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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學習的樂趣
讓學生愛上中國歷史

「我的教學理念是參照儒家所提倡『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教師
本身熱愛中國歷史，繼而感染學生，此
即『修身』；在校園以趣味手法推廣中
史教育，乃『齊家』之道；讓學生關心
國家及世界，為『治國平天下』的理
念。」

教學理念陳愛妮老師
(教學年資：10年)

所屬學校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六 （中國歷史科）

獲嘉許狀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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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式
領導出色

有限的教學支援
下，發揮同工無

限的力量

第七式
思想積極

掃走負面情緒，中
史教學 力臻完善

第六式
培育領袖

全方位推動中史學
會活動，培育中

史領袖

第五式
帶動探究

疑難為本，推動
解難式教學

第四式
團結力量

小組協作，趣味
無窮

第三式
重視互動

成為老師，教學
相長

第二式
教材新穎

自設教材，創意
無限

第一式
堅持理想

堅信大同思想，締
造社會和諧

第十式
造福社會

建立良好價值觀，
裨益於社會

第九式
關心祖國

緊貼時弊，關心
世界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九
招
十
式

教學
分享

　　孔子提倡「天下無生而貴者」，家庭環境的差
距不該主宰個人的發展，學生只要努力不懈，配合
教師的引導，同樣地可以學有所成，踏上人生的坦
途。我亦肯定每個學生有自己的專長，要讓他們的
潛能得以發揮。聖經記載：「人子來不是受服侍，
而是服侍人。」我願意不辭勞苦、費盡心神於教學
上，背後所持守的是基督愛和犧牲的信念。

施教策略
　　累積了多年的教學經驗，可以歸納為十項重
點，只要加以活用，可以使一般人認為沉悶的中國
歷史科，也變得活潑起來，學生也樂於學習，視為
喜愛的學科。

打破沉悶　活化教室
　　利用一面鏡子作引，提問學生為何我會帶鏡子
上課，透過學生有趣的猜測，以此帶出將要教授的
人物─唐太宗「以銅為鏡」的故事。我又會經常穿
梭中國內地，搜集教具，在課堂上展示，將物件與
歴史事件扣連，增加學生對歷史的觸感。同時通過
各項看似平凡的比賽和活動如猜謎語、猜動作、尋
寶遊戲、砌圖遊戲等，也能夠促使學生積極上課，
打破沉悶的課堂氣氛。

　　此外，引入解難式的教學方法，例如：在中二
級的課堂中，當我闡釋了元朝覆亡的原因後，先讓
學生明白問題，然後著手解難。我邀請學生代入大
臣的角色，教師成為元順帝，探討如何避免元朝覆
亡的方案。然後請學生舉手示意和解釋，教師再經
過驗證，並提出可行性。我感恩的是看見學生能認
真思考當時國家的情況，彼此交流和相互切磋，謀
求出路。

走出教室　展現所長
　　我重視在教室以外的活動，我會挑選與歷史題
材相關的電影，於課餘時舉行電影欣賞會。又舉辦
中史日，學生扮演不同的歷史人物角色，設計各類
型的攤位遊戲，將歷史知識立體化地呈現出來。又
舉辦考古工作坊，讓學生體驗考古工作的過程。這
些活動均使學生對課堂所學的知識更加融會貫通。

價值建立　了解國情
　　我主張先管後教、賞罰分明，又重視對學生鼓
勵和讚賞。我又致力製作校本教材，好像創意習
作，促進學生對各種歷史問題的反思，建立良好價
值觀。例如：五四運動的反思習作中，讓學生以和
平的方法重寫五四運動的故事，並以戲劇形式演繹
出來。結果，有學生自行改編歌曲，決定用和平理
念去向大眾宣傳關心祖國的訊息。此外，要讓學生
了解國情，中國歷史科是責無旁貸的。切忌只講
古，不講今。我會留意周遭事情的發生，着力讓學

生「通古今之變」，關心社會。

▼學生透過遊戲提高學習興趣

▲學生進行角色扮演，活學歷史。

結語

　　我相信「每個人應該有夢想，因為有夢
想才有成功的可能。」十年來，我以生命去
影響學生的生命，我自己創造了教育夢，亦
為我的學生締造了夢想。

　　陳老師重視活動教學，教室內外經常舉辦多
元化的活動。例如：歷史話劇、歷史棋藝、模型
製作、電影欣賞，更舉行一連三日的中史日，由
學生負責安排連串精彩的攤位遊戲，令全校師生
樂在其中。她說：「這些教學活動並不需要花費
很多金錢，學生從中能發揮自己的潛能，互相幫
助，他們的人際溝通及自我表達能力均得以提
升。」

用「心」照亮學生的明天
　　自從十年前執起教鞭以來，陳老師對教學的熱
誠從未減退。當年剛踏入教育界，她在一所私校任
教，這校的學生成績優異，不少出生於富裕家庭。
五年前，她離開了「安穩」的崗位，來到這所位於
秀茂坪的男校任教中國歷史。這裏的學習氣氛截然
不同，面對一群活潑好動、語文能力稍遜的學生，
令她嚐到不少苦頭。
　　「學生總愛欺負新老師，任教的第一個學年，學
生在課堂上不斷測試我的底線。當時又適逢新高中
課程改革，沉重的工作壓力令我禁不住常常躲起來
流淚。」雖然如此，陳老師對教學的理想仍堅定不
移，堅持把活潑好動的學生們帶回正軌。
　　「小時候我在單親家庭長大，家中依賴領取綜援

過日子，但我相信知識能夠改變命運，憑
着自己的努力和決心，積極求學，完成大
學課程。現在，很多學生亦是家境清貧，
當中更有不少新移民學生。他們的學習動
機較弱，自我形象低落，我期望透過教
育，勉勵他們追求夢想，帶領學生走當行
的路，也是盡自己的力量回饋社會。」經
過五年的苦心經營，陳老師不僅改寫了中
國歷史課堂的面貌，也為學生譜寫出人生
新的一頁，贏得他們的愛戴及敬重。

穿越古今　活化歷史
　　一般男孩子不喜歡讀文科，甚至覺得讀中國歷
史沒有實用價值，課本談的治亂興衰、政權更替，
似乎跟現代人生活沒有聯繫。其實，教師只要花點
心思、換個角度，就能夠令歷史與現代生活接軌，
科目也會擺脫成為「冷門科」的命運。
　　翻開陳老師的教案，會發現許多創意十足的提
問。例如：「假如你是項羽的朋友，你當日站在他
的身旁，你會怎樣勸止他於烏江自刎？」、「你會
設計一項怎樣的武器，幫助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抵抗
外敵？」陳老師一直以來善用活潑的手法教授中國
歷史，她設計一連串有趣的教學活動，打破課堂沉
悶的氣氛，她以行動告訴我們：中國歷史科也可以
很有趣！

▲學生透過模型製作，學習中國歷史。

▲陳老師教學道具豐富，令課堂更有趣味。

教師專訪

　　中國歷史浩瀚淵博，令不少學
生望而生畏。如果遇上好動活躍、
學習動機稍弱的男孩子，要他們喜
歡中史科絕對是難上加難。在香港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任教的陳愛
妮老師，她怎樣改寫中國歷史課堂
的面貌？她又如何花五年時間，把

中國歷史科成為校園最受歡迎
的學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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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思考如何回應時代的需要或回饋社會，有助培
養學生關心時事，以及對社會和國家之責任感。課
堂以外，陳老師善用全方位學習策略，如推動中史
學會活動，讓學生能夠發揮潛能，展現所長。總括
而言，陳老師在課程上大刀闊斧的改革，靈活而多
元化的教學策略，全方位活動的理念及實踐，終讓
學生愛上了中國歷史科，數年間令該科目蛻變成為
校內最受歡迎的科目之一。
　　陳老師認真的工作表現深受學生愛戴及同儕欣
賞，她的教學熱忱及努力深具感染力，對學生的學
習、價值觀和態度有正面的影響，有助孕育他們的
堅毅意志和責任感，在自我反思及追求卓越的態度
方面能作學生的榜樣。

　　陳愛妮老師的教育理念取自儒家思想「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她認為教師先做好本份，熱
愛中國歷史，用感染力感染學生，此即「修身」。
進而在學校無論從課程或活動方面，推廣中史的趣
味性和實用性，此乃「齊家」之道。再讓學生關心
祖國，推而廣之，再到全世界，便為「治國平天下」 
的理念。她憑藉多年的教學經驗，歸納出九招十式
以概括其信念及策略：堅持理想、教材新穎、重視
互動、團結力量、帶動探究、培育領袖、思想積
極、領導出色、關心祖國和造福社會。
　　陳老師着意設計具創意和趣味性教材，願意動
腦筋和花功夫，利用日常生活物件及旅遊時搜集的
紀念品作為教具，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令課堂變
得活潑有趣。陳老師非常重視課堂上的互動，她摒
棄傳統單向的授課模式，多以生活化課題誘發討
論，並以靈活的提問引導學生發表意見和想法，在
答問過程中，常用不同形式的獎賞以激勵其鬥志。
陳老師鼓勵學生進行課前預習、初步了解錯縱複雜
的史事或背景資料，並於課堂內提供機會讓學生展
示預習成果、應用所學回答問題及進行討論，亦能
引導學生因應同儕論點提供意見或補充，增加學生
朋輩互相啟發的協作效果。
　　陳老師的教學亦關注思維訓練，她能運用解難
式教學方法，引導學生透過資料分析、客觀推斷、
角色代入等，探究歷史人物的思想及事蹟與時代背
景的關係，從而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她在課堂內
適當融入價值教育，常借古喻今，帶動反思，引導

評審撮要

設計具創意和趣味性教材
及靈活而多元化的教學策
略，活化教學。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學校網址：
	 http://www.bhss.edu.hk

	 陳愛妮老師
	 電話：2347	9224
	 傳真：2348	8639
	 電郵：elychanhello@hotmail.com

聯 絡 方 法

▲學生積極討論，踴躍參與課堂活動。

to broaden students' historical horizon
Using Pragmatic and Inspiring Strategies

"A	History	teacher	should	have	a	good	
mastery	of	the	subject	knowledge	and	
plan	well	 for	 the	 lessons	 to	engage	
students	in	learning.		The	lessons	must	
be	delivered	in	an	interactive	and	inspiring	
way	to	develop	students'	thinking	skills	
as	well	 as	 their	 consciousness	and	
empathy	for	the	historical	events."

Teaching	Philosophy
Ms	HUNG	Sau-yu,	Dora

(Years of teaching : 17 years)

School
Tak	Oi	Secondary	School

Subject taught
History	(S3-6)

Te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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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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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M
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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