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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角思維 易地而處
真實情境 實踐所學
教學理念
教師除了傳授知識，更重要是培
養學生品格。透過旅遊與款待科
的學習，令學生明白待人接物需
懷同理心，給予更多包容和關
愛。

獲嘉許狀教師
楊麗燕老師
楊麗燕老
師

所屬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
院

教學對象
中四至中六（
中四至中六
（ 旅遊與款待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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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專 訪
配合學校的需要，楊麗燕老師放下任教20 年的科
目，透過不斷進修和努力，為高中學生開辦旅遊與款
待科，並賦予它不一樣的使命。

易地而處 培養同理心
楊老師希望學生明白到面對不同處境，若單純從
自己的主觀角度思考，很容易鑽牛角尖。若轉個角度，

▲學生在升中講座中接待小六學生

易地而處，世界可以很廣大，胸襟可以很廣闊，桎梏

學生學習如何款待，單憑一顆同理心難以成功，

不再，就是最美好的時代。楊老師認為，放大別人過

楊老師建議學校讓旅遊與款待科的學生參與畢業禮、

失的風氣不可長，她時常教導學生應以別人的角度思
考，這正是旅遊與款待科校本課程的重要學習內容；

新生註冊日及中學巡禮等活動，在真實的情境中實踐

她亦鼓勵學生參與不同活動，培養同理心，增強自信

至自願扮演嘉賓，為學生提供演練的機會，務求讓學

及解難能力。

生在實戰時有更佳的表現。起初，學生只是從旁協助

認識文化差異 學懂包容
香港是內地旅客的熱門旅遊地，雖然他們的消費
能刺激本地經濟發展，但個別遊客在公眾場所的行為
遭人詬病。楊老師與學生討論時，往往會提醒學生要
了解遊客行為背後的原因。對身為訓輔主任的楊老師

所學。學校及其他教師都十分支持這個提議，他們甚

老師，再漸漸學會獨當一面，擔任統籌人員及現場服
務員。楊老師說：「 一些比較內向的學生，剛開始時
主要擔任後勤工作，但後來他們都會主動爭取執行前
線任務，可見他們都很投入這些活動。 」

學生關懷備至 嘉賓動容

來說，這種設身處地的思考方法，是她教學的「 法

活動成功固然令人鼓舞，但最令楊老師感動的是

寶 」。她說：「 有時候老師和學生之間出現矛盾，我

活動過程中每個窩心的小故事。她憶述某一年舉行畢

會叫學生互換角色，從老師的角度想想，他會更容易

業禮的那天，雨勢很大，學生主動到停車場迎接嘉賓，

明白自己做錯的地方，這才可改變學生原有的價值

並為他們打傘。嘉賓見到學生只顧為他們遮風擋雨，

觀。 」難怪這位訓輔主任總是如此親切友善。

自己卻被大雨淋濕，便請學生也要為自己打傘，但學
生卻說自己不要緊，但不可讓嘉賓淋雨，「 想不到他
們會有這種心思！ 」楊老師笑說。又有一年冬天，學
校舉辦中學巡禮，一位來學校參觀的婆婆冷得渾身發
抖，有學生特別為她提供熱水及餅乾，到她離場時又
主動噓寒問暖，關懷備至，使婆婆為之動容。這些故
事，充分表現出學生專業的服務態度。

VR 出國 遨遊萬里
楊老師認為，學生讀萬卷書之餘，還要爭取行萬
里路，尤其是修讀旅遊與款待科的高中生。她相信旅
遊可拓寬視野，了解不同的風俗民情，但求學時期，
學生未必有很多出國的機會，所以談到未來的教育大
計，她立刻道出「 VR 」技術：「 有些國家不是香港人
的熱門旅遊點，例如沙地阿拉伯、突尼斯，但透過虛
▲學生到機場考察，並訪問遊客對香港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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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實境技術，可以令學生多了解各地的風土人情。 」

教 學 分 享

▲學生在畢業聚餐款待嘉賓

學習知識之餘，明白自身的公民責任。在評核學生學
習成就方面，除了常規家課，我亦會以餐單設計、餐
巾造型、親子活動、服務表現等作為評核項目，使他
們感到新鮮之餘，更會加強學習動機。
▲楊老師指導學生摺餐巾

不斷更新教學資源

作為一位有多年經驗的訓輔主任，我認定品格培

隨着社會不斷變化，旅遊和款待的資訊和環境也

育最為重要，而旅遊與款待科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優勢，

不一樣，因此，我會購入大量參考書裝備自己，不斷

因為學生在學習如何款待旅客的同時，能學習各種與

更新筆記，亦會應用雜誌、報紙、旅遊節目、有關旅

人相處的原則和技巧，從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處事

款工作的電視劇片段等來豐富教學內容，務求讓學生

態度，在服務他人時，能從顧客的角度出發，盡心盡

能跳出書本，放眼世界。此外，我也經常將各種資訊，

力，展示優質的服務態度。

以及批改測考或習作時見到的常犯毛病放在通訊群組，

課程配合學校活動 實踐所學
在設計教學進度時，我特意調動相關課題以配合
學校的各項活動，讓學生在接待、導賞、銷售等不同

使學生可以隨時觀看，突破課時緊絀的限制，也增加
了學生反思的機會。

從學習中領悟人生

崗位上實踐優質服務的概念，讓嘉賓能感受到他們熱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學生透過與不同群體的接觸，

誠的工作態度。以畢業典禮為例，學生要為嘉賓提供

明白到雖然每個人的關注點和思考角度不同，卻可以

餐飲服務，設計餐單、選材、烹調、傳菜、餐具擺設、

透過同理心彼此接納，互相體諒，減少衝突。在投訴

接待、清潔等項目都由學生承擔，大家各司其職之餘，

文化充斥的世界，我期望他們成為一股清泉，為建立

又能協調合作，表現深得嘉賓和師長欣賞。如此，學

關愛的世界獻出自己的一分力。

生在實踐所學之時，更能提升其專注力、溝通能力和
解難能力，對學習和就業都有莫大裨益。

多元化的學習和評估活動
我經常在課堂上加入不同的活動，包括網上遊戲、
個案討論、分組比賽、專題製作等，讓學生可以透過
觀察、討論、創意設計等多種活動，加深對學習內容
的理解。我會邀請學生分享在假期中的旅遊經歷，以
此引入不同的課題，透過他們自身經歷，印證所學，
鞏固基礎。我亦會適時融入照顧弱勢社群、環保、接
納不同種族或宗教、可持續發展等元素，引導他們在
▲楊老師帶領學生籌辦營銷活動，學習銷售和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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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審 撮 要

課程結合品德教育
以服務實習實踐所學
▲楊老師鼓勵學生從他人的角度出發，為主題公園設計獨特
的設施。

楊麗燕老師的課程設計理念清晰，理論與實踐並

同理心和人文關懷的情操，提醒學生多從他人的角度

重。她多年來擔任學校訓輔主任，以培育學生良好的

出發，考慮別人的處境和需要。楊老師教學態度認真，

品德和態度為己任，校本課程設計配合學校的價值教

課堂組織和活動安排緊密有序，互動性強。

育架構，期望能透過旅遊與款待科的相關課題，讓學

楊老師帶領學生走出課室，例如參觀機場和主題

生學習忠誠盡責、同理心、關愛、接納、共融、守法

樂園，以及到文化景點考察，增加學習的趣味，拓寬

等美德，理念清晰明確。楊老師靈活調動課題次序，

學生的視野。她在學校與其他科組進行跨科合作，幫

令學生可配合學校的大型活動，參與服務實習，例如

助學生綜合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技能。楊老師與企業、

在周年畢業禮中擔任接待員和為主禮嘉賓籌備晚宴，

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的教師進行跨科合作，帶領學生到

以及在區內聯校大型佈道聚會參與接待工作。服務實

內地考察，加深對國家的了解，明白許多遊客和當地

習讓學生能實踐課堂所學，掌握款待的技巧，提升溝

居民的衝突皆源於彼此文化和生活習慣的差異，從而

通能力和解難能力，並建立自信和成就感。

學習彼此諒解。

楊老師能善用學科資源和其他網上資源，提升學

楊老師擔任多項公職，為學科的發展作出不少貢

與教的成效。她經常運用多元化的評估模式，例如課

獻。楊老師曾為有意開辦旅遊與款待科的友校舉辦講

堂匯報、餐桌擺設、餐牌設計、食物製作、服務實習

座，又與友校分享校本教材，專業精神可嘉。

表現等，來評估學生的技能和態度，而且善用學生自
評、互評，以及接受款待嘉賓的回饋，促進學生多角
度反思所學。楊老師重視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每年
均購入不少課外書籍供學生借閱，除了旅遊景點介紹，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也包括溝通技巧、服務策略、情緒管理、酒店實務、
餐廳設計、餐飲運作、旅遊趨勢等，讓學生掌握更全
面的知識及技能。
觀課所見，楊老師安排學生分組討論，按馬斯洛

聯絡方法

的五個需求層次和不同的旅客群的需要，為主題公園

聯絡人：楊麗燕老師

設計獨特的設施。學生積極參與討論，並提出不少極

學校電話：2387 9988

具創意的構思，例如為兒童而設的聖經故事餐廳、為

學校傳真：2386 8814

青少年而設的朱古力激流機動遊戲、為長者而設的古

電郵：info@yenching.edu.hk

代說書茶寮等。楊老師更鼓勵學生設計令遊客感到驚
喜的設施，以發揮創意。她能因勢利導，培養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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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網址：
http://www.yenching.edu.hk

：崔志強老師和孫燕老師
▲左起
左起：

學經濟，學．做．人
翻轉教室 自主學習
教學理念
抱持「 學經濟，學．做．人 」的
信念 ， 結合協同探究及翻轉教
室 ， 並進行跨科合作及社區實
踐，促進自學、連繫他人、解構
生活、活用所學。

獲嘉許狀教師
崔志強老師

孫燕老師
孫燕老
師

所屬學校
粉嶺禮賢會中學
粉嶺禮賢會中
學

教學對象
中四至中六（
中四至中六
（ 經濟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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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專 訪
在約有30個學生的課堂中，不少學生積
極舉手回答教師的提問，或於分組討論時，
毫不吝嗇發表個人意見，雖然課室的聲浪頗
大，但各人投入其中，這是不少教師樂見的。
來自粉嶺禮賢會中學的崔志強老師和孫燕老
師，運用創新的教學法，使經濟科的課堂變
得更互動和有趣。

▲兩位老師編寫的教材和筆記

自編校本網上教材
兩位老師任教經濟科逾十年，他們發現部分學習

孫老師表示，學生在進行協同探究期間，或持不

動機較低的學生在課堂上甚少發問，只求從教師口中

同見解，但他們會趁機互相學習，彼此啟發。有時學

得到答案。以往，教師很少採用小組討論形式上課，

生獲得啟發後，更會進一步探究大學課程才涉及的範

學生沒有機會互相合作，探究知識。面對這些困局，

疇，例如繪畫某些經濟學模型曲線背後所涉及的概念。

兩位老師銳意作出改變，他們結合網上學習及校本協
同探究，設計教案，旨在培養學生主動思考與解難能

崔老師補充，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願意在家重溫教學
影片，鞏固知識；能力較高的學生可按學習步伐多看

力，亦鼓勵他們多表達意見，促進交流。

幾段影片，不必跟隨教師的教學進度備課，培養學生

孫老師指出，三年前開始自編校本網上教材，例

的自學態度。相關教學法不僅以學生為本，也讓他們

如「 翻轉教室 」的筆記和學習短片，過程頗為艱辛。

多動手做，去實踐理論。為此，兩位老師積極鼓勵學

她說：「 除了整理全新的筆記，以及為學生構思課堂

生參與創業比賽及活動，學以致用，並培養處事應有

任務外，還要考慮拍攝內容和怎樣把題目上載電子學

的責任感。學生在創業過程中體驗策劃、產品入貨和

習平台等技術問題。 」

定價、人手編排等運作，令學習更有趣和富挑戰性。

學生為本 促進自學
兩位老師付出的努力沒有白費，教案推出後，學

見到學生以自己為榜樣，是教學生涯的莫大欣慰。

生的學習表現明顯有所轉變，令老師感到十分欣喜。

兩位教師見證一位應考首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學生，

學生只需在上課前認真預習及做網上小測，無須再做

經過不斷的努力，成為經濟科教師，那份滿足感實在

功課。兩位老師在課堂上與學生討論小測的答案，以

難以言喻。該學生受兩位老師啟蒙，對經濟科產生濃

及鼓勵他們分享從預習掌握的基礎知識，繼而作高層

厚興趣，現於中學任教經濟科，有時還跟兩位恩師一

次討論。學生交流多了，亦加深對知識的了解。

起參加研討會，互相交流。

▲崔老師即場回應學生於小黑板上所寫的討
論結果，幫助學生深化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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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 與時並進

▲學生參加商校家長計劃，了解商業機構的運作。

計針對學習難點的教學策略和任務，提升學習效能。
我們推行「 零功課，只備課 」制度，培養學生自學的

教 學 分 享

能力和態度。

協同探究策略 活化學習
當確保學生已掌握課題的基礎知識後，我們會按
學生的能力設計分組活動，讓學生以協作形式，探究
高階問題。我們為學生搭建鷹架，循序漸進地進行具
挑戰性的任務。例如學生先透過網上學習片段認識銷
售稅的定義及其對價格、交易量的影響，課堂則會分
組從公平、效率、公共財政、本地生產總值等角度，
探討設立普及銷售稅對香港社會的影響，使學生可以
更全面思考設立銷售稅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學生在
協作解難的過程中，積極發表意見，不時提出具創意
的答案，往往令我們喜出望外。討論過後，每組學生

。
▲孫老師針對學習難點進行教學，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
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

把答案寫在特製的小黑板上，我們再給予指導和跟進，
並引導其他學生進行互評，令學生學得更深入和紮實。

我們以「 學經濟，學．做．人 」為教學理念，

跨科協作活動 連結知識

「 學．做．人 」是指：
以「 學 」為先，從學生的角度出發，設計適切的
教學法及教材；

我們經常舉辦跨科活動，例如聯同旅遊與款待科，
舉辦班際「 估價專家比賽 」，透過向老師徵集不同國

從「 做 」中學習，讓學生應用經濟理論，活學活
用知識；

家的旅遊手信，再邀請學生以當地貨幣估計手信的價

以「 人 」為本，照顧學生的多樣性，並將學習連

堂舉辦全校手信拍賣及展覽活動，讓學生明白價格的

繫他人和社區。

校本網上課程 促進自學

格，學習「 匯率 」的定義和運算。其後我們在學校禮
「 配給功能 」，並提高學生對世界各國文化的認識和
興趣。透過跨科活動能夠連繫不同範疇的知識，讓學
生學得更深、更廣。

我們把經濟科課程每個必修單元和選修單元按不

經濟理論 融入生活

同重點分拆成不同部分，再為每部分製作學習短片及
設計網上小測。每節課之前，要求學生在家中預習，

我們希望學生有更多機會參與社區活動，實踐經

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學習進度觀看短片和完成小測，藉

濟理論，故此，我們經常舉辦不同的活動，例如參與

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我們透過學生網上小測的表現，

年宵活動，幫助學生累積營商經驗，從實踐中了解不
同消費者對相同產品有不同的需求彈性；又與特殊學

預先了解學生的學習難點，然後在課堂內梳理，並設

校合作開辦義賣時裝店，在商場營運店舖，培育學生
傷健共融精神；學生亦透過參與「 商校家長計劃 」，
與不同行業人士交流，開拓視野，與世界接軌。學生
能夠從「 做 」中學習，與人交流，學習更深刻及更有
意義。

▲學生參與年宵活動，實踐課堂所學。

▲學生與特殊學校合作開辦義賣時裝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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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協同探究和翻轉課堂
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崔老師讓學生分組探究高階問題，並把討論所得寫在小黑板上。

小組教師提出「 學經濟，學．做．人 」的教學理

小組教師能善用外間資源，增加學生的學習機會。

念，強調「 學 」、「 做 」、「 人 」是學好經濟科的三

小組教師多年來安排學生參加「 商校家長計劃 」，透

個重要元素。他們認為教師必須以「 學 」為先，即從

過工作坊、嘉賓講座、企業家經驗分享及公司探訪等，

學生的角度出發，運用適切的教學法，讓學生從「 做 」

拓寬學生的視野。他們經常舉辦創業活動，培育學生

中學習，從實踐中應用經濟理論，也要以「 人 」為本，

的創意和企業家精神，包括參與大學和區內墟市的年

將學習連繫他人和社區，令學習更具意義和效能。小

宵活動，又與一所特殊學校合作開辦義賣時裝店，在

組教師多年來努力不懈，將「 學．做．人 」的元素融

商場營運店舖，讓學生實踐經濟理論，並培育學生傷

入「 學經濟 」的過程中，使學生全面發展，課程設計

健共融的精神，令學習變得更有意義和富挑戰性。

的理念清晰。

小組教師協助學校藉不同社區活動及服務，如新

小組教師致力製作校本網上教材，讓學生養成自

生家長日、校園開放日等，讓北區同工和家長更了解

學習慣，並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他們為經濟科製作

學校「 協同探究 」的理念及實踐，又利用展板、單張、

了一系列網上教材，包括學習短片及網上小測驗，幫
助學生掌握每個課題的學習重點；並運用「 翻轉課堂 」

講座、學生分享，以及課堂體驗，與業界同工交流教
學心得，並推動北區中學建立專業學習社群。

教學策略，讓學生按個人的學習步伐進行預習和自主
學習。小組教師在課堂上運用「 校本協同探究 」，發
展學生的高階思維。他們選取經濟科的難題，設計具
挑戰的課堂任務，讓學生在協作中思考和討論，最後
把成果寫在小黑板上與全班同學分享，並由教師作出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即時指導和回饋。
觀課所見，小組教師先行跟進學生課前在電子學
習平台預習的學習難點，並建基於相關概念設計分組
活動，讓學生就高階問題進行探究，例如孫老師任教
的中四級學生，就房屋議題計算租金上限和收入，探
討租金管制對供求的影響；崔老師任教的中五級學生
討論一間甜品店購買食材和賺取利潤對本地生產總值
的貢獻，學生把討論所得寫在小黑板上，教師再逐一
講解和跟進，引導學生反思所學，師生和生生互動良
佳，充分展示「 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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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網址：
http://www.frcss.edu.hk

聯絡方法
聯絡人：崔志強老師
學校電話：2947 3698
學校傳真：2947 4698
電郵：cck@frcss.edu.hk

尊重差異 有教無類
探究學習 提升參與度
教學理念
每個學生都有獨特的天賦，學習
進度或有先後快慢，教師只要因
材施教，設計合適的教學活動，
提升學生的參與度，有助他們在
課堂外繼續自行建構知識。

獲嘉許狀教師
黃德茵老師
黃德茵老
師

所屬學校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
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六（
中一至中六
（ 地理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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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專 訪
每個學童都享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可是，學生學
習能力有異，教師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是一大考
驗。黃德茵老師認為善用科技教學，能夠提高學生的
學習興趣和參與度。

▲

▲學生在城門河收集水樣本，
然後觀察水樣本的微生物。

承擔使命 照顧學生多樣性
「 每一班有二十至三十個學生，他們的學習能力
和興趣必定存在差異，有些學生能力沒那麼高，難道

次，她帶學生去米埔認識濕地，叫學生找一個自己喜

要放棄他們？當然不可以！ 」黃老師眼見任教的學校

歡的地點，用智能電話拍攝照片，並附以文字說明，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越來越多，令同學之間的差異

上載到電子學習平台。讓學生公開分享家課，老師會

更明顯，教師對學生的支援也變得更為重要。她希望

擔心同學互相抄襲嗎？「 那次活動有25 個學生參與，

了解每個學生的特質及需要，因材施教。但只有她一

最後每個人的答案都不同，其實只要他們喜歡做，自

個人實在難以應付，幸好學校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工，

然就不會抄襲。 」黃老師又特別提及一個平日較沉默

不約而同地希望為學生多付出一點，於是自發成立核

的學生令她印象深刻，「 他拍下一隻蒼鷺，不僅描述

心小組，成員之間互相交流與學生相處時的所見所聞，

牠的外觀特徵，更說牠雖然沒人陪伴，仍努力爭取想

令大家更容易掌握學生的需要。後來當其他老師設計

要的東西。他的習作當中有觀察，亦有自己的聯想。」

課堂活動，核心小組也發揮莫大功用。她說：「 我們

學無前後，達者為先。學生能夠舉一反三、青出

會給同事看自己的課堂錄影，或安排互相觀課，藉着

於藍，這是教師樂見的。黃老師曾向學生介紹量度噪

討論交流意見，我覺得這是很好的文化。 」

音、了解城市運輸問題的手機應用程式，引導學生善

觀察聯想 獨立思考
黃老師探索學生的

用科技學習。之後她與學生到沙灘考察，教導學生如
何使用手水準儀量度坡度，其中一個學生指出智能電
話也有相同功能，而且更加方便。學生

需要時，必定抱持開放

主動尋找知識的舉動令黃老師非常欣喜，

的態度。她說：「 不要

「 我當然沒有因為他的質疑責備他，學

預設問題的答案，學生

生成長在這個科技發達的時代，當然會

會更願意回應。 」有一

用這一代的工具，教學重點是讓學生了
解手水準儀的原理。 」現時她積極於周

▲

學生量度元朗工
業區的空氣質素

末舉辦教學活動，亦感到學生的參與度
不斷提升。黃老師指出，注入日常生活
元素、善用科技，有助提升學生學習動
機。

靈活多變 精益求精
黃老師認為自己是喜歡求變的人，即使一次教
學活動辦得有聲有色，但她仍會思考如何加以改變
以致活動能做得更好，她笑說：「 要我不斷重複做
某個教學活動我會感到乏味。 」她盼望靈活運用虛
擬實境教學，通過虛擬實境營造親歷其境的體驗，
亦有助學生實地考察前，對課題有更充分的準備。
▲學生帶齊裝備到大自然作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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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分 享
地理是讓我們從「 空間 」角度明白我們身處的地
球，它可說是一門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連結起來的
學科。我着重探索和體驗，讓不同能力的學生能在學
習過程中建構相關的地理知識。

照顧學生多樣性 盡展天賦
我相信每個學生都具備獨特的天賦，若能配合適

▲學生運用智能沙箱，堆砌不同的海岸地貌。

切的課堂設計，定能讓學生的天賦盡現，令每個學生
都有所進步。故此，我透過分層工作紙及小組實驗活
動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工作紙設有分層作答框架，幫

走出課室 擴大學習空間

助不同能力的學生因應個別學習需要進行知識建構。

若地理科沒有實地考察活動，便猶如科學沒有實

此外，在課堂中，我會因應課題加入不同的小組實驗

驗。為了讓學生透過親身體驗，自主學習，我在地理

活動，例如，在教授「 糧食問題 」的課題中加入魚菜

課程內加入多元化的考察主題，例如：濕地探索、保

共生的元素，學生透過學習如何進行水酸鹼及氮測試，
探究不同類型水中生物的宜居環境；在教授「 與自然

育海洋生態環境及城市環境與溪污染等，循序漸進地

災害共存 」的課題中，為讓學生掌握土壤質地與山泥

污染考察的活動中，學生除學習如何選擇合適考察地

培養學生蒐集、分析及組織數據的能力，例如在溪流

傾瀉的關係，我會示範量度土壤顆粒的粒徑，幫助學

點外，亦需要收集河水樣本，並進行分析。在這些活

生掌握抽象的地理概念。

動中，學生除了應用課堂上學到的地理概念，更能在
考察時發展各項共通能力，自行建構新知識。

善用資訊科技 加強學生互動
我把學生日常生活經歷與課程聯繫，並讓學生透
過互相協作及討論，提升學習效能。故此，我在課程
中加入不少推動生生互動的電子學習元素，例如運用
流動應用程式讓學生在雲端系統上分享他們的生活經
驗。在「 善用城市空間 」的課題上，我會邀請學生探
究社區內各種城市問題，並把有關的資料上載到雲端
系統，要求學生就不同的城市問題在平台上進行討論，
並建議相關的解決方法。學生透過熱烈討論，彼此學
習，互補不足。我在課堂中更會
加入虛擬實境的元素，如利
用智能沙箱讓學生從三維空
▲學生進行土壤分析實驗活動

間了解地勢與不同人類活動
的關係，能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和興趣，幫助學生掌握
相關的地圖閱讀技巧，進而深
入討論農業用地分布與自然環
境的關係。

▲

學生收集小麥草進行研究

93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薈萃2018/2019
Compendium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評 審 撮 要
從地理課堂到全校參與
照顧學生多樣性
▲黃老師充分掌握學生的能力，提問具層次，能引發學生思考。

黃德茵老師具有清晰的教學理念，面對學校有特

屬於農業系統中「 投入 」、「 過程 」還是「 產出 」的

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人數增加，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階段，並將相關的字卡貼在黑板上，以掌握農業系統

為重要策略和使命，期望透過適切的教學策略，確保

的基本概念。黃老師熟識每一個學生，充分掌握學生

不同能力的學生能掌握穩固的地理基礎知識。她強調

的能力，在分組方面能全面考慮個別學生的特殊教育

「 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學模式，透過行動研究和校本

需要。她講解清晰，提問具層次，能引發學生思考。

專業支援計劃，了解不同能力學習者的特質，掌握有

黃老師積極在地理課堂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再

效的教學策略，包括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圖像組織

推動全校教師以全校模式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她與

圖、分層作業和評估等，協助學生有效學習。

多個科目的教師組成「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核心小組」，

黃老師在地理課程加入探究實驗學習的元素，讓

一同規劃和試驗「 照顧學習多樣性 」教學策略，並肩

學生在 5 至 10 分鐘的實驗活動中透過觀察、分析及討

負核心小組的統籌工作。黃老師在校內通過教師專業

論，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並用心為地理課程設計實

發展活動，與其他科目教師分享心得，建立共同願景，

驗活動，幫助學生自行發現和建構知識，例如在教授

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一同推動學校發展。在校外，

與河流相關的課題上，透過實驗活動，讓學生測試來

黃老師擔任課程發展議會轄下委員會成員，為地理科

自不同溪流的水質，並找出導致溪流污染的主要原因，

的課程發展作出貢獻。

藉此思考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黃老師善用適
當的學與教資源和策略，包括電子學習和全方位學習，
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她善用資
源，為地理科添置各種教學儀器，又運用網上平台和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手提裝置的應用程式，協助學生進行實地考察和電子
評估，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觀課所見，黃老師能連繫學生的生活經驗，令學
習更加有趣，並引發學生主動學習。她先請學生分享

聯絡方法

他們在課前上載到電子學習平台的日常膳食照片，並

聯絡人：黃德茵老師

討論這些食物主要來自哪一種類的農業活動，學生反
應熱烈，學習氣氛濃厚；其後以一個本地農場為例子，

學校電話：2617 5000

安排學生分組討論，分辨一些農場日常活動和資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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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網址：
http://www.qts.edu.hk

學校傳真：2617 5222
電郵：awong@qt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