博士及學校發展顧問黃顯
華博士亦獲邀進行主題演講。另外，本計劃團隊以「香港中
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從啟動到延續」為題主持一節
論壇，與參加者分享計劃如何於香港協助中、小學啟動全面
及可持續的改進工作。會後，計劃團隊獲安排參觀市內兩所
與首都師範大學協作的學校（萬泉小學、豐台二中），透過觀
課及座談，了解當地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的實施狀況。

計劃團隊主持論壇介紹計劃於香港所推動的學校改進工作

計劃團隊與北京市豐台
二中師生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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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研討會主辦機構：
第一屆：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2006年6月2 – 3日）
第二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7年10月19 – 20日）
第三屆：澳門大學教育學院（2009年5月23 – 34日）
第四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20010年9月25 – 26日）

有關計劃於歷屆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歡迎瀏覽網站 
http://www.fed.cuhk.edu.hk/~cthk/paper.html。

台灣「課程與教學輔導網絡之建構」
學術研討會

基於多年的合作，本計劃與兩岸四地學校改進同業已
建立起相當成熟的交流基礎，透過定期的互訪，更深入地探
索各地教育發展和學校改進的相關工作。2009年11月20及
21日，本計劃執行總監趙志成博士、學校發展主任呂斌女
士、黃琳女士應邀參加由台灣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與
國家教育研究院合辦之「課程與教學輔導網絡之建構」學術研
討會，並主持了兩場主題演講，為當地超過250位學者、教
育同業介紹本計劃於香港中、小學所推動之學校改進工作。

 2010年2月4日至5日，台灣國家教
育研究院「中央團領域輔導教師團」
一行15人參訪本計劃。除主持講座
介紹本地學校的改進工作外，本計
劃亦安排代表團到訪成員學校，了
解香港學校教育的實況。

 2010年5月18日至20日，本計劃執
行總監趙志成博士應中國華南師範
大學基礎教育培訓與研究院邀請，
為「廣州市中小學校長培養工程」第
三期優秀校長培訓班主持講座。

 2010年6月24日，本計劃團隊到廣州參與華南師範大
學基礎教育培訓與研究院舉辦之「中美中小學校長論
壇」，主題為「追求卓越教學，達至優質教育：面向21
世紀的校長教學領導力」。趙志成博士獲大會邀請成
為講員，與超過130位中國、美國、台灣校長代表及
專家學者主持專題演講。

 2010年10月16日，趙志成博士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邀
請出席「當代師範教育高峰論壇」進行演講。

 2010年9月19日至23日，趙志成博士獲邀到訪江西師範大學，出席田家炳基金會舉辦之「全國田家炳中學校長論
壇 （2010）」，與300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專家、學者和田家炳中學校長就「教育合作與教育發展、教師專業發展、學校
管理改革與創新、特色與品牌塑造」四個議題展開交流和討論。

其他交流活動

計劃代表與台灣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陳伯璋教授
（右二）留影

計劃團隊與第四屆兩岸四地「學校改進與夥伴協作」學術研討會參加者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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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

學校發展及研究組

學校發展顧問

計劃總監　盧乃桂教授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偉倫教育行政與政策
學講座教授、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香港中文研究院教
育學部主任、香港教育領導發展中心主任、香港教育統
籌會成員、中文大學校董會成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教師學院學報》編輯委員會成員、英國《教師與教學學
報》編委會成員、中國《教育研究》編輯委員會成員、
中國《教育學報》編輯委員會成員、及國內二十多所著
名大學客座教授及客座研究員。
研究範圍：當代中國及亞洲教育發展、教師發展與教師	
	 		教育及學校改進。

管理委員會主席　鍾宇平教授
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創立中大
大學與學校夥伴中心，曾任中大教育學院院長及大學與
學校夥伴協作中心主任，史坦福大學訪問學者、柏克萊
加州大學研究員，北京大學及南京大學客座教授，國際
勞工組織對中國勞工培訓立法顧問，中小學教師。
研究興趣：中國教育與經濟發展、職業教育與勞工市	
	 	 	 	 	 場、高等教育、教師與學校效能之經濟考	
	 	 	 	 	 	慮、及教育膨脹引起公平和效率問題。

黃顯華博士
前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教授、系主
任、前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
專  長：課程理論、課程發展、教師發展、學校改進。

陳可兒博士（學校發展主任）
資深培訓顧問，曾任職前教育署（教育統籌局）培訓
組。自1998年至今，參與中大學校改進工作，結合遊戲
及戲劇等元素，協助學校優化學與教工作，培訓中層老
師及課程主任，成績顯著。
專  長：學校改進與實施、創意教育、家長教育、專	
	 		題研習、全方位學習。

陳漢森先生（學校發展主任）
資深中學中文、中史、通識教育科教師。曾任中史科科
主任、通識教育科科主任、德育及公民教育主任。
專  長：班級經營、中文教學、中史教學、通識教	
	 		育、德育及公民教育。

陳德恆先生（學校發展主任）
曾任職中學地理科教師、課外活動主任、訓導委員會主
席、中學校長及教統局課程發展處、教育局校本專業支
援處顧問。自1991年起，於香港各大學兼任講師，負責
教師、中層主任、校長和校董培訓課程。	
專  長：非正規課程學習、學校行政、德育與網絡素	
	 		養、博物館學習。

戚本盛先生（學校發展主任）
曾任職中學中文科主任、生活教育科主任，教育政策研
究及教師專業發展等工作，並教授行動研究、兒童觀察
與評估、教育政策等師資培訓課程。
專  長：課堂評估、中文課程與教學、批判思維、寫	
	 		作、辯論教學、議題為本及研究為本學習等。

何碧愉女士（學校發展主任）
曾任大學研究員，研究教師專業發展及課程實施。
專  長：教師培訓及教師專業發展、專題研習、全方	
	 		位學習。	

張曉彤女士（學校發展主任）
資深中學英文科老師。曾任初中英文科科主任、香港教
育學院名譽教學顧問、中小學英語教材作者。曾獲頒行
政長官卓越教學獎，並獲教育局委派到廣東省參與英語
教師交流協作項目。
專  長：英語教學法、課程設計與實施。

執行總監　趙志成博士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專業顧問、香港中文
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育學系禮任助理教授。

曾任中學教師，柏立基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學院高級講
師，中文大學大課程與教學學系專業顧問，香港教育委
員會委員。曾教授科目包括：經濟科教學法、通識教育
科教學法、課程理論、實施、設計及評鑑等。長期關注
教師專業發展、教育政策與有效的教與學，全力推動香
港中學及小學的整全式學校改進工作。

研究範圍：教學法、課程設計、實施及評鑑、學校改進。	

管理委員會委員　戴希立先生 B.B.S., J.P.
現任仁愛堂田家炳中學校長，田家炳基金會董事，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委員。

管理委員會委員　霍秉坤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助理教授。曾任香港教育
學院助理教授及講師、中學教師。
研究範圍：課程理論、課程政策、課程推行、教學法。

林錦芳女士（學校發展主任）
歷任教師、教育及非教育機構員工培訓顧問。曾任藝術
學院總監、學術評審主任、中學行政助理（升任副校
長）；學務、訓導、輔導、職業輔導及英文科科主任。
特許語言學會亞洲區聯絡主任。
專  長：英語教學、應用學習、通識教育、學校領導	
	 		及管理。

劉應泉先生（學校計劃主任）
資深小學數學科教師。積極推動數學科活動，如創辦全
港小學數學比賽、教師大笪地（教師觀摩研習活動），
並擔任教協數學教師班導師；在數學科方面的著作相當
豐富，曾於教署刊物及多份報刊發表數學教學心得，又
曾為多間出版社編寫學校補充教材、小學數學教科書及
數學趣味書藉。
專  長：數學傳意、數學概念、數學解難。

李麗明女士（學校發展主任）
曾任小學副校長。	
專  長：英文教學法、學校行政。

李文英女士（學校發展主任）
曾任中學英文科科主任，及參與校內學生培育與教師培
訓工作。	
專  長：英文科課程設計與教學法、學生培育。	

計劃專家團隊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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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調教師

名譽學校發展主任

趙李婉儀女士（學校發展主任）

曾任中學校長、前葛量洪教育學院首席講師及香港教育
學院教育系署理系主任。
專  長：學校改進與領導、教師專業發展、校本課程	
	 	 設計、思維技巧的教與學、獨立專題探究、	
	 	 家長教育。

呂斌女士（學校發展主任）

曾任中學中文科科主任、「教師語文能力評核委員會（普
通話）」及「教師語文能力評核檢討工作委員會」委
員。	
專  長：中文教學、普通話教學、教師專業成長、中文課	
	 	 程規劃。	

蘇永強先生（學校發展主任）

曾任職中學課程發展主任、人文學科組主任、經濟科主
任、課程發展議會公民教育科委員及教育人員專業操守
議會委員。	
專  長：通識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專題研習、學	
	 	 校行政及課程發展。

黃琳女士（學校發展主任）

資深小學教師，曾獲兩屆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曾任課
程統籌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課程發展議會委員、香港
教育學院教學顧問。	
專  長：小學跨學科課程設計及評估、常識科課程設	
	 	 計及教學策略、教師專業發展、學生培育及	
	 	 班級經營。

胡翠珊女士（學校發展主任）

曾任中學經濟科教師、社會科科主任。	
專  長：通識教育科及綜合人文科課程設計與教學、	
	 	 全方位學習、專題研習。	

何樹洪先生		(學校發展主任）

初中通識教育統籌主任、校務主任。
專  長：本港及國內考察活動、專題研習、課程發	
	 	 展、課堂活動及評估。	

林國光先生	（學校發展主任）

資深中國文學、中國語文及文化、中國語文教師，曾參
與通達學習法語文科單元設計，課程剪裁語文科課程推
廣，閱讀活動推廣，熟稔中港台語文科課程。
專  長：中文課程設計、中文教學。

黃萬安先生	（學校發展主任）

中學數學科主任。
專  長：數學教學法、課程設計、學校自評。

吳潔容女士	（學校發展主任）

中學副校長。	
專  長：學生培育、從遊戲中學習、通識科課程、	
	 	 體藝教育、教師發展。

孔敏芳女士（學校發展主任）

中學德育及公民教育主任、英文科教師。	
專  長：學生培育、學校關愛文化、英文課程設計及	
	 	 教學法。	

黃偉賢先生（學校發展主任）

從事教育工作三十年，曾任中學數學科主任、多個行政
組別主任、副校長、校長、香港公開大學兼職導師及教
育局數學課程委員會成員。亦曾應教育局、大學、香港
教育學院及不同中小學之邀請擔任嘉賓講員。
興趣及專長：學校管理、數學課程與教學法、處理學習	
	 	 	 差異、學習型組織。

尹志華先生（學校發展主任）

中學學校自評及發展主任、曾任課程發展處高級課程發
展主任。
專  長：數學課程與教學法、學校自評。

李文浩先生（助理學校發展主任）

曾任大學研究員。
專  長：專題研習、全方位學習、課程評估。

梁承謙先生（學校發展主任）

專業劇場工作者、編劇。自1999年起，致力研究「薈藝
教學」，把戲劇教學手法融入於正規科目的教授之中，
逐步建立一套適合香港中、小學學生於課堂運用的劇場
活動、練習和遊戲。	
專  長：戲劇融入課堂教學、科學探究、專題研習、教	
	 	師培訓。	

吳美賢女士（學校發展主任）

資深中學英文科教師。	
專  長：英文科課程設計與教學法、幫助學習動機稍	
	 	 遜學生學習、學生培育、家長教育。	

潘穎程女士（學校發展主任）

曾任中學科學科及小學常識科科主任，後出任中小學一
條龍學校課程發展主任及小學課程統籌主任。	
專  長：科學科及常識科課程設計與教學、一條龍學	
	 	 校課程設計、專題研習及全方位學習。	

湯才偉博士（學校發展主任）

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教授、教育
統籌局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秘書、教育署督學、
柏立基教育學院高級講師。
專  長：學校改進研究與實施、課程發展、中文教學法。	

徐蔚玲校長　　梁長才校長　　梁翠珍校長　　郭文坤校長　　吳鳳嫻校長　　謝盛業校長　　蘇炳輝校長　　陳建順校長　　潘淑嫻校長
鄧善珍副校長　區敏儀副校長　趙潔華副校長　馮潤儀副校長   朱嘉穎博士　　余惠冰博士　　梁　歆博士　　吳禮昌先生　　李玉蓉女士　　 
許麗賢女士       陳鴻昌先生　　陸顏娟女士　　麥君榮先生　　 謝道鴻先生　　黃　密女士　　黃美雁女士       歐怡雯女士　　鄭美儀女士　　 
黎慧怡女士  　  陳礎月女士　   李兆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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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第二階段第三期參與學校（2010-2011）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習差異支援   第一期參與學校（2010-2011）
小學 中學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聖匠中學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聖芳濟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元朗官立小學 天主教新民書院 保良局慧妍雅集書院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孔聖堂中學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粉嶺官立小學 沙田官立中學 恩主教書院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明愛胡振中中學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啟基學校（港島）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聖公會靜山小學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潮陽百欣小學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寶覺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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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天水圍官立中學 匡智元朗晨曦學校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文理書院（香港） 香港心理衛生會臻和學校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佛教何南金中學 賽馬會匡智學校
李志達紀念學校  佛教黃允畋中學
李陞大坑學校 沙田培英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沙田蘇浙公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福榮街官立小學 粉嶺官立中學
寶血小學 荔景天主教中學

寶血會思源學校 藍田聖保祿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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