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政 長 官 卓越 教 學 獎（ 2015/2016）
教 學 實 踐 卓越 表 現 指標
課程領導
前言

本指標旨在為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5/2016）的評審工作提供參考。
在制訂本指標時，我們曾參考相關的資料及課程文件（見第 12-13 頁參考資料）
，亦顧及教師工作的複雜性，冀能反映教
師在不同範疇的能力表現。

本計劃所指的卓越教學實踐須具備下列條件：
(i)

傑出及／或創新並經證實能有效提高學習動機及／或幫助學生達至理想的學習成果；或
借鑑其他地方示例而靈活調適以切合本地（即校本及／或生本）情境，並經證實能有效增強學生的學習成果；

(ii) 建基於相關的理念架構，並具備反思元素；
(iii) 富啟發性及能與同工分享，提升教育素質；以及
(iv) 能幫助學生達至相關學習領域／科目／項目的學習目標（指領導同儕進行學校跨課程的策劃及推行工作，配合課程發
展議會訂定的學習宗旨，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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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標分為下列四個範疇：（1）專業能力、（2）培育學生、（3）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以及（4）學校發展。首兩個範
疇旨在肯定教師的卓越教學表現，另外兩個範疇則旨在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和培養卓越教學的文化。

本指標只應作為確認卓越教學表現的一個框架，而非為每位教師樹立固定的卓越典範。本指標除可作為評審工具外，亦能顯示
教師在課程領導範疇表現卓越的素質，藉此推動教師追求卓越的專業精神。

所有得獎者均須具備專業教師的基本素質，如專業精神、愛護和關懷學生等。我們會採用整體評審的方法，審視以上四個範疇，
以專業知識和判斷，來評審每一份提名。這個獎項的焦點是學與教，我們希望能選出富啟發性、能與同工分享、可作示例而有
效的教學實踐。在評審組別提名時，我們還會評估每位組員的貢獻、組員之間的協作，以及整個組別所付出的努力如何達至理
想的成果。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5 / 2016）
評審工作小組
二零一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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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領導
教學實踐卓越表現指標
1. 專 業 能 力 範 疇
範圍
課程

表現 指標

卓越表現例證

1.1 課程規劃及組 教師能：
織

1.1.1 配合教育發展趨勢，充分回應課程改革措施，並按學校的辦學宗旨及學生的多樣性，制定明確而優次分

明的校本課程發展目標、清晰和具體的課程計劃和評估政策，促進學生在相關學習領域／科目／項目的
有效學習。
1.1.2 配合課程發展議會訂定的學習宗旨，領導同儕進行學校跨課程的策劃及推行工作協調及連繫跨學習領域

／科目／項目的教學，避免不必要的重複。協助學生從多角度觀察事物，把知識融會貫通，並將所學應
用在日常生活上，有效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的能力。
1.1.3 制訂靈活而開放的課程架構，適當地調適學習內容與教學策略以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包括特殊教育需

要，編排學習時間，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校本課程和全人發展的機會。
1.1.4 建基於具備反思元素的相關理念架構，領導同儕進行學校跨課程的策劃及推行工作，為學生提供多元化

的課程及全方位學習經歷，並有效照顧學生的學習動機、興趣、能力和需要等，建構他們在相關學習領
域／科目／項目的知識，培養共通能力、正確價值觀和態度。
1.1.5 擔當統籌或領導角色，促進科組之間的緊密協調，以期發展一個切合學生學習需要的校本課程架構，並

協助相關的學習領域／科目／組別訂定配對目標的計劃，並貫徹執行，以提升科組管理和校本課程質素。
1.1.6 在校本課程中加強獨立學習和共通能力的元素，深化發展學生的溝通能力、明辨性思考能力和創造力，

並加強自我管理與協作能力，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和終身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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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表現 指標
1.2 課程管理

卓越表現例證
教師能：
1.2.1 協助學校訂立清晰的監察機制，通過不同的方式，適時而有效地監察落實校本課程的推行。除恆常的學

與教工作外，因應課程發展重點，採用適切的措施以掌握各項跨課程計劃和學習活動的質素，清楚了解
課程發展和學與教的成效。
1.2.2 領導相關的學習領域／科目／組別有目標和策略地檢討和反思工作成果，調適課程發展路向，制定能配

合教育發展趨勢的關鍵發展項目。
1.2.3 定期檢討課程的推行，進行具體而有效的課程評估，有系統地記錄學生的學習進度，並善用檢討所得的

資料及數據，適時與各持分者交流分享，共同改善學與教。
1.2.4 發揮領導能力，有效協調相關的學習領域／科目／項目，與各統籌人員緊密合作，建立同儕交流機制，

持續發展和優化校本課程，以確保校本課程在縱向和橫向兩方面的協調，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1.2.5 有效地管理課程改革，不斷聚焦檢視學與教的過程與效能，深化課程改革的正面影響，持續提升學習的

質素，適度調撥校內外課程資源，支援教師專業發展，以落實經商議後制定的課程目標和推行措施，優
化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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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教學

表現 指標
1.3 策略和技巧

卓越表現例證
教師能：
1.3.1 以學生為本，透過制定清晰的教學目標，運用合適的教學策略和資源，促進課堂互動，以協助學生建構

知識、啟發思考、發揮潛能、並培養共通能力及學習能力，建立正面的態度和價值觀。
1.3.2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給予他們適切的回饋，並提升他們的學習信心和興趣，透過為學生提供全方位的學

習機會，延展學生學習。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鼓勵他們積極分享協作，勇於探索
冒險，讓他們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及敢於創新。
1.3.3 掌握多元化的教學策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帶領同儕討論學生表現，清楚了解已訂立的學習目標與各

教學策略的關係，並選取適切的教學方法提升教學效能，協助學生掌握所學。
1.3.4 根據學生的能力和需要，因應不同的學習目的，以自身模範的教學策略及技巧樹立榜樣，靈活運用多元

化的教學法，為學生營造互動、具啟發性而和諧的學習氣氛及環境。
1.3.5 配合教學目標，善用學科資源、資訊科技及電子學習資源，妥善布置學習環境，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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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表現 指標
1.4 專業知識和
教學態度

卓越表現例證
教師能：
1.4.1 對當前課程目標、教學法及科目內容具備淵博的專業知識，包括理論的知識 (knowledge for practice)、

實踐的知識 (knowledge in practice) 和建構的新知識 (knowledge of practice)， 擔當領導角色以促進同儕
間的分享文化，以期在校內發展專業學習社群。
1.4.2 在學校跨課程的學習、教學和評估方面擔當領導角色；對於校本課程的決策(包括策劃、組織、推行及

評鑑)積極作出貢獻，推動同儕之間的協作，務使有效而適時地識別和支援學生的多樣化學習需要。
1.4.3 帶領同儕探索影響學生學習需要的各項因素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推動同儕以積極進取的態度，促進團

隊協作，主動與同儕分享意見及經驗，持續優化學與教的成效。
1.4.4 掌握最新的專業知識，並透過終身學習不斷尋求個人成長，在教學工作上追求卓越表現。透徹掌握相關

學習領域／科目／項目在學習、教學與評估方面的新趨勢，熟悉課程內容及相關學科的「教學內容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積極發展校本課程，緊密跟進並重視檢討和反思工作成果。
1.4.5 擔當領導角色，積極倡導同儕間協力更新和探求與課程、學習、教學及評估的相關知識，促進學習領域

/科目的協作與發展；支援其他教師的工作，樹立教學榜樣和楷模，推動學習型組織成員間的專業對話，
培養反思及分享文化，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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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學習評估

表現 指標
1.5 評估規劃和
資料運用

卓越表現例證
教師能：
1.5.1 在相關學習領域／科目／項目具體落實和執行學校所制定的評估政策，掌握
「對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of learning)、
「促進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以及「作為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as learning)
的概念。針對相關學習領域／科目／項目的教學目標，有系統地運用不同的評估模式和工具，以配合課
程規劃、學生能力及學習進度和其他校本因素，並引入學生自評、同儕互評及家長評估等，以促進學生
的學習。
1.5.2 以「促進學習」和「優化課程」為評估目的，建立評估文化，廣泛使用各種評估模式以配合學與教評核

項目，並不斷檢討評估模式，確保此等模式配合現行的課程目標、評估理念架構及卓越實踐，持續優化
課程規劃和學習策略，以提升學與教的質素。
1.5.3 因應預期學習目標、內容和學習過程，設計有效的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靈活採用多元化的評估方式，

全面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1.5.4 有系統地搜集和記錄與學生學習表現有關的數據和學習顯證，充分運用分析結果，作為改善學與教的基

礎，適時跟進，回饋課程規劃和學與教策略，協助提升整體的學與教質素。
1.5.5 給予學生適時、有助反思和正面的優質回饋、適當及適時的鼓勵和正面而具建設性的改善方法，使他們

保持學習動力及掌握自己的強項和弱點，並指導他們加強優勢，克服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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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 育 學 生 範 疇
範圍

卓越表現例證

表現 指標

培育學生 2.1 價值觀和態度 教師能：
2.1.1 協助學生建立重要的基本信念、價值觀及態度。讓他們相信人人都能學習，並且可以學有所成。
2.1.2 因應學生的多樣性而寄予適切的期望，提供適當程度的課程，激發他們投入學習。
2.1.3 肯定和重視學生的潛能和成就，鼓勵學生積極主動學習，追求卓越，建立自信，培養自律，保持開放

態度，尊重他人觀點，樂於協作與分享意見。
2.1.4 肩負領導角色，推動同儕認識與學生建立融洽關係的重要性，以期在校內培養整體的師生互信關係。
2.1.5 啟發不同背景和能力的學生的學習興趣，幫助他們達至理想的學習成果，並鼓勵學生互相尊重和合

作，加強溝通交流，分享學習心得和成果，藉此營造關顧愉悅的學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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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卓越表現例證

表現 指標
2.2 知識和技能

教師能：
2.2.1 幫助學生理解和掌握相關學習領域／科目／項目的知識和技能，培養學生主動從經驗及已有知識中建

構新知識，學會學習，養成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促進全人發展。
2.2.2 適時調整學與教的策略和技巧，以照顧學生的多樣化能力、興趣和學習需要，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促進不同層次的思考活動，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循序發展，同時鼓勵學生在學習上追求卓越，推動學生
不斷求進和發展他們的潛能。
2.2.3 鼓勵學生從探究過程中發展獨立學習的能力，主動搜集、整理及綜合判斷資料，豐富學習經歷，以促

進建構知識的能力，培養自主學習精神。
2.2.4 培養學生樂於接受意見，能持續藉著回饋肯定自己的優點，辨識弱項，積極作出改善，加深對學習內

容及相關技巧的掌握。
2.2.5 幫助學生運用適當的學習策略和各種校內校外的學習資源以達成學習目標，包括能夠適當地運用資訊

科技及電子學習資源，促進學生獨立學習能力，拓寬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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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 業 精 神 和 對 社 區 的 承 擔 範 疇
範圍

卓越表現例證

表現 指標

專業精神 3.1 對教師專業
和對社區
和社區作出
的承擔
的貢獻

教師能：
3.1.1 擔當主要課程改革促進者角色，能營造開放、正向、尊重共識的討論環境，促進校內及校外教師之間

在課程發展專業知識、與學與教相關議題的專業交流和分享，建立與其他學校的網絡。
3.1.2 熱衷於持續進修及自我完善，領導及組織推動建立同儕專業學習和分享文化，並善用機會，令持續專

業發展活動的果效於教師日常教學工作中彰顯出來。
3.1.3 連繫教師個人進修與校內群體組織的學習，凝聚力量，推展實踐社群 (community of practice) 的理

念，協助學校釐清校內不同人員在建構學校實踐社群的權責及角色，建立強大教學團隊，培養課程領
導人材。
3.1.4 致力持續自我改進及追求專業知識和能力，熟悉教育政策和本地課程的最新發展，以身作則，樹立榜

樣，建立良好的人際網絡關係，積極為社區專業發展提供支援。例如參與交流活動、分享教學經驗，
以及社區服務等；製作可作示例的教材、參與教育研究或發表與教學有關的文章，以及協助新入職教
師的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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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 校 發 展 範 疇
範圍

表現 指標

卓越表現例證

學校發展 4.1 支援學校發展 教師能：
4.1.1 善用學校的資源與人力，凝聚共識、整合意見，樂於肯定、鼓勵夥伴教師，有策略地加強教師專業交

流，以期達至強化教師團隊的專業能量的目標，發展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
4.1.2 對教育有理想和抱負，能充分考慮不同持分者的意見，訂定適合學校、教師及學生需要的校本發展策

略和措施，並靈活運用校內資源和開拓校外資源，以配合各項措施的推展，有效促進學校整體的發展。
4.1.3 鼓勵家校協作，重視與各持分者如家長、社區及社會人士的溝通，收集意見，發展一套能配合學校宗

旨或回應持分者訴求的校本課程，積極與社區及外間機構保持緊密的聯繫，除支援學校的發展外，更
拓寬教師與學生的視野和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
4.1.4 啟發同儕一起改善學與教；促進校內協作和分享文化，以期把學校發展成一個專業學習社群；以及透

過分享示例和經驗，領導和協助同儕認同和實踐學校的願景和使命，協力推動學校持續發展，並透過
各種有效途徑展現學校文化和校風精髓。
4.1.5 因應發展需要有計劃地引入外間機構與教師進行協作，有效推動校本課程的改革及提升學與教的效

能。積極推動學校有策略地安排師生參與不同的交流活動及計劃，促進他們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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