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 政 長 官 卓 越 教 學 獎 教 師 協 會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於2003年首度舉辦，至
今共有接近650名本地教師在過去九屆中獲頒卓越
教學獎或嘉許狀。於2005年成立的「行政長官卓
越教學獎教師協會」，旨在凝聚優秀教師以推廣
及分享優良的教學實踐，同時亦培養教師追求卓
越的文化。

開放示範課堂
　　卓師協會由歷
屆獲獎教師組成，
積極建構分享與觀
摩的平台，通過研
討會、網上通訊、
學校教師發展日、
內地考察交流，以
及其他各類型的分
享活動，推廣優良
的 教 學 實 踐 。 卓

師協會會長劉國良表示，在這個學年，卓師協會
已舉辦了五十場「開放課堂」活動，讓全港教師
有機會走進獲獎教師的課室，實地觀摩獲獎教師
的卓越教學，並在課堂前後進行專業交流，互相
砥礪，而「開放課堂」計劃亦因此深受教育同工
歡迎。
　　任教體育科的黃嘉璐老師說：「體育課堂甚
少有機會安排觀課，今次開放課堂計劃，凝聚來
自中、小學以及特殊教育的同工，我們在課後即
席分享教育理念，共同探討體育教學新策略，彼
此獲益良多。」任教視藝科的簡李麗池老師說：
「除了視藝科教師出席，課堂也開放予其他學習
領域的同工，他們給予的回饋專業而多樣化，並
不局限於視藝領域，達到專業交流的目的。」

跨境交流考察
　　教師的專業交流並不限於香港，這個學年，
新加坡教育局兩次拜訪音樂獲獎老師所屬學校。
為此拜訪安排示範課堂的鄭融婷老師說：「新加
坡跟香港有不少共通之處，兩地社會皆糅合多元
文化。當日我在課堂上示範粵曲教學，新加坡老

　　衷心恭賀本年度行政長官卓越
教學獎所有得獎教師。
　　香港是國際都會，面對全球一
體化及本身邁向知識型經濟帶來的
轉變。香港全體教師對教育事業充
滿熱誠，盡心竭力為香港培育未來
棟樑，建樹良多。
　　教育制度必須與時並進，才能
幫助學生把握機遇，克服挑戰。香
港學生在國際研究及比賽中表現超
卓，屢創佳績，實有賴優秀而專業
的教師團隊。本屆卓越教學獎頒予
訓育及輔導、科學教育與科技教育
教師，以表揚他們的傑出貢獻。
　　獲獎教師致力擴闊學生視野，
不但向學生傳授知識，而且引導學
生自主學習、獨立思考，達到全人發展的目標。他們幫助學生培養終生學
習的能力，使全民質素得以持續提升。
　　各得獎者誨人不倦，精益求精，為香港教育專業樹立楷模，謹此由衷
致謝。期盼各位再接再厲，繼續為香港的教育事業努力。

　　教育的任務就是培育下一代，
讓每一個學生人盡其才。優秀的教
師會為學生提供充分的機會發揮潛
能，盡展所長。本屆獲頒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獎的59位教師，就是其
中的表表者。他們分別屬於訓育及
輔導、科學教育與科技教育三個範
疇。其中有訓育及輔導教師努力建
構全方位的關懷網絡，展現嚴而有
愛的精神，誘導學生強化正面思維
及價值觀，並成功推動家長與同儕
共同建立和諧關愛的校園文化，他
們的熱忱令人感動。有科學教師致
力培育「學生科學家」，透過讓學
生撰寫科學日誌，記錄和反思在日
常生活中的科學學習經驗，激發學
生的好奇心和探究精神，促進自主學習；亦有科技教師為學生提供真實學
習情境中的多元化科技學習活動，啟發學生活用科技知識，設計多功能的
產品，改善人類生活質素，有效提升學生的科技素養。
　　獲獎教師對教學的熱誠與卓越的教學實踐，堪作同儕的楷模。我衷心
祝賀本年度的獲獎教師，希望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培育下一代繼
續努力。

　　香港一向重視拓展教育，栽培人
才。近年香港的教育體系與學校制度
日趨完備，學生在國際評估中表現出
色，優良師資實為成功關鍵。教育局
舉辦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旨在發掘
優秀教師，藉推廣出色的教學實踐，
讓各界更認同教師的貢獻，從而提升
教師的社會和專業地位，凝聚教學專
才。本屆獲獎教師在訓育及輔導、科
學教育與科技教育三個範疇表現卓
越。他們不僅致力傳授科學與科技知
識，更重視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與自
學能力，亦悉心照顧學生的不同成長
需要，建立學生的正面價值觀，改進
他們的品行。今天我們的學生能兼得
豐富學識與良好品格，成為具競爭力
的人才，實為教師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
　　我期望本屆獲獎教師能夠精益求精，成為促進同仁專業成長的動
力，繼續貢獻香港的優質教育，全力以赴，作育英才。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自2003年
舉辦以來一直穩步發展，除評審機制
持續優化外，評審主題亦已涵蓋不同
範疇和學習領域。通過嚴謹的評審程
序，我們在過去九屆合共頒發獎項予
約650名教師。獲獎教師展現了優良
的教學實踐和高度的專業精神，不但
值得同儕借鑑，更能提升香港教師的
專業形象及社會地位，讓他們獲得社
會認同。
　　教學獎的宗旨是凝聚優秀教師，
培養追求卓越的文化。為落實此宗
旨，由歷屆獲獎教師組成的「行政長
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一直致力開
拓多元化的平台，如進行開放課堂示
範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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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藉以推廣優良的教學實踐，共同提
升業界的專業水平。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2/2013）得以成功，實有賴參與的專家、
學者、校長、教師和家長鼎力支持，本人謹代表督導委員會向他們衷心致
謝。期望本屆獲獎教師繼續追求卓越，協力推動香港的優質教育。

凝聚優秀教師 推廣優良教學實踐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2/2013）頒
獎典禮將於今日（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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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1日下
午3時30分在無電視翡翠台播出，歡
迎收看。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網頁：
www.ate.gov.hk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錢可為、葉翠娥
屈凱添、黃志傑
鄭子謙

福建中學（小西灣） 馬光磊

五育中學 陳才源

鳳溪第一小學 陳國輝、黃德賢
李佩霞、翁嘉蕙

英華小學 何佩詠、羅政彥
林卓瀚、葉挺堅

獲嘉許狀教師名單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名單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民生書院 張冬屏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陳不盡、黃志輝
羅銘煒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李卓群

香港培正小學 李永威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名單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建國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敏儀

獲嘉許狀教師名單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高雷中學 王錫清

獲嘉許狀教師名單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閩僑中學 黃玉麒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葉以琳、李美貞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區發枝、　志偉
李觀好、許勝強
沈彥儀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戴詠賢、陳忠青
曹小怡、顏昭瑩
伍杰兒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袁佩兒、陳靜儀
張淑芬、鄭嘉豪
邵信堅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李宇恆、黃永祥
黃偉倫、李碧恩
　嘉賢

訓育及輔導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名單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浸信會永隆中學 藍正思、魏力

棉紡會中學
黃攸杰、廖婉雯
黃添文、張嘉慧
伍式芬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梁詩韻、雲毅廷
吳嘉欣、羅詩琪
童惠恩

師課後分享京戲教學心得，互相學習。」
　　除此之外，卓師協會在過去四年均組織交流團往內地城
市考察及交流，去年獲獎教師前往山東交流、活動後教師把
交流經驗編撰成報告，並刊登於網上通訊《卓師》上。此
外，獲獎老師亦協助帶領為學校課程領導舉辦的杭州及西安
專業考察交流團。

專題論壇深入探討
　　卓師協會積極開拓不同交流平台，透過多個途徑分享其
教學實踐。今個學年首次籌辦「2013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教師協會聯校藝術展」。此外，卓師協會亦舉辦了「科學教
育卓越教學薈萃」，活動以專題論壇形式，凝聚相同學習領
域的卓越教師，透過此大型的分享活動，推動學與教的持續
 　　會長劉國良認為，卓師協會成立八年以來，發展已
日趨成熟。協會將繼續透過不同媒介，包括新教師研習課
程、講座系列、宣傳短片、報章專欄，分享獲獎教師的教
學心得，努力推動優質教育，讓追求卓越的教學文化得以
承傳。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 SBS, JP

▲「開放課堂」計劃讓全港教師
有機會走進獲獎教師的課室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幹事會委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謝凌潔貞,JP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督導委員會主席
黃鎮南, JP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
查詢電話：
2892 5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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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教室」電視特輯
　　卓師協會聯同教育局及香港電台製
作「卓越教室」電視特輯，一連十集將
於本年6月30日起（逢星期日）於電視
台及互聯網上播放，介紹獲獎教師的教
學理念及心得。
詳情請瀏覽：
http://rthk.hk/outstandingteachers

二○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星期五J1



▲▲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Technology Education Key Learning Area

訓育及輔導
Guidance and Discipline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梁詩韻老師（教學年資：18年）
雲毅廷老師（教學年資：16年）
吳嘉欣老師（教學年資：14年）
羅詩琪老師（教學年資：12年）
童惠恩老師（教學年資：9年）
所屬學校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

專業能力範疇
•	 	積極開發和運用創新的科技教育資源，並配以相應的教學方法，通過課程調適、教學設計和實踐，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
機，照顧學習多樣性，促進學生有效愉快學習。	

•	 以學生為本，善用協作學習策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理解學科知識、培育科技素養和共通能力。	
•	 備有完善的評估和檢討機制，有效檢視學與教的成效，力求自我完善和改善教學實踐。

培養學生範疇
•	 有系統地發展學生的科技素養，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以及培育共通能力，特別是創造力、解難能力和溝通能力。
•	 建立互信和融洽的師生關係，透過多元化、生活化的學習情境和學習活動，啟發不同能力和背景的學生，發展學生潛能。	

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
•	 熟悉科技教育政策和實踐的最新發展，並加以配合和推動，積極與業界和同工專業交流，分享成功經驗。	
•	 以身作則，與時並進，致力在科技教育方面自我完善，持續進修，積極追求專業發展。

共通的卓越之處
共通的卓越之處

獲嘉許狀教師
戴詠賢老師（教學年資：7年）
陳忠青老師（教學年資：10年）
曹小怡老師（教學年資：7年）
顏昭瑩老師（教學年資：12年）
伍杰兒老師（教學年資：7年）
所屬學校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

獲嘉許狀教師
李宇恆老師（教學年資：17年）
黃永祥老師（教學年資：20年）
黃偉倫老師（教學年資：8年）
李碧恩老師（教學年資：15年）
　嘉賢老師（教學年資：7年）
所屬學校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教學對象
初小至高中（中度智障）

獲嘉許狀教師
袁佩兒老師（教學年資：15年）
陳靜儀老師（教學年資：21年）
張淑芬老師（教學年資：22年）
鄭嘉豪老師 (教學年資：10年）
邵信堅老師 (教學年資：12年）
所屬學校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教學對象
初小至高中（輕中度智障）

獲嘉許狀教師
黃玉麒老師（教學年資：24年）
所屬學校
閩僑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六

•	 積極領導學校訓育及輔導工作，彼此合作，推動同儕實踐培育學生的共同信念，輔助學生成長。
•	 善用資源，促進校本訓育及輔導工作發展。
•	 積極支援同儕，發揮團隊精神，共同建構正面文化，營造關愛校園。
•	 與家長保持良好關係，促進家校合作。

學校發展範疇

•	 以身作則，樹立榜樣，支援同儕處理學生問題。
•	 持續進修，提升專業知識和技能。
•	 積極參與教師培訓和分享交流活動，促進專業發展。

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

•	 學生能培養正面的價值觀、行為和態度。
•	 學生能建立自信、確立目標。
•	 學生能彼此尊重，建立融洽的朋輩及師生關係。
•	 學生得到充分的支援，克服困難，改善情緒及行為問題。
•	 學生能培養責任感及反思能力。

培養學生範疇

•	 有效推行全校參與訓育及輔導工作，建立正面的校園文化。
•	 有效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提升學習成效。
•	 善用資源，提供多元化的校本計劃和活動，培育學生成長。
•	 了解學生的成長需要，提供適當的支援和跟進措施。
•	 以支持、包容和鼓勵的態度，配合適切的期望，輔助學生成長。
•	 成功建立正面的朋輩、師生關係，營造關懷親切的學校氣氛。
•	 反思能力高，積極改善教學實踐。

專業能力範疇

獲嘉許狀教師
葉以琳老師（教學年資：9年）
李美貞老師（教學年資：20年）
所屬學校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三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敏儀老師（教學年資：30年）
所屬學校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三（基本商業科）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建國老師（教學年資：32年）
所屬學校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三（設計與科技科）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王錫清老師（教學年資：23年）
所屬學校
高雷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三（設計與科技科）

獲嘉許狀教師

獲嘉許狀教師
區發枝老師（教學年資：30年）
　志偉老師（教學年資：6年）
李觀好老師（教學年資：19年）
許勝強老師（教學年資：30年）
沈彥儀老師 (教學年資：6年）
所屬學校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六

黃攸杰老師（教學年資：22年）
廖婉雯老師（教學年資：23年）
黃添文老師（教學年資：11年）
張嘉慧老師（教學年資：19年）
伍式芬老師（教學年資：14年）
所屬學校
棉紡會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六

學校發展範疇
•	 啟發同工，群策群力，營造專業型學習社群。	
•	 靈活運用各項資源改善學與教，實踐學校的願景和使命，展現學校文化。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藍正思老師（教學年資：17年）
魏力老師（教學年資：22年）
所屬學校
浸信會永隆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六

▲左起：藍正思老師和
魏力老師

▲左起：葉以琳老師
和李美貞老師

▲左起：廖婉雯老師、伍式芬老師、
黃攸杰老師、張嘉慧老師和黃添文老師

▲左起：陳靜儀老師、邵信堅老師、	
袁佩兒老師、張淑芬老師和鄭嘉豪老師

▲左起：戴詠賢老師、顏昭瑩老師、
陳忠青老師、曹小怡老師和伍杰兒老師

▲左起：黃偉倫老師、　嘉賢老師、
李宇恆老師、李碧恩老師和黃永祥老師

▲左起：吳嘉欣老師、童惠恩老師、梁詩韻老師、
羅詩琪老師和雲毅廷老師

▲左起：區發枝老師、　志偉老師、許勝強老師、
沈彥儀老師和李觀好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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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的卓越之處

獲嘉許狀教師
何佩詠老師（教學年資：5年）
羅政彥老師（教學年資：5年）
林卓瀚老師（教學年資：3年）
葉挺堅老師（教學年資：4年）
所屬學校
英華小學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常識科）

獲嘉許狀教師

馬光磊老師（教學年資：21年）
所屬學校
福建中學（小西灣）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三（科學科）

獲嘉許狀教師

陳國輝老師（教學年資：27年）
黃德賢老師（教學年資：19年）
李佩霞老師（教學年資：16年）
翁嘉蕙老師（教學年資：12年）
所屬學校
鳳溪第一小學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常識科）

獲嘉許狀教師

錢可為老師（教學年資：9年）
葉翠娥老師（教學年資：25年）
屈凱添老師（教學年資：23年）
黃志傑老師（教學年資：18年）
鄭子謙老師（教學年資：6年）
所屬學校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三（科學科）
中四至中六（化學科）
中四至中六（生物科）
中四至中六（物理科）
中四至中六（組合科學科）

獲嘉許狀教師
陳才源老師（教學年資：23年）
所屬學校
五育中學
教學對象
中四至中六（生物科）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李卓群老師（教學年資：35年）
所屬學校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教學對象
中三至中六（物理科）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陳不盡老師（教學年資：16年）
黃志輝老師（教學年資：23年）
羅銘煒老師（教學年資：6年）
所屬學校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三（科學科）
中四至中六（生物科）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張冬屏老師（教學年資：33年）
所屬學校
民生書院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二（科學科）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李永威老師（教學年資：15年）
所屬學校
香港培正小學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常識科）

專業能力範疇
•	 	按學生的能力和需要，靈活調適課程和教學設計，以照顧學習差異和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	 設計生活化的學習活動，誘發學生探索科學的好奇心和興趣，以及培養其解難能力。
•	 具扎實專業知識和優良課堂技巧，並善用豐富的教學資源，培養學生的科學知識、技能和態度。
•	 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技巧，啟發學生思考和主動學習。
•	 持續反思和改善教學實踐。

•	 	有效培養學生進行科學探究、考量證據、推理和運用科學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
•	 幫助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及尊重環境的生活態度。
•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和積極投入學習的態度。
•	 肯定並充分發展學生的科學潛能。
•	 師生關係良好，教師關愛學生。

培育學生範疇

•	 	持續進修，致力追求專業發展。
•	 積極參加分享會和專業交流活動。
•	 參與公職，推動科學教育發展。
•	 樂於與同工分享教學經驗和教學策略。

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

•	 	啟發校內同儕改善學與教，推動學校科學課程的發展。
•	 促進協作，建立共同備課及觀課文化。
•	 推動學校持續發展	。
•	 積極與家長溝通，加強家長的參與。

學校發展範疇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Science Education Key Learning Area

▲左起：羅銘煒老師、陳不盡老師和
黃志輝老師

▲左起：陳國輝老師、黃德賢老師、
翁嘉蕙老師和李佩霞老師

▲左起：羅政彥老師、何佩詠老師、
林卓瀚老師和葉挺堅老師

▲左起：錢可為老師、鄭子謙老師、屈凱添老師、
葉翠娥老師和黃志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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