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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自 2003年舉辦至今，

已有 590位教師獲獎。獲獎教師努力不懈，

追求專業發展，在不同學習領域或範疇的教

學實踐，均表現出色；他們為學生提供豐富

的學習經歷，以達至全人發展。這份對教育

的承擔，深得社會人士認同。

由歷屆獲獎教師組成的 「行政長官卓越教
學獎教師協會」 ，凝聚了這群優秀教師。他
們通過 「開放示範課堂」 、發表報刊文章、
到內地考察交流，以及舉辦各類型的分享活

動，藉以推廣優良的教學實踐。他們的分享

激勵同儕借鑑其成功經驗，共同追求優質的學與教及卓越的文化。另一方

面，第二輪教學獎開拓的新評審主題，如本屆的資訊科技教育，成功發掘

了不同範疇的卓越教學實踐，表揚更多優秀的教師。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1/2012）得以成功舉辦，全賴專家、學者、

校長、教師和家長的支持。本人謹代表督導委員會，向他們衷心致謝。期

望未來的教學獎能繼往開來，發掘更多傑出教師，傳承追求卓越的文化。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奬督導委員會主席

黃鎮南, JP

教育局舉辦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提供了

一個重要平台，讓教學優秀的教師得到嘉許

及認同，教師專業地位得以提升，並藉推廣

卓越教師的教學實踐，培養同儕協作與追求

卓越的文化。本屆獲獎教師在藝術教育、資

訊科技教育與學前教育三個範疇，表現卓

越。他們發揮課程改革的精神，配合以學生

為中心的教學策略，及多元化的學習模式，

啟發學生潛能，為他們提供豐富學習經歷，

以裝備迎接新世代的挑戰。香港學生在不同

的國際比賽及測試中表現出色，教師實在功不可沒。

本屆得獎教師為培育人才竭盡所能，獲獎是實至名歸。期望獲獎教師能作

為同儕的榜樣，為提供優質的教育持續努力，為香港締造更美好的明天。

衷心恭賀本屆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各得獎

教師。

香港地小人多且華洋雜處，在競爭激烈的

環境下，杏壇有幸不乏賢師，為莘莘學子的

未來默默耕耘。教學獎正好表揚各科目領域

上表現卓越的教師，並鼓勵教學上的協作文

化。

本屆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旨在嘉許藝術教

育、資訊科技教育和學前教育教師。得獎教師均懷無比使命感，篤志力

行，任重而道遠，向學生教授知識技能、灌輸正確積極人生觀，並培養他

們終身學習的興趣，為年青一代打下堅實基礎，殊堪表揚。

謹向各得獎教師鼓掌喝采！深盼各位繼續鼎力支持，同心攜手實現香港

的教育願景。

優秀教師是培育人才成功的關鍵。本屆獲頒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的54位教師，正好以他們

教學實踐的顯著成效作印證。其中有藝術教師

以創新、多元化的課程及有效的策略，為學生

提供豐富的藝術經歷，啟發創意，並提升學生

對藝術的興趣與評賞能力；亦有學前教育教師

綜合遊戲與學習，並配合生活情境，讓幼兒盡

展個人潛能，以達至全人發展。此外，有教師

透過將資訊科技融入各學科，以及設計探索式

學習活動，有系統地發展學生的資訊素養，提

升了他們的探究精神、解難和運用資訊科技自主學習的能力。

我謹祝賀本年度的獲獎教師，他們在藝術教育、學前教育與資訊科技教育

的教學實踐表現出色。我衷心希望所有教育工作者都能以他們為典範，並與

我們攜手提升教育質素，確保教育能與時並進，配合社會需要的轉變。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謝凌潔貞, JP

行政長官

教育局局長

孫明揚, GBS, JP

為了凝聚所有獲獎教師以推廣優良教學實踐，在2005年成立了 「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 。教師得獎以後成為協會會員，透過協會，有機會協助

舉辦及參與不同的教學分享活動，又經常有機會與本地、內地，以至海外同儕

互相切磋學與教的心得，作專業交流，獲益良多。

參加人數節節上升

卓師協會在這個學年，舉辦了逾40場開放課堂及大型研討會，讓全港教育同

工參與，而一些開放課堂及研討會的精彩片段，更上載至香港教育城網頁，以

促進學界對卓越教學的認識。在今年一月開始，卓師協會的會員更透過報章專

欄與廣大社會群眾暢談教與學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以回饋社會，亦促進社

會人士對學界及獲獎教師的認知。

最為學界嘉許而參加人數屢創高峯的，要算是每年11月舉行的行政長官卓越

教學獎教學薈萃。因着過往獲獎教師的精采分享，這活動已成為廣受期盼的學

界專業發展及分享活動。這可從參加人數的節節上升及活動後的意見調查表得

知。能得到廣大參加者給予的正面評價，卓師協會的幹事會成員，都大為鼓舞。

此外，卓師協會亦不時與其他機構協作推動卓越教學，更積極派會員參與每年

3月由優質教育基金舉辦的 「教師專業交流月」 。

為了讓更多人認識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及獲獎教師的卓越表現，卓師協會與

教育局定期會面及聯繫，討論如何策劃更多不同方式的推廣活動。例如：卓師

協會曾與香港電台聯合製作獲獎教師專輯，在不同的平台上播放，市民大眾對

這個教學獎的認識亦因而增加了不少。

交流考察獲益良多

在過去三年，卓師協會均組織交流團前往內地城市進行專題教育考察，透過

拜訪當地教育廳、參觀企業及觀課等，了解當地教育特色及經濟民生的發展。

這三年來，卓師協會拜訪過北京、杭州及西安三個城市，不但在旅途中交流所

見所聞，還把所想所感寫成報告，刊登於協會的網上通訊《卓師》上。正因為

這幾次的教育交流有着明顯的專業成果，今年4月及5月，有關獲獎教師更以

促進者的身份獲邀參加其他教育交流考察團前往內地，協助指導及促進其他團

員的觀察及反思，從而達到有關交流考察團專業發展的目的。

卓師協會的根基是香港，但老師的專業發展則不限於香港。自去年起，卓師

協會獲邀派會員往美國參加教學專業國際高峰會議，與十多個國家或地區的教

育部門及教師代表，一同討論全球教育議題。此外，協會科學教育組主席梁健

儀老師今年應新加坡教育局邀請前往當地以科學教師專業發展作主題分享，更

彰顯了本港卓越教師具有銜接國際的水平。

繼續開拓分享平台

展望未來，卓師協會將會繼續開拓不同的分享平台，以及舉辦更多的交流活

動，以推動香港教師專業發展及追求卓越的精神。會長劉國良老師表示，希望

能繼續取得更多獲獎學校的配合，開放課堂促進交流，讓卓越教師的寶貴經驗

及教學策略得以廣泛流傳。此外，透過報章專欄分享教學實踐及心得亦會繼續

是卓師協會的重要方向。協會將邀請更多的獲獎教師參與分享。為了進一步增

加大眾對這個卓越教學獎及獲獎教師的認識，卓師協會將在今年第四季製作宣

傳片段，在巴士的宣傳平台上播放。另一方面，協會亦準備與本地大學合辦入

職講座，務求吸引更多優秀大學生加入教師團隊，讓本港教師的水平更上層樓。

21世紀是充滿了挑戰的時代。卓師協會將繼續發揮其高度的專業發展精神，

貫徹卓越教學獎的理念，為下一代的教育工作而努力，而這正是孔子所說 「立
己立人，達己達人」 的教育真諦。

▲2011年11月26日舉行的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學薈萃

▲2011年10月7日至12日到西安進行外訪交流，圖中眾人在秦始皇兵馬俑博物
館館外合照留念。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

查詢電話：2186 8294

網上通訊：http://edblog.hkedcity.net/ateta2010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1/2012）頒獎典

禮將於今日（6月12日）下午3時正舉行。為

了讓各界人士可以更了解本屆獲獎教師的教

學特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督導委員會與

無綫電視聯合製作了一個特備節目《行政長

官卓越教學獎：卓越教 「思」 》，介紹部分
獲獎教師的教學實踐。節目將於 2012年 6月

24日下午 3時 30分在無綫電視翡翠台播出，

歡迎收看。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網頁：www.ate.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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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卓越教學獎教師名單

學校名稱

救恩書院

天主教普照中學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名稱

簡李麗池

吳楚源

孔雪兒

張詩詠

林家儀、吳海旻、
利嘉嘉、陳鎮雄、
張鏡光

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名單

學校名稱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大坑東幼兒學校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觀塘幼兒學校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石硤尾幼兒學校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李鄭屋幼兒學校

東華三院田灣幼稚園

名稱

黃雪麗
呂婉婉
劉詠嫻
温穎芝

楊 敏

學校名稱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名稱

文可為、陳淳泉、
葉笑嫦

列淑嫻、陳麗嫦、
胡劍偉、馮家俊、
趙崇基

獲嘉許狀教師名單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特刊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

推廣優良教學實踐推廣優良教學實踐

2011/2012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卓越卓越教學獎教學獎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Excellence

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

學校名稱

鳳溪創新小學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名稱

劉麗清、石麗芬、
李寶麗、李雅儀、
蘇于庭

李志成

曾小星、蔡偉傑、
葉麗芬、陳惠芳、
賴志榮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名單

學校名稱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何東中學

香港真光中學

玫瑰崗學校（中學部）

香港華仁書院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英華書院

丹拿山循道學校

天主教伍華小學

曾梅千禧學校

名稱

顏妙君

徐香蘭、梁敏婷

甘貽芳
黃懷德
鄭融婷
羅明正

李炳輝

張秀芬

關呂佩玲

劉瑩

潘淑萍

鄧秀麗

彭玉文、周詠華、
吳廸嘉、陳意文、

獲嘉許狀教師名單

獲嘉許狀教師名單

學校名稱

北角衛理堂幼稚園幼兒園

保良局張潘美意幼稚園

東華三院洪王家琪幼稚園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

名稱

葉美琪

梁美麗

莫春蘭

許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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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嘉許狀教師

許夏薇老師（教學年資：8年）

所屬學校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

教學對象

高班

獲嘉許狀教師

葉美琪老師（教學年資：10年）

所屬學校

北角衛理堂幼稚園幼兒園

教學對象

幼兒班至高班

獲卓越教學獎卓越教學獎教師

黃雪麗老師（教學年資：23年）

呂婉婉老師（教學年資：15年）

劉詠嫻老師（教學年資：14年）

温穎芝老師（教學年資：10年）

教學對象

幼初班至高班

所屬學校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大坑東幼兒學校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觀塘幼兒學校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石硤尾幼兒學校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李鄭屋幼兒學校

左起：黃雪麗老師、劉詠嫻老師、溫倡穎芝老師和呂婉婉老師

獲卓越教學獎卓越教學獎教師

楊浩敏老師（教學年資：10年）

所屬學校

東華三院田灣幼稚園

教學對象

低班

專業能力範疇專業能力範疇
• 因應幼兒學習需要、能力、興趣和經驗，發展綜合、開放而富彈性的校本課程

• 讓幼兒從遊戲中學習，以幼兒為本的方式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豐富學習經歷

• 創設有意義的情境，通過有趣又能啟發思考的活動，協助幼兒掌握學習內容

• 以多元化的教學策略，提升幼兒的創造力、協作能力和溝通能力

• 與家長保持有效溝通，雙方合作協助幼兒學習與成長

• 為幼兒樹立榜樣，在言行舉止、態度行為和價值觀各方面成為幼兒的學習典範

培育學生範疇培育學生範疇
• 培養幼兒主動、專注的學習態度

• 引導幼兒養成獨立自信、尊重他人的態度；培養正面的自我觀和良好品德

• 培育幼兒美感和鑑賞能力，並發展幼兒語言和非語言的表達能力

• 提升幼兒的想像力、創造力、協作能力和溝通能力

• 協助幼兒與朋輩建立良好關係，同儕互相學習與欣賞

• 以身作則，成為典範，獲幼兒愛戴和信任，師生關係融洽

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
• 持續進修，積極提升專業水平

• 支援同儕，推動同儕分享文化

• 積極自我改進，經常參加分享會和專業交流活動

• 樂於與業界分享教學經驗及教學策略，為教師專業發展作出貢獻

學校發展範疇學校發展範疇
• 樂於開放教室，推動分享

文化，提升學與教的質素

• 靈活引入家長及社區資

源，讓學習環境更生活化

及多元化

• 積極與家長溝通，凝聚力

量，不斷改善學校

• 推動學校持續發展

共通的卓越之處共通的卓越之處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特刊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特刊

獲嘉許狀教師

文可為老師（教學年資：13年）

陳淳泉老師（教學年資：12年）

葉笑嫦老師（教學年資：12年）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七（資訊科技教育）

左起：文可為老師、葉笑嫦老師和陳淳泉老師

所屬學校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

中學

左起：趙崇基老師、陳麗嫦老師、
馮家俊老師、胡劍偉老師和
列淑嫻老師

獲卓越教學獎卓越教學獎教師

劉麗清老師（教學年資：21年）

石麗芬老師（教學年資：21年）

李寶麗老師（教學年資：10年）

李雅儀老師（教學年資：12年）

蘇于庭老師（教學年資：3年）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資訊科技教育）

後排左起：李寶麗老師、
劉麗清老師、
石麗芬老師

前排左起：李雅儀老師、
蘇于庭老師

專業能力範疇專業能力範疇
• 具扎實專業知識和優良的課堂技巧，善用資訊科技於設計和落實多元化、生活化的學習情境和學

習活動，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 有效地把資訊科技融入校本課程，並配以相應的教學方法，加強學習興趣和學習動機，照顧學習

差異，促進學生有效愉快學習

• 積極運用資訊科技，開發和引用創新的教學方法，並能自我反思，力求完善教學實踐

• 具備完善的評估和檢討機制，適時檢視運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成效

培育學生範疇培育學生範疇
• 藉資訊科技之優勢，使學生能解決學習難點和建構知識，達至相關學習領域的學習目標

• 發展學生資訊素養，以及運用資訊科技自主學習的能力

• 運用資訊科技提升學生探究精神、批判性思考能力，並使學生也能善用資訊科技於溝通和協作

• 建立互信和融洽的師生關係，透過資訊科技啟發不同能力和背景的學生，發展潛能

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
• 熟悉資訊科技教育政策和實踐的最新發展，並加以配合和推動

• 致力在資訊科技教育方面追求專業發展，與時並進

• 製作創新而有效的電子學習資源，積極與業界和同工分享成功經驗

• 以身作則，樹立榜樣，並支援其他教師運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之中

學校發展範疇學校發展範疇
• 啟發同工，群策群力，運用資訊科技改善學與教效能

• 擔當領導角色，推動協作和共享文化，建立專業型學習社群

• 配合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實踐學校的願景及使命，展現學校文化

共通的卓越之處共通的卓越之處

獲卓越教學獎卓越教學獎教師

李志成老師（教學年資：10年）

所屬學校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資訊科技教育）

獲卓越教學獎卓越教學獎教師

曾小星老師（教學年資：15年）

蔡偉傑老師（教學年資：18年）

葉麗芬老師（教學年資：26年）

陳惠芳老師（教學年資：12年）

賴志榮老師（教學年資：6年）

所屬學校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資訊科技教育）

左起：陳惠芳老師、賴志榮老師、
曾小星老師、蔡偉傑老師和
葉麗芬老師

所屬學校

香海正覺蓮社

佛教黃藻森學校

獲嘉許狀教師

列淑嫻老師（教學年資：22年）

陳麗嫦老師（教學年資：21年）

胡劍偉老師（教學年資：15年）

馮家俊老師（教學年資：16年）

趙崇基老師（教學年資：17年）

教學對象

小二至小六（資訊科技教育）

獲嘉許狀教師

甘貽芳老師（教學年資：25年）

黃懷德老師（教學年資：21年）

鄭融婷老師（教學年資：15年）

羅明正老師（教學年資：8年）

教學對象

中四至中六（音樂科）

所屬學校

何東中學

香港真光中學

玫瑰崗學校（中學部）

香港華仁書院

左起：羅明正老師、鄭融婷老師、甘貽芳老師和黃懷德老師

獲嘉許狀教師

莫春蘭老師（教學年資：23年）

所屬學校

東華三院洪王家琪幼稚園

教學對象

幼兒班至高班

獲嘉許狀教師

梁美麗老師（教學年資：13年）

所屬學校

保良局張潘美意幼稚園

教學對象

高班

獲嘉許狀教師

鄧秀麗老師（教學年資：17年）

所屬學校

天主教伍華小學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視覺藝術科）

獲嘉許狀教師

劉瑩老師（教學年資：13年）

所屬學校

英華書院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七（視覺藝術科）

獲嘉許狀教師

關呂佩玲老師（教學年資：27年）

所屬學校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六（視覺藝術科）

所屬學校

鳳溪創新小學

獲嘉許狀教師

李炳輝老師（教學年資：26年）

所屬學校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六（視覺藝術科）

中四至中五（綜合藝術科）

左起：吳廸嘉老師、周詠華老師（後）、彭玉文老師（前）和陳意文老師

獲嘉許狀教師

彭玉文老師（教學年資：23年）

周詠華老師（教學年資：29年）

吳廸嘉老師（教學年資：10年）

陳意文老師（教學年資：16年）

所屬學校

曾梅千禧學校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

（戲劇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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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卓越教學獎卓越教學獎教師

簡李麗池老師（教學年資：27年）

所屬學校

救恩書院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六（視覺藝術科）

獲卓越教學獎卓越教學獎教師

林家儀老師（教學年資：19年）

吳海旻老師（教學年資：10年）

利嘉嘉老師（教學年資：7年）

陳鎮雄老師（教學年資：29年）

張鏡光老師（教學年資：8年）

所屬學校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教學對象

小一至中六（音樂智能課）

2011/2012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卓越卓越教學獎教學獎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Excellence

專業能力範疇專業能力範疇

• 配合藝術教育課程的發展新趨勢，設計連貫、均衡、創新和多元

化的課程，針對學生的能力和需要，整體發展學生的創意、藝術

技能、藝術評賞能力及對藝術情境的認識

• 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為學生提供全面的藝術學習經歷，擴闊

學生的藝術視野

• 熱愛藝術，專業知識豐富，靈活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資源和教

材，提升學習成效

• 領導跨科統整課程，加強同儕協作，促進全校參與

• 積極反思和改善教學實踐

培育學生範疇培育學生範疇

• 提高學生對藝術的興趣和欣賞能力

• 學生的創作或演出水準甚佳

• 有效培養學生的創意、想像力、溝通能力及合作精神，共通能力

得以提升

• 學生養成自學探究的精神，學習表現積極、投入

• 學生潛能得到肯定，增加信心，個人成長進步顯著

• 師生關係良好，教師關愛學生，與學生在課堂以外保持聯繫

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

• 持續進修，積極追求專業發展

• 積極參加分享會和專業交流活動

• 參與公職，推動藝術教育發展

• 樂於與友校及不同教育團體分享教學策略和經驗

學校發展範疇學校發展範疇

• 積極領導校內協作，與同儕共同檢討課程，改善學與教

• 開放課堂及舉辦工作坊，培訓同儕，在全校推動藝術教育學習領

域課程發展的新方向

• 有效在校園營造藝術學習氛圍，使藝術教育成為學校發展的特色

• 善用人力和社區資源，促進學校藝術教育的發展

獲嘉許狀教師

張秀芬老師（教學年資：35年）

所屬學校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六（視覺藝術科）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六

（視覺藝術科）

中四至中五

（綜合藝術科）

獲嘉許狀教師

徐香蘭老師（教學年資：33年）

梁敏婷老師（教學年資：3年）

所屬學校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梁敏婷老師（左）和徐香蘭老師

獲嘉許狀教師

顏妙君老師（教學年資：20年）

所屬學校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七（視覺藝術科）

獲嘉許狀教師

潘淑萍老師（教學年資：18年）

所屬學校

丹拿山循道學校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戲劇藝術教育）

獲卓越教學獎卓越教學獎教師

張詩詠老師（教學年資：7年）

所屬學校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視覺藝術科）

獲卓越教學獎卓越教學獎教師

孔雪兒老師（教學年資：28年）

所屬學校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六（視覺藝術科）

中四（藝術發展科）

共通的卓越之處共通的卓越之處

左起：利嘉嘉老師、陳鎮雄老師、
林家儀老師、張鏡光老師和
吳海旻老師

獲卓越教學獎卓越教學獎教師

吳楚源老師（教學年資：22年）

所屬學校

天主教普照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三至中七（視覺藝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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