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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多采繽紛的學習歷程
發展共通能力
獲獎教師

教學理念

雲毅廷老師（教學年資：10 年）

「學會學習、體驗生活、享受生命，是我們希望孩子可

梁迪偉老師（教學年資：24 年）

以經歷的。因此，我們以常識科為基點，因應不同孩子

黃

琳老師（教學年資： 9 年）

的智性發展、學習風格、年級等，設計不同形式及多元

鄺詠雯老師（教學年資： 8 年）

的跨學科課程，並配以全方位學習及專題研習，讓孩子

蔡慶苓老師（教學年資： 7 年）

走出課室、放眼世界。」

所屬學校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常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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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訪
知識猶如浩瀚宇宙，廣闊無
垠。為了使小學生能夠掌握基
礎知識和概念，繼而懂得分析，
並作出批判性和創造性思考，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常識科教
師團隊，花了數年心血，孕育
出一套貫穿整個小學階段的校
本跨學科課程。學生在全方位
學習中，透過親身經歷，有系
統地進行思考訓練，發展共通
能力。
踏入全球經濟一體化及資訊科
技年代，我們除了要擁有批判性、
創造性的思維能力，也要具備廣

以常識科為主導，作跨學科發展
及配合全方位學習活動。

人本理念特色教學活動
在起步初階，教師設計一至兩
個課程，發覺效果良好，加強了
他們的信心，繼而再作進一步發
展。鄺詠雯老師說，我們抽取當
中重點，在各個級別設計不同的
單元主題課程，並嘗試與中、英、
數、美術及體育科教師商討，結
合有關主題，再配合全方位活動，
共建課程。
校本課程主要涵蓋四大主題：
包括 「健康與生活」 、 「人與環

在天水圍社區收集水質樣本，進行化驗，以
了解區內污染問題。

闊的視野。常識科老師黃琳說：

境」 、 「社會與公民」 及 「國民

思考模式─數據收集、分析、

「小朋友應該從小放眼世界，擴

身分認同與中華文化」 ，大家本

結論及建議，並且能夠應用在其

闊個人視野，因此我們決定以 『經

着 「人本理念」 ，並切合天水圍

他科目上。另一方面，學生藉着

歷為本』 作為主軸，按各個年級

的社區特點及學生的需要，設計

親身經歷和體驗，進行分析及思

設計不同的主題課程，並配合跨

不同特色的教學活動。

考，並提出建議。梁迪偉老師解

學科學習及專題研習，輔以全方

黃琳老師表示，六年級以環保

釋，這種學習方式，雖然要求教

位活動，豐富小朋友的學習經歷，

作為主題，為了令學生明白空氣

師事前需要多花人手及時間，但

提升他們的共通能力。」

及環境污染對天水圍區、本港以

對學生的學習很有好處，故此值

在芸芸學科中，為何對常識科

至全球帶來巨大影響，安排他們

得推行。事實上，該校鼓勵更多

「情有獨鍾」 ？雲毅廷老師表示，

親自搜集資料及進行統計活動，

家長義工參與學習活動，一方面

為了實踐有關教學方法，他們以

例如到區內不同地方量度噪音分

了解子女的學習歷程，另一方面，

課程統整作為起點，而常識科因

貝、收集水質樣本等，再輔以大

能夠配合教師的教學進程。

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容易與其

量資料，然後作出總結及提出改

香港已回歸祖國，但學生在中

他科目串連。蔡慶苓老師補充，

善建議。 「老師從報告中可以了

華文化的認識及國民身分的認同

小學階段屬體驗性學習生活，而

解學生的結構能力、解難能力，

上，仍略有不足之處。雲毅廷表

常識科當中的 「個人、社會及人

以至研習能力的程度，以及團隊

示，教師因此特別帶領學生走出

文教育」 ，緊扣小學生成長，例

合作精神。」

課室，跨境學習，讓學生對國家

如低年班從個人出發，中年班關

建立有系統思考模式

心社區，高年班放眼世界，顯而

有更多親身體會。該校學生曾經
前往澳門、深圳民族文化村及黃

易見，常識科課程編排具有縱向

蔡慶苓老師表示，學生透過這

埔軍校等作專題研習，雲老師認

發展的優勢，因此過去數年一直

種學習方法，建立一套有系統的

為，與教科書相比，學生在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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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要有效推行有關計畫，校方及
教師齊心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五
位老師不約而同地感謝校長及管
理層的開放態度，讓他們能夠盡
情發揮，行政上能夠做到 「級本
為主」 ，即是他們毋須跨級授課。
梁迪偉老師表示，為了有效推行
課程統整，學校花了多年時間，
期間，各教師不斷摸索、研究，
彼此取得共識，同時透過多次為
教師舉辦工作坊，建構教學信
念。
事實上，該校早在 2001 年已參
與教育統籌局專題研習種籽計畫，
在專題研習方面累積了豐富的經
驗。教師也經常到其他學校進行
環境下，學習更具立體感，感受

習歷程檔案能夠反映學生的學習

自然更加深刻。

情況，教師透過評語，提供具建

教師明白學生各有不同的需要，

設性意見，使學生能夠改善學習

因此在課程設計方面，作出全方
位照顧。鄺詠雯老師表示，以澳
門專題研習為例，有些學生未必
能夠遠赴澳門考察，於是他們設
計 「影子課程」 ，讓這些學生也
能夠感受在澳門的體驗。此外，
該校經常讓學生展示學習成果，
除有鼓勵作用，更可以藉此訓練
學生的表達能力。

多元化評估
為了有系統地評核學生的學習
表現，五位老師設計一套多元化
的評估模式，包括專題研習、口
語評量及活動記錄等，其中，學

透過分組學習，培養學生團隊精神。

交流，分享經驗，協力促使本港
小學專題研習的發展更趨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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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分享

並對環境與人類的關係有所了解。

學生經歷整全的思考訓練，找到

透過探討與天水圍區環境有關的

深層思維技巧的鑰匙。

問題，對保護及改善環境提出建

1.

本理念」 ，看重每一個孩子，希

議。

提升學習效能，重點地發展提問

望他們可以享有多元的學習活動、

3.

社會與公民︰學生透過 「校

技巧。透過課程會議與備課會，

愉快學習，放眼世界。

園小記者」 、 「我都做得到」 、

教師撰寫以提問作為重點的課節，

「優秀服務生」 、 「社會與公民」

並通過教師專業發展社群裏的常

點與學生的需要，發展貫穿整個

等活動，認識社會並關注社會服

識觀課小組，實踐有關教案，共

小學學習階段的校本跨學科課程，

務，了解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學

同探究鑽研。

涵蓋了 「個人、社會與人文教育」

習成為願意承擔責任的學生。

2.

的四個主題。教師的角色是帶導

人對言論主張、文章述說等內容

學生掌握知識概念，在足夠的輸

4. 國民身分認同與中華文化︰
透過經歷各項主題活動如： 「神

入及體驗下，發展共通能力。

州五稜鏡」 、 「神州小導遊」 等

「天循立法會選舉」 的全方位學

健康與生活︰學生透過 「身

增加對中國歷史、中華民族與文

習活動，正是訓練學生批判性思

體小主人」 、 「至Fit 新人類」 、

化的興趣，學會欣賞中國的傳統

維的課程。

文化。

3.

校本課程的誕生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本着 「人

我們按照天水圍這個社區的特

1.

「健康小主人」 、 「生命的探索」

提問技巧︰常識科教師為了

批判思維︰批判性思維是個

從事正確批判的過程。五年級的

解難思維︰面對社會的急遽

等活動，了解生理心理的發展，

經過六年整全的全方位活動後，

變化，生活的藝術就在於如何面

學會以正面的態度面對自己的成

學生的學習足跡踏遍香港，甚至

對問題，從而輕鬆而妥善地解決

長與發育。學生在 「種植行動」

往澳門、內地。這些活動提供了

問題。六年級的 「環境研究日」

的實際體驗中，明白培育植物由

一個讓他們放眼觀看、傾耳細聽、

全方位學習活動，正是訓練學生

幼苗成長至茁壯大樹是多麼不容

用心感受的機會。對於一些無法

的解難思維。學生在解難的過程

易的事。從而觸動心靈深處，引

負擔活動費用的學生，我們亦調

中互相協作，將來能更配合現代

發出深刻的感受，明白父母對自

動學校資源予以協助，讓他們也

社會的需要並提升效能。他們朝

己的養育之恩是何其偉大，了解

能參與其中，打開各扇學習窗戶，

着共同目標進發時，能擴闊視野、

孝順父母是何等重要。

放眼遠方，認識世界。

分享意念，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法，

2.

人與環境︰學生透過 「晝夜

萬花筒」 、 「四季小天使」 、 「百
變生態大世界」 、 「世界博覽」
等活動，對大自然有基本的認識，

令知識躍進。

思維訓練融合學科

4.

創意思維︰創造力是創造和

我們着意把思維技巧融入跨學

解決問題的能力，通常是擴散性

科課程與全方位學習裏，從而使

思維及聚斂性思維相互配合的結
果。如一年級的 「節日樂繽紛」

輸入
掌握基礎
知識概念

經歷為本
健康與
生活

探索性學習
人與
環境

社會與
公民

國民身分認同與
中華文化

輸出
共通能力
價值觀與態度

專題研習，學生認識不同節日的
起源與習俗，然後進行腦震盪，
設計一個新節日。
5.

閱讀學習

全方位學
習活動

資訊科技

服務學習

專題研習

成果展示

決策思維︰我們希望教曉學

生在決策前要慎密思量。如四年
級的 「健康小超人」 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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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從飲食和運動範疇中了解到

作學習。目的為讓學生發揮互動

發揮學生所長。

什麼是健康的生活，透過問卷與

互助的精神。

2.

訪問了解學生的生活狀況，最後

2.

小組常規︰課室裡張貼了全

級均以進展性評估作為反映學生

學習怎樣選擇過健康的生活。

校統一的小組常規、討論常規。

真實學習表現的評估模式，例如

6.

任何教師與學生進行小組活動的

課堂觀察、活動記錄、學習日誌、

考外，訓練學生將思想圖像化亦

時候都熟練運作，得心應手。

師生評語、課堂習作等，教師亦

有異曲同工之妙。透過視像工具，

3.

組長訓練︰組長訓練的目標

透過收集這些學習資料為顯證，

教師能夠洞悉學生的思維步驟及

是讓組長以小老師的身分，幫助

作為日後改善教學的參考數據。

策略，從而給予適當的回饋，有

和帶領同組組員達成學習任務，

助學生進一步改進。查看學生的

同時亦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學習。

3. 總結性評估與進展性評估雙
軌並行：五至六年級則以總結性

常識筆記簿及常識練習簿，可見

組長透過角色扮演，學會怎樣有

評估與進展性評估雙軌並行，一

學生從小就接受腦震盪網絡圖的

效策動組員，促使大家互相合作，

方面幫助學生適應畢業班的公開

訓練。

共同完成學習任務。

考試及未來的中學學習生活，另

4.

合作學習︰教師配合課堂所

一方面我們也採取課堂表現的平

需及學生程度採用不同的方法進

時分計算方式，兼顧學生的多元

校本課程的誕生，需要課堂上

行合作學習，如拼圖式學習法等，

學習得到充分的顯示。

的配合。新課程不單着重師生互

讓每一節課都是 「高參與」 、 「高

動，而是更強調學生之間的互動

展示」 。

4.
「
學習歷程檔案」、 「
寶
盒」︰ 「學習歷程檔案」 和 「寶

視像工具︰除了鼓勵學生思

合作學習

進展性評估模式：一至四年

及合作。我們強調 「一個也不能

常規訂立後，進一步就是探討

盒」 作為進展性評估的其中一個

少」 ，全體學生均有平等的參與

教學效能。我們利用課程會、常

項目，目的是收集學生平日學習

學習機會。我們不但在結構上為

識備課會、專業發展社群等會議，

成果作為學習顯證，讓家長、教

學生劃分小組，更探究如何處理

理論與實踐並行，從而歸結出 「有

師及學生自身了解整個學習過程

學習內容、步驟及掌握小組學習

效學習」 需與 「班級經營」 雙軌

進度和成果。配合進展性評估的

的效能。透過調節學習內容，配

推行，師生、生生互融互助，共

轉變， 「學習歷程檔案」 發展至

合教學目標及步驟，進一步發揮

建和諧學習平台。

六年級，好讓學生保存及回顧整

小組學習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互動地促進學習活動。

多元化的評估模式

我們深明要推行 「合作學習」

我們亦嘗試推行多元化的評估

個小學階段的學習表現。
5.

描述性、正面的評語︰進展

性評估應與有質素的回饋連繫起

成功，得先建立 「有效的常規管

模式。

來，針對學習目標和學習表現，

理」 。每學年的首兩周，教師都

1.

多元化評估：由於紙筆考試

以描述性、正面的評語表現，為

會進行建立常規、培養學生歸屬

只評估了學生在學科內容上的知

學生提供建議性意見。因此，本

感、增進師生關係、學會研習能

識，未能全面顯示學生在共通能

校在學生成績表上除了顯示等第

力等特別課程，使日後的教學工

力、價值觀和態度上的表現，我

外，更重要的是每一科均有評語

作更為暢順。

們遂採用多元化的評估，如闖關

和對學生的建議，以幫助家長和

1.

座位安排︰全校的學生皆以

遊戲、專題研習、口語評量、課

學生改善學習。

四人一組的異質分組方式進行合

業評量等方式，務求能更全面地

178

評審撮要
展望
我們相信學生是未來的希望。
因此從多元的課程中，幫助天水
圍社區的學生發掘潛能，在不同
的展示機會裏，體驗成功的滋味，
幫助他們發現自己的價值，建立
自尊和自信，讓這個社區變得更
美好。

有效地推行一個以 「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為基礎，
具有清晰理念和完整架構，並能給予學生多采繽紛學習
歷程的跨學科校本課程
小組按照天水圍的社區特點、學生的需要，以及教師的掌握程
度，逐步發展貫穿整個小學學習階段的校本跨學科課程。課程涵
蓋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的四個主題，包括 「健康與生
活」 、 「人與環境」 、 「社會與公民」 及 「國民身分認同與中華
文化」 。教師本着 「人本理念」 ，讓學生在全方位學習中，以
「經歷為本」 拓寬視野、學會思考、具備學會學習和善於學習的
能力。透過校本課程，教師帶導學生掌握基礎知識和概念，為學
生提供足夠的學習體驗，學生再透過小組討論，在同儕間互相刺
激思考和補足中，發展協作、互助、批判等共通能力。
小組透過這個以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學習元素帶導的校
本課程，積極培養學生的批判性、創造性的思維能力；教師並着
意把思維技巧融入跨學科課程與全方位學習中，給學生多元化的

學生展示學習的成果

學習經歷和有系統的思考訓練。至於各項學習活動設計，往往能
切合學生的需要，能推動教學的不斷發展，例如由學生擔任 「神
州小導遊」 ，要求學生在境外學習時為同學及家長介紹景點，設
計新頴而有效果。
此外，小組為配合校本課程，發展了一個多元化的評估模式，

索取上述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可瀏覽本校網頁
www.tswmps.edu.hk

如專題研習、口語評量、活動記錄、師生評語及學習歷程檔案
等，有系統地評核學生的學習表現。評估方法多元化，進展性評
估與總結性評估並行，務求全面地反映學生的學習情況，並能給
予學生改善學習的建議。

教師與其他同工分享的方式
講座、工作坊、駐校觀摩

聯絡方法
聯絡：黃琳老師、雲毅廷老師
電話：2448 0373
家長一起參與學習歷程，加深了解子女的 學生向外籍人士進行問卷調查，收集數據。
學習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