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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Summary
To enhance stud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research skills
through the study of plant
biodiversity
The awarded teaching team is composed of four teachers.
They all have profound knowledge in various science subjects
and have shown great passion and innovation in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planning. By fostering a culture of continuous
reflection on pedagogical issues for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ey have made
concerted effort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ir collaboration
skills, investigative skills and 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
The awarded teaching team has worked out a holistic and
systematic plan to promote scientific literacy, which includes
students' robust understanding of scientific concepts and
process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in authentic contexts.
They have developed a coherent and systematic school-based
Science curriculum that integrates the learning of plant
biodiversity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with the
Secondary Science curriculum. In addition, the awarded
teachers have employed an inquiry approach and mobile
learning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groom
their talent for future development.
The awarded teachers have made good use of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both in the school and in the community to
conduct activities which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engage them in exploring plant biodiversity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lassrooms with a view to helping them gain global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Students of all levels are involved in
many school-based science projects, such as the Seed Bank,
Tree Project and the Chinese Foundation Secondary School
EnvironmentalTrail, so as to cultivat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particularly in plant biodiversity. Professional sharing and
lesson observation have been conducted regularly to enable
team members to monitor and evaluate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Members of the team effectively help students explore
further on plant biodiversity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in

▲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conduct science investigation on
properties of fruit juice

an inqui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i.e. STREAM
(Science, Technology, Reading and Writing, Engineering, Arts
and Mathematics)approach.
The awarded teachers demonstrated excellent classroom
skills. Some interesting experiments were arranged to
effectively arouse students' curiosity and interest in science
investigation. Essential science process skills, such as making
observation and taking measurements to verify the predicted
results, were adequately included in the lessons. Teachers
demonstrated their confidence and skills in leading students to
carry ou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As observed,
students had strong learner autonomy, and were able to
complete the learning tasks in groups efficiently. They could
also use e-learning tool for pre-lesson reading and sharing
ideas or findings during the lessons. Students were able to
discuss, summarise and present their findings systematically.
The awarded teaching team has been invited for sharing
and conducting seminars and exhibi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other good practices in Science
Education.

Ways to Obtain Information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Website:
http://www.cfss.edu.hk/

Contact
Name: Mr HO Tik-shun
Tel: 2904 7322
Fax: 2892 2777
Email: hts@cf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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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教學
引發學習興趣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施瑪恩
施瑪
恩

所屬學校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
可譽小學
可譽小
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三（科學科）
中四至中六（生物科）

教學理念
研習科學除了學習科學原
理，還可訓練自學探究、
邏輯思考和分析解難等能
力。要讓學生熱愛科學，
首先要培養他們對科學的
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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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訪
「假如你是魯賓遜，流落荒島，沒有食水飲用，你

會怎麼辦？」 聽到教師提問，學生踴躍發表意見，有人
說只好望天打卦等待下雨，有人提議過濾海水飲用……

別以為學生在上語文課，一起討論和構思故事情節。他

▲學生透過顯微鏡觀察微生物樣本

們其實正在上施瑪恩老師的科學課，通過情境故事學習

▶學生走出課室學習，考察植物和生態。

海水淨化的科學原理。
施老師是一位敢於創新、富想像力和創意的教育工

相發言，提出自己的見解。雖然答案未必正確，但最重

作者，擅長創設有趣情境，引發學生共鳴，培養他們對
學習科學的興趣。他說在中學時代受到一位老師的薰陶
而愛上科學， 「他用心教學，不但教曉我很多科學知識，
還經常跟我分享做人處世的道理，彼此關係亦師亦友。」

要是敢於嘗試，大膽假設。施老師坦言，構思有趣點子
▲施老師重視課堂師生之間的討論，善於引導學生思考。

題，跟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恩師的言傳身教，施老師銘記於心，當上教師後，他決

除了中央課程以外，施老師亦經常設計趣味科學活

心以恩師為榜樣，以生命影響生命。 「我希望學生對科

動，如製作牛奶膠水，讓學生體驗科學的樂趣。施老師

學產生濃厚興趣，他們日後不一定要當科學家，或從事

又積極鼓勵學生組隊參與學界科學比賽，發揮科學研究

科研工作，最重要是懷有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究精神，

的潛能。近年，該校學生在不同的學界科學比賽中，如

不斷學習新知識。」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等，均取

革新學與教模式 鼓勵參賽
施老師認為，通過學習科學，可以訓練自學探究、
明辨性思考和解難的能力。 「今天所學的科學知識，隨

時代進步或會變得過時，唯有擁有這些能力才能受用

得優異成績。學生研究的題目均取材自日常生活，如研
究以生果皮製成紙張，提升紙的降解速度，反映他們具
有敏銳的觀察力。

創意無限 發掘有趣點子

終身。」 然而，他發現以往的科學科課程偏重教授基礎

談及革新教學模式過程中的最大挑戰，施老師笑言

科學知識，教學模式沉悶死板，難以誘發學生的學習興

是如何發掘和構思能夠引發學生共鳴的有趣點子，作為

趣和高階思維。以做實驗為例，學生依足程序，一個步

情境教學的題材。最難忘的一次，是他要教授結晶的原

驟接一個步驟去完成，既單調又跟日常生活掛不上鈎，

理，思前想後也毫無頭緒。某天靈機一觸，想出利用學

學生未必明白箇中意義。他決心革新固有教學模式，讓
學生體會學習科學其實充滿樂趣。
為此，施老師花了不少心思，如設計自主學習工
作紙，除了詳細列明各個單元的學習目標和基礎概念
外，還附有高階問題，讓學生在課前作深層次的預
習。因應各單元內容，施老師加入情境主題，在課堂
上與學生一同討論，引導他們思考，例如透過魯賓遜

並不容易，但看到學生投入學習，感到非常值得，而他
十分享受跟學生的課堂互動。學生學得開心，投入課堂，
是他從事教學工作最大的滿足感。
施老師深明要推動課程革新，單靠個別教師的力量
並不足夠，而是需要教學團隊互相協作。故此，他經常
跟科組教師交流，分享教學經驗和心得，集思廣益，一
同研究和發掘新穎有趣的教學點子，提升教學效能和學
生的學習動機。公餘時間，他更會跟同樣任職教師的太
太鑽研教學新意念，每次有新構思，都教他興奮不已。
在施老師和教學團隊共同努力下，校內近年成功營造濃
厚的科學氛圍，孕育不少科學尖子。

喜見學生成長 實現夢想
施老師憶述，曾有一名舊生，初中時代學業成績未
算突出，但對科學充滿熱情。他跟同學組隊參加學界科
學比賽，屢次獲獎，亦加入校內科學團隊，參與籌辦不

▲學生利用平板電

腦記錄實驗過程

同類型的科學活動，向其他學校的學生及公眾推廣科學

生愛吃的棒棒糖變 「戲法」 ，在課室即場示範將棒棒糖

知識。 「我很高興看到這位學生找到自己的閃亮點，通

由於從未見過 「鑽石珠」 ，感到很新奇，議論紛紛，爭

出眾，連帶其他學科都有明顯進步，最終如願入讀心儀

變成 「鑽石珠」 ，要求學生破解當中的科學原理。學生

過參與不同活動和比賽，變得有自信，不但科學科成績
的香港大學。」 看到學生不斷成長，實現自己的夢想，
施老師深感喜悅和安慰。

▶學生進行小組
研究，討論如
何設計實驗。

施老師深信，優化學與教、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是持續改善的過程，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展望未來，
他將繼續發掘和設計新穎教學模式，如引入電子學習，

流落荒島要解決飲用水的情境，讓學生了解水的淨化

進一步推動自主學習，同時促進課堂上師生間的互動，

原理，讓學生明白科學原理可確切應用於解決生活難

讓學生體驗更多研習科學的樂趣。
▲課堂學習氣氛濃厚，學生踴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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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透過學習校本生物科技實驗，探討微生物的特性。

教學分享
作為教師，我們肩負起教育下一代的責任，但又
有誰能預知二十年後，社會會變成怎樣？世界發展又
會如何呢？我現在所傳授的知識都是 「舊知識」 ，唯

獨價值觀及共通能力，如自學能力、溝通能力、創造
力等，才能讓下一代更易適應日後世界發展的步伐。
所以我相信，科學教師除了能透過教學活動，培養學
生對科學的興趣，以及讓他們掌握基本的學科知識和
技能外，更重要的是要讓學生具有自學能力，以助他

▲學生參加香港學生科學比賽，在展覽中為參觀者介紹他們的
研究題目。

們日後能持續學習及發展潛能。

推動自主學習 把學習交還給學生

▲學生於課堂內進行互相質詢以激發思考

從2012 年起，我以自主學習模式進行科學科的學與
教。學生須於課前根據自主學習工作紙 「自學提綱」

從零開始 持續優化 由苦變甘

的導引問題進行自習，而我會透過檢視學生的自學提綱，

在推行自主學習的初期，未知方向是否正確，策略

了解他們的學習進度及難點，讓我在課堂前預先規劃適

是否得宜，可謂走在迷霧中。從提綱的設計、學與教模

當的教學策略，去協助學生解決疑問及困難。

式的轉變，以至小組的培訓及合作學習等，都充滿了挑

▲學生組成科學團隊，於社區內推廣基礎的生物科技知識。
▶高中學生利用 DNA 樣本，進行凝膠電泳實驗。

發展校本生物科技教育 營造科研氛圍

由於學生已帶着相當的知識上課，課堂的節奏當然

戰，工作量固然增加不少，但果效看似未見彰顯。還記

除了恆常的科學課程外，我在 2004 年開始逐步建

可以增快，同時我亦可預先掌握持不同立場的學生的意

得起初我很貪心地把大量的學習內容加入自學提綱中，

構中小學的校本生物工程課程，從微生物學到遺傳

見，上課時便能刻意把矛盾提出來，讓課堂上的討論更

但往往導致課堂學習目標太多，一則教學未能完成，二

學，從培養微生物到進行 DNA 凝膠電泳實驗，透過

互動，更有學習的火花。以中一級科學科為例，學生學

則學生亦吃不消。及後，我把自學提綱的設計以一至兩

持續修訂教材及實驗設計，務求使實驗效果更理想，

節課為學習單位，並配合清晰的學習目標，讓每節課都

學與教更有效。

習生物具有的七個特徵後，再探究 「病毒」 是否具備生

物的特徵。在上校本生物科技課時，可以透過實驗，比

能引發學生經歷共學及互學，課後進行反思，讓自主學

較用梘液洗手之前及之後的微生物數目有多少。學生需

習更流暢及完整地進行。

運用已有知識，透過討論或實驗探究找出答案。此類挑
戰性問題，有助提高學生的明辨性思考能力。

當逐步建構自學提綱後，我便進一步優化提綱，以

我亦致力營造一個濃厚科學氛圍的校園，以提升學

的興趣及動機，藉此提升整所學校的科學氛圍。

及比賽，他們在學界的科學比賽中屢獲殊榮。

科組教師並肩同行 讓學生發光發熱

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如在提綱內設立一些延展學

我記得在一次自主學習小組組長的培訓活動中，我
指示學生面對面手持金屬棒，並排列成一座山丘似的 「樓

的學生則可完成基礎題或根據輔助指示完成較高階的題

梯級」 ，讓各人輪流從 「山丘」 的左邊走到右邊。當攀

目。近年，我亦嘗試在適當的課題或活動中引入電子學

登者踏上金屬棒，手持金屬棒的學生便大聲呼叫，但仍

習元素，以輔助學生學習。透過使用合適的電子平台，

咬緊牙關支撐着同學沉重的身軀。任務幾經辛苦終於完

學生能瞬間共享成果，討論能延展至課堂以外，教師亦

成，學生十分高興。我問他們體會了甚麼，有人說要挑

能輕鬆進行數據分析，回饋教學。

戰自己，向更高目標進發；亦有人說要團隊合作，否則

經歷了這幾年的摸索及改良，自主學習模式亦得以

大家都完成不了任務。的確，我實在感謝可譽中學裏有

有系統地建構起來，而我亦樂於看到學與教的效果；學

很多的同行者，尤其科學科各組的同事，多年來大家攜

生能在眾人面前從容自信地發表意見；他們能在學習上

手並肩同行，組成了一道最堅固的 「梯級」 ，讓學生一

互補不足，自行釐清學習疑團；我還看到一些學生能深

步一步的往上攀，使他們無論在校內及校外，皆能在科

入自學，甚至超越教師所定的範圍，自行探索學習。這

學領域中屢獲佳績，發光發熱，並促進自主學習的能力，

些能力，正是教師所期望在學生身上體現出來的。
▲學生參與培訓自主學習小組組長的 「勇闖高峰」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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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參與社區科學推廣活動等，皆有助培養學生學習科學

生和家長對科學的興趣。我鼓勵學生多參與公開的活動

習內容或挑戰題，以照顧能力較高之學生。而能力稍遜

▲運用電子平台輔助學生進行自主學習

此外，透過舉辦多元化的科學活動，並組織科學團

成為茁壯成長的科學小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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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嘉許狀的教學實踐

評審撮要

Teaching practices presented with the
Certificate of Merit

以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及提升
學習科學的興趣。
獲獎教師施瑪恩對科學教育充滿熱誠，樂
於嘗試和設計新的學與教策略，以推動學生積
極學習。施老師以日常生活的例子作引子，設

結構

▲施老師用模型示範 DNA 的雙螺旋

計相關的教學活動，以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讓他們掌握基本的科學知識及探究技能。
學校曾安排施老師兼教同一辦學團體的小學部常識

動去加強學生的學習興趣，能切合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
及適時給予學生正面的回饋，成效顯著。

科，豐富他的教學經驗。他為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製作

此外，施老師為校本生物科技課程設立了評估機制，

了科學教材，以培育小學及中學生的科學素養及思維能

透過學生的學習過程、課業表現、課堂反應、測考成績

力。他亦為小學暨中學設計了 「一條龍」 式的校本生物

等去檢視學與教成效，並適時調節學與教策略及方法，

工程課程，使小學常識科部分課題能暢順銜接初中科學
科課程。

幫助學生建構科學知識。
施老師為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提供培訓機會，協助

施老師認為學生要有獨立自主的學習能力，以助他

他們組織科學團隊，並委任部分中學生擔任小小科學家

們日後能持續學習，適應未來世界的急速發展。為此，

或科學大使，向社區內的小學推廣科普教育，讓部分中

他設計了 「自學提綱」 工作紙，以培養學生課前預習的

學生能透過服務來發展他們的潛能。他亦積極與校內及

良好習慣。上課前，他會預先收集學生的自學提綱課業

校外同工分享教學經驗，交流心得，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進行檢視，以了解學生的學習難點，然後訂立相應程度
的學習目標，並調適相關的學與教策略，以提升學與教
的成效。課後，學生要在自學提綱內反思學習進程，施
老師可藉此檢視教學成果，以便有需要時作跟進。
施老師的洞察力強，能以不同的學與教策略照顧學
生的多樣性。從觀課所見，施老師在任教 「細胞週期與

細胞分裂」 的課題時，一方面滲入挑戰題，以照顧對科
學有濃厚興趣和才能的學生；另一方面，在照顧學習能
力稍遜的學生時，會透過多感官學習模式和 「手腦並用」

的學習活動，以加深學生對學習內容的掌握。作課堂小
結時，施老師邀請了一位學生用身體模擬染色體的形態，
然後由其他學生在人體上貼上字條，以清晰顯示染色體
各部分的正確名稱。由此可見，施老師善於以簡單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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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方法
聯絡人：施瑪恩老師
學校電話：2109 1001
學校傳真：2109 2002
電郵：smy@ho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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