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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寧波公學

寶覺小學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教師姓名

李鏡品

賴嘉欣、譚兆聰

詹小慧、陳彩鳳、黃慧儀、尹錦盈

何嘉儀、莊欣惠、梁燕媚、梁桂芬

陳希玲、張麗君、麥豪輝、陳婉欣

獲嘉許狀教師名單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名單

學校名稱

佛教大雄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教師姓名

黃海卓、林俊華、彭偉諾

溫結冰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名單

學校名稱

寧波公學

德望學校

教師姓名

江潔儀、黃美珠、劉倩昭

陸家欣、DRYSDALE, Matthew James、
何健齡、TOONG, Kevin Michael、

黃曉晴

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獲嘉許狀教師名單

學校名稱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港大同學會書院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教師姓名

王君浩、黃錦汶、吳汝翹

杜元軒、HORGOS, Jennifer Anne、
何德威、陳彥如、
MOHAMMAD, Thair

PRADHAN, Ashwini Sachin, Winnie
HUSTWIT, Richard James
姚冠施、林嘉怡、葉德慧

德育及公民教育

學校名稱

培僑小學

港大同學會小學

民生書院幼稚園

教師姓名

蔡曼粧

黃衛宗、梁肇華

袁嘉寶、林翠嫦、陳少莉、馮釗渝

獲嘉許狀教師名單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名單

學校名稱

將軍澳香島中學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教師姓名

鍾艷芬、朱國傑、馮漢賢

邱春燕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20142014 // 20152015

卓師協會由歷屆獲獎教師組成，旨

在凝聚獲獎教師，並透過與同儕分享

教學經驗和優良的教學實踐，推動教

師專業發展。協會會長劉國良校長表

示，過去數年，協會每年均舉辦三十

至五十場 「開放課堂」 活動，提供機
會予全港教師走進獲獎教師的課堂，

進行實地觀摩，並於課後交流教學心

得。不少參與的教師表示 「開放課
堂」 為他們帶來啟發和新意念，使他
們獲益良多。

設學習圈 推動跨校協作

為了讓獲獎教師能廣泛地分享教學

經驗和心得，協會亦積極開拓不同的

分享平台，包括網上通訊《卓師》、

電視節目 「卓越教室」 及於香港教育
城的協會網誌等。劉校長表示，協會

今年更試行組織學習圈，由獲獎教師

帶領其他同工組成學習小組，定期進

行深入的交流，共同研究如何優化課

堂設計、調整教學策略，藉以提升學

與教的成效。協會首階段以 「科學教
育學習領域」 和 「個人、社會及人文
教育學習領域」 為試點，分別成立兩
個學習圈。總結經驗後，協會將積極

研究以現行模式發展其他學習圈，使

不同學科的教師也能參與。

除了本地交流外，協會每年也會組

織內地交流活動。歷年來，獲獎教師

足跡遍及廈門、杭州、上海、西安、

山東和北京等地。獲獎教師探訪內地

不同地區的學校，與當地教師進行交

流，分享雙方的教學經驗。劉校長期

望日後能舉辦其他交流團，讓獲獎教

師到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地進行考

察，進一步擴闊會員的視野。

傳承經驗 啟迪年輕教師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設立至今，已

有逾七百五十位教師獲獎。劉校長表

示，獲獎教師和協會目標一致，重視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追求卓越教學。

如獲獎教師身在領導學校的崗位上，

則會致力在學校行政管理和資源運用

上作出配合，鼓勵和幫助其他教師發

展創新的教學法。協會未來也會加強

內部培訓，透過舉辦工作坊，教授學

校領導和管理的知識，藉以促進會員

的專業成長。

劉校長表示，雖然部分資深獲獎教

師已經退休或年近退休之齡，但他們

的教學經驗相當寶貴，角色仍然十分

重要。協會未來一項重要的工作，便

是加強這些資深獲獎教師與年輕一代

的連繫，藉以傳承他們寶貴的教學經

驗和心得，也使追求卓越教學的信

念，得以薪火相傳。

▲協會定期舉辦教師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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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的宗旨是凝聚優秀教師，推廣及分

享優良的教學實踐。協會自2005年成立至今，一直積極舉辦不同類

型的活動，促進教師專業交流及分享教學經驗，與業界攜手追求卓

越。今年是協會成立十周年，標誌著協會發展邁向新一頁。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自2003年

舉辦至今，已有超過750位來自不

同範疇的卓越教師獲獎，深受社會

各界認同。今年是第十一屆的教學

獎。根據去年全面檢討的建議，教

學獎採用了優化的評審機制，通過

嚴謹的程序，挑選出51位獲獎教

師。他們展現出高度的專業精神，

其教學實踐創新及富啟發性，獲獎

實至名歸。

為了推廣優良的教學實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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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平台，如進行
開放課堂示範教學、到內地考察交流、舉辦工作坊、組織學習圈

等，藉以激勵業界同工提升專業能力，培養追求卓越的文化。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4/2015）得以成功舉辦，實有賴參

與的專家、學者、校長、教師和家長鼎力支持。在此我亦特別多

謝現任及歷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支持舉辦教學獎，肯定

其地位。他們在百忙之中仍抽空出席頒獎禮，親身頒發獎項。本

人謹代表督導委員會向上述每一位衷心致謝，並祝賀本屆獲獎教

師，期望他們能不斷求進，止於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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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
十載耕耘 促進交流十載耕耘 促進交流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成員同心協力，推動教師交流和專業發展。

教師一直肩負 「傳道、授業、解
惑」 的角色，確實任重而道遠。本
屆共 51 位 「中國語文教育」 、
「英國語文教育」 與 「德育及公民
教育」 的教師獲頒行政長官卓越教
學獎。得獎教師言傳身教，孜孜不

倦，不僅致力培育學生掌握良好的

語文能力，並確立學生優良的品德

與正面的價值觀，培養他們成為具

識見且富責任感的公民。其中有獲

獎的語文教師，構建具特色的校本語文課程，他們運用多元化的

教學與評估策略，設計有趣而富挑戰性的語文活動，為學生提供

豐富的語文學習環境，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有效提升學生的語文

能力。有獲獎的德育及公民教育教師，因應學生不同成長階段的

需要，設計有系統的德育課程，為學生提供生活化的學習環境，

以富啟發性的學習活動幫助學生獨立思考，明辨是非，建立正面

的價值觀和態度，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卓越教師授業育才，堪當同儕的楷模。我謹向本年度的得獎教

師致以衷心祝賀，誠摯希望他們繼續發揮精益求精的專業精神，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教育局一直致力提升教師的專業

形象及社會地位，透過舉辦行政長

官卓越教學獎，發掘教學優秀的教

師，進一步推動追求卓越的協作文

化，提升教育質素。本屆得獎教師

在 「中國語文教育」 、 「英國語文
教育」 與 「德育及公民教育」 三個
範疇表現卓越。他們發揮高度的專

業精神，配合教育改革，以學生為

中心，靈活調適課程，為學生提供

豐富的學習經歷，促進他們在德、智、體、群、美方面均衡而全

面發展，讓學生提升語文水平，發展自主學習的能力，培養正面

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為 「終身學習，全人發展」 奠定堅
實的基礎。

得獎教師盡心竭力培育下一代，讓他們充分裝備不同的技能及

知識，培養堅毅和承擔精神，以應付瞬息萬變的全球經濟發展。

近年香港學生在多項國際性比賽及評估中表現出色，印證香港教

師努力的成就。

在此謹向本屆得獎教師由衷致謝，盼望大家攜手共進，共同努

力，堅定不移地落實香港的教育願景。

教育局局長

衷心恭賀榮獲2014/15年度行政

長官卓越教學獎的教師。

傑出的人才，是促進社會和經濟

持續發展的原動力，也是香港賴以

提升競爭力、鞏固亞洲國際都會地

位的要素。本港教師誠教勵學，矢

志為社會作育英才。他們敬業樂

業，對香港教育事業建樹良多。

今屆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頒予在

「中國語文教育」 、 「英國語文教
育」 和 「德育及公民教育」 三個範疇表現出色的教師。過去一
年，他們教導學生建構知識和掌握兩文三語能力，並藉寶貴的學

習經歷啟發思考，幫助下一代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鼓勵學

生達到全人發展的目標。

獲獎教師育才有方，成就超卓，對教育工作堅持不懈，值得我

們表揚和致謝。

我深信他們今後定會繼續努力，耐心教導每一班每一個學生，

為香港教育發展作出貢獻。他們亦會成為本港教師的榜樣，社會

大眾的楷模。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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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Key Learning Area

共通卓越之處

培育學生範疇

•培養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增強學習自信，並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課前有準備，課
堂上積極參與。

•培養學生具備良好的語文運用和表達能力，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培養品德情意
和審美情趣，體認中華文化及欣賞文學之美。

•培養學生樂於與同學溝通、協作和分享意見。

•培養學生學會反思，檢討表現，發展自主學習能力。

•建立融洽的師生及朋輩關係。

學校發展範疇

•有策略地引進外間資源，起動或優化課程。

•協助學校推動跨科組協作文化。

•與校內教師分享發展課程策略的經驗，成為其他科目
課程發展的楷模。

•積極啟發同儕改善學與教，促進專業團隊協作，
發展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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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Key Learning Area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Key Learning Area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Domain
• Able to adopt a learner-centred approach, and create a ric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as well as implement measures that foster a culture of reading, and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learner independence in their schools.

•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a wide range and a great variety of
learning activities that can engage learners' attention and enrich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 Promote the integrative use of English, enhance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boost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and nurture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that are conducive
to effective, independ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Student Development Domain
• Able to impact in students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nd a readiness to embrace the challenges of an interactive and
learner-centred learning environment, through which they enhance their
personal and intellectual abilities.

• Able to create a motivat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where students are able
to enjoy and appreciate creative and literary texts, make use of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to extend their cultural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School Development Domain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school by fostering a culture of

sharing and collaboration. Work with their colleagues through
co-development of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share their good
practices by opening their classrooms for peer observation.

• Act as fore-runners in developing a school language policy which
clearly defines the scope of learning to cater for learners' needs
and interests.

Professionalism and Commitment to the Community Domain
• Demonstrate a keen interest to keep up with the latest trend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ssues.

•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seminars and demonstration sessions organised by various
educational organisation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and resources with the teaching
community.

專業能力範疇
•配合中國語文課程發展趨勢和學校的實際情況，因應學生的能力、學習需要、興趣等，布置

學習重點，編選學與教材料，安排相應的支援策略，發展校本中國語文課程，以照顧學生
學習的多樣性。

•照顧不同學習階段的銜接，各學習範疇互相促進、相輔相成，提升學生的語文和思維能力，
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有效推行閱讀教學，拓寬學生的閱讀視野，幫助學生豐富積儲，培養語感，提升語文素養。

•培養學生掌握不同學習策略，包括運用電子學習，以促進自主學習。

•設計多元教學策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促進課堂互動，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着重創
設情境，連繫實際生活，提升語文學習效能。

•提供豐富的語文學習經歷，為學生創設寬廣的語文學習空間。

•善用評估結果，適時檢討和回饋，優化課程和學與教，提升語文學與教的成效。

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
•持續進修，發展專業能力，追求教學卓越，以身作則，樹立榜樣。

•擔當領導角色，重視團隊建設，帶領科任教師設計校本教材，進行教學研究，支援教師專業
成長。

•定期檢討學與教成效，營造彼此支援的團隊精神。

•積極參與專業交流活動，與同工分享教學心得。

English Language (S1-6)HKUGA College

School Subjects taught

Proactive theme-based approach of English learning
Mr TAO Elvin (Years of Teaching: 13) Ms HORGOS, Jennifer Anne (Years of Teaching: 13)
Ms CHAN Yin-yu, Jenny (Years of Teaching: 9) Mr HO Teck-way, Sam (Years of Teaching: 9)
Mr MOHAMMAD, Thair (Years of Teaching: 5)

▲ Left to right: Mr TOONG, Kevin Michael,
Mr DRYSDALE, Matthew James, Ms HO
Kin-ling, Holly, Ms LUK Ka-yan,
Chermaine, Ms WONG Hiu-ching, Rachel

▲ Left to right: Ms WONG Mei-chu,
Ms KONG Kit-yi, Ms LIU Qianzhao

▲ Left to right: Ms WONG Kam-man,
Mr WONG Kwan-ho and Ms NG
Yu-kiu

▶Back row left to right: Mr MOHAMMAD,
Thair, Mr TAO Elvin
Front row left to right: Mr HO Teck-way,
Sam, Ms HORGOS, Jennifer Anne, Ms
CHAN Yin-yu, Jenny

◀ Back row left to right: Ms LAM Kar-yee,
Alice, Ms IP Tak-wai, Mary and Ms YIU
Kwun-sze, Cecilia
Front row left to right: Mr HUSTWIT
Richard James and Ms PRADHAN Ashwini
Winnie

▶左起：彭偉諾老師、黃海卓老師
和林俊華老師

▲左起：譚兆聰老師、
賴嘉欣老師

▲左起：莊欣惠老師、梁桂芬老師、
梁燕媚老師及何嘉儀老師

▶左起：陳彩鳳老師、黃慧儀老師、
尹錦盈老師及詹小慧老師

▲左起：張麗君老師、陳婉欣老師、
陳希玲老師及麥豪輝老師

中一至中六佛教大雄中學

黃海卓老師（教學年資：15年） 林俊華老師（教學年資：12年）
彭偉諾老師（教學年資：9年）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建構評估文化 促進學與教

中四至中六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溫結冰老師 （教學年資：16年）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運用多元策略 全面提升語文學習成效

漫遊夢幻童話國

培養閱讀興趣 學好中文

詹小慧老師 （教學年資：30年）
陳彩鳳老師 （教學年資：14年）
黃慧儀老師 （教學年資：25年）
尹錦盈老師 （教學年資：13年）

小一至小六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獲嘉許狀教師

中一至中六寧波公學

激發學習動機和興趣 建構高效能語文課

李鏡品老師 （教學年資：9年）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獲嘉許狀教師

讀寫結合 從理解邁向運用

何嘉儀老師 （教學年資：18年）
莊欣惠老師 （教學年資：19年）
梁燕媚老師 （教學年資：20年）
梁桂芬老師 （教學年資：24年）

小一至小六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獲嘉許狀教師

運用語文 欣賞文學 活出文道

陳希玲老師（教學年資：16年）
張麗君老師（教學年資：24年）
麥豪輝老師（教學年資：6年）
陳婉欣老師（教學年資：11年）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獲嘉許狀教師

小一至小六

English Language (S1-6)Ning Po College

School Subjects taught

Success is the sum of small efforts
Ms KONG Kit-yi (Years of Teaching: 25) Ms WONG Mei-chu (Years of Teaching: 9)
Ms LIU Qianzhao (Years of Teaching: 4)

Teachers presented with the Award

English Language, English Drama, English Literature (S1-6)Good Hope School

School Subjects taught

Enabling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real world in their English lessons
Ms LUK Ka-yan,Chermaine (Years of teaching: 12)
Mr DRYSDALE, Matthew James (Years of teaching: 6)
Mr TOONG, Kevin Michael (Years of teaching: 8)
Ms HO Kin-ling, Holly (Years of teaching: 6)
Ms WONG Hiu-ching, Rachel (Years of teaching: 5)

Teachers presented with the Award

English Language (S1-6)TWGHs Mrs. Wu York Yu Memorial College

School Subjects taught

Integrating contents of other subjects into English learning
Mr WONG Kwan-ho (Years of Teaching: 21) Ms WONG Kam-man (Years of Teaching: 8)
Ms NG Yu-kiu (Years of Teaching: 5)

Teachers presented with the Certificate of Merit

Teachers presented with the Certificate of Meri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ffiliated School
Wong Kam Fai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

School
English Language (P1-6)

Subjects taught

Nurturing pupils to learn English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Ms PRADHAN, Ashwini Sachin, Winnie (Years of teaching: 16) Mr HUSTWIT, Richard James (Years of teaching: 14)
Ms LAM Kar-yee, Alice (Years of teaching: 7) Ms YIU Kwun-sze, Cecilia (Years of teaching: 7)
Ms IP Tak-wai, Mary (Years of teaching: 5)

Teachers presented with the Certificate of Merit

小一至小六寶覺小學

賴嘉欣老師（教學年資：10年）
譚兆聰老師（教學年資：5年）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獲嘉許狀教師
語文自學 為非華語學生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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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Key Learning Area

共通卓越之處

培育學生範疇

•培養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增強學習自信，並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課前有準備，課
堂上積極參與。

•培養學生具備良好的語文運用和表達能力，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培養品德情意
和審美情趣，體認中華文化及欣賞文學之美。

•培養學生樂於與同學溝通、協作和分享意見。

•培養學生學會反思，檢討表現，發展自主學習能力。

•建立融洽的師生及朋輩關係。

學校發展範疇

•有策略地引進外間資源，起動或優化課程。

•協助學校推動跨科組協作文化。

•與校內教師分享發展課程策略的經驗，成為其他科目
課程發展的楷模。

•積極啟發同儕改善學與教，促進專業團隊協作，
發展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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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Key Learning Area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Key Learning Area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Domain
• Able to adopt a learner-centred approach, and create a ric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as well as implement measures that foster a culture of reading, and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learner independence in their schools.

•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a wide range and a great variety of
learning activities that can engage learners' attention and enrich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 Promote the integrative use of English, enhance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boost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and nurture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that are conducive
to effective, independ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Student Development Domain
• Able to impact in students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nd a readiness to embrace the challenges of an interactive and
learner-centred learning environment, through which they enhance their
personal and intellectual abilities.

• Able to create a motivat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where students are able
to enjoy and appreciate creative and literary texts, make use of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to extend their cultural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School Development Domain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school by fostering a culture of

sharing and collaboration. Work with their colleagues through
co-development of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share their good
practices by opening their classrooms for peer observation.

• Act as fore-runners in developing a school language policy which
clearly defines the scope of learning to cater for learners' needs
and interests.

Professionalism and Commitment to the Community Domain
• Demonstrate a keen interest to keep up with the latest trend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ssues.

•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seminars and demonstration sessions organised by various
educational organisation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and resources with the teaching
community.

專業能力範疇
•配合中國語文課程發展趨勢和學校的實際情況，因應學生的能力、學習需要、興趣等，布置

學習重點，編選學與教材料，安排相應的支援策略，發展校本中國語文課程，以照顧學生
學習的多樣性。

•照顧不同學習階段的銜接，各學習範疇互相促進、相輔相成，提升學生的語文和思維能力，
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有效推行閱讀教學，拓寬學生的閱讀視野，幫助學生豐富積儲，培養語感，提升語文素養。

•培養學生掌握不同學習策略，包括運用電子學習，以促進自主學習。

•設計多元教學策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促進課堂互動，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着重創
設情境，連繫實際生活，提升語文學習效能。

•提供豐富的語文學習經歷，為學生創設寬廣的語文學習空間。

•善用評估結果，適時檢討和回饋，優化課程和學與教，提升語文學與教的成效。

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
•持續進修，發展專業能力，追求教學卓越，以身作則，樹立榜樣。

•擔當領導角色，重視團隊建設，帶領科任教師設計校本教材，進行教學研究，支援教師專業
成長。

•定期檢討學與教成效，營造彼此支援的團隊精神。

•積極參與專業交流活動，與同工分享教學心得。

English Language (S1-6)HKUGA College

School Subjects taught

Proactive theme-based approach of English learning
Mr TAO Elvin (Years of Teaching: 13) Ms HORGOS, Jennifer Anne (Years of Teaching: 13)
Ms CHAN Yin-yu, Jenny (Years of Teaching: 9) Mr HO Teck-way, Sam (Years of Teaching: 9)
Mr MOHAMMAD, Thair (Years of Teaching: 5)

▲ Left to right: Mr TOONG, Kevin Michael,
Mr DRYSDALE, Matthew James, Ms HO
Kin-ling, Holly, Ms LUK Ka-yan,
Chermaine, Ms WONG Hiu-ching, Rachel

▲ Left to right: Ms WONG Mei-chu,
Ms KONG Kit-yi, Ms LIU Qianzhao

▲ Left to right: Ms WONG Kam-man,
Mr WONG Kwan-ho and Ms NG
Yu-kiu

▶Back row left to right: Mr MOHAMMAD,
Thair, Mr TAO Elvin
Front row left to right: Mr HO Teck-way,
Sam, Ms HORGOS, Jennifer Anne, Ms
CHAN Yin-yu, Jenny

◀ Back row left to right: Ms LAM Kar-yee,
Alice, Ms IP Tak-wai, Mary and Ms YIU
Kwun-sze, Cecilia
Front row left to right: Mr HUSTWIT
Richard James and Ms PRADHAN Ashwini
Winnie

▶左起：彭偉諾老師、黃海卓老師
和林俊華老師

▲左起：譚兆聰老師、
賴嘉欣老師

▲左起：莊欣惠老師、梁桂芬老師、
梁燕媚老師及何嘉儀老師

▶左起：陳彩鳳老師、黃慧儀老師、
尹錦盈老師及詹小慧老師

▲左起：張麗君老師、陳婉欣老師、
陳希玲老師及麥豪輝老師

中一至中六佛教大雄中學

黃海卓老師（教學年資：15年） 林俊華老師（教學年資：12年）
彭偉諾老師（教學年資：9年）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建構評估文化 促進學與教

中四至中六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溫結冰老師 （教學年資：16年）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運用多元策略 全面提升語文學習成效

漫遊夢幻童話國

培養閱讀興趣 學好中文

詹小慧老師 （教學年資：30年）
陳彩鳳老師 （教學年資：14年）
黃慧儀老師 （教學年資：25年）
尹錦盈老師 （教學年資：13年）

小一至小六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獲嘉許狀教師

中一至中六寧波公學

激發學習動機和興趣 建構高效能語文課

李鏡品老師 （教學年資：9年）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獲嘉許狀教師

讀寫結合 從理解邁向運用

何嘉儀老師 （教學年資：18年）
莊欣惠老師 （教學年資：19年）
梁燕媚老師 （教學年資：20年）
梁桂芬老師 （教學年資：24年）

小一至小六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獲嘉許狀教師

運用語文 欣賞文學 活出文道

陳希玲老師（教學年資：16年）
張麗君老師（教學年資：24年）
麥豪輝老師（教學年資：6年）
陳婉欣老師（教學年資：11年）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獲嘉許狀教師

小一至小六

English Language (S1-6)Ning Po College

School Subjects taught

Success is the sum of small efforts
Ms KONG Kit-yi (Years of Teaching: 25) Ms WONG Mei-chu (Years of Teaching: 9)
Ms LIU Qianzhao (Years of Teaching: 4)

Teachers presented with the Award

English Language, English Drama, English Literature (S1-6)Good Hope School

School Subjects taught

Enabling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real world in their English lessons
Ms LUK Ka-yan,Chermaine (Years of teaching: 12)
Mr DRYSDALE, Matthew James (Years of teaching: 6)
Mr TOONG, Kevin Michael (Years of teaching: 8)
Ms HO Kin-ling, Holly (Years of teaching: 6)
Ms WONG Hiu-ching, Rachel (Years of teaching: 5)

Teachers presented with the Award

English Language (S1-6)TWGHs Mrs. Wu York Yu Memorial College

School Subjects taught

Integrating contents of other subjects into English learning
Mr WONG Kwan-ho (Years of Teaching: 21) Ms WONG Kam-man (Years of Teaching: 8)
Ms NG Yu-kiu (Years of Teaching: 5)

Teachers presented with the Certificate of Merit

Teachers presented with the Certificate of Meri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ffiliated School
Wong Kam Fai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

School
English Language (P1-6)

Subjects taught

Nurturing pupils to learn English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Ms PRADHAN, Ashwini Sachin, Winnie (Years of teaching: 16) Mr HUSTWIT, Richard James (Years of teaching: 14)
Ms LAM Kar-yee, Alice (Years of teaching: 7) Ms YIU Kwun-sze, Cecilia (Years of teaching: 7)
Ms IP Tak-wai, Mary (Years of teaching: 5)

Teachers presented with the Certificate of Merit

小一至小六寶覺小學

賴嘉欣老師（教學年資：10年）
譚兆聰老師（教學年資：5年）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獲嘉許狀教師
語文自學 為非華語學生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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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
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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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能力範疇

•能結合辦學宗旨及學校情況，根據學生的需要，發展全校參與且具持續性的校本德
育課程，並訂定切實可行的學習目標，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

•善用生活事件，融入課程設計和學習情境中，讓學生反思當中價值觀。

•協調各學習領域，推動跨科組協作，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
習經歷。

•具備專業知識，教學態度熱誠，富責任感，以身教配合言教，培育學生良好品格。

•設計適切且多元化的評估機制和策略，以檢視學生的學習效能，促進學生自我反思
和討論，鞏固所學。

培育學生範疇

•幫助學生建構正面的價值觀及積極的態度，促進全人發展。

•培養學生自省及明辨思考的能力，檢視特定事件中蘊涵的價值觀及對自己的啟發。

•鼓勵學生關愛家人、關心社會，培育他們成為有識見及富責任感的公民，並幫助學
生建立對社會和國家的身份認同。

•與學生融洽相處，建立互信關係，並為學生營造開放、和諧而具啟發性的學習氣
氛，培育他們積極進取的學習態度。

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

•追求持續自我改進和專業發展。

•設計及展示優質教學示例和樂於分享教學心得，支持教師專業發展工作。

•與社區及外間機構保持良好溝通及緊密聯繫，支持有關的社
區服務或義務工作。

學校發展範疇

•協助同儕實踐學校的使命，推動學校持續發展，發揚學校優
良傳統文化。

•促進跨科組協作，建立專業協作精神。

•善用共同備課，提升學與教的能力，建立學習型團隊。

•協同家長參與培育學生良好品德的學習活動。

共通卓越之處

▼左起：黃衛宗老師、梁肇華老師

▲前排左起：馮釗渝老師和陳少莉老師，
後排左起：林翠嫦老師和袁嘉寶老師

▼左起：鍾艷芬老師、馮漢賢老師和朱國傑老師

中一至中六（德育及公民教育）將軍澳香島中學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建立 「六自」 態度 裝備積極人生

鍾艷芬老師（教學年資：36年） 朱國傑老師（教學年資：11年）
馮漢賢老師（教學年資：7年）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中一至中六（德育及公民教育）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生命嚮導 助學生茁壯成長

邱春燕老師（教學年資：13年）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小二至小六（德育及公民教育）港大同學會小學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知行合一 關懷社區

黃衛宗老師（教學年資：14年） 梁肇華老師（教學年資：16年）

獲嘉許狀教師

小一至小六（德育及公民教育）培僑小學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守護天使 展現關愛

蔡曼粧老師（教學年資：17年）

獲嘉許狀教師

幼兒班至高班（德育及公民教育）民生書院幼稚園

所屬學校 教學對象

戲劇教學 學 「是」 學 「非」
袁嘉寶老師（教學年資：16年） 陳少莉老師（教學年資：15年）
林翠嫦老師（教學年資：19年） 馮釗渝老師（教學年資：17年）

獲嘉許狀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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