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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撮要

▼左起：方麗萍老師、黃偉強老師和林佩玲老師

推動創新學與教策略，
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文佩欣老師的教學理念是先讓學生喜歡
學習，再讓學生學會自主學習。她認為只有
學生對事物產生好奇，他們才會主動及開放
地學習。文老師善於設計多元化的學與教活
動，滲入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問題，以激發學

▲文老師與學生討論優良的天然酸鹼指示劑應具備的條件

生的好奇心和興趣，使他們能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和習

心和學習動機，協助他們建構科學知識。她重視與學生

慣去學習科學。文老師的自覺性高，反思能力強，她重

的互動溝通，適時引導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困難。文老師

視學生對學習的回饋。她利用電子學習平台幫助學生學

的教學熱誠能感染她的學生喜歡學習科學。文老師帶領

習前備知識，有助釐清學生的錯誤概念，亦能從提問中

對科學有濃厚興趣及才能的學生參加科學比賽，以發展

收集數據以回饋學習，並利用回饋改進學與教的設計，

他們的才能和開拓視野。

提升學習成效。文老師常為學生創造學習空間，例如讓

文老師積極與同工分享教學經驗，樂意開放課堂予

他們自行設計實驗裝置及選擇所需儀器，引導學生進行

校內校外同工觀課，以促進教師間的專業交流，共同優

科學探究實驗，以培養他們的科學過程技能。

化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學與教。透過分享教學心得，促

課堂所見，文老師設計的教學活動有心思，在教授

進校內協作和分享文化，進一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以生態系統學
以生態系統
學習平台

中四級的課題 「蛋白質合成」 時，她設計的 「編碼活動」

激發科學探究興趣

能幫助學生明白基因解碼的原理。這個學習活動，既提
供機會予學生展現解難能力，亦是 STEM 教育中科學與
數學跨科學習的良好示例，能提升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
與技能的能力。課堂以學生為中心，學生投入課堂活動，
師生及生生之間有很多互動，能有效提升學生的科學思
維能力。
文老師採用靈活的分組方法，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使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都能在活動中有擔當主角的機
會。當採用同質分組方法時，對於能力稍遜學生的組別，
文老師會給予適切的提點和關顧，以鼓勵學生投入課堂
活動，一起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藉此激發他們的好奇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學校網址：
http://www.mkc.edu.hk

聯絡方法
聯絡人：文佩欣老師
學校電話：2578 4523
學校傳真：2512 8349
電郵：pyan.m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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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嘉許狀教師
黃偉強老師
方麗萍老師
方麗萍老
師

林佩玲老師

所屬學校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樂善堂余近卿中
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三（科學科）
中四至中六（物理科、化學科、
生物科、綜合科學科）

教學理念
用科學探究活動，培養學
生 「能學」 、 「想學」 、
「會學」 及 「堅持學」 的
態度，同時提升解決困難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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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訪

飼養的大部分魚類因不耐寒而死去。林老師說： 「學生

十分痛惜魚兒，雖然馬上回校 『搶救』 ，但只能救回部

分魚兒。從學生的拯救行動中，反映出他們有愛心及責
任感。」 學生種植的蔬菜曾引來大量昆蟲，破壞收成，
有學生提出飼養青蛙或田雞來捕食昆蟲，後來才發現牠
們不會吃該類昆蟲。林老師補充說： 「經過多次研究後，

學生發現有屬於同科的日本品種菜類，是不會招惹昆蟲
的。自從改種該品種的蔬菜後，問題最終得以解決。由
此可見，學生也可成為計劃變革的推動者。」

關心時事 從生活中學習
林老師指出，有學生從新聞報導中得悉在海床生長
▲學生利用不同的儀器量度池水的度、溶解氧及酸鹼值。
◀林老師引導學生研習並自行調較養殖珊瑚時所需微量元素的分量

的珊瑚出現白化的現象，隨即問她這個現象的成因， 「學

▲學生親手種植提子草，獲得豐富的收成。

生提議利用魚缸中的珊瑚及運用化學堂上學到的實驗技
巧進行實驗，以找出原因。」 對學生既關心時事及環保

總括而言，林老師認為，透過參與管理大型生態系

議題，希望能參與解決問題，同時又懂得運用科學知識，

統學習平台，學生除了對科學有更深層次的認識外，亦

找出產生珊瑚白化現象的原因及解決方法，令林老師深

需綜合及應用科學及其他學習領域的知識與技能去解決

感欣慰。

問題；更重要的是，學生會從活動中體驗到，即使準備

科學教育除了知識的傳承外，更可提升學生的科學

這個計劃，學生在學習上積極了很多，平日休息時間，

探究及解難能力。樂善堂余近卿中學的黃偉強老師、方

除了參加球類運動外，也多了一種培養學習興趣的活

此外，黃老師不諱言，過去無論物理、化學或生物

工夫充足、過程做得如何妥善，也會因為出現不能預期

麗萍老師及林佩玲老師，引入 「魚菜共生學習計劃」 作

動。」 她笑言， 「曾有學生在放學時間餵魚，把魚糧一

科，科與科的界線較明顯，但自從推行 STEM 教育後，

的因素而影響結果。學生遇事時不但要冷靜，更要以正

教師有更大自由發展校本課程，提升學習的趣味，讓學

面的態度處理問題，找出解決方法，展現科學探究的能

引進千變萬化的科學與自然世界，讓他們明白，科學與

水中，節省時間，學生卻說很享受餵魚時的每一刻，並

生更加投入課堂。 「以物理科為例，過去較側重本科知

力。 「其實有些事情教師也沒有遇過，我們同樣在學習

生活息息相關，學習科學饒富趣味。

視之為生活中的一點調劑。」

為發展校本科學課程和推動 STEM 教育的重點，把學生

用 「別有洞天」 來形容樂善堂余近卿中學的校園，

可謂適合不過。這裏除了有籃球場、乒乓球桌等常見的

顆一顆地放入水中，我告訴他，可以一次過把魚糧灑在

解決疑難 積極主動

識的傳授，但現在更能連結其他科目，加強學生綜合和
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例如飼養珊瑚需用特別的燈光，
其設計需要懂得不同波長色光的原理。」 物理科老師可

設施外，還有幾個飼養魚、龜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大魚缸

學生積極參與計劃，同時提升了解決問題的能力，

引導學生自行設計實驗，探究不同色光在水中的穿透力

及魚池，旁邊更有水耕種植的菜圃，猶如一個小型魚米

體現自主學習的精神。林老師指出，學校飼養的馬蹄蟹

的物理特性。在過程中，學生可學到光譜的不同特性，

之鄉。學生在小息或午飯時來餵魚及做水質測試，技巧

中，有一隻送到學校前，尾巴已經折斷，因而失去平衡

亦能加強學生的實驗技巧。

純熟，可見學生訓練有素。

能力，經常腹部朝天，不能進食，若情況持續下去，會

照顧魚兒 培養責任感
這個 「魚菜共生學習計劃」 的成效，遠超教師的想

增加牠的死亡風險。學生便進行了拯救那隻馬蹄蟹的行
動， 「起初，學生利用工具協助牠翻身，但馬蹄蟹仍經
常腹部朝天，學生知道這方法不能解決問題。後來，有

像。方老師表示，計劃既提供機會予學生體驗科學探究，

學生察覺因為牠的尾巴折斷，導致經常失去平衡。他們

亦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特別是中一級學生，升

便從此點切入，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上中學初期，學習環境的轉變可能對他們構成壓力，選

學生曾嘗試利用較粗的飲管代替馬蹄蟹的尾巴，但

派他們負責照顧海洋生物後，培養了他們的責任感，增

不成功。最終，有學生想出以三維空間打印技術，複製

加了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了一條尾巴，再固定到馬蹄蟹的身上，因仿生尾巴的成

學生不但準時上學，連假日也主動回校照顧海洋生
物，加上安裝了監察攝錄系統，學生可隨時透過內聯網
實時觀察海洋生物的情況，若出現異常現象，他們會回
校處理或通知學校工友提供協助。方老師表示： 「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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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突發問題，與學生一起成長。」

效媲美真正的尾巴，馬蹄蟹可以正常活動。學生欣喜若
狂，體驗到只要多思考、多研究，就可解決問題。
林老師憶述， 「魚菜共生學習計劃」 為師生帶來不

▲課堂上，教師引導學生做有趣且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
實驗。
◀學生用水管及 LED 燈進行實驗，探究不同色光在水中的穿
透力。

少難忘的回憶。例如在計劃施行後的第一個冬天，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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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分享

學生製作研究工具 解決難題
學生在管理 「魚菜共生」 大型學習平台的過程中，

能學習如何解難。過往學生遇到難題，只會等待教師給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是學校的重點發展項目之一。

予答案，而不相信自己其實也具解難能力。在校園種植

校內建設了大型生態系統學習平台，讓學生近距離體驗

西洋菜後，出現昆蟲滋生的情況，為解決蟲害，學生提

科學探究方法。在探究過程中，能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

議飼養青蛙。雖然後來發現青蛙不吃該類昆蟲，但探究

態度；而透過發展校本科學課程和推動 STEM 教育，又

過程令學生明白到，科學實踐時往往會遇到難題，必須

能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藉着新設的

找出解決難題的方法。學生能應用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

學習平台，再配以自主學習的教學策略，令學生培養出

去解難，正正是推行此計劃的重點之一。

「能學」 、 「想學」 、 「會學」 和 「堅持學」 的態度，

▲學生用自行編寫的應用程式檢測水質

以提升解難能力。

運用學習平台 提高學習興趣

為發展校本科學課程和推動 STEM 教育，我們安排

▲獲獎小組教師認為透過飼養馬蹄蟹，能提升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

所有中一級學生運用 「魚菜共生」 大型學習平台，讓他

這兩年，學校設立了大型生態系統學習平台，以飼

們認識大自然中物質循環的概念。參加管理學習平台的

養海洋生物和以水耕法種植蔬菜為起點，看似只是跟生

學生，由有經驗的組長帶領，每天於上課前、午息及放

物科有關，但當平台引入多元化的海洋生物，例如珊瑚、

學後輪流當值，照顧海洋生物，例如餵飼、清潔、換水

馬蹄蟹等，所涉及的科學知識越來越廣，甚至涉及跨科

等，並會觀察及紀錄牠們的健康狀況。學生也可於學習

知識。負責管理學習平台的學生，不單要照顧海洋生物，

平台中自行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生物，進行較深入及較長

更要學懂監察水質。為此，他們需掌握更多化學知識，

時間的觀察及紀錄，然後製作檢索表展示觀察所得的資

以及化學檢測技巧。而對光源及水量的控制，學生更需

料。運用上述學習平台，令學習更多元化，能提高學生

要對物理及電子系統有認識。有部分學生為管理學習平

學習科學的興趣及增加其投入感。

台編寫了智能電話應用程式，方便於離開校舍後，亦能

以學習平台 推動自主學習

監控海洋生物的生長情況。

學校的教學團隊都認為自主學習能幫助學生學習科
學與科技。我們引入學習管理系統軟件作課程管理，學
生在課前登入系統觀看教師預備給他們的前備學習材料，

生思考課程內的課題，例如：如何在 「魚菜共生」 大型

學習平台中，設計污水過濾系統。教師以此作引子，引
導學生設計公平測試的方法，驗證濾池中的硝化細菌的
功效，藉此加強學生的科學探究技能和興趣。

結語
以大型生態系統學習平台配合校本初中科學課程，
能令學生對科學有更深層次的認識，如自然法則，人與
▲學生分工合作管理 「魚菜共
生」 大型學習平台

自然界、生物之間互利共生的關係等。看到學生愉快又

▶學生利用三維空間打印技
術，為斷尾的馬蹄蟹複製一
條尾巴（紅色的部分），然
後把它固定在馬蹄蟹的身
上。

作學習能提高教師建立發展 STEM 教育的興趣，我們盼

積極地學習，我們都感到十分鼓舞。再者，這些跨科協
望，STEM 教育的發展，能感染更多學生對科學產生興
趣，甚而踏上科技創新之路。

並即時與其他學生在討論區上分享看法，方便他們交流
由於學習平台並非單單為特定的學習課題而設，

心得。
由於學生於課前對將會學習的內容有初步認識，省

學生利用平台進行探究，需要自行設計，甚至進行跨

下部分教學時間講解內容，有更多空間在課堂上作深化

科協作以製作研究工具。在管理平台的過程中，學生

探討。教師讓學生以小組形式學習，每組學生提出自己

亦要面對不少突發的難題，如馬蹄蟹送到學校前，尖

感興趣的課題或生活上遇到的科學問題，在課堂進行探
究實驗，教師以科學探究方法讓學生了解實驗步驟的原
理，學生可按需要自行找出解決方法，過程中或許經歷
失敗，但從錯誤中學習更能使學生鞏固所學，提升解難
▲中一級學生於學習平台中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生物，進行長時間觀察，
然後製作生物檢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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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透過學生動手做實驗，把以往由教師作主導的教
學模式，轉變為以學生作主導的學習模式。

尾刺已斷了，令牠失衡 「反肚」 而不能自行翻身。學

生經過數次測試後，最終利用三維空間打印技術為馬
蹄蟹複製一條尾巴，並固定在牠的身體上。由於該
「義肢」 發揮了良好的功效，馬蹄蟹不再 「反肚」

了。

此外，教師也利用了學習平台作切入點，以刺激學

▲黃老師引導學生進行科學探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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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卓越之處
評審撮要

專業能力範疇
•按學生的能力和需要，設計多元化的校本課程，達到科學教育
學習領域的學習目標。
•以日常生活作示例，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和學習興趣。

跨科協作，發展校本科
學課程，培養學生自主
學習能力。

•掌握最新的科學科技知識和潮流，以創新思維設計教學法。
•有效推動電子學習。

•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策略，堅持落實由學生主導的 「自主學習」 模式。
•設有效機制，監察課程落實和檢討成效。

獲獎小組教師對教學充滿熱誠，在運用資
訊科技、設計學與教策略及檢討學習成效三方
面各有專長，他們能透過互相合作，推動 「學、

係。

台，探究生物互利共生的關
▲學生透過管理大型生態系統學習平

教、評」 的策略，落實學校培育學生 「自主學習，終身

生物互利共生的關係。小組教師能為學生提供管理學習

學習」 的政策。三位教師能在教學上互補，建立協作交

平台的體驗，探究生物互利共生的課題，藉此讓學生運

流文化，優化課堂教學策略，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用跨學習領域的知識和技能去解決難題，幫助他們認識

小組教師能引導學生以公平測試原則進行實驗。教
師以日常生活的事例作引子，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採
用 「翻轉課堂」 教學模式，讓學生在課前透過電子學習

平台預習和分享，以刺激他們思考研習題目，加深對有

關課題的了解，並藉此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和習慣。

相關學科之間的連繫，為將來在科學、科技、工程和數
學跨領域方面的學習和發展作準備。
為推動跨科協作，小組教師與校內同工共同建構了
一個專業學習社群，亦為全港各區有意發展 「STEM 教
育」 、 「電子學習」 及 「自主學習」 的學校舉辦分享會

小組教師耐心地引導學生自行設計實驗裝置，並讓學生

及工作坊，並透過共同研習和反思教學，促進教師專業

在課堂上展示及運用。透過施行上述策略，培養學生學

交流，推動及優化科學教育的發展。

習科學的興趣和科學素養，提升他們的科學思維能力。

•積極反思，改進教學設計，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培育學生範疇
•探求創新的學與教策略，以加強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
•培養學生課前預習的良好習慣。

•由學生自行設計實驗，通過 「動手」 和 「動腦」 活動，提升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培養學生的創造力、科研能力和科學素養。

•帶領學生參加校外科學比賽，以發揮他們的科學潛能及開拓他們的視野。

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
•掌握科學教育的最新發展並設計有效的教學示例，以優化及推動科學教育。

從課堂所見，學生都積極投入課堂活動。三位教師的教

•主動開放課堂，交流教學實踐的經驗。

學指示清晰，課堂秩序井然，教學流程暢順。小組教師

•積極與學校同工及校外同儕分享教學經驗，互相學習，交流心得。

採用有效的分組學習模式，以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對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小組教師給予學生適切的提點
和關顧，幫助他們建構科學知識。小組教師的教學熱誠
能感染學生努力學習科學。
小組教師亦能善用校內的大型生態系統學習平台，
配合校本科學課程的發展，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其
中，養殖海洋生物及栽種陸上植物，可供學生研究不同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學校網址：
http://www.ykh.edu.hk

聯絡方法
聯絡人：黃偉強老師
學校電話：2336 2657

學校發展範疇
•積極推動校內協作的文化，發揮教師團隊的潛能。
•擔當領導角色，推動學校科學課程的發展。

•善用學校和社區資源，促進學校科學教育的發展。

學校傳真：2338 5504
電郵：wongwk@ykh.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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