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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顧問：
馮以浤先生

專業發展顧問：
程介明教授
黃毅英教授
校長
陳德恒校長
黃光啟校長
洪楚英校長

主席的話

誠蒙各會員學校同工的支持及各幹事的信賴，本人有
幸連任新一屆幹事會主席，在推行會務的過程中，有
賴一群充滿熱忱，關注課外活動發展的協會幹事和顧
問，默默耕耘，整體團隊通力合作，順利完成會務工
作及活動，在此衷心感謝幹事及顧問們的貢獻。

鄭燕祥教授
博士
曾永康博士
郭偉祥校長
李孟正校長

本會過去一年致力團結課外活動同工，推動本土文化
活動，豐富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幹事會更與澳門及
內地教育部門合作，分享本港學校推行課外活動的經
驗，努力獲得肯定；碩士及文憑管理課程的深化，促
進課外活動老師的專業培訓及個人成長。

義務法律顧問：
劉汝琛律師

義務會計師：
江子榮會計師

新高中課程的推行，如何有效地推動其他學習經歷，
成為重要研究課題。本人將繼續以「多元經歷，全人
發展」為宗旨，與幹事們繼續盡心盡力經營協會，為
課外活動老師提供支援、為會員學校提供福利服務。
希望各位繼續支持協會活動，携手發展本港學校課外
活動。

義務醫事顧問：
李家仁醫生

2010年度第廿七屆幹事會：
屆幹事會：

出版課外
活動通訊
(第40期)

生態遊：
地質公園
體驗之旅

十二月

曾永康博士（召集人）
李孟正校長
宋燕玲小姐
鄺文慧小姐
朱惠玲小姐
林偉才先生

八月

課程及學術委員會：

新教師研
習課程

十月

黃家榮先生（召集人）
文達聰先生
梁慧盈小姐

四月

福利委員會：

1.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 「中學課外活動管理專業文憑
課程」
- 「小學課外活動管理專業文憑
課程」
2.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及香港
教育研究所
- 「學生活動教育文學碩士課
程」
3. 本會會員續會事宜

外遊領隊
課程

十一月

陳潤華先生（召集人）
黃家榮先生
羅愛萍小姐
王席雄先生
蔡南生先生

專業發展
周年研討
會

出版課外
活動通訊
(第39期)

七月

考察交流活動委員會：

多元智能
教育中心
活動

三月

鄭愛遠先生（召集人）
洪妍卿小姐
曾婉堯小姐

生態遊：
大澳漁村
生趣之旅

六月

編輯委員會（會訊及網頁）：
：

九月

文達聰先生（召集人）
陳家明先生
黎志明先生
先生
王席雄先生
陳國柱先生
先生

會藉、伺
服器及網
頁事宜

二月

資訊科技委員會：

制定本年
度工作大
綱

五月

附設委員會

一月

： 林偉才先生
： 文達聰先生
： 朱惠玲小姐
： 羅愛萍小姐
： 梁慧盈小姐
： 黎志明先生
明先生
： 鄭愛遠先生
： 陳家明先生
先生
黃家榮先生
先生
陳潤華先生
先生
陳國柱先生
先生
曾婉堯小姐

本年度工作大綱

主
席
副主席(中學)
副主席(小學)
義務秘書(中)
義務秘書(小)
義 務 司 庫
編
輯
委
員

會員大會
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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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2009年度（第廿六屆）幹事會會務報告
主席林偉才

簡介
本會成立於一九八四年，並於一九九三年成立小學
支部，在歷屆主席及幹事帶領下穩步成長。為優化
會務，在本會顧問的支持下，本會在第十六屆會員大
會正式通過修改會章，由二零零一年起合併中小學兩
部。幹事會現由十二位中、小學會員學校代表組成，
在精簡架構及資源重組後，本會更具代表性及更能照
顧中、小學會員學校的不同需要，現今本會中、小會
員學校享有相同的權利與義務。本會於二零零三年四
月十一日正式註冊成為有限公司（No:845300）及慈善
團體。本年度本會各幹事及顧問均致力提供更優質的
服務，以「均衡教育、全人發展」為綱領，在學術與
實務並重的大前提下，促進本會會務及會員的專業發
展，並致力提昇本會形象及專業地位。
2009年度（第廿六屆）幹事會順利於2008年12月6日之
會員大會中經選舉誕生，並於2009年1月7日之新舊幹
事會聯席會議中互選職位，幹事會同時邀請部份資深
人士為本會顧問及特邀委員。是屆顧問、幹事及附設
委員會名單如下：

二
九年度幹事會會務報告
○○

創 會 顧 問 ： 馮以浤先生
專業發展顧問 ： 程介明教授
鄭燕祥教授
曾永康校長
陳德恒校長
黃光啟校長
李孟正校長
義務法律顧問 ： 劉汝琛律師
義 務 會 計 師 ： 江子榮會計師
義務醫事顧問 ： 李家仁醫生

黃毅英教授  
郭偉祥校長
洪楚英校長

資訊科技委員會
文達聰先生（召集人）
陳家明先生
黎志明先生
考察交流活動委員會
陳潤華先生 (召集人)
黃家榮先生
羅愛萍小姐
蔡南生先生

林偉才先生
文達聰先生
朱惠玲小姐
羅愛萍小姐
梁慧盈小姐
黎志明先生
鄭愛遠先生
陳家明先生
曾憲江先生

黃家榮先生
洪妍卿小姐

陳潤華先生

附 設 委 員 會 ： 課程及學術委員會
曾永康博士 (召集人)
李孟正校長
洪楚英先生
朱惠玲小姐
鄺文慧小姐

黃家榮先生 (召集人)
曾憲江先生
文達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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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盈小姐

本會在過去一年，致力提高香港中、小學的課外活動
質素，為促進專業交流，籌辦了各類型研討會、工作
坊、專業管理課程，教師培訓及課外活動比賽，協辦
境內、境外師生學習活動，並出版兩期會訊。現簡報
於下：

會務方面
1.

本會於每年十月中旬開始招收下年度學校會員，
2009年度有中、小學會員學校228間，其中中學
會員學校有183間，小學會員學校有42間，中小
學有3間。

2.

本年度幹事會共召開會議11次，共商會務。

3.

在本屆幹事會資訊科技委員會努力下，本會獨立
伺服器及內聯網已經投入使用，讓會員學校及課
外活動同工將來更能有效地於網上查閱及參與本
會活動，加強同工之間的交流及支援。各會員學
校已獲發登入名稱及密碼，以便進入本會的內聯
網，查詢有關資訊，本會網址更改為 http://www.
hkeama.org.hk，聯絡電郵：info@hkeama.org.hk。

4.

本會繼續為香港教師中心的「學科團體」，並接
獲香港教師中心同意以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
一樓W106室用作為通訊地址。

5.

本會繼續協辦由香港珠算協會及香港多元智能教
育與研究學會主辦之2009年《多元智能盃》香港
區珠心算暨數學大賽。

6.

本會支持由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及渣打銀行主辦之
馬拉松101教育計劃，並給予舉辦課外活動之專
業意見。

宋燕玲小姐
林偉才先生

編輯委員會
鄭愛遠先生 (召集人)
洪妍卿小姐
曾憲江先生

王席雄先生

福利委員會

2009年度（第二十六屆）幹事會：
主           席 ：
副 主 席 (中學) ：
副 主 席 (小學) ：
義 務 秘 書 (中) ：
義 務 秘 書 (小) ：
義 務 司 庫：
編           輯 ：
委           員 ：

王席雄先生

研討會及講座
鄺文慧小姐

1.

2009年2月13日，來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教育暨青
年局的同工，到訪本港考察香港學校推行課外活
動的經驗，在本會顧問曾永康博士及主席林偉才

統籌款接下，與香港中小學進行了深入的考察交
流及交換意見。
2.

應澳門教青局的邀請，2009年5月27日本會主席
林偉才、副主席文達聰、委員陳潤華及黃家榮一
行四人前赴澳門，出席澳門“餘暇活動”推廣分
享會—2009，為澳門中小學分享香港有關規劃及
管理學校活動的經驗

3.

原訂2009年6月26日於香港青年協會會堂舉辦
「服務學習新路向：燃亮生命、豐盛人生」專業
發展研討會，報名人數踴躍，因甲型流感影響，
迫於取消。

4.

於2009年12月5日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及香
港教育研究所合辦 「尋幽探勝：培育自然文化
智能與鄉土情懷」專業發展研討會，邀得香港基
督教女青年會大澳社區工作辦事處胡仕芬主任及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 吳振揚先生擔任主
講嘉賓；並由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盧乃桂教授致
開會詞及致送紀念品。同日舉行2009年度會員大
會及頒發「長期服務嘉許獎」。

考察交流
1.

2009年2月7日，本會與迪士尼公園青少年團隊合
作舉辦工作坊，介紹主題公園的教育服務，會員
反應熱烈；應會員的要求，6月27日再次舉辦有
關活動，短時間內已經滿額。

2.

於2009年6月20日舉行「大埔鳳園蝴蝶生態考
察」，共有40位老師參加；透過是次考察，加深
對蝴蝶生態的了解及認識「觀蝶活動」的詳情；
同時，老師亦可把蝴蝶保育的訊息，帶回學校，
讓學生能夠關注香港自然生態的保育

3.

顧問曾永康博士、主席林偉才應邀參加教育局於
2009年9月27至10月1日舉行之「香港教育界國慶
訪京專業交流團」。

4.

本會將於2009年12月23~27日，舉辦上海教育考
察交流團，本交流團的主要行程，均由本會資深
幹事（具豐富籌辦學生遊學團經驗之課外活動主
任）設計及安排。除免卻香港旅行社及中介人公
司之額外服務費用，參加者更可輕鬆及有趣地從
考察交流活動中，體驗及學習如何自行籌組國內
之學生遊學活動及了解現今國內（上海）的教育
狀況。因報名人數不足，行程取消。

研究調查
本會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合作，進行《香港中
學課外活動概況》問卷調查，本計劃將訪問全港中學
課外活動主任，研究舊學制和新學制下，中學推行課
外活動的情況，此乃為期三年之持續性研究計劃。研
究結果將分階段公開發表。

會訊及刊物
於四月及十一月分別出版了第37及38期會訊，由本會
編輯鄭愛遠及編輯委員會負責；並繼續加入特色學校
活動介紹，歡迎各會員學校推介、投稿或安排專訪。

專業發展課程
1.

本會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合辦之一年
制「小學課外活動管理專業文憑課程」，本會顧
問李孟正校長擔任課程主任，副主席朱惠玲及課
程及幹事林偉才任助理課程主任，邀請資深講師
任教。本學年學員人數28名。上述兩項課程均於
每年五月招生，九月開課，課時120小時。

現職教師及準教師培訓
本會與香港教師中心合辦於2009年8月13日在香港教
師中心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舉行的新教師研習課程已
順利完成，本會負責一節核心課程，課題為 「活動
與你」，分中、小學兩組，合共約二百多人出席該課
節。小學組由陳潤華負責主講，而中學組則由許建業
負責主講，學員反應熱烈。

各專業顧問和幹事會委員於農曆年期間拜訪創會
顧問馮以浤先生進行新春團拜。

2.

由中國數學會普及工作委員會與香港多元智能教
育與研究學會主辦，本會協辦之「中國數學奧林
匹克教練員證書培訓」課程，本會會員學校老師
繼續以優惠價報讀。

其他
1.

主席林偉才代表協會出席由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及
渣打銀行主辦之馬拉松101教育計劃的啦啦隊比
賽，並擔任嘉賓評判。

2.

主席林偉才代表協會出席Rummlkub香港區選拔
賽決賽之頒獎嘉賓，並致辭。

總結
最後，本人謹代表幹事會多謝各會員學校的支持，本
人更多謝本屆各幹事委員及特邀委員的衷誠合作，本
著教育理想提供無償服務，使本會在各顧問的匡扶與
指導下，會務得到蓬勃的發展。本會同仁將繼續努力
為會員學校提供優質服務，以促進香港中、小學課外
活動的發展，並配合當前的教育及課程改革，結合本
會龐大的會員網絡，對會員學校提供支援，使學生能
透過各類學習活動獲得全面的學習經歷，讓學生得以
全面發展，並藉此提高本會及會員學校成員之專業地
位，對香港及國家的教育作出貢獻。

九年度幹事會會務報告
○○

3.

本會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合辦之一年
制「中學課外活動管理專業文憑課程」，本會顧
問曾永康博士任課程主任，洪楚英校長、課程及
學術委員會宋燕玲、鄺文慧主席任助理課程主
任，邀請資深講師任教。本學年學員人數30名，
報名人數踴躍。

1.

二

2.

本會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及香港教育研究所
合辦兩年制「學生活動教育文學碩士課程」巳進
入第五個年頭，反應踴躍，今年收生達38人。此
課程每年一月招生，九月開課，香港中文大學
「中學/小學課外活動管理專業文憑課程」畢業
生修讀此課程可獲豁免部份學分。

聯誼活動及會員福利

3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合辦

課外活動專業發展研究會 暨
協會2009年度會員大會

2

主題： 尋幽探勝 : 培育自然文化智能與鄉土情懷
日期： 2009年12月5日 (星期六)
時間： 上午9:00—下午12:30

專業發展研討會暨二

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利黃瑤壁樓2號演講廳

1
(1)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
所所長盧乃桂教授致歡迎詞及
(2)致送紀念品與胡仕芬主任及
(3)吳振楊先生

3
專題講座（一）：〔大澳生活鄉土情〕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大澳社區工作辦事處
胡仕芬主任

會員登記及派發資料冊子

大澳從宋朝時已開始有人聚居，當時經濟活動以捕
魚、曬鹽為主。大澳擁有深厚歷史文化背景，居民歸
屬感強，加上豐富天然生態資源而獲東方威尼斯之美
譽。

九年度會員大會
○○

九十年代旅遊業開始續步發展，大澳由於人口日益老
化，交通網絡薄弱，而經濟轉型令大部份居民缺乏就
業機會，人口遷移亦影響社會結構。因此，女青與地
區人士推動大澳體驗活動，並與民政事務總署合作：
伙伴倡自強計劃。計劃理念是為資產為本的社區得以
持續發展，而計劃目的以大澳地區特色，成立一個以
旅遊為主題的社會企業，透過賺取盈利，在地區製造
就業機會，在職培訓之餘，並推動大澳的可持續發展
工作，就業對象為青年、婦女及退休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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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胡仕芬主任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大澳文化生態綜合資源中心悉心
設計出〔澳水漁風—大澳漁村之旅〕，內容包括文
化及生態導賞、棚屋體驗、嚐大澳風味餐、搖櫓、蝦
艇網魚、扒沙白、曬咸蛋、織漁網、做白豆粥等。中
心亦為旅遊人士設計特色旅遊紀念品：獨家棚屋木製
模型、海豚匙扣及木製動物、手作陶泥筆及有機花草
茶，活動適合一家大細及不同年齡人仕參加，令你欣
賞水鄉風情之餘，同時享受充實之生活體驗。

專題講座（二）：〔香港地質保育奇趣遊〕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

吳振揚先生

香港現時擁有23個郊野公園、5個海岸公園及海岸保
護區、64個具特殊科學價值地區（85%保育生物為
主）、超過 230個海島及世界獨有地質遺址。香港地
質非常多樣性：有天然岩石、礦物、泥土、化石之種
類。西貢是一塊重要地質遺址：
·

·
·
·
·
·

西貢六角柱數目：500,000條，10倍以上北愛爾
蘭巨人之堤（Giant's Causeway 40,000 條），
世界稀有（UNESCO 及中國地質公園評委意見
2008）
陸地連海的覆蓋面積超過100平方公里，佔香港
總面積1/10
岩柱所組成的海岸線長達53公哩
柱粗 — 直徑從0.8-3米，平均達1.2米
單柱高度超過50米
酸性火山岩

由於社區大興土木，大量豐富資源及地貌被受破壞，
因此保育人士志力建議政府增加地質徑，地質公園
等，希望能夠保護生態原有面貌。香港地質公園就是
為了全面推動及持續發展地質教育，而地質公園特點
在於擁有特殊地質科學價值、稀有獨特地質地貌遺
址、結合風景文化本地特色及提供旅遊觀賞休閑機
會。香港地質公園主要位處於新界東面、兩大地質園
區包括東北吐露港和西貢。

09:00-09:15

登記/報到

09:15-09:30

致歡迎詞及致送紀念品
盧乃桂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

09:30-10:15

專題講座(1)：〔大澳生活鄉土情〕
講者：胡仕芬主任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大澳社區工作辦事處

10:15-10:30

答問時間

10:30-10:50

2009年度會員大會

10:50-11:00

茶點

11:00-11:45

專題講座(2)：〔香港地質保育奇趣遊〕
講者：吳振揚先生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

11:45-12:00

答問時間

12:00-12:30

總結及宣佈

九年度會員大會
○○

2009年11月3日香港國家地質公園正式開幕，在未來
2010年或 2011年年底前，更希望成為聯合國中國香港
世界地質公園。而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更志力在地
貌岩石保育方面舉辦不同性質的活動如新創建西貢地
貌行暨香港八大地貌勝景選舉、洗石天使、教育講座
及研討會等，希望喚醒公眾人士全面環境保護意識，
共同為香港創建獨特綠色健康形象。

程序表

專業發展研討會暨二

香港地質公園特點是不須門票，位於郊野公園及海岸
公園範圍內，是概念式軟建設，亦善用現有設施來豐
富現有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地質及保育訊息，推廣綜
合保育計劃、改善安全措施並得到聯合國監管。地質
公園更帶動不少地質旅遊活動，地質旅遊以地質地貌
為主題，通過趣味的地質解說，體驗、接觸，了解地
質地貌之特質、形態、形成過程，啟發參加者愛惜及
保護大自然及對當地村民帶來實際好處，地質公園實
為地質旅遊活動的最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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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吳振揚先生

學校專訪—特色課外活動

舞 出璀璨人生：閩僑中學舞蹈 組
▼ 「創意表演迎東亞社區藝術日」表演

▼ 中國舞《札西德勒（西藏舞）》〔優等
獎，第46屆香港學校舞蹈節（中學組）〕

閩僑中學創立於1977年，為全日制津貼文法中學。「成功教育」是該校的學校特色和信念:「每一個學
生都有閃光點，都可以閃耀生輝 —— 只要嘗試，都可以進步成功」。而舞蹈是該校的重點發展項目，
正提供了一個讓學生閃耀生輝的平台。

歷年耕耘．歡呼收割
閩僑中學舞蹈組成立多年，歷來致力提升學生對舞蹈的興趣，發掘學生的跳舞潛質，並培養出群體合作
的精神。該校舞蹈組經常參加由教育局與香港學界舞蹈協會聯合主辦之「學校舞蹈節」，至今除了在
「學校舞蹈節」中學組中國舞三度勇奪總冠軍、一度總亞軍及四度總季軍外，每年均榮獲多個項目獎
項。今年度的第四十六屆學校舞蹈節，即獲得優等獎三個及甲級獎三個；而歷年來校外的大型表演，例
如新春國際匯演、五四青年節表演、東區暑期活動暨迎東亞運開幕典禮表演等，更是多不勝數。
▼ 閩僑中學任蔡藹怡校長（照片中央）、老
師與家長一起支持及分享舞蹈組成功的喜悅
（第45屆香港學校舞蹈節中國舞團體季軍）。

特色活動專訪：閩僑中學舞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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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組表現出色，老師的帶領功不可沒。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成功非僥倖
透過老師、家長、學生的專訪分享，更能了解到閩僑中學舞蹈組能獲得豐碩成果，實在得來不易。

校 方悉心栽培．導師無私付出
舞蹈是閩僑中學的重點發展項目。舞蹈組每參加大型比賽，該校任蔡藹怡校長和老師不時撥冗觀賽，或
觀摩學生排練，為學生打氣，作為支持和鼓勵。此外，舞蹈組不時推薦學生參加由北京舞蹈學院和考評
局合辦的公開考試，藉此讓同學進一步了解自己的「舞藝」水平。對於較為清貧的學生，校方提供了充
足的財政資助 (如「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讓同學參與舞蹈。
閩僑中學聘請了外間專業導師吳翠雲女士，吳老師不單教導學生
精湛的舞藝，而且不斷提攜後進，安排演出、考取專業試的機
會。此外，校內的舞蹈組負責老師，亦互相搭配，功不可沒。該
校李細秋老師與宋燕玲老師透露，學生排練舞蹈非常辛苦，校內
老師須不時安撫同學的情緒，例如施予清水、零食等鼓勵，讓同
學能繼續堅持。校內老師亦須整頓隊風，為學生訂立目標、敦促
同學遵守紀律，準時出席練習；間中舞蹈組練習至傍晚，會有家
長致電學校垂詢，甚或有微言，校內老師須向家長加以解釋疏
導。帶領舞蹈組，須用上甚多時間精力，然而老師看到學生在舞
台上閃耀生輝，所得的成功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 宋燕玲（左）及李細秋老師（右）

▼ 李瑞熙同學

學生辛 勤 練 習 ． 舞 出 人 生 定 向
透過舞蹈，閩僑中學的學生除了掌握這門美育與體育結合的藝
術外，更學到團隊合作的精神，甚至舞出人生的路向。
王嘉維同學是應屆會考生，他感謝嚴而有愛的校外導師吳翠雲
女士的教導，令同學學到了彼此合作、待人接物的道理；而舞
蹈是群體活動，擴闊自己的生活圈子，認識不少新朋友。令
嘉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新春期間的「花車巡遊表演」，這是
透過電視直播的大型街頭表演，令家人亦感到光榮。嘉維已決
定了將來的事業路向:會考在即，嘉維已報讀了全日制的舞蹈
課程，準備於會考過後入讀，全日制課程對學術科目有一定要
求，這亦激發起他努力學習的動力。

▼ 王嘉維同學

李瑞熙同學則是應屆高考生，她表示舞蹈不單可以陶冶性情，
更是德智體群美五育的給合，令自己得以全人發展:舞蹈是空
間思維、身體鍛鍊與表達美感的合一；透過隊員之間彼此關
顧，學會了團隊精神；自己透過艱苦的努力，由舞蹈組會員成
為幹事、主席，從中培養了領導才能，更令舞蹈組得以薪火相
傳。此外，舞蹈組負責老師安排了溫習小組，令同學得以兼顧
學業與舞蹈。亦因為她透過舞蹈而鍛鍊出來的堅毅、專注力，
亦轉化到學習上，她不但在舞蹈上表現出色，而且學業成績優
異，在中五那年榮獲「尤德爵士紀念獎」。
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都願意在畢業以後，仍回母校義務教導師
弟妹，把舞蹈組的精神薪火相傳下去。

家 長鼎 力支持

▼ 李潘權伉儷（瑞熙和瑞婷的父母）

李潘權先生擔任閩僑中學家長教師會委員多年，他的兩名女兒，
大女瑞婷及小女瑞熙，先後於該校就讀，且積極參與舞蹈活動。
對於女兒的成就，父母是深感安慰的。
李潘權先生身為家長教師會委員，對於家校合作自然不遺餘力，
每逢舞蹈組有表演、比賽，父母均盡力抽空到場觀賞，甚至協助
女兒化妝、拍下女兒最美的一刻；又資助女兒應考專業資格，參
加舞蹈的公開考試。

舞出未來．展望與發展

閩僑中學歡迎同工聯絡作表演或交流，亦不時將學生之翩翩舞姿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成就，上載至該校網
頁：http://www.mkc.edu.hk/，歡迎各方友好品評賜教（電郵：info@mkc.edu.hk 電話：2578 4523）。
▼ 舞蹈組不讓女生專美，4月在
青年廣場表演：健康成長展繽
紛

▼ 中國舞《山鷹》（優等獎）

▼ 中國舞《草原酒歌（蒙古）》
〔第46屆香港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 香港旅遊發展局主辦之香港奧
林匹克廣場舞蹈表演

▼ 東方三人舞：印度舞—
少女的渴望

▼ 2006國泰航空新春國際匯演
之夜

特色活動專訪：閩僑中學舞蹈組

總而言之，閩僑中學舞蹈組能夠「舞出傳奇」，是校方及家長的支持、同學的努力、老師的苦心經營之
成果。展望將來，除了紮根於既有的舞蹈組的基礎外，該校更會探討如何令舞蹈文化於校內更為普及，
例如透過新高中學制下的「其他學習經歷」，或是應用學習課程，令更多學生參與舞蹈；又計劃將舞蹈
學習納入課堂時間內，令全體學生都能參與。此外，該校正探討除了繼續發展專長的中國舞以外，另引
入更多古今中外的舞蹈類別，例如爵士舞、社交舞等；更重要是以舞蹈作為媒介，不單是體育與美育的
結合，更藉此陶造學生的群育、德育與智育；令學生「舞出璀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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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活動考察系列（一）

『大澳漁村生趣之旅』
教師工作坊
協辦單位 ：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大澳文化生態綜合資源中心

大澳漁村生趣之旅·香港中學課外活動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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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2010年5月15日(星期六)

時間

： 上午8時15分至下午1時正

地點

： 水鄉大澳

目的

： 讓教師透過體驗活動對大澳居民的傳統生活及風俗習慣作初
步了解

內容簡介 ：
8:15am
9:00am
9:00—9:45am
9:45—10:00am
10:00—11:00am
11:00—11:45am
11:45am—12:30pm
12:30—1:00pm
1:00pm

在九龍塘集合 （第一站）
在東涌集合 （第二站）
乘車往大澳
活動簡介及分組
「大澳水鄉」文化導賞
* 體驗活動（一）： （A組）曬咸蛋 （B組）織漁網
* 體驗活動（二）： （A組）白豆粥 （B組）曬咸蛋
活動總結及參觀大澳文化生態綜合資源中心
於大澳解散，並可自行於大澳午膳，品嚐漁村美食及
購買手信，或乘車往東薈城 Outlet Mall 購物

《香港中學課外活動概況》問卷調查
課外活動問卷調查研究背景：
《香港中學課外活動概況》問卷調查，是由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香港
教育研究所合作進行的，主要是研究舊學制和新學制下，中學推行課外活動的情況，此乃為期三
年之持續性研究計劃。
我們已於2009年10月向全港中學寄發問卷，在此向已寄回問卷的學校致謝。若因郵寄失誤而尚未
收到問卷者，歡迎於到本會網頁 www.hkeama.org.hk下載區下載問卷。填妥後請於2010年7月30日
前寄回「九龍塘沙福道19號教統籌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一樓W106室香港教師中心 轉交由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承蒙全港課外活動主任的協助，萬分感激！研究結果將分階段公開發表。

「服務學習新路向：燃亮生命、豐盛人生」
A new perspective of Service-Learning: Light up your life, light up my life
日期

： 2010年6月29日（星期二）

時間

： 上午9:30 —下午12:30

地點

： 香港青年協會大廈9樓演講廳
台C出口）

對象

： 中、小學校長/副校長、課外活動主任/課外活動組老師、其他學習經歷/
學生學習概覽統籌主任

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港鐵鰂魚涌站月

研討會語言 ： 廣東話
程序

：
時間

活動內容

上午9:15—9:30
上午9:30—9:40
上午9:40—9:45
上午9:45—10:25
上午10:25—10:40
上午10:40—11:00
上午11:00—11:40
上午11:40—下午12:30

參加者報到
專業發展研討會開幕致辭
林偉才先生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主席
短片播放
香港青年協會簡介
專題講座（一）生命教育活動：社會企業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代表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主席報告本年度活動計劃
專題研究報告《香港中學課外活動概況調查》
休息（茶點）
專題講座（二）青年成長與啟迪
王䓪鳴博士 DBE, JP 香港青年協會總幹事
服務配對
與會者可前往8樓參觀青協十二個核心服務的相關資料，並即場與青協各地區單
位代表查詢合作事宜

專業外遊領隊課程分享
幹事陳潤華老師
暑假將至，各負責ECA的同工都會為了各大大小小、遠遠近近的交流團或
遊學團而忙個不停。相信，無論你是任教中學或小學，均不能「幸免」。但
是，在「做」的過程中，老師們有沒有考慮到究竟自己是否有足夠的「專業
知識」去完成這個「神聖任務」？筆者去年參加了由本會及本港一間持牌旅
行社合辦的『專業外遊領隊課程』，在完成課程後，不僅加深了籌組遊學活
動的認識，而且亦對帶領學生週遊列國平添不少信心。
整個課程分為三個部分，包括專業培訓、親身體驗及安排參加專業試，而令
筆者最難忘是課程裡實習課堂。合辦單位除安排資深導師授課外，亦特設兩
個工作體驗課（現時香港旅遊業議會ITC不提供實習課），讓我們能從「做
中學」，建構得到的知識會更堅固。記得有一次到機場實習，機場內各個不
同部分其實都是大有文章的，例如哪裡可取得台灣簽證、哪裡可尋求支援、
怎樣可較快check in或穿什麼制服航空公司職員會讓你更快拿到後補機位等
等。若不是內行人告訴你，你可能一輩子都分辨不到箇中玄機。
筆者現已通過了ITC的專業試，成為註冊的外遊領隊，如各同工有意參加上
述課程，請密切留意本會最新消息。

六月專業發展研討會預告·專業外遊領隊課程分享

周年專業發展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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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出版新書訂購

學校必備的案頭參考
學生活動教育系列

《學生活動風險評估與管理》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Student Activities
作者 / 曾永康博士
出版 /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版次 / 2008年12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88-18028-1-1
售價 / 港幣 50 圓
學校訂購八折 / 折實港幣 40 圓

《課外活動：探究與管理—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20週年文集》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vestigation and Management
合編 / 曾永康、洪楚英、朱惠玲
出版 /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究所
版次 / 2006年初版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62-8908-03-5
售價 / 港幣 80 圓
學校訂購八折 / 折實港幣 64 圓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 新書訂購表格
學校名稱：

負責老師：

聯絡電話：

學校地址：

書籍訂購

《學生活動風險評估與管理》
《課外活動：探究與管理 - 香港課外活
動主任協會20週年文集》

訂購日期：
(a)
折實價
連郵費
(HK$)

訂價
(HK$)

折實價
(HK$)

郵費
(HK$)

$50

$40

$8.2

$48.2

$80

$64

$16.4

$80.4

(b)
訂購數量
(本)

(a) x (b)
合計
(HK$)

合共

請將本訂購表格連同付款支票（抬頭：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有限公司），寄回：香港新界馬鞍山恒安邨潮州會館
中學 轉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收，有關訂購書籍將於一個月內連同收據以平郵方式寄回下面標籤地址。
請正確填寫回郵地址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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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學校地址：

負責老師姓名：

收

負責老師姓名：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