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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專輯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新里程
開拓 課研

一所學校的成功與否，不應單從學生表現
考量，教師的專業發展水平也是學校表現的
重要量度指標。位於柴灣的聖公會李福慶中
學開校將近廿載，已奠下穩健的專業發展根
基，透過拓展各種校本課堂教學研究，提升
教師專業水平，建立 「學習型」 教師團隊，
致力優化教學效果，甚至獲得教育局及電台
邀請，向友校及海外教育機構公開分享教學
心得，促進交流，共同追求卓越。

◀學校中、英文科
教師代表（前排左
二、左五）到新加
坡了解 「學習圈」
的施行技巧。

▼資訊科技組組
長陳俊銘老師
（左二）到上海
出席 「全球華人
計算機教育應用
大會」 ，並發表
論文。

上學年是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教師專業發展的豐收年。
該校教師分別數次接受了香港電台及 DBC 數碼電台
的訪問，分享教學心得；更有科主任榮獲教育局課程
發展處邀請出任 「校本支援顧問」 。該校教師的專業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教師專業發展與課堂
研究嚴密結合，在團
結教師的同時，亦著
重提升學生成績。

發展及課堂研究能有成果，全因該校教師重視課研及
互相切磋觀課的文化。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校長張翠儀
表示，該校深明教師專業知識及經驗的增長有利學生
的學習及成長，故十分重視教師團隊的專業發展，並

▼教師善用 「共同備
課節」 進行教學交
流，分享施教心得。

以 「關懷老師、凝聚老師、鍛煉老師、裝備老師」 作
為發展核心，建立學習型教師團隊，積極與海內外專
業教育機構合作；甚至跳出框框、走出校舍，鼓勵教
師負笈海外，造訪各地校園，引入更為先進的教學法。
近年，該校開創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教研及專業發展計
劃—— 「我們的學習圈」 （Our Learning Circle），
期望進一步提升教學質素及學生成績。

邁向校本發展

▲教 師帶 領學 生到 澳洲
達致教學相長。

梅鐸 大學 進行 學術 交流

，
「公開課」 ，不時邀請不同專業人士到校觀摩、交
流。上學年，該校更在開放日邀請家長、友校教師

脫胎自新加坡的 「學習圈」 ，該校 「我們的學習圈」

期望教師透過課堂語言和態度，向學生傳遞樂觀、

課後進行研討，讓擁有不同專科知識的教師濟濟一堂，

及社區人士，觀摩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及平板電腦

於 2013 - 14 年度成立，讓教師發展與課堂研究更緊

信任、尊重和關懷的價值觀及正確的學習態度；第

交流優質課堂策略，提升教學效能。同時，該校又鼓

教學三節公開課。課後，任教老師更與友校教師作

密地連繫一起。 「我們的學習圈」 圍繞三大宗旨：走

二，教師透過有層次、具延伸的問與答，在課堂上

勵 「同儕觀課」 ，透過彼此欣賞、評鑒，共同分析優

專業交流，探討從課程設計到施教時所遇到的各種

在 「我們的步伐」 ，按序、持續、累積地發展優質的

發揮引導與啟導的角色，時而檢視學生的學習進

劣，構思改善措施，逐漸建立一套有別於一般只用作

挑戰。

學與教；符合 「我們的需要」 ，提升學生成績、凝聚

度，時而擴展學生的學習空間；第三，該校提倡

考績評核的獨特 「觀課文化」 。為此，該校曾特意邀

該校透過鍛煉教師、肯定教師，成功團結一群積

教師、共同追求成就；創建 「我們的文化」 ，提倡關
懷、互補與進步的教師文化。
該 計 劃 先 以 「Seed Class」 （ 成 績 優 異 的 班
別）、 「Need Class」 （有學習需要的班別）、

「暢態學習」 ，透過常規的建立及發問的層次，讓

請香港教育學院課堂研究中心主任高寶玉博士，分享

極、專業及重視課研的 「學習型」 教師團隊，不少

學生時刻投入課堂，誘發其求知慾；並在教師的導

優質課堂及成功課堂要素，讓教師了解及掌握課堂設

教師曾獲邀擔任校外講座、工作坊的嘉賓講者，分

引下自發建構知識，加深對課題的了解，獲取滿足

計、觀課及評課的要訣，緊貼教學潮流。由此可見，

享教學心得。近年更邁向跨校、跨地域，甚至跨文

感及成就感。

該校所追求的，並不止於課堂的設計、推展，更在於

化交流的新里程，建立校本課研及專業發展計劃，

師生的共同成長。

致力提升學業成績，成就有目共睹，深得不同社會

中文、英文、數學為五大先導範疇，再由學生需要

施婉儀老師表示，現時該校正承接及鞏固第一階

及科目特性出發，研討相關教學重點及關鍵項目，

段的成果，以 「發揮小班動力，優化學與教及評

探討優化課程的方法。校內促導員團隊由校長、副

估」 為題，進一步緊扣校情，凝聚共識，優化教

校長、科主任及資深教師組成，透過觀課，從教學

學。該校期望，教師能從自身出發，藉 「我們的學

除了在校內進行跨科的 「公開課」 ，該校於近年

常規、問答技巧及學生參與度三方面為教師作課堂

習圈」 建立更優質的課堂，惠及學生，進一步提升

更著力進行跨校、跨界別，甚至跨越地域、文化的

診斷，並結集觀課所得，向同工分享、討論在不同

成績，並為學校課研文化帶來新思維、新衝擊。

班別、學科施行的優質教學策略，互相切磋，取長

課研路上不斷奮鬥，將得著回饋學生。

共建優質課堂

補短。

追求暢態學習

人士的稱許。未來，該校教師團隊將積極進取，在

跨越專業界限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能建基於校本需要，推展出 「我
們的學習圈」 ，走在課研新里程，應歸功於早已建立

上學年，該校完成了 「我們的學習圈」 第一階段

的獨特 「觀課文化」 。該校韓汶珊副校長謂，為配合

發展計劃，涵蓋了以下三個關注事項：第一，於不

課研需要，該校早年已推行 「公開課」 政策，廣邀教

同的課堂、科目及班別，訂下持守而親和的常規，

師觀摩副校長、科主任及各科資深教師的課堂；並於

▲教師應邀到
DBC 數碼電台
出席 「化雨之
聲」 節目，分
享教學心得。

▲教師按學生學習能力，
運用不同教學方法，刺激
學習動機。

◀學校重視觀課策略的
研究，邀請高寶玉博士
（左）到訪講座。

◀開放日舉辦
「公開課」 ，廣
邀社會人士觀摩
交流。圖為中文
科公開課。

▲邀請新加坡 「學習圈」 學者與校內教師交流施
行課研心得

「學習圈
學習圈」」 是甚麼？

學校資料

小檔案

「學習圈」 是從新加坡教育界引進的教學研究模式。由教師
組成 「學習圈」 ，一起找出、解決教學上所共同關注的問題，
透過實踐和自我反思，改善教學方法，增強團隊協作，提升學
與教效能。2008 年，本港成立了 「香港學習圈協會」 ，聖公
會李福慶中學便是成員之一。
該校在校內積極推動 「學習圈」 教學法的施行。除推薦教師
參與 「促導員培訓課程」 ，強化其帶領課研及會議的效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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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推薦教師前往新加坡交流。嗣後，教師積極於校內與同工分
享所學，更代表學校於聯校工作坊向友校教師分享心得。

學校名稱：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學生從不同的教學法中體驗豐富學習經歷，達致 「暢態學習」 。

翁麗玉老師：
教育局邀任顧問 助友校優化課程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主任翁麗玉老師，更於 2013 至 2014 年度榮獲教育局

沈栢誠老師：
關懷新進教師 延續課研薪火
該校教師發展亦注重經驗傳承，讓課研薪火得以代代相傳。為此，該

課程發展處校本支援計劃組邀請，擔任 「校本支援顧問」 ，就友校發展及優化商業學科提供經驗及具體

校於上學年成立了 「導學及研習

意見。除分享課程設計、校本筆記及課堂布置的經驗外，翁老師更多次公開課堂，讓教育局官員及友校同工一起觀

組」 ，主動組織及帶領新晉教師研討課堂教學策

摩學習。

略，協助學生提升成績。組長沈栢誠老師指出，小

期間，翁老師獲邀請在不同的工作坊分享設置初中商業科的心

組注重關懷文化及經驗實踐，旨在裝備新晉教師，

得。由於高中生能修讀 「企會財」 者有限，該校為讓初中學生認

協助其認識、融入 「學習型團隊」 理念。成員教師

識該科，及早打好基礎迎接中四選科，於是帶領科組老師，為該

於課餘收集不同學科的有效教學法，並與組內、外

校初中生設計 「企會財」 入門課程——初中商業科，製作有系統

教師分享，增強彼此交流。嗣後，更會邀請同工寫

的教材。科目的編排因應不同的學習需要稍加調適，為校內、外

下優秀教學心得，建立完善的文獻庫，方便校內同

同工所稱許。此外，翁老師亦於另一講座分享學校模擬營銷活動

工借鑒，使學生獲得更優質的學習經歷。

的策劃及推行經驗，讓友校同工了解該校如何通過參與營銷活動
比賽，使理論融入生活，應用及實踐課堂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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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老師（最後排左一）與友校教師進行交流

▶沈老師接受香港電台第五台 「DSE 奮發時刻」 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