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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黃錦良校長　李炎雄老師　梁小鳳主任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陳漢明校長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馬詠兒校長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陳喜泉校長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馮立榮校長

管理新思維
帶領教師並肩前行	以活動帶動學習	讓學生展翅飛翔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創新領導計劃」副總監	曾永康

I.T 資訊科技
．玩中學、學中玩	以遊戲進行學習	善用電子教學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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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編程的轉化能力	你也可以為文言文編程！

STEM教育
來到人工智能新時代	教育的角色是什麼？
香港恒生大學協理副校長	黃寶財教授
（科技與智慧型學習）

生涯規劃
給學校推動生涯規劃的要點
全面的生涯規劃：第一點：政策怎樣做？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陳志維校長	

正向教育
以紀律模式推動正向教育
齊來當個熱血男子漢！
香港航海學校	陳道沛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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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
2020香港中學生

山東義工幫扶體驗之旅

傳真：(852)2771 3200

地點:山東省青島市、威海市
對象:中三至中六學生
參與學校數目:三所中學
人數:每校師生30-35人
出團日期:2020年3-4月期間(7天)
(學校自訂，各校出團日期不須一致)

費用:HK$3300/位
(費用包香港青島來回機票、旅遊
保險及領隊小費)(當地交通、食宿、
景點門票及導遊領隊司機小費均由
山東省政府臺港澳事務辦公室承擔) 

義工體驗：
威高集團 — 殘疾人就業基地
北洋職業學校 — 殘疾人就業情況
東發老年公寓 — 義工實踐活動
當地中學 — 課堂體驗互動
長城愛心大本營 — 協助殘疾人士製作手工品

主辦方：山東省政府台港澳事務辦公室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承辦方：威海市政府台港澳事務辦公室

如學校有意參加，請電郵報名表至
mandywong@hkfew.org.hk。
如有查詢，可致電專案統籌-王泳清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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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教育基金（下簡稱「QEF」）在年多前宣布推出「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
款計劃」，讓每間合資格的學校，可按校本需要申請約200萬元的大額資助。
根據市場資料顯示，目前只有大約10%的學校成功申請，還有近九成的學校仍
在思考如何申請撥款，或者在排隊等待審批中。

　　善用資源十分重要，因此今期《教育專業》就找來了已成功申請撥款的學
校，分享他們申請資助的實戰經驗，老師團隊在籌劃及申領撥款時，不妨參考
他們的寶貴經驗，申請時就更加事半功倍了。

圖片鳴謝：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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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計劃之初，學校的確有很多可以改進的
空間，但要選最急切及最能回應目前需要的房
間，我們有兩個想法：第一是常識室，另一間是
電腦室。為了配合未來的發展，我們看見常識科
經常會與STEAM有很多的跨科協作學習機會，於
是選了改建常識室為STEAM室來申請QEF。過程
中亦最好留意改建的房間不要涉及結構性改動，
否則流程手續會困難得多。

　　至於常識室的改動，其實我們只是拆了一些
洗手盤及實驗台等的零散設施，並沒改變整體的
課室間格及結構。其間與教育局分區主任進行了
3次溝通，過程也相當順暢，撥款也很順利。

　　分配資源上，建議不可以把整個
計劃書用來建構硬件，根據我們的
經驗，這樣會增加批核難度，計
劃書最好著眼於學校有什麼創
新及發展需要，並清晰地表達
於計劃書上。例如我們計劃
人力資源上會新增兩位新同
事，其中一位是TA，建議於
計劃書中詳述資源運用上如何
能夠幫助老師，可以釋放出時

間及空間來專注課程發展，對於教師專業亦有顯
著的提升，對批核會更為有利。

　　作為校長，妥善使用爭取回來的資源相當重
要。除了學校軟硬件的升級外，我亦很著重把
QEF的撥款投放於提升教師專業發展上。這亦是
基金其中一個希望達到的目標，所以學校應該要
把部分資源留給教師培訓，提供校內外的師資
課程，多與大學舉辦不同類別的研討會及交流機
會，亦會多請同工到內地進行交流。

　　我們學校很早期已有了把校內STEAM設施開
放予區內幼稚園的想法，每年開學我也會跟附近

6間幼稚園的校長見面，他們很希望可以
開展STEAM卻礙於資源不足，於是

我便安排把新建成的STEAM室
開放給小朋友來嘗試，安排老
師幫忙，亦設計了不少合適
的親子活動。QEF的撥款
為校內的教師釋放空間，
又讓校內設施得以升級，
師生受惠之餘，更可惠及
社區。

學
校
成
功
案
例

學校名稱：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撥　　款：	HKD$1,932,400

計劃名稱：			設立 STEAM科創室，深化創意思維
及解難能力，培育新一代標小人

校長視角：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黃錦良校長

管理層應著眼教師專業發展
善用資源惠及社區

1

黃錦良校長
經驗總結：

-	把整個計劃書用來建構硬件，
會增加批核難度。

-	除了升級硬件，撥款應投放於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及校本課程設

計。

-	STEAM設施完善後，可
開放予社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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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學校大概於去年11月正式遞上申請表格，差
不多1月收到成功申請的通知，以我們的經驗所得，
大約需時3個月時間審理。不過資助的實額資金就到
了3月才正式批出。李炎雄老師表示，申請表格上只
要緊隨委員會方面的要求準備及填寫，原則上沒什麼
太大問題及困難，等待時間亦合理。反而是校方需要
思考申請基金的需要及動機，必須在申請過程中清晰
陳述，亦即是學校的需要及其改善的可行性。

　　要增加成功批核的機會，200萬撥款的分佈一定
要合理。學校大約分為3個大方向，第一是設立一間
新的STEAM房，加上了聘請人手的預算，大約各預
60萬，即合共120萬；接着預算50多萬來加添設備如
無人機、電腦等。其次是一些較小規模的數目，例如
資助學生出國比賽、科技交流等。

　　學校經過多方會議去為學校的改
革進行詳細而宏觀的計劃，於計劃
書的主題名稱上亦花了相當的時間
構思，既要符合學校需要，亦要
向委員會作出證明及解釋，表格
分為3大主要部分：學校的主線發
展；學校的實際需要及如何於申請
撥款的範疇上，做到老師專業發展

的提升。委員會考慮的除了學習層面，教學素質亦相
當重視。以我們申請添購30部電腦為例，需要於表
格上列明需求原因，然而，真正要注意的是學校改動
工程的撥款申請。

　　很多同工也會有相同的問題，究竟哪一類改動
才算最難成功批核？根據我們的經驗，對於學校大樓
有結構性的改動，是最難批核成功的。以我們學校為
例，當初構想是希望增設一間STEAM室，過程中得
知原來作地方改動要先去信教育局，再通知房屋署，
準備好改動前後的圖則，標明哪部分需拆除及重建
等，以供他們查證沒有涉及結構性改動，然後才有
機會得到批准，若是不涉及結構性改動的話，圖則
就不需要太詳盡及複雜，批核應該也沒太大問題。

　　總括經驗所言，申請QEF前，學校事前
需有完善規劃，分析及針對需要而釐定
計劃書，清晰列明細節，如涉及加建
或改建房間等，可先諮詢專業人士
意見，準備好圖則等相關文件交予
房屋署，此處有機會影響撥款的結
果，要多加留意及準備。

教師視角：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李炎雄老師

計劃書撥款分佈要合理
留意涉及結構性改動

李炎雄老師
經驗總結：

-	申請基金的需要、動機、
可行性，必須陳述清晰，撥款

分佈要合理。

-	工程不要涉及課室結構改
動，涉及學校大樓結構
改動是最難批核成

功的。

圖片鳴謝：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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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學校於發展STEAM時遇到的困難，主
要是課程需要使用不同的電子平台和最新的科
研器材，QEF的撥款於發展電子及STEAM上，
確實提供了很大的協助。以編程教學為例，於
課程最早期是以網上學習為主，費用不多，後
來希望再進一步增添micro:bit等器材，撥款就
大派用場了。

　　其實我們學校很早就開展STEAM教育，我
們引進了電子積木給低年級生學習，讓他們動

手製作一些有機械反應的設計，如電子吹泡泡
機、風扇等，學生亦樂於學習。但當時面臨教
材不足的困難，加上上課時間有限，造成有些
學生沒有機會嘗試的情況。後來有了QEF的協
助，每2-3人就可以分配到一套教材，實現理想
的上課模式。

　　學校如能善用資源，藉此設計出最適合該
校學生及老師的課程，購置相關器材，對於學
校發展一定有莫大裨益。

教師視角：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梁小鳳主任

嚴選學校空間進行升級
計劃書重視創新及發展

梁小鳳主任
經驗總結：

-	選出最急切及最能回應目
前需要的項目申請。

-	不可以把整個計劃書用
來建構硬件，應著眼於
學校創新及發展需

要。

圖片鳴謝：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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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透過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計劃，於第一期計劃
了「一帶一路哈薩克交流團」。

校長視角：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陳漢明校長

申請遊學資源　為學校建立發展網絡
跨區學校合作增成效

學
校
成
功
案
例

2

　　這是學校第二次就「一帶一路」體驗學習申請
優質教育基金，兩年前的「學習一帶‧體驗一路」計
劃舉辦得非常成功，於是我們決定深化課程，讓更
多學校能參與和嘗試。是次計劃繼續由我校帶領，
共有14所中小學參與，是一場跨區學校合作學習，
希望參與的學校能把經驗分享到各區，加強計劃影
響力。

　　我們善用和適當地分配資源，除了在小學常識
科建構一帶一路課程外，亦通過一系列活動發展境
內學習，包括帶學生參訪重慶大廈，了解「一帶一
路」來港發展和投資的商人，藉此培育學生對多元
文化、民族平等及和平共處等不同角度及價值的反
思。我們同時運用資源舉辦營商體驗計劃，先讓中
小學學生認識在大灣區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和
商人，然後舉行營商體驗日，學校會扮演不同國家
擺設攤位，介紹自己在「一帶一路」的角色。學生

更會撰寫計劃書，訂購不同國家的產品，在體驗日
中銷售和推廣自己選的貨品，藉此加深他們對不同
國家和民族的認識。

　　另外我們亦打通境外學習，透過交流活動擴闊
學生和老師的眼界。申請遊學資金有一點值得留
意，雖然這次我們榮幸獲批到緬甸和波蘭進行深度
遊學，但一般而言，優質教育基金只會批准學校到
一個境外地方交流。而我們挑選交流地點時，亦參
考了坊間的經驗，包括考慮安全性、是否容易與當
地學校建立網絡等。我們的外遊學習活動除了會參
觀景點，也會接觸當地商業機構、領事館、甚至是
學校和民間組織，更包含導賞計劃，以協助進行深
度學習。反思是重要的學習過程，所以每晚回到酒
店或青年旅舍後，老師都會帶領同學進行討論和交
流，回港後學生亦需要匯報學習成果，把他們學到
的知識分享給其他同學。

第二期基金，則舉辦了「一帶
一路」中小學協作計劃啟動禮
暨教師專業培訓工作坊。

學校名稱：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撥　　款：	HKD$2,705,600

計劃名稱：			「一帶一路」－中小學協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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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計劃時，我們思考如何令
更多學生受惠，因為知道香港理工大
學在推行虛擬實境和擴增實境學習方
面有豐富的經驗和技術，於是與他們
合作，透過這兩項科技，讓學生認識
和觀看「一帶一路」的世界。此外，
兩次計劃尾聲均舉辦大型論壇，邀請
學界不同人士就「一帶一路」最新發
展進行前瞻性分析，上次探討了香港
人可如何配合「一帶一路」，接下來
會繼續把計劃的影響力推展到整個學
界。

校長視角：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馬詠兒校長

運用資金增加教學互動性
全面提升學習成效
　　學校以往主要使用投影機協作教學，18年的9月申請了百
多萬優質教育基金，為全校30間課室，以及6間特別室更換電
子黑板。傳統投影機壽命比較短，不時需要更換，隨着科技進
步，電子黑板的價錢沒有以往般昂貴，為了提供更高質素的教
育，所以決定購置。

　　以往使用投影機和電腦教學，形式單向，師生難有互動，
相反採用電子黑板可以增加互動效果。老師可以利用電子黑板
的多媒體設備，包括播放影片和書寫標記等，有效地教學。另
外，學生更可以在電子黑板上書寫，展示自己的學習成果，老
師又可以即時在上面撰寫筆記及解答學生問題，正正能連結到
學校推行的電子學習，兩者相輔相成。

　　我們申請的QEF去年開學時獲批，學校馬上起
動添置，不過招標報價工序繁多，我們也花了

數個月時間來試驗市面上不同牌子，以及制式
樣板，務求找出最適合的款式，為學生帶來
最大的益處。順帶一提，優質教育基金重視
實用性，所以我們把學校推行電子教學的事
例，以及將來的發展藍圖也詳細地撰寫在計
劃書內，好讓委員會可以參考，以便批核。

陳漢明校長
經驗總結：

-	一般而言，優質教育基金只會批
准學校到一個境外地方交流。
-	主動聯繫其他機構或辦學團體，
善用坊間已有的技術和經驗。
-	舉辦跨區和跨校合作學習活
動能增加計劃的影響力。

學校名稱：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撥　　款：	$1,340,000

計劃名稱：			為全校更換電子黑板

學
校
成
功
案
例

3

馬詠兒校長
經驗總結：

-	這次添置的設備結合了電
子教學，大大提升學習效能
-	在申請書中加入更多
實用性資料，方便委
員會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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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之外，若學校認為恆常
撥款或這些專項撥款都未能符合學校發展需要，其實坊間還有更
多不同的基金或額外資源可以供學校申請，以下我們訪問了兩位
以管理學校資源優秀而見稱的「資源達人」，由他們分享如何善
用各種津貼造福學生。

　　由今年開始，教育局向學校發放了一筆「全方位
學習津貼」，款項約80萬，是為恆常津貼。這個津貼
可用來資助各類型學生活動，我們學校時有舉辦多元
化的課後學習活動，包括運動、文化及藝術，亦有如
奧數、中文科故事創作等較學術的活動，以增潤學生
的學習經歷。

　　全方位學習津貼能讓學校有更多資源聘請導師、
租用場地及器材等，發展更多元化的活動，例如我們
早前舉辦了沙畫創作，過程非常有趣，學生能接觸不
同科目的知識。

　　另外，學校亦運用資源發展專項訓練，例如體育
科，我們一直希望可以大規模發展游泳項目，但因場
地所限，如學生要外出上課，交通費、教練費用等造
成壓力，津貼剛好可以實現人人習泳外，亦可作為培
養一支專業游泳隊的資源，發展多元潛能。

　　除了游泳以外，我們亦設有男、女、混合組別閃
避球隊，有了津貼的補助，球隊實力大大提升，於全
港比賽拿取佳績，最開心是有了資源，我們可讓同學
一行二十多人去台灣參加海外比賽，更揚威海外奪得
季軍，也是歷屆最好的成績，津貼令這些學生的潛能
得以發揮。

　　除了課外活動，我們的學生亦會按年級參觀全港各
類博物館，款項可用來資助交通費及入場費，令到學校
更容易規劃及恆常性地進行。以往因財政考量，教育營
只可給小六年級生參加，今年因津貼可以擴展至小四及
小五年級，更多學生可學習獨立及人際相處技巧。

學校如有資源，可考
慮開辦更多有趣的課
程，同學對沙畫創作
班反應非常熱烈，效
果良好。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陳喜泉校長

閃避球隊於2019 年喜奪香港閃避球錦標賽 12歲或以下混合組季軍。

全方位學習津貼經驗分享
為學生提供持續性學習機會

　　總括而言，我於學校運用津貼有兩大原則，第一
是令到我們的學生在學習上富有多樣性，豐富學習經
歷。第二是讓持續性的學習機會，不會因經濟壓力而
停止，所以善用得宜，這筆津貼非常有意義。

圖片鳴謝：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圖片鳴謝：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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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資源方面，我覺得一定是以學生的學習為
大前提，這裏分享兩點心得。第一，製造多元化的
機會；第二，增加學習成效，例如創設好的學習環
境，讓學習更為順心。

　　教育以教師為主，我認為把資源放在提升教師
專業團隊上是非常重要的規劃。現在有很多新課程
如STEAM及編程等，其實老師亦需要一定的培訓及
個人專業發展，學校對老師的個人進修支援也必不
可少。

　　好的校園氛圍一定有助於學生，所以我主張善
用資源創設優良的學習環境，場地佈置要更適合小
朋友學習，場地想必是很多學校發展上的限制，其
實無論大小，只要佈置得宜，也會令小朋友在學習
上更事半功倍。例如STEAM科中常見的機械人及航
拍，我更希望能引進與生活相關的題材，於是我們
早前引入了桌遊，亦把捉棋元素放進了課程，老師
亦精心設計了很多與棋子有關的圖案，其實這些花
費都是有限，但就可以做到發揮課程潛力的效果。

　　其實這兩年政府的教育撥款相當充裕，只要善
用專款，學生的學習環境已經大為改善。我認為最
好是成立財務小組，認清專款的用途，做好初步計

劃，再作微調。亦要留心政府未來的撥款，不能撥
款了才注意，需做好規劃。

　　當恆常撥款未能達至學校發展目標，有些特殊
項目的確可以申請不同的基金去實現，QEF是眾多
基金中最受歡迎的。其實坊間亦有很多方面的撥
款，例如戲曲，可以申請粵劇發展基金；衛生署也
有很多與健康有關的項目可以申請，亦有很多NGO
本身申請了撥款，想連繫學校一同合作發展的。管
理層可多留意不同機構，為學校帶來額外資源。

　　在申請任何撥款前，最重要是了解校情，清楚老
師的發展空間，如校長強硬參與可能會為老師帶來
打擊。學校亦應盡量參與先導計劃，凡是新計劃開
展前，撥款一定稍為充裕，雖然作為開荒牛需由零
開始，但可把寶貴的經驗及成果帶回學校，成為同
業的典範，絕對值得。

　　除此以外，學校構思新穎的項目亦會得到意想
不到的效果，早前我們推行電影教學，先做好基本
教師培訓，及後因而認識到業內的專業人士，對意
念非常欣賞，不單願意義務擔任顧問，甚至帶了其
他範疇的人士來幫助指導，修訂課程，令我們獲益
良多。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馮立榮校長

留意多元基金選擇
創設優良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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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之下

教師該抱甚麼期望？
　　優質教育基金（QEF）於2018/19年度推
行「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該專項撥款
列明：每所幼稚園可申請總資助約50萬元，而
每所小學、中學（包括特殊及直資學校）可獲
總資助約200萬元。學校可於校本課程設計、
學生支援措施，以及因推行上述活動所涉及的
校舍改善工程、物資購置項目等而運用相關撥
款，QEF亦於2019年7月至9月、2020年1月至
3月接受第三、第四期的相關申請。

　　學校雖然可以通過申請QEF而得到額外資源，但
根據經驗，當學校提交「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
劃」的申請後，需等候頗長的時間等待審核，我們
估計有以下原因：

1.		由於同時要處理大量申請，QEF作為審批部門卻
沒有足夠的人手作處理和審核；

2.		由於所有通過QEF申請的計劃都涉及公帑撥款，
加上學校申請的款額亦相對較大，以至審批較為
審慎；

3.		有部分申請者的計劃較以往進取及創新，而審批
者亦未必能預視或了解申請計劃的成效和可行

性，以致需要補交資料而延長審核時間，但最後
申請亦有機會被拒絕；

4.		有部分學校與商界合作申請計劃，而一般涉及商
界的申請，審批過程會更為審慎及需時；

5.		有部分申請計劃學校由於等待審批的時間過長，
以致計劃內容變成「不創新」了；

6.		近年課程不斷改革，教師因而工作量大增，進行
研課、備課的時間和空間也相對減少，因此申請
推行「校本課程」的計劃數量亦相對較少。

　　經過三期的申請，大部分獲批的學校已經在開
展計劃，學界對此非常雀躍；教師們亦頻頻參考有
關改善校舍設施和校本課程的計劃，希望能從中取
經，把創新的相關技術和寶貴經驗帶回校內大力推
動。與此同時，卻還有部分第一期申請者仍未通過
審批或取得任何消息，以至學校原本作好的部署因
延期而重新規劃，最差的情況是學校需要撤回有關
申請，並重新草擬計劃，才能再次作出申請。

　　由此可見計劃令學校和教師工作量及壓力大增，
從而影響學校申請的欲望；但教師們卻有另一得
益：可以藉着這個計劃與其他學校的教師交流，促
進學校彼此之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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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申請學校的計劃都是以改變電腦室/電
腦輔助學習室的用途為主，而第一期部分申請學校
以較創新的形式改變課室的用途，因此吸引很多公
司提供不同「合適設計」予學校選擇，導致多所學
校出現同一款或類似的設計概念，既未必符合校本
的需要，反而這撥款計劃成為了商界眼中的「肥豬
肉」。當然，我們不能抹殺個別有誠意的公司真心
地協助學校設計校本設施，甚至根據學生的需要和
意願作新穎的設計，以配合學界所推行的「Design	
Thinking」和「Maker」的概念；但亦因為設計創
新，又引致其他學校盲目跟隨，再加上學界採購時
都以「價低者得」的方式選擇合作公司，因此公司
為節省成本，「設計」出不同的「套餐」以迎合學
校需要。

　　學校亦因此忽略了校本的需要和學校的獨特
性。200萬撥款並非一個小數目，學校應根據校本需
要去選擇合適的合作公司，並非以價低者得作為唯
一的選擇標準，否則花費了公帑卻得不到預期的成
效，這一點學校和持份者都應該特別注意。

　　筆者的學校也有申請把空間改變成為「STEM	
Innovation	Lab」的計劃，在辦學團體和校長的支持
下，設計以區內的特色為主題，並配合校本課程、
數學和常識（科學）新課程等元素撰寫計劃；個人
認為小學的STEM學習空間設計應以數學和科學知識
為主，主要原因是各常識科的出版社提供大量高質
素的STEM及其他資源配套，令常識科課程更容易配
合計劃發展。

　　然而，筆者曾指出香港在推行STEM教育及相關
課程設計上缺乏長遠規劃，而且中小學在STEM的相
關課程上亦逐漸浮現銜接問題，令學校在規劃STEM
教育上屢屢遇到困難，而這難題絕非200萬元能夠解
決，因此筆者僅能設計小部分校本課程去配合「公
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相信完成後也未必足夠
應付學校的教學需要。

　　當然，在撰寫計劃和設計課程時，校內亦有同工
會提供不同	「硬件設施」的建議；我們明白同工希
望計劃內能以熟悉或具名氣的「硬件」為主，希望推
行計劃時更容易、更得心應手，但筆者認為這想法違
背計劃本身的「創新意念」；當然，每個教師都是學
校其中一個持份者，在設計時需要顧及每個持份者的
想法和感受，因此在計劃中需要取得「傳統」和「創
新」之間的平衡，這樣才符合校本所需。

　　筆者在協助計劃申請時，有機會與學界不同的持
份者討論有關計劃內容，大部份教師都期望計劃中
的設施和校本課程能配合學校發展和學生所需，課
程內容更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令學生愉快學
習，因此這些學校和教師對「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
款計劃」都有非常高的期待。

　　筆者認為QEF成立的本意是為了提升學校的教育
質素，支持學校發展具創意並具有校本特色的原創
課程，使學生能豐富學習經歷，是在教育政策的框
架下，配合學生、老師、個別學校以及學界獨特需
要而設計的計劃。因此QEF如能處理學校申請時，
考慮簡化審批程序，並在審核計劃內容時能較為放
寬，能夠令學校更勇於嘗試，學校亦能趁此珍貴的
機會，建立一間具校本特色的STEM	Innovation	Lab
或設計出適切的校本課程。

　　最後一提，香港教育界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每
次教育局或QEF舉辦分享會，總是見到一些「熟口
熟面」的學校、校長、教師，他們大多是「神級／
大師級」的同工，筆者期待在「公帑資助學校專項
撥款計劃」的帶動下，能發掘一些新進的同工，可
以為大家分享創意經驗，令學界更為多采多姿。

以下是筆者的期待：

1.   簡化申請的審批程序，縮短審批時間；

2.  提供申請前和申請後的支援；

3.    引入海外的創新思維及概念等，亦可提

供產品的支援；

4.   協助申請有困難的學校，如指導負責老

師撰寫計劃等；

5.  分享成功和「未成功」的經驗；

6.   比學界更「創新」、更具「創意」，能

領導學校進行相關計劃； 

7.  組織更多不同的教師交流群組；

8.  增加有關計劃的教師培訓；

9. 聘請專家協助申請，提供建議和支援。

Co-Chairman

JSIT聯校資訊科技學會
Joint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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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語有云：「勤有功，戲無益」。相信大家都有遇過沉迷遊戲的孩子。
然而，愛玩樂是孩子的天性，適當的遊戲如能結合師長的引導，其實可以富
含教育意義。遊戲化學習（Gamified learning）就是把遊戲元素融入學習，
目的是把學習過程變得更有趣，讓學生更積極投入。常見的遊戲元素包括競
賽、獎勵和互動等。要設計一個好的遊戲，令玩家覺得好玩、新奇、具明確
目標並有挑戰性，需要花不少心思。筆者的研究團隊曾在多間中、小學觀
課，發現不少老師都善於利用遊戲元素和新科技來促進教學，以下希望與讀
者分享兩個例子。

　　有一小學六年級的數學課堂上，教學內容是要計算不同圖形的周界。老師
先用幾個例子講解概念，然後讓每位同學在各自的平板電腦上用Kahoot!平台
回答選擇題。10條題目由淺入深，答案4選1，每題限時20秒作答。答得又快
又準的同學會得高分，而得分最高的幾位同學排行榜會實時顯示在課室的大
屏幕上。全班同學的回答也在每題完結後顯示出來，老師有時讚揚答對的同
學，見有多人答錯的題目則針對重點解釋。

　　另一個例子在某中二綜合科學課的實驗室內，同學們分成3人一組，嘗
試利用電線、電源、燈泡、伏特計等材料，在特定條件下拼出完整的電路令
燈泡發亮。最先能令燈泡發亮並正確劃出相應的電路圖的組別勝出。同學完
成任務後用平板電腦將成果拍照，照片可通過老師的電腦投影在課室大屏幕
上，讓老師評論或更正同學的作品。

　　從以上例子可見，在課堂教學中適當加入計分、競賽、互動等遊戲元素，
能大大提高同學的投入感。科技元素如Kahoot!	平台既能為同學帶來新鮮
感，又能迅速整理同學的回答。老師能通過遊戲結果實時得知學生的水平，
故能把握時機給學生合適反饋。

　　其實玩物未必喪志。不論利用科技與否，如老師在課堂設計時細心思考
如何融入遊戲元素，可以提高學習趣味，令教學事半功倍。要同時做到輕鬆
遊戲與認真學習，需要老師根據經驗，按照學生的年紀、學習水平和興趣來
拿捏。

勤有功，戲原來亦有益？
把遊戲元素融入學習

謝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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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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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比賽及乒乓球比賽
地點：石峽尾公園體育館

19/4/2020 (星期日)

5人足球比賽
地點：土瓜灣遊樂場

16/2/2020 (星期日)
羽毛球比賽及輕排球比賽
地點：荔枝角公園體育館

22/3/2020 (星期日)

躲避盤比賽及閉幕禮
地點：香港教育大學

3/5/2020 (星期日)

2020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教育局
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教育科技部

廣州地區政協香港委員聯誼會

支持機構  

贊助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

佳木
體育

協辦團體 (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路德會  香港教師會   新界校長會
港專學院  香港佛教聯合會  香港教師中心
香港聖公會             香港浸信會聯會  香港道教聯合會
津貼小學議會  香港教育行政學會  香港私立學校聯會
香港副校長會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九龍地域校長聯會
東華三院教育科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 天際足球國際學院
九龍城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網上報名及詳情
教聯會網頁：www.hkfew.org.hk
查詢電話　：29635186 / 29635181

HKFEW
LIKE

HKFEW Sports

*現接受報名*



「2019 年粵港澳大灣區 STEM教育論壇」吸引了超過 50位香港中小學校長和老師出席，
共為STEM教育探索新方向。

　　在開幕致辭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香港科技
創新教育聯盟副主席黃錦良表示，聯盟建議在港成立科技創
新館，致力推動兩岸三地科技創新交流，包括聘請內地科學
專家提供與科技創新相關的展品，並給予專業的意見，培育
年輕人的科技素養，激發他們的潛能。科技創新館內會放置
粵港澳大灣區中小學出色的學生作品，讓廣大的香港市民，
以至世界各地的遊客可以認識到學生科創的高水平和能力。

三地緊密合作　推動STEM發展

　　由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香港嶺南大學STEAM
教育及研究中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廣東省教育
研究院，以及澳門中華教育會合辦的2019年粵港澳
大灣區STEM教育論壇，於2019年12月7至8日在東莞
松山湖實驗中學順利舉行，吸引超過50名香港中小學
校長和老師出席，三地教育人才就科技創新教育進行
了深度的交流，互相啟發和學習，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STEM教育合作發展。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副主席

黃錦良。

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副會長、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
院長黃錦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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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壇吸引不少有心的中小學校長和老師前來，當
中包括港澳信義會小學陳文燕校長，她指不少企業
和業界專家就着STEM課程發展、師資培訓、資源投
放和技術層面作出了分享，認為是一次難得的機會讓
學界從不同行業和層次了解STEM教育的發展。她深
信不論中學還是小學，推展STEM教育時總會遇到困
難，而兩地的經驗可以帶來深刻的啟發，有助同工面
對開展STEM工作的挑戰。

　　同行的陳仕途老師則認為，學校如能拿捏適合的
發展定位，老師們又能配合，加上外間企業的協作，
教學就會相得益彰。他認為內地最大優勢是有中央強
大的支援，而澳門近年成功的教育改革亦使其成績突
飛猛進，香港作為推動STEM的其中一員也要加緊腳
步，不能鬆懈。

把成功經驗　引入學校

　　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副會長黃錦輝則認為，香
港投放了不少資源到STEM教育，但學界正處於摸着
石頭過河的階段，未必每所學校都懂得如何善用資源
發展。為了使更多人受惠，他建議在十八區開辦類似
樂富的STEM教育中心，除了為學生提供培訓外，也
可發展教師專業，教導老師如何結合STEM和自身專
長，設計適合的課程，讓學生可以在不同範疇上應用
創意，從而推動創新發展。

　　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常務委員會副主席周文港
指，內地的STEM教育發展有較多官產研學合作，多
方產業的資源投放和參與使教學更貼近現實生活，值
得香港參照。他又認為，香港至今仍未有完善的課程
指引和框架，未來可透過更多聯盟活動，讓兩岸三地
人士一同研究和分享成功教案，培育更多科創人才。

　　2018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研究結果
顯示，澳門在科學、閱讀及數學能力均排全球第三，
反映其教育改革的成功。澳門中華教育會副理事長陳
志峰在論壇上指，香港及內地都是澳門開展STEM的
重要合伙人，三方的緊密合作是推動STEM教育發展
的關鍵。

　　澳門培正中學探究課程總監溫紫峰亦進行了精
彩的教學分享，他是教育界新鮮人，數年前開始任
教STEM課程，當時需要教導學生連他自己也不曉的
Unity互動式遊戲程式設計，深深體驗到作為老師也
要不斷裝備自己，才能為學生提供最優質的教育。學
生的能力和興趣各異，為了提升教學質量，他把課程
分為入門、標準和進階3個等級，讓學生自由選擇，
使他們更容易達到課堂目標，從中取得成功感。他又
認為香港STEM教育發展得比澳門成熟，不過兩者都
以工科為主，較少科學探究形式的STEM學習活動，
希望學界未來能加強這方面的發展。

適當調整教學　配合學生學習進度

香港科技創新教育
聯盟常務委員會副
主席兼司庫、香港
嶺南大學 STEAM
教育及研究中心總
監周文港博士。

澳門中華教育會副理事長陳志峰。

（由左至右）
港澳信義會小
學陳仕途老師、
陳文燕校長。

團隊參觀華為小鎮，了解最新科技發展。

15



學校與網絡保安的迷思

全面提升學校危機意識
　　由教育局提供給全港學校安裝使用的「
網上學校行政及管理系統」（Web-based 
School Administrative and Management 
Systems，WebSAMS）於12月初遇到重大的
保安事故，有幾所學校儲存於該系統的資料外
洩，其中包括部分個人資料。事件發生後，教
育當局指該系統遭惡意攻擊及入侵，引至是次
的保安事故。當然，事出必有因，以下我們會
看看WebSAMS系統的保安及學校資訊及網絡
保安的問題。

　　WebSAMS的前身是1994年由香港教育署所
提供的「學校行政及管理系統」（SAMS），當時
學校需要自備一部專供該系統使用的伺服器及一
條專用的網絡線；約2002年教育局（EDB）開始
開發「網上學校行政及管理系統」（WebSAMS）
，用以支援學校的行政和管理工作，該系統由教
育局全權擁有，並外判給一間商業軟體公司負責
開發及編寫網上應用程式；至2006年全港中小學
已全面使用WebSAMS。

　　WebSAMS是網上作業系統，學校仍要自行設
置獨立伺服器，並由學校負責管理及進行日常系
統維護工作。而這次保安事故引起學校對系統保
安的懷疑，我們歸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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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見及此，為了減輕學校教職員管理及支援
伺服器方面的工作量，教育局於2018年開始試
行「網上校管系統雲端先導計劃」，初步為期兩
年，將於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期間，分批遷移
數據至雲端平台。

　　教育局委託的承辦商將提供雲端服務，支援
網上校管系統伺服器的日常維護工作，包括進行
軟件更新、處理備份等；而雲端平台將沿用網上
校管系統一貫建議的網絡設定，現有系統的所有
應用功能及操作程序，亦會維持不變，所有儲存
在雲端平台的資料均會加密，解密鑰匙由校方保
管，教育局及承辦商均不能查閱學校的數據及資
料。

　　此外，承辦商已取得相關資訊安全管理的ISO
認證，同時，承辦商及其數據中心必須遵守由政
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OGCIO）製定的資訊科
技保安指引（G3），並於數據中心架設網絡防
火牆，每天24小時監測伺服器的運作情況，相關
工作人員必須獲得認可才能進出中心；另外，採
用「私有雲」模式，主要的硬件、軟件、網絡設
備等都不會與其他系統的雲端服務共用，並會沿

用網上校管系統三種工作站，擁有不同登入權限
的設計，用戶連接虛擬私人網絡（VPN）時，須
擁有VPN賬戶及保安編碼器雙重認證，增強保安
度。

　　很多人會認為，把WebSAMS送上雲端，能
減少所需的伺服器儲存資源和減少對保安人才的
需求，但是筆者並未能完同認同。首先，數據上
雲端確實減少了購買實體伺服器的資源，改為為
參與學校安排一部虛擬機，但事實上只改變了
WebSAMS伺服器的物理存取空間；其次，除虛擬
機的操作系統外，其他第三方軟件均無法將硬碟
內資料進行解碼；統一管理並不代表能強化系統
的保安技術與相關安排，很多所謂保安都只是讓
已授權的用戶登入，並要求用戶定期更改密碼，
並每年須更改最少一次而已，所以如何在更改系
統形式下加強保安程度，仍需靠優秀的網絡保安
人才。

　　WebSAMS被惡意攻擊和入侵實在是一個悲
劇，但同時亦提高學校對校內保安系統問題的意
識，令學校更重視和加強資訊及網絡保安。

1.	 	系統的安裝及設定均由學校自行負責，而部分
學校負責的同工未必對網絡及應用系統的保安
有深入的認識，以及未必有意識要保護系統內
的資料；

2.	 	學校沒有定期和適時更新該網上系統及該伺服
器的操作系統和防護程式，因為只要系統穩
定、能上載資料到教育局、學年年頭能編時間
表、年尾能製作成績表，學校便不會「一直注
意」着該系統的伺服器；

3.	 	學校缺乏用戶權限及群組設定的知識，只是為
方便用戶而選擇了開放WebSAMS使用者戶口
予不同持分者，除教師及職員外，甚至家長、
學生都能進入系統，同時，學校亦沒有定時更
新用戶密碼；

4.	 	學校沒有設定系統使用者在不同網域的使用權
限及功能，因為該系統能於網上使用，有少部
分學校會開放系統及相關的埠（Port），讓教
職員能隨時隨地登入系統工作；

5.	 	部分學校為了方便登入系統和記錄登入資料，
甚至使用第三方軟件輔助；

6.	 	學校常常更換負責管理WebSAMS的同工，以
至學校內沒有一位能完全熟悉該系統的人員，
亦有部分學校的職員做事粗心大意，又不懂保
密資料及網絡保安；

7.	 	學校教職員普遍工作忙碌，即使教育局舉辦教
師專業培訓課程（2018/19學年約有18次有關
系統的應用課程），教職員都未必有時間參
與，以致對系統保安所知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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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開篇所言，很多負責WebSAMS系統的教師未必有足夠的資訊
科技及該系統的網絡保安知識和經驗，而學校亦未能為教師騰出空間，
讓他們參與相關的培訓課程。故此，責任便落在技術支援人員身上。

　　所以學校管理層應善用「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ITSSG）聘請
更具質素的技術支援人員，讓他們參與相關培訓，提升他們的能力，以
支援學校各方面的技術支援需要；此外，教育局亦應為有需要的學校提
供到校的WebSAMS培訓及抽樣檢驗，以保證該系統運作正常。

1.	 	學校可考慮自行重編WebSAMS為離散式資
料庫形式，並以區塊鍊（Blockchain）技術
儲存資料，以減少資料被刪改及外洩的機
會；

2.	 	學校可以過濾「'」「"	」等字串，並檢查變
數型態「數字、字元、字串」，另外密碼最
好是經過加密，以避免資料及密碼外洩，及
受到SQL注入	（SQL	injection）的攻擊；

3.	 	學校可考慮以虛擬電腦（Virtual	desktop）
登入，及以VIEW的方式瀏覽資訊，以減少
於數據庫直接讀取資訊；

4.	 	學校可定期安排專業人員檢視網絡安全及進
行網頁漏洞掃描，以找出網絡及網頁的問
題，盡快作出修訂；

5.	 	學校最好將現有網絡與無線網路完全分開，
並使用獨立的寬頻線路，以減低保安風險。
如要連接現有網絡與無線網路，學校應加以
多重保安措施包括：分隔無線與有線網絡數
據段、使用強化的裝置及用戶認證方法、依
據位址及規約作出網絡過濾，以及對無線與
有線網絡進行監視和入侵偵測；

6.	 	學校亦可考慮將WebSAMS系統網站改為不
公開及只能於校內以指定的網絡地址群組才
能存取及登入。如必須於其他網絡登入，學
校必須建構虛擬私有網絡（VPN），以遠程
接達方式讓用戶連接至內部網絡，並建議使
用雙重認證；

7.	 	學校亦需要安排定時進行備份，必須把備份
離線及存放於遠離伺服器的地方，並測試相
關備份是否正常運作；

8.	 	學校需設定用戶為最低存取權限，定時檢視
並定時重設密碼，特別在學期結束或有同工
離職時；

9.	 	學校應提升所有持份者的資訊及網絡保安意
識，委任可信任的教師擔當管理員職責，為
他們提供培訓，同時亦安排技術支援人員參
與相關課程，以提升他們的資訊及網絡保安
意識及技術。

Co-Chairman

JSIT聯校資訊科技學會
Joint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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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學習津貼能為學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老師有更大
空間組織跨課程教學，豐富學生學習經歷。本人在運用津貼時會有以下
3個方向：第一，推行Maker 文化，讓學生創作樂齡產品，一方面發展
STEAM，一方面培養學生關懷長者的精神；第二，為學生科研路上建踏腳
石；第三，為學生成立新興學會及探索職業之旅，讓學生多元發展。

長者學苑與樂齡科技
STEAM與德育的結合

　　學校運用津貼讓學生為長者服務，包括舉辦不同的工作坊予長
者，如micro:bit智能裝置班、氣球班、皮革工作坊等，目的是讓學
生將所學回饋長者，學以致用，深化自身已學會的知識和技能。

　　興貴樂齡科技團隊積極發展樂齡科技，團隊最新作品為智能木
人樁，希望將智能加進傳統詠春木人樁，讓長者能透過裝置學習詠
春，訓練記憶力、手眼協調、集中力、心算力及判斷力五大能力。
樂齡科技的推廣為校園增添創新Maker文化，為學生準備未來。

學生利用電子白板為長者講
解micro:bit 原理。

黃廷峰	老師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20



配合STEAM發展
為學生的科研路建立平台

　　全方位學習津貼讓學習空間由課室拓展至其他
真實環境，學校利用津貼增設了與Master	Dynamic	
Ltd	合作的科研計劃，目的是讓學生走進頂尖的本地
科研公司，了解科研工作者的實際工作環境，也建
立學校獨有的科研項目。

　　是次研發產品的名稱為納米鑽硅藻捕光塗層，
是希望能利用硅藻建構新物料，改善光伏太陽能的
補光能力，同時同學們也希望探討讓硅藻成為環保
料建構物的可能性。

Master	Dynamic	Ltd	科研
創新合作計劃。

拍攝技巧訓練。

香港公開大學的「胞羅萬有」課程。

重視學生體驗
讓學生全面全方位學習

　　讓學生對學習有興趣，需要拓闊他們的學習經
歷，我們希望讓學生提早了解大學生活及各種學科
和職業的可能性，我們會安排初中學生到訪不同大
學進行參觀及工作坊活動。在善用大學的資源及教
材下，我們也會將部分課程的學習內搬到大學的環
境下學習，當中包括香港公開大學舉辦的「胞羅萬
有」學習活動，讓學生了解顯微鏡操作；細胞的結
構及其功能。

　　在學會推動方面，本年度學校運用津貼新成立
動漫微電影學會，讓學生了解新興媒體產業的運
作，也訓練他們各方面的技能，如形象設計、拍攝
技巧、化妝技能等。為豐富學習，在課程上增設特
色及跨學科元素，以照顧不同能力及專長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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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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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擔
任潮州會館中學校長 12 年。從事教師培訓二十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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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的《教育專業》邀請到現職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創新領導計劃」的副總監
曾永康接受訪問，與大家分享教育哲學及教學研究怎樣優化教育，以其豐富的行政
經驗，實踐如何運用管理思維去管理一間學校的實用建議。今期再以曾永康在潮州
會館中學擔任了12年校長的寶貴經驗，分享如何為學校定位、及以活動帶動學習的
經驗例證；校長怎樣可建立一支優秀的教師團隊，帶領老師前行，啟發其成長，老
師與學生都能相長，讓學校變成真正培育人才的地方。

帶領教師並肩前行

以活動帶動學習 讓學生展翅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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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永康語重心長地指出，社經地位較薄弱的學
生因為各種不同的因素，導致他們於學習路上較遲起
步，甚至於小學時已缺乏成功感，作為他們的校長，
需要見微知著，調整好課程方針，帶領教師提供最適
切的教育。「試想像一位成績已非突出，甚至大落後
的學生，到了中學亦同樣被告知，學校是要替其催谷
學業，追趕成績，為他訂立將來入讀大學作為目標；
將心比己，學生怎會有信心達到期望？優秀的教育工
作者，該以學生利益出發，制定教育政策。」所以在
潮中，曾永康制定的策略是以活動帶動學習，讓學生
多參與、動手做，在各項活動中開展眼界，拓濶視
野，創造機會，以此滋養學生的學習經歷。	

　　總結自己於潮州會館中學12年的校長經驗，曾永
康引用一個經濟學理論：藍海策略。所謂藍海，在企
業及市場角度上看，是指勇於開創未被開發及爭奪的
空間，是創造市場價值的一種策略；然而，曾永康把
其應用於教育理念上，別人放棄的紅海，就是他專注
要做好的藍海；當主流的收生觀念也是以增收成績優
異學生為主時，他則專注於成績較弱的學生。曾永康
相信，在學生身上有無限的發展潛能，只要學校提供
適切的教育，所有學生也能成才。

了解學生實際需要　
分享以活動帶動學習的豐富經驗

　　曾永康堅定地說：「我希望照顧到不同學生的差
異性，潮洲會館中學（下簡稱「潮中」）的定位既然
是收取第三組別的學生，那麼照顧好每一位學生，就
是我們的工作目標。即使有些學生成績未如理想，我
與老師團隊相信只要教者願意努力，教學策略運用得
宜，學生自然有所增值。」要學生投入學習，曾永康
認為最佳方法是以活動帶動學習，了解他們的實際需
要，給予他們學習動機，營造與眾不同的校園環境，
令他們感到受重視及關愛，讓他們看到前景和出路，
才會對學習產生動機和興趣。

曾校長認為學生應該走出課室接觸社會，既可提高學習興趣及動
機，又可開拓生涯規劃視野。

管理思維金句

•  「不要怪責太陽遮蔽繁星，太陽落下，便是繁星

的世界，沒有太陽也便沒有繁星。」

•  「小星星雖然未能照耀大地，但仍能在黑夜中發

出光芒，為人們帶來歡樂。」

•  「毋須鋤强強，務須扶弱；不要劫强富，但要濟貧。

扶助弱勢社群。」

•   「老師要願意主動走出安舒的區域，帶領學生接

受嚴寒的現實，裝備學生面對未來人生的挑戰。」

• 「要飛，就要自己拍翼；想飛，就要自己努力。」

圖片鳴謝：潮州會館中學

圖片鳴謝：潮州會館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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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成長時間及空間　
走出課室　共創師生經歷

　　曾永康坦言於推動新方針之初，老師們的確未
能完全理解及配合。「我明白香港的主流教育是以操
練成績為主，認為太多活動會變相影響學業，但對弱
勢學生來說，最重要是提高學習自信及歸屬感，促進
同儕及師生關係，才能起到作用。」曾永康想讓學生
明暸縱然成績未必優異，不過，只要肯努力，條條大
道通羅馬。活動除了訓練學生技能，亦能開啟生涯視
野，讓學生明白日後要生存，目前就要努力學習。他
認為較弱勢的學生就好比鬥志頑強的蘑菇，即使生長
在陰暗環境，但只要學校提供合適的環境，給予時間
及空間，避免過分施壓，令他們建立充足的自信及強
項，他們亦能仰起頭來健康成長。

　　一個完整的課程設計應讓學生有能力把知識融
會貫通，運用自如。曾永康認為有一些知識，是要在
課室以外才學到。「我很鼓勵師生們共創共同經歷，
有時學習不一定要在校內，例如以專題研習方式外出
考察、體驗，既可讓各科組的老師理解彼此的工作範
疇，亦可增進同事間的默契；各級學生也有機會走出
課室，與社會真正接軌，親身了解社區，進行真正的
學習。」以活動帶動學習，其實不只對學生的生涯規
劃有幫助，對教師亦然。

校長應積極爭取活動資源　
跨校協作互相學習

　　曾永康繼而分享，為了不增加教師及支出負擔
而增加活動，作為校長最重要的職責是為學校開發
資源，尋找贊助，以支援老師的各項工作。他詳細
解釋：「其實資源不一定是金錢，坊間有很多單位
亦有提供支援，例如『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就聯繫了各界別的業務機構，親身來到為
學生提供詳盡的生涯規劃及培訓；早前亦有九龍倉置
業有限公司舉辦的在職培訓計劃，派出任職時代廣場
的義工團隊來為學生進行在職培訓及分享，讓他們早
日接觸社會，加上各項大學獎學金等，校長應該多加
注意，善用資源並投放得宜。」

曾校長參與童軍 50載，深深體會制服團隊對學生成長的重要，故
此他一向重視活動學習的重要性。

　　曾永康於任內亦大力推動跨校協作，透過各校師
生交流，老師亦能不斷學習，取長補短。他以自身經
歷帶出，弱勢學生的社會資本不足不緊要，最重要是
學校能為他們打開未來，好好裝備以面對社會。

同時聚焦老師需求　
建立持之有效的教學團隊

　　其實要一所學校運作暢順，校長聚焦的不只是
學生，重視老師的需求及持續優化教學質量和環境也
是首要任務。校長不能閉門造車只會下達命令，更需
要與老師同行及提供支援，尋求共識。以潮中推行活
動學習為例，他坦言於實行理念之初，教師團隊偏向
認為增加課外活動會令學生退步，應該把時間投放於
補課操練中，校長要推行政策，就必須進行游說及溝
通，傳遞清晰的想法及行動規劃，與老師分析學生專
注力不足的問題，帶出著重優化課堂而減少補課重要
性。

圖片鳴謝：潮州會館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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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亦需對同工觀察入微，曾永康理解到「學
業」於教師心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因職業性質及環
境所致，他們自然傾向相信學歷才最為重要，是掌握
未來的唯一關鍵。他分享：「教育的意義是育人，不
是為了考入大學拿取文憑就等於成功！我常與他們分
享一句說話：『不能以20多年前你的讀書經驗，去教
育需要面對更多個20年的學生。』老師們亦慢慢明
白我的理念，願意並肩前行。」

　　說到如何建立一個持之有效的教學團隊，曾永康
認為校長可在聘請合適老師方面著眼。他分享道，不
同學校對老師有不同需求，重點培訓優才生的學校，
其老師需有較高學術水平；如是像潮中一樣弱勢學生
比例較多的，則需要富同理心的老師，他們能夠理
解學生的不完美，接納學生遲起步，才能真正幫助他
們，教學效能亦較高。

　　「老師是門有趣的職業，可以說是『學校』裏的
成功者，他們從小成績斐然，才能進入大學，再回到
學校任職，但往往容易忽略學生成績差，原因很多，
不一定只是懶散，家庭背景複雜、教學質素都會影響
學生的學習投入情況，為什麼成績不好一定是學生有
問題呢？」曾永康感觸地續說，校長不是老闆，與老
師的關係該是相輔相成，彼此都在學習。他期望即使
來到目前崗位，亦能一直帶領老師走出安全圈，增加
同理心，明白教育的本義，才能做一個稱職的教育工
作者。

給中層的意見：
課程主任需宏觀視野　主力解決科組矛盾

　　學校應該怎樣規劃，才可讓一個在校6年的學生學
有所成，與社會接軌？老師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才能
成為好的課程主任，為學生規劃最適切的校本課程？
曾永康認為，單獨對學生時老師可以是微觀的做法，
但當要負責校本課程設計的規劃時，管理層則需要宏
觀思考方式，此等視野需要由經驗煉成。課程主任除
了要對教學內容、方法、考評目標等有深刻了解，亦
需從人出發，知人善任，具備同理心，設立目標，帶
動同事共同成長。

　　曾永康還指出：「校長及管理層需理解老師不
只得一位上司或科主任，在分配工作時要平衡各方時
間，要做到公平公正，有足夠的管理意識及策略才
能服眾。」他分享經驗所得，最常見的科組矛盾是分
工是否公平公正，既要讓同事了解各自進行的工作，
亦要理解箇中有困難並主動幫忙，為科組訂立共同目
標。管理層要懂得何時伸出援手之餘，更要適時放
手，讓團隊一同成長。

　　曾永康從事教學及師資培訓40多年，曾擔任課程
主任、潮州會館中學校長等職位，現職「創新領導計
劃」的副總監，他從未停止過關心香港教育的發展，
亦一直堅持提高教育質素的初心。他總括經歷所得，
作為校長，需要深入了解學校校情分析及強弱機危，
跟中、高層要尋求共識；與教師則需保持坦誠溝通，

帶領方向。而作為教育
者，則應該擇善固執，
不忘教育是給每位學生
一個飛翔的機會，而教
導他展翅，就是教育者
的責任及天職。

曾校長與教師團隊多年來並肩前行，關係良好，一眾同事濟濟一堂，恭賀他榮休。

圖片鳴謝：潮州會館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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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師中心 30周年音樂會		
圓滿舉行

華人菁英教師
薈萃澳門

　　適逢香港教師中心成立30周年，香港教師中心、教聯
會、高齡教工會、香港校長合唱團及香港小學退休校長會退
休校長合唱團於平安夜舉辦音樂晚會，以音樂傳揚和諧及喜
樂的訊息。

　　薈萃全球華人教師菁英的年度盛事──華夏
園丁大聯歡，已於2019年12月26至31日在澳門舉
行。適逢澳門回歸20周年，兩岸五地的同工齊聚澳
門，見證這一歷史重要時刻。6天的旅程，既有專
業交流、教學觀摩，亦有人文景點導賞，還有閉幕
式上各地教師的精彩演出，令人難忘。

　　華夏園丁大聯歡已踏入第26屆，今屆主題為「廿
載金蓮耀鏡海	互學互鑒育人才」，逾500名內地、港澳
台地區及海外華人教師相聚西安。行程包括專題講座、
分組論壇及參觀學校，其中專題講座探討中國內地、港
澳台及新加坡教育概況與特色。中學校長鄧飛代表介紹
香港的教育，以及分析未來發展路向。此外，同工前往
觀賞2019澳門光影節，透過光影藝術探索澳門20年來
的變遷。

香港老師台上獻唱，與同工分享喜悅。

中學校長鄧飛代表
介紹香港教育概況
及特色。

與教育部官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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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70 周年知識競賽
全港中小學生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加深香港學生了解新時代國情，
紫荊雜誌社、教聯會主辦「全港中小學
生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
知識競賽，比賽吸引了全港共283間
中、小學，共16,028名同學參加。

　　經過激烈的初賽選拔，最終來自10
間中、小學的精英隊伍脫穎而出，並
在12月13日舉行的總決賽中互相切磋。

　　如欲接收教聯會最新優惠及活動資訊，

同工只需在手機通訊錄加入教聯WhatsApp

號碼9798	5443，並將姓名及會員證號碼

（如有）WhatsApp至以上號碼，本會即為

閣下送上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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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近月社會的不安，95%教師表示對其身心
有負面影響，當中有逾四分之一教師表示很大影響。
此外，超過60%教師希望社會事件早日平息，半
數受訪教師期望政治不影響校園教學。值得注意的
是，只有逾四分之一教師表示會提示學生要守法。
隨着近月被捕學生人數急升，教聯會呼籲加強法治
教育，向師生灌輸守法的概念，以免造成無可挽回
的傷害。同時，成立跨專業團隊，加強支援教育界
同工、家長及學生的不同需要，包括法律諮詢和心
理輔導。

　　因應上述調查結果，本會促請政府改善教師的病
假安排，包括提高中小學教師病假計算準則、恢復學
校可以實報實銷聘請代課教師，以及向幼稚園提供額
外代課的病假津貼。長遠檢討現時教師的醫療福利，
探討為全港教師提供醫療保障的可行性。此外，建議
進一步改善中小學班師比例，盡快在幼稚園落實「一
校一行政主任」，以減輕目前教師的工作壓力。

（左起）精神科資深顧問醫生潘佩璆、教聯會主席
黃錦良、副主席胡少偉共同報告調查結果，為業界
同工爭取適當支援。

《「教師身心健康」問卷調
查報告》請參閱QR	Code。

教師快樂感略回升
80％教師感壓力

　　教聯會調查發現，今年高工時的教師比例達三
分之一，前線教師亦對其自身快樂程度明顯較低。
整體而言，教師在學校工作的工時及壓力較去年略
有改善；其快樂感亦有所改善，由去年的4.97分，
微升至今年的5.25分。不過，持續半年的社會事
件，為教育界帶來不少負面影響。95%教師表示
對其身心有負面影響，本會促請當局留意有關情
況，加強對教育界同工的心理輔導支援。

　　調查於去年11月底進行，兩星期內收到逾850
位中小幼特教師回應。調查發現，73%教師每周工
作超過51小時或以上。同時，80%教師仍感到現時
工作壓力過大和略大。以0至10分自評工作的快樂
程度，今年教師的平均分有5.25，較去年的4.97分
有所改善。

　　與此同時，教師普遍受到多項健康問題困擾，
當中，工時愈高、壓力愈大，所遇到的健康問題愈
多。喉嚨痛（73%）及聲帶發炎／聲沙（61%）仍
是教師最常見的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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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眼中2019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 

寒暑易節，春秋換季，2019年轉瞬間已逝去。回首過去一年，教育界面對了不少的挑戰與發
展，當中有喜有悲。為探究同工對教育時事的關注，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與大公報合辦教師眼中
2019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希望誠邀各校教育同工參與這項選舉。


是次選舉設冠(禮券$3,000)、亞(禮券$2,000)、季軍(禮券$1,500)各一名，以及優異獎十名(禮券
$500)；若得獎人數多過獎額則以抽籤決定。


教師可於2020年1月31日前傳真至2770 5442，或前往http://bit.ly/2Qa7pgl填答。

「教師眼中2019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填表：

qr code

如需了解有關候選新聞的背景資料，可瀏覽http://bit.ly/35OXV0J。如有查詢，請致電2963 5110與

潘小姐聯絡。

「教師眼中2019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新聞背景資料：

qr code


ＢＯＸ

以下是嚴選的20則2019年教育新聞，同工可選擇10則認為對本港教育界較為重要的事件。


1. 年初流感大爆發　幼稚園重災停課

2. 港澳台居民可申內地教師資格  助力灣區教育發展

3. 5億元推中學IT創新實驗室  教育開支增至1240億

4. 專責組向教局提18建議  優化學校管理層及教師職位

5. 自資專上院校擬統一框架規管  專業界別資助計劃擴至副學位

6. 家校合作報告  倡推正向家長運動

7. 工時長壓力大  四成幼師擬轉行

8. 課程檢討倡通識獨立專題選修  教育局推通識教科書諮詢服務

9. 校本管理倡27項優化  改善學校管治

10. 逾8成教師曾處理校園欺凌  教聯會促政府正視

11. 教育局增撥6200萬 分層支援自閉學童

12. 全港小一人口跌　部分小學需減班

13. STEM教育配套不足  政府需加大推動力

14. 教聯會反對罷課籲教師緊守崗位  近9成學校無學生罷課

15. 師生違法犯案高  教聯會促教育局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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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理事會順利誕生
教聯會第 45次會員大會

　　教聯會第19屆理事會在廣大會員的支持下，已於
2019年12月14日的會員大會上順利誕生，肩負起往後
3年「凝聚專業，服務同工」的重任。

　　教聯會於2019年12月	14日在會所召開第45次會
員大會暨第19屆理事會選舉。主席黃錦良匯報會務
報告時表示，今年教聯會的會務取得不少突破，會
員人數亦取得長足的增長，目前總會員人數已接近
35,000人，反映同工對本會工作的認同。他指，教
聯會將繼續精益求精，同時致力探索發展的空間，使
會務更上一層樓。他又表示，面對近月社會事件，校
園高度政治化，教聯會將繼續堅守「政治歸政治，教
育歸教育」的原則，敢於發聲，力抗歪風。

　　大會除了通過2019年會務報告和財務報告外，
亦通過黃錦良校長提出的組閣名單，在現場會員的一
致支持下，第19屆理事會順利產生，換屆工作亦告
圓滿。新一屆理事會由黃均瑜續任會長，周世耀續任
副會長，黃錦良擔任主席；理事會共有68位成員，
來自大、中、小、幼、特，這是教聯會至今陣容最鼎
盛的理事會。他們都是教育界的菁英，樂意奉獻一己
所長。

　　同場進行專題講座，邀請《環球時報》總編輯胡
錫進，分享在當前國際形勢下，國家軟實力與文宣的
發展。

新一屆理事會由黃均瑜續任會長。
專題講座邀請《環球時報》總
編輯胡錫進作分享。

（左起）何景安、鄧飛、周世耀、胡錫進、黃均瑜
及黃錦良。

會員大會現場得到眾多會員支持。



秀秀 選選舉舉教師

•

•

•

1. 獎狀及獎座

4. 2020年「華夏園丁大聯歡」免費名額1個

2. 書券壹仟元 3. 贊助商禮品

5. 教聯會永久會籍

於本港中學、小學、幼稚園或特殊學校任
教並根據香港法例第279章《教育條例》
註冊的教師及
在職本港中學、小學、幼稚園或特殊學校
教師，擔任全職教師不少於36個月及
任教任何科目的教師(包括非常額教師，但
不包括教學助理)

報
名
資
格

詳情請參閱：
「2020優秀教師選舉」報名指引及表格

查詢電話：2963 5153 / 2963 5155
電郵：hkfew@hkfew.org.hk

查
詢

候選人獎項：設個人及小組獎項，各組別的得獎者數目不設比例。得獎者/小組可獲：

提名人獎項：得獎者的提名人將獲贈紀念品乙份以作鼓勵及感謝積極提名

獎
項

•

•
•

參加者需填妥報名表格及
網上電子報名表格
https://cutt.ly/4rrBVT8；
提交的參選報告一式三份；
所有參選教學設計/個案報告/評課報告必
須原創及未經發表，而且不得顯示任何有
關個人身份的資料。

報
名
辦
法

主辦機構：

活動網頁：http://www.hkfew.org.hk/events/ote

截止報名日期：2020年4月17日

•
•
•
•
•

教學組
關愛組
教育管理組
國情教育組
教學研究組 (評課/教案/課堂反思)

選
舉
組
別

追求卓越 彰顯師德

第十六屆

hkfew hkfewhk

•
•
•

推廣追求卓越的文化
彰顯教學成果
表揚教師的貢獻

目
的



照顧雙重特殊資優生

多元教學傳承
無私互愛精神
　　生活於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中，無論社經背
景如何，貧窮對小朋友來說，總是較遙遠而陌生。
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令學生理解社會上存有多
元面向，教導他們富有同理心及學懂無私互愛，所
以情意教育在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3位中文科老
師眼中這麼重要。尹淑芬副校長、卓嘉欣老師及凌
靜儀老師希望透過課本內容《賣菜的愛心英雄》，
引用不同的教學手法及課堂設計，教育小五年級的
學生，特別是雙重特殊資優生，即使自身力量再微
小，也可以成為別人的明燈，照亮他人。

2019 優秀教師選舉
教學組得獎者

（左起）凌靜儀老師、
尹淑芬副校長、卓嘉欣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照顧雙重特殊資優生需要　
發掘學生資優面

　　尹副校長在訪問之初，先詳細講解其實所
謂雙重特殊資優生，意思是指一個學生擁有資優
特質的同時，亦存有學習障礙。這類學生的認知
能力雖然比一般學生高，卻患有一種或多種學習
障礙，例如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亞氏保加
症、讀寫困難、身體弱能等。尹副校長分享：「學
校近年專注發展資優，所以我們實行全班式的資
優教學課堂。於課堂間老師觀察到特別是資優學
生，在情意上需更多的關注。」

　　雖然有了聚焦的要點，但普通學生的需要亦
沒有被忽視。凌老師分享說：「我們分為精英及
普通班別，一班共有30多人，為了照顧所有同
學的需要，每班的教學細節也需經過調節及改
良。」雖然班上不全都是資優生，但3位老師笑
指她們深信每位學生也有其資優面，是看老師如
何引導及加以培養。這正正是她們小組的教學特
點及策略。

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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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及撰文：鄭樂婷　攝影：教育傳媒、部分相片由學校提供



開放式工作紙　
學生發揮所長投入課堂面

　　以教導課文《賣菜的愛心英雄》中的人物陳樹菊
為例，老師們就設計了不同的活動進行課堂，其中一
個環節是「一千元的魔法夢」，老師讓學生思考如果
突然擁有了1000元，會怎樣運用？會否參考文中陳
樹菊那份無私的精神，用以創造更美好的價值？然後
老師們把工作紙的題目，設計成可以任由學生以擅長
的方式作答，除了能增加投入感及提升自信外，也能
讓老師發現學生的潛能。

　　卓老師笑着分享：「這個設計出來的效果也讓我
們喜出望外，有些讀寫較弱的學生仔細無遺地畫了整
張圖畫；有些則是寫長文章，更有同學是畫了數學圖
表！」在中文科的課堂裏可以有如此多元的訓練及學
習，其實亦是於傳統教學裏兼顧品德情意及自學範疇
的展現。3位老師精心設計教學課堂，也是期望「情
意」兩字不只是一個教學重點，更可以植入學生心
中，延伸成為價值觀，除了培養無私及體諒的情操，
亦希望授予控制情緒的技巧，以面對將來變幻不斷的
社會。

關注學習差異　
耐心了解學生所想

　　作為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還是切實地理解學生
的困難及需要。卓老師滿足地分享：「近年老師面對
最大的困難，是學習差異。小朋友各有弱點及專長，
如只運用劃一教學手法，只會令他們感到痛苦及厭
倦，教與學的效果也欠佳。在這次經驗裏，我們最大
的得著是當老師願意靈活變通，小朋友可以變得積極
學習，而且最有趣的是，小朋友那顆小小的腦袋真是
充滿驚喜。」說的，正是學生在討論環節中分享對
1000元的想法。

　　「一千元的魔法夢」目的在於讓學生反思對金錢
的態度，做完工作紙後老師會請學生作分享，老師觀
察到對一些家境富裕的學生來說1000元可能只是補
習或不到一部手提電話的價錢，但亦很感動他們願意
思考怎樣用來幫忙社會。凌老師分享了一個很特別的
例子：「有位同學說他會把錢儲入銀行收取利息以賺
取100萬元，正當老師打算引導他向正確方向之際，
他卻說出原來他覺得1000元太有限，希望以更大金
額幫助最多的人。」尹副校長續說透過分享討論，同
學們會進行反思，審視自己的想法有否改善的空間，
同輩之間能夠互相學習。

情意教育的延伸　
小一至小六直線發展

　　除了開放式訓練外，3位老師同時也引用了戲劇
教學中的「定格表演」以令學生體會陳樹菊的心情，
縱使她的一生對香港小朋友來說確實是難以想像，但
亦會產生敬佩與尊重之心。老師更透過「平等分享行
動：放火行動」把情意教育推至生活的層面，鼓勵他
們身體力行幫助弱勢，其後有同學分享他真的於假日
與家人一起參與惜食堂的義工活動，證明同學真的學
以致用，以自身力量改變社會。

　　問到了這種教學的新嘗試可有挑戰時，3位老師
不約而同地笑說其困難在於課堂屬開放性質，所以
學生會出現很多千奇百趣的問與答，比起傳統教學手
法，老師的應變能力就要強得多，除了需時刻帶領課
堂方向，也要好好調節各班步伐。她們指出：「資優
生情意教育進行了幾年，感謝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學校
網絡計畫同工的帶領，計劃得以由小三發展到小五，
未來亦會於小六班級開展，於老師來說也是一次很寶
貴的經驗。」對於學校未來的發展，尹副校長表示除
了會繼續發掘學生的資優面並加以培養外，於跨學科
課程裏串連高階思維，也將是未來大力推動的目標。

3位老師讓學生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一千元的魔法夢」的工作紙，
學生可以發揮之餘，亦可讓老師了解學生所長。

3位老師讓學生於課堂上自
由發揮所長，亦可讓老師了
解學生不同資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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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主任為圖書館營造溫馨愉快的氣氛，希望提升
學生閱讀興趣之餘，也可作為放鬆交流的空間。

2019 優秀教師選舉
關愛組得獎者
凌秀慧主任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學校除了是個傳授知識的地方，
更該是個讓小朋友學習成為更好的
人的空間。教育裏，關愛最容易被忽
略，但又是最重要的一環，這不僅是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圖書館主任凌秀
慧主任的教育理念，更是她管理圖書
館的堅定信念。「『愛』永遠是我作
為教師的第一重點，即使老掉牙，但
一直以來受前輩的影響及教誨，令我
明白到以生命影響生命是個多麼幸運
而寶貴的使命。」她作為老師，以愛
為教，以人為本，希望能感染學生，
把這份精神傳承下去。

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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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凌秀慧主任兩年前接任圖書館主任一職前，是
兩班中三班別的班主任，於她接手前，她亦坦言對
管理圖書館並沒太大概念，兩者屬很不同的體驗，
但說來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凌老師深信於這兩個
位置上，亦有啟發學生潛能及專長的機會。

師生共同探索潛能啟發	
度身設計學習流程

　　凌主任笑着分享當班主任的時光：「班主任有
很多時間與同一班學生相處，能夠更容易了解及協
助他們，我們可透過寫周記、班會活動等發掘學生
潛能，調整教學手法以讓他們盡情發揮。」凌主任
續說，很多學生未必能清楚自己所長，亦要靠着老
師給予機會不斷尋求與嘗試，她分享：「有時老師
也會有觀察失敗的時候，例如看似口才了得的同學
不一定喜歡當司儀，反而是喜歡於台下擔任接待工
作，與別人談笑風生。」這個師生共同探索的過程
縱然困難及花時間，但是對凌主任來說卻是絕對
值得。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學生背景多元，凌主任表
示學校於教學策略上設有「啟發潛能教育組」，研
究如何配合學生學習，「以中文科為例，學校有為
較弱的學生設置調適試卷，與整體考試成績共同計
算，亦安排了教學助理加以援助。」凌主任與各科
老師攜手，希望盡量減少學生的學習壓力，讓他們
能夠愉快學習。

本地與非華語學生互補	
老師也要學習共融

　　學校除了收取本地生，亦有收取非華語及新移
民等不同國籍及社經背景的學生，令校園成為一個
擁抱多元價值及文化的地方。凌主任表示這樣的環
境除了可令本地生更懂包容心外，其實只要老師適
度編配，亦可以是一個互補的關係。非華語學生的
運動及外語能力較好；本地生則中文程度良好，生
生間互相幫助，絕對有助提升成績。

　　其實不只學生，面對多元族裔的學生群，老
師每天也在學習。「作為老師，我們必須先以身作
則，一視同仁，傳遞每人也是獨特的，但不是因為
種族、膚色、性別，是因為他們自身散發的光芒的
訊息，學生就會理解當遇到『差異』，不應立即批
判，而是了解。」凌主任笑說她亦親自上了「共
融」的一課，有年學校舉辦包糉活動，因食材中含
有豬肉而令一位南亞裔同學感到難受並自行離行，
了解過後凌主任才明白因由，這件事令她明白每
位學生亦有不同需要，做老師要多聆聽及理解，加
以關心。

圖書館成安心之地	
打造舒適氛圍

　　雖然學校一直提倡多元關愛的校園氛圍，但畢
竟中學學生還屬熱血青年的年紀，一時間未學懂世
故，也會出現未能包容的情況。凌主任感慨地分享
說所以價值教育那麼重要，而她同時亦希望圖書館
能成為非本地學生的安心之所。「有次我留意到有
兩位南亞裔同學於每個小息及午飯時間也會來到館
中，好奇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他們未能融入校園，
所以來圖書館消遣。我很希望在我這裏可令他們感
到被接納。」

　　圖書館一向給人肅靜的感覺，難免冰冷，凌主
任因為跟同學間的一次閒談，忽發奇想為館內加入
毛公仔及輕音樂的元素，營造溫馨放鬆的感覺。
「我把家中的毛公仔帶回來，同學看見非常開心，
常常抱着它們看書或聊天。」她認為一座好的圖書
館應該屬於學生、家長，還有職工同事。「我最開
心的是連老師也會於空堂來館中閱讀以放鬆一下，
於這樣忙碌的工作中有個這樣的地方非常重要。」
她分享圖書館中亦設有各種棋類、桌遊，亦有結他
及箱鼓等樂器，以供學生於玻璃房中玩樂，凌主任
則會利用這機會順道向同學推介不同書籍，提升其
閱讀興趣。

　　凌主任很感謝學校一直以來的支持及鼓勵，
讓她可以自由地發揮所想，打造一個非一般的圖書
館。她最開心是可以把服務學習結合進圖書館的管
理中，設立「圖書館領袖生」一職，讓同學成為組
長帶領組員從事各項館務，從中學習處事態度及人
際相處，學校最可貴的地方，就是育才之餘，更是
育人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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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中學、學中玩
以遊戲進行學習
善用電子教學優勢

　　上一期《教育專業》，我跟大家分
享了如何運用有效的教學實踐，以電子
學習為主軸，配合以處境導向、小組討
論、問題為本及微翻轉等的遊戲學習教
學法，希望有效提升生活與社會科的學
習素質。今期我將會繼續分享另外兩個
教學實踐教案，希望能讓學生多了解社
會，建立正確價值觀。

教學實踐舉隅（一）：
以微翻轉遊戲式學習「香港政府架構」

李浩然	老師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德國哲學家康德認為：「遊戲是因循人們內在的目
的，並且在自為的意義上達到自由的生命活動。」遊
戲可以為「自主學習」與「引導討論」提升學習及互
動的動機與回饋，更重要的是在遊戲的自主中，激發
學生更多的反思與創造力。

　　另外，微翻轉的遊戲式學習是具備自主學習設計
元素的迷你教育遊戲，運用課室前段時間進行遊戲學
習活動，讓學生投入課堂，將學習動機延伸到課堂的
教學中，驅動學生最高的學習效能。如配合電子學習
的話，我認為必能將課堂教學徹底優化。

　　在教授初中生活與社會單元二十二：「我和香港
政府」時，我把學生分成4人一組，每組獲派發一副

含有香港政府架構中8位重要角色的卡牌遊戲，遊戲
目標是：學生們是一位香港市民，他要想辦法把心
聲向政府反映，他們需想辦法不讓自己出局，同時
成為最成功向政府表達心聲的人。

　　遊戲過程中，學生每人首先獲發一張卡牌，然
後學生輪流抽取多一張，從手上選擇一張牌打出並
執行該角色之技能，試圖把對手淘汰出局，成為最
後贏家。遊戲後，由我利用Padlet帶領學生反思遊
戲過程中遭遇到甚麼困難，例如每張角色牌反映甚
麼現實情況？現實生活中，向政府表達訴求也有這
些困難嗎？現實生活中的政府運作是怎樣的？餘此
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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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桌上遊戲展現同學在課堂上
對於「現代中國」與「一帶一
路」的學習成果。

教學實踐舉隅（二）：
從「做中學」學習「一帶一路」及
「宜居社區」

　　教育哲學家杜威認為教育即生活，生活即經驗。
因此，我除了將遊戲變為學習，利用卡牌遊戲讓同學
從「玩中學、學中玩」外；另一方面，我也將學習變
為遊戲，讓同學把知識透過製作桌上遊戲實踐出來，
激出學習的火花。我希望以同學為中心作教學，以自
主學習方式作學習，引導他們建立自己的世界觀。

　　在教授如何將在課堂上所學到的「一帶一路」知
識製作桌上遊戲為例，是次教學對象是中三級同學，
他們在整個學年會從緣起、政治、經濟及文化角度認
識「一帶一路」。在學期結束前，我要求同學以大富
翁遊戲為基礎，並用互聯網、顏色紙及顏色筆，製作
與「一帶一路」相關主題的遊戲。

　　同時，我也鼓勵能力較好的同學，可為其桌上遊
戲設計機制，讓遊戲更多元化。例如：有同學將一款
有關鐵路的桌上遊戲，加入自訂的規則，變成與「一
帶一路」的鐵路有關；而能力較弱的同學，我則鼓勵
可以用最簡單的康樂棋遊戲作為基礎，將課堂學過的
知識放入遊戲中，務求照顧到學習差異。

　　在製作過程，同學可按自己擅長的能力合力製
作遊戲，達到以強帶弱，將學習差異縮短的效果。未
來，我更會教授同學以3D打印製作桌上遊戲配件，
務求涉獵更多學習的層面。

　　電子教學應用於優化教學方面，我以「認識社
區」的課題為例，我嘗試讓同學分組利用課堂學到
的知識，例如：深水埗目前的經濟、社會及生活特
色，及國際宜居的標準，利用製作虛擬實境的遊戲
平台。透過其特性，加上同學們的創意，在虛擬世
界中打造一個他們的理想社區。之後再利用資訊科
技將同學的想法圖像化，讓文字表達較弱的同學有
另一種展現方式把想法實現出來。

　　電子學習在目前已成為一種趨勢，但不代表教師
需不斷提升資訊科技技能才能做到。我們只要巧妙
地將電子學習的優勢，整合在我們的教學設計中，
絕對能提升學生的學習。

教案利用「政制風雲」卡牌遊戲讓同學深入了解香港政府的架
構及運作，同學非常投入，成效顯著。

　　從觀察所得，學生在遊戲過程中都十分投入，
而反思過程中，有學生提出了一些我預設會出現的問
題，例如：有學生會問中央有何權力？又或政府架構
為何如此多程序等等。由此可見，卡牌遊戲能讓學生
投入並啟發思考尋找答案，配合Padlet學習平台，充
份發揮學生學習效果。我希望在這個教學設計中能借
遊戲學習搭配電子學習的方式，訓練學生類推、綜
合、及想像力等之培育，同時，亦能培養他們在遊戲
競爭過程中，對同儕的表達及溝通的情意層面，建立
正當的社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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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編程的轉化能力
你也可以為文言文編程！

　　首先，讓我們先看看Hello	World寫法：

吾有一數。曰三。名之曰「甲」。為是「甲」遍。	吾有一言。曰「問天地
好在。」。書之。云云。

當我們將它翻譯為JavaScript代碼：

var	n	=	3;for	（var	i	=	0;	i	<	n;	i++）	{	console.log（"	問天地好在。"）;}

其輸出是：

問天地好在。問天地好在。問天地好在。

Hello	World寫法不難明白，至於其他程式碼，大家又看得明白嗎？

文言文編程 JavaScript
吾有一數。曰三。名之曰「甲」。 var	a	=	3;
吾有一爻。曰陰。名之曰「乙」。 var	b	=	false;
吾有一列。名之曰「丙」。 var	c	=	[];
加一以二。 1+2
除十以三。所餘幾何。 10%3

　　編程是近年學界的熱門話題，我們一般都會選擇學習C語
言、Java 或 Python等常用的物件導向程式語言（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最近，國內有一位名為Lingdong Huang 的軟件工
程師，開發了一種以文言文編寫的編程語言，一夜間成為網絡熱話！
文言文程式語言讓編程課變得優雅，同時亦可考驗一下我們在編程語
言之間的轉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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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志文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文言文編碼的輸出和
有 關 編 碼 的 Javascript
翻譯本詳情

　　如果大家細心看看編碼，不難發現「若」其實代表着if，「若非」代
表else	if。不過在文言文中，我們不會用括號來代表迴圈的運算範圍，反
之我們會在結尾寫上「也」、「云云」等作結。如果大家想知道上述文言
文編碼的輸出和有關編碼的Javascript翻譯本，可掃描右方QRCode了解
詳情。

　　這個文言文編程雖有別於我們在常用的Pascal、C、Java、JavaScript
或Python，但背後基本的邏輯推理架構與演算法其實是共通的，因此我
們若精通一種程式語言後，學習另一個程式語言的難度通常不會太高。當
然，若在課程上教授尚未精通任何一個程式語言的同學，再加上文言文，
似乎老師要再努力一點了！

　　以下是以文言文編寫的「乘算口訣」，大家看看當中的語法是否與中國語文
科所學的「之」、「乎」、「者」、「也」同出一轍呢？

電腦編程的轉化能力 
香港電話教育學會 梅志文 

編程是近年學界的熱門話題，我們一般都會選擇學習 C 語言、Java 或 Python
等常用的物件導向程式語言(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最近，國內有一位名
為 Lingdong Huang 的軟件工程師，開發了一種以文言文編寫的編程語言，一夜
間成為網絡熱話！文言文程式語言讓編程課變得優雅，同時亦可考驗一下我們在

編程語言之間的轉化能力。 

首先，讓我們先看看 Hello World 寫法： 
吾有一數。曰三。名之曰“甲”。為是“甲”遍。 吾有一言。曰“「問天地好在。”」。書之。云云。 

當我們將它翻譯為 JavaScript代碼： 
var n = 3;for (var i = 0; i < n; i++) { console.log(" 問天地好在。");} 

其輸出是： 
問天地好在。問天地好在。問天地好在。 

Hello World 寫法不難明白，至於其他程式碼，大家又看得明白嗎？ 

文言文編程 JavaScript 
吾有一數。曰三。名之曰“甲”。 var a = 3; 

吾有一爻。曰陰。名之曰“乙”。 var b = false; 

吾有一列。名之曰“丙”。 var c = []; 

加一以二。 1+2 

除十以三。所餘幾何。 10%3 

以下是以文言文編寫的「乘算口訣」，大家看看當中的語法是否與中國語文科所

學的「之」、「乎」、「者」、「也」同出一轍呢？ 

吾有一術名之曰「乘算口訣」。是術曰。 
  有數一名之曰「甲」。 
  恆為是。若「甲」不小於十者乃止也。 

有數一名之曰「乙」。 
加「甲」以「乙」名之曰「丙」。 
恆為是。若「乙」不小於「丙」者乃止也。 

乘「甲」以「乙」名之曰「果」。 
若「果」不小於十者吾有三言。曰「乙」曰「甲」曰「果」書

之。 若非吾有四言。曰「乙」曰「甲」曰「  得」 曰「果」書之
也。 加「乙」以一。昔之「乙」者今其是矣。 

云云。 
加「甲」以一。昔之「甲」者今其是矣。 

  云云。 
是謂「乘算口訣」之術也。 
施「乘算口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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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

來到人工智能新時代
教育的角色是什麼？

　　迎接新的一年，當我們談到「人工智能」這熱門話題，我們期望探討什
麼？2017年Google 的AlphaGo，以「深度學習」的技術，三戰三勝圍棋世界
冠軍柯潔。這消息震撼了世界，證明機器可以模仿甚至超越人的智慧，特別是
解決複雜的思考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一戰開啟了人工智能時代的新紀元。

　　這兩年，我們看見人工智能應用不斷湧現，單用我們的手機已經可以辨識人面、
辨認語音、翻譯外語、搜尋圖片等。還有智慧音箱及機器人，能接收並執行指令，好
像人一般能夠「聆聽」、「理解」、「思考」、「行動」，令人驚嘆。

　　以淘寶的拍照搜尋功能為例，我們只要用手機拍攝圖片，淘寶就可以搜尋出類似
的產品，這是典型的人工智能應用。我用右頁圖片說明：電腦建構了一個類似人腦的
模型，模擬神經細胞組成一層層的「人工神經網絡」，再輸入大量圖片訓練網絡，使
之掌握圖片的特徵。最後，當輸入新的圖片，這「人工神經網絡」就可以自動找出圖
片的物件，無論是人面或產品辨認，都是這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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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10多年，電腦的容量及速度急速發展，互聯網提供了大量的數據資料供
機器學習，人工智能就有了很大發展，出現了高效率的網絡模型。科學家相信，
人工智能真的可以學習任何東西。

　　既然人工智能那麼厲害，它對社會及個人會有甚麼影響？	人工智能專家李開
復博士寫了兩本書：《人工智能來了》、《AI	新世界》，說人工智能未來10年會
大幅改變我們的做事方法，更會顛覆取代50%	的工作。

　　許多較為複雜的工作，例如放射性醫生、財務分析師，以往需要累積多年經
驗，今日可用人工智能協助判斷及分析。

　　對外，人工智能會改變各行各業，改變商業的運作，改變國家及企業的競爭
力。假如不能調整政策及營運，人工智能會加深貧富懸殊，許多人找不到工作，
大多數人生活困難，社會就會不穏定。

人工神經網絡的圖像辨認圖

　　科技理應為人類提供便利，但當它過於「聰明」，人工智能會否有天取代
作為人類的我們，就成為最受關注的議題。

　　其中最重要問題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學習任何東西？理論上是可以的。

人工智能學習3大條件

（一）有大量的數據資料供機器學習；

（二）	龐大的電腦容量及高速的處理器去處理較複雜的模型；

（三）	工程師建立優化的神經網絡模型及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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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寶財	教授

香 港 恒 生 大 學 協 理 副 校 長
（科技與智慧型學習）

STEM教育42

圖片鳴謝：林大輝中學

　　對於這趨勢，許多國家亦很擔心，美國、中國、
歐陸、日韓相繼投入資源及發布重要的政策，以迎接
挑戰。

　　中國在2017	年發表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
規劃》，將人工智能定為國家戰略，期望在2020至
2030年間，人工智能技術、理論及應用能達到世界
領先水準。另外，中國在2018	及2019年，頒布了多
份人工智能與教育的相關檔案，更在大學及中學推出
人工智能課程，發展智慧教育，加快推動人才培養
模式、構建包含智慧學習、互動式學習的新型教育
體系。可以說，中國在人工智能的推動是積極而領先
的。

	　　相比之下，香港則好像較少關注人工智能對社會
的影響。可能大家覺得人工智能是高科技，很難懂，
更不知如何處理。2019年5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
中國合辦了「國際人工智能與教育大會」，來自100
多個會員國、學術機構、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的500
名代表，發表了「人工智能與教育——北京共識」，
就闡述了人工智能對社會的影響，各國政府應推行哪
些政策，未來教育要有哪些方向等等。我們期望香港
政府可參考中國制定的人工智能政策，探索香港在人
工智能社會要扮演甚麼角色，繼而在教育界推廣人工
智能。

　　於教育層面上，作為教育工作者，包括校長及老
師，又該如何關注及推廣人工智能？近年教育局積極
推動STEM	創科教育，這是好開始。但由於校長老師
較缺乏科技及工程背景，會感到吃力及較難掌握方
向，談人工智能就更感迷惘。其實，我們可以將人工

智能教育分為幾個層次。第一是普及教育，讓所有同
學對人工智能有一定認識，理解其對社會的影響，將
來能適應人工智能帶來的轉變。

　　第二是讓學生理解人工智能原理，使用一些科
技，培養各行各業的人能擁抱科技。舉例醫生可以使
用科技提升診斷的速度及精準度，更快找到有效的治
療方法。

　　第三是培養少部份的學生成為專才，能為各行各
業開發及引進人工智能應用。他們可使用科技創造新
的價值，改進產業流程。最後學校也是一個產業，可
使用人工智能科技改進學校行政、教學方法，學生發
展管理等。

　　那麼老師及家長如何培養孩子適應將來的人工智
能社會？我深信這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題目。

　　甚麼是教育？是我們累積過去知識，教導今天的
孩子，讓他們能夠應付將來的挑戰。以往社會變化不
會很大很快，但今天時代不同了，科技及社會變化一
日千里，正如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
表的Education	2030	有關未來教育及能力需求，指
出教育要預備孩子能做還未出現的工作，能使用還未
發明的科技，能解決還未浮現的問題。

　　這對教育的目標及方法有深遠的影響，讓孩子就
能終身學習，更能善用科技創造新的價值。我希望在
下一篇文章詳細討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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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國，學校會按照Gatsby Benchmarks作為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藍

本。Gatsby Benchmarks中共有8項準則：（一）全面的生涯規劃政策；

（二）接收職業及勞動市場資訊；（三）按每位學生的需要提供支援；

（四）職業與學校課程的銜接；（五）接觸僱主及僱員；（六）工作體

驗；（七）與各大院校密切聯繫；（八）個人輔導。

生涯規劃的要點給學校推動

第1點：

全面的生涯規劃

政策怎樣做？

如學校要成功推行生涯規劃發展政策，一定要有

一個全面、持續穩定發展及政策及發展方向。	

44



陳志維 校長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香港賽馬會與香港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梁
湘明教授，連同兩位香港
中學校長及一班專業社工
一同前往英國當地實地
考察，了解英國Gatsby	
Benchmarks的運作。香港
賽馬會「賽馬會鼓掌．創
你程計劃」CLAP	for	Youth	
@	JC團隊根據香港的情況
及學生需要，撰寫了10項
要點，進一步推動香港的
生涯規劃，於本學年在6所
中學試行，筆者的學校是
其中一間。接下來，筆者
以敝校經驗分享這10項要
點。

　　先來討論第一項，學校要有一個全面、持續
穩定發展及讓所有持份者均能知悉的生涯規劃發展
政策。這要點特別著重學校需要制定一個穩定、清
晰的生涯規劃發展理念及行動政策，政策需定期對
行動計劃內容作出檢視及修訂。但在檢視生涯規劃
教育政策時，學校往往容易墮入陷阱，只把過往所
有舉辦過的活動詳細羅列，未有從中分析有用的訊
息，便草草推行另一個周期的規劃活動。單靠文字
形式的計劃書紙上談兵，未必能符合實際情況。

　　要讓政策真正影響學校文化，必須透過校長、副
校長及負責生涯規劃的老師經常保持交流，共同推
行想法並時刻檢視策略。雙方對話其實是一個互相
了解的過程，校長可以藉着對話為學校「把把脈」
，了解學校推行規劃時於不同階段上的進展，也能
夠了解老師的困難和想法，掌握學生的反應和得
著。學校管理層及生涯規劃組的老師亦需不時調節
政策，以確保方向正確。

　
　若要計劃得以成功，

校長及副校長的領導和支持必不可缺。他們要明白人
盡其才的重要性，達至有效的人力資源分配，有助支
援及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工作，持之有效的生涯規劃
政策亦能吸引更多社區支持和資源。生涯規劃教育不
能閉門造車，學校要伸延協作網絡，充份善用社區資
源，並且以可持續發展作為目標。學校與政府部門、
大學院校、家長、校友、社區伙伴、僱主建立持續的
協作關係，讓生涯規劃活動有效推行。

　　讓持份者清楚知道學校在推行生涯規劃教育上的
想法也非常重要。從中建立回饋機會，優化政策。學
校與持份者之間不應只建立良好關係，持份者要清楚
理解學校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建立長遠而穩定的協作
關係，共同實踐目標。持份者除了學生、家長和老師
外，也要包括僱主、商界伙伴、大學院校等。另外，
學校要建立一個讓各持份者清楚了解學校政策的平
台，使學校常與持份者有會面和收集各方意見回饋的
機會，從而作出檢視及修訂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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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寄宿津貼學校不多，但家長對宿
位的需求卻不少。根據學校多年收生的數目
和統計所見，家長讓兒子入讀寄宿學校之原
因繁多。很多家長的願望，是希望兒子能於
學習階段戒驕戒縱，懂得溝通，成為一個有
禮貌、心態積極、守法和自律的年青人。

　　寄宿生活固然能客觀地提供充足的條件，但真正要
將正向教育呈現，不同的學校會因應各自的校情，採用
不同的方法處理。

　　筆者服務的香港航海學校，位於赤柱半島之上，背山
面海，因為英國海軍背景的關係，採用紀律模式去訓練
學生是數十年以來的傳統。學校相信透過清晰的紀律要
求，讓學生的行為有所依循，慢慢養成自律的品格。堅
毅勤奮、守紀盡責、體格強健、成熟謙遜、積極自信，
都是學校推動紀律訓練的成就。

　　學校的紀律模式的基礎，是以穿著制服去代替校服。
穿著制服有一定的要求，要以整齊和清潔，恰到好處為
達標。師生透過穿著整齊和光潔的制服，營造出正面，

以紀律模式
推動正向教育

平日的紀律訓練鍛鍊出團體精神，
學校龍舟隊成績彪炳。

學生在大型活動中經常有展示自信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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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感覺。因為穿著制服的關係，學生在指定的訓
練時間和場地，須對師長展示出相應的禮儀，學生從
中學會尊重和守禮的重要。

　　為了讓學生展示成就，學校不時舉行社制步操比
賽，並邀請不同的制服團隊或紀律部隊的長官到校評
核。每逢畢業步操典禮，都會邀請重要的官員擔任主
禮嘉賓，為同學提供一個表現自信的環境。同學之間
目標一致，為了展現優秀的團體精神，彼此之間都加
強訓練，從中大大提高了溝通和解難的能力，亦建立
了一份深厚的兄弟情。

　　學校的紀律訓練亦強調承擔的重要性，學生表現
卓越，學校會高度予以表揚，學生偶爾犯錯，只要勇
於承擔，從錯誤中學習，總是會得到師長的稱讚的。
在寄宿的男校，每一位同學都以成為體魄強健、富警
覺性、熱心服務和守己盡責的男兒為目標。

　　學校著重同學在學習過程中的成就感。學校有一
套獎勵的制度，並有相關的評核準則，同學只要在某
個範疇達到學校指定的水平，學校便會在周會、頒獎
禮上，向獲獎的學生頒發相關的獎章或肩章，每逢學
校重要的節日，同學可以在制服上展示相關的成就，
並有機會獲邀分享成就。社會服務時數、閱書數量、
步操水平、水上和陸上運動表現等，都是目前同學可
獲嘉許的範疇。

　　目前學校畢業的同學大多以投身紀律部隊或海
事航業（本地或遠洋船員或船長）為主要的方向，
這都是學校一直致力推動紀律模式訓練學生有莫大
的關係。

第二類：

　　兒子沉迷電玩，或有特別學習需要，或因為種種原因導
致行為偏差，都是父母選擇寄宿學校的原因。寄宿學校有
既定生活規則，可糾正他們從前顛倒了生活模式。學校的
宿舍導師、教學心理學家、社工等，都因為寄宿學校所提
供時間和資源較多，能為學生提供較深入的支援。

陳道沛	校長
香港航海學校

第一類：

　　在寄宿生活，人人平等，減少了對父母的依賴，自理能力便得
到培養。依循宿舍基本的規則和時間表，生活便有規律。長期的群
體生活，就像身處一個小社會，在這個多元的學習平台當中，透過
觀察和感受，在師長的輔導和指引底下，同學學會與人相處之道，
變得謙虛成熟，溝通能力和協作技巧亦會得到改善。

第三類：

　　居住空間不足帶來各種家庭問題，加上父母因長時間工作，無
暇照顧兒子等，兒子入讀寄宿學校，透過學校不同類型的活動，兒
子的活動空間較大，更可得到適切的照顧，家長的壓力得以舒緩，
可以專注工作。

嚴謹的紀律生活也不乏輕鬆的一面。

大體而言，父母希望寄宿學校
能解決3個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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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分享常見的痛症，包括肩頸痛、坐骨神經痛、
膝蓋痛及足底筋膜炎等。運用正確的伸展技巧及網球按
壓方法，學員能即時舒緩痛症。

開課日期：2 月 5日（逢星期三，共 6節）
時間：下午 7:30-8:30
費用：會員	$880		非會員	$930

痛症伸展班（第四期）

課程編號：20EX210

　　學習茶道禮儀、認識六大茶類，並嘗試基本的沖泡
法，為自己沖泡一杯好茶。課程由國家茶藝師、評茶員
林靜瑜老師教授。

A班
日期：2 月 4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7:00-9:00

茶事入門班	─2小時體驗班

課程編號：20TE210

靜心茶聚（第三期）

課程編號：20TE209

　　讓茶帶領您到內心寧靜的一角，感受活在當下。茶
聚由國家茶藝師、評茶員林靜瑜老師主持。

A班（養身茶）
日期：1 月 11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5:00

佛山樓市全面睇講座

課程編號：20CH211

　　近年廣佛同城發展，地鐵連城一線，打通了佛山的
「任督二脈」，高鐵站更直通香港西九龍，交通非常便利。
講座將為你分析佛山樓市的情況。

日期：2 月 8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1:00-2:00
費用：免費

珠海中山樓市全面睇講座

課程編號：20CH212

　　珠海及中山受惠於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往來香港方
便。講座將為你分析珠海和中山樓市的情況。

日期：2 月 8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3:30
費用：免費

調解教育班─調節自我，
尋找解決方案

課程編號：20CH213

　　課程將講解如何運用「調」、「解」面對社會、家庭、
工作、管教子女，以及男女感情上的衝突問題。

開課日期：2 月 2日（逢星期日，共 2節）	
時間：上午 10:30- 下午 12:30
費用：會員	$480		非會員	$530

上課地點：
教聯會T	Club
（觀塘成業街 6號泓富廣場 23樓	2306-09室）
報名方法：
（1）	WhatsApp	5392	7419	報名
（2）	掃描右方QR	Code

B班（黑茶）
日期：2 月 1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9:30-10:30
費用：免費

B班
日期：2 月 18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7:00-9:00

費用：會員	$380		非會員	$430	（連筆記及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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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中的教師情緒處理

課程編號：20TE209

　　面對近期的社會氣氛，教師可能出現情緒問題。是
次講座會講解情緒問題的應急處理、如何使用 ALGEE	進
行心理健康危機的急救，以及簡單的減壓技巧。

日期：2 月 22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	教聯會會所（旺角道 33 號凱途發展大廈 17 樓 /

港鐵站 A2出口）
費用：免費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武術》課程

課程編號：19WI50

　　中國功夫武術於 2014 年被納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
產，本課程旨在實現傳揚中國功夫的武德價值，實踐提
倡中華武術培訓之體育精神。

開課日期：2 月 7日
時間：下午 8:00-10:00	
	 （逢星期五，每單元 4節、全期 12 節）
地點：油塘鯉魚門市政大廈 2樓散手訓練場
費用：		會員 $1,000	非會員 $1,200（每單元）；
	 會員 $2,700	非會員 $3,300（全期）

網上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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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2963 5184（黃小姐） / 2963 5183（區小姐）

金剛動靜氣功班（第7、8式）

課程編號：19WI23

　　金剛動靜氣功，是一種高級功法。練功者通過練習
增強內氣，調動人體內潛能，使內氣運轉流暢，增強人
體內血氣循環。

開課日期：2 月 15 日
時間：下午 5:30-7:00（逢星期六，共 4節）
地點：		教聯會會所（旺角道 33 號凱途發展大廈 17 樓 /

港鐵站 A2出口）
費用：會員 $360	非會員 $400

日本和諧粉彩準指導師

課程編號：19WI34B/C

　　完成 18 幅準指導師指定畫作可申請成為「JPHAA
準指導師」，證書由 JPHAA 在日本直接簽發及寄出。認
證後可以開辦日本和諧粉彩「體驗班」。

B班
日期：1 月 26、27 及 28 日（共 3節）
時間：下午 1:00 至 7:00

C班
開課日期：2 月 9日
時間：下午 1:00 至 7:00（逢星期日，共 3節）
地點：九龍觀塘巧明街萬年工廈 116-118 號 3樓 C8室
費用：會員 $5,800 非會員 $6,000

水彩畫研究班

課程編號：19WI08A

　　介紹各種書畫用的類别及使用方法。研習構圖、色
彩、透視以及風景寫生技法。需於堂上練習及回家做習
作，歡迎初學者參與。

開課日期：1 月 15 日
時間：上午 10:30- 下午 12:30	（逢星期三，共 12 節）
地點：	教聯會會所（旺角道 33 號凱途發展大廈 17 樓 /

港鐵站 A2出口）
費用：會員 $850	非會員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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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活｜動

參賽資格及組別參賽資格：全港中小學生
參賽組別：	小學組及中學組；每組分別設中文組及

英文組

報名及遞交作品辦法：
2020/1/31：截止提交參賽表格。
2020/2/17：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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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4/20：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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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穎教育慈善基金
查詢電話：	+852	2851	3822

第十二屆啟慧中國語文廣播劇
創作暨演繹比賽

參賽資格及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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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進教育國際有限公司
查詢電話 :	+852	2851	8844
有關比賽流程及詳細資訊，
請瀏覽：www.DailyReaders.com

2019-2020 第十四屆
「開心英語朗讀」比賽

日期：2020 年 2月 15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9:00 至 11:00
地點： Room:	 A-101	 (on	 the	 -1/F	 of	 Main	

campus,	OUHK)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模擬考試學生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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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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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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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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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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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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人師表勞心勞力，講課多易
耗氣傷津，挑燈夜戰則熬夜傷陰，
久立傷骨亦勞損腎氣，長久以來的
勞傷耗損如導致身體虛弱，應怎麼
改善？何謂「寒底熱底」、「虛不
受補」？怎辨別應否進補，又如何
補虛呢？

「減損」補虛

　　一般而言，人體一直進行着消耗與補
充，「收支平衡」固然理想，實際上損
耗卻難以避免，養生便是藉着減少不必
要的消耗，趁早進行補充與修復，在「
生長壯老已」的過程中，遵循規律但亦
盡量減緩身體的勞損退化。

　　中醫認為腎是先天之本，指代遺傳自
父母的稟賦，脾則為後天之本，意為脾
胃透過消化吸收為身體提供營養，對維
持身體的正常運作至為重要。先天不足
和後天損耗是造成體質偏頗、引致疾病
的要因，根據個人習慣、飲食起居、環
境性格、工作性質等內外因素，表現為
諸如陰虛火旺、陽虛寒凝、氣血兩虛、
肺脾氣虛等證。雖然證型繁多，但脾胃
容易受累，且久病及腎，補虛時尤為重
視脾腎兩臟。各證的性質和輕重不盡相
同，中醫辨證論治，針對虛損或失衡的
方面調養，才能事半功倍。

陰陽虛實

　　有聽說過「寒底易怕冷腳凍，熱底易
熱氣生瘡」的說法嗎？中醫角度來看，
其實並不全對。「寒底熱底」的分類，
未能反映虛實，容易把虛寒實寒、虛熱
實熱混淆，或忽略體質的多面性（如氣
陰同時皆虛，兼夾氣滯、血瘀、痰濕
等），錯選不合適的食療。

　　中醫理論強調整體與平衡，認為萬
物皆可分陰陽，人體內在、人與自然隨
陰陽變化相應作出調整，動態地保持陰
陽平衡。陽有餘表現為實熱，不足則為
虛寒，陰反之亦然；陰虛時應滋陰以清

虛熱，清實熱的方藥只治標不治本，故
此「熱氣」飲用涼茶可暫時改善實熱症
狀，但需要滋陰的人士未必恰當，不建
議長期飲用。

體質養生

　　如欲詳細了解個人體質，除了諮
詢註冊中醫師外，可參考《中醫體質分
類與判定》的自測表，該表將個人體質
大致分為平和質、氣虛質、陽虛質、陰
虛質、痰濕質、濕熱質、血瘀質、氣鬱
質、特稟質九個類型，辨別回答問卷者
的主要與兼夾體質，有助提示合適的養
生方法。

　　如未瞭解個人體質，屬於平和體質，
或感到體質兼夾太多，不知從何入手但
又希望調補身體，可先由健脾胃入手，
比如選用山藥、蓮子、茯苓、白朮等，
也可取性平的枸杞子補益肝腎；平常也
可按摩足三里與三陰交穴：足三里位於
小腿前外側，屈膝後外膝眼（髕骨外下
方凹陷處）往下四橫指，距脛骨往外約
一橫指處，是胃經合穴，可扶正培元，
提升免疫力，調理脾胃，為保健要穴；
三陰交屬於脾經，位於小腿內側，內踝
尖上四橫指，脛骨內側緣後方凹陷處，
為肝脾腎三經的交會穴，可調理此三經
的氣血，治療消化、生殖系統的疾病，
也是女性治病調理的主穴，但孕婦須慎
防動胎，切勿自行按摩此穴。

李逸姍
博愛醫院註冊中醫師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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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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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產品詳情及訂購表格可瀏覽教聯優惠物聯網	www.jetsoedu.com
查詢：2963	5191，地址：九龍旺角道 33 號凱途發展大廈 17 樓

賀年應節食品

網上訂購賀年食品

新年將至！大家已經準備好年貨開開心心過大年了嗎？
教聯會為你精心搜羅精選優惠，有部分更低至3折！

盞記 冬至賀年福袋
低至

3折！
甜甜蜜蜜

包括土耳其杏脯乾（150 克）、美國特級
車厘子乾（80克）、智利無核西梅乾（100
克）、土耳其無花果（半磅）、泰國生曬
圓肉（半斤）、精選寧夏杞子（半斤）

$320		會員價$98

黃金滿屋

包括日本北海道元貝（SA，半磅）、韓國
蠔豉（1磅）、印度特選腰果（半斤）、精
選寧夏杞子（半斤）、河南淮山（半斤）、
焗乾蝦皮（4両）

$855		會員價$398

花開富貴

包括壹級花膠（大花膠）（4両）、精選
蟲草花（2 両）、美國精選有殼核桃（1
磅）、精選猴頭菇（4両）、美國加州無
花果（半磅）、貳八特瘦鮮肉臘腸

$1,063		會員價$438

包括日本北海道元貝	（SA，半磅）、
蘋果鮑魚	（紐西蘭，1.5頭 1罐）、
生晒西非螺頭	（1 磅）、特選天白
花菇	（1斤）、壹級姬松茸	（4兩）、
法國紅酒 IGP	Merlot 紅酒	2015

歡慶團年

$1,650		會員價$688
訂購截止日期：1月 13 日，
訂購及查詢：
2950	9662 或 9867	1680。

詳情：

網上訂購

	會員價$38

每罐有鮑魚 6隻，一口一隻，
好味道又爽口彈牙，配上秘製
醬汁鮮甜可口，食過返尋味即
開即食，方便快捷。

包括花菇及鱈魚膠。

頂湯紅燒一口鮑魚

精選禮盒組合	

	會員價$99
	會員價$398	會員價$498

優質頂湯紅燒鮑魚

紐西蘭鱈魚膠

	會員價$58 	會員價$88

螺片鮑魚菇湯包 蟲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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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年糕品券

其他產品尚包括：海鹽芋頭糕（850 克，
$93）、鬆鬆曲奇禮盒（16 件，$88），
以及厚芝蛋白卷（20件，$111）

其他產品尚包括：馬蹄糕（770 克，$99）、精緻雞
蛋卷禮盒（36條原味，$69）、杏仁條禮盒（18條，
$93）/ 甜心酥禮盒（22件，$93）、精緻四式雞蛋
卷禮盒（原味、士多啤梨、芒果、朱古力各 9條，
$74）、臘味禮券（$138）

東海堂

美心

北海道元貝蘿蔔榚（850克）

$152		會員價$99

3.6 牛乳蛋白禮盒

$165		會員價$111

蛋卷曲奇和風禮盒

$178		會員價$119

紅豆金栗年糕	（600 克）

$119		會員價$80

紫薯黑糖年糕	（600 克）

$129		會員價$84

柚子凍糕	（600 克）

$119		會員價$80

椰汁年糕	（900 克）

$150		會員價$99

鬆脆三重奏禮盒	（38 件）

$173		會員價$109

瑤柱蘿蔔糕券	（850 克）

$168		會員價$109

芋頭糕	（850 克）

$168		會員價$109

四喜臨門年糕禮盒

（蘿蔔糕 +椰汁年糕 +芋頭糕 +

馬蹄糕，每款均約 500 克）

$345		會員價$223

好事成雙年糕禮盒

（瑤柱蘿蔔糕券+椰汁奶黃年糕，

每款均約 600 克）

$272		會員價$177

精選賀年糕品禮券任你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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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產品尚包括：豐味芋頭糕
（約 1350 克，$160）、鴻運
年糕（約 1400克，$143）

其他產品尚包括：鴻運蔗汁年糕	（850 克	圓形，
$82.5）、如意椰汁年糕	（850克圓形，$82.5）	

以上產品詳情及訂購表格可瀏覽教聯優惠物聯網	www.jetsoedu.com
查詢：2963	5191，地址：九龍旺角道 33 號凱途發展大廈 17 樓

翠園

榮華

金腿蘿蔔糕	（約 1250 克）

$243		會員價$160 北京樓碗豆黃年糕	（約 850 克）

$156		會員價$103

桂花杞子棗皇糕	（約 600 克）

$156		會員價$103

金玉滿堂蘿蔔糕	（850 克	圓形）

$125		會員價$93.5臘味香菇蘿蔔糕	（650 克	方形）

$100		會員價$75

查詢及投保請致電：3974	5333；
Whatsapp﹕6995	1551；電郵：info@kingdom-ins.com
*詳情請參閱QR	Code或致電查詢。

汽車保險由君御保險顧問提供
汽車服務由君御汽車提供

優惠一：私家車第三者保險，三保保費低至$980！
優惠二：私家車綜合保險（全保），額外多加10%折扣！（各類型車保均有優惠）
優惠三：運輸署文件代辦$150
優惠四：政府驗車維修套餐$1888

教聯會員星級汽車服務尊享優惠

如意馬蹄糕	（約 1250 克）

$218		會員價$143

精選瘦肉臘腸（一斤裝）券	

$228		會員價$187



查詢請聯絡：林小姐	9445	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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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薰治療好處不盡

繁忙中養出好健康

　　城市急促的節奏把人逼迫得喘
不過氣，身心俱疲，繼而引起各種
大大小小的毛病。近年來，各種天
然療法冒起，令人趨之若鶩，其中
一種就是香薰治療。

　　芳香療法，又稱為香薰治療，利用
天然植物的芳香分子進入人體，調節體
內各大系統，達致身心靈平衡。其歷史
已有數千年，由埃及、歐洲國家、印度
以至中國等等，都有其蹤影。

　　植物有自我療癒能力，當受傷害
時，不單會分泌一些物質進行自我修
復，亦會與同類進行溝通，告之危險將
至；植物亦會分泌一些氣味或物質，去
對抗自然界的病毒、細菌、害蟲；另一
方面，也會吸收蟲鳥來協助受粉，以傳
宗接代；於極端生長的植物，需要自我
調節去與環境抗衡，例如沙灘地區的植
物要保水之餘更要對抗強烈的紫外線，
近海地區的植物要對抗鹽害等等，當然
植物亦需要調節荷爾蒙，以幫助自身生
長與代謝。

　　以上種種例子雖然是自然界中的相
互影響，但亦會對人類起到相似的作
用。例如當受傷時，可以用精油幫助傷
口癒合、去印；當肌膚缺水時，精油可
以補濕、鎖水；當被蚊叮蟲咬，精油可
以幫忙驅蟲、止癢；當然精油對人體
的好處數之不盡，不論生理還是心理層
面，但前提是要使用得宜。

　　精油猶如一把雙面刃，分量適當有
助我們身心健康，但如果使用過量，則
百害而無一利。

　　市面上有很多形形式式的香薰精油品
牌，有不同國家的芳療協會，主張各有
不同，香港最為常見的是英式芳療，作
風較保守，但安全：

1.		精油於未稀釋下不能用於皮膚上	
（少數溫和精油例外）；

2.		低劑量使用，精油稀釋度大約1-5%；

3.		精油不能食用，以免吸入過量而引起
不適；

4.		香薰治癒是一種輔助療法，不能取代
正規的醫療方式。

　　有部分體系可以食用精油，例如法
式，但食用精油被視為藥品，需要由醫
生處方，確保安全；而瑞式芳療更於保
險受保範圍當中。香薰治療與正規治療
之間並無衝突，更可相輔相成，例如糖
尿病病患者容易有水腫問題，除了傳統
藥物治療外，更可利用精油去水腫，減
輕不適感	。但芳療不能取代正規治療，
此點要謹記。

　　正正因為強大的互聯網功能，愈來
愈多朋友上網找尋各種芳療或精油的資
訊，然後根據網上資料去選購精油。但
網上資料難辨真偽，當中一不留神便會
被錯誤的訊息誤導，所以選購精油時，
可以諮詢專業人士——香薰治療師。

　　香薰治療師需要學習各種精油內含的
化學成分及其作用、人體結構、使用方
法及禁忌等等，所以芳療師的職責是了
解客人本身的體質和需要，從而為客人
選取出最合適的精油及講解使用方法。
正確使用芳療產品，才可以發揮香薰治
療的最大功效。

簡慧詩
Human Nature 香薰治療
師（IFA 註 冊 ）， 草 木
之間創辦人。提供個人
香薰諮詢服務，與不同
團體合作舉辦各種香薰
工作坊，致力推廣正確
的香薰治療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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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於《教育專業》中我提到
資產配置應該先為自己和家庭設好
保護網以抵禦人生風險，之後就可
以進攻，即以投資製造正數的現金
流，讓自己睡著也能賺錢。其實只
要製造足夠強的現金流，即使有一
天失業，或者選擇提早退休，生活
亦可安枕無憂。

　　在投資的領域裏，除了資本增值，製
造現金流的能力也是考量一項投資的重
要指標。不同種類的投資有不同特點。
華人普遍熱衷投資看得見、摸得着的物
業，特別是住宅。這裏就以買樓出租作
例子，租金收入減去出租所產生的費用
就是現金流；如果十年後賣出物業，升
值部份減去物業的買入價，以及買、賣
樓所產生的費用就是資本增值。

　　如果持有這項物業所產生的現金流
長期是負數的，即你必須用你的工作收
入供養這項投資，這項投資是不是值得
投？退一步想一想，萬一有天自己沒有
工作了，沒有了收入就不能繼續供養這
項投資，有機會被逼斷供；如果正好碰
上經濟下行周期，物業價格有價無市，
只能以破產收場。但如果此項投資能
為你產生正數的現金流，即使你失去工
作、物業價格下跌，也沒對你產生經濟
壓力、甚至可以製造現金來渡過難關。

　　近年香港物業價格急升，再加上政府
收緊住宅物業投資門檻，投資物業的初
次資金投入非常大，已經不是普通老百
姓可以承擔的投入。另外，物業價格長
期停留在高位，但租金反映的卻是香港
居民真實工作收入的能力，導致租金升

幅跟不上樓價漲幅，買樓出租所產生的
租金有機會連按揭利息也覆蓋不了，風
險着實不小。

　　除了投資物業，很多香港人也鍾情投
資金融產品。香港是全球三大國際金融
中心之一，形形色色的金融投資產品非
常多，常見的是股票、基金、債券、保
險年金。相對於物業投資，這些金融產
品見不到、摸不着，而且投資金融產品
所需的知識、經驗要求高。在以上所提
到的各種金融產品中，保險年金相對穩
定、風險比較小，又能穩定地製造現金
流，比較適合風險承受能力較低的人。

　　不同國家政權、公司出的債券（這
着指公募債券）有不同的風險評級，而
且債券資料透明、一般上網可查，但是
入場門檻相對比較高。投資股票的資金
入門雖然很低，但股市波動大，而且市
場充斥着金融大鱷。能在金融大鱷手中
穩定地賺錢，必須有一定的堅持、定力
與能力。基金是由專業的投資經理團隊
操盤，代表投資者投資（本人曾經在本
專欄詳細討論過基金），所涉及的費用
相對較高。

　　總結一下，不少朋友選擇投資產品時
對資產增值有一份迷戀。可是，在沒有
變賣資產之前，增值是不確定的。今天
的價格明天有可能已經變了，而現金流
是真實地流向自己的錢包。所以在考量
一項投資前，必須好好計算現金流。歡
迎讀者與Julia交流理財心得。

重要的事情說三次！

現金流、現金流、現金流！

Ju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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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强達到財務自由。

wechat



　　今期我們來討論怎樣安全開瓶，才不至於弄傷
自己或其他人。其實說到了會傷人這麼有殺傷力，
可能你已想像到是跟香檳（Champagne）或氣泡
酒（Sparkling wine）有關了！

　　當我們於派對上喜慶地發出那「卟」一聲時，
千萬不要樂極忘形，酒塞噴射出來的那一下力度確
實不容忽視。

　　事實上，任何一瓶氣泡酒，内壓力均可達到200
個大氣壓力或以上，因此不正確的開瓶方法，有很
好大機會弄傷自己或他人，甚至做成財物損毀。為
了避免樂極生悲，讓我給大家們來講解一下正確安
全的開瓶步驟。

　　第一，先於酒窖中取出酒，並置於約7℃左右
的冰水中冰鎮一段時間，市面上有一款外型似窄長
膠質名片、防水軟身的變色温度計卡，方便隨身攜
帶，大家可把其輕按於瓶身上以量度溫度。

　　第二，當酒温達標，置瓶於桌面
上，以下有個小魔法建議給讀者，試
試便知效果如何了。取鑰匙或西餐义
一支，輕輕沿瓶身上下左右敲打一
番，緊記要輕力。以上動作是希望零
碎的震波可以打散瓶内積聚之氣泡，
之後只要依足我所述的方法開瓶，酒
液將一滴也不會浪費。

　　當脱去封酒瓶頂套，將看見一個
用金屬線織成的網狀套，包至瓶頸上
半部；並有一扭鐵環緊緊鎖着瓶頂之

木塞。没了此金屬套，木塞不消一刻就會被
瓶内氣壓推彈飛出。從這步驟開始就要謹慎
了。

　　第三，先用手掌（假設是左手掌），掌
心輕握着瓶頂，手指頭放在瓶頂木塞之上按
緊，旋轉瓶子到面向金屬扭環。

　　第四，手指頭用力按緊瓶子，並直立於
桌面上，手掌微開。另一手去解開扭環，之
後前後推拉扭環，好讓金屬套鬆開，全程左
手指頭及手掌並無鬆開。

　　第五，當金屬網套鬆開後，可小心及盡
快除下並取走移開，左手指頭及手掌全然緊
合地握着瓶頂木塞。

　　第六，餘下的安全脫塞方法是，左手手
指頭與食指圍合緊握木塞環邊。其餘手指可
輕微放鬆，右手握着瓶底。將瓶口向上指，
切忌指向人、貴重裝置及玻璃等，以防失手
做成損傷。

　　最後，右手可以開始左右扭動，瓶底直
至持木塞的左手感覺到它開始被内壓推出。
此時你可決定讓木塞彈出，停在手掌中並發
出巨響，或讓木塞只是輕微而慢慢地退出並
發出長而輕柔的「滋滋」聲。

　　雖然香檳噴發的一刻亦很壯觀，但作為
愛酒之人，我還是希望大家能盡享每一滴美
酒。

喜慶節日享用香檳汽酒

Horace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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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JANEMGL

安全開瓶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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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主席

閒時飲飲食食，
尋找快樂人生。 藝

術
般
的
享
受

　　作為熱愛美食的一份子，當然要來拜
會一下位於中環的四季酒店四季菊日本料
理，來一頓精緻的懷石料理。

　　眾所周知這間餐廳由在日本著名餐廳「東京吉
兆」擔任總廚近30年的後藤正行，及天婦羅廚師佐
久間國男引領，他們傳承匠人之精神，認真烹
製每款料理，連續15年獲得經典日式佳餚殊
榮，餐廳更被譽為香港最佳日本料理餐廳之
一。如不因最近市道平淡，恐怕也要預早
很多訂位才能一嚐佳餚了！這一次能夠
walk	in，實在幸運。

　　餐廳佈滿富禪意的藝術裝置，配
上無敵大海景，光是觀看環境已叫
人如痴如醉。這間日本餐廳以天婦
羅聞名，大廚烹調技術高超，以獨
門秘方調製的粉漿、日本直接進口
秘製芝麻油，配合最新鮮的食材，
炮製出皮薄不膩而又甘香的天婦
羅，點出懷石料理的精髓。

　　大廚不但堅持採用新鮮的時令食材，讓客人吃到季節的味
道，擺盤更細緻講究，對於用餐者來說，簡直是藝術的享受！

　　除了私人雅間外，食客亦可選擇在獨立的壽司、鐵板燒或
天婦羅吧台就餐，一邊享受美食，一邊欣賞廚師們出神入化的
廚藝。千金難買好味道，各位識飲識食之人萬勿錯過！

品
嚐
季
節
的
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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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菊日本料理

地址： 香港四季酒店
 中環港景街 1 號國際
 金融中心商場 4001-4007 號

預訂電話：（852）2805 0600



　　南北朝，看似是一個十分混亂的時期，其實並
不複雜，在介紹第一個朝代北魏前，先簡單認識南
北朝，由公元420年劉裕篡東晉建立宋開始，至公元
589年隋滅陳為止，上承兩晉、五胡十六國、下接隋
朝。因為南北長時間對立，所以稱為南北朝。由於
南北的分裂，形成胡人（北）和漢人（南）對立的局
面，敦煌就是位於當時的北朝。

南北朝的地勢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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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上一期《教育專業》，我為大家介紹了如
何以中國朝代認識莫高窟，從而了解輝煌千年的
敦煌文明。今回，我們來到了南北朝（公元420
至公元589年），繼續認識敦煌的前世今生。

學界旅遊達人
楊浩城 Jerry Yeung

雲岡石窟。



旅遊製作有限公司（Travel	Tailor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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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胡人統治中原，佔據了中原多個重要地域，
包括山西、陝西和河南，他們雖以武力征服，卻發現
不能用武力管治漢人。加上對中原文化有一定尊崇，
所以由北魏開始，胡人實施了一定程度的漢化政策，
如沿用漢字和改漢姓等。為了更有效管治，更把佛教
定為當時的國教，實行政教合一，把皇帝打造成佛
像，有如救世主降臨。

　　北魏因皇位爭權，分裂為西、東魏，及後兩皇室
各自被改朝篡位，分別為北周、北齊（敦煌位於西魏
和北周）。所以南北朝文化原則上離不開北魏文化。

　　北魏（公元386年至公元534年）是北朝時期的第
一個朝代，由鮮卑人拓跋珪所建立，定都平城。國祚
雖短，但他大力推動佛教，對中國影響深遠。中國有
3大石窟，莫高窟（始建於十六國前秦），另外的雲
岡和龍門石窟，就是北魏時期興建的。

　　雲岡石窟屬於中國早期石窟，北魏部分石窟空間
都十分大，由於石窟大有塌陷的風險，所以在中間使
用中心石塔柱加以穩固，聰明的古人善用塔柱加上佛
龕，形成內外都是佛像的環境，順時針朝拜，像是環
繞佛塔轉圈。

　　北魏時期的莫高窟佛像不大，他們喜歡在塔柱和
牆城佛龕加上闕樓（275石窟），並做兩層，善用空
間。同時，他們喜歡展示「兩世佛」講法圖，有過去
「元燈佛」和現在佛「釋迦牟尼」同時講法，突顯釋
迦牟尼地位和解釋佛教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並不是
新創。

「兩世佛」講法圖。

北魏時期的雲岡石像。

　　北魏除了大力推動佛教外，也融合漢人文化（他
們是鮮卑族人）。到了西魏（公元535年至公元557
年），從壁畫上看更為明顯。249壁畫上，中間是四
眼四臂的佛教護法神之一「阿修羅」；但東西面卻
是道教天宮上的神仙，西面是「西王母」；東面是
「東王公」，同時在南壁畫中看到《山海經》裏的
13頭「天王」、11頭「地王」、9頭「人王」，環繞
如有所求，必有所願的「摩尼寶珠」，而它的四旁有
象徵四方位的神獸：青龍、玄武、白虎、朱雀。可見
西魏、胡人、敦煌莫高窟也好，中國文化亦有一定底
蘊，不容易受外來影響而改變。

　　北周，為南北朝最後的一個朝代，風格也和北、
西魏相似，壁畫以陰陽法（即用黑色圍邊以增加立體
感）為特徵。

　　我想讀到這裏，大
家已然明白南北朝在中
國佛教，甚至當今文化
上有很大的影響，並不
只是一個過渡的朝代。
大家不妨親自去到，感
受一番。

西魏時期的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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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代課老師�合約 / 代課老師

職責：任教初及高中英文科。經驗及學歷要求：大學程度 ( 主修相關科目 )

備註 : 聘請形式 : 代產假  申請截止日期 : 24/1/2020 工作任期 : 4/2/2020 至 27/3/2020

伯裘書院 代產假 北區

體育科老師�老師

Responsibilities:Teacher's PostSubject Teacher: Physical Education.(Applicants qualified to teach more than one subject will be given.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全職 離島區

Native�English�Teacher�老師

Responsibilities:Organize English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conduct S.3 - S.6 oral classes; develop school based materials.

Requirements: Meet EDB's requirements.Application deadline: 10 Jan 2020。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全職 葵青區

合約通識教師�合約 / 代課老師

職責：職責 : 初中綜合人文、高中通識工作任期 : 2020 年 1 月至 8 月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全職 大埔區

兼職支援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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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課教師�( 英文及常識科 )�合約 / 代課老師

職責：任教英文及常識科。經驗及學歷要求：須具相關學位及師訓。備註 : 申請者請連個人履歷，於 2020 年 1 月 20 日

前致函，新界天水圍天恆邨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校長，合則約見。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招聘有關

職位用途。工作任期 : 由 2020 年 4 月 27 日至 2020 年 7 月 6 日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代課 元朗區

教室導師�( 中�/�英�/�數 )�Centre�Tutor�(Chi�/�Eng)�**�5 天工作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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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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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即時到職更佳備

註 : 教室開放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 9 時 45 分至下午 6 時 45 分或上午 10 時至下午 7 時 ( 視乎個別教室開放時間而定 )

空缺分校地點：荔枝角福利待遇：5 天工作，新人獎金 $3,000，醫療保障 ( 門診及住院 )，10 – 12 日有薪年假，有薪

婚假、產假及侍產假，銀行假期，表現獎金，晉升機會（如表現良好，有機會晉升成為助理教室經理）週日工作津貼，

大眾集團員工購物優惠，多元化員工培訓，康樂活動，強積金有興趣者，請將個人履歷、學歷成績 連同現時及期望薪

酬電郵至 hr03@popularworld.com 或 whatsapp 短訊 96887362 了解空缺資訊。歡迎瀏覽本公司網址：http://www.edusmart.

hk or http://www.popularworld.com 所有職位申請將作機密資料處理及只作招聘用途。

EDUSMART COMPANY LIMITED 全職

老
師

教學及學生支援助理�教學助理

職責：負責課堂上照顧特殊需要學生及協助教學及學生支援事務。經驗及學歷要求：副學士或大專程度，曾接受照顧特

殊需要學生培訓或具相關經驗優先  熟悉中英電腦文書工作學校 / 機構基本資料，月薪面議，合約制。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李一諤紀念學校 全職 葵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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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Senior)� Education�Development�Officer�
(General�Studies�/�Pri�or�Sec�Mathematics)�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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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教師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職責：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課堂及課後學習；負責製作教材及一般文書處理；協助籌辦各項學習活動。經驗及學

歷要求：大專或以上教育程度。

佛教黃焯菴小學 全職 灣仔區�

教
學
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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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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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0.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 12 December 2019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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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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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我地Facebook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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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微教學短片比賽2020
 微教學短片比賽

1.

2.

1.

2.

1.
2.

3.

4.

1.
2.

3.

4.

就讀教育學系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或
就讀全職或兼職教育文憑課程學生，並未有全職教學
經驗；或
在職本港中學、小學、幼稚園或特殊學校教師，擔任
全職教師不多於36個月；或
在職本港中學、小學、幼稚園或特殊學校教學助理。

就讀教育學系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或
就讀全職或兼職教育文憑課程學生，並未有全職教學
經驗；或
在職本港中學、小學、幼稚園或特殊學校教師，擔任
全職教師不多於36個月；或
在職本港中學、小學、幼稚園或特殊學校教學助理。

參賽者需於網上填妥報名表格，並上載參賽文件。
詳情請參閱報名指引或瀏覽活動網頁。
參賽者需於網上填妥報名表格，並上載參賽文件。
詳情請參閱報名指引或瀏覽活動網頁。

主辦機構

贊助機構

建立教壇新秀專業分享及交流平台，凝聚教育智
慧，傳承教育使命；
鼓勵教學創新，嘉許表現優秀的準教師及新晉教
師，發掘優質教育人才。

建立教壇新秀專業分享及交流平台，凝聚教育智
慧，傳承教育使命；
鼓勵教學創新，嘉許表現優秀的準教師及新晉教
師，發掘優質教育人才。

詳情請參閱「教壇新秀2020　微教學短片比賽」
報名指引及表格
詳情請參閱「教壇新秀2020　微教學短片比賽」
報名指引及表格
查詢電話：2963 5157查詢電話：2963 5157
活動網頁：http://www.hkfew.org.hk/events/ptc
最新消息和活動資訊將定期在網頁公佈。
網上報名：https://bit.ly/396pcxJ

活動網頁：http://www.hkfew.org.hk/events/ptc
最新消息和活動資訊將定期在網頁公佈。
網上報名：https://bit.ly/396pcxJ

電郵：kfchan@hkfew.org.hk電郵：kfchan@hkfew.org.hk

1.
2.
1.
2.

每位入圍參賽者將獲頒參賽證書
設金獎、銀獎、銅獎及優秀獎，各組別的得獎
者數目不限。得獎者可獲：

每位入圍參賽者將獲頒參賽證書
設金獎、銀獎、銅獎及優秀獎，各組別的得獎
者數目不限。得獎者可獲：

金獎：
1. 獎學金叁仟元(書券)
2. 獎狀及獎座(乙份)
3. 贊助商禮品
4. 教聯會永久會籍

金獎：
1. 獎學金叁仟元(書券)
2. 獎狀及獎座(乙份)
3. 贊助商禮品
4. 教聯會永久會籍

銀獎：
1. 獎學金貳仟元(書券)
2. 獎狀及獎座(乙份)
3. 贊助商禮品
4. 教聯會永久會籍

銀獎：
1. 獎學金貳仟元(書券)
2. 獎狀及獎座(乙份)
3. 贊助商禮品
4. 教聯會永久會籍

銅獎：
1. 獎學金壹仟元(書券)
2. 獎狀及獎座(乙份)
3. 贊助商禮品
4. 教聯會永久會籍

銅獎：
1. 獎學金壹仟元(書券)
2. 獎狀及獎座(乙份)
3. 贊助商禮品
4. 教聯會永久會籍

優秀獎：
1. 獎學金伍佰元(書券)
2. 獎狀及獎座(乙份)
3. 贊助商禮品
4. 教聯會永久會籍

優秀獎：
1. 獎學金伍佰元(書券)
2. 獎狀及獎座(乙份)
3. 贊助商禮品
4. 教聯會永久會籍

＊非香港永久居民亦可參選＊非香港永久居民亦可參選

目的

報名資格 *

報名辦法

比賽分學前教育組、小學教育組、中學教育組及
特殊教育組
比賽分學前教育組、小學教育組、中學教育組及
特殊教育組

組別

2020年4月17日2020年4月17日
截止報名日期

獎項

詳情及查詢



寄：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 17樓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會員發展部	收

個人資料		

辦公室電話 傳真號碼

出生日期 性別	
□男 /□女

現申請為	 □ *基本會員	/		□學生會員（教育專業職前培訓課程學生）請附學生證副本

備註：	凡註冊學校的全職員工，均可申請入會。會員證將以郵寄形式寄到閣下上述登記住址。	
有關會務的資料，可瀏覽網頁：www.hkfew.org.hk。	
有關「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	」聲明
本會將依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使用及保密，並只用作本會內部會籍分析、宣傳活動及聯絡之用。
詳情請參閱http://hkfew.org.hk/privacy.php
□申請人聲明本申請表的資料及內容均正確無誤　　　　　　　	 	 申請人簽署：＿＿＿＿＿＿＿＿＿＿＿＿　

日	期：__________年 _______月 _____日

（英文）

中文住址 （會員證會以郵寄方式寄到閣下登記住址）

身份證號碼
（首5個字，例如：A1234）

教聯會入會申請表

豁免2020年度會費

介紹人

甲｜	個人資料

乙｜任職 /就讀學校資料

				（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遵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使用）				

介紹人會員編號 ◻□新入會	/	□◻續會	/	□資料更新	會員編號：＿＿＿＿＿

姓名	（中文）		

住宅電話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學校名稱				

職						位 關注活動	（可選多項）：

□校長	□	副校長　□教師	□	大專講師 /教授 /研究員　
□教學助理　□技術員　□校務文員　
□工友　□退休 /離職　
□其它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	*		請刪除不適合資料

□教師專業培訓　□STEM教育　□教育管理　□旅行團 /交流
團　□減壓休閒課程　□文康體育活動　□求職招聘　□教師權益　
□福利優惠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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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優惠福利優惠福利優惠福利優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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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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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娛體育活動文娛體育活動文娛體育活動文娛體育活動
• 教 師 體 育 節      • 教 師 籃 球 聯 賽  
• 本 地  /  境 外 遊     • 班 組 課 程

教師俱樂部教師俱樂部教師俱樂部教師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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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工作權益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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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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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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