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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創會顧問：
ͽἕАϠ

專業發展顧問：

陳國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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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法律顧問：
ఄᚹࠇޠर

義務醫事顧問：
Ղछ̥ᗁϠ

2019-2020第三十六屆幹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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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委員會
編輯及資訊科技委員會：
ዑຑᅈАϠĞΡะˠğ
ౘ઼ߗАϠ!!!ڒछܷАϠ
അ્ಜ̈ؓ

考察交流活動委員會：
͛྿ᓐАϠĞΡะˠğ
ᘲຑබ̈ؓ!!!ౘማරАϠ
ౘজ͛АϠ!!!ᅀսࠠ̈ؓ
ౘᆓዡАϠ

福利委員會：

༦˾ȹαcࠗಋࠍྦྷرڥ
ञݓञੱދᄧᚊcઠөѫ
כɀ˂ͫۧЗΈɻɩነ࣎
ᇾcʥ܃כʄ˂ᙩ
నᇾcЎכੱދȼ˂ʹٱ
۹ᕶೕcነ࣎ొξיౢ
eΕݒᇾʥనᇾ౨
ංcɣͫɻɩነؿᇾ̔
৽ݠᅗ൬Ϸc̯ผɊ
ʗᗐ؇ΐੱދᄧᚊɎ全ಋɻɩነᇾ̔৽ݠೕ
ࢄՇԷࠉԹeԾผ༟כɄ˂Ɋˀᐾፒ全ಋɻ
ɩነਿพೕࢄޢদผcԎၤΈɻɩነነ࣎࣎
ٽd৹࣎ٽdͨ˚৽ݠʥผࡗͳদᇾ̔
৽ݠΣЄΕੱދɎʋॶᘗᙩ൬ϷcంΊ˱Ɂ
ᅕ൚༦ɄϛΛϽe
̳Σ̯ɁΕޢদผɐొԷc༦֡҈ࠨȹق
༦ᇾ̔ۺ˾৽ݠ࿚ነ́ؿ全ɁೕࢄeΕనᇾ
܃ʥณነαɾնcઠөѫᗐ؇ࠇؿᒨɣͫ
• 本會會員續會及
招收新會員
• 2020香港課外活動優秀
學生表揚計劃(學校提名)
• 本會第四十四期會訊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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ѯ̄ၷົࢍ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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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會計師：

̈

̈

• 海洋公園教師
工作坊 (待定)

• 「迪士尼青少
年團隊活動計
劃」會員體驗
日 (待定)

ୖᇊ࠳АϠĞΡะˠğ
͛྿ᓐАϠ!!!ᙌംᓐАϠ

課程及學術委員會：
അϖ౾̀ĞΡะˠğ
ڒઈ̖АϠ!!!㈜͛ᇊ̈ؓ!
Ѧࠠ̈ؓ!!!͛྿ᓐАϠ
ዑ߸ܛАϠ

三十五周年誌慶籌委小組：
ౘ઼ߗАϠĞΡะˠğ
͛྿ᓐАϠ!!!Ѧࠠ̈ؓ!
ౘማරАϠ!!!ୖᇊ࠳̈ؓ
ᘲຑබ̈ؓ!!!ᙌംᓐАϠ

• 「課外不停學—
環境生態文化網上
學習課程獎勵計劃」
• 動物守護計 劃
「動．人時刻」—
海報創作比賽

̈

目錄

̈

יರΕነ́ΣЄুΑᇾ౨ංነޫكᖫᄙࠍ
ɐؿነୌ൬۹c̯ผྦྷϊ͐ٲଉeЎ
ࣂc̯ผȹقႏݯነ࣎ᇾ̔৽ݠɖܰነ࣎ᇾ
ೡȹͫcነ́Εᇾʥనᇾ౨ංɰ̖˾ɣ
්ͫ࣎́ݠʥၤᇾ̔ؿ৽ݠዀผeઠө
ѫΕྦྷ܃کੱދነ࣎൬Ϸᇾ̔৽ݠॠ˜עᆢ
ܞʵc̋τʭͫᗐכඑผʥؿ৽ݠΪખͶ
כነ࣎నᇾܞʵɐeᇾ࣏̔ؿ৽ݠʶძࠤc
˳ొܢʠነ́ၤɁॶɈdϬڌdୂᓱd
ᘐིʥეኒॶɈ೩೩ؿɺॖሔcɣͫܰ
༦ነ́ጱӸၤʥ൬ϷྡྷΔነୌϤᏵ
cߗಳܛੱދᙩೕࢄcነ࣎ᇾ̔ܰ৽ݠЯ
ɖ߬ܛᙩᅗᐾϷj
̯ผΐᎶੱދᄧᚊɎcొˮᇾ̔৽ݠҝࠎณ
ʿΉcۺᘪነ࣎Εࣂݒං˿༦̯ผਿพ
ೕࢄᚋਐ౦̷ɡೕؿٲᇃɐᇃɎ
৽ݠᅡβႇ߯ᇾ̔৽ݠᇾᎶᛰʿ࣐cᘗ
ᙩכነ࣎၉ɐᇾࣂʑᐾፒ˞كᖫdҌॶၤଉ
ሃؿ፷ྸͫᇾ̔৽ݠcݯੱދ܃༦৽܃
ྸྡྷሚͫАๅௐe
̯ผι͓ϭʌɰɍɊʄ༗c༦֡ȹܛوق
ผᚋਐඟ˞Ṷͱ́ؿผ͌ᅟcߎɈઐ৽ࠗ
ಋɻdɩነᇾ̔ؿ৽ݠ全ࠍೕࢄe҈ࠨᇾ̔
৽ݠɁΉτዶรᅥᜮؿʶcࠥϊूᗙੱދသ
҄Ңc༏Ɂʹ۹ᙙʹԎ٘cᘗᙩݯઐ৽
ነ́ؿ全ɁೕࢄͳЦɈe

本年度工作大綱
•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
博物館 「課堂外的學生
歲月」展覽
•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
究所「中小學學生活動
管理專業文憑課程」

̈
̈

̈

• 專業考察交流
活動 (待定)

̈

• 專業發展研討
會、2020香港課
外活動優秀學生
表揚計劃頒獎禮
暨會員大會

• 專業發展研討
會—學校成
功經驗分享
(待定)

̈

• 專業考察交流
活動 (待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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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第三十六屆）

幹事會會務報告
主席 陳國柱先生

̯ผכαι͓ڈݯϙСਿพઠө྆eผࡗ˞ነ࣎
ݯ௰Ͻcዃͨ෦ԑЦɈ१०cผ৻ೕࢄӪΡeϭ
αc̯ผι͓ɩነʻhαc࠳ҝผԡɻነ
ʥɩነʻhαcഽ˫ιݯτࠉʔ̇ 1R 
ʥ෯ഁ྆مe
̯ผ˚߬͌ᅟొݯঢ়全ಋɻdɩነؿᇾ̔৽ݠॖሔcొ
ʠͨ˚৽ݠኒؿਿพˋ̡eΛαԞc̯ผΪખɺ
禤ؿێᑟdณઠޢୌᇾೡdޢদผ͚ݚผ೩eϊ
̔c̯ผၤ̯Δɣነʥਿพઠө྆ፒʥԾፒΛඖ
ɻdɩነ৽ݠਿพဳଉᇾೡc˞ԾХผࡗҺୂכᓱc
ઐᄤʥეᇾ̔ࣂ৽ݠ༤ԷؿϷဳܧଉшᗒc˞༠ߎя
ጫሔઠө͌ؿᅟe
α۹ɍɊʒ։෦ԑผСכα˂
ˀɾผࡗɣผɻፕᐾᇻ́cԎכณᓿ෦ԑผᐲผ
ᘪɻʃፕᓻϽc෦ԑผࣂᑼᇼͫ༅૯Ɂɡ̯ݯผᚋ
ਐʥऋᑼկࡗe
ܰ։ᚋਐd෦ԑʥ瘣உկࡗผΊ௰ΣɎi
創會顧問
專業發展顧問

義務法律顧問
義務會計師
義務醫事顧問
幹事會職位
主席
副主席(中學)
副主席(小學)
司庫
秘書(中學)
秘書(小學)
委員

會務方面
 ̯ผכα۹ͳτผࡗነ࣎ංhɻdɩነ
࣎ผࡗτංh̊̔cɁผᘒݯϽe
 ̯ผܰࠗಋઠɻʶؿነޫ྆cԎ˞ࠗಋु
পผɻነȾ᎘ᝃ͏ɬךɬ༞໔͂АݯΔ
эe
 ̯α۹෦ԑผͳ̂ωؿผ৻ผᘪe
 ̯ผ˂ˮخ౨ผcԎᏵΛֺ̯Δɣነ྇࣊ᎂ
˱Ƀཋɥ྇࣊ชఖኂ݅ቇe

研討會及講座

馮以浤先生
程介明教授 鄭燕祥教授 黃毅英教授
曾永康博士 陳德恒校長 郭偉祥校長
洪楚英校長 林偉才校長 龔萬聲博士
莊耀洸律師
江子榮會計師
李家仁醫生

陳國柱先生
文達聰先生
朱惠玲小姐
陳潤華先生
曾婉堯小姐
梁慧盈小姐
陳浩文先生 鄭金洪先生
林家俊先生 譚智聰先生
各附設委員會成員名單
編輯及資訊科技 鄭愛遠先生 (召集人)
陳國柱先生 林家俊先生
考察交流活動
文達聰 (召集人)
羅愛萍小姐 陳潤華先生
趙秀玲小姐 陳劍鋒先生
福利
梁慧盈 (召集人)
文達聰先生 譚智聰先生
課程及學術
曾永康博士 (召集人)
林偉才校長 鄺文慧博士
文達聰先生 鄭金洪先生
三十五周年誌慶 陳國柱 (召集人)
籌委小組
文達聰先生 朱惠玲小姐
梁慧盈小姐 羅愛萍小姐

༦˾ȹαcΐ̯ΔՇടرڥञݓञᄧᚊc̯ผΛඖผ৻
ʥི߮ᅗe̯ผΕرڥञݓञᄧᚊ͛܃کᘐፒȿΛඖ
ޢؿদผdɮАыdਿพဳଉᇾೡcઠফdྊ͚̔
ݚdᆉི߮ʥˈᑩ೩eଊᓯంΣɎi

 ̯ผכα˂ˀܱ౨ʄᐾϷɍɊʄ՚α
ਿพೕࢄޢদผʥผࡗɣผ࿒ࠗಋᇾ̔৽ݠӞ
ነི́߮ٲཕᆉᓤeܰωޢদผ˚ᕀiખଈ
༜৽ࠗޜಋᇾ̔৽ݠೕࢄc̯ผᑼᇼکɤખਝࡼඅ
༜৽ࡗࡸغኪͨ˚ᑟཽႝe
 ̯ผכα˂ˀ ܱ౨ȹכ၉ɐ=RRP:HELQDU
ᐾϷਿพೕࢄޢদผ ഼ཫผᘪ c˚ᕀiΕੱދ౨
ංነ࣎ઠөॠ̖ؿz全ɁೕࢄΣЄໃྡྷcᇾ̔
৽ݠЄ˾ЄjంΊ˱ؿɻɩነdɣነdɣਿd
ᇾ̔৽ݠዀ࿚ʥႩϭ̔ΔؿઠөވПంΊّɁᅕ൚༦
ΛɁe

研究調查
羅愛萍小姐
趙秀玲小姐

曾婉堯小姐
陳浩文先生

朱惠玲小姐

陳潤華先生
譚智聰先生

 ̯ผכα˂ˀϭ˂ˀ౨ං൬Ϸرڥञݓ
ࠗྦྷੱދಋɻɩነነ࣎ᇾ̔ؿ৽ݠᄧᚊሁ݅ਐՂc
ᏵංɻɩነΑᔍeτᗐਐՂሁ݅ɰכ၉ɐޢদ
ผɐʔЗe

專業發展課程
 ̯ผਿพೕࢄᚋਐ౦̷ɡ˂כˀΕࠗಋɻʼ
ɣነ˚ܛɻɩነነ́ဳ৽ݠଉਿพʼን
ᇾೡነᓤe̯ผ˚ஹਝܸΉ࠳ᚾነࡗᓯʍ̯ผ
ผ৻ɮАe̯ผਿพೕࢄᚋਐᛛຒᐰɡʥ৹˚χ
యށɖԷၤʥʻܛ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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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交流
 ̯ผᏵ JTB (Hong Kong) Limited ᖳХʥᑼᇼɻነ
ነ࣎Ɂผࡗכα˂ˀϭ˂ˀԷˀ
̯ٽጊʥІጊ˱ȾήԭጊؿʄʨઠөࣁϷ
ϣྦ྆e
 ̯ผֻၬᒚਝᜮͮʔ(مKTO)全ɈᖳХʥʻܛeᒚ
ਝઠөਿพϣྦ྆כα˂ˀϭ˂ˀι
྆ˮೕe˱ؿผࡗነ࣎Ӷ൬Λʏʝؿذᎂcॗ
STEM ̰ԞೕࢄhȿᒚਝΣЄ༦ྊઠөړᙶΔ
ଈh༦ไுؿc˱૯ႏᖫᒚਝΣЄ༦༜৽
ڔ൬̯ɠөʼʝؿೕࢄeϊ̔cϷೡʑ֡کΔነ
࣎ʥઠө྆ၤϢʥነ͚́ݚc༦ྡྷΔϣྦc
ɺΔਂ˿ొԜؿነ́ነୌ̡̎cୂݯᓱྊ̔ነୌ
͚྆ݚๅௐe
 ̯ผᐲҿᖑጊࠗಋԑ৻ֺʥҿᖑᜮͮѫፒ
ҿᖑ͏ېઠϣྦ྆כα˂ˀϭ˂ˀᐾ
Ϸcܰωϣྦ྆Ᏽҿᖑጊࠗಋԑ৻ֺʥҿᖑᜮͮѫ全
ɈᖳХʥʻܛcᜑ̯ผၤؿผࡗነ࣎ˤٲጱӸȿ
ҿᖑʥ͏ېɻɩነઠөነୌ̡̎ʥΔઠөೕࢄష
ؗe

教師工作坊
 ̯ผࡈցכα˂ͫᐾፒɡ̛ڇʭα྆අݠ
৽ི߮cԎᑼᇼ࣎ٽʥઠၤˀcЎΐੱދ
ᄧᚊՅࣱe

活動及比賽
 ̯ผכα˂ͫၤࠗಋᘬ৻୮ณڲވᐢਂԉ˅
ຬ࣐ፒʔ۩ፒ ؿདԉޫҌຬ࣐̒ࣟೋஉ߮ˈ
ᑩcͳ൚༦ංɻɩነၤcΈୂПႮ͚ؿᑩ
Аۂ൚༦Λͫcിᄗɩୂͫ˂כѧιΈୂПᆉඖ
ിցeϤΈᏵᆉነ࣎ʥነ́͛ɰכɊȹ˂ͫνԷᆉر
ʥ࣊ՂcΈᑩАۂɰႇιདԉޫҌຬ࣐ۧඨۂذe
 ̯ผͫ˂כᐾፒ ࠗಋᇾ̔৽ݠӞነ́ٲ
ི߮cɓ̯ผผࡗነ࣎˿ొΊȹϽగᚾכԯ࣎ؿ
ነ́ιݯ࣎ؿᆉّeܰωᆉི߮οΕೕઈʥٲ
Εᇾ̔৽ݠʿࠍτˮٲଊؿነ́eτᗐཕᆉᓤכ
α˂ˀᐾϷcͳτංɻɩነነ́Ᏽཽᆉe
 ̯ผכα˂ͫၤณڲވᐢਂԉ˅ຬ࣐ፒʔ۩
ፒ৽fɁࣂԳ ࣵంАˈᑩcነ༦ࣵంஉ
߮c˞Ɂ৽ذɾංޚؿ୮ݯᕀcూᖒၤ৽ޚذ୮ɾ
መԑd́ؿݠᒨd৽Ɂܨԑֶઢೕ೩cᘒϊۧނ
ੴ́՜dړᙶ৽ذʥԉ˅৽ؿۿߦذࢠe
 ̯ผၤࠗಋઠөذᎂፒᇾਦ̔ؿነ́ั˂ᇾ
̔৽ݠːАˈᑩcΕ˂ͫ൬Ϸ၉ɐҙcᑼ
ᇼʔଠፕˮ҈௩ෲːɣᆉ˚e౨શˈᑩᜑ
ɻነ́༦АːcၤɣࡼʗԔˢࠨᇾਦ̔ݠ́ؿ
ᒨܨԑcୀ߸ੱe

 ̯ผכϭ˂౨ංᐾፒᇾ̔ɺነ z ྊ́ྸʼ
ʝ၉ɐነୌᇾೡeི̯߮൚༦ංɻdɩነ࣎
˱cၤነ́Ɂωঢ়༠ωcϤᏵʗ˞ɐιᐜؿ
ነ́ͳ༠Ɂωe

其他
 ̯ผᏵ͏ӯ̼ɩነᑼᇼ˂כˀԷ࣎Ήઠᓻࡗᑟ
ᐾፒʥე਼Ꮺࣂ৽ݠ؇෮ؿԑඖc̯ผ̇
ஹᅼജͱ́ˤٲˮ˚ᑟe
 ̯ผਿพೕࢄᚋਐ౦̷ɡd˚ʥկࡗ˂כณ
ነαᇾکԷࠗಋઠөذᎂၤᎂٽʥᓻࡗͳݯ
α˂ᐾፒؿᇾਦ̔ؿነ́ั˂iᇾ̔৽ݠ
ࢄᙴ൬Ϸผᘪe ͅੱދכᗐڝcࢄᙴ֝ፖᐾϷ
 ˀ̯ᗐϹᜮͮѫˤ˂כٲˀʹ۹Ԟಋc̯ผᏵᑼ
અۿʥၤᔶᖾผᘪe̯ผ˚d৹˚ʥկࡗˤٲ
כංΉᗐϹᜮͮѫˤٲʍଽԾผࠗכಋઐ৽ᇾ̔ݠ
৽ೕࢄؿผ৻ลؗeࣂcᗐϹʄጊ֚ˤٲc˳
ܢiɣԌ֚dԕ֚dժӪጊdɬጊʥМጊɖ
ΈϬʍଽΔ༝ነؿነୌ̡̎e
 ̯ผ˚d৹˚ʥկࡗᏵᑼ ֡ک:$5' )LWQHVV
ɩࣂ৪Ӹɻʶ൬ϷྡྷΔ഼ྦcං৪Ӹɻʶܰ全ಋ
ࠖωʵɃౣॶফᆻᅡβ +2/2),7 ؿ༜৽ফᆻʥ༝
Ꮋؿֺcɻ˿˞༦༜৽ᆻୌc༜͂ΔࠍʥᏳ
Ӹc /(' ྭۮd˚ᕀࢽcᐰͮઁԹ೩cࢄଊ
ˮɺؿᘏᑩᅡβcᜑ˱ّτመՈΔ൬Ϸነୌ
ʥফᆻe
 ̯ผၤࠗಋઠөɣነʥࠗಋઠөذᎂፒᇾਦ̔
ؿነ́ั˂ᇾ̔৽ݠːАˈᑩɮАыכα
˂ˀΕࠗಋઠөɣነᐾϷc˱ؿɻነ́༦ɮ
АыነୌΣЄАᄧːe
 ̯ผᏵࠗಋɤڇαਆผᑼᇼኪͨ6'* ɩਿࡗི߮
  ɯɾے6XVWDLQDEOH 'HYHORSPHQW *RDOV
-XQLRU$PEDVVDGRU3URJUDPPHʻܛዀ࿚e
 ̯ผኪͨɻႺࠗಋɁၤϬಳͳጪི߮Аዀ࿚e
ʻͅܛรΔذᎂਥټᐾϷؿɻɩነ全ʿϽነୌၤ
ʻɻႺࠗಋɁၤϬಳͳጪི߮e
 ̯ผɰஉ͓,167$*5$0cᚭٴɣࡼুᔙ̯ผΈඖ
৽ݠʥ༅e

總結
̯ɁᔑˤٲԾผΛᑢΈผࡗነ࣎ؿʻܛhࣂc͛টʶ
ᑢ̯։෦ԑկࡗʥऋᑼկࡗͳԾАcԎΕΈਿพᚋ
ਐܞኒɎcᜑ̯։ผ৻ॶ˞Сೕࢄe̯ነα全ಋነ
࣎Շടرڥञݓञᄧᚊcነ࣎ᇾ̔ޚ৽ݠᘗᅗc౨શ
ੱދ༦܃cነ࣎ᇾ̔ॶ৽ݠਪࠇณˮೕcݯነ́全Ɂೕ
ࢄׅณʿΉ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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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會員大會暨頒獎禮

「三十五周年專業發展研討會及
2018-2019會員大會」 暨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頒獎禮2019
秘書 曾婉堯小姐
̯ผכαι͓ڈݯϙСਿพઠө྆eผࡗ˞ነ࣎
ݯ௰Ͻcዃͨ෦ԑЦɈ१०cผ৻ೕࢄӪΡe̯ผஉ͓
ܰݯȿొঢ়全ಋɻdɩነؿᇾ̔৽ݠॖሔcొʠ˚৽ݠ
ͨdϢነ࣎ኒؿਿพˋ̡eዃαԞc̯ผΪખȿ
Λωɺ類ؿێਿพೕࢄᑟdณઠޢୌᇾೡdޢদ
ผྊ̔࣎ٽઠϣྦ͚྆ݚ೩e
ϊ̔c̯ผၤࠗಋɻʼɣነਿพઠө྆ፒΛඖ
ɻdɩ ነ৽ݠਿพဳଉᇾೡc˞ԾХผࡗҺୂכᓱc
ઐᄤʥეᇾ̔ࣂ৽ݠ༤ԷؿϷဳܧଉшᗒc˞༠ߎя
ጫሔઠө͌ؿᅟe
ʌαܰࠗಋᇾ̔ͨ˚৽ݠԾผι͓ɍɊʄ՚αcΛΈ
։ʻܛcʌαᐾፒȿɍɊʄ՚αਿพೕࢄޢদผʥ
ผࡗɣผ࿒ࠗಋᇾ̔৽ݠӞነ́߮ٲ
ིཕᆉᓤcڈ࿘֗ॶᑼઠөɣነઠөณე
ኒི߮৹ᐢဟʥࠗಋᇾ̔ͨ˚৽ݠԾผਿพೕࢄᚋਐ
౦̷ɡdɻਝਝࡼඅکɤખ༜৽ࡗʥ˚Ҟʹࡸغɤ
ɡၭᐽ˚ᓤcҡԷ3URWUHN &RPSDQ\ /LPLWHG  &LW\ g
:LWKg2XWg'RRU0DUNHWLQJ'LUHFWRUᑢણშɩմd
ய̔৽ΉፒɁஹཽ́ͱژdࠗಋᇾ̔ͨ˚৽ݠԾผਿ
พೕࢄᚋਐ෯ඔɬັʼᄨʨ˚ઠɩነ׳৩ɷ࣎ٽʥટ˖
߶ɋၐ෧ɻነݙฟߜ࣎ٽԷʻܛcԎኪͨཕᆉཽႝc
˥́৽ݠϳɺʭe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三十五周年專業發展研討會及2018-2019會員大會暨
2019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頒獎禮

三十五周年專業發展研討會
̯αޢদผ˚ᕀݯખଈ༜৽ࠗޜಋᇾ̔৽ݠೕ
ࢄcʨͱͅઠөɣነઠөณეኒི߮৹ᐢဟ
ʥࠗಋᇾ̔ͨ˚৽ݠԾผਿพೕࢄᚋਐ౦̷ɡߎᚭ
ٴᖽcล߸ȿᇾ̔ؿ৽ݠዃ̌cԎʍଽȿᇾ̔ͨ˚৽ݠ
Ծผι͓߇ؿౡʥዃ̌e
ಳ܃c̯ͅผ˚ஹਝܸͱ́ߎᖽcʍଽܰω৽ݠᐾፒ
ؿ͌ؿc͐ٲѴશ༦ԾผА̡̎ݯcᜑ全ಋ߲ஐᇾ̔
ؿ৽ݠϢcȹА͚ݚcᜑᇾ̔৽ݠτҡɣೕࢄc
ᎳХነ́༠ߎ全Ɂೕࢄe
˚ᓤཽႝࡸغɤɡൔݯɻਝਝࡼඅکɤખ༜৽ࡗʥ˚Ҟ
ʹcᗒʨၤȹଠཽႝdࡼٽdነ́ၙࠖȹਦcɺ௰
˞ଈࡗؿӸʗʗԔખଈྦྷֲ߬ࠇؿcΣʌҡ˞ઠᆻؿ
ӸʗcʗԔΣЄ༦༜৽ᒋᒅαڇɁॖሔcɖ༞ˮᇾ̔
৽ݠΣЄᎳХነ́ιٽeརነ́ၤɺ類ؿێᇾ
̔৽ݠcϤ͓ۺϬڌdᕩᒏ഼யeΕϢɖዶรೕ
ਐcদΣЄτࢽეነ࣎ؿખଈফᆻcొʠነ́ؿҌ
ॶၤڌʶ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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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會員大會暨頒獎禮

2018-2019香港課外活動主任
協會會員大會
ʨผࡗነ࣎ˮˤͳٲτɁcผ
ɐ༦ȿα۹ผࡗɣผผᘪ
፣cԎ̯ͅผ̇ஹᅼജ৹࣎ٽමంԎ
ȹߎ༦লܧంйcԎ෮ᘗᙩາͨϐ
ɥ࿘ผ߮Ϸ̯ݯผ࣏ᅕeಳ܃c̯ͅ
ผ˚ஹਝܸͱ́Аသผ৻ంйe
અട൬Ϸα۹։Ծผ෦ԑผፕ
ᐾc˚ΉΈϽผࡗʍଽ࠰ፕ෦ԑկࡗ܃cผࡗ
፭Щ൬Ϸҙeʨτࢽᅕݯਜ਼cΈ࠰ፕ
կࡗᏵਜ਼ͨڌcι˲ፕݯα
۹Ծผ෦ԑկࡗe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頒獎禮2019
̯ผȹαᐾፒࠗಋᇾ̔৽ݠӞነ́
ི߮ٲཕᆉᓤcᑼᇼผࡗነ࣎ొΊነ
́˱cοΕٲᇾ̔ٲ৽ݠଊˮؿ
ነ́e̊ȹʿࠍc౨શ༦ነ࣎˱Ƀ̯
ผcॶ˱ੜ֤ϊؿА͚ݚcȹઐ৽
ࠗಋᇾ̔ؿ৽ݠೕࢄcᜑነ́Εነพ˞
̔cᔄട৽ݠነୌcᔔఒነୌ́ݠʥ
cొʠϬڌc২ȹϽʼ全ɷؿ
ነ́e
̯α҈ࠨ۾ঢ়ጙԷ全ಋɩነdɻነʻ
ܛcొΊᏵᆉነ́Λ༠ȹϛɍɊΛϽc
ొΊؿነ́Εᇾ̔৽ݠτˮٲ
ଊcྡྷΕ˥Ɂ௩eٶȾιᆉّˮ
ܰωཕᆉᓤcɺʭነ́ࡼٽdϢஷ
ˮcᆉّϬؿڌॐᐻc˿ޜˮᇾ
̔৽ݠˢࠨɺʭӪΡؿe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三十五周年專業發展研討會及2018-2019會員大會暨
2019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頒獎禮

活動流程：
 ʗୂᜮജɍжᅼল֨ɻ
ነ්࣎༜৽ফᆻஉܪ
 ɍɊʄ՚αਿพೕࢄޢদผz
ખଈ༜৽ࠗޜಋᇾ̔ݠ
৽ೕࢄʥ೮ਐࣂං
 ࠗಋᇾ̔ͨ˚৽ݠԾ
ผผࡗɣผ
 ɩͤ
 ࠗಋᇾ̔৽ݠӞነ́߮ٲ
ིཕᆉᓤ

鳴謝機構
ജɍжᅼল֨ɻነ
s ᑢነ࣎ࠥˮΔcԎΪખነ́ɣԚეཽႝ
ᜮ්࣎༜৽ফᆻஉܪdԾХཕᆉcᜑ৽ݠ˞
СᐾϷe

 ᜮͅɻਝਝࡼඅکɤખ༜৽ࡗ
ʥ˚Ҟʹࡸغɤɡܞኒؿખଈফᆻ
ய̔৽Ή+RQJ.RQJ'LVFRYHU\
s ᑢዀ࿚ొԜეফᆻʀ
ᆉነ́e

3URWUHN&RPSDQ\/LPLWHG
s ᖳХʗነ́ᆉᓤۂ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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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 線下/ 混合活動模式

解構「課外活動」 「經驗學習」的本質，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建構線上 線下 混合活動模式 (Blended Mode of Activities)
曾永康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創新領導計劃」副總監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專業發展顧問

ࠗಋᇾ̔ͨ˚৽ݠԾผכα˂ˀᐾፒȿΕੱދ
౨ංነ࣎ઠөॠ̖ؿz全ɁೕࢄΣЄໃྡྷcᇾ̔ݠ
৽Є˾Єj၉༏ޢদผcᑟʑࢀᒸΔτᐰcȹ͏
ውɝࠇ࣯cʵೕઠөੱދྦྷވ౨ංነ́全Ɂೕࢄؿᘨ
ፚdᄯᄬᗐ؇e೫ّΕᑟɻగነ࣎ᎶΣЄႇ߯ᇾ
̔৽ݠᇾᎶᛰʿ࣐zᇃɐᇃɎ৽ݠᅡβ %OHQGHG
0RGHRI$FWLYLWLHV jొˮԮۺؿᘪe

培育學生全人發展是學校教育的核心
ࠗಋΕα൬ϷઠөʥᇾೡҝࠎcઐϷ全ʿϽነ
ୌdԯˢነୌዃdነୌӶˮᇾ۩dነ́
ነୌลᙴ೩ณʿΉcΕ༦˾αංcࠗಋነ́ؿ全Ɂ
ೕࢄՇࠇ഼eЎࠗͅכಋؿɣነነϽཤΛʭć
ʥࡼٽՇടʿمผ՞τᎶઠөʼʝؿᄧᚊc˱ɐɺ
ܛʗّʀነ࣎ࠇࠇؿᎦɈcʔϣܰכടܞ
ؿА͂cɻɩነؿᇾ̔מࢀ৽ݠᖾᇂʝcΕᄨౣ
ະʄөɾɻcነ࣎ᑭΉਿ؇ነ́ؿౣөೕ
ࢄcະdddᄨ̒өᎦᐛ྇ȹcྦྷነ࣎
ؿኬ全ઠөʥነ́Ӹʶؿ৪ιٽcιȹցೡ۹ؿ
߲ࠍᄧᚊcɺСכነ࣎ө˖䎁ࢠຒᛰمผֺ߬
ؿɁɷc̰͛ॶ˨ʗௐነ́Ꮆ˟̰Ԟ́ؿݠ߬e

圖二：「香港教師專業標準參照」及「香港校長專業標準參照」
（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2018)
圖一：在應試教育下，
「德智體群美」五育中
的「群、體、美、德」
被邊緣化

ࠗಋઠʥ࣎ٽਿพೕࢄկࡗผכα˂ೕٲ7
ᅟๅcԯɻ˳ࠗܢಋઠਿพᅟๅ๑ʥࠗ
ಋ࣎ٽਿพᅟๅ๑cّکͶעઠᎶιݯᗐෲነ
́ؿөɷّzʻነ́全Ɂιٽcܞّ܃ˮ࣎ٽᎶܰ
˞ᄨᅼɷؿϷّzྵ全Ɂιٽʥяጫઠөؿଉ
֨cעᆢܞˮөነ́全ɁιܰٽϢ࣎ؿٽਿพ
ᅟๅʥઠөԚ՜e྇ɀԭඖᅟๅעᆢ႓עઠөᎶ˞
ቔነ́ɍඖࠇ߬ऋሔ͌ͳݯᅟc˳ܢ༠ϭ全Ɂ
৪hԮௐιαආֺݒؿॖቔhʥݠᎶ
ྦྷ̰Ԟؿᔝᛰcԯ࣏ʶݯөነ́全ɁೕࢄʥୄӸነ
ୌॶؿɈc͛ȹࠗܰقಋઠөؿୄ͌ᅟeઠ
ʥ࣎ٽਿพೕࢄկࡗผc

疫情停課及復課對整全教育的反思與啟示
ᇾ̔৽ݠɣߎ˿ʗݯነ࣎ᇾ̔ነୌ৽ݠcʥ
Ɂᇾࣱඃ৽ݠeّܰکነ࣎ኬ全ઠөʥяጫᇾೡؿ
ୂιʗcΕɻነdɩነd̢ԫઠөؿΈነݒяҘട
ࠇ߬ؿӯβeᇾ̔৽ݠΕɻɩነઠөᙔכነၤઠʥ
ነ́ιؿٽʻԭɣᆲᕿcΕ̢ԫઠөڬᙔכነ
ၤઠʥԫ೧ೕࢄԭᆲᕿeᇾ̔ܫ৽ݠಳܰᇾ
ೡcነ࣎ʥϢΕΪખᇾ̔ࣂ৽ݠ߬ԮௐᇾೡᜮcԎ
ϣᇾೡஉ࣑ܼ߮Аஃིcɻ˳ؿ৽ݠܢઠነ͌
ᅟcؿ৽ݠነୌʑࢀcؿ৽ݠઠነʿؒcʥ
ؿ৽ݠιࢽിЅ೪eነ࣎ኬᇾ̔৽ݠஃིᎶ
ΣϊcПᇾ̔৽ݠĀነผֶɩୂ৽ݠɖᎶΣܰe
ᇾ̔৽ݠၤᇾਦઠነᅚᑟұነၤઠؿιࢽcϢე
ᇾ̔৽ݠၤȹঁᇾਦઠነԎಲɀߎcܰ߬ႏभௐᇾ
ؿe
其實只狹隘地關注學業和考試成績
 Professional


Standard of Teachers, PST.
Professional Standard of Principals, P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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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 線下/ 混合活動模式
ኣࠗಋᇾ̔ͨ˚৽ݠԾผכɐ߸ޢদผೕؿٲሁ݅ం
йcࠗಋɻɩነΕੱދᇾʥనᇾ౨ංcነ࣎ᇾ̔৽ݠ
ՇԷڈᗲࠇؿᄧᚊc࣎ʑᇾ̔৽ݠ全Յֶࣱ֝౨ᐾ
ϷؿɻነʥɩነʗП༠ʥc࣎̔ᇾ̔৽ݠ全
Յࣱʥ֝౨ᐾϷؿɻነʥɩነʗП͛༠ʥcԯ
ነ࣎ؿᇾ̔৽ݠɣΛͫ֝౨ᐾϷeდɣͫɻɩነ
ΐՇੱދᄧᚊcͅু߬́כႢነޫᇾೡcδכΕᇃɐ
൬Ϸᇾਦઠነ၉ᇾcᅗ全ֶɣͫᇾ̔৽ݠc
ԯɻ˳࣎ܢክٲʑࡈ̯ஃིᐾϷؿᇾ̔৽ݠʥ՚ผd全
ʿϽነୌ৽ݠdᇾ܃ᐾϷؿ恒ነผֶɩୂ৽ݠd܃
৽ݠdౢ౨৽ݠdٴณ৽ݠdྊ̔ϣྦʥ͚৽ݠݚ೩e
Ɍΐੱދೕࢄ೩ɺᆢցΐॖcነ࣎ᗒ˞గ፭܃ነαؿᇾ
̔৽ݠ൬Ϸஃིeͅכነ࣎ࣂٽංܛᙩॠ˜ᇾ̔৽ݠc
ᛰၤୌمಲଔcᅚྦྷነ́ؿӸʶ၀ु৪ʥ全Ɂ
ೕࢄผιรɣࠍ߲ؿᄧᚊcੱؗᆢྡྷ˥Ɂᄯᄬe

課外活動與經驗學習
ᇾ̔ؿ৽ݠነଉਥᓣכነୌଉሃcኣВ .ROE
 ؿነୌਜ ([SHULHQWLDO/HDUQLQJ&\FOH cነୌ
˳ܢԮؿcʦ܆ᜮྦcോล
֨ʝcዶรᎶ͂e྇ɍ

ະؿነୌࢽeّ྇̒کႏكᆲᕿ˳كܢᖫdҌ
ॶၤଉሃ೩c˞፷ྸ˚ݯc˿ઔ͂ᇃɐ၉ɐነୌʥ
ĀֶᇃɎඨࠍѼβ൬Ϸhّ܃Ϸ৽ეਟ˳ܢϷ
৽dᎶ͂ၤྡྷሚc˞৽ྸ˚ݯcΛܰະʃ৽dԮྡྷ
ሚc˚߬ΕᇃɎ˞ྡྷѼβ൬ϷcЎͫ͛˿ҝᛰѼβ
Εᇃɐ൬ϷԝΣᇃɐဳ֞ᅥ྆d྆dඑႋeܨ
ϊc࿚ᇾ̔৽ݠĀነୌ̯ؿሔcྦྷτࢽ
ஃིᇾ̔৽ݠᇾೡʥڔ൬ነ́ነୌcടᗐᒄؿА͂e
ነୌܰነ࣎ᇾೡɾ࣏ʶcɖܰነ࣎ᇾೡɻᇾ̔৽ݠʥ
ነୌ͌ؿ৽ݠᅟeነୌɾೕ́ܰᔄടੀଉሃነ
˞ߎ͂$SSOLFDWLRQcԎ༦ྡྷሚ൬Ϸ২ɻነ
/HDUQLQJ E\ 'RLQJeّکነ˞ߎ͂cτടك
ϷȹdᖬଉሃdᎶ͂Ҍॶd၃ྡྷሚؿА͂cੀ
ോଉሃΑᓊ́ݠᎶ͂hّ܃২ɻነc༦d
Ϸ৽dʦ܆dྡྷΔነୌcۺ࿚ΕΔكᖫd૯ʝ଼࣓ଉ
ሃdఖҒभ̳෮ຮcɖ̳గܰነୌؿभጳძࠤe
Ӯ྇̒
ܨϊcነ࣎߬τࢽஃིᇾ̔ܢ˳৽ݠ全࣎ᇾ̔৽ݠᇾ
ೡʥПᇾ̔৽ݠඖ͌cϢ̦ͱࡁʥፑᖫτ
ᗐؿ৽ݠଉሃၤྡྷሚͫcʹᄗࣂ۹බcઔՅτࢽʥ
˿ϷؿઐϷᅡβᇃɐĀᇃɎĀᅡβc൬Ϸଉ
ሃነୌʥྡྷሚᎶ͂ćԎྡྷכሚ܃൬Ϸ৽ݠ႓
GHEULHILQJc˞૯ʝነ́ነୌࢽؿe

圖三：庫伯 (Kolb) 的經驗學習圈 (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

Ўͅੱދכೕࢄcݯ֚ܧಕʭɁະܷࠓੱދ፮ϤࠉԹ
ະଠၙඑcɌΐነ࣎ᇾʥПαज़˸ʨనᇾcະֲ
ؿᇾ̔৽ݠԝΣඑผdΈ禤ˈᑩʥٲdԹ྆רݠ
৽dөඅ͢එফ೩ྡྷሚ৽ݠಲؒઔ͂ඨѼβྡྷ൬
ϷeͫઠөɮАّྦྷᇾ̔৽ݠႏكɺӷc፟႒ႏྡྷݯ
ܫ৽ݠಳಲؒ൬Ϸcነ́˄ॠԮؿcኬ
ነୌڏಲؒྡྷሚcܰכነ࣎ڏ˅ȿֺτᇾ̔৽ݠe˿
ӮПነ࣎ʥϢઐϷᇾ̔܆ؿ৽ݠၐɣΛʋजכඨ
ᅡβc̰ॶೕࠍྦྷዀࣂᎶτؿณұᛰ၀ुʥ
ݠᎶᛰॶɈcᄗࣂ۹බగᇾ̔ؿ৽ݠઐϷᅡβАˮᛰ
ࠎeɌֶஈʗነ࣎ʥϢʋजכᎶઠөؿ՞τ࣑
࣑cྦྷᇾ̔ؿ৽ݠઠөძࠤॠ˜ႏc̰τཹС͂ᇃ
ɐነୌd၉ᇾ೩ʿؒcԞҝᛰᇾ̔ؿ৽ݠઐϷၤྡྷሚᅡ
βeɎʼੀ༦࿚ᇾ̔৽ݠĀነୌ̯ؿ
ሔcࡁʥদሃτᗐ೪c˞ውೕ܆ϣe

解構「課外活動」

「經驗學習」的本質

Ұඖᇾ̔৽ݠĀነୌ৽ݠяɣߎɐͅ
ଉሃႏكᆲᕿ&RJQLWLYH 'RPDLQၤྡྷሚϷ
৽ეਟ$FWLRQ 5HDOPԭͫୂιcᔄԭّؿτዀ
ၤʃ৽cɺᒾ૯ʝԎଐ́ԾࢽᎶc˞ڔ൬ʥ

圖四：解構「課外活動

建構線上

線下

經驗學習」的本質

混合活動模式

ҰϽϢΕઐϷᇾ̔ࣂ৽ݠc̦Ԯௐᇾೡᜮcᄗࣂ۹
බcΐᎶྡྷੱؗੀᇾೡ̒ؿਥ̯ʏॖАᏎ഼i
 Ꮞ഼͌৽ݠᅟ
 ͱ全ࠍᏎ഼ֺ߲ஐؿᇾ̔৽ݠඖ͌cΐᎶੱබ߬࠳
߯ᇾ̔৽ݠඖ͌ؿነୌ͌ᅟc˞ྡྷ˿Ϸؿઐ
Ϸᅡβ
 Ꮞ഼ነୌʑࢀ
 ΐᎶ͌৽ݠᅟʥઐϷᅡβc࠳߯ነୌʑࢀ
 Ꮞ഼ઠነᅡβ
 ΐᎶʑࢀֲሔʥྡྷྊcҺցؿ৽ݠɺʗઔ͂
ᇃɐĀᇃɎĀᅡβ൬Ϸ
 Ꮞ഼ിЅʿؒ
 ࠳߯ؿ܃ઠነ͌ᅟdઠነʑࢀʥઐϷᅡβcஉ߮
ሬؿിЅ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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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 線下/ 混合活動模式
ϭכҰඖؿ৽ݠԮஃིc˿ϣ˞Ɏᇾ̔৽ݠ൬۹
ٲٲȹe

家政學會/
烹飪學會

網上學習營養知識
參考網上食譜，在家製作食品與家人分享
網上與同學分享設計長者營養餐單心得
網上乎1習家居常識/ 家居小技巧
網上學織頸巾，送贈長輩或社區長者

制服隊伍

線上集會
網上學習相關知識和技能 (例如山野知識、繩結、救
傷基本知識)

棋藝學會

網上棋藝知識、殘局
網上象棋比賽

舞蹈學會

在安全情況下進行網上排舞，練習基本舞步
單人舞比賽
網上在屏幕前齊跳簡單集體舞

校園記者

網上分組就不同主題作專題報導/ 視像採訪
出版網上報刊
網上進行傳媒教育

個人成長與 學習新事物或技能，例如電腦軟件、新語言、手工
突破
藝
試做 youtuber
完成一項網上短期課程
生涯規劃

安排成功人士線上分享勵志故事
線上搜尋升學及就業資訊，網上向同學分享

參觀考察

參觀線上虛擬博物館 (例如Google Art Project)
線上VR 導賞實地考察
為實地參觀或考察在線上尋找實用資料

表一：課外活動進度表

˞ɎܰȹԒӮؿᎶᛰ೪i
˙ ʝኬݯཌྷԝΣᅥ྆྆ࡗͱΈϬֶʗୂᆻୌcʹᇃɐ
൬Ϸۗٲ
˙ ͱ܃מᗒԝΣمผֶ৻רϣྦ˿ͱАஃིcྡྷ܃ሚ
৻ר
˙ ʝᐥݯᓯၐࡈܛցነୌ͌ᅟcЎҝᛰֶᓯʝ৽ݠʑ
ࢀѼβ
˙ ͱଉሃྡྷ܃ሚ ԝΣකነผ˿ͱነୌᏪቔᅟᛦʥ
ᎁඝكᖫcႇАᏪቔᎁ௰cˀྡྷʹ܃ሚක༦ೡ
˙ ʦᔝᇾਦഁ͂၉ɐ༅ֶઠႇАːઠҥcΕϢ
ܞኒɎᜑነ́ነୌ
˙ Ϭ˚ነୌΕϢܞኒɎ൬Ϸၤޚ৽ݠᗐؿਿᕀޢୌ

線上課外活動舉隅
社會服務
小組

線上分組討論及規劃服務計劃
義務向學弟妹提供線上課業輔導
網上探訪及問候長輩
關心社會，進行網上調查

遠足學會/
環保學會

網上學習遠足技巧、郊野及生態知識
線上規劃遠足行程及考察路線/ 學習應用 Google
Map輔助規劃
利用VR虛擬網站作先遣考察
環保創作分享/ 製作環保宣傳短片
環保議題專題研習

閱讀小組/
出版一本電子書/ 繪本書
圖書館學會 線上分享閱讀報告
網上書簽/ 藏書票設計比賽
網上學習如何製作線裝書
攝影學會/
美術學會/
電腦學會

整理個人照片，設計一本個人成長電子紀錄冊，反
思個人目標
線上舉辦攝影比賽/ 繪畫比賽，及網上展覽
網上學習修圖軟件/ 學習輸入法/ 學寫程式

音樂學會/
合唱團/
朗誦隊/
樂器班/
辯論學會

利用網上資源或老師製作示範短片，學習新學器 (如
結他、口琴)
團體活動先化整為零，網上教學，分開練習，再重
組團體表演
網上學習相關技巧 (例如辯論技巧、朗誦技巧)
網上音樂/ 歌唱比賽、網上音樂會、辯論比賽、講故
事比賽、舊曲新詞比賽

中文學會/
英文學會

線上學習中國文化或傳統手藝
網上聽歌看戲學語言
網上學習中文書法、英文藝術字體設計
網上進行標語中英金句海報設計比賽

體育隊伍

網上學習相關體育項目知識
網上進行輕巧安全的體能運動，例如眼睛操、職安
健辦公室舒展運動
線上進行健康教育/ 體育精神培育

尋回初心，事在人為
ၘ༞iЄᄨЄॶj ᇾ̔ܰ৽ݠөነ́全
ɁιؿٽઠөɮԮcܰነ࣎ᇾೡɻ߬ࠇؿc͛ܰነ
́ۂᄨөdҌॶೕࢄd࣊كᖫᓤᜲؿcᔄ˞өˮ
ֆۂdΛॶdঢ়ʗؿነ́i
ֆۂ

Λॶ

ঢ়ʗ

ӪΡۂᄨྸ۹

ȹਿΛॶ

˚৽ነୌ

Ԯ̳ᆢძࠤᜮ

ΛɷΛᖚ

τᄤᒏكؿᖫਥᓣ

ఒஐͨʥֻኪ၀ु ӮΛᖫᄤ
ᗐʶمผ

Ԯณʥ၃ॶɈ

τ́ۂݠՈ

Ԯ܆ֲᙽעၐ

Ӫነพιᐜ

ઠөɮАّ߬ྡྷሚઠነʥөɁؿᓻஐc߬ႏ
全Ɂೕࢄɷܰነ࣎ઠө࣏ؿʶcөነ́全Ɂ
ೕࢄܰ࣎ٽઠؿਿพᅟๅઠөԚ՜eઠөɮАّ
߬ႏᇾ̔৽ݠΕڔ൬ነ́全ɁೕࢄɐҘടᐾӷႦࠇ
ؿӯϳcԎ͉עᇾ̔ܰ৽ݠነ࣎ᇾೡcᙔነၤઠʥ
ነ́ιؿٽʻĀԫ೧ೕࢄԭᆲᕿcΐϊϢ
߬Ԯೡᇾೡᜮcᇾೡӯ۹˾ஃིᇾ̔৽ݠeነ࣎ܰ
ȹיϤ۬ڈஶؿӡcՇട࣎̔ʥمผྊΐॖᄧ
ᚊcϢ߬ΐᎶੱබАˮᎶᛰeઠөɮАّ߬Εᐿᗒ
ࣂ౨၇ΨϽcᔄ৽ݠၤዃڔ൬ነ́ۂነೕࢄcԎ߬
̳ᆢႏكᇾ̔ؿ৽ݠʑ૪ʏॖၤઠነ˲ॶcొʠઔ͂ᇃ
ɐĀᇃɎĀᅡβეᇾ̔ॶؿ৽ݠɈcڔݯ൬ነ́
全ɁೕࢄАˮᎶτֻؿኪeੱދᇾᜑઠөɮАّАˮ
ʦ܆ʥԞȿઢ͐cᇃɐᇃɎؿᅡβੀผιݯ
ነ࣎ᇾ̔৽ݠณྸcЎᜑነ́༦Ԯྡྷሚۺ࿚ΕΔ
˞૯ʝነୌcʋܰᇾ̔৽ݠɻɺ˿ֶॠ߬ࠇؿʏ
ॖe
參考資料：
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2018）。〈T-標準+〉。取自
https://www.cotap.hk/images/T-standard/Teacher/香港教師專業標準參照.pdf
https://www.cotap.hk/images/T-standard/Teacher/香港校長專業標準參照.pdf
Kolb, D. A. (1984).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9

專業發展（網上）研討會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專業發展(網上)研討會

在疫情期間學校教育缺失的板塊—

全人發展如何落實，課外活動何去何從?
秘書 梁慧盈小姐
ˀ౨iα˂ˀ ܱ౨ȹ 
ࣂංiɎʟϭɎʟ
Δᒨi=220:HELQDU
ˮɁᅕiɁ

ሁ݅ೕଊʄ˂నᇾ܃cነ࣎ྦྷΪખ
৽ݠ܃ʥౢ౨߬৽ݠАˮ࠳߯eͫ
ነ࣎Յֶࣱ৽ݠ܃ౢ౨৽ݠcҝ˞
൬Ϸ౨ୄϣʥᇾΪખeͅכነ࣎
ྡྷ˸ܪʨᇾcᑷЛነ́ज࣎ʟጕcነ
̯ผ൪αਿพೕࢄޢদผ˂כˀ
࣎එɻুႢᇾೡcነ́ၤᇾ̔৽ݠ
༦၉ɐ൬Ϸeࠗಋઠөɣነʥઠө
ؿዀผΕݒ౨ංՇԷᗲࠇᄧᚊeɣ
ณეኒི߮ၤࠗಋᇾ̔ͨ˚৽ݠԾ
ͫነ࣎ΐੱދᄧᚊ༦ၤАዀ࿚
ผ ɎီԾผ Ծፒܰωޢদผe
܃c܃֝৽ݠϭɎነαᐾϷe
̯ነαcࠗಋࠍྦྷرڥञݓञੱދᄧ
ነ࣎ႏݯઠөѫΕనᇾྦྷ܃ነ࣎ᇾ̔
ᚊcઠөѫכɀ˂ͫۧЗΈɻɩነ
ొ৽ݠԜؿనᇾܞʵ˄e࣓ኣਐ
ᇾcʥ܃כʄ˂ϭȼ˂ٱ౨ංᙩ
Ղሁ݅༅ࢿᛷ͐cΈ࣎ݯȿ́Ϊ
నᇾcЎ͛ٶΐʹੱދ۹ᒷౙcነ
全cɖϬϷ˅ᐾፒౢ౨৽ݠe̯ነ
࣎ొξיౢeΕݒᇾʥనᇾ
αઠөѫ͛உ͓全ʿϽነୌݛൎcར
౨ංcɣͫɻɩነؿᇾ̔৽ݠᅗ
ነ࣎ᐾፒɺ৽ݠؿcӶˮᇾ۩e
൬ϷcԾผɊʗᗐ؇ΐੱދᄧᚊɎ全
˿ੴͅכՇ着ੱދᄧᚊcɣͫነ࣎
ಋɻɩነؿᇾ̔ؿ৽ݠೕࢄʥֺՇԷ
ʌነα̰ॶτࢽ༜͂೫ݛൎכነ
ࠉؿԹe
́৽ݠೕࢄɐe全ʿϽነୌਥܞټʵ
ਿพೕࢄ ၉ɐ ޢদผంΊɁᅕ൚༦ ɐ႓עτᗐݛൎ˿དजΕነ࣎Λ
ΛϽઠөؿވɮˮcΛᑢΈɻ ˂༜͂e܃cΐᎶੱދᄧᚊɎcԾ
ɩነdɣነdɣਿdᇾ̔৽ݠዀ࿚ʥ ผੀొˮᇾ̔৽ݠҝࠎʿΉc౨શɣࡼ
ࣵ̔ؿነ࣎ంΊّ˱e༦ωޢদ ʶԾɈcΕྊɎcȹᘗᙩݯઐ
ผcᜑᗐʶᇾ̔ؿ৽ݠઠөؿވɮ ৽ነ́全ɁೕࢄЦɈe
ʥȹଠשʤcȹღদੱދɎࠗಋᇾ
 ᇾ౨ංɻɩነઐϷᇾ̔ؿ৽ݠι
̔৽ݠೕࢄؿʿΉe
˲ྡྷሚ࣐ԝ
ෲॊѵᜪւ͓ɩነੌࡼନ
࣎ٽʗԔߜʼޫၤࠑᅥޫ
༎ޫАcઐϷ၉ɐ̵
ነߜʼ৽ݠ

研討會內容：

ΐੱދᇾᗐڝcነ࣎ᑼ
ᇼཽႝʥϢͳႇА
ȿɊɀፎ ̵ነߜ
ʼऋௐຝ͌cݠᎶ
ᛰcͅଊᛰ၉
ɐeҰඑ̵ነߜ
ʼcϢɈᇁႇ၉ɐ
ࠑᅥʥߜႍઠҥeነ࣎
ऋПΕ၉ɐᐾϷෲւ
τ)2/.̵ࣩɩɩผcᜑነ
́dࡼٽϢȹღԔՇe

رڥञࠗྦྷੱދݓಋɻɩነነ࣎ ᅥഁਦ˔ͦႼɻነ́ͱژࡼ׳ʗԔ༦
ᇾ ̔  ؿ ৽ ݠᄧ ᚊ  ਐՂሁ݅̔ ංዀ࿚ʻነ́൬Ϸ၉ɐᇾ̔৽ݠ

ነ࣎˱ෙྒιभི߮၉ɐઠ۩
̯ ਐ Ղ ͅ ࠗ ಋ ᇾ ̔  ͨ ˚ ৽ ݠԾ ผ ˚ zઠᆻכ၉ɐྡྷܪሬॶᇾਦcᜑነ
ፒc༦၉ɐਐՂѼβᑼᇼ全ಋɻɩ ́ԔՇ༜৽ؿᅥመʥుో༜৽ࣂ߬
ነ߲ஐ৽ݠೕࢄٽ࣎ؿʥઠԾХි ؿ؇෮ԑඖeၤȾ᎘ᅥഁਦඈͮڇ
ᄘ e   ං ነ ࣎    ං ɩ ነ d   ං ɻ αི߮cᑼᇼΈϷΈพཽؿႝכ၉ɐ
ነכα˂ˀϭ˂ˀ౨ං ၤነ́൬Ϸʃ৽ᑟeԝΣi༦ਿ
ΑᔍਐՂe全ͫਐՂͳτᕀcਐՂ พذଉ؝ᏻʗԔιٽʥᓯ௰ּ
ʑࣂνඑነ࣎ᇾ౨ංʥనᇾ܃ᐾ cઐᄤΕࡼ༜৽hᑼᇼّٽၤɻነ
Ϸؿᇾ̔৽ݠѼβcརɮʗԔ ́Ε၉ɐ͚ݚcᄈ൬ԭˤͳጪʥʗԔ
ݒऋПࣂ౨൬Ϸᇾ̔ؗੱ৽ݠe
૯ԳࣁϷՇʥࣵ̔ᚾ࣊ʥ́ؿݠe

「課外不停學—
環境生態文化 網上學習課程
獎勵計劃 2020」成果匯報
ࠗಋᇾ̔ͨ˚৽ݠԾผၤய̔৽Ή
+.'LVFRYHU\ፒᇾ̔ɺነz
ྊ́ྸʼʝ၉ɐነୌᇾೡᆉི߮
eܰωؿ͌ؿ৽ݠοΕར
全ಋɻɩነነ́cΕੱދݒᇾ
౨ංcነ́˿༦Εࡼቇᚾ၉ɐᇾ̔
ነୌᆵcȹღӶ൬ɣϬಳcႏᖫ
ྊ́ྸʼʝeི̯߮൚༦ංɻd
ɩነ࣎˱cၤነ́Ɂωঢ়༠
ωcϤᏵʗ˞ɐιᐜؿነ́ͳ༠
ɁωeஉτټᆉdႺᆉʥႻᆉc
Ᏽᆉነ́яᏵཕೕᆉرe
ኬነୌᇾೡ˳фɺነୌ˚
ᕀcʑࢀᔔఒτመcሬɻɩነነ́
ቇᚾiை類ႌʹዀᙘᄧʨʼكᖫ
́ྸӷͿړඝࠕɬயكᖫ̯ɠ
Ꮬ౺ذᅥᗗ̷ᙩ́ݠ༛พˋଐʼʝ
ॶ༜৽،༞́ྸࠗಋΔሔပᗸe
ነ́Α೮ؿਐᕀᛷ͐cˢࠨࢄଊم
ผֻኪॶɈeԯɻȹϽነτ˞Ɏʦ
܆iϝࡣϬಳړᙶਂܰਝֲࠇ߬Ꮶ
ΔeΕை類ړөʿࠍc҈ࠨɺ߬ඤޤ
ͣኹ˃c˞Лை類ಲؒࢠhɺ߬ඤ
ҙᒝࠕذc˞Лை類ιԗፆ̖˾ࢰ
ࠕॶɈeᒖಳӷɺ˿ˮʸc˱ؿነ
́ʋ˿ႏᖫʥॗࠗಋଊτؿྊ́
ྸʼʝऋϳc൬ȹү༠ߎᇾ̔ɺ
ነؿነୌ͌ᅟe
ͅכϊི߮ɣՇነވᚭٴcΐϊੀҝ
ݯАඖ͌ʻ全ಋɻɩነc˞
རነ́ၤҡΛτᗐ́ྸᜮሌϬಳ
́ྸ෮ᜮྦࣁ༝৪ඝࠕ
ړөʼʝʨʼΔଉʼʝඨ൰ɠɁ
ʼ̷ᙩ́ݠෲᙶϬಳ೩Λʏʝᇾ̔
৽ݠcԎҡ˱Ƀ95ᅡᏃʸ̔ϣྦ
ʏॖcొʠነୌ৽ዀ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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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音樂課外活動

在疫情下如何帶領音樂課外活動—

共譜變奏樂曲
基督教崇真中學 音樂科主任李綺妮老師

疫情下不止息的音樂科課外活動
ދटຳߦcОؿഷ༞ֶ˥ɁຑɺϾٽඹོeЎৱৱc
ȹະᆅ϶́ؿෲࠑᅥؿʶɺဋc哪ְʹಲၦ̎cʹಲ
ᓤਦcʹಲࠑᅥ۩c႑߬ᜑ哪ॶιؿࠨ҈ݯۗ
ᜨe
ξΕٱੱދ౨cነވɰᑿ༜͂၉ɐྡྷࣂ഼ཫᇾcಳ
Ϥc௰ΉːᇾመՈ˄ըcႍ̀τʁiዟᅥᅥɺΣଠ
ᅥᅥcᜑ҈Է̳ࠗݯಋ࣎ࠑᅥຝๅௐΣˌΣ荼ؿ
˃ରඅ྆cܰЯɖ˿ഁ͂ޫҌc̨वΔਟࠉވcᜑ
ɣࡼଠᅥᅥj҈ܰכፕՅ˃ରඅϷcԎཹȿɺ
̡̎ؿc܃ፕՅ=220АЩࣂ഼ཫઠነcԎԯˢΛ
ఌʃ৽̡̎Σ*RRJOH &ODVVURRPd6HHVDZd$FDSHOODcڔ
൬ነ́ΕࡼফᆻdΕࡼۗe

܃፣ႇᆻୌ༦ೡԎɐ༗Է*RRJOH &ODVVURRPd6HHVDZ cᜑ
́ʀሬʘརdʻܛdుᐰeᜑˢࠨҡෲࠑᅥcነ́
ҡ˿ፕ҈௩ෲؿᄧːc҈ᚹБؿcБᚹ҈ؿc֤ϊ
ᄈੜነୌ৽ዀcొʠϬ˚ነୌઠነࢽॶe

迎難而上相互合作

ࠑᅥۗফᆻᑟұᐰೋүc߬Ε=RRPЩࣂүۗᆢ
τȹցшᗒcЎ͛τȹցʿؒeᇾਦɻcነ́உສ፷ࠑᅡ
βcͅϢܞԎͳԔᐰࠑᏌcነ́గॶȹ།፭ࠑᅥ
ۗeሬࣂ࠰cʹፕడϽነ́ۗcᆢړˢࠨॶుోޚ
ᗐነୌʑࢀe
Ϣ͛С͂$FDSHOOD೩ͳԔႇАԡᄧːೡβcདͱ፣ႇԯ
ɻȹᐰcᜑነ́ʗПᚲ˱ɺᐰcୂιɣۗe
༦ೡܰდшᗒؿcΐነ́߬ᆃୌᎶ͂ೡβcҡᑟұ
ነ́ؿɥྦྷࠑๅʥຝؿᘩᘨeޚκؿ፣ႇ༦ೡ
ɻcነ́˿А߬ࠇؿʥ྆අ၀ुcΕދट౨ංʋॶ
ۗˮ৽ᚹࠑؿଲcᖪᄘˮ৽Ɂؿᅥe

多方用心齊灌溉

人人竭力堅守崗位

裊裊餘音悠揚網絡

共奏曼妙青春樂章

成果豐碩化春泥

ᐢܢϤӰcΕੱދ౨ංઐϷ၉ɐࠑᅥᇾ̔ܰ৽ݠτιࢽ
ؿe௩ܰؿcነ́Εᇾਦɐ̰τᕌኜcዶรݯΈඖˈᑩ
၉ɐࠑᅥผАΡؿๅௐe˃ରඅС൬Ϸ၉ɐઠነ
܃cڏΪખԯˢᅥኂऒd྆dဳ֞ᅥ྆С഼͂ཫ൬Ϸ
ነୌcԯ܃ҡιݯਥԯˢᇾ̔כ৽ݠ၉ɐᇾؿᔂ̯e

ќؿۗcɺผ̋ͅȹိᅥኂୂιhι˲ؿ၉ɐ
ۗcɖɺผ̋ቌϢؿЦɈcᑹ߬ၤ࣎ʿd̔າኒd
ࡼٽdነ́全ɈʻܛʥӪΡʿॶιԑeᇾਦکc߬ၤ
ነ࣎cདजࣂං൬Ϸ၉ɐᇾ̔৽ݠhᇾਦɻc߬ၤ̔
າኒʥ࠳ҝᇾ၊߬cሁሬઠነʑࢀc၉ɐᇾࣂ
ʿॶʶᎶʹhᇾਦ܃c߬ࡼ࣎Аcᜑࡼٽكʥʻܛ
ɥɤؿነୌcነ́৽ؿɈɷॶ˞ܛᙩcᜑˢࠨؿ၉ɐ
ۗᜨɖ˿τଊؿᜮଠe
ԑکc҈ࠨܰၦ̎ؿᐢဟz̦ᆢړነ́ɰΕɺ̡̎
ഽ˫ʸc߬ܫᓯ௰ઠኒነ́Ԛ͂cɌ߬དͱɐ༗͐ᆲ
ࠑᅥᄧː
ᅥᖪcᜑነ
́Εᇾکད
ୌcԎכ၉
ɐྡྷࣂᇾਦ
ࣂদሃhԑ
܃c҈ࠨܰ
ˢࠨ॑ؿ
z ነ́Εᇾ

凜Աˬୄ༦˾cܬธ٦ᐢτࣂe全ֺ࣎τࠑᅥᇾ̔ݠ
৽яॶࢄ၉ɐነୌcτፆΈʿɐɎȹʶАcਠΨ
Ͻcࠓܬʝچcᅼذಲᐰe౨ංነҡၤɺዀ࿚ᐾፒ
ؿ၉ɐࠑᅥˈᑩcԎྔჟϤΑeଓcઠөԞɺ̋ܰ
ઠɁcҡ߬өɁeুႢነᇾೡࠇ߬cЎነ́ؿ
全Ɂೕࢄҡࠇ߬eࠑᅥᇾ̔ॶ̳̳৽ݠቔነ́ؿᖚࣩ
ሔۂᄨcԒכᐿᗒࣂබɎҡᛷނൔe҈ࠨ૯ڌcʌʨ
ˮؿιcผʝА̰Ԟܬ؋cᐣיҡပᗫؿᐥ٦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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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外的學生歲月」展覽
歲月」
月」展覽

「課堂外的學生歲月」展覽
入圍作品
《以前的我 現在的我》
ᑩඅ͢iЄȹ࣒dඡɥႼdЄ栢ᓹdᐝᅥᑞ
ነ࣎iʄπຝັᅳผ̷ͮ࣊
《機會嚟啦飛雲》
ᑩඅ͢iᖓણʶdჳΪџd׳ኮd፳ʶԫ
ነ࣎iཽጻᅊັࡼ࣊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副教授洪強博士於「電影語
言及圖像敘事技巧」工作坊上帶領參賽同學進行即興創作

ᇾ̔ܰ৽ݠነ́ነୌ́߬ࠇؿݠʗcΛۜΛ৽ݠؿɺ௰ݯነࠨ
ొԜᔔఒؿʼʝ́ݠcᜑˢࠨׅᒏ഼யcೕࢄᅶॶcᇾ̔ະ́ݠᑹ
ᜑነΕАɻᄈ൬ʤᇷcͳᇁᓱαͮڇe
ࠗಋઠөɣነࠗಋઠөذᎂઠɣذᎂၤࠗಋᇾ̔ͨ˚৽ݠԾ
ผԾผଊ̳ᘐིᇾਦ̔ؿነ́ั˂ࢄᙴc˞ᇾ̔˚ݯ৽ݠ
ᕀcеଊᇾ̔ࠗכ৽ݠಋ༩ϛαઠөॵɐؿೕࢄၤ൬cѴશᔄϊ
௴༎൙˖ˤؿΑኙၤͳსeͅכՇԷੱދᄧᚊc̯ࢄᙴᅗց֝౨ϭ
αα֛ΕࠗಋઠөذᎂྭeԮࣂංੀכઠɣذᎂ၉ॎʔ
̠e
α˂cઠɣذᎂʥԾผᐾፒȿࢄᙴЊ֝৽ݠᇾਦ̔ؿነ́
ั˂Ķᇾ̔৽ݠːАˈᑩcᑼᇼነ༦ːcၤɣଠʗԔ
ˢࠨᇾਦ̔ݠ́ؿᒨܨԑeτ൚༦̒Ɋʻඅ͢ፉᙺᑩeАۂΈ
τऋϳd෮ɊӷeͅടΊཋᄧኒሲړͱ́ኪͨ˚ؿിᄗ྆
ᗲᔑിፕ܃cɊੜɃАۂ፭Щ˱כઠɣذᎂਿࠒᐾፒ҈ؿ
௩ෲː၉ɐҙeˈᑩཕᆉშβੀࢄכᙴྭᓤɐᐾϷe

《最後の劇本》
ᑩඅ͢iㅽ⎒ఉdஈௗֱd।ٻบdঠᎵ
ነ࣎iᎰڲጫֱ֨ɻነ
《Breakthrough》
ᑩඅ͢iஹ༞ιd׳зغ
ነ࣎iಋɣነผ࣊
《Meaning》
ᑩඅ͢iቭዉ൹d㘊dሳဦԫd͠ᓹ
ነ࣎iಋɣነผ࣊
《躍動潮中》
ᑩඅ͢i˔⎒ఉdʿֱཽdңᆋdɥ
ነ࣎iᅸήผᎂɻነ
《我在AV Team的歲月》
ᑩඅ͢iႄঊdᖓࣖץdЄԿԲdሲӴኽ
ነ࣎iနСጻ࠳ነ࣎ɻነ
《中學的最後一場手球比賽》
ᑩඅ͢iᇞ⥂ඓdɐdᖓણ☚dૼಿ
ነ࣎iနСጻ࠳ነ࣎ɻነ
《如果我可以回到過去》
ᑩඅ͢iષዝd՚ཽמd׳ȹʶdౡ
ነ࣎iࠗಋˠɮพነ࣎

01

04 《發現》
01《以前的我 現在的我》
02《機會嚟啦飛雲》
03《我在AV Team的歲月》
04《發現》

ᑩඅ͢i
/DPD.ULVKdജ࣍܆d࠾Կਥ
ነ࣎iࠗಋ༞ઠᐲผ̼ነɍɻነ
ୀᆉΊ௰ੀכᅗցɊȹ˂ͫᐾϷؿᇾਦ
̔ؿነ́ั˂ࢄᙴྭᓤɐʔ̠e

02

03

欣賞精彩入圍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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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報告

學生活動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2006-2015）之研究成果
龔萬聲博士、曾永康博士、黃毅英教授
ଠֺ՚كcࠗಋᇾ̔ͨ˚৽ݠԾผȹΉ
ടࠇᇾ̔ؿ৽ݠਿพೕࢄe߬ઐ৽ᇾ̔
ؿ৽ݠೕࢄcਿพফᇾೡʥޚᗐޢؿ
Ӡɺ˿ֶॠeࠗಋɺʭɁɡ౦൬
ϷؿΈိᇾ̔৽ݠሁ݅ޢӠcԯɻ˳ܢ
ࡼྸٽ۹ޢӠdዃ̌ॵদဨɡ
ɡሃʼ೩cผΕЩੀ˟ˮࠗؿخಋ
ነ࣎ᇾ̔৽ݠೕࢄ̌  ᔀࢠ༝ɻ
߸eɻొԷԾผʥࠗಋɻʼɣነፒ
ؿነ́৽ݠઠөʼነဨɡᇾೡcݯ
ടөነࡗޢؿӠʥʦॶ܆ɈcΕ
αࢄᇾೡࣂڏɰஉ͓̦࠳௰ʏነ́
৽ݠਿᕀޢୌ06$௰ʏc܃
כα۹ᔝݯፕ࠳௰ʏᔝݯ
06$(௰ʏeਿᕀޢୌ௰ʏ
߬ұነࡗ˞ɩୂޢୌΛɁֶ
ɁӠѼβᔝݯ06$(܃ҝݯ
Ɂޢୌcܘነࡗؿጙመcྦྷነ́৽ݠ
ޚᗐᕀ͌АྡྷᖬֲӠcಳ͚ొ܃ነ
ሃʼԎАˮɟමంʥ೮ᙽeΕαɾ
ංαcነࡗ൬Ϸȿɺᇾ
ᕀؿነ́৽ݠӠcͳୃዶଐˮ൚༦
ͫτᗐነ́ؿ৽ݠነሃʼcˮᔔဨ
ɾιeЎΐᆵఝֺࠉcᔀࢠ༝ȹ
࣊ɻ̋ॶ߸cऋכϊʹȹ೫eଊลܢ
ᘛͶዃαነࡗؿነ́৽ݠਿᕀޢୌᕀ
͌כɎe

「學生活動教育文學碩士課程」歷年
學員的「學生活動專題研習」題目
序號 年份 學員
1 2006- 李苡冰
2007 蔡南生
魏思敏
2 2006- 趙駿業
2007 梁志洪
3 2006- 陳麗萍
2007 鄭金洪
4 2006- 賴惠儀
2007 麥燕眉
5 2006- 朱國生
2007 易詠詩
鄧妙霞
6 2006- 樂景妤
2007

7

8

2006- 胡兆耀
2007 葉綺雯
卓文達
2006- 黎志明
2007 香玉梅
郭少冰

題目
探討不同社經地位高小學生參
與課外活動的原因
探討老師對歷奇輔導的看法
中一訓練營的果效探究
學生的第二課堂—博物館學習
在高中階段的可持續發展空間
小學生不參加課外活動的原因
—天水圍三所小學四年級學
生研究
The ECA Development in the
Aided School in Hong Kong for
the Last 40 years: A Case Study
on a Female Aided Secondary
School
（香港某資助中學近40年課外
活動的發展— 一所女子中學
個案研究）1
深入比較三間學校之童軍活動
及推行童軍活動時所面對的挑
戰和發展策略
香港中學學生會幹事與非幹事
之自我概念探究

序號 年份 學員
9 2006- 方劍男
2007
10 2006- 林偉才
2007
11 2006- 龔萬聲
2007 林啟超
何妙茵
12 2006- 區偉麒
2007 黃洪安
劉育勤
13 2006- 梁偉健
2007 楊美珊
潘永強
14 2006- 李寶珊
2007 韓天恩
陳鳳英
15 2006- 李紹良
2007 倪健生
鄧俊恩
16 2006- 李兆基
2007
17 2007- 朱躍進
2008 梁東瑜
吳惠玲
18 2007- 姚汝基
2008 吳鳳婷
潘倩儀
19 2007- 石玲
2008 梁志凌
20 2007- 楊達文
2008 楊達武
魏海寧
21 2007- 羅雅麗
2008 李綺妮
黃穎志
22 2007- 鄭元山
2008 鍾嘉儀
李永滔
23 2007- 樊韻文
2008 顏詠詩
24 2007- 譚國欣
2008 黃沛鍵
尹定業
25 2007- 郭楚恩
2008 盛詩惠
26 2007- 陳兆邦
2008 羅德泰
江文其
27 2007- 陳潤華
2008 王席雄
陳兆基
28 2007- 馮偉強
2008 曾詠珊
吳英妍
29 2007- 韓文暄
2008 區志成
梁淑婷
30 2008- 梁溢昌
2009 孫瑞强
余培偉
31 2008- 楊靄筠
2009 楊秋萍
楊慧茵

題目
外聘課外活動導師對小學的
影響
小學生參加制服團體計劃對個
人成長的影響
活動評鑑—馬鞍山聖若瑟中
學「中一級文化學習特區」
天水圍初中學生課餘活動調查

歷奇活動負責老師的風險意識
探究
探討三間小學小四學生參與課
外活動的情況
香港學界游泳比賽成績優異的
中學在推行游泳活動方面的現
況分析
高中生對「社會服務」應持態
度指標探究
研究香港—所小學午間休閒活
動的成效
探討不同教養模式的家長對課
外活動的看法
參與課外活動與學業成績的
關係
元朗區新來港定居初中學生參
與課外活動情況調查
研究一所中學高中生參與服務
學習的影響和學習成效
影響中學生參與歷奇活動的
因素
休間活動對腦痲痺症兒童社交
發展的影響
閒暇活動對改善自閉兼輕度智
障學童校內行為表現探究
探討兩所中學的學生、家長及
教師選擇境外遊學的考慮因素
深入比較兩所學校（一所中學
及一所小學）之ECA發展及長
遠發展的方向
探討三間小學小五學生參與閑
暇運動的原因
活動評鑑「思考快車（Thinking
Express）」
體驗學習對提升小學生抗逆力
的效果
深入探究一所中學「領袖培訓
活動」的效能
探討小女童軍領袖提升隊員社
交能力的關鍵因素

序號 年份 學員
32 2008- 黃仲賢
2009 劉詩麗
呂君研
33 2008- 高炳旋
2009 余顯宜
胡漢基
34 2008- 蕭楚芸
2009 葉青兒

題目
分析東涌某一小學學生及家長選
擇校內外聘導師及校外機構舉辦
的收費體藝活動之考慮因素
香港一所小學男生參加「廣播
體操」對習舞態度的影響
探討香港離島小學推行課外活
動所面對的困難及可行解決方
案—長洲、坪洲、梅窩、南丫
島學校個案分析
透過一所中學服務智障人士的
活動，探討其對智障人士所持
態度的改變
探討香港小學體育老師在體育
課教導土風舞的情況

35 2008- 盧偉雄
2009 陳鵬信
鄭國財
36 2008- 程永健
2009 張智慧
雷婉華
37 2008- 陳偉良 探討高中足球隊的隊長和副隊
2009 梁家倩 長認為學校球隊如何影響其個
人成長
38 2008- 李栢宇 「領會教學法」與「技巧教學
2009 林源生 法」對提升二年級學生學習籃
莫靜宜 球運動之學習動機關係分析
39 2008- 李佩瓊 探討參與童軍活動對個人成長
2009 黃廸琪 的影響
40 2009- 殷小賡 「合作學習」對提升中四級學
2010
生學習足球之學習動機研究
41 2009- 戴玉麟 Using English musical drama to
promote students’ motivation
2010
in strengthening their oral
English standards
（利用英語音樂劇促進學生提
升其英文口語水平之動機）
42 2009- 羅雁瑤 探討一所小學推行「成長的天
2010
空計劃」對提昇學生效能感的
成效
43 2009- 羅愛萍 How the impact of drama (as a
regula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2010
at school) can be learning tools
to improve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emotional expressions
and attitudes in the classroom
（戲劇【一項常規課外活動】
作為學習工具在促進學生語文
學習、情感表達及課堂態度之
影響）
44 2009- 廖志成 A reflective study on a case of
implementation of an authentic
2010
student activity—“Physics in
a Hot Pot”
（引入真實情境學生活動「火
鍋中的物理學」之個案反思研
究）
45 2009- 蘇穎敏 What do we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rienteering in
2010
secondary school in Hong Kong?
（香港中學發展野外定向活動
的需要條件）
46 2010- 尹志剛 領袖訓練營的學習成果—
2011
個案研究
47 2010- 朱偉旗 香港中學的視覺藝術教育在新
2011
學制下與學生活動之間的關係
與發展方向
48 2010- 張頌恩 遊戲與創意動機—從兩位中
2011
學生的生命歷史自述，看遊戲
如何塑造他們的創意動機

13

研討報告
序號 年份 學員
題目
49 2011- 徐恩祖 How does participation in
a particular student activity
2012
shape a student’s academic
motivation and possible selves?
—A case study
（學生如何透過參與某特定學
生活動以形成其學業動機及可
能自我）
50 2011- 張啟文 比較運動團隊與非運動團隊對
2012
運動的參與動機（香港專業教
育學院之個案研究）
51 2011- 劉秀明 How do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develop higher-order thinking
2012
through Insect Explorer Program?
（小學生如何透過「昆蟲探究
計劃」發展高階思維）
52 2011- 劉寶田 大專院校的學生在課餘時間參
2012
與體育活動的動機及障阻的個
案分析
53 2011- 黃啟儀 到底獲得了什麼—從童軍支
2012
部成員的童軍經驗，探討童軍
運動對其個人成長之影響
54 2012- 蔡振超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學生對體
2013
育課的觀感調查
55 2012- 盧子齊 探討天水圍區一所小學的兩個
2013
家庭，影響兒童參加課外活動
的因素
56 2013- 李建欣 家長對小學生參加課外活動的
2014
看法—個案研究
57 2014- 劉嘉敏 課程活動對促進腦痳痺學生學
2015
習能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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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題目的中譯由本文作者加上，下同。
陳啟明（1994）。〈紀律性小組工作 制服隊伍工作模式的概念化〉。陳德恆（編）。《課外活動：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十週年文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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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石垣島教師考察團
副主席 文達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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ᜮͮѫፒҿᖑ͏ېઠϣྦ྆כα˂
ˀϭ˂ˀᐾϷc ܰωϣྦ྆Ᏽҿᖑጊࠗಋԑ৻ֺ
ʥҿᖑᜮͮѫ全ɈᖳХʥʻܛcᜑ̯ผ ၤؿผࡗነ
࣎ˤٲԷȿΛነ́ነୌ̡̎ʥϣྦΔɻɩነઠ
өೕࢄੱؗ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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Ϸೡɻ҈ࠨদҿᖑ͏ېΕྊ́ྸړөdዃ̌ʼ
ʝdޫҌʥᖚɺეਟɎؿነୌ̡̎c͛ɻ
ɩነ࣎cၤ͚́ݚc૯ɃȿΔነ́ؿιٽೕࢄ
ઐ৽ᇾ̔ؗੱ৽ݠcȿτХొʠઠؿਿพೕࢄ
̔c͛˞ڏነ࣎ˀ܃Εི߮ҿᖑઠөࣁϷࣂcॶਪΐ
Ꮆᇾೡʥነ́ұԹցሬϷೡe

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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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9/1/2020

06
30/1/2020

03

考察地點

沖繩觀光會議局歡迎及 深討遊學團的規劃
交流會
首里觀音堂
座禪及空手道體驗
前往石垣島

了解前往石垣島的交通安排

黑島研究所

認識環境及生態保育基地運作
和了解前往黑島的交通安排
認識星空保護區及有關觀星活
動安排
探討日本小學的課程和課外活
動規劃，觀察學生上課情況
認識珊瑚保育工程

星空觀望會說明會
31/1/2020

野底小學校
珊瑚教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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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05
06
07

川平灣玻璃船
國際海洋環境研究
座禪及空手道體驗
黑島研究所
野底小學交流
浦內川遊覽—山嶺活動
傳統藝能體驗

八重山商工高校
川平灣玻璃船
傳統藝能體驗
1/2/2020

團員分享
張祝珊英文中學 國際文化交流主任
司徒雪萍老師
˞Ɏܰຝ፣̇ϢؿʗԔcӮԾผ၉ࠒ
Аݯྊ͚̔྆ݚᘐϢ҈ؿcߕ
సΣЄ˥༝ነ྆ؿ༝ၤነιͫ
Յ̡ጫcᜑԭّޚႤ ֻޚdޚʃڔ
൬eכ༛ክณα౨ංc҈τ֗˱ͅכ
α˂ˀϭ˂ˀᐾϷҿ
ᖑઠөࣁ Ϸ഼ྦ྆e˞Ɏܰ҈഼ྦ
྆Ᏽؿ၀c Ԏʗˮҿᖑ͚ݚ
྆ݯЄ˿༠ߎ༝ነԎࠇ ؿԭɣ
ଉͅi
一． 多元主題，豐富學習經歷
ҿᖑኟτᔔఒࣁؿ༝༅cᜑነ࣎˿˞
டᖎɺ˚ؿᕀcӷነ́ؿᇾਦነ
ୌeԒ˚ᕀ˿˞ʗ˞ݯɎ̒禤i
  ޫҌʥϬಳ́ྸi҈۾அϬɯ˿˞
ΕʄʨؿϷೡ怣cॶΕҿᖑ͏ې
ࢌΛၤ 67(0 ઠөޚᗐݠؿ

浦內川遊覽
考察交流團研討會

2/2/2020

活動內容

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 認識當地升學資訊
學
國際海洋環境情報中心 了解海洋保育工作

探討當地教育發展和推動課外
活動的情況
探討上水活動的安全
認識海洋生態及保育工作
學習彈奏琉球傳統樂器-三線琴
認識當地文化
體驗山領活動的規劃
總結是次考察團的安排和體驗
商討未來合作方向

活動完滿結束

৽cடྦྷޫነӀτʪɣጙመ҈ؿcɖ
ΕΈྡྷɮАыᅥϤѿٵe
  ዃ̌ʼʝඨֻiҿᖑᜮͮѫؿΪખɊ
ʗˠୀc҈ࠨΕҰౡᒨcɺ̋ܰ
Ӷȹሗ့ڏcϤܰ߬ҙɃၤe
  ༜৽ॶফᆻiҿᖑܰʹي༞ؿೕ
Δe҈ԯˢϢΕؿეɎc
Ⴆᕌነผʹي༞ؿਥ̯Ҍ̝Ϭᇯ
cᑹॶᖾᖾነዃ̌c૯૯Շ
ҿᖑടࠇᓤຝʥ̡ؿᄨe
  ࠑᅥᖚiҿᖑؿඨᖚॶc˳
фȿၦᑰdࠑᅥdᎻჱএ༞೩eϤ
ҿᖑؿɍᇃࠑᅥcܰȹိၤʘ
ݠ́ؿᖚe
二．文化交流，感受沖繩人的親切
ओଈ˔౩ࣂ౨cɻਝܰओଈ˔ਝɣؿ
ൗמਝcݢԚຝΉɻਝ൬eΐ
ϊcଊʌؿҿᖑcͅۺዾԷϸ ടԷඝࠕ
ʼʝcʋಳౙೕടወؿڴɻജࠓcֺ˞
ҿᖑɁྦྷജɁ͛ͫ̔ጱʘeω഼ྦ྆
˥҈૯Գؿྦྷ͚ܰؿݚͫe

҈ࠨʗПؿ̟ې͏כ֡کய֛ɩነ࣎
Ʉࠇɬਆɮঢ়഼࣎ྦeய֛ɩነܰȹං
ၤɣϬಳடᖎؿɩነcᒖಳ̋τ  Ί
ነ́ʥ  ΊઠcЎஉܪღௐcಲሃܰ
ϢᑹܰۦɥɊʗԔՇᇾਦeʨ࣎
ٽᆅʶΔ҈ࠨᜮ්࣎Ұӯໃcˢ
ԎӀτΕ෮ν́ܛᙩɎࠌؿਐᕀc ʦϤ
ΛωੜሁѴશ༦ઠነ৽ݠቔۦɥਠ
ඕ́ؿ՜ɈeϭכɄࠇɬਆɮঢ়࣎ʵ
˞ݯ࿘ؿcܰ̚ኟτˮϳؿଈඅeነ
࣎ɖܰȹֺˤٲৱႩࢌې͏ؿ
˱͆ɥ්ؿঢ়ɻcܨؿ̚ڌޚԑ˿˞
҈ࠨؿነ́۾ɣؿውՙkࠤȹొؿ
ܰcֺɻነɰᅕං̎ᜪነ࣎ᆺι
ոհነ࣎cӶΉਝʝȿe
܃c҈ࠥϊዀผᑢࠗಋᇾ̔˚৽ݠ
ͨԾผdҿᖑጊࠗಋԑ৻ֺʥҿᖑᜮͮ
ѫ全ιࡗؿ੪ʶΪખe྆ྦྷ҈Ԟ
႓cԎɺ̋ܰྡྷΔ഼ྦԅფᓯ௰c༦
ၤΈιࡗݚ͚ؿc҈Εୂᓱᇾ̔৽ݠɐ
كᖫdҌྸ۹τֺᄈࠤ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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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考察團

韓國考察教育交流團

̯ผֻၬᒚਝᜮͮʔ م.72 全ɈᖳХʥʻܛcᒚਝϣྦઠө͚྆ݚ
כα˂ˀϭ˂ˀ౨ං֡کᐾϷeܰωϣྦઠө͚྆ݚϷೡᔔ
ఒc˱ؿผࡗነ࣎ˤٲ༦ྡྷΔϣྦcɺΔਂ˿ొԜؿነ́ነୌ
̡̎cୂݯᓱᒚਝነୌ͚྆ݚๅௐe

行程如下：
日期
10/12/2019

11/12/2019

12/12/2019

13/12/2019

14/12/2019

考察地點
現代韓國高陽汽車主題公園
首爾能源夢想中心
蘭芝漢江生態濕地園
KBS ON
學校交流：文井高等學校、Naegok Middle School
果川國立科學館
韓國觀光公社代表及當地教育機構歡迎會
製作拌飯體驗
江原道遊學團簡介會
龍平滑雪場(滑雪或雪橇體驗)
學校交流：江凌女子高等學校
發王山纜車體驗
冰壺體驗
哈斯拉藝術世界

ܰωϷೡᜑΈผࡗነ࣎ˤٲӶ൬Λʏʝؿذ
ᎂcॗ67(0̰ԞೕࢄhȿᒚਝΣЄ༦
ྊઠөړᙶΔଈh༦ไுؿc˱૯ႏᖫ
ᒚਝΣЄ༦༜৽ڔ൬̯ɠөʼʝؿೕࢄe
ಳcΔነ࣎ʥઠө྆ၤϢʥነ͚́
ݚcɖܰࠇᒨϣྦ৽ݠe

ݯརҡΛࠗಋነ́ʥઠө྆༝ዃᒚਝcᒚਝᜮͮʔ
مᄈஉ༝ነʻི߮cొԜ֨ᓤۂdᚭٴშβd
ٲپcʥԾХ༝ነ྆ၤΔᒚਝነ́ʃݚ͚ޚ
೩cΛӯ۹ᒚਝࠓੱȿΔʼʝcजɎᗒѿ
Αኙe֡کᒚਝؿ༝ነ྆c̦ଲ˞Ɏૈͧʿ˿͇
ᇼʻi̢ຕ්dɩነʥɻነ
˙྆Ɂᅕϭʭ༠Ɂֶ˞ɐ ነ́ˈԝֶ˞ɐ
˙༝ነϷೡ˳˞ܢɎԯɻԭඖ
ዃ̌ʼʝ̀ᔚ
ذᎂࢄᙴᎂ
ʼʝᓻพֶᜮ
ነ͚࣎ݚ
ᚭٴΉᒚਝᜮͮʔࠗمಋʻ݅مੱk
ࠗಋႻᝅᜪйɡ̨༞໔˖ވൗמɻʶᅢ۩
ÐMRG\#NQWRFRP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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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科技罪案漫畫比賽
預防科技
預防
科技罪案
罪案
罪
案漫畫
漫畫比賽
賽

到訪教育局全方位學習組
到訪
訪教育局
訪教
育 全方
方位學習
位學
學習組
習組

預防科技罪案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委員 林家俊先生

Ծผξכکα˂ͫၤณڲވᐢਂԉ˅ຬ࣐ፒʔ۩ፒ
ȿȹΊݯདԉޫҌຬ࣐z̒ࣟೋஉ߮ˈᑩe
ܰωˈᑩʗݯঢ়ɩୂdٱɻୂʥঢ়ɻୂc˞དԉޫҌຬ࣐ݯ
˚ᕀeᑩነ́༜͂෮၀ୀؿೋ˲cʍଽ၉ɐᑪذᗟ
࣐d၉ɐੱᇂᗟ࣐dႆ৺ॗ೩ޫҌຬϷ˞ʥړᙶɁ༅ࢿ
ؿઉܪeˈᑩͳνԷɀϛɀɊɄͫԞϬɀɊȾංɻነʥɊං
ɩነؿᑩАۂcɍɊȾͫАۂᏵፕݯᆉАۂeʗˮ
АۂɰͿႇιɺۧؿඨۂc˳˂ܢክʥʼͧіcԎכɺ
৽ݠɻݢೕcᔄϊΉɣଠ̵̟ඨႮԉຬࢠڌe

高中組冠軍
香港布廠商會
朱石麟中學
湯凱琳

ΈୂПΣɎ
組別

獎項

高小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初中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獲獎同學
李欣諾
黃迦嵐
顧菀錡
蔡樂怡
陳雙喬
林梓祺
陳恩希
江諾瑤
李 想
彭海彤
朱敏睿
黎穎知
余昊津
許詠茵
陳語諾
施炘呈

所屬學校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東華三院水泉澳小學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天主教柏德學校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 鄭任安夫人學校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保良局志豪小學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聖傑靈女子中學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協會代表幹事與新界南
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代
表一同選出得獎作品；
部分傑出作品已印製成
不同宣傳品。

組別

獎項

初中組

優異獎

高中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獲獎同學
林曉瑩
司徒巧琳
張曼穎
張珀殷
談樂霖
徐紫游
麥曼嬅
鄧子恩
黃詩貽
郭潤婷
湯凱琳
施芠憧
庄永瀚
洪紫慧
練希雯
公培童
許瀅鈺
陳捷思
麥美琦
葉曉婷
馬紫萱
黎桐欣
李洛賢

組別
高小組冠軍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李欣諾

初中組冠軍
聖傑靈女子中學 許詠茵

高小組
初中組
高中組

所屬學校
德望學校
德望學校
德望學校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余振強紀念中學
余振強紀念中學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佛教黃鳳翎中學
佛教黃鳳翎中學
佛教黃鳳翎中學
梁文燕紀念中學
聖芳濟各書院
屯門天主教中學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最積極參與學校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將軍澳官立中學
佛教黃鳳翎中學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到訪教育局「全方位學習組」

̯ผכα˂ˀᏵᑼԷઠөѫ
全ʿϽነୌୂe̯ผਿพೕࢄᚋਐ
౦̷ɡdஹਝܸ˚dʼ༠ᐱ৹˚
ʥષᄫ़࣊ޔၤѫʿˤٲᐢᇾೡೕࢄ
˚ͨஈֻ࢟ɡʥᇾೡೕࢄ˚ͨቭۺቺ
ͱ́দଊࣂՇੱދᄧᚊɎΣЄॶڔ൬
ઠᐾϷ全Ɂೕࢄ৽ݠcԎగณነαઐ
Ϸ全ʿϽነୌݛൎ༜͂ɐ͚ݚ෮
Ӯe̯ผ͛Ήઠөѫొˮ˞Ɏۺᘪi

 ᒷɣ༜͂全ʿϽነୌݛൎᑪൕ͂כ၉
ɐነୌஉௐؿ৻רᆲʥټᔾˈԝe
 ઠөѫྦྷነ࣎൬Ϸᇾ̔৽ݠೕˮܞʵ ϣ
ᇯ́ԉᙶɻʶነ࣎৪ܞʵcརነ࣎
൬Ϸሬ൴ᇾ̔ ৽ݠe
 རነ࣎൬Ϸሬ൴ᇃɐᇃɎᅡβᇾ
̔৽ݠe

  α۹ 全ʿϽነୌݛ
ൎᔾ˿֝  כʥ
ԭነαʑᘗᙩԚ͂e

ܰωผᘪᔶʿդֻ͚ݚc֤ϊྦྷઐ৽ነ࣎ᇾ
̔  ৽ݠ全ʿϽነୌؿ৽ݠೕࢄଉ֨ٶޚc
ˀ܃ੀผᘗᙩܛړ၇ᐲᖎe

本會贈送香港中學及小學課外活動調查報
告給教育局全方位學習組參考及存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