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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師生和家長，共同參
與推展德育活動。

審

撮要

制定適切的年
度主題，協力同
心，培育學生良
好品格。

蔡老師領導校內生活及情意小組，配合學校的辦

蔡老師能致力持續自我改進，積極參與校內外的

學理念，從 「知、情、意、行」 四個層次，規劃一個

教師專業培訓和分享交流活動。又獲邀與業界同工分

全校參與、有系統、具延續性的校本課程，並訂定清

享價值教學法的教學經驗，可見蔡老師對推展德育及

晰及實際可行的學習目標。蔡老師能發揮專業領導的

公民教育方面有承擔。

角色，有效地協同跨科組別和全校教師，持續地為學

蔡老師能領導同儕實踐學校的使命，發揚關愛文

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營造健康和關愛的校園，

化的優良傳統。蔡老師具感染力，但凡推出全校性的

培育學生良好品格，逐步建立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處

德育及公民教育主題活動時，均獲教師響應，率先試

事態度。蔡老師亦能制訂多元化的評估策略，全面評

行，成功地建立 「學生未動，老師先行」 的身教文化

估學生的表現，定期檢視學與教效能。

之餘，又能促進團隊協作。此外，蔡老師還不時邀請

蔡老師本着要學生做到 「知行合一」 的信念，每

同工分享推廣活動的心得，營造互相學習的氛圍，有

年推出配合年度主題活動時，必先讓學生明白活動的

效地把學校發展成一個專業學習社群。蔡老師又能積

目的和詳情；又編製《培僑心曲》，透過歌曲觸動學

極協同家長參與，一起培育學生良好的品德，並獲得

生的心靈，潛移默化地將正面的信息植根學生心中。

家長高度的讚賞。

蔡老師又注重為學生提供實踐的機會。例如：為培養

知行合一

▲左起：黃衛宗老師、梁肇華老師

關懷社區

獲嘉

學生健康生活習慣，鼓勵全校師生於早會時齊跳健康

狀

教學理念

冊》，能讓學生評估和反思自己在活動中的表現，以
深化學習成效。
蔡老師設計的課堂教學目標清晰可行，她對教學
內容掌握透徹，能為學生提供充分參與的機會，又不

學校網址：
http://www.pkps.edu.hk

聯絡方法

時給予適當的回應，讚賞及鼓勵。蔡老師亦能營造輕

蔡曼粧老師

鬆愉快的學習氣氛，感染學生積極投入課堂活動，勇

電話：2897 7866

於發言。學生和家長一致欣賞蔡老師具教學熱誠，關

傳真：2897 7883

愛學生；多年來所推展的德育主題，學生至今仍能在
生活上實踐出來，足以印證蔡老師能有效幫助學生建
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

電郵：gnp999@hotmail.com

師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教

操。此外，蔡老師又設立獎勵制度，適時適切的讚賞
有效鼓勵學生積極實踐好行為；所編製的《活動記錄

許

黃衛宗老師
「學生藉着社區服務，能夠學習思
別人所思、提升共通能力和自信
心，並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公民意
識，以迎接日後不同的挑戰。」

梁肇華老師

（教學年資：14 年） （教學年資：16 年）

所屬學校

港大同學會小學
教學對象

小二至小六
（德育及公民教育）

099

ra

la

io

Mo

Compendium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100

n

2014 / 2015 行 政 長 官 卓 越 教 學 獎 薈 萃
nd Ci v i c E d uc

at

狀況及需要，培養學生關愛之心，繼而懂得關心家中

教

師

專

訪

「有效的德育及公民
教育需要學生親身體驗和從
實踐中學習。」 港大同學會小學
黃衛宗老師及梁肇華老師認為價值
觀的概念抽象，學生單靠課堂學習難
以確切地掌握，最理想的方法是藉
着參與服務，讓他們親身領略和
感受，達到知行合一。

長者。」 黃老師說。
梁老師表示，學生多來自小康之家，對於基層的
生活認識不深，希望藉着社區服務，讓他們親身感受

教學
分享

◀社區服務的課
程規劃，緊扣
正面價值觀的
培育。

基層市民的生活，從而學會珍惜和感恩。兩位教師印
象最難忘的一次，是安排一班小四學生接觸傷殘人
士，學生主動地替他們推輪椅，沒想到招來 「反效

果」 ，令傷殘人士感到尷尬；原來他們雖然肢體傷

栽培孩子 品德和知識並重

殘，但仍希望自行操控輪椅，毋須別人照顧。梁老師

創校以來，我校非常重視學

笑言， 「學生汲取教訓，明白幫助別人必須從受助者

生的全人發展，尤以培育學生良

角度出發，考慮他人的感受。」

好的品德為教學的重點。因為我
們深信品德教育是孩子健康成長的
根基，所以在課堂內外的學習經歷，均以融滲的方

「層遞課程結構」 （Sequential Structure)

的模式，由淺至深地規劃於二至五年級的 「社區服務
課程」 內。而六年級的學生則需於畢業前，在老師的

式，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我們又通

帶領下，與組員一起籌劃一次社區服務。學生既可以

過發展具校本特色的 「社區服務課程」 ，培養他們關

應用過往四年所學，更可以通過親身經歷和行動，培

愛、堅毅、負責任、尊重他人、承擔等精神。

養主動關心社會、勇於克服挑戰及堅毅地完成責任的
價值態度，並裝備自己日後繼續主動服務社會，讓關

循序漸進 從體驗中學習
「社區服務課程」 的發展初段，主要以提供多元

學生能夠做到知行合一是黃老師及梁老師的期
望，於是二人攜手合作，發展一套結合常識科，並能

化的學習機會為目標，各級學生分別以一個社會群體

讓學生實踐所學的社區服務課程。學生由小二開

為服務對象，級別之間未有明顯的層階和連繫。隨着

始，每年都要參與不同主題的社區服

教師團隊對課程的掌握愈益紥實，我們意識到有需要
發展一套價值觀培育及技能發展兼善的 「螺旋式」 學

務，藉以培育學生各項正面的價值
態度。

習經歷，以照顧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的需要，因此，

做好心也要三思

先，我們把每級的 「社區服務課程」 與該級校本常識

我們在五年前開始對 「社區服務課程」 進行優化。首
◀▲老師成為學生學習的促進者

「以小二為例，課程以

學生親自策劃活動

紹家庭結構和各個成員扮演的

學生升上六年級，是需要自

角色及崗位，再讓學生思考哪

己策劃和組織社區服務活動。勿少

些成員需要別人協助。然後，安排

▼探訪長者院舍。長者與大家 「話當年」 ，
公公婆婆樂在其中。

科的單元學習緊密地聯繫起來。另外，我們又把籌劃

社區服務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加以組織和整理，以

家庭作主題，教師先在課堂介

他們探訪長者院舍，了解長者的生活

愛之心延續下去。

看他們年紀小，構思的項目卻創意十
足。黃老師說： 「曾經有學生提議與關注動

物組織合作，安排同學照顧被遺棄小動物；另有學生
計劃動員其他同學，一同返回曾就讀的幼稚園，清潔
課室。即使這些項目未必全部可行，卻反映了學生對
服務社區的積極和熱誠。」

經過兩位教師多年來努力推動，一股積極參與社
區服務的文化成功地在校園植根，即使畢業後學生也
會繼續參與各區社福機構的服務，為不同社會階層人
士盡一分力，可見從學校學習的承擔精神、責任感、
關愛等價值觀已內化成為學生的生活態度。
展望未來，兩位教師希望能夠跟長者學苑合作，
促進長幼共融。

▲學生參加 「領路法工作坊」 ，
為服務視障人士作準備。

傳承 「學校與社會結合」 的辦學理念

為使 「社區服務計劃」 能持續發展，
我們一方面協同隊工積極參與，以及安排
資深教師與新任教該課程的教師進行協作
教學，通過觀摩和合作，提升彼此的專業
能力。另一方面，我們積極邀請不同的社
會服務機構，成為固定的合作夥伴，一起
設計每一年級的服務課程。我們又邀請家
長義工，合作籌辦各級社會服務的活動，
希望為學生提供真實而多元化的學習經
歷。我們亦定期進行課程內容和實施策略
的檢討，藉以優化學與教的成效。近年，
我們積極引進電子學習工具及雲端電子學
習平台，推動互動自主的學習之餘，還有
效地儲存學生的學習成果，讓學弟妹從學
兄姊的經驗中得到啟發，一同建立走進社
區，樂於服務的學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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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教師帶領
學生反思活動
的經歷，鞏固
所學。

審

撮要

規劃 「社區服務
課程」 ，循序漸進地提
高學生公民意識及培
育正面的價值觀
和態度。
見，同學間互動性甚高，足見小組教師有效地確立課
堂常規，並發揮學習促進者的角色。家長和學生欣賞
小組教師因應學生不同成長階段的需要，規劃一

小組教師對教學的熱誠，他們一致認同校本的社區服

個有系統、具延續性、學習與行動並重及以學生為中

務課程，有效培育學生關愛他人、堅毅，以及樂於服

心的社區服務課程。透過每年服務不同的社群，從

務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並能在生活上學以致用。

「認知」 、 「情感」 及 「實踐」 的層面，為學生提供

小組教師熱心教學，對培育學生良好的品德行為

真實及有意義的學習經驗，又將價值教育的元素融滲

有承擔，其中藉服務社區培育學生的價值觀和態度，

入課程，培育學生良好的品德，以達至全人發展。

尤具心得。小組教師用心設計優質的教學示例，並樂

小組教師將社區服務課程緊扣校本的常識科課

於與業界分享經驗。小組教師能帶領同儕實踐學校的

程，因應學生的認知、思維及解難能力，訂定清晰可

教育使命，又致力提升他們在設計和實施社區服務課

行的服務學習目標，並為學生選定適切的合作夥伴和

程方面的專業能力，且能協同校內同工、家長及社區

服務對象，制定合適的教學策略，循序漸進地建立他

組織，為學生提供真實而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在促進

們的公民意識，以及培育他們堅毅、責任感、尊重他

學校發展方面，貢獻良多。

人、承擔等價值觀。小組教師特別為六年級學生設計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學生的組織能力和溝通技巧，內化所建立的價值觀和
態度。小組教師能定期安排反思活動，幫助學生鞏固
已掌握的技巧和應有的態度，並改善不足之處。
小組教師善用多元化的教學活動，課堂組織明

學校網址：
http://www.hkugaps.edu.hk

聯絡方法

確，步驟清晰，能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幫助學生進

黃衛宗老師

一步思考問題，亦能就學生的發問、匯報等作出適時

電話：2202 3922

回饋，且能於課堂上幫助學生鞏固學習重點，促進學

傳真：2202 3914

與教的效能。小組教師又鼓勵學生自行為所遇到的問
題尋找答案，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小組教師與學生的
關係融洽和諧，學生積極參與課堂學習，勇於表達己

電郵：samuel@hkugaps.edu.hk

獲嘉

許

教學理念
「利用戲劇教學將抽象的德育概念
具體化，藉着模擬活動和生動角色
的演繹，幫助幼兒將這些正面的價
值觀和態度化成小種子，留在心
中，慢慢萌芽，繼而內化成為個人
生活態度。」

師

定檢討方法，有效幫助學生實踐過往所學，更能提升

學 「是」 學 「非」

教

趣，自訂服務的對象和方式，策劃服務活動，以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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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

「自發社區服務計劃」 ，讓學生按照自己的能力和興

戲劇教學

袁嘉寶老師

陳少莉老師

（教學年資：16 年） （教學年資：15 年）

林翠嫦老師

馮釗渝老師

（教學年資：19 年） （教學年資：17 年）

所屬學校

民生書院幼稚園
教學對象
幼兒班至高班
（德育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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