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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才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與香港課外
活動主任協會在培訓現職中、小學教師課
外活動管理技巧方面，一直擔當著相當重
要的角色。兩機構合辦之「學生活動教育
文學碩士課程」、「中學課外活動管理專
業文憑課程」及「小學課外活動管理專業
文憑課程」，在過去十數年間，成功培育
了近千名學生活動領導人才。

學生活動教育系列—兼讀制

「中小學學生活動管理專業文憑課程」
正式啟動

課程協同總監
協會專業發展顧問
潮州會館中學校長  曾永康博士

現隨著香港中小學的課程改革，學生活動
有著新的發展，其教育功能亦更備受重
視，這為統籌及帶領各類學習活動的中、
小學老師帶來了新的挑戰。有見及此，香
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香港教育研究所與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將於2011年1月，
推出全新設計的「中小學學生活動管理專
業文憑課程」，以整合並優化原有之兩個
專業文憑課程。新課程旨在：

1.	 探討學生活動的基本學習理論和專業
知識；

2.	 協助學員建立籌辦學生活動所需的實
踐技能、管理技巧和課程發展策略；

3.	 讓學員參與體驗學習活動；

4.	 透過個案研究，讓學員反思其實踐；

5.	 培育全方位學習的文化和終身學習的
態度。

報讀或查詢詳情，請參閱課程網頁
http://www.fed.cuhk.edu.hk/hkier/dsa/

（部份節錄自HKIER Newsletter (2010)·＜中
小學學生活動管理專業文憑課程＞·Issue no. 
29, November 2010, p.15.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坊間另一名稱相近的組織「香港課外
活動協會（Hong Kong Extra Curriculum 
Association）」與本會並無任何關連，
本會與該組織亦無任何合作關係。

該組織一切活動，概與本會無關。特此
聲明，以正視聽，並特別呼籲會員學校
及各界友好提高警覺，以免混淆。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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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Master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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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林偉才為大會致開幕詞。

27週年專業發展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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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

對象：	 中、小學校長/副校長/課外活動主任/

	 新高中課程/其他學習經歷/

	 學生學習概覽統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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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向四肢源起於路向義工團（1985），後於1995年改
名為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主要服務對象為嚴重肢
體傷殘人士。協會的信念是助人自助，讓肢體傷殘人
士經歷『受助·自助·互助』，並以「生命影響生
命」。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在2008年中旬成立了「社會企
業管理小組」，探索一些適合身體活動能力有限的人
士的工種，配合現有中心內的各項資源下，開拓更多
嚴重肢體殘疾人士的就業職位。主力發展網頁、動畫
製作及紀念品廊(以水晶紀念品為主)；設立「項目主
任」的職位，負責業務決策及日常運作的行政事務。

協會代表表示，路向社會企業面對的困難可不少，例
如：社會人士對社會企業認知不足；缺乏競投競爭力
參與機會；資金及經驗的不足，難開拓市場；缺乏會
計、財務規劃、市場推廣等商業的營運經驗的知識。
因此，路向社會企業現正積極達成以下兩項目標：

一、	 鼓勵和促進嚴重肢體殘疾人士就業，建立自信
心，達至經濟獨立，自給自足的境況。証明只
要給予嚴重肢體殘疾人士一個機會，他們也可
盡社會公民責任，回饋社會，真正成為社會的
一份子。

二、	 透過日常工作的參與及和市埸的接觸，從而增
加嚴重肢體殘疾人士與外界的溝通及聯繫，也
可引起公眾對傷殘人士就業問題的關注。

路向社會企業的未來發展包括：

◎	 嘗試及摸索類型的工作方向

◎	 希望得到業界人士提點和賜教

◎	 申請基金參與和支持

◎	 發展多個項目社會企業

◎	 普及社會企業

◎	 增加殘疾人士公開就業

生命鬥士梁子微博士向會員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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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曾永康博士向陳上忠先生致送紀念品

專題講座（二） 青年成長與啟迪

王䓪嗚博士 DBE.JP 香港青年協會總幹事

香港青年協會於1960年成立，是香港最具規模的非牟
利青年服務機構之一。宗旨是為青少年提供專業而多
元化的服務及活動，使青少年在德、智、體、群、美
各方面獲得均衡發展；其經費主要來自政府津貼、公
益金撥款、賽馬會捐助、信託基金、活動收費、企業
及個人捐助等。

青協特別為青少年而設的u21青年網絡會員制度及專
業服務，為全港青年及家庭提供支援及有益身心的活
動。轄下超過60個服務單位，每年提供超過10,000項
活動，參與人次達500多萬。青協服務以青年為本，
致力拓展12項「核心服務」，包括青年空間、就業支
援、邊青服務、輔導服務、親子調解、網上服務、領
袖培訓、義工服務、教育服務、創意交流、文康體藝
及研究出版等，以回應青少年不斷轉變的需要。

王䓪鳴博士在會上表示，青協舉辦活動的宗旨是「為
學、為人」，推行策略是活動必須貼近年青人的需要
及文化，首要是留住他們，才能透過活動、透過溝
通，使他們健康成長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王䓪鳴博士認為，為青少年設計的活動應包括以下特
點及元素：

1.	 活動要有選擇性，能照顧個別需要

2.	 活動應能促進體驗、經歷和了解

3.	 「用他」：籌辦者要安排一個參與的角色—		
訪問、拍攝、寫文、繪畫，使他們投入及發揮所長

4.	 活動引發興趣，提升成功感外，需進一步內化為	
創意

廿一世紀的青年人必須擁有下列五項特質：自學能
力、良好的人際關係、解決困難的能力、溝通能力、
創造力，才能適應現今急遽轉變的社會形態，與時		
並進。 本會首次與香港青年協會合辦週年研討會，充份利用社

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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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

「香港水鄉」—大澳行紀
本會幹事陳潤華老師

「大澳」，一個熟悉的名字，一個近在咫尺的地方，
但對很多港人來說，它卻是一個頗陌生的地方。可
能，大澳本身沒有銅鑼灣般的繁華，亦沒如長洲「太
平清醮」般的喧鬧，它只懂得「做好本份」，故很快
就被我們淡忘了。其實，大澳質樸與鄉土背後，卻是
蘊藏着豐厚的教學資源，這次大澳之行，讓我體味了
很多，值得與各同工分享。

從「學與教」來說，大澳的教學資源可分為三個範
籌，分別是「傳統文化及人民生活」、「環境生態及
自然保育」和「社會服務」。

首先，傳統文化方面，今天的大澳，尚保存着許多
古老漁村的特色，如棚屋、古廟、製蝦醬及曬鹹魚
等。當穿梭大澳的大街小巷時，我們可親身領略到大
澳的漁村風情，並可緬懷一下舊日香港的漁村文化。
其次，大澳的環保教育資源也很豐富。在大澳河涌兩
岸的泥灘上，遍植了許多紅樹，我們不難找到彈塗魚
和招潮蟹等生物，自然生態價值頗高。在紅樹林西邊
一隅，尚保留着昔日鹽田遺址，亦甚具考察價值。此
外，在大澳海灣一帶的水域，是中華白海豚棲息之

漁村生趣之旅

地，不難找到中華白海豚的蹤影。最後，在義工服務
的層面上，大澳亦有其可取之處。由於大澳地處一
隅，人口結構上較多為長者，故多個舉辦教育體驗
活動的機構，如「大澳居民權益會」及「大澳女青」
等，均有招務學生義工，服務該區長者。同時，上述
的機構，亦有招務義工，負責保育大澳的傳統文化。

	 總觀上述各點，大澳不失為一個具學習價值的地
方，同工們在計劃全方位學習活動時，可作參考。

 【後記】

	 認識大澳，源於中學時期愛行山，由「嶼南界碑」
到東涌，鳳凰徑及昂平不知走了幾遍，那時候，尤愛
「龍仔悟園」，景色怡人。年長了，愛吃，大澳亦不
失為一個好地方，尤以海上鮮為佳。海鮮菜餚最為特
色者，可算是「沙白」(體形較大的蛤蜊，大澳特產
)，蒜泥蒸之，一絕。認識「大澳女青」，始於「河
蟹」事件，在籌備是次教師工作坊時，心底裡卻有點
不是味兒，因為傳媒都說他們是「奸」的，害怕有朝
一日，難逃「河蟹」下場。但是，在共事的一段日子
裡，我找不到河蟹，卻換來很多甘心為保育大澳文
化，而不斷默默耕耘着的工蟻。看來，這一趟我可能
已被「河蟹」了，不是，應該說是被「沙白」了，哈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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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大澳文化生態綜合資源中心

Mica	Chan,	Project	Manager
地址：	 大嶼山大澳永安街61-63	號地下
Tel：	 2985	6310
Fax：	 2985	6131
Email：	 micachan@ywca.org.hk
Website：	 http://cerc.ywca.org.hk/

大澳居民權益會

地址：	 大嶼山大澳永安街67	號地下
Tel：	 2985	4166
Fax：	 2985	4169
Email：	 tocrtaio@yahoo.com.hk
Website：	 www.taio.org

大澳之旅感受：

鄧潔雲老師（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大澳，對我來說非常陌生，只是在新聞報告裏聽過，有關
的事情是火燒棚屋和著名的特產—蝦膏。跟隨課外活動
主任協會到大澳半天遊，準不單是逛逛而已，一定有一些
新體驗吧！

大澳長大的長者做導賞，講出的每一事、每一物都充滿感
情的，既欣喜它的進步，也感嘆時代的變遷，不再是兒時
的風味。

「鹹蛋」，我不愛吃，但愛做呢！它不是我們看到的外
型，是被黑色的灰包裹著，鹹的不能一口氣吃下去。大澳
式的製法很特別，顏色也吸引，重要的是有感情。

陳岳豐老師（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在這次大澳之旅後，我對這個漁港的認識加深了不少。當
中印象最深的是參觀那些在河上搭建的房子和面對面與大
澳的原居民傾談，近距離認識這裡的人和事。另外，品嚐
當地特色小吃的活動也很深刻，我有機會製作鴨蛋黃和磨
大豆，那是一個很特別、很新鮮的體會呢！

【活動推介】

1	 棚屋民宿體驗

1	 古廟考察

1	 出海捕魚

1	 耙沙白

1	 紅樹林實地考察

1	 參觀漁船

1	 參觀蝦羔廠

1	 客家茶果製作工作坊

1	 出海觀看中華白海豚

1	 搖栳活動

1

2

3

4

5

6

曬蝦糕

大澳—龍仔悟園

日落大澳

大澳工作坊老師合照

老師們在學織漁網

老師們在學曬鹹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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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學團的類別：

類別 舉例

語言 英語、普通話、日語等

興趣 足球、騎術等

體驗 山區、軍訓、歷奇訓練等

技能 資訊科技、多元智能等

職訓 化妝、廚藝等短期實習

文化交流 學術交流會、學生互訪等

特別觀光 太空基地、世博會等

（表1）

課程內容簡述：

1	領隊的專業操守

1	領隊的角色及職責

1	有效的帶團技巧

1	旅遊保險須知

1	旅遊健康

1	旅遊安全

1	帶領不同類別的
    興趣團

1	環保旅遊基本概念

1	出入境須知

1	相關法例

1	遺失證件的處理

1	突發事件處理

1	危機處理的個案研究
    與分析

1	急救講座

（表2）

到機場實習

領隊證樣本

課
外
活
動 

專
業
外
遊
領
隊 
培
訓
計
劃

朱惠玲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副主席 (小學)

除了課本知識外，透過親身體驗及經歷所獲得的
實境知識，不但能擴闊視野，更能提升學習的效
能。近年來，許多老師都需要負責帶領遊學活
動。遊學團的類別實在多元化	(見表1)，要策劃一個
具質素的遊學活動實不簡單，除了編排遊學課程
外，老師還要照顧同學的衣、食、住、行及身心
需要等。只要在任何一個細節上出現問題，都會
影響整個遊學團的質素。對於一位教育專業的老
師而言，設計遊學課程，擔當學習促進者的角色
並非難事。但要同時充當領隊工作，總會有點吃
力的感覺，始終領隊工作非老師的專業範疇。倘
若老師對領隊工作多一點認知，在領帶遊學活動
時，肯定能夠增加信心，讓遊學過程順暢一些。

有見及此，本會與東瀛遊國際遊學交流中心合辦
《課外活動專業外遊領隊培訓計劃》。課程由香
港旅遊業議會專業導師負責。參加的老師完成課
程後，經考試合格便可以獲取專業的外遊領隊資
格。專業領隊證有效期為三年，只要在有效期屆
滿前向議會申請，便可以獲得續證。議會發出新
證時，會同時派發外遊領隊參考書及光碟，確保
領隊能夠掌握更新的資料。議會還會開辦其他
長、短期的精進課程，讓領隊自我增值之餘，也
確保業界領隊的質素。是次培訓計劃更具特色的
環節，就是替老師安排到機場實習及由現職資深
領隊與老師交流，分享領隊工作的前綫經驗，更
難得的是分享不同情境的危機處理技巧及面對不
同背景及階層的團員的溝通微技巧。

《專業外遊領隊培訓計劃》已經連續多屆舉行，
今次的反應最為熱烈，為照顧老師的需要，今屆
開辦了兩班。參加者當中，有部份曾經修讀本會
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合辦中、小學課外活
動管理專業文憑課程或學生活動教育文學碩士課
程。他們都在上述課程中，曾經對「境外學習」
的課題作深入的探討，認同境外學習對學生學習
的興趣及成果產生了催化作用。他們都表示掌握
了境外學習背後的教育理論，外遊領隊課程提供
的訓練就是另一條實用的工具匙(見表2)，日後加上
帶遊學團的實戰經驗，期望為能夠為學生帶來一
次又一次難忘又充實的遊學旅程。這些經歷，是
一幕一幕的活動相簿，當中可能充滿歡笑，也可
能會流著眼淚，總之，對外面大世界所接觸的人
與事肯定永留心坎，是成長經歷的烙記。

實習後到九龍灣

大榮華酒樓午膳



課外活動問券調查研究初步結果 7

香港中學課外活動

概況分析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合
作，於2009年10月進行了《香港中學課外活動概況》
問卷調查，向全港四百多所中學發出問卷，並請各中
學負責課外活動的老師根據自身任教學校，填寫在
2008-09學年（尚未推行新高中課程）的課外活動情
況，希望藉此放眼全港，探究香港中學課外活動的生
態。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上次進行類似調查要追溯
到1988年及1993年，所以今次研究更可比對過往結
果，見証香港中學課外活動的變化及發展。此外，本
研究會持續進行，在來年（2011-12學年）新高中課程
全面展開時，本計劃會再次發出問卷，探討在新學制
下香港中學課外活動的發展情況。

本計劃在2009年10-12月透過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向
全港中學發出問卷，回收有效問卷總共103份，在此首
先感激各負責課外活動的老師抽空填寫問卷。現階段
本計劃會先抽選當中重要的發現藉著本通訊發表，當
完成整個三年的計劃時會出版完整的香港中學課外活
動報告。

問卷除了包括學校的基本資料(包括開辦年級、學校歷
史、收生組別及所在地區)，可劃分為課外活動的五個
不同面向：

一、	 社（縱向的結構）

二、	 學生會（或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

三、	 學生活動（包括學會、短期班或校外比賽）

四、	 學校其他活動（包括旅行、全方位學習日、水/
陸運會、境外遊學及歷奇活動）

五、	 課外活動的統籌及行政工作（包括規限學生參
加課外活動的數量、活動的評鑑、學會興廢及
課外活動組在新高中學制下的定位）

一、	社
本研究所指的「社」是指縱向結構(中一至中七)發展的
社，而非橫向的級社。社的組織源於西方國家例如英
國寄宿學校的社堂，學生在同一個社堂內像兄弟姊妹
共同成長，由年長的協助照顧年幼的，他們有自己獨
有的文化、語言、活動。

本研究發現（見表1.1），83%學校均有社的組織（有
填寫本項的學校總數=101），而當中又以把全校學生
分成四社的學校是主流（85%），但個別學校的例子
頗特別，將學生分成6-8個社（9%）。香港很少寄宿
學校，但卻把全校學生劃分若干個「社」。至於社的
劃分是為著行政方便，還是仍有由年長的師兄師姊協
助照顧年幼的師弟師妹的元素？還是只為了「傳統」
上有而繼續推行？值得同工深思。

社的數目 2社 4社 5社 6社 7社 8社 總計

學校數目 1 71 4 6 1 1 84

百份比 1% 85% 5% 7% 1% 1% 100%

表1.1   全校劃分社的數目

要維繫社員感情，很多時要透過社際活動。本研究發
現全部（100%）有社組織的學校都以此推行有社際比
賽元素的陸運會；其次受歡迎的社際活動是球類比賽
（91%），有個別學校甚至全年舉辨10次或以上球類
活動；社員大會（83%）和學術類比賽（62%）也有
相當多的學校舉辦。

至於「社際的比賽或活動由誰組織」方面，數據顯示
（見表1.2）有過半數學校仍未放心讓學生擔當重任，
研究發現社際活動由「老師籌劃」及「老師主導，學
生協助籌辦」分別佔5%及48%。這樣學生未必能有足
夠的機會去學會自主地籌辦社際活動。

老師			
籌劃

老師主
導，學
生協助
籌辦。

老師主
導，老
師從旁
協助。

學生			
籌劃

總計

學校數目 4 41 38 3 86

百份比 5% 48% 44% 3% 100%

表1.2   社際的比賽或活動的組織者

二、	學生會
本研究中學生會的定性為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當中
有兩層意義：首先學生會是涉及全校學生的組成。其
次是學生會應享有某程度的自治，是學校裏的「特
區」。在1988年及1993年的類似調查中發現全港中學
約只有一半擁有學生會，但本計劃發現全港在2008-09
學年已有91%（有填寫本項的學校總數=102）的中學
有學生會。這反映學校已十分接受這類組織，並期望
透過學生會達至某些教育功能。

本研究發現（見表2.1），學生會比賽或活動由「學
生籌劃」及「學生主導，老師從旁協助」的學校共佔
90%，這反映校方/老師對學生會幹事的信心很大，可
以放心讓他/她們去籌辦及組織活動。這亦表示學生會
能讓學生擁有高度自治的核心價值能夠得以彰顯。

老師			
籌劃

老師主
導，學
生協助
籌辦。

老師主
導，老
師從旁
協助。

學生			
籌劃

總計

學校數目 2 7 71 11 91

百份比 2% 8% 78% 12% 100%

表2.1   學生會的比賽或活動的組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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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學生會幹事會的選舉辦法（見表2.2）是另外一個反映學生會自治程度的指標。「全校學生一人一票直選內閣
制(選內閣)」（81%）是香港中學選舉學生會的主流方法。而無論選內閣還是選學生(合共93%)，由學生一人一票
直選才是真正由學生體現民主的最佳公民教育課節。

全校學生一人
一票直選內閣
制（選內閣）

全校學生一人
一票直選幹事
（選學生）

老師委任同學
成為幹事，幹
事互選職位

由老師										
全權委任

由若干校內組織自
動組成（例如領袖
生長、社長、學會
主席、班代表等）

其他方法 總計

學校數目 75 11 3 1 1 2 93

百份比 81% 12% 3% 1% 1% 2% 100%

表2.2   學生會幹事會的選舉辦法

除了社和學生會等全校性組織，學會及一些短期班都
是學校提供均衡教育的重要一環。本研究以學校有舉
辦及學生的投入程度（「很積極」+「頗積極」）計
算，發現體育運動（籃球、足球、排球、羽毛球、
乒乓球、田徑）仍是最受歡迎的項目，佔去首十位的
其中六席，與以往（1993年）的課外活動調查結果相
若。此外，在過往並沒有出現一些如「街舞」等活
動，現今卻有32%學校提供相關活動。

受歡迎次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活動項目 籃球 足球
圖書館 
服務

排球 羽毛球 乒乓球 田徑 美術 戲劇 歌詠團

百份比 93% 78% 77% 75% 75% 70% 65% 65% 65% 62%

表3.1   學生活動受歡迎次序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過往的課外活動調查並沒有提及
外聘導的情況，但本研究發現絕大部分全港所有學校
在2008-09學年都有外聘導師（83%），有學校只是
在西樂一項課外活動已外聘了十五位導師；此外，各
項球類活動及舞蹈訓練亦是各學校外聘導師的熱門選
擇。外聘導師無疑可為同學提供更專業的活動訓練，
也可減輕老師帶領活動的擔子，但同時亦會減少師生
間在活動的交流。在專業訓練+為校增光與師生共同
在活動中增加交流之間怎取捨，也值得同工深思。

本研究發現對於一些傳統學校的活動，例如旅行及水/
陸運會，並不是每所中學都會推行。在所有參與研究
的103間中學當中就只有85%的中學舉辦全校旅行；也
分別只有91%及40%的中學有舉辦陸運會及水運會。

在十多年前，很少有學校會舉辦全校性的「全方位學
習日」。然而在推行「教育改革」多年後，已有75%
（有填寫本項的學校總數=102）的中學在正式的上課
日舉辦這些跑出課室，並扣上「正規學習」的活動課
程。當中超過半數的學校（64%）於2008-09學年內舉
辦1至2天的全方位學習日；而有個別學校（9%）在這
方面相當進取，她們在學年內共舉辦了6天以上的全方
位學習日，其中有兩所學校甚至舉辦了10天全方位學
習日。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活動課程除了有特定的
學習目標和課程組織外，有些學校甚至有嚴謹的課程
評鑑（例如計算積分及公佈在成績表上）。不過如果
以這種規格來定位，這些活動課程又與傳統的「學科
課程」較為接近呢。

此外，境外遊學活動也幾乎在學校變成常規活動。
本研究發現在2008-09學年參與研究的103間中學當中
有79%中學曾經舉辦境外遊學，問卷中更有學校表示
因為2009年暑假前爆發人類豬流感而取消境外遊學，
否則此數字將會更高。至於境外遊學地點近則有內地

三、	學生活動（包括學會、短期班、校外比賽或校外機構為學校組織。）

四、	學校其他活動（旅行、全方位學習日、水/陸運會、境外遊學及歷奇活動）

珠三角及澳門；中距離則有東南亞地區例如新加坡、
柬埔寨及內地各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西安；遠至
北美、澳洲及歐洲例如加拿大、英國、西班牙、奧地
利也可發現香港中學生的足蹟。但當大家一窩蜂的安
排學生到境外遊學，各位同工怎樣安排旅程、食宿、
交通、保險問題？以至怎樣利用當地獨有的環境令學
生經歷有意義的課程？又還是把整個活動全盤委托旅
行社代辦？但怎樣挑選合適的旅行社作為合作伙伴？
都是同工可能在籌辦境外遊學活動要面對的問題。教
育當局除了編寫《境外遊學指引》，又可提供哪些協
助？還是同工都要先修讀協會舉辦的領隊導遊証書課
程？都值得準備籌辦境外遊的同工多加思考。

至於軍訓營或歷奇訓練營/活動也是現今中學經常舉辦
的活動，2008-09學年參與研究的103間中學當中便有
86%中學曾經舉辦軍訓營或歷奇訓練營。當中較多學
校以「學生個人成長」(80%)	及「領袖訓練」(72%)	為
活動目標，著力點似乎放在學生的正面培訓，多於作
為輔導	(37%)、改善學生行為	(30%)	及疏導學生精力	
(6%)	之用。不過與境外遊學情況相似，類似活動由老
師籌辦並帶領，還是外判給其他機構推行？當中歷奇
活動的質素及安全議題尤其需要各位同工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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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99%的學校（有填寫本項的學校總數
=101）表示不會把學生在課外活動的表現計算在學
生升班或編班的考慮。這種課外活動不計算學分的做
法，其實亦符合馮以浤（1988，頁1）指出「課外活動
是由學生團體或教育機構為培養學生的興趣和能力以
及向他們提供娛樂和進行教育而舉辦的各種不算學分
的活動。」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既然課外活動不計算
學分，學生在活動的表現又不會影響升留班，何不在
活動上多點「留白」，放手讓學生多點嘗試，讓學生
多點學習？

在另外一題關於「學會興廢」的問題上（見表5.1），
教師帶領學會的意願（72%）及校方（校長、副校長
或課外活動主任）的取態（66%）都是決定學會興廢
的最重要因素，此外，學生的活動參與程度（59%）
亦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值得一提的是，只有18%的學
校表示在決定學會興廢的問題會諮詢同學，這顯示學
生的聲音在這個議題上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但在缺少
學生聲音下，校方或老師是否都明白學生的興趣及需

學會興廢的機制		
(可選多過一項)

由校長、副校長
或課外活動主任

決定

視乎有沒有老師
肯擔任學會導師
來作決定

視乎有沒有一定
數量的學生參加
來作決定

會透過諮詢同學
意見	(例如問卷)
來作決定

會透過諮詢老師
意見	(例如問卷)	
來作決定

其他方法

學校數目 68 74 61 19 31 1

百分比 66% 72% 59% 18% 30% 1%

表5.1   學會興廢的機制

課外活動組定位
(可選多過一項)

同時統籌「其他
學習經歷」

歸入「其他學習
經歷」的組別

同時統籌「全方
位學習」等活動

課程

歸入「全方位學
習」的組別

仍然獨立運作，
統籌學會、社等
傳統課外活動

其他安排

學校數目 39 18 27 1 59 3

百分比 38% 17% 26% 1% 57% 3%

表5.2   課外活動組在學校的組織上定位

要？難怪學校總會有些學會或活動反應較為冷淡，不
受學生歡迎呢。

最後，本研究亦特別關注在新高中學制下，課外活
動組在學校的組織定位上將有何改變（見表5.2）。
57%的學校表示課外活動組仍然是「獨立運作，統籌
學會、社等傳統課外活動」；亦有不少學校的課外活
動組同時統籌「其他學習經歷」（38%）及同時統籌
「全方位學習」等活動課程（26%）。有少部分學校
的課外活動組歸入「其他學習經歷」的組別（17%）
及「全方位學習」的組別（1%）。這不但反映課外
活動組與「全方位學習」的組別及「其他學習經歷」
的組別將會產生組織上的互相從屬或互相交織，而課
外活動組老師很多時也無可避免要參與或統籌這些組
別，這會否令既有課外活動的一些核心價值例如「不
計算學分」、「留白」、「學生為本」等被淡化？課
外活動組又會否被邊沿化、被吞併；還是會茁壯成
長、發展出新的形態？本研究會繼續追踪。

　 0.5日 1日 1.5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或以上 總計

學校數目 1 31 1 17 6 4 9 7 76

百份比 1% 41% 1% 22% 8% 5% 12% 9% 100%

表4.1   學校於正式上課日舉辦全方位學習日（或類似的活動課程）的日數

活動目標
(可填多於一項)

學生個人成長
作為輔導學生的
切入點

領袖訓練 疏導學生精力 改善學生行為 其他

學校數目 71 33 64 5 27 1

百分比 80% 37% 72% 6% 30% 1%

表4.2   舉辦軍訓營或歷奇訓練營的活動目標

五、	課外活動的統籌及行政工作

參考書目：

馮以浤（1988）。《課外活動研究》。香港：廣角鏡。

馮以浤等（1994）。〈香港中學課外話動調查報告〉。載陳德恆（編），《課外活動：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十週年文集》

（頁67-99）。香港：廣角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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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介紹—戲刻教育10

近年，香港的戲劇教育逐漸得到重視，不少學校除以
戲劇訓練作為課外活動外，更將戲劇教育融入課程
中。然而，在實踐戲劇教育的路途上，不少老師都感
到困難，尤其在設計課程方面，因此，本期專題重點
放在「戲劇教育」的課題上，希望透過老師的經驗分
享，讓大家對設計戲劇教育課程有進一步了解。

是次專題邀請了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戲劇教育科科主
任師莉老師接受訪問。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自2002以
來已推行「薈藝教育」，透過戲劇訓練加強學生溝通
能力，提升自信。直至2007年，戲劇課開始列入常規
課程中，目的希望藉著戲劇訓練，貫徹幫助學生全人
發展的目標，同時又能提升新一代的文化藝術修養。

師莉老師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曾經
在北京大學、澳門大學擔任講師，亦曾為美國阿利桑
納大學、香港教師戲劇會擔任導演，對於戲劇教育，
師老師自有一番心得。在她的帶領下，仁濟醫院王華
湘中學的戲劇組於香港戲劇節中獲得不少獎項，包括
最佳導演獎、最佳編劇、最佳男、女演員、最佳舞台
效果、最佳團體合作獎等，成績有目共睹。學生在校
對戲劇的熱愛有增無減，無論是演戲、演唱至幕後工
作，學生都投入參與，可見，學校提供的戲劇課程已
在學生心中種下了一株小樹苗。

課程內容 目的 評估

中一 基礎訓練 開發舞台創造力、能模仿生活
中的「情感」

按不同身分、對象、情景，以
不同語氣表達同一句說話。

認識戲劇作品的「衝突」點，
引導學生思考劇作品的最高任
務，提升評賞能力。同時希望
學生透過編寫劇本，能設計出
戲劇的衝突點。

透過不同的劇作，讓學生與世
界交流，了解戲劇作品的「最
高任務」，即劇作品的「中心
思想」。

小組表演
每組須按規定情景，自編劇
本，以表情、肢體語言為主要
交流工具，少用語言，學習如
何表達生活中的「感覺」

中二 認識希臘悲劇特點

命運悲劇—
認識希臘著名三大悲劇劇作家

讓學生初步認識「悲劇」，對
當時的「神」有所認識。

學生自編劇本，演繹一段悲劇 
或
演一段「祭拜」儀式， 

性格悲劇—
研讀莎士比亞劇本的台詞

透過莎士比亞的劇本的可讀
性，提升學生的文學修養。

學生節錄莎士比亞的台詞，以
對白或獨白形式朗讀。

社會悲劇—
研讀易卜生劇作。

易卜生作品較接近生活，透過
討論刺激學生思考，以編寫劇
本帶領學生學習如何寫作。

學生欣賞易卜生作品後，討論
問題。然後自行編寫劇本。

推行戲劇教育的精神—

綜合能力、情感價值的教育

「無論是文字、演繹、導演、合作、燈光，在戲劇訓
練中都能包涵了﹗」師莉老師表示希望通過戲劇訓練
全面提升學生的綜合能力，讓他們獲得全面發展。同
時，在學校推行戲劇教育，有助學生提升個人精神修
養，透過欣賞不同地方、類型的劇作品，開闊視野，
最後希望能幫助學生建立情感價值。

課程理念—

「即使學生不能演都懂得欣賞戲劇」

師老師表示，香港是一個東西文化會萃的地方，可是
學生很少機會接觸藝術，所以設計戲劇教育課程內容
時，師莉老師會引入西方藝術與其他各地方的藝術，
加以比較，培養學生欣賞藝術作品，令學生能達到最
終目標——品評藝術作品。

就以初中課程為例，師老師都著重學生對戲劇的初步
認知，透過不同作品的比讀，提升他們的評賞能力，
課程中更著重實踐的部分。每個教學重點都會配合一
項學生活動，學生或演戲，或獨白，或對白，務求
讓學生能體驗每一種情感，從生活當中尋找文化的養
料。以下是初中課程舉隅：

專題介紹— 戲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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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教學環境是成功的要素

師莉老師表示在戲劇教學上，要做到下列三點，教學
的成效更能彰顯：

1.	 場地		 —	須有一個固定，可供排練、訓練的
教室。

2.	 師生比例	—	宜分小班，約20人為一組，分兩
組，由兩位教師教授。

3.	 教師	 —	須有好的表演力，為學生作好的示
範，以演技吸引學生，讓學習更加
專注。

戲劇教育與新高中的中文科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於新高中中文科開設「戲劇工作
坊」為選修單元，設計單元時，師老師表示會考慮課
程內容的「社會性」、「實用性」，希望有助學生日
後的工作發展。選修單元內容以戲劇的構成元素為主
軸：戲劇開端、情節、結局、戲劇藝術的重要概念(即
人物、性格、動作、語言和衝突)，然後以不同國家、
類型的戲劇作品為例子，藉此學生能從更寬廣的角度
看構成戲劇的元素，提升他們的評鑒能力。最後，當
學生初步掌握戲劇的主要元素後，單元的評估以學生
創作為主線，希望學生透過創作鞏固所學，學習戲劇
知識的同時，透過編寫劇本工作，能轉化至訓練學生
的寫作能力。

師莉老師 簡歷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戲劇教育科	科主任

北京大學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畢業生

曾任北京大學藝術系講師、北大劇社總導演

1

2

1

2

CATS 全體演員合照

透過戲刻演出，同學能加強三語的說話能力，並增強自信



特色學校介紹—孔聖堂中學 定向隊12

孔聖堂中學定向隊負責老師，曾多次代表
香港參加世界野外定向錦標賽、世界青少
年野外定向錦標賽、全國體育大會及全國
定向越野錦標賽等大型賽事，並於2002年
奪得全國定向越野錦標賽女子短距離賽亞
軍。現於孔聖堂中學擔任科學科主任及生
物科老師，閒時帶領學生參加本地及國內
的定向比賽。

眾學生：孔聖堂中學定向隊核心隊員

核心隊員包括孔聖堂中學定向會創會會長
羅善全及其他曾在公開比賽得獎的學生，
他們分別曾參加全國學生定向越野錦標
賽、兩岸四地定向越野錦標賽、香港排名
聯賽及其他大大小小本地賽事。代表作是
2009/2010學界分區野外定向錦標賽港島
區男子甲組冠軍。

蘇老師：你是如何開始參加定向的？

眾學生：

◎	因為你叫我參加學界比賽，所以開始
了！

◎	朋友介紹，玩過覺得好玩就玩。

◎	在入學迎新會時在校內玩了一場小型定
向，對於「看圖尋物」很感興趣，漸
漸迷上了﹗

蘇老師：你認為定向是什麼活動？

眾學生：

◎	我認為是智慧型的活動，定向與跑山不
同，因為定向要動腦筋﹗	我要在山上定
出自己的位置和尋找最快路線去下一
個目標，這個很考人的智慧！

◎	我認為定向是磨練意志力的活動，在
風雨中仍能頭腦清晰地分析當下的狀
況！

◎	我認為定向是提升思維的活動，定向過
程中有明確的目標，還要思考到達目
標的路線！

蘇老師：定向帶給你甚麼？

眾學生：

◎	壯健的身體及充實的生活！

◎	定向使我變得聰明，讓我結識更多朋
友！

◎	在二人組隊的比賽中，帶給我互相信任
的經驗和感受！

◎	黑夜定向給我訓練勇氣的機會！

◎	讓我學會看地圖！

◎	讓我激發自己的潛在能力，增加我的鬥
志及自信！

◎	讓我為自己定下明確的目標，每一次
比賽後都會好好反思，改善自己，還
要做其他人的榜樣，讓他們跑得好過
我！

◎	當然是無限樂趣﹗

蘇老師：你如何協調定向、學業及其他活
動的時間？

眾學生：

◎	定向一星期只有一次，如果來得密集的
話，我會查看時間表，看哪天與定向
日期相撞，就把那天的活動取消，參
加定向！學業方面，只要上課努力聽
書，回家溫習就不成問題！

◎	我有一本行事曆，清楚將要做的事情
分配得妥妥當當，好像星期日進行定
向，完成充實的一天後，回家便會安
穩睡覺，所以沒有協調問題！

◎	平時上學努力讀書，放假便去定向，沒
有定向便去做義工！

◎	早上去定向，晚上溫習，時間協調得剛
剛好！

◎	如果有一天定向、學業及其他活動都參
加了，我會選擇學業！因為有了學業
以後還有更多機會參加定向，讓定向
的人生一直延續下去！

蘇老師：希望你們都學業進步、身體健
康！輸贏並不重要，最重要是享受定向
活！

註：野外定向是一項源於瑞典的運動，由於北

歐地區地勢平坦、樹林覆蓋面積大，而村落之

間只有隱約的小徑相連。村民為方便穿越樹

林，便繪製地圖分辨方向。這種技能漸漸演變

成一項鬥智鬥力的「看圖尋物」活動。

孔聖堂中學 定向隊

師生四問四答
蘇老師：蘇穎敏老師 

看圖尋物，尋的就是橙色白色的標點，利用電子控制

卡記錄到達的時間

為了提升比賽成績，隊員都參加了香港野外定向總會

舉辦的訓練班

在學界比賽中得到獎杯！連古校長(左一)都來出席頒

獎禮！

1

2

3

於聖誕假期到番禺參加兩岸四地定向公會賽，任新樑

同學(右)奪得標準距離賽的第五名及優秀運動員獎

在全國學生定向越野錦標賽中全力以赴，表現自信一

面

在學界比賽中得到個人獎項

隊員李英健完成賽事，正下載電子控制卡記錄的成績

4

5

6

7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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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 2011年2月26日 (星期六)

時      間 ： 9:00am - 4:00pm

地      點 ： 印洲塘海岸公園

行      程 ： 馬料水專船往返荔枝窩

集合地點 ： 8:30am 港鐵大學站(巴士站出口)

形      式 ： 以老師Pre-Trip手法，示範及介紹走進海岸公園的教育活動

主要景點 ： 遠眺香港古老岩層 - 黃竹角咀，印洲三寶的獨特地貌及典故，泥灘生態，自然步

道，風水林，空心樹，五指樟，客家圍村等。集合地質、生態及文化元素，適合學

生進行考察活動，了解設立保護區的保育工作。

特      點 ： 全程分多個景點，參加者將獲派圖鑑用作辨認生物，景點資料咭作導賞用，學生工

作紙作延伸學習

收      費 ： $250 / 位 (30位計)

費用包括 ： 船費、導師費2名(30人計)、辦認用圖鑑(初中程度)、導賞資料講稿、學生工作紙及

答案、行程及安排行政文件、參加者旅遊保險

膳      食 ： 由參加者自備，村內有茶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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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  暨  協會2010年度會員大會

前輩匯聚談活動：今昔與未來

印洲塘海岸公園生態遊工作坊

日      期 ： 2010年12月11日（星期六）

時      間 ： 上午9:00 – 下午12:30

地      點 ： 香港中文大學利黃瑤璧樓2號演講廳（請參閱附圖）

對      象 ： 中、小學校長/副校長/課外活動主任/

 新高中課程/其他學習經歷/學生學習概覽統籌主任

程      序 ：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09:15 登記/報到

09:15-09:30
致歡迎詞及致送紀念品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  盧乃桂教授

09:30-10:15
專題論壇：「前輩匯聚談活動：過去、今昔、未來」—
創會顧問馮以浤先生及本會專業發展顧問

10:15-10:30 答問時間

10:30-10:50 2010年度會員大會

10:50-11:00 茶點

11:00-11:20 「中小學學生活動管理專業文憑課程」啟動禮

11:20-11:40 學生活動教育文學碩士課程校友會啟動禮

11:40-12:00   《香港中學課外活動概況》問卷調查報告

12:00-12:30 總結及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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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出版新書訂購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負責老師姓名：                                        收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負責老師姓名：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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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購日期：

     (a) (b) (a) x (b)

訂價
(HK$)

折實價 
(HK$)

郵費
(HK$)

折實價
連郵費
(HK$)

訂購數量
(本)

合計
(HK$)

《學生活動風險評估與管理》 $50 $40 $8.2 $48.2
《課外活動：探究與管理 - 香港課外活
動主任協會20週年文集》

$80 $64 $16.4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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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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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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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