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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專訪
·梁俊傑校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鄭弼亮先生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	
·吳志華先生	香港教育出版專業協會會長
·曾慧敏女士	香港電子教科書協會會長

管理新思維
·以教育哲學為本	推動教學研究　
　 予老師宏觀視野
　曾永康	香港教育大學
　「教育創新領導計劃」副總監

I.T	資訊科技
·善用資訊科技以電子學習為主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8/2019）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	李浩然老師	
·讓學生踏上大型比賽舞台
　親身善用科技，解決生活問題！

STEM 教育
·創客圖書館：推展 STEM 及閱讀新方向！

生涯規劃
·人生路沒有最好，只有最合適
　給學生的 8項生涯建議
　陳志維校長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正向教育
·另類的正向發展平台：
　宿舍中的成長印記
　蔡子良校長	明愛馬鞍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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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JAN 香港國際機場集合~直航機前往吉隆玻~午餐(飛機餐)~步行雞場街~荷蘭紅教堂~聖保羅教堂~聖方濟石像~葡萄牙城堡~
晚餐-酒店

24 JAN 酒店早餐~吉隆玻城市規劃館~獨立廣場~午餐~國家皇宮（外觀） ~吉隆玻雙子星廣場~晚餐-酒店

25 JAN 酒店早餐~天空之鏡~午餐~百年古老火車站~二奶巷~晚餐~酒店

26 JAN 酒店早餐~前往檳城~午餐~步行姓氏橋~喬治市魔鏡系列(壁畫)~纜車升旗山~
清真寺和印度廟~乘纜車下山~晚餐~酒店

27JAN 酒店早餐~炭窯~午餐~乘船喂老鷹~晚餐~酒店

28 JAN 酒店早餐~布特拉太子城~粉紅清真寺~三井outlet~午餐(自費)~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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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睇
學校應變工作

　　面對社會環境變遷，學校必須懂得隨機應變應付突發情況，近年

學校就曾經因為傳染病、天氣問題和突發社會事件，導致教育局需

要宣布停課，這難免影響學生學習進度，如何能夠做到「停課不停

學」，成為教育界近期的熱門話題，因此今期《教育專業》就訪問

了多位教育界的專家，透過不同角度一起探討這個問題。

停
課
停
課不

停
學

不
停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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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學校管理層，必須時刻保持危機感，

才能因應社會變化而做好未雨綢繆的準備。」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梁

俊傑校長如是說。

　　2018年因應流感問題嚴重，教育局宣佈停

課，梁俊傑校長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真的

有點措手不及，很多學校亦受影響，但那次的

實戰經驗卻令他獲益良多：「那一次停課其實

並非倉促，我跟教師團隊已提早準備好每科每

級，足夠一星期使用的教學材料，準備隨時啟

動方案。當時校內的電子化尚未普及，教材以

工作紙派發，汲取了上次經驗，學校加速電子

化步伐，現在則方便多了！」梁俊傑校長表示

現在透過Google	Classroom，教師可利用電子平

台交流資訊，學生把下載的習作做完，隔天上

網核對老師發布的答案，老師可以透過電子平

台時刻跟進及監察學生的學習情況，即使在停

課的時候，學生仍能做到不停學習。

　　梁俊傑校長認為，學生是電子世代的一

群，熟諳科技運用，反而部分老師未必熟悉電

子平台應用，因此在事前準備工夫上，梁俊傑

校長會定期安排教師接受電子平台培訓，鼓勵

老師熟習各種平台運作，希望老師能夠緊貼電

子時代，避免遇到突發情況時手忙腳亂。他建

議學校日常要多著重資訊科技發展，優化學校

電子系統，同時為各種情況擬定可立即啟動的

應急方案及處理小組，建立一套完善而緊密的

緊急支援網絡，讓學校在各樣狀況下也能正常

運作，只要事前準備充足，就能夠輕鬆地做到

停課不停學。

　　面對近期停課，梁俊傑校長總結所得經驗，

他分享了事前準備的三大重點，第一點是建立

堅實的教學團隊，其次是保持團隊的熱誠及投

入度，最後是領導者要有危機意識。梁俊傑校

長說：「我的理念是作為校長，必須是第一個

認清問題、做好準備、迎接危機的人，只有這

樣教師團隊才能放心一起並肩打拼，老師攜手

合作是最佳的支持及力量。」

　　梁俊傑校長一直提醒自己要保持謙卑的心，

提出一個大方向後，就主力支援老師，放手給

予空間。「這一次停課有老師住在附近，他是

最早上班和最遲下班的同事，我覺得這是個很

好的典範，畢竟管理一間學校實行的制度與商

界有所分別，教職員需要全心投入，有一顆熱

誠的心，而校長的職責就是要提供一個穩定而

堅固的基礎，讓這份教育心得以延續。」

，是梁俊傑校長的經

驗之談，亦是對同工的建議和分享。

——	 	校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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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城為學界提供大量服
務，其中 TVNews 是很受學生歡
迎的英文學習平台。

——	 	先生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	

　　被問到教城有哪些服務可支援學校，做到停課不

停學？鄭弼亮指出教城多年來一直支援學界發展，十

多年前已提供網上遊戲，吸引學生學習。「全球也在

研究數碼和紙本閱讀的變化，傳統教學有它的限制，不

但停課時會受到嚴重影響，學生更要『書不離身』，只

要忘記帶課本回校，已阻礙到學習。」鄭弼亮指這正正

反映了電子教科書和電子閱讀的重要性，教城書櫃提

供數十個出版商的書籍，而且有完善的學習配套，如

字典和發音功能等，大大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和方便

度，即使停課也可在家溫習。此外，教城同時設有作

文平台，鼓勵學生投稿，每年會把優秀的作品集結成

書，讓同學互相欣賞和學習。鄭弼亮又推介學界使用

教城的英文學習平台，例如TVNews，現時有超過一萬

名學生使用，他們可以透過閱讀新聞，一邊了解世界

大事，一邊學習生字和文法，即使不能上學也能學好

英文。

　　除了教城的工具之外，鄭弼亮又推介學校使用受

國際歡迎的BrainPOP跨科學習平台，通過有趣動畫、

高質素教材和互動測驗等資源教學。「只要學校有

全面規劃，這些平台不但能在停課時發揮作用，學

生暑假時也可善用這些平台持續學習。」鄭弼亮補

充，網上評估是另一個推動學生學習的工具，因教

學者可由淺入深地設計評估，讓學生逐步學習，而

當中包含的大數據元素，即使學生不在身邊上課學

習，老師也能夠檢討教學進度。

　　學界多年前已開始推行電子學習，目的是把學習

伸延至課堂外，學校一旦遇上停課，也可幫忙解決

停課不停學的困難。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鄭弼亮先生認為，只要懂

得善用學習平台，即使有突發事件而須中止課堂教

學，亦能把影響降到最低。他指現時香港採用混合

模式的電子學習，老師只要在平台上設定教學材料

和習作，學生就可以自行學習。這種富有彈性的虛

擬學習環境能輔助常規學習，學生可按能力調節學

習進度，全面照顧學習差異，而混合模式的特性又

能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標。

　　過去數年，翻轉教室在學界掀起了熱潮，學生先

在家中進行預習，然後回校與老師一同完成作業，

過程中可以提出疑問並作討論。鄭弼亮建議遇上停

課時，學界可善用翻轉教室的功能，例如讓學生透

過平台進行對答和視像會議，達至全方位學習。由

於老師熟悉學生的學習進度和特性，他建議業界可

嘗試親自拍攝教學影片，把學習遷移出課室，打破

地域的限制，他提到拍攝教學影片也有需要注意的

技巧，而當中的技巧可參考香港翻轉教學協會的指

導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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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香港電子教科書協會會長

　　校長和專家都提到，利用電子平台做好事前準備，就能達到

停課不停學的目的，當硬件（電子平台）準備好了，老師也需

要有充足的軟件（教學內容）支援才能成事。

　　香港教育出版專業協會由香港主要的教科書出版社組成，該

會會長吳志華先生接受訪問時表示，業界為學界提供教科書和

教材服務多年，一直為老師及學生提供強大支援，除了持續優

化紙本教科書內容外，更提供豐富、多元化、持續更新的教學

資源庫，包括能打破時間和地域限制的電子平台，即使學校遇

上突發情況而停課，只要能夠連接互聯網，亦無阻學生學習。

大部分教科書出版社都把書本內容電子化，老師可以透過平台

發放教學資訊，學生只要登入系統，便能按進度學習，甚至可

以重溫以往的課題，鞏固知識。

　　吳志華續指，業界提供的教材形式多元化，大部分電子教

科書已採用單元模組化，方便老師製作教材，在書本中加入影

片、連結或評估試卷等，學生能即時自學，進行回饋性練習和

活動。老師亦可透過平台收集數據，統計和分析學生的表現，

提升教學效能。他建議學界可善用出版社提供的電子平台和工

具，增加學習延續性，即使停課，業界亦能全天候提供充足的

課本教學資源，讓學校做到停課不停學的效果。

　　就停課不停學的議題，香港電子教科書協會會長曾慧敏女士指

出，該會從2012年起與教育局一起推動電子教科書市場拓展計劃，

協會成員出版了一系列的電子教科課本，可以讓老師能夠透過電子平

台授課，而學生也可隨時隨地在學校以外的環境學習，這對停課不停

學是最佳的支援。

　　曾慧敏表示，電子教科書市場日趨成熟，早前消委會就電子教科

書市場調查發現，約50%回覆的小學表示學校有使用電子教科書，比

起2018年調查時的38%有大幅增長，她認為今時今日學生習慣在互聯

網搜尋和獲取知識，擁有與生俱來的自學能力，所以她認為只要有合

適的電子教科書平台支援老師遙距授課，今時今日要做到停課不停學

已不是困難的事，而該會亦正積極聯繫教育局、學校和電子教科書出

版業界，為優化電子教科課本功能和服務而努力。

——	 先生

香港教育出版專業協會會長

教科書出版社為學校提供電子教科書服務，以
應對學生自學的需求，同時達到停課不停學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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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專家之言，學校碰上需要停課的時候，就

要做好事前準備工夫，其中把日常會用到的教學內

容進行電子化，遇上突發停課事故時，老師就可讓

學生可以在家裏隨時自習，為停課做好準備。

　　然而，老師日常工作已經很繁忙，根本不會有

太多時間去準備這些突發情況，那可以怎麼辦呢？

教育界有一些非牟利團體，可以幫學校解決上述

問題。

　　知識共享協會是一所非牟利團體，該機構具有

豐富製作電子教材的經驗，曾參與香港教育局電子

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EMADS），製作及推出了適

合香港小學課程的電子教科書，該機構也曾與多家

特殊學校合作，把9個科目教材電子化及變成可修

改教材，過去幾年亦參與推行全港非華語學童學中

文的慈善項目，以及為大量的學校製作的校本電子

教材，經驗十分豐富。

　　由知識共享協會開發的RainbowOne系統，是一

個多功能的互動電子學習平台，可以將平常老師上

堂用的教材、工作紙電子化。由製作校本互動電子

教材、進行遙距課堂、分組活動、收集學生成績數

據，RainbowOne都能夠提供一條龍服務，協助老師

學生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進行學習活動。

　　而為了解決老師因工作繁忙而未能處理教材電

子化的問題，知識共享協會還特別提供了客製化的

校本電子教材製作服務，老師只須把印刷版或未處

理的電子版檔案交給該機構，該機構的編輯和技術

團隊就會協助學校完成電子化工作，為學校解決人

手不足的問題。

知識共享協會是一所非牟利團體，具備多年開發校本電子教
材經驗。

　　自知悉全港中、小、幼停課後，本
校立即啟動處理突發情況的機制，務求
妥善處理停課事宜。由於停課期間正值
考試，經衡量利弊後，學校決定取消考
試，各科並即時在現有機制下協助學生
「停課不停學」，希望學生在課堂外也
能夠善用時間學習，而且在學習與休息
間取得平衡。

　　本校常識科遙距學習內容以「預
習」、「自習」、「回饋」等元素設計，
幸好年度常識科在日常課堂中已經有
系統運作，各科任在停課期間不用增

加太多額外工作。本科在學期初已經
為大部份課文配對了合適的 ETV 或其
他教育短片，學生可作「預習」之用；
而本年度嘗試以 Edmodo 平台及電子課
本平台作日常教學和評估，在停課期間
科任可以透過 Edmodo 平台分享 ETV、
短片、課本內容、討論及評估等不同
的學與教元素。另外，本年度出版社
推出了「18區自學遊」電子平台資源，
透過這資源認識我們的社區，有效地做
到「停課不停學」、善用停課學習。

老師
寶血小學

學校利用出版社電子平台資
源，讓學生於停課期間在家自
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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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停課學校取消校內考試，改以 Google	
Form 形式發放給學生，讓學生在家完成評
估，以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的。

　　過去 10 年間，教育局曾因不同原因宣布全港學校停課。
2009 年，因「香港甲型 H1N1 流感」肆虐，教育局宣布全港
小學停課。尤記得當時本校教師需即時印製紙本課業，並逐一
致電家長到校領取，可是未必每位家長可到校，而學生的課業
表現，老師也未能即時知悉及回饋。

　　教育局亦於今年宣布學校停課，在停課的一個星期，本
校課程組即時為各級制定好「停課不停學．停課不停閱」計
劃，讓學生為考試備戰外，還可透過各科網上學習平台（如
STAR、Google	 Classroom 等）在家進行自學活動，透過網上閱
讀平台 ( 如「e 悅讀學校計劃」)，進行校本電子書閱讀。本校
亦多想一步，發放「伸展運動示範影片」，讓學生與家人可在
家一起完成有益身心的親子活動。以上自學活動，本校只需透
過家校通訊應用程式（GRWTH）便可即時發放予家長及學生。
學生作答表現，老師也可即時透過網上學習平台獲取。老師可
因應學生表現即時回饋外，也可為復課作好準備。

　　及後因停課情況，學校決定取消二至五年級的考試。課程
組同事隨即將考試卷電子化，以 Google	Form 形式發放予學生。
除讓學生可以在家完成外，更可就學生的作答情況作出分析，
一舉兩得。

　　「停課不停學 ‧ 停課不停閱」計劃順利進行，實是建基
於本校經年累月，持續推動電子學習及家校合作的經驗上。本
校深信「我們為孩子所作的努力，永遠都不會白費。」	

女士
佛教慈敬學校
總課程發展主任

先生
佛教慈敬學校
電子學習統籌主任	

老師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	PowerPoint	「錄製投影片放映」功能

‧		在 PowerPoint 內選擇「投影片放映」，
然後選擇「錄製投影片放映」。

‧		在「錄製投影片放映」
界面中，老師可以如平
日課堂般講解教學內容
及書寫筆記並且錄製到
該投影片。

‧		完成後，將檔案上傳至
電子學習平台 ( 例如：
Google	Classroom）

　	便可供學生觀看。

　　面對突發事情而未能回校上課，教師只要透過

簡單科技便能幫助學生在家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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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真正做到「停課不停學」

學校的電子教學路，
還有多遠？

　　當時學校普遍認同透過視像會議系統，進行

遠程實時教學課堂是有效方法，同時，於課前及課

後，再配合網上學習系統，並於系統內加入筆記下

載，讓學生做練習，確保學生們即使不能回校上課

或參與實時課堂，都能於課前預習、課後溫習；而

真正能做到「停課不停學」的寥寥幾所學校中，主

要是各間大學，而中、小學則較為少見。

　　隨着第3、第4個資訊科技教學策略的推出，學

校的電子教學模式迅速發展，發展資訊科技教學的

資源及工具亦大大增加，「翻轉教室」教學法的盛

　　「停課不停學！」相信大家對這句說話都

不會陌生，但如何真正做到呢？相信很多學校都

還在試驗階段，還未能完全掌握。事實上，早於

「沙士」時期，因為疾病傳播而導致全港學校，

包括大、中、小學以及幼稚園都要停課，當時多

間大學及個別中、小學已提出，要為「停課不停

學」作出相關準備及課程。

行、STEM教育的快速推展，讓幾近全港學校也建有

無線網絡、再加上關愛基金資助低收入家庭的中、

小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學校要發展電子教育已

經有了一定基礎，但為何在學界推行電子教學仍存

有問題呢？究竟師生們是否已準備好？學校距離做

到「停課不停學」又有多遠呢？我們先看看這些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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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題目，讓學生可於課後進行，通過報告了解學生的

學習情況，完善教學。那麼要設計一個讓學生自學的

網課需要什麼？

　　首先，我們需要預設教學目標，並把課程內容

放到網上學習平台，再將資料發送學生作預備；然

後，可以利用視像會議系統進行實時教學，當中可以

與學生實時互動，更可錄影課堂作為教材。在課後可

以於網上學習平台加入功課及評估題目，讓學生了解

所學、掌握知識；如有部分學生未能即時掌握，則

可以回顧資料或影像，重溫所學，這更能幫助學生因

學習能力差異而有不同的學習進度。但是，有多少學

校可以讓教師於家中登入校內系統呢？又有多少教師

有相關的技術能力，於家中進行網上實時課堂呢？要

由校外網絡進入學校網絡，如不是經虛擬私人網路

（VPN），當中自會有很多網絡保安上的考慮。

　　學校首先要考慮教師應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學校

又是否已經有相關的硬件讓教師使用、教師又是否已

準備好相關的課堂資料呢？當然學校亦需要考慮網絡

安全問題；學校應為網上實時學習定下校本指引，並

通知全體教師。

　　在未來的電子教學當中，教育當局又擔當了什麼

角色呢？

所以家長的

教育十分重要，局方應多推廣，幫助家長多了解教育

的大趨勢，並透過未來的資訊科技教學策略協助學校

設立相關的校本政策和網絡系統保安，讓學校參考；

另外，亦要讓教師們明白新的教育模式並不是要加重

工作壓力，反而是釋放更多的空間，調整教學模式。

　　本會除繼續推動遠程視像實時跨地學習活動外，

更配合學界發展STEM教育，結合兩者優勢，讓學生

打破地域界限，與不同地區的學生一同學習及應用

STEM技巧。在未來的日子，本會仍會與各位教育同

工並肩前進，攜手開創遠程及科技教育新路向。

　　就以上的問題，我們有以下討論：

　　如果學校要透過網上學習做到「停課不停

學」，那麼學校是否已了解學生的家庭狀況，是

否每位學生都能接通互聯網，並有相關的電腦設

備呢？如果學生未能上網，即使家中有相關的電腦

設備亦得物無所用。坊間有很多機構為有需要的學

生提供較便宜的上網計劃，學校如發現有學生未能上

網，應該主動幫助學生，為他們尋找相關機構的支

援。接下來，就是教師的工作了：

　　近年，網上學習平台發展五花八門，有些平台需

要付費，但亦有不少可供學校免費使用的選擇，促使

學校開始應用，讓學生可以進行課前課後的學習。現

時大部分使用網上學習平台的學校，都採用多於一個

平台，因為不同科目學與教的要求各不相同，只用單

一平台可能會限制了科目的發展；另外，亦有不少學

校運用網上平台作為家長溝通或學校行政的用途，而

不只是應用於教學。

　　那麼學校和教師們是用什麼準則去選擇一個合

用的網上學習平台呢？是網上學習平台的普及性？易

於使用？全方位支援？功能多樣化？是否需要付費？

還是會考慮該平台能否配合課堂教學，並於課前、

課後輔助學生自學？能否收集學生的學習數據以供分

析，幫助教師調整教學策略？種種考量，都說明要選

擇一個合適的平台並非容易，而且還要考慮怎樣可以

把資料傳承；

而

事實上，各個網上平台都有其獨特性，即使有共同的

制式，亦只有匯入而沒有匯出，這樣就不能做到課程

及練習的互換，以致學校只能繼續採用該平台。

　　不過，最重要的是教師如何通過網上學習平台輔

助教學，進而發展到可以開設網上課堂。

　　教師一般都會通過網上學習平台收發家課、分享

學與教資源、進行討論等，此外，亦有教師會載入評

JSIT聯校資訊科技學會
Joint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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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改動後的中大語言實驗室。

（圖二）新實驗室的桌子採用有輪設計，方便移動。

　　語言實驗室（language	laboratory）已有悠久歷

史，一直被視為是外語學習的有效場地（註一），在多

數大學和中學均有配備。語言實驗室一般配備電腦、

耳機、和麥克風，學生可在語言實驗室對着電腦練習

口語和聆聽，老師也可通過系統聽到個別同學的表現

並給予反饋。有研究顯示，同儕互動對語言學習大有

裨益（註二）。然而，舊有語言實驗室的設計多以方便

學生獨自學習為目的。部分語言實驗室的圍板分隔設

計，雖然有助隔音，卻不便同儕互動。

　　隨着科技發展，桌面電腦的功能大多可被輕巧的

手提電腦取代，為課室設計添加彈性。香港中文大學

共有9間主要供語文教學之用的語言實驗室。在過去

一年，大學把部分語言實驗室重新改造（圖一），目

的是增進同儕互動，同時保留使用彈性，維持舊有課

室的多種功能。主要的改動包括：（一）把舊有桌面

電腦改成手提電腦，減低視覺障礙，增加活動空間；

（二）把座位改成五人一組的圓桌設計，方便進行小

組討論；（三）把原本固定的桌子改為有輪設計，方

便按需要移動（圖二）。

　　初步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老師們對改動後

的實驗室反應正面，認為新實驗室有更多活動空間，

新座位設計也有助課堂上的小組活動；也有個別老師

認為舊有設計較為方便，因為同學不必轉身就能看到

大屏幕。

各

種空間設計各有利弊，改變設計需要頗大成本。校方

需根據實際需要，並諮詢各方意見，方能找出最適合

的設計。

增進語言實驗室的

同儕互動

（ 一 ）Roby,	W.B.	 (2004).	 "Technology	 in	 the	 service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e	case	of	 the	 language	
laboratory.	 In	D.	Jonassen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523-541,	
2nd	ed.	
（ 二 ）	Sato,	M.,	&	Ballinger,	S.	 (Eds.).	 (2016).	Peer	 intera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Pedagogical	
potential	and	research	agend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謝

（alantse@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學能提升
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負
責有關電子教學及翻轉
教室的研究，積極參與
推廣創新教學、體驗教
育和跨文化教育。

10





圖片鳴謝：惠僑英文中學

　　有關現時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情況，據立法會的數字顯示，2016年

全港有6,171名6至11歲的南亞裔兒童，現正接受小學教育，當中只有66%

能夠書寫中文。另有6,400名12至17歲的南亞裔兒童，現正接受中學教

育，當中只有68%可以書寫中文。

如何加大力度支援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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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障礙令非華語學生更難入讀大學教育資助

委員會	（教資會）資助的本地大學。	2017	年，共

有1072名非華語學生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

試），但多達968名考生（約佔90%）未有報考中國

語文科	（中文科）考試，而這個科目是教資會資助

大學的主要入學要求。至於餘下104名應考中文科的

非華語考生，只有27%的應考成績符合教資會資助

大學的入學要求，為香港全體考生的56%合格比率

的一半以下。

　　雖然教資會資助大學自2008年起，在收生時會接

納其他國際中文考試的成績。此外，文憑試在2015

年推出應用學習中文科，作為另一語文資格。2017

年，該科首屆131名非華語考生取得高達88.5%的合

格率。儘管有上述措施，在18至22歲的南亞裔人士

中，只有10%在香港升讀學位課程（包括非教資會

資助的學位課程），低於整體人口相關比率23%的

一半。

　　教育局於2014/15學年，推動「中國語文課程

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簡稱「學習架構」），從第

二語言學習者的角度出發，進一步照顧非華語學生

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需要，以期促成他們

銜接主流中文課堂。其後於2019年進行修訂，從收

集前線教師及課程發展議會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對

「學習架構」的意見，顯示毋須作太大改動，只需

作有關修訂令學習成果描述更細緻、更明確，更方

便教師使用。

　　「學習架構」的確為學校制訂校本非華語中文課

程起了關鍵作用，但如何落實就非常端賴學校的課

程規劃力。由於課程規劃、教材教法，以至考評設

置都是考驗學校的校本課程與教學的能量，關鍵是

學校間的硬件（課程規劃、教材教法）和軟件（教

師培訓）存在極大差異。

　　非華語學生在香港成長和生活，若從小學到中學

學習了12年中文，參與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也是無可厚

非，但同時亦需考慮部分學校（特別是中學）錄取了

不少新來港的非華語學生，他們的小學階段從未學習

過中文。

　　現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卷當中包括下少文言

文部分，包括指定文言文篇章及閱讀理解（文言文篇

章），這是值得思考非華語學生是否適合考核文言文

部分？

　　文言文包含豐富的中國古代文學、歷史及哲學

元素，莫說非華語學生，就算是普通的香港學生（華

語），學習文言文也頗感壓力。對於非華語學生來說，

若中文只是作為溝通和簡單書寫之用，實在毋須修讀

文言文，縱然有部分非華語學生有興趣修讀中國古典

文學和經典作品，也可以只讀不考，除了他們有志入

讀中文系，否則，非華語學生實在毋須修讀文言文，

更毋須考核。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於6月（6/2019）公布的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諮詢文件》當中提出：我們

必須採取措施，照顧不同文化背景的非華語學生的學

習需要，並考慮他們應否學習課程中的文學和經典部

分，如應該的話，他們要學多少（詳見諮詢文件的第

16頁）。

　　個人認為諮詢文件正朝着正確方向邁進，對於

非華語學生，是否需要學習中國文學和經典部分，或

要學多少，是絕對值得深入探討，但按現時文言文部

分的考核，仍是非常高風險的測考，根據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中文卷合共四卷，有關文言文的考核主要在卷

一，包括「指定文言篇章」佔30%及「閱讀理解」（文

言文篇章）佔20%，即佔卷一50%，而佔四卷的總

分（4卷）12%，實在是舉足輕重，非華語學生隨時

因這部分的成績不佳，引致中文成績未達大學錄取

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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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網絡學校參考教育局中國語文第二語言

學習架構，發展非華語學生中文學與教的課

程領導。

．	提升教師教授非華語中文的專業水平，同時

提升學與教效能；

．	總結學與教經驗，發展非華語中文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

．	開發適切的學與教材料，有效提升非華語學

生的中文能力。

．	幫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並應付不同程度

的公開考試；

．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合適的學習活動，提升中

文能力，認識中華文化。

　　誠如上文所述，「課程架構」只是一個框架，如

何落實才是關鍵。根據立法會的數據顯示，教育局近

年一直加強對非華語學生的支援，這方面的額外開支

在5年間飆升519%至2016-2017年度的2.66億港元。同

期的人均額外開支則增加452%至每人8,720港元。這

些支援措施包括向非華語學生入讀的學校提供額外撥

款、提供度身訂造的中文學習課程及資助學生報考國

際中文考試。但投放了多少資源針對支援前線老師，

則未見有具體的數據。

　　而眾多支援前線老師的措施當中，本會一直參與

「專業發展學校計劃」，以及「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

絡計劃」（QTN-s）。

　　教育局於2013年在「專業發展學校計劃」中增設支

援非華語中文這個範疇，同時邀請了明愛屯門馬登基

金中學（簡稱「屯馬」）成為首所支援非華語中文的

「專業發展學校」（2013-19年），前後支援了8間錄

取非華語學生較多的中學，主要的的支援範疇包括，

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發展校本課程及評估架構。

　　經多年發展，已在學界建立了跨校的學習社群，

參與和合作過的中、小學約有20間，過去曾與教育局

屯門及元朗學校發展組、校本專業支援組，以及學會

合辦超過10次非華語中文公開課和專題講座，累計參

與的老師超過200人次。

　　學會幹事（創會會長）高慕蓮博士多年來與屯馬

中文科團隊緊密合作，參與多次的公開課的評課和專

題分享，包括「如何通過文言文教學，提升非華語學

生的歸納和評鑑能力」。而該校並於2019年亦成功入

選「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QTN-s），繼續支

援非華語中文。

　　計劃主要連繫不同學校及教育團體，圍繞非華語

中文學與教的主題建立專業發展網絡，以推廣學校成

功經驗及加強專業發展和交流，同時為網絡學校、教

師、學生帶來裨益，從而回饋學界及社會，其計劃主

要目的如下：

14



副會長

香港中國語文教學專業發展學會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校長

　　香港中國語文教學專業發展學會乃香港教師中心學科團
體，於 2008 年成立，成員包括大學教授、講師、中小學校長
及教師等，宗旨是推動香港中國語文教育發展，探討學校革新、
課程改革、學校領導及管理，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加強中、
港、台、澳、新等地教師的協作，共同開發教學資源及交流教
學經驗。香港中國語文教學專業發展學會歷年來均參與香港教
師中心主辦新教師研習課程講座、教師專業交流月課程發展與
教學實踐教育會議，推展過不少計劃及活動，亦發表過不少文
章，包括香港教師中心「教育研究獎勵計劃 10/11」及教育局
《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等。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除了生活所需之外，

主要是為了升學和就業，更是為了「向上流動」，

按局方的檢視，前線老師對「課程框架」已初步

接受，所以

　　學會將繼續以屯馬作為推動非華語中文教學的

基地，配合「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與

其他參與的學校組成網絡和專業社群，透過課堂

分享、專題講座和工作坊等提升學校的非華語中

文課程規劃和領導能力，以至教學策略。同時亦

向教育局建議：

　　 數 據 透 視 ISSH10/18-19（2018）。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資 訊 服 務 部 資 料 研 究 組
（28/11/2018）。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修
訂〉，教育局通函第	25/2019	號。
教育局、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2014）。非華語中文學習社群：
課程、教材、教法期刊。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教育局網頁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專頁，https://www.
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second-lang.html

參考資料：

圖片鳴謝：荃灣商會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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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鳴謝：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電子優化教學

書本
原始感動
卻能喚醒

　　資訊科技一日千里，運用資訊科技於教育更是發展迅速。全港

近九成學校已安裝無線網絡，大部分學校亦已採用一人一機（平

板電腦）上課，學生可以使用流動電腦裝置進行多元互動學習。

其中，近半學校已開展了「自攜裝置」計劃（BYOD），進一步

推動學生的學習個人化。學校亦使用電子書，讓學生通過有互動

功能的課本進行學習，把流動電腦裝置物盡其用。那麼，電子學

習是否已算成功？電子書是否可以取替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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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因為要配合課堂的需要及所需的練習，不能

每一節課都要求學生使用流動電腦裝置進行學習，同

時，以電子裝置學習亦存在很多爭議，包括學童健康

問題、教學資源（如：電子課本、電子學習平台、相

關的流動應用程式等）的配套、教學法的配合、教師

和學生的適應能力等，以致學校是否採用「以電子裝

置學習」仍未有普遍的共識。

　　今年初，澳洲悉尼一間學校在開展了5年電子教

學後，決定還原基本步，回復使用紙本課本學習，因

為在總結5年的經驗後，他們發現學生其實比較喜歡

以紙本書學習，特別是高年級學生，認為閱讀紙張課

本更能有效地學習。回看香港現況，很多學校（特別

是較傳統的學校）仍然是以紙本教學資源為主，而

電子學習工具只作輔助之用。當然，一些較進取的學

校，會積極發展電子學習，並以此作為學校的亮點。

　　再者，教育局以「關愛基金」名義協助「清貧學

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以致更多學校在未有充足準

備之下開展電子教學，讓老師有趕鴨子上架之感。這

樣，學生並未能充分善用流動電腦裝置學習，反而

衍生其他問題，如學生沉迷上網、眼睛及頸脖出現問

題，甚至荒廢學業，引起家長反彈。

　　那麼，學校到底應該揀選紙本資源還是採用電子

資源呢？首先，我們把教師分為兩大類，一是「保守

派」，二是「創新派」，「保守派」教師善於運用傳

統教學法，通過累積多年的紙本教學資源，給學生最

多最全面的科本學習材料，讓學生獲得最多的知識。

這類教師較為保守、安於現狀，一般不會主動使用電

子教學工具，他們認為傳統留下來的教育方法最具成

效，而學生透過紙本功課則可幫助他們練習所學，因

為考試也是紙本的。

　　而「創新派」的教師則勇於嘗試不同的教學法，

通過電子教學，加強課堂互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但有時卻會因為過度依賴電子學習工具而忽略一些基

本技巧，如以筆書寫、於課堂上摘錄筆記等，亦會因

為採用電子學習工具進行活動而減少教學容量；更常

見的是，老師以流動電腦裝置代替紙本填寫問卷或記

錄內容，但因學生對使用流動電腦裝置並不熟練，又

不懂文字輸入法，結果變成了「為用電子教學而使用

流動電腦裝置」，本末倒置、浪費時間。那麼為甚麼

不使用紙本呢？使用紙本書寫不是更省時、容易嗎？

　　本人曾在美國教學多年，流動電腦裝置面世初

期，本人已經在學界大力推動；國外教敎師對於在課堂

使用流動電腦裝置並不抗拒，而為了配合電子教學，

當地政府推出多元化的資源及相關課程，協助教師運

用流動電腦裝置幫助學生學習。個人經驗得知，比起

本地教師，外國教師更易接受於課室內使用流動電腦

裝置作輔助教學工具。全球資訊科技越來越普遍後，

香港的教師亦積極在教學上使用流動電腦裝置及電子

教學工具，更有不同的專業人士及學者提倡電子學習

工具有助學生進行課後自學，教師亦能通過電子評估

的優勢，了解每位學生的強弱項，作出即時回饋及收

集數據，從而協助學生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透過電子教學，教師可以進行數
據收集，以電子評估分析每位學
生的強弱項，從而精準地協助學
生，提升學習效能。

圖片鳴謝：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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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部分學校本學年正式採用常識科新課程，亦趁此機會在轉用

新課程的課本之外，兼用新課程的電子書及電子平台。作為一名「創

新派」的前線教師，本人率先使用出版社開發的電子書及課堂學習工

具，於課堂上進行互動性較強的學與教活動，學生及同儕老師都反應

不俗。

　　然而，作為科目領導者（科主任），同行者（同科目的科任老

師）是「保守派」的教師，確實在推行電子教學時處處受制肘，老師們

對電子教學毫無概念，不但遲遲未能掌握如何運用電子教學資源，更令

人氣餒的是：他們甚至不願踏出第一步、不願嘗試；甚至聽聞在一些中

學，有教師會質疑如果採用電子學習以致學生學業成績退步、公開考試不

如理想，該由誰人負責！本人作為「創新派」的前線教師兼常識科科主

任，當然是立刻與科任教師商討，嘗試找

出原因和相關對策；其中一個結論是坊間

太多資源及平台，如果每個電子平台都要

學習、都要嘗試的話，是沒有可能的，也

沒有空間，故很多「保守派」的教師望而

卻步。　　

　　幸好，現時大部分出版商除了銳意

發展電子資源外，亦有為學校提供紙本

資源，當中亦會介紹如何將兩者互相配

合，並有電子平台為學生提供前、後測

等電子評估方式，亦有很多不同媒體的

學與教資源，如視頻、時事新聞、日常

生活探討等，使學生更易學習。「保守

派」的教師可以紙本資源為主要教學工具，輔以各電子學習工具如

流動應用程式、投票、新聞、課堂練習系統等，再配合電子學習平

台（如：Edmodo）記錄學生學習進程，讓整個學與教的過程顯得更全

面，也能適時提升學生學習動機。隨着A.I.技術漸趨成熟，開發「適性

化」學習系統有助個人化學習，針對學生個別的興趣、偏好和不同能

力的強弱，進行學習調整，以達到最佳的效果。

圖片鳴謝：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科技發展雖有其優勢，但亦不要忽略也許只
有紙本書的特有質感，才能喚起教師初心，
以及令學生切身感受獲取知識的那份感動。

JSIT	聯校資訊科技學會

TC	老師

　　縱然電子學習工具優點不少，但閱讀紙本書籍仍是主流；

故有公司研發電子墨水，開發模擬紙本的平版閱讀工具，因

為紙本書對眼睛傷害較少，不會像過度使用平板電腦般令眼

睛疲勞，而且當我們手上拿著一本書，那份真實和滿足感，

是平板電腦不能提供的。希望大家在電子媒體及資訊爆炸的

時代，不要忘記使用紙本書，找回我們最原始的那份感動。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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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

　　實現機器學習背後涉及不

少數學及神經網絡等原理，在

此先不詳細討論，但由於近年

人工智能科技發展迅速，要運

用機器學習已不再需要自己編

寫程式，我們可以運用Google	

等服務直接嘗試上傳數據來

讓機器學習。是次介紹一個

小學生也可運用的機器學習平

台——Teachable	Machine。

　　機器學習最基礎的原理

是收集數據和加以標籤，在

圖像分析中，最基本運用人工智能的技術是圖像分類和物件檢測。在

Teachable	machine當中，使用者無需登入便可建立自己的人工智能實

驗，當中包括圖像分類、聲音判斷和姿勢檢測三種專案。圖像分類較

容易上手，你可以預先拍攝或搜尋不同種類的照片，例如不同的動物

或水果，建立專案後將照片上傳至不同類別中，完成上傳後便可開始

訓練。訓練次數及學習速度等亦可於進階設定中調節。完成訓練後，

你便可上傳其他圖片由電腦嘗試進行判斷。你還可以利用Webcam，拍

攝手勢或表情來讓機器學習。

　　這個入門級的機器學習實驗，除了讓同學體驗到人工智能的學

習能力外，更提供工具將已訓練的模型下載及應用於其他進階開發活

動，讓有能力的學生利用人工智能工具設計自己的產品。

　　人類從小便不斷學習，透過探索不同環境學習新知識，讓我

們更有智慧，懂得分辨是非。人工智能發展當中一個重要元素

便是如何讓機器也懂得學習，令機器也可不斷透過學習而運用

所掌握的資訊進行判斷。

https://teachablemachine.withgoogle.com

創新教育共享聯盟聯合創辦人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資訊科技組及 STEM 發展組核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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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題目 主題二 （以往未曾參加過本會講座，首次申請免費。

之後再申請，講座為	$2,000/場。）

主題一 （學校首次和再次申請均可免費參加）

·	 以最低成本去製作最高點擊率的影片

·	 如何在校園上應用調解技巧？

·	 如何將STEM應用於日常工作（適合中小學申請）

·	 	多元電子資源，提升學與教效能	（適合中小學

申請）

·	 	「動物覓趣」學校講座（適合幼稚園及小學申請）

·	 	家長培訓系列：不打不罵，如何讓孩子聽話？（適

合幼稚園申請）

·		養生暖宮及伸展運動講座
·	舞蹈伸展工作坊
·	強腰健頸易筋經工作坊
·	五行太極工作坊
·	筋腱、肌肉及關節健康工作坊
·	五常痛工作坊	( 肩、頸、腰、臀、膝 )
·	痛症不求人工作坊
·	從舞蹈教育看幼兒發展（適合幼稚園申請）

·減壓與人生意義指南學
·創意引導法及文字教學
·國家改革開放 40 年
·	香港資優教育的發展及如何有效推行校本資優教育
課程

·如何提升學校整體學業成績	?	（適合中學申請）
·	教師必備法律常識——安全防範（適合中小學申請）
·學校危機處理	（適合中小學申請）
·學習障礙無難度（適合 SEN	學校申請）
·	「KG	STEM	+	課程與教學」專題講座	（適合幼稚園
申請）

備註：
1.	歡迎中學、小學、幼稚園、特殊學校及聯校參加。
2.	如有需要，每位參加者可獲發專業進修時數證書。
3.	本會保留活動的最終決定權。

講座詳情及報名表：https://goo.gl/8i5z7b	
報名查詢：2963	5186	/	2963	5189
WhatsApp：5392	7419

LAW

教聯會到校教師發展日活動教聯會到校教師發展日活動

環保藝術環保藝術環保藝術環保藝術 職業保健 調解技巧 法律知識

電子學習文化歷史 閱讀藝術

電子教學

投資理財

資優教育筋腱、肌肉及關節健康 中醫養生

STEM 

Online Education 

可 獲 發 專 業 發 展 時 數 證 書

免費 及 收費講座超過60個不同主題，以供選擇。



　　教育，對教者來說，是終身

志業；對學生來說，是建構人生

的開始；對教育家來說，是育人

之學說。說起教育管理這課題，

很多人也會聚焦於學校的管理或

課程規劃，其實教育哲學亦同樣

重要，兩者雙管齊下，才能營運

及管理好一所學校，達到培育人

材的目的。

　　《教育專業》邀請現任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創新領導計劃

的副總監曾永康接受訪問，他從事教學及師資培訓40多年，

曾擔任課程主任、課外活動主任協會主席、潮州會館中學校長

等職位，因而在教育管理方面累積了大量實戰經驗。由於內容

豐富，所以訪問會分兩期刊出，今期他會先由講解教育哲學開

始，引申到校長管理的實用思維及師生同行的重要性，亦會以

他的經驗給中層管理幾項有用建議，最後是分享教學研究如何

優化教育。而下一期則會探討教與學的精神，讓學校發揮育人

育材的作用。

香港教育大學
「教育創新領導計劃」副總監

曾永康（數學教育學士、教育管理碩
士、教育博士），現為香港教育大學
「教育創新領導計劃」副總監；之前
擔任潮州會館中學校長 12 年。從事教
師培訓廿多年，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
小學學生活動教育專業文憑課程」總
監；曾在	2005-15 期間於該大學創辦
「學生活動教育文學碩士課程」，擔
任課程主任。曾任香港課外活動主任
協會主席，現為協會專業發展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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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校長多年來統籌沙田區高中聯校課程。

‧	以身作則，與老師同行

‧	分配工作，讓人看得見公平公正

‧	緊貼社會，預視未來，要有危機意識

‧	鼓勵教師進修中層管理課程

‧	讓老師走出課室，拓闊眼界

　　在教育路上，曾永康形容自己亦是從跌跌碰碰中

成長，因此能對學生產生同理心，理解他們為何未必

一步到位，要給予時間和耐性，才能培育學生成長。

中五畢業進了師範學院，用了十多年時間兼讀取得博

士學位，進修期間已在不同的大學做中層培訓班的導

師。他以自身經驗說明，起步永遠沒有太遲，靠的全

是一個人的毅力和決心，現在他的學生遍布香港教育

界。他語重深長地指出，

　　什麼是教育哲學？曾永康說：「作為教育者，

其實什麼是教育？我們不可以只看重學校的大學入學

率及公開考試成績，反而是應該聚焦在學生的全人發

展上，這才是教育的本義，學校不要淪為製作千人一

面的工廠，不要製造出只懂考試的年青人，社會在變

化，知識如何變為智慧？就是要靠學校的培育。」

　　曾永康分享，每個人也有其獨特專長及性格取

向，

教育心理與課程設計及管理其實是環環相

扣，所以他亦很鼓勵老師，如希望更上一層樓擔任主

任等工作，應該進修着重教學管理及分析的相關課程。

　　「教育管理是一個很重要的範疇，如何令學生得

到成長，包含很多技巧及細節。有些老師教學經驗豐

富，但沒有行政經驗而晉升到中層管理職位，不理解

這位置會涉及很多人事管理的理論及溝通技巧，最後

產生不少矛盾和磨擦。」曾永康表示，老師考慮接受

職位晉升時，首要考慮應是個人的興趣及志向，繼而

審視自身條件是否合適。

　　中層管理固然是必不可缺。學校領軍的校長，更應

該具備怎樣的管理思維？曾永康認為

。在他眼中，

所有學校也有發光發亮的機會，問題是校長使用的策

略及定位。他舉例：「如一所屬第二組別的學校，但

其教學團隊目標與做法不一，教學內容規劃經常偏向

更高組別，就是定位不對，不但師生辛苦，成效更是

事倍功半。」

　　什麼是學校清晰定位？曾永康以STEM為例，電子

學習正是全城大熱，是否每所學校也一定要投放資源

進行發展？

。

「每所學校也有自己的關注重點，有的是關注弱勢學

生，有的是著重優異成績或體藝，如只跟隨潮流，可

能會犧牲學生的學習機會，適得其反。雖然教育局大

大提高了STEM的資源，但學校不一定要盡用，最重要

是清楚學校定位及人力資源的運用。」

　　晉升為管理層除了要具備充足的本科知識外，往

往最大的挑戰是人事管理。

特

，

才可適時吸收資訊，要主動到不同學校觀課交流，汲

取校外經驗，取長補短，為個人和學校發展，訂出長

遠而合適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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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黃佩芝老師與（右一）曾校長親自來到時代廣場，支持參與「學校起動」計劃的潮中畢業同學，鼓勵
他們進行在職培訓。

管理層要清晰學校定位，為學生規
劃適切的課程教學。曾校長以潮洲
會館中學校長的經驗為例，學校以
照顧弱勢社群為宗旨，所以他主力
推行生涯規劃，裝備學生迎接未來。

　　校長的管理策略，是要針對學校的特

長及文化，凡事以學生得益為大前提，為學

校奠下穩健的根基。曾永康以潮州會館中學

為例，其學校宗旨是照顧弱勢社群，作為校

長他會把資源精準投放在課外活動及海外交

流，因社經地位薄弱的學生需要的，未必是

一張亮麗的成績表，而是一個廣闊的生涯規

劃和視野，才能夠培養他們

，而校長需具備的，就是對

學校定位的洞察力及精準的資源策略計算。

　　然而，作為一校之長，更重要的是與教學團體有一致目標，建立共同

理念。校長應著力解決中層管理的困難；為各科老師訂立工作目標，與老

師同行，扶助他們。曾永康認為

，教師們可以交流各科教學經驗，互相增補；於學生亦可以做

到學科整合，知識不應該割裂，融會貫通，才算是一個完整的課程，透過

活動帶動學習，了解其他科目的學習範疇，共同設計教案，設計活動，也

讓學校將資源共同投放，令課題可做得更深入些。

圖片鳴謝：潮州會館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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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校長退任前擔任了潮州會館中學校長 12 年，凡事親力親為，與師生同行，一同成長。

　　曾永康續說，領導一所學校需要各科老師互相協

作，作為帶領方向的管理層如校長、科主任等，除了

需掌握教育發展的最新資訊，亦要為學校進行強弱分

析，清楚未來的機遇及危機，細至

。

　　「香港的學校長久欠缺教學研究，沒有準確的數

據作學習行為分析。現行的教育制度是單一課程給所

有學生，沒有為學生作分流教育，只以考試成績定成

敗，是教育的缺失。教學研究的作用就是收集數據後

作出分析，從基礎著眼，優化整體教育環境，給學生

找尋不同方面的肯定，為學生找出亮點，為他們提供

成功的經驗。」曾永康帶着遺憾地說。

　　曾永康教育經驗之豐富，讓他能夠由內到外審視香

港整體的教育環境，他寄語中層管理及校長除了要有

明確定立學校定位、善用資源、以學生為先的管理思

維外，亦要多對校內教師給予鼓勵，了解困難，除了

攜手令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方向外，亦要為教師

認清教育使命，令他們明白老師不可只懂教書，更要

懂得育人。下期曾永康將會跟讀者分享他擔任潮州會

館中學校長的實戰經驗，講述如何利用自身經驗，帶

領教師以活動帶動學習，教學相長實踐教學。

　　他亦強調，要從老師層面推行教學研究的概念，

先要由管理層疏理老師的工作量，由上而下地調整策

略方針，審視效能，為的就是釋放更多空間給老師增

值進修，曾永康分享教育局，各間大學都有課程可供

老師進修，他亦鼓勵老師多參與不同學會、教學團隊

的研究工作，既可擴闊人際網絡，又可儲備資源，透

過進行各項校內外的教學分析，優化教學質素，配合

校長找回來的資源，各方單位共同商議，方能準確地

投放應用，最終能為學生創造最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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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增設 STEM 教育統籌主任常額職位
　　為了進一步跟進目前學界推行STEM的情況，教聯會早

前向全港中小學發出問卷，兩周內收到300多位參與STEM

教育的教師填答。結果發現，目前學校推行STEM教育開始

普及，逾8成受訪STEM教師指學校課程能夠結合STEM的元

素，半數受訪教師指其所在學校是全校推行STEM教育。9

成教師認同學生對STEM相關範疇的興趣得到提升；8成半

教師分別指學生的創新解難能力得到提升。

　　調查同時發現，逾6成教師表示對任教STEM有信心，

反映他們已逐步掌握相關的教學法。不過，目前他們仍

遇到不少挑戰，包括課時緊迫（75%）、硬件設備不足

（52%）及缺乏適合的STEM教材（51%）等。與此同時，

約6成教師指當局未能向學校提供足夠的專業支援推行

STEM（67%）、推行STEM教育有清晰指引（61%）及長遠

規劃（59%）。

　　教聯會認為，教育局須就STEM教育的發展路向作長遠

規劃，並加強支援業界。本會建議增設STEM教育統籌主任

常額職位，專責統籌校內STEM教育的推行；並為小學提供

STEM教育的專項撥款，並簡化申請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劃

及優質教育基金的程序。同時，當局應加強STEM教育的到

校支援，並在本地師訓課程，加入更多STEM教育元素，讓

準教師掌握相關知識。

教聯會	x《苗‧日本一》
從旅遊反思教育

　　香港開電視全新節目《苗‧日本一》

首次將教育融入旅遊節目，全輯共有10

集，邀請教聯會代表分享對教育方面的

心得。





為
非
華
語
學
生

打
造
未
來
的
鑰
匙

　　香港是個由多元文化組成的社會，

遊走於各社區內，我們不難看到不同種

族、國籍、膚色的人士，也會聽見各方

語言。語言是個有趣的東西，是生活的

絮語；是文化的結晶，細心聆聽，亦可

以是場世界的風景。然而，居於香港的

非華語社群要融入社區，就需要學好中

文，他們的語文教育就變得非常重要。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的中

文科老師黃建豪教了非華語學生9年，

他深信：「我們需要清楚了解每位學

生的族裔背景及文化，才能了解其困

難，提高他們的中文水平，協助他們

融入社會。」

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
教學研究組得 者教學研究組得 者教學研究組得 者

黃建豪老師黃建豪老師黃建豪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香港道教聯合會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圓玄學院第三中學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黃建豪老師回想他初擔任中文科老師時，並非一開始

就教導非華語學生。當年他來到了現在任職的香港道教聯

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時，學校正招收第一年的非華語學

生，校長給予的一個偶然機會，讓他跟非華語學生結下師

生緣：「一開始時也很擔心，我事前做了不少資料搜集，

也表示礙於文化差異、語言難度等因素，教導非華語學生

中文非常困難。但走進了課室，多接觸學生，才知道只要

用心找尋合適的方法，學生是可以持續進步的！」

　　教學10年，黃老師發現現時很多本港的非華語學生

礙於種種因素，並未能融入主流中文課程，因此他與教學

團隊著手研發針對性的校本課程。此外，他開始思索非華

語學生語言與社區的關係。對於本地學生來說，學好中文

是增潤；對於非華語學生，中文則是走進未來社會的鑰

匙，而要學懂一門語言，沒有比連結該地方更為有效的方

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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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黃老師期望透過學習中

文，學生也能看見他眼中的美麗香港。他代入學生角

色，思考他們生活上會遇到的情景，設計出以「社區

情懷」為主題的跨課程教學計劃，讓學生學習描寫的

要訣，亦為學生安排了兩次體驗式戶外學習，透過實

地考察，帶領他們走進香港街道，同時又可以學習文

法。

　　黃老師及其教研團隊為高中非華語學生度身訂造

了校本單元《初見深水埗》及《等待「伯樂」的舊街

道》，其內容取材自生活，學生先閱讀了解，然後由

老師帶他們到文中描述的深水埗及中上環街道作體驗

式學習，黃老師笑着分享學生的各種有趣觀察：「其實

學生的心思很細膩，以鴨寮街為例，學生來到後發現

原來沒人叫賣！而且檔主的關係都很友好；當我們來

到了香港最古老的街道水坑口街，同學們親歷其景，

英軍正式佔領香港的那一下海面鳴炮炮聲，彷彿在他

們耳邊響起，就是這種情懷及感情，讓他們更加愛上

這個地方。」

　　黃老師說這亦是一次跨學科的嘗試，以通識科去

宏觀地理解舊區重建；亦以歷史科教導香港史。學生

反應熱烈，團隊們亦大受鼓舞，已規劃下一次的課堂

會到咸香處處的大澳，感受香港昔日的驕傲——漁港

文化。

　　作為非華語學生的中文老師，黃老師對於「文化融

和」這學問感受猶深。如說10年的「非一般」教學教

曉他甚麼的話，就是「尊重」不只是學生的責任，老

師亦然。他的學生來自不同族裔，有着不同信仰，有

錫古克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印度教等，就如一般

人，他坦言也試過觸犯禁忌：「有一次我沒有細想過

就以小豬印章去表揚一名穆斯林學生，他沒有憤怒，

只跟我說明了這冒犯了他們的信仰，我頓時大悟，謹

記以後要好好了解學生的背景。」

　　人與人之間，誤會是因為差異，願意接納是因為

包容。黃老師舉例說為甚麼有些家長、教育工作者會

覺得部分少數穆斯林學生在學習積極性上會比一般華

語學生較弱？「其實大部分學生為了傳承其信仰及文

化，放學後要到伊斯蘭學習中心學習、朗讀可蘭經至

晚上七、八點才能回家。」黃老師希望大家細想，一

位非華語學生說的家鄉語言是烏都語，學的是中、英

文，讀的是阿拉伯文，加上齋戒月等禁食傳統，他又

怎會不吃力？以上種種也需要老師們走入社群，切身

了解才能體會他們的需要及困難，提供適當的教學。

　　任何人也值得一個閃耀的機會，黃老師深信未來

每一位能夠改變世界的人，今天也可能剛好是他的學

生。他一直以來努力的，是守護每一個學生的機會，

為他們做好準備，走向未來。有教無類，是他為師的

堅持，亦是他對學生的一份尊重。
非華語學生來到上環樓梯街，反應熱烈，透過學習中文更認識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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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小老師？把課堂還給小朋友

一節具評估素養的中文課　
　　日常生活裏，我們經常接觸中文，但接觸到不等於能融會貫通，始終需要適當

的語文訓練。對於小學生來說，中文科可能會略為沉悶及古板，如果繼續沿用傳

統的單向式授課方法，未必能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但如果他們有機會挺起小小

的胸膛，自信地擔當同學們的小老師呢？學習中文頓時變得有趣又富挑戰性。福

建中學附屬學校中文科科主任曾民發老師深明引發學習興趣的重要性，他分享：

「為師者最快樂的，是教學設計見成效，令學生成績進步，愉快學習中文。」

　　擔任中文教師13年，

為

了解決這個問題，他開始與教學團隊重點研究如何

提升學習興趣。他們共設計了7個具評估素養的教學

活動，而「自擬題目」中的小老師活動，對提升學

生的學習效能大有幫助。

　　「整個教學活動流程是先讓學生在家從課文中擬

定2至3條問題，翌日回到教室，老師會讓他們分為

4人一組，互相提問﹑追問。」曾主任分享，他的目

的是希望透過這個過程讓學生初步掌握課文內容，

並達到預習緊扣課堂活動的目的。下一步，就到了

學生滿心期待的環節——誰是小老師？

　　「所謂小老師，其實是由我於組內隨機抽出一

位同學擔任，再由各組選出最有意義的題目發問，

小老師要懂得回答同學，亦要有鼓勵性，很多同學

雖年紀小小，手勢、語氣等也甚具風範！」曾主任

笑着分享，小朋友的好奇心比我們想像中旺盛，會

忽發奇想地追問各樣問題，

這種

生生間的互動，除了能鞏固知識外，學生勇於與班

中同學眼神交流，說話堅定，自信大大提高。當每

組也有同學做過小老師後，組員及組別間會互相評

分，曾主任希望做到的，是透過同伴間的監察及協

作，提升自學的能力。

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2019 優秀教師選舉
入圍特選入圍特選入圍特選
曾民發主任曾民發主任曾民發主任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福建中學附屬學校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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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主任笑言，當小老師忙着應付同學時，真正的

老師可不是在一旁偷懶的！他分享，老師需協助同學

優化提問問題，維持課堂的進度及秩序，引導其學習

內容，畢竟這教案最主要的目標還是希望透過同學的

提問，幫助全班深入了解課文內容。

　　

一節好的課堂，應該

全體參與，老師才能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同學們自

主性提高，學習氣氛濃厚，「曾有學生自己主動追問

何時進行『自擬題目』，他們臉上那份滿足及期待，

真的令我非常難忘。」即使曾主任教學多年，他亦

能從活動中的小老師學生身上找到了自身要改善的地

方，證明教學相長，老師每天都在學習中。

　　除了7個具評估素養的教學活動外，曾主任與教

學團隊亦為學生設計了一本「自主學習過五關」。整

個設計就像一本武林秘笈，內裏是一些配合教學目標的

學習任務，當學生完成了便會得到老師設計的卡通貼紙

作為獎賞，過了五關後，還要寫一篇「自學心得」，才

可得到校長的貼紙，成為「自學掌門人」。曾主任解

釋：「回想我們小時候也會想儲齊世界盃球星的貼紙

或明星閃卡，其實原理一樣，我們希望抓住同學希望

儲夠一套的心情，鼓勵他們努力過關。」細看教材，

除了設計精美，當中的任務還包含聽、說、讀、寫，

更具備品德教育的元素。活動推出後，同學們在朗

讀、寫作、上課積極性等方面也大有進步。

家長亦參與其中，多鼓勵

小朋友；再者，便是能夠從文學的風雅裏，培養出學

生的品德。小組教學除了促進學習進度，也讓學生經

歷失敗、犯錯、合作、彼此支持等過程，從而得到真

正的成長。

　　社會上習慣以分數去評定人的高低，在曾主任眼

裏，卻人人皆有亮點，所以他從不用成績來決定誰當

小老師，他的每一位學生，也有機會表現自信。「有

一次我代表學校進行公開課，於小老師的課堂裏，我

讓全班成績最弱的學生來作示範，我希望同工知道，

再弱的學生，只要有適當的教學，也能像這位學生般

舉手投足也極具風采。」他回憶那位同學下台時臉帶

的那抹微笑，讓他在教學路上更堅持所信，繼續努力

為莘莘學子提供最好的教育。

曾主任與其團體們設計的「自主學習
過五關」教材，鼓勵學生透過過關來
促進學習，引發學習動機。

同學們努力過關就會得到依照老師模
樣作設計的貼紙，非常精美。

31



　　為提升電子學習的成效，以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為基礎，在教學過程中，處

境問題為核心搭配電子學習，加強課堂師生討論，並

鼓勵學生利用資訊科技，找尋適當的資訊理解、應用

以解決問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達致知識與技能的均衡學習。

　　此外，為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知識掌握及溝通協

作能力，在課堂中加入微翻轉的遊戲式學習，利用桌

上遊戲或數位遊戲平台，嘗試在問題討論或知識傳遞

的階段，藉以協助學生更容易掌握問題思考的方向。

老師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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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埗的方案。充分地利用雲端學習平台的功能及資訊

科技，將每部分的學習活動以自主學習方式進行，

例如：在課堂利用學生的學習成果作解說、討論及歸

納，協助學生建立自己的知識脈絡進行學習。

　　

以微翻轉遊戲式學習「香港政府架構」

從「做中學」學習「一帶一路」及「宜居社區」

　　以教授「關心社區：我們的深水埗」為例。是次

教學對象為中一級學生，為了更全面瞭解深水埗，

我分別以經濟、社會及全球城市的指標探討深水埗的

發展現況。而這三方面的探究切入，亦即生活與社

會」的單元九：寰宇一家；單元十三：香港經濟表現

以及單元廿七：全球城市。把教學活動及材料整合在

上，讓學生清楚整個學習歷程，配

合學校其他學習經歷日進行深水埗考察活動切入教學

主題。

　　在活動過程，利用 及 ，

讓學生到達指定考察點後，利用WhatsApp傳送Google	

Form回答問題，通過軟件整合的資料及相關學習任

務，考察汝州街的經濟活動；基隆街市民的生活情

況；南昌街的設施配套及鴨寮街的唐樓。然後，再

利用VR虛擬實境平台，讓學生利用虛擬實境技術考

察旺角及尖沙嘴，並將考察的資料記錄在Google	Form

中，與深水埗作出比較，最後配合單元的知識，讓學

生反思深水埗區有哪些優勢及限制，構思一個改善深

　　一直以來，生活與社會科最讓人頭痛的是無法在

3年的初中階段完成所有單元，所以一直希望利用主

題貫穿不同單元，讓學生學習完整的課程。我利用

Google協作平台將相關單元整合成一個資訊及任務平

台，學生可利用平台進行自主性的電子學習，善用課

堂外的時間爭取更多的教學空間，增取教授學生重要

的單元知識。

為配合中一級課程：關心社區，我
們的深水埗，同學利用平板電腦考
察深水埗街道。

以電子學習整合單元「關心社區：我們
的深水埗」，詳情可看右方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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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的學與教實踐應該從教育心理學出發，

藉科技教育的特色和優勢，

與科技教育的核心課程文件和更新課程的發展項目緊密扣連，

讓學生善用科技以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根據教育局《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

指引課程補充資料	(中一至三級）》，科

技教育的目標就是讓學生通過學習人類如

何解決面對的種種問題，和如何將這些解

難過程更新及轉移，以解決不斷出現的

新問題。新一代的年青人從小開始已經接

觸電腦，他們被稱為「數碼原居民(Digital	

Native）」。因此，只要我們善用這個優

勢、引入適時科技作為學與教媒體，定能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推動自學文化。

　　筆者重視學生的學習過程，認為每一孩

子均有受教的心，而且學生的學習成效與

他們的學習動機有直接關係。因此，除了

日常的教學，我也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學界

資訊科技活動及比賽，讓學生盡展創意、

以科技解決生活問題。

　　在眾多的學界比賽中，我推薦由政府

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策動的

。它是學界與資訊

及通訊科技界最具代表性的賽事。獎項自

2006年設立，旨在表揚及推廣優秀的資訊

及通訊科技發明，並鼓勵青少年繼續在創

科領域追求卓越及創新。

　　本年的獎項由香港電腦教育學會籌辦並

獲教育局、多個校長會、家長教師聯會及

專業團體支持。獎項設小學組、中學組、

大專及本科組和研究生組4個組別，同學可

自定主題及內容並選擇以個人或小組形式

（1-4名同學）參賽。入圍隊伍除可與業界

專家交流，亦會安排免費資訊及通訊科技

參觀活動，了解業界發展。

　　評審委員會由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

院長黃錦輝教授擔任主席，接近100位校長

及教師、資訊科技業界代表及知名人士組

成，評委將會從資訊及通訊科技創新和創

意、功能、市場潛力、裨益與品質五方面

作專業判斷，選出具創意的資訊及通訊科

技獎得主。有關比賽詳情及細則，請參閱

大會網站：https://icta.hkace.org.hk。

	

　　筆者身為前線教師、亦參與多年香港資

訊及通訊科技獎的評審工作。我認為如果

老師能夠善用課堂及評估方法，讓同學帶

着校內的專題習作多走一步、將現有作品

進行優化，並具體指出其作品的市場潛力

和對社會的裨益，我們便可以讓學生踏上

全港最具代表性的大型比賽舞台、培養他

們的學習興趣，提升學與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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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香港才能教育研究會

　　「跨課程語文學習」和「推展STEM教育和資訊科技教育」是教育局

在「學校課程持續更新」的主要更新重點。在很多人心目中，推動語文學

習和推廣STEM教育是兩項完全不同的概念，甚至有人認為科技的急速發

展導致人們過分使用電子產品而輕視了閱讀習慣的培養，兩者互相矛盾。

筆者曾擔任學校圖書館主任多年，發現現時校園閱讀推廣已進入多元化的

發展，其中將STEM教育引進圖書館已是指日可待的事。

　　數位製造實驗室（Fabrication　						Laboratory）

源於麻省理工學院，是其位元與原子中心

（Center	for	Bits	and	Atoms）的延伸計劃，

建設一個包含不同數位製造設備的製作平

台。數位製造實驗室提倡者Neil	Gershenfeld

教授希望透過培養製作者的好奇心和創造

力，以自學、自造及知識共享的方式來鼓

勵學習、創新和發明。在本地教育界，學

校透過改裝工場或電腦室、建立數理科工

實驗室（STEM	Laboratory）	已經成為熱門

話題。

	

　　翻查資料，數位製造實驗室的建立其實

源於圖書館改革。在芬蘭，首個創客（又稱

自造者）實驗室Aalto	Fablab就正是坐落於埃

斯波阿爾託大學圖書館內。現時該圖書館已

成為當地一個完整的學習中心，設有虛擬實

境場地、視聽資源中心、不同的工作間和創

客實驗室。隨着赫爾辛基地鐵擴建到阿爾託

法布拉格街對面的新車站，該圖書館已成為

地區內每個人都可以輕鬆到訪的自造空間，

是創客的理想資源中心。

	

　　

我們可以引入小型切割設備、

立體打印機及創客工作間。圖書館微型創客

實驗室的結合，目的是提供資源給學生按其

興趣進行個人化的學習及研究，是照顧學生

多樣化的方法之一。例如，同學在閱讀中國

文化相關的書籍後，可以在創客實驗室製作

具特色的面譜並探究變臉方法，成為延伸閱

讀的空間。由於創客空間已坐落圖書館，同

學在設計過程中便可以在館內參考不同閱讀

材料，讓其創作在創意與理論中取得平衡。

	

　　創客實驗室的概念並不是只在國外，現

時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地都興起這些

自造空間，是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好地方。

創客實驗室活動可應用在不同科目：人文、

藝術、數理科工等。

　　在圖書館建立創客實驗室是讓學校及學

生改變學習模式的催化劑。教師可以利用創

客教育所強調對生活和現實世界的認識與改

造，以提升學生的STEM素養，讓創意和發

明在校園發生。這種教育方式其實與教育家

杜威提出的「做中學」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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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鼓勵同工要時常與學生保持交流，協助他們作出詳盡的生涯規
劃，創造未來。

　　早前，「賽馬會鼓掌‧創你

程計劃」舉行了一個交流團，我有

幸與學者、專業人士及賽馬會計劃

負責人一同遠赴英國了解當地生

涯規劃的發展，特別了解Gatsby	

Benchmarks對英國學校推行生涯

規劃的影響，這個英國生涯規劃框

架，由一班當地學者到訪六國不同

地方，包括荷蘭、德國、香港、芬

蘭、加拿大及愛爾蘭，總結出一個

適合英國推行的發展框架。

　　英國Gatsby	Benchmarks生涯規劃框架始創人

Sir	Join與我們分享，在英國推行生涯規劃是刻不容

緩，他見到若父母曾接受高等教育，他們的子女接

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更高，若政府沒有任何措施協助

所有不同背景的學生，學生能夠上游機會便會變得

越來越狹窄。

　　來到德國，因其是工業大國的關係，STEM是

該國的重要發展目標，但是有不少德國女學生對

投身STEM行業有不少顧慮，所以德國推行生涯規

劃時，亦針對此情況作出調整，吸引女學生投身STEM教

育。

　　我希望借此機會，跟大家分享了此行中的8項總結。

學校教育工作者可自行上網查找資

料，我把它轉化為學生版本，把英國Gatsby	Benchmarks生

涯規劃框架８項要點改為「８項學生應做的事項」，立

定志向，作好人生規劃。

	校長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圖片鳴謝：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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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不單著重學歷，語文表達、與人溝通及

相處的技巧等職業技能在職場上同樣重要。無論

學習還是工作，同學都應抱着正面、積極和認真

的態度。

《態度決定一切》這本書 訴我們：「沒有卑微

的工作，只有卑微的工作態度，而我們的工作態

度完全取決於自己。」生涯規劃於中學時期最為

重要，我們應盡早開展，並著眼於學習及事業的

規劃，為將來做好準備。

別

人生路，沒有最好，只有最合適。你可以參詳別

人的經驗，但不要只局限於社會主流的出路，否

則會窒礙我們的發展。我們要充分發揮自己的長

處，發掘自己的興趣及比較擅長的學科，以自己

的強項為出發點，從實踐所得的經驗來認識自

己。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同學必須先瞭解

自己的興趣和能力，再瞭解各種職業的特色和要

求，才能選擇適合自己的進修和職業路向，多接

觸行內人士，有助同學體會職場故事。

除了課本知識外，參與課外活動及出外交流的機

會也很重要。這些機會有助你發展志向。我曾認

識一位同學，她對市場營銷深感興趣，於是她積

極參與課外活動，展現個人潛能。例如在校擔任

活動司儀，爭取機會發揮自己，向人生的目標邁

進。由此可見，學校是協助同學通往社會的重要

橋樑。

多參觀不同大學或大專院校的開放日及資訊日，

認識不同院校的收生要求。大學並不是唯一出

路，我們亦應深入了解職業教育學院及高級文憑

等多元出路，即使是職業專才訓練的學生，亦可

追求專業和資歷上的發展。俗語有云：「行行出

狀元」，只要你選擇了適合自己的科目，已成功

為未來奠定基礎。

清楚自己的學科出路，有助同學挑選合適自己的

學科；至於班主任，他們最了解同學的方向，必

定能為同學提出寶貴的意見。除此以外，升學及

就業輔導老師，也非常樂意解答同學的疑難。

同學宜善用中學階段，實踐以上８項要點，通過

培養良好習慣而逐步實現夢想，在成長的道路

上，好好規劃人生，朝着既定的方向，心無旁騖

地穩步向前，成就未來。

我知道不少同學喜愛用手機瀏覽網頁，有見及

此，我們可以嘗試了解手機背後的商機。以修讀

商科的同學為例，可以了解手機的銷售策略及

銷售渠道；而喜歡科技的同學，可以從應用程式

(Apps）編程為出發點，搜集最新科技的發展去

向。最終你會發現一個產業背後有很多工種，從

而探究自己的發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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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宿舍可以令學生多接觸同輩，建立深厚的友情，如有不愉快的
情緒也可互相幫助，建立個人關愛的特質。

　　住津貼宿舍，由政府給予資助，學生不需繳付昂

貴的宿費，便能享受寄宿生活。寄宿教育是我現在服

務的學校近20年一直秉持的信念，我們附設的宿舍不

僅只是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食宿的照顧，更著重培育

學生在自理自律、群居關愛上的成長。

　　透過學校及宿舍部同事的無縫協作，學校為宿生

提供一週4晚的寄宿服務。多年來，學校與宿舍服務

已同為一體，互為補足，互相承傳，在其雙管齊下的

教導下，我們喜見宿生們的表現大有進步，近年校風

增值，校譽日佳，可見其成效之廣。宿舍提供一個催

化學生成長的環境，學生要獨立處理問題，並學習與

人溝通和建立人際關係，以建立互惠、平衡、尊重的

持久關係。

　　於20世紀9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常常被稱為「港

童」，他們自小由家人或家傭全天候照顧和溺愛，故

此造成自理能力、情緒智商和抗逆力偏低的情況。此

外，他們亦較自我中心及欠缺同理心，未能顧及他人

的感受。造成「港童」現象很多，但綜合起來可歸納

成右頁的原因：
校長

明愛馬鞍山中學

宿舍服務可以透過不同活動，如
閱讀、運動等培養學生不同興
趣，有助陶冶性情，擴闊視野。

香港地少人多，想找

一個理想的居所並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在香港設有宿舍的中

學更是寥寥無幾，而該類別的學校大

部份都是相當有歷史傳統的直接資助

名校或國際學校，學生接受宿舍服務

要付上高昂的費用。由於香港教育

發展的歷史原因，本地有一些

極少數的津貼文法學校設

有宿舍設施。

圖片鳴謝：明愛馬鞍山中學

圖片鳴謝：明愛馬鞍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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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學校中的宿舍服務，除了擔當提供住宿的

重要角色外，亦是一個多元的學習平台。透過參與

不同類型的活動，如課後補習、足球訓練、藝術創

作、遠足等，讓學生在免卻舟車勞頓的同時，亦能

進一步提升學業表現、生活技能及自理技巧。宿生

之間透過共同生活，一起進膳、洗衣服、敎學習和相

處，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機會大增，社交技巧和協作

能力也會得到正面提升。亦因如此，宿生依賴時下

電子產品的需求亦因應而下降。

　　近年，學童自殺是教育界及社會高度關注的問

題，單在2013/14至2015/16這3個學年中，已有71

宗個案。就着有關情況香港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

曾於2015年進行研究並於2016發表研究報告。報告

指出個人的內在及人際關係問題均導致青少年自殺

的行為，如有宿舍內正面的朋輩支持氛圍，定能減

低學童自殺的危機。

　　宿舍服務不單能發揮育人的功用，亦能協助舒

緩一些社會問題。近10多年來，由於香港經濟結構

及社會狀態不斷變化，很多家庭因種種原因，例如

生活素質下降、新來港家庭、單親家庭、家庭暴力

等，而需要專業支援。但基於資源有限，有些家庭

未必能得到適切的照顧。宿舍正好作為一個理想的

服務單位，為家長舒緩壓力。子女得到妥善照顧，

家長就可專心工作和減少平日的磨擦。

　　育人為本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核心價值。學校

除了為學生灌輸知識外，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亦至

為重要。宿舍是一個十分理想的地方，透過人與人

之間的溝通及互動，提升學生的能力感、情緒管

理、人際關係發展及個人的整合發展。透過特意安

排的活動，學生在個人及群體的發展均有正面及持

續的增進。

　　宿舍在香港的主流中學裏並非常設設施，但其

服務的成效遠遠超乎想像。筆者希望可以帶領社會

探討中學宿舍服務對學生成長的正面影響，及提倡

優化在香港教育體系下的宿舍服務，讓有關議題得

以深入研究，造福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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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11 日
下午 3:00-4:30	( 星期六，全 1節）

糖尿天使會所	(葵涌荔景邨日景樓低層二樓4號舖）
$30	　 $50

2020 年 1 月 4日
下午 3:00-4:30	( 星期六，全 1節）

糖尿天使會所	(葵涌荔景邨日景樓低層二樓4號舖）
$20　 $40

2019 年 12 月 14 日
下午 3:00-4:30（星期六，全 1節）
糖尿天使會所（葵涌荔景邨日景樓低層二樓4號舖）

$20　 $40

協助你以正確及有效方法進行訓練，包括提升體能、
下肢力量及穩定性訓練，加強運動表現。

2020 年 1月 17 日
下午 3:00 至 4:00	( 逢星期五，共 4節）

2020 年 1月 4日
下午 1:00 至 2:00	( 逢星期六，共 4節）

綽力物理治療中心	( 九龍彌敦道 192-194 號協成
行九龍中心 9樓 B室）

$1,080　 $1,200

2020 年 1 月 2日
下午 1:00-2:00	( 逢星期四，共 4節）
綽力物理治療中心	( 彌敦道 192-194 號	協成行九
龍中心 9樓 B室）

$1,080　 $1,200

運動的人愈來愈多，可是大家往往忽略運動前熱身
和伸展的重要性，本工作坊為大家介紹正確的熱身方法，
降低運動受傷的機會。	

http://bit.ly/2WHeAms	
有關更多教聯會課程的資訊，請瀏覽	http://hkfew.org.hk/course.php?cid=6

2963	5184( 黃小姐）	/	2963	5183( 區小姐）

42



201910_EDUprintAD.indd   1 17/10/2019   1:19 PM



2019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六）
上午 9:00 至中午 12:00
香港中文大學利黃瑤璧樓 1號演講廳

2019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六）
下午 2:00 至 5:00
香港中文大學利黃瑤璧樓 1號演講廳

　　今年活動將於12月 9日至 15日「資訊科學教育週」
期間舉行，鼓勵各間中小學校或非牟利機構安排課堂，
齊齊開心學編程！

　　Microsoft 將會為老師及 NGO 同工提供免費 Minecraft
教材，包括導師手冊、課堂指引、答案及短片教學，短
短一小時內，以簡單有趣的互動教學內容學懂編程及人
工智能。

　　活動期間會運用教材為同學舉行「一小時編程」	課
堂，完成挑戰團體可以領取紀念品及證書，踴躍參與的
團體更有機會嬴得大獎，捧走 Xbox ！

2019年12月9日至15日「資訊科學教育週」

如欲報名的團體，請到 https://aka.ms/AA6ljm8
完成登記，大會將於 3 個工作天內聯絡負責導
師並確認登記。更多詳情：https://sway.office.
com/maj7Epp1TkW3esff?ref=Link

別
別 	小學組及中學組；每組分別設中文組及英文

組

截止提交參賽表格。

參賽隊伍可從上述主題中選擇其中一個創作
五分鐘內的文字劇本，於 2020 年 2月 17 日前遞交。

參賽隊伍於入圍後把劇本演繹及錄製成聲音
檔案，於 2020 年 4月 20 日前遞交。

有關比賽流程及詳細資訊，請瀏覽：
www.MySmartABC.com/drama
www.MySmartChinese.com/drama

	+852	2851	3822

別
參賽資格：全港小一至中二學生
參賽組別：	初小組（小一至小三）、高小組（小四至小

六）、初中組（中一至中二）

‧	讓學生從閱讀過程中發掘學習英語的樂趣
‧	透過「開心英語朗讀」比賽活動推廣學習英語
‧	增加學生對學習英語的信心和興趣
‧	令學生有目的地訓練發音和咬字
‧	提供學界互相交流的機會

+852	2851	8844
有關比賽流程及詳細資訊，
請瀏覽：www.DailyReaders.com

　　12 月 19 日舉行工作坊，邀請全港中、小學及幼稚
園的 STEM 教師參與，與一眾 STEM 教育工作者交流有關
STEM 教學的經驗與心得。

　　屆時更有來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著名
學者Mitchel	Resnick 教授作為我們專題演講的嘉賓。

香港教育大學
2019 年 12 月 18 至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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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冬時節，風高物燥、氣候

寒冷，是感冒、咳嗽和過敏性疾病

的好發季節，患上感冒或敏感發作

時，可從飲食宜忌、生活起居方面

調護攝生，加速身體的康復。

　　中醫十分重視「氣」的概念，其

包含的意義廣泛，也時而抽象複雜。

「氣機」暢通，即氣的運行機制正

常，臟腑之氣的升降出入順暢平衡，

則人體可健康運作。

　　如風寒濕熱等外邪侵入人體，引

起感冒咳嗽或過敏疾病發作，此時與

日常皆應注意保暖，避免當風受寒，

損傷體內正氣，尤其「頭為諸陽之

會」，應善用頸巾、帽子或連帽外套

多加保護頭頸；初起或輕微的「發冷

發熱」、噴嚏清涕、鼻塞頭重，可進

食粥水或薑茶後蓋被發汗，透過微微

汗出把風邪袪除出外，如病邪不散便

應盡早就診中西醫。

　　如外邪入裡、飲食積滯、氣滯

鬱結、痰濕瘀血等壅塞氣機，使氣機

升降出入失常，肺氣上逆引致咳嗽，

胃氣上逆則惡心嘔吐，脾氣不升、濕

困下泄便會引起腹瀉等，治療上必須

恢復各臟腑的正常氣機，其中脾胃是

氣機升降的樞紐，掌管升清降濁—吸

收營養、排走糟粕，中醫尤為重視。

中醫建議忌口煎炸滯膩辛燥和生冷甜

食，主張清淡而營養均衡的飲食，也

是基於前者易傷脾胃，滯礙氣機，生

濕化熱，加重病情和減慢恢復，後者

則對脾胃負擔較輕，易於吸收化為正

氣，有助扶正袪邪，行氣化濕消滯。

保持心情舒暢、適當運動，也有助疏

通氣機，改善氣血運行。舉例而言，

欲降肺氣可在食療中用杏仁，行氣和

胃可取陳皮，疏肝解鬱宜選花類如玫

瑰花，補氣升提則可選用黃蓍。

　　中醫講求「陰陽平衡」，調養身

體、治療疾病也遵循此原則，健康的

人體不應有「寒底」或「熱底」，而

應該是體質平和而正氣充足的，但實

際上體質偏頗和虛實夾雜常見，故此

不同食療適合的人群不盡相同，隨季

節、地域變化亦有調整。中醫藥食分

四氣，寒涼之品可用於清熱，反之溫

熱性質則可散寒，感冒、咳嗽和過敏

症也有寒熱之分，和有無兼挾濕燥，

治療上會依據所需而選取袪風、散

寒、清熱、化濕、潤燥等中藥互相配

合，飲食調養也如是。

　　寒者溫之，感冒咳嗽見畏冷喜

溫，涕痰清稀，當風受寒即發淡紅癢

疹或風團時，可酌用薑蔥蒜椒、芫荽

韭菜、荊芥、紫蘇葉等辛溫食物疏散

風寒，但過食辛辣恐防化熱引起咽痛

黃痰；不宜飲食生冷或進食寒涼食物

（如梨、西瓜等）。

　　熱者涼之，感冒咳嗽見咽痛發熱、

涕痰黃綠，發鮮紅癢疹或風團時，可

選用桑葉、菊花、薄荷疏散風熱，

亦可加金銀花（葡萄糖六磷酸去氫酵

素缺乏症，簡稱G6PD患者避免）、

綠豆、薏米等清熱解毒、化濕利水，

沙參、麥冬、蜂蜜、菠菜則能滋陰潤

燥；不宜進食溫燥食物如牛羊肉、燒

鴨鵝、荔枝、龍眼、紅棗等，辛辣食

物亦會加重病情，故須忌口。

　　無分寒熱：咳嗽時應避吃橙或柑橘

類水果、葡萄、奇異果，以免刺激咽喉

引咳，可進食蘋果、莓類，乾燥引起的

咳嗽無痰也可吃梨；營養豐富但易滋膩

困濕食物，如芝士等奶製品、菇類、芒

果、菠蘿、糯米（脾胃虛弱、筋傷患者

尤應注意）不宜進食，免延誤康復。生

病與否都應少食油膩煎炸食物和生冷甜

食（如雪糕、冰飲等）。

博愛醫院註冊中醫師

患上感冒、咳嗽，或過敏性疾
病發作時，注意戒口，避免外
邪滯留、阻礙氣機或加重偏性，
進食清淡易消化、有助調整偏
性的飲食，可免症狀叢生，防
止病變加重，並及早恢復健康。

感
冒
咳
嗽
敏
感
發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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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產品

　　由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提供，從

家庭度假到商務旅行，「太平旅遊寶」讓您高枕

無憂，保護您免受意外情況的影響。

　　保障特點包括：高額醫療費用保障、租車自

負額保障、消閒或業餘活動、24小時全球緊急支

援服務、恐怖活動保障、個人財物保障、因行程

延誤而取消旅程。

5 折
（網上投保）

‧前往斯里蘭卡科倫坡、聖城康提

‧	暢遊康提湖、佛牙寺、海濱小火車、加勒古堡、

聖瑪利亞教堂等景點。

出發日期：

2020年1月27日-2月1日	（年初三至初八）

團費：$11,800	（大小同價）

2963	5191（羅小姐）	/	

2963	5192（郭先生）

教聯會員 / 家屬會員 /教聯之友尊享優惠期至：2020 年 1 月 6日下午 4時正



49

1.		將訂購表及支票郵寄或親臨本
會	地址：九龍旺角道33號凱
途發展大廈17樓		郭先生收。

　	(支票抬頭：香港教育工作者
聯會有限公司）

2.		網上購買：http://www.jetsoedu.
com/shop/

　	購滿 $300或以上可享有免費
送貨到學校服務，確定訂單起
五個工作日內送貨。(東涌、
馬灣及離島不設送貨服務）

Miffy 與你齊度聖誕！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

軟細毛令寶寶嬌嫩的牙齦和
牙齒倍感呵護！
牙科醫生推薦的教育用直線
手柄，可以培養寶寶自己動
手刷牙。

**	圖片只供參考	，一切以實物為準。

聖誕訂購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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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產品

請前往http://www.jetsoedu.com/shop/選購產品。

請掃瞄QR	Code 下載訂購表格，填妥資料
及訂購數量，傳真至 3118	1884 或電郵
sales@norwaysalmon.com.hk		

　　以無刺痛針灸法為理念開發的貼片，可

以達到與針灸一樣的皮膚微刺激效果。

　　利用最新科技高密度電熱碳線迅速加熱產生

高溫，並採用棉編織棉套，由空氣中大量吸收水

分產生濕氣。獨家研發微電腦模擬氣功師發功的

波長，產生高低溫不同變化的發功效果，迅速疏

通經絡，活化細胞。

　　響螺瑤柱火腿湯/石

斛花旗參瘦肉湯/魚鰾杏

汁銀耳湯/淮杞雪耳椰子

雞湯/人參烏雞紅棗湯/

當歸圓肉烏雞湯

精選食品

特

無痛
針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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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財富

穩守龍門了嗎？
　　上期文章提到，在理財規劃

的範疇裏，風險管理非常重要，立

即開始為你的財富 敎守龍門，通過風

險管理，守護我們的財富吧！窮人

跟富人的其中最大一項分別，就是

真正的富人懂得風險管理，避免風

險來臨時元氣大傷，甚至變成一貧

如洗。

　　生、老、病、死是人生不可避免的風

險，而疾病是最不可測的，涉及的費用

也可能是天文數字。一份可以保證終生

續保的大額醫療保單是有效的風險抵禦

工具，可以實報實銷醫療費用。

　　除此之外，中產家庭財務負擔一般都

很重，除了供車供樓供養子女外，大多

數還需要供養父母。醫療保單只能解決

醫療費用的問題，萬一患上重大疾病而

不能繼續工作，甚至去世，家庭便失去

經濟支柱，對家人的生活造成嚴重的打

擊。當不幸發生以上意外時，一份危疾

保單可以有效地幫助減輕家人的財務負

擔，	因為保險公司會一筆過支付保額以

應付生活所需。Julia大學畢業工作後就買

了人生第一份危疾保單，希望給有養育

之恩的父母一份保障。隨着時間的推移

及人生路途的變化，例如買樓、組織家

庭、迎接新生命等，就陸陸續續加單、

增大保額。

　　不少朋友在配置危疾保障時著重比

較價錢，更重要的是比較理賠條款和保

障範圍。根據香港某主要保險公司的理

賠數據，危疾賠償最多的是惡性腫瘤

（癌），佔整體理賠件數的70%～80%

；其次是心臟病及中風。Julia年輕時對保

險產品認識不多，近年深入研究理賠條

款後才發現其中一份年輕時購買的危疾

保單，竟列明癌症要到第四期，亦即末

期才會受理。由於醫療技術不斷進步，

很多早期的癌細胞也能被發現，因此這

份保單的保障能力就不太理想。配合醫

療技術的進步，新式保單的設計越來越

貼心、理賠條款也趨向寬鬆。例如，增

設多次賠償就是一項非常貼心的設計。

舊式危疾保單通常只設有一次賠償，如

果不幸患上重大疾病，理賠過後保單即

失效。

　　因為有病歷記錄，即使完全康復

後，一般也被保險公司拒之門外。萬

一以後病情復發，已經沒有保障可以

依靠。近年廣受歡迎的新式多次賠償保

單，在第一次理賠過後，終生免交保

費，還可以得到往後多次賠償的保障。

　　除了疾病風險，有機會對家庭財富

造成重大損失的人生風險，還有死亡及

意外，這些風險都可以通過人壽及意外

保單來減少財富上的損失，保障家人的

生活質量。

　　為你的財富設好龍門後，下一章我

們將討論怎樣用你累積的財富去創造源

源不絕的現金流。

作者 Julia 曾在跨國銀
行企業融資部工作十餘
年，離職時為一家星資
銀行的高級副總裁，現
職大型保險公司財富總
監。Julia 熱衷投資，並
藉着穩健的投資策略於
36 歲敎達到財務自由。

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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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裝瓶者？一般有多少個單位會有機會接

觸到？相信不少紅白酒發燒友亦會考究當中的重要

性。葡萄酒可以由葡萄莊園、葡萄種植者（包括非

葡萄園主）、酒廠（假設他們只是向第三方購買葡

萄或散裝葡萄酒等），又或由酒農合作社協議及裝

瓶，但這樣他們就需要在酒標上註明	「生產者裝

瓶」了，而出品者（他們只持有品牌徽標）亦可註

明為裝瓶者。

　　德國葡萄酒法要求生產者遵守質量檢測條件，標明質

量檢測號碼，亦即APN。這十位數字標明葡萄酒通過了德

國葡萄酒檢測部門的化學和感官等訊息檢測，	可以說是

該酒的「身份證」。今期將會為大家介紹在酒標上會找

到的德語和法語詞彙：

敎 入瓶者，其實酒農本身或會擁有葡

萄園，唯產量不足，需從其它非合約途徑買酒，經第三

者代為入瓶，冠名出售。在法國

酒標法文是	embouteilleur。

敎 敎 同

上，在法國酒標法文是Mis	en	

bouteille	pour。

敎

在法國，

酒標法文是Mis	en	bouteille	au	

Ch敎teau；莊園入瓶則是bottled	

within	the	Ch敎teau。

在法國，酒標法

文是Cave又或negociant，本身或許是零售商或批

發商，未必擁有葡萄園，需從其它途徑買酒及

代為入瓶，只貼酒標冠名就出售。這種酒同時

亦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別名：「優の酒」。

敎 於葡萄莊

園入瓶。

敎 在法國，酒標

法文是Mis	en	bouteille	au	Ch敎teau	/	Vigneron	/	

　		producteur。

　　由此可見，一瓶酒的質素，裝瓶是其中一個

重要指標。如果葡萄酒來自酒莊或酒農本身擁有的

葡萄園，由種植、收割、釀造等也是一條龍式自行

管理，全數自行入瓶冠名出售，它代表的是酒農對

自家出品釀製的心思及其匠人精神，對酒質水平極

為重要，更於價格上有顯著分別。因其水準之高，

有着自家傳統風格及個性，同時酒味的地源特性

（Terror）亦極為濃厚。

　　想品嚐此類別的美酒，我特別向大家推介

Michael	Oster出品的佳釀，其家族來自德國，是屬

「	Erzeugerabf敎llung	=	Grower	bottler」，值得一試。

　　如各位於選購葡萄酒時希望比較價格，要以相

同的品種、級別、風格、產區、水平等才具有參照

性，舉個例如	Riesling、Spatlese（遲采）、Trocken

（乾）、Mosel-Saar-Ruwer及Erzeugerabf敎llung等，才

可成功進行比對，以最好價錢買到自己的心頭好。

葡萄酒要由

集團營運總監

Yui	Kee	Co.	Ltd 於 1964
年創立。2000 年開始
成立葡萄酒部門，除了
在歐洲、美洲、近年足
跡更遍及阿根廷、澳紐
等地搜尋美酒，也有在
香港推行品酒的工作
坊，與大學合作教授品
酒的餐桌禮儀。

*				酒後不應駕駛，不應食藥，不宜身處溫差極大

的環境中，例如桑拿室或游泳	

*			盡量控制在 100 毫升以下，才可達到輕嘗淺

酌、延年益壽的最佳效果。

掃描左方 QR	Code 連結，
或輸入 https://qrgo.page.link/QBsa

揀選貨物後，輸入優惠碼
即可享有優惠

教聯會會員享有特別購物優惠

	DEC8EMGL

同一家葡萄園裝瓶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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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知道，於東漢時期佛教才傳入中國，

莫高窟並不可能在西漢就出現，只是在323石窟

內，初唐的壁畫就繪畫發生室西漢的故事，漢武帝

年間，霍去病西征，得到兩尊佛像戰利品，當時漢

武帝並不知道是佛像，也不認識佛教，便派遣張騫

出塞尋找答案。

　　張騫出塞的原因是否因為尋求學佛無從得知，

但這1200年歷史的壁畫，我們最早可看「張騫出塞

圖」，感受佛教的源遠流長。

　　在323初唐同一幅壁畫上，右手邊有康僧會見孫

權的故事，勸孫權行德政，學佛行善，孫權同意，並

為康僧會在其領土建寺，此寺就是上海著名的「靜安

寺」，故事證明東漢的佛教發展，不單單只是初出茅

廬，而是已經由北方傳入南方。

　　「敦，大也；煌，盛也」，盛大的敦煌，位於遙遠的甘

肅西邊，靠近新疆，是沙漠上的綠洲城市。說到敦煌，最有

名氣定必是莫高窟的洞窟雕塑和壁畫，展覽就是把這超過

1600年的藝術奇蹟，以數碼形式表現出來。

學界旅遊達人

楊浩城	Jerry	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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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國時期的前秦，這個年代大家可能很陌生，

然而中國其中一場最著名戰爭「淝水之戰」，就在此

展開。發動者符堅，便是前秦君主。有說莫高窟始建

於前秦時期，該如何考證？在332洞窟裏，出土了一

佛龕碑，寫上秦建元二年，僧人樂僔路經鳴沙山，

忽見金光閃耀，如現萬佛，便在岩壁上開鑿了第一個

洞窟。

　　從275可窟壁上，看到莫高窟現存最早的壁畫，

上層是著名的「飛天」佛教歌和舞的守護神，中下

方是菩薩，畫風感覺和印度教眾神相似，身體較為

大和重，以圍黑邊的陰陽畫法突顯立體感，相信是

印度（或西域）和中國畫家首階段的合作作品。

　　今期先介紹到這裏，下回我們會進入佛教頂禮

的北魏、隋、唐等朝代，感受其輝煌時代！

主辦深度旅遊、遊學團、私人包團，讓旅程故事和趣味化。歡迎組團查詢及交流心得：Jerry@traveltailorhk.com	（	　+852	9614	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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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跟朋友逛街shopping去到

灣仔，行到肚餓當然是去醫一醫肚

了。沿途見到好多吃辣蟹的店舖，

看到「喜記」大門相當搶眼，還掛

着很多明星合照，有良好口碑，相

信應該不錯的！

灣仔謝斐道 379 號 1-4 號舖地下
28937565

鄧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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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朋友們很快下決定進去一試，裝潢舒適

寬敞，不會過份擠迫，喜歡安靜的朋友很喜歡，

我們點了椒鹽豆腐、豉汁炒蜆、蒜蓉粉絲蒸扇

貝、糖醋豬扒、乾炒牛河和蒜蓉炒唐生菜，還有

來到這裏，當然是要品嚐遠近馳名的避風塘炒

辣蟹了。

　　飲品方面，吃辣蟹當然要來幾支啤酒「啤一

啤」，飲了一會美食很快送上，炒蜆夠鑊氣，非常美

味；椒鹽豆腐外面炸至金黃，裏面卻保持嫩滑；糖醋豬

扒很是惹味，送得下幾碗飯；扇貝超級新鮮，粉絲完全

吸收了肉汁的精華，滋味爆發。至於主角避風塘炒辣

蟹，雖然說是辣蟹，但不會覺得太嗆口辛辣，上桌時已

香氣四溢，吃下更是喜出望外，美味！當中有炸蒜茸，

果然是正宗的避風塘炒辣蟹！小小咸脆脆又不會覺得

硬，用來送飯認真一流。



早前替朋友慶祝生日，希望吃一餐好的，慶祝一

番！之前聽朋友介紹過一間高級日本菜，名為

「S2	kitchen」，價錢並不是非常昂貴，就決定

打電話去訂枱來一頓美味晚餐了！

Rush	Tang

喜歡四處遊歷，飲飲食食，
盡情享受人生的專家。

來一個十層海膽杯！
豐盛的鮮味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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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中環，走上一條舊式的樓梯轉右邊就看到了，其實平

時行過亦不會留意，這次特地前去尋找才發現，進入室內感

覺冷氣非常足夠，大熱天都覺得很涼快。

　　服務員招呼周到，馬上送上玄米茶。來到這裏當然要嘗

試他們的名菜，十層海膽杯！這杯以每日限量出售聞名的名

物，一杯用上三分一至半底海膽，其餘製作材料有拖羅蓉及

三文魚籽等，一吃果然是沒得輸，真的超級新鮮，鮮甜海膽

味洋溢，外觀已經殺不少菲林，一層一層的色彩繽紛，只作

觀賞也值回票價了。

　　我們還點了這個刺身拼盤加海腦，店員拿出來時輕煙裊

裊，應該是放了乾冰吧！很有綽頭，可以保持魚生新鮮，很

是特別。味道方面當然有一定水平，魚生新鮮美味，入口即

溶，特別是海腦，那麼珍貴的食材還是第一次吃，其實是什

麼？原來是吞拿魚的頭部，一條魚只有兩小份量。

　　其餘的還點了火燙海膽壽司、芝士年糕、鰻魚汁餃子和吉

列粟米餅。全部都美味非常，這一餐真的是大滿足了。

中環威靈頓街 51 號
2885	8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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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老
師

中學校長
職責：本校以「至真至善」為辦學宗旨，致力為學生提供基督教整全教育。現誠聘校長，於	2020	年	9	月	1	日到任。申

請人須具備以下條件：有教育抱負及能領導學校實踐本校的辦學願景，重視團隊協作以發展基督教全人教育；在職校長、

副校長、高級學位教師達五年或以上經驗，並已完成 / 進行校長資格認證；具備卓越領導才能及優良品格，適切帶動學

校發展；具良好中、英文語文能力；持有教育專業相關高級學位之申請人可獲優先考慮。應徵者請親繕申請書，並函附

履歷表、個人教育理念與抱負	（用中文或英文書寫均可），另附最多兩位推薦人的姓名和聯絡方法，於 2019 年 12 月

6 日前，寄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地址：香港鴨脷洲利東邨道 18 號）。信封請註明「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校

監親啟」。若 2020 年 2 月底前仍未獲約見，可作落選論。校方並會嚴格遵守個人資料政策的規定，申請人所提供的資

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招聘有關職位之用。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全職 香港南區

兼職支援老師
職責：訓練學生聽、說能力。經驗及學歷要求：大專或以上，有教育文憑者優先。

備註 :	工作時間：週一至週五	13:30	-	16:15。	（2019 年 11 月 18 日	起）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兼職 北區

導
師

功課輔導班導師
職責：監督及協助小學生完成家課	。經驗及學歷要求：中學或以上程度，中英數及格。

備註 :	申請截止日期：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一至五下午、星期六上午，每天工作 4小時，大角咀區工作，有耐性及

靈活變通，月薪 $6500。電郵：au123zz@yahoo.com.hk	whatsapp：90191857

學曉軒 兼職 深水埗區

助理文書主任（ACO）
職責：能獨立處理學校全盤會計帳目	（具有學校經驗優先）。經驗及學歷要求：香港中學會考 /文憑考試	5	科及格（包

括中、英文）或以上程度及有會計經驗。備註 :		 常額編制，薪酬按政府總薪級表。	（2020	年	4	月尾上任）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全職 北區

（Senior）Education	Development	Officer	
（General	Studies	/	Pri	or	Sec	Mathematics）	
職 責：Conduct	educational	and	market	researches；Organize	and	conduct	professional	 training	workshops/seminars	to	teachers,	
parents	and	students;Prepare	different	 supportive	materials	 for	 schools;Undertake	special	projects	and	ad	hoc	assignments	as	
requiredRequirements:	Degree	holder	or	above	in	General	Studies,	Mathematics,	Education	or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At	least	2	years	
school	teaching	experience	in	relevant	disciplines；Familiar	with	local	school	curriculum	is	an	advantage；Good	command	of	written	and	
spoken	Cantonese	and	English；Strong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able	to	work	 independently；Candidate	with	more	
experience	will	be	considered	as	Seni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ficerWe	offer	excellent	career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o	unleash	
your	potential,	competitive	remuneration	package	 including	a	5-day	work	week,	discretionary	bonus,	staff	 training	and	staff	purchasing	
discount	etc.Interested	parties	please	apply	with	your	 full	 resume	stating	present	and	expected	salary	by	email	 to	hr04@popylarworld.
com.	 	Only	short-listed	candidates	will	be	contacted.You	are	welcome	 to	visit	our	website	 to	know	more	about	us:	http://www.
popularworld.com	or	http://ephhk.popularworldhk.com.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全職

其
他

學
校
行
政

教室導師	（中	/	英	/	數）	
Centre	Tutor	（Chi	/	Eng）	**	5 天工作 **	
職責：小班教授幼兒/小學（3-12歲）學生中/英/數課程，協助修訂及編寫教材及課程，批改學生作業，準備教材和物資，

確保課堂順暢進行，協助招收學生，定期與學生及家長聯絡，協助處理教室文書紀錄及教室事務。經驗及學歷要求：大

學或以上程度，主修幼兒 / 小學教育、語文或相關學科優先具教學經驗，有補習中心教學或學生功課輔導經驗優先，良

好溝通技巧及工作態度，細心認真，積極勤奮，有團體合作精神，良好人際關係。具 2 年或以上教學經驗者 ,	或會被考

慮為「高級教室導師」具補習中心教學或學生功課輔導經驗之應屆畢業生亦會考慮。可即時到職更佳

EDUSMART	COMPANY	LIMITED 全職



其
他

刊登招聘廣告，每個廣告低至 $200
刊登廣告或查詢：				（852）6655	3843		任小姐

以上教育招聘職位詳情，請瀏覽「教育專業招聘網站」，
或下載「教育專業招聘」手機Apps：

網站 :		https://recruit.hkfew.org.hk

閱卷員	（全職 / 兼職）
職責：批改試卷，中國語文科卷（一）、（二）及（四）/English	Language	Paper	1、2；4/數學科（必修部份）/通識教育科。

經驗及學歷要求：持相關科目學位資格，完成教育文憑或具教授相關科目經驗；教授相關科目的現職教師或已退休的老

師；具公開試閱卷員經驗，掌握學科的評核標準及要求。

Hong	Kong	Dream	Express	Limited 全職 / 兼職

Speech	Therapist	（Full	Time	/	Part	Time）

職責：Speech	Therapist	（Full	Time	/	Part	Time）	Fresh	graduates	are	also	welcome.	Centre	base,	Community/home-based	healthcare	
services（Adult	 filed	 included	elderly	home,day	centre,	home	support	 team,	etc）Provision	of	direct	Speech	Therapist	 for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cross	Hong	Kong*Conducting	Speech	Therapist	assessment,	 formulation	and	the	on-going	evaluation	of	
interventions*Depends	on	 location	of	applicantRequirements:	Valid	 license	to	practice	Speech	Therapist	 in	Hong	Kong.	Willing	to	work	
under	pressure	 in	a	multidisciplinary	team.Ability	to	manage	client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personalities.	Excellent	 interprofessional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Fresh	graduates	are	also	welcome	（Mentorship	provided）Remuneration:		Salary:	Negotiable,	MPS:	
19	up,	Half-yearly	salary/AL	review.	Hourly	rate:	$450	up,	Full	attendance,	over-time	and	travel	allowance.	Birthday	&amp；Annual	leave.	
Half-yearly	bonus	scheme,	CPD	subsidy,	study	leave	/	allowance.	Remarks:Interested	parties	please	send	your	application	letter	and	full	
resume	to	Human	Resources	via	email:admin@mercy.org.hk（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will	only	be	used	for	recruitment	related	purpose.）

MERCY	MEDIREHAB	
PROFESSIONAL	GROUP	LIMITED

全職 /
兼職 油尖旺區

私人家教員	薪金：$30,000-$35,000
職責：教導功課，接送上下學。經驗及學歷要求：熟悉小學全科，有小學教學經驗，曾做過小學老師，具愛心耐性，行

為良好，有責任。大學畢業，懂英語及普通話薪金：$30,000-$35,000 有意請電：	5494	2831	徐小姐洽

私人聘請 全職

招聘私人家教員	薪金：$30,000-$40,000
職責：教導功課，接送上學，補習班，上補習班及興趣班等等。經驗及學歷要求：熟悉小學全科，有教學及或補習經驗，

具愛心耐性，行為良好，有責任，需留宿，大學畢業，懂英語及普通話，年齡：30-50歲薪金：$30,000-$40,000有意請電：

9419-5422	曾小姐洽。

私人聘請 全職

Invitations	for	 the	provision	of	marking	and	
oral	examination	services
職責：（A）	MarkersThe	service	providers	shall	perform	the	role	of	a	Marker	for	the	2020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The	marking	period	will	fall	between	early	April	and	mid	June	2020.Applicants	should	be	serving	teachers	or	suitably	qualified	
persons	 for	 the	subject	and	 level	 for	which	 they	apply.	The	criteria	 for	 the	selection	 include	 the	applicant's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subject	panel	chairpersonship,	and	relevant	 teaching	and	marking	experience.&nbsp;（B）Oral	ExaminersThe	service	providers	shall	
perform	the	role	of	an	Oral	Examiner	 for	 the	2020	oral	examinations	of	 the	following	subjects:	DSE	English	Language。DSE	Chinese	
LanguageApplicants	should	be	serving	teachers	or	suitably	qualified	persons	for	the	subject	and	level	for	which	they	apply.	The	criteria	for	
the	selection	 include	the	applicant's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subject	panel	chairpersonship,	and	relevant	teaching	and	oral	examination	
experience.	Applicants	may	be	required	to	attend	a	selection	 interview.&nbsp;Application	Procedure:Applications	should	be	submitted	
online	via	the	Examination	Personnel	Online	System（http://epo.hkeaa.edu.hk）.（1）School	Teachers	have	to	apply	via	their	schools’	
accounts.	Account	details	have	already	been	sent	to	schools.（2）Eligible	applicants	who	are	not	in-service	school	teachers	may	apply	
using	the	 following	User	 ID	and	Password.User	 ID:	eaapp_36Password:	A502y711Enquiry:	3628	8860Deadline	 for	Application:	12	
December	2019website:	http://www.hkeaa.edu.hk/tc/Career/exam_personnels.htmlNote:	Successful	applicants	will	provide	the	services	
described	above	as	an	independent	contractor	of	the	HKEAA.	Nothing	in	the	provision	of	the	above	service	shall	constitute	or	be	deemed	
to	constitute	an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and	the	Authority.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全職 黃大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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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hor.V	是一間在Facebook經營的網上小店，主

打韓國時裝及飾物代購，店主不時飛韓國搜購最新

韓國時裝，還會幫大家配搭衣飾。



Facebook/Instagram：hAthor.V

Whatsapp：69935337	/	63708072

Promotion：

1）		L i k e我地Fac eboo k 	 p a g e /
Instagram	a/c

2）			親 愛的老師們落單時，講出
promote	code

	#EduMag	就可享全單9折

　　hAthor.V小店還有自

訂行李帶服務，揀你的

心水圖案，我們就可以

幫你打造一條獨一無二

既飄帶/行李帶	



別

豁免2020年度會費 經電子表格申請教聯會會籍，又快又方便！ 網址： https://goo.gl/Yi1n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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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會員推薦1名同工入會，可獲贈咖啡劵1張。推薦愈多，贈劵愈多；推薦次數
最多之10名會員，更有機會獲贈雙人來回機票、智能手機、主題樂園門票或自助
餐券等豐富獎品。活動由即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舉行，機會難得，萬勿錯過！

優惠優惠優惠優惠優惠優惠
• 各 類 保 險   • 醫 療 保 健  • 酒 店 自 助 餐
• 主 題 樂 園 門 票     • 會 員 生 日 獻 禮

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
• 優 秀 教 師 選 舉 暨 教 壇 新 秀  • 到 校 講 座
• 準 教 師 專 業 支 援    • 姊 妹 學 校 締 結 計 劃
• 華 夏 園 丁 大 聯 歡

• 教 師 體 育 節      • 教 師 籃 球 聯 賽  
• 本 地  /  境 外 遊     • 班 組 課 程

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

T Club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日 10:00-21:00)
T Cafe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日 11:30-22:00)

• 餐 飲 及 購 物 8 折    • 到 會 服 務
• 全 新「 師 」房 菜 服 務   • 租 用 場 地

w w w.t c l u b . c a f ew w w.t c l u b . c a f e電 話：2 3 6 3  1 2 2 3電 話：2 3 6 3  1 2 2 3

• 跟 進 教 師 權 益 及 投 訴
• 免 費 義 務 法 律 諮 詢 服 務 　
• 代 課 招 聘 服 務

教聯優惠物聯網教聯優惠物聯網教聯優惠物聯網教聯優惠物聯網教聯優惠物聯網教聯優惠物聯網
會 員 在 J e t s o 區 網 上 購 物 滿 $ 5 0 0 或 以 上，可 享 免 費 送 貨，同
時，每 消 費 $ 1 即 可 獲 得 1 分 購 物 積 分，每 2 0 0 分 作  $ 1 使 用。
w w w. j e t s o e d u . c o m

Plus教師會員大募集

申請入會
　費用全免

電話: 2770 3918
網址: www.hkfew.org.hk 
電郵: hkfew@hkfew.org.hk 
FB: www.facebook.com/hkfew

地址: 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晚上9時
  星期六上午10時至晚上7時







一年一度聖誕節，又是大家吃聖誕大餐的時候。T Café 推出聖誕 味半自助 餐，

讓大家一次過品嘗沙 、 、 等美食。想試多 不同美食？

大家可考 訂聖誕大餐到會，性價 極高，必試之選！

自助區：自助沙律區、精美小食區

熱食區：	 式紅 荔枝 鴨、芝士 煙肉西蘭花、
紅酒 牛 肉、香 白蜆、聖 火雞

．海鮮大會（大 、蟹、青口、蜆、螺等）

．煙三文魚沙律

．周打蜆湯

． 芝士薄餅

．白 比目魚

．香 燒雞（全 ）

．黑 野 意粉

．精美甜品	及	 水

主食三選一：

．香 美式豬 配燒菠蘿	 $335	 會員價$268

．香煎龍 魚扒伴海膽沙 	 $360	 會員價$288

．威靈頓牛 																	 $410	 會員價$328

飲品及 品區：

訂 / 訂美食	電話	:	2363	1223	（WhatsApp：6767	3263）

教聯會	T	Club

地 	:	觀塘成業街6號 富廣場23樓2306-09室	（觀塘地鐵站B1出口步行2分鐘）

網 ：www.tclub.cafe	

Facebook：www.facebook.com/tclub.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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