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環保 緊貼教大資訊
誠邀您登記/更新電郵地址及流動電話號碼

為了讓您緊貼教大資訊，同時支持環保，以及符合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指引，我們誠邀您
登入網址(www.eduhk.hk/aado/reg/)遞交資料，讓
我們能保持緊密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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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訊之網上英文版即將推出，請密切留意
www.eduhk.hk/aado之報導。

We are almost ready to unveil the English 
version of our Magazine at www.eduhk.hk/aado. 
Please stay tu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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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界定，香港特殊教育的
目的，是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提供適當
的教育，以幫助他們像常人般發展潛能，
使他們成為社會上一個有自立能力並能適應
環境的人。

今期，我們訪問了三位校友，他們各自在
特殊教育中都有突出的貢獻。陳卓琪校友
年幼時患有學習障礙症，其後她受到恩師
啟蒙，逐漸增強自信心，憑毅力完成課程。
為了填補教育空間，陳校友開設了一間專
收有學習差異的學生的補習社，以過來人
身份教導學生及為他們製作適合的教材，冀
能如恩師般以生命改變生命。李岳駿校友
在教大修讀期間，參加了一個與特殊學習需
要有關的專題計劃，有機會接觸到特殊學校
的學生，令原打算畢業後到主流學校任教的
李 校 友 ， 自 此 便 立 志 投 身 特 殊 教 育 。
李校友的成績更在短時間內得到認同，
他獲頒「表揚教師獎」及「國際傑出電子
教學獎」。林浩文校友小時候是一名頑童，
以捉弄人為樂。當時大家對特殊教育認知
不多，其家人沒有察覺他的根源問題。直至
中五時，林校友有一次闖了禍，被警察逮
捕，林校友遂決定「痛改前非」。其後，
林校友修讀教大特殊教育課程時，始認識到
自己是個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人。既然是過
來人，林校友決定以自身經驗，貢獻於特殊
教育。

我們希望透過今期專訪，讀者能對特殊
教育有多一點認識，並如同這三位教大校
友般，給予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多點關愛，
發掘他們的強項，幫助他們建立自信心及
自我形象，使他們能發揮潛能，貢獻所長。

「友」貢獻 @ 特殊教育

Courtesy: Interaction Institute for Social Change | Artist: Angus Maguire

interactioninstitute.org and madewithang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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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恩師　改變自己

陳卓琪校友小時候受到讀寫障礙影響，學習事倍
功半，並且很抗拒上學，直至她遇到人生中一位
重要的老師，令到陳校友徹底改變，變得喜歡
上學，每天也期待上課。究竟這位恩師做了什麼
呢？陳校友說：「張老師幫助我找到自己的強項─
運動，她令我明白到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強項，可
以發光發熱，貢獻所長。」

陳校友自此便變得喜歡上學。話雖如此，陳校友的
學習過程比其他人花上更多氣力。舉例說，其他人
背誦幾次便可牢記生字，但陳校友需要運用視覺和
動覺技巧，以故事串連，才可認讀一個生字。又例
如唸大學時做報告，其他人可能只需要兩、三個小
時便可，但陳校友會利用心智圖(mind map)，將想
法組織得更緊密，花數倍時間去完成。凡此種種，
陳校友學習之路殊不簡單，其優異的成績更突顯她
的堅毅及努力。陳校友說：「要不是遇到恩師，我
的人生不會有這麼大的轉變。」因此，她報讀教大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希望成為老師，如她的恩
師一樣，正面影響其他人的人生。

多管齊下　幫助學習障礙學童

陳校友希望社會可多管齊下，協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
學童。在學校方面，她希望老師理解這些學童未必能夠
自己學懂抽象的概念，例如文章中的介詞(例子：of)或
冠詞(例子：the)，需要多加解釋以助學童理解整篇文
章，及發掘他們的強項以增強其自信心。老師培訓方
面，陳校友認為除了教授理論外，還需要教授老師學童
的學習技巧，使學童能掌握及運用技巧於每一學科上，
克服障礙，學習知識。至於公眾層面，陳校友希望大眾
能夠多與已在社會工作的讀寫障礙人士溝通，了解他們
的強項及需要，讓他們能貢獻所長。

開設教育中心　填補教育制度的空間

陳校友曾任教主流學校、國際學校及特殊教育中心，逐漸體會到教育制
度有一個需要填補的空間。她表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一般到治療
性中心上課，但大多數集中於言語治療及小肌訓練；而在學術層面上，
若家長帶子女到補習社，純粹作機械式操練，不單沒有幫助，更會適得
其反，令子女更厭倦上學。身為過來人的陳校友深明他們的困難，遂於
2013年成立了一所特殊教育中心，專為讀寫障礙的學生提供服務，以填
補這個教育制度的空間。

陳校友坦言，起初她以老師及讀寫障礙過來人的想法經營這中心，曾面
對不少困難，而當經營下去時，開始投入管理層的角色，便發現要擁有
多元的思維，明白各持份者(stakeholder)的想法之重要性，而如何將自
己的信念傳揚出去，使其信念獲得更多人認同也同樣重要。

在設計教材時，陳校友也會著重問題的質素及發問的方法。重點是，
陳校友認為教育應是教曉小朋友相關概念，再以工作紙反映學童所學。
因此，在製作教材時，陳校友會考慮問題內容、程度及頻率，以反映學
童真實學習情況。

教大學習　獲益良多

在教大唸書時，陳校友最大的得著來自實習課。她說：「我曾
到主流學校及國際學校實習，再比較自己小時候的學習方式，
就分析到兩類學校教學法的優劣之處，也分析到那些教學法對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更有利。」此外，教大教授的新穎教學
手法，令她得到啟發。陳校友說：「以創意舞蹈為例，教授利
用提問及體驗式學習，令我由不懂舞蹈，到自己創作舞步，再
教學生運用他們的強項去創作舞步，這個教學法由傳統的『老
師為本』轉到『學生為本』，我覺得很『神奇』！」

克服讀寫障礙
創出新天地

陳卓琪校友年幼時被診斷有讀寫障礙，總覺得讀書
很辛苦，每到讀書時不但會哭、甚至焦慮得把鉛
筆弄斷及拉扯自己的頭髮。陳校友其後受到恩師
張嘉敏老師的啟蒙，逐漸增強自信心，再運用不同
的方法克服了學習障礙，憑毅力一步步完成學業，
並在香港教育大學(教大)修畢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
程。為了填補教育制度的空間，陳校友開設了一間
特殊教育中心，專為讀寫障礙的學生提供服務。她
以過來人身份教導學生及為他們製作合適的教材，
冀以生命影響生命。

專訪 「友」貢獻 @ 特殊教育 專訪 「友」貢獻 @ 特殊教育

陳卓琪校友(中)

陳卓琪校友(後)運用視覺及觸覺技巧，幫助學童認讀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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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於特殊教育

在大學三年級時，李岳駿校友參加了「專題
計劃」，需要為輕至中度的特殊學童設計
「購物智叻星」課程，教授他們買東西流程
及幫助他們實踐。這個「專題計劃」讓李校
友接觸到智障、自閉，以及注意力不足過動
症的學童。過程中，李校友須要教導特殊學
童所需知識及技巧，使他們日後能夠在無需
他人協助下而能夠於社區中自己買東西。經
過十多堂的教導，特殊學童在最後一堂的實
踐堂中，在真實環境中完成指定的購物任
務。這種助人成功的感覺，使李校友立志於
特殊教育。

其後，李校友在學校實習時，與一名有特殊
教育需要、行為稍為笨拙的學生談論升學問
題。言談間他了解到這名特殊學童的內心世
界和需要，以及嚮往升讀的中學。這次談話
使李校友更加確定於特殊教育專業發展的志
向，決心提升特殊學童的自理及學習能力。

獲委重任　貢獻所長

畢業後，李校友獲得一所特殊學校聘任。有賴於過往成功的特殊教育
經驗，李校友獲校長提攜，出任「生活教育課」科主席，負責編寫
一個協助學生應付於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新課程，冀提
升特殊學童於實際生活的執行能力。在短短半年間，李校友的教學能
力和用心得到了認同，得到任職學校推薦，獲得由敬師運動委員會
頒發「表揚教師獎」加以表揚。李校友進而又推動電子學習，通過
不同的學習模式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李校友除了建立「恩慈電視
台」，讓學生於YouTube收看學習影片，以鼓勵學生自學，還製作
了「恩慈原創學習Apps」(一套共24個Apps的電子學習教材)，供各
學科使用，而這些應用程式更可在App Store和Play Store下載。這些
應用程式不但可以擴展至其他學校使用，惠及更多學童，更加可作
為共用資源，建立分享文化。而李校友亦因這套電子學習教材增添
榮譽，獲得香港大學頒發「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言而有愛　對特殊學童有要求

李校友表示，對特殊學童要言而有愛，切勿因為他們有特殊教育需要而對他們的學習或行為沒有要求。作為老師，
李校友不會以照顧者的心態對待特殊學童，反而對他們有要求，期望他們日後有自理能力，並幫助他們建立自信心
及自我形象。

堅毅及持之以恆不可缺

李校友表示，教導特殊學童需要堅毅及持之以恆。他說：「就算教他
們一次未明，教兩次未懂，也不要緊，千萬不要氣餒。因為教導方法
是對的話，教導多次後，特殊學童自會學懂。」以上述「專題計劃」
為例，李校友運用了三種方法，教導特殊學童辨認一元硬幣及進行實
踐。首先，他會在特殊學童運用多感官教學策略，著學生辨認「一
元」硬幣，透過潛移物化，使學童對「一元」有初步概念；其次，他
透過「寶箱尋錢」活動，要求特殊學童從一堆雜物中，找出「一元
硬幣」，幫助他們辨認錢幣形狀及所代表的幣值，寓遊戲於學習；第
三是課程設計要生活化，將特殊學童所學知識連繫生活。所以李校友
曾辦「模擬小賣部」及要求學童於真實的超級市場環境中，按他們能
力購買不同價目的東西，實踐所學。

一次經歷　立志投身特殊教育
李岳駿校友畢業於香港教育大學(教大)，主修小學教育。在修讀期間，他參加了由利希慎基金支持、
教大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舉辦的「提升準教師教導特教生能力專題計劃」(下稱「專題計劃」)，
有機會接觸到特殊學校的學生。原打算畢業後到主流學校任教的李校友，自此便立志投身特殊
教育，到特殊學校任職教師。在李校友完成課程的實習科後，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志向。畢業後，
李校友成功獲聘，在一所特殊學校任教，更在短時間內得到認同，得到任職學校推薦，獲得由敬師運動
委員會頒發「表揚教師獎」，以及香港大學頒發「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專訪 「友」貢獻 @ 特殊教育 專訪 「友」貢獻 @ 特殊教育

李岳駿校友(左)

李岳駿校友(左)得到任職學校推薦，獲得由敬師運動委員會頒發「表揚教師獎」加以表揚，並於頒獎典禮當天，從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右)
手中接過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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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過來人身份　貢獻於特殊教育
林浩文校友(Human Sir)小時候是一名頑童，以捉弄人為樂，曾以每天弄哭一個女同學為
「目標」。當時，林校友家人對特殊教育認知不多，沒有察覺他的根源問題，只以打罵方式管
教林校友。直至中五時，林校友有一次闖了禍，被警察逮捕，媽媽隔著電話痛哭。林校友那時
才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傷透了家人的心，遂決定「痛改是非」。其後，林校友入讀香港教育大學
(教大)特殊教育課程，始認識到自己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人。既然是過來人，林校友決定以
自身經驗，貢獻於特殊教育。

想做便做 沒有顧及後果

林浩文校友自幼便很調皮，常以捉弄他人為
樂。林校友說：「小時候想法很簡單，想到便
做，從不考慮後果。」有一天，林校友的父母
外出工作，委託他姑姐照顧林校友。他的姑姐
教導林校友「不要玩火」，惟他抱著「你不讓
我做，我便愈要做」的心態，隨手便拿起紙張
燃點著，並把火球從家中扔下樓，燒著了樓下
鄰居的衣物！結果是家人給林校友來一記「藤
條炆豬肉(用雞毛掃體罰)」。

被警察拘留成轉捩點

當時，社會及家人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認知不多，根本沒有想過
林校友的「頑皮行為」與過動症有關。林校友如是者在「頑皮行
為」及家人打罵管教互相交替下成長。直至中五時，林校友因涉
偷竊被警察逮捕。在警署拘留期間，林校友因不獲與家人見面，
體會到失去自由的痛苦，再加上媽媽隔著電話一面痛哭，一面問
林校友「為什麼要偷東西？」，林校友才體會到家人其實一直關
心自己，知道自己的行為傷透了家人的心，於是被警察拘留了一
晚後，決定痛改前非，開始思考人生及以後如何過日子。

「痛改前非」後的林校友並沒有立即找到人生發展的方向。他先
是修讀酒店管理，及後又在物流公司任職客戶服務員。當時，
林校友的腦海也曾浮現過當警察或教師的想法。他認為，警察只
能於人犯事後拘捕他們，相反，老師可以在人犯事前循循善誘，
幫助人走向正軌。因此，林校友決定選擇踏上教師之路。

以過來人身份 投身特殊教育

林校友在教大修讀特殊教育課程期間，
遇到兩位恩師─吳卓穎博士及譚麗娟
博士。她們均察覺到林校友有過動症的
徵狀，林校友最後亦確診有注意力不足過
動症。兩位恩師遂給予林校友鼓勵、幫助
及治療。林校友在教大期間也得到機會，
開始公民教育之路。過去數年，林校友
由教大的講座開始，發展至不同媒體如
報章、電台及公開講座等，以過來人身
份，向公眾分享經歷、教授過動症的照顧
技巧，以及向有需要的家長及小朋友給予
鼓勵及支持。如時間許可，林校友更會為
個別家長或孩童提供相關輔導。

在任教的群育學校裏，作為過來人的林校
友，充份理解學生的情緒及行為。林校友
有一名學生，他生性暴躁，容易動怒，有
很多行為問題。林校友發現他喜歡踢足
球，於是便與他一起踢足球，逐漸建立互
信。早陣子，那位學生因事而情緒爆發，
作為班主任的林校友一面攬著他，一面
呼喚「我是Human Sir」，幫助他冷靜下
來。事件過後，那位學生知道自己因發脾
氣弄傷了其他人，感到很內疚，經過反省
主動向林校友道歉。雖然林校友在處理事
件時，被該學生弄傷了，但見到學生由中
一時情緒容易爆發，發展到中四時會自我
反省，儘管四年不是短的時間，但見到學
生有進步，林校友的耐心教導終獲回報。

展望未來，林校友希望透過自身分享，提
升公眾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認知及幫助
有需要的人，也希望發揮社團組織力量，
關心現時被社會忽略的成年或年長注意力
不足過動症患者。

專訪 「友」貢獻 @ 特殊教育 專訪 「友」貢獻 @ 特殊教育

(上) 林浩文校友於教會活動中，分享經歷。
(中) 在教會週年晚宴上，林浩文校友獲得獎項，以表揚他在教會持續不斷的參與及貢獻。
(下) 林浩文校友畢業於教大特殊教育課程，以過來人身份幫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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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書法工作坊

校友及拓展事務處於2018年7月28日舉辦「西洋書法工作坊」，邀得
校友英文瀚先生擔任導師，介紹西洋書法技巧。當天一眾教大校友與
友好全神貫注地研習書寫優雅的西洋字體，度過一個充實的下午。

聖誕九擔租賞紅葉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校友及拓展事務處與教育學院畢業同學會攜手合
辦的「聖誕九擔租賞紅葉」已於2018年12月25日順利舉行。當天在教育
學院畢業同學會樂活組幹事馬伙根校友帶領下，一眾教大校友及友好暢
遊大埔烏蛟騰、九擔租以及新娘潭等地方欣賞大自然景色，並且認識多
種紅葉的品種，度過一個豐盛的上午。

教大「煮」意系列

校友及拓展事務處(本處)於2018年9月及12月分別舉辦了兩場烹飪
工作坊。在信興廚藝中心導師指導下，跨越多屆的校友及友好製
作多款節日食品，過程中洋溢著歡笑之聲。

教大「煮」意系列活動 日期 製作食品

造型月餅工作坊 2018年9月8日 奶黃月餅和香芋酥

聖誕威靈頓牛柳及
橙酒鮮果雪糕焗雪山
工作坊

2018年12月1日 聖誕威靈頓牛柳及
橙酒鮮果雪糕焗雪山

另外，本處非常感謝多位出席工作坊的校友慷慨解囊，即場捐款
予香港教育大學，支持成立助學金，幫助有需要的學弟學妹。
本處希望大家踴躍捐輸，成立更多助學金，幫助有經濟困難的學
弟學妹。

       支持教大： 

校友及拓展事務處推出新網頁

校友及拓展事務處已推出全新網頁，讓校友更容易瀏覽大學最新消息、校友活動資
訊、校友優惠及校友會訊息。此網頁支援使用流動裝置瀏覽，讓校友隨時隨地緊貼
大學及校友資訊。

網址：www.eduhk.hk/aado

伸展治療瑜伽班

校友及拓展事務處於2018年8月23日舉辦
了「伸展治療瑜伽班」，邀請專業的導師
教授瑜伽的伸展及呼吸技巧。一眾校友及
友好透過一系列的伸展動作學習放鬆肌
肉，令身心回復平衡。

08 09



學位頒授典禮 學位頒授典禮

與應屆畢業生分享喜悅

在香港教育大學第二十四屆學位頒授典禮進行
的兩天，校友及拓展事務處(本處)在D3座平台設
置攤位，恭賀應屆畢業生。為與眾同樂，本處
特別製作室外巨型裝置、氣球、相框及特別的
紙牌，供畢業生拍照之用。本處今年更一連兩
天特設相片即影即有服務，讓畢業生即時與友好
分享畢業喜悅。活動相片及花絮已放於教大校友
Facebook專頁內。

10 11

2018年11月16日
相片

2018年11月17日
相片

錄像

想重溫當天喜悅？
請掃瞄右邊的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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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百強校友新書發佈會

葛量洪教育學院校友會主席李百強先生(筆名：
李天弼)為本港粵曲名唱家及粵曲唱腔研究學
者。他於2018年8月31日舉行其新書《粵曲通識
─唱腔研習之路》之發佈會。全書包括四大篇：
唱腔縱橫、名曲細賞、講座交流、名家經歷，文
章共六十六篇，並輔以光碟錄音作示例，以助欣
賞及理解。

鄉師同學會會員大會

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鄉師)同學會於2018年6月27日舉行會員大會，並於會後舉行聚餐。香港教育大學(教大)
校長張仁良教授及一眾教大同仁應邀出席。席間，鄉師同學會主席鄺啟濤博士致送一副對聯予張仁良教授。這副對聯
不但意境浪漫，而且蘊含張教授伉儷的名字！在此本校感謝鄉師同學會對教大同仁的款待，以及對教大持續不懈的支
持！

校友專訪

音樂創作與教育之路 — 梁智軒博士

音樂可以陶冶性情，提升個人修養。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梁智軒博士對音樂與教育的熱誠，不僅為自己帶來多個香港及國際獎項，更藉著對
音樂創作的天份，開拓年輕新一代對音樂的看法，為香港音樂發展貢獻力量。

唱出精彩 — 羅寶欣校友 (右二)

表演藝術可培養年輕人的自信心，建立自我形象；通過表演，可讓自己與自己的
身心對話。從小開始對表演藝術充滿熱情的羅寶欣校友，多年來培訓了多個合唱
團，2014年更成立WAO! Singers合唱團，以新穎的表演形式，在香港各區散播音
樂種子。

春風化雨暖人心 — 吳仰明校長

教育，經歷時代巨輪的洗禮，轉變之快令人咋舌。社會環境的轉變、經濟形勢的交
替，同樣影響到整體教育的面貌。教與學雙方的人物、角色、定位，每分每秒都在
演變。吳仰明校長認為，教學熱誠當然是支撐教師的重要元素，而更進一步的是—
教學相長。

12 13

左起：李百強校友、郭麗英校友與校友及拓展事務處處長姚美玲博士

鄉師同學會主席鄺啟濤博士（前排右四）、教大校長張仁良教授（前排右五）與眾人合照

請掃瞄二維碼
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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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校長頒發嘉許狀予亞運獎牌運動員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校長張仁良教授於2018年9月4日向六名獎牌運動員頒發嘉許狀，以表彰他們於本屆亞運中的超卓
表現。他們分別為金牌得主歐鎮銘(壁球)、郭柏雅(欖球)及石偉雄(體操)；銅牌得主周義評(賽艇)、蔡韻瑜(空手道)及
李清韻(乒乓球)。

本屆亞運香港派出龐大的代表團遠赴印尼雅加達參與多個項目，其中46人來自教大(即本校學生或畢業生)。當中
石偉雄、歐鎮銘及李慧詩(單車)一口氣取得5面金牌(港隊共奪8面金牌)，連同其他教大運動員取得的4銀4銅的佳績，
本屆亞運他們共為香港取得13面獎牌。

恭賀李慧詩校友及朱子穎校友

香港教育大學李慧詩校友及朱子穎校友獲得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選為二零一八年度
「十大傑出青年」。李校友在體育項目的努
力和成就，及為年青一代樹立良好榜樣而獲
得表揚，而朱校友在教育界的承諾和貢獻令
他獲得殊榮。校友及拓展事務處同仁致以衷
心祝賀！

《運動員的雙行道》新書發布會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於2018年12月3日舉行《運動員的雙行道》新書發布會。書中詳述12位教大精英
運動員如何兼顧學業與體育發展，成就文武雙全的「雙軌人生」。

《運動員的雙行道》由教大健康與體育學系策劃，受訪者包括現職及退役運動員：分別為三屆亞運金牌
得主黃金寶先生、前世界單車冠軍郭灝霆先生、亞運金牌得主石偉雄先生（競技體操）、歐鎮銘先生
（壁球）、駱坤海先生（賽艇）、鄭國輝先生（滑浪風帆）；亞運銀牌得主葉姵延小姐（羽毛球）、
陳枷彣小姐（空手道）、廖梓苓小姐（壁球）、全國運動會銀牌得主鄭子文先生，以及曾於2016年里約
奧運並肩出戰的賽艇姊妹花李嘉文小姐和李婉賢小姐，部分運動員已於教大畢業。

支持教大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在發展路上一直與校友並肩同行，我們深明
團結就是力量，期望校友以心傳意，回饋母校，捐款支持教大
發展，惠澤學弟妹。您們的捐款可幫助母校投放更多資源在課
程發展、獎勵表現出色的學生、資助經濟有困難的學生、擴闊
學生國際視野及促進文化交流等不同發展項目。請即掃瞄以下
二維碼，支持教大！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7/2018及傑出校友榮獲2018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勳銜及獎狀

由教育局舉辦的新一屆「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7/2018)」頒獎典禮已於2018年7月6日舉行，表揚在「幼稚園
教育」、「體育學習領域」及「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範疇中教學成就卓越的教師。今年，共有21位香港教育大學或
前師範院校校友獲獎，當中7位獲頒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另外14位獲頒嘉許狀，值得慶賀！自2003年起，歷屆行政
長官卓越教學獎合共頒發了878個獎項/嘉許狀，當中的636項由我們的校友獲得(約佔72%)，成績斐然。

此外，今年有三位傑出校友獲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頒授勳銜及作出嘉獎，分別是榮獲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的
何蘭生校友及梁偉基校友，以及獲授太平紳士的李鑾輝校友，可喜可賀！

李慧詩校友(左)及朱子穎校友(右) 相片鳴謝：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支持教大 支持教大

左起：SRI International學習技術中心策略研究與創新總監Phil Vahey博士、教大校長張仁良教授及教大教學科技中心總監江紹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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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獲李嘉誠基金會捐助推廣「基石數學」應用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於2018年11月2日舉行「基石數學」啟動禮暨主題講座，藉此探討如何透過
電子學習模式幫助中學生發展數學概念。講座由教大教學科技中心主辦，共吸引了超過130名
中學校長、數學科主任、教師及教大師生參加。

「基石數學」啟動禮由教大校長張仁良教授擔任主禮嘉賓。張校長感謝李嘉誠基金會的慷慨支
持，令「基石數學」得以引進本港學校推行。張校長表示：「在廿一世紀的新時代，教育不應只
停留於傳統的教學模式，而是要融合科技，將不可能變成可能。」他期望有更多本地中學採用
「基石數學」，以深入淺出的方法轉化深奧的數學概念，令學習數學的過程變得更輕鬆。

主題講座由美國SRI Internationa l學習技術中心策略研究與創新總監Phil Vahey博士擔任嘉
賓。Phil Vahey博士亦分享了五個提升電子學習成效的重要元素及運用電子學習平台的經驗，同
時又提出如何營造有利電子學習的環境，讓出席的中學教師及即將成為教師的教大學生就電子學
習方面的創新思維和實踐經驗互相交流。參加者亦即場嘗試體驗「基石數學」平台帶來的輕鬆學
習模式。

教大早前獲李嘉誠基金會捐助港幣1,000萬元，除推廣包括「基石數學」的電子學習平台外，還
設立獎學金以吸引優秀學生。

教大「賽馬會與『文』同樂學習計劃」啟動禮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於2018年11月3日舉行「賽馬會與『文』同樂學習計劃」啟動禮，介紹該計劃製作的初小中國
語文多媒體教材，包括富有香港特色的中國語文科動漫，以呼應教育局課程指引，讓學童更愉快地學習。

教大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慷慨捐助港幣1,650萬元，於2018年上旬開展「賽馬會與『文』同樂學習計劃」，
為期三年。計劃以初小學童為對象，製作中國語文科動漫、多媒體電子遊戲及配套教材，並舉辦相關師資培訓及
研討會，旨在透過生動多元的學習經驗，培養學童對中國語文及文化的興趣，並藉此建立良好品德。其中，以粵語及
普通話編撰和錄製的中國語文動漫，由教大專家團隊及香港著名漫畫家「草日」梁仲基先生聯合製作。

「賽馬會與『文』同樂學習計劃」以初小學童為對象，培養學童對中國語文及文化的興趣，並藉此建立良好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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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於2018年11月16日舉行學位頒授典禮，並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五位傑出人士，以表彰他們對教育和社
會發展的重大貢獻；頒授儀式由教大校董會主席馬時亨教授主持。

五位榮譽博士分別為（排名按英文姓氏序）：

 � 陳坤耀教授 GBS, CBE, JP  (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

 � 戴傑思教授 FAcSS  (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

 � 林煥光先生 GBS, JP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 彭耀佳博士 GBS, JP  (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

 � 蔡崇信先生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教大校長訪俄 分享變革經驗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校長張仁良教授獲邀於
2018年10月上旬到訪俄羅斯，向全國四十多位
師範大學校長分享教大的變革經驗。

在俄羅斯國家高等教育政策部(ФY MO BO)的
邀請下，張校長先後訪問了莫斯科、大諾夫哥羅
德和聖彼得堡三大城市。ФY MO BO是俄羅斯
全國性的教育專業團體，成員包括當地師範大學
的高級管理層成員。為配合俄羅斯的社會經濟發
展，ФY MO BO特別邀請張校長訪俄，分享經
驗，向我校借鏡。

在為期七日的行程中，張校長向俄羅斯同儕簡介
教大如何由一所單一學科的教育學院，蛻變為一
所以教育為本、提供多元學科兼具研究實力的
教育大學，並在教育學科的國際排名躋身全球十
大。此外，他亦闡析了教大的發展策略和方向，
從而在香港、區內以至全球發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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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少文基金會獎學金及
助學金簽署儀式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獲孫少文基金會慷慨
捐贈，成立「孫少文基金會獎學金」及
「孫少文基金會助學金」，並於2018年
7月17日舉行簽署儀式。出席嘉賓包括教大
校長張仁良教授、孫少文基金會創會董事
孫蔡吐媚女士及主席孫燕華女士。

孫少文基金會主席孫燕華女士表示：「基金
會以推廣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為宗旨，希望
透過獎學金及助學金，鼓勵學生修讀中文
教育、中文、中史及視覺藝術等科目，促進
中華文化藝術的學術研究，從而推動文化在
學術、藝術兩個範疇的協同發展，藉此令更
多年輕人從文化中了解傳統，了解歷史，
將之發揚光大。」

「陳漢銘 陳蘇華福室」命名典禮暨支票頒贈儀式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於2018年11月8日舉行「陳漢銘 陳蘇華福室」命名典禮暨支票頒贈儀式，超過八十名賓客出席
助興，場面熱鬧。

教大校長張仁良教授致歡迎辭時感謝羅富國教育學院校友陳漢銘先生及陳蘇華福女士對教大的鼎力支持。

陳漢銘先生及陳蘇華福女士在典禮上表示：「我們二人的力量有限，希望透過捐贈教大喚起更多人對教育工作的支
持和重視。我們深信教大培育出來的學生都是有知識、有道德、願意承擔的，定能成為下一代的優秀教師。」

為答謝陳漢銘先生與陳蘇華福女士捐贈予香港教育大學基金，協助大學長遠發展，教大特別將大埔校園的一間教室
命名為「陳漢銘 陳蘇華福室」，以資銘誌。

右三起：孫少文基金會主席孫燕華女士、教大校長張仁良教授及
孫少文基金會創會董事孫蔡吐媚女士

前排右四起：陳漢銘先生、教大校長張仁良教授及及陳蘇華福女士

左起：教大校董會司庫趙麗娟女士、林煥光先生GBS, JP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蔡崇信先生(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陳坤耀教授GBS, CBE, JP (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 教大校董會主席馬時亨教授、戴傑思教授FAcSS (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
彭耀佳博士GBS, JP (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及教大校長張仁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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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強博士獲德國發明展銀獎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副教授洪強博士研發的一套
集書法、動畫及互動遊戲於一身的中文字學習媒體教學方案，
於第七十屆iENA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iENA)中榮獲銀獎。這
套嶄新融合教學方案透過新媒體學習中文字的形和意，利用數
碼科技將中文的「寫」和「畫」呈現在二維(平面)和四維(立體
和時間)空間，學習者可以在一個新層面體驗中文字的觀賞、玩
賞和雅集。不同背景的人士可在中文文化、藝術和數碼科技上
互相取長補短，達至跨年齡、跨文化的共融學習。

教大言語治療碩士課程獲公會認可

香港教育大學開辦的教育言語及語言病理學暨學
習障礙理學碩士課程，獲香港言語治療師公會全
面認可，確認課程達到言語治療教育的專業水平。
該項認可為期至2023年8月。上述課程的畢業生，
包括於2018年8月31日前畢業的學生，均符合資格
申請成為香港政府衞生署認可言語治療師名冊會
員，有關詳情可瀏覽 http://www.hkist.org.hk。

與珍古德博士對話：
從人類層面看野生生物保護和
可持續發展教育研討會

國際著名的黑猩猩研究專家珍古德博士(Dr Jane 
Goodall)於2018年11月10日在香港教育大學
(教大)舉辦的研討會上發表演說，吸引了來自社
會不同界別的人士，包括政府官員、非政府組
織、環保及社創人士、學者，以及多名教大的師
生出席。珍古德博士在自然保育界享負盛名，早
年更獲聯合國頒授和平大使的稱號。

研討會由教大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時任署理院長
胡志強教授與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自然護
理)陳堅峰先生擔任主禮嘉賓。活動同場舉行四
場小型研討會，分享如何實踐環境保育；主題
分別為(1)創意社區參與，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未
來；(2)通過教育釋放促進改善環境的能量；(3)
投資可持續發展的未來；以及(4)參觀野生動物
之家：生態旅遊。

傑出學者講座：皮克提教授分享
「貧富懸殊與全球化」

享譽全球的經濟學大師湯瑪斯．皮克提教授
(Thomas Piketty)於2018年10月5日擔任在香港
教育大學(教大)舉行的「傑出學者講座」的主講
嘉賓，探討在全球化下，貧富懸殊為世界帶來日
益嚴重的威脅。皮克提教授於2013年出版的著作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曾高踞全球暢銷書排行
榜首位。是次活動由教大與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共同舉辦，並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是教大法國文化和教育「傑出學者講座」系列的
首場演講。

教大教育領導地位備受肯定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於最新一輪研究資助局(研資局)
資助撥款結果中取得佳績，在「優配研究金」及「傑出
青年學者計劃」的「教育」科目範圍，獲批資助的研究
項目數量及金額雙雙稱冠。

2018/2019年度教大透過研資局「優配研究金」及
「傑出青年學者計劃」，共獲資助37個研究項目，資助
金額高達港幣2,146萬元，較對上一年增加17.4%。

左起：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代表Frédéric Bretar先生、香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亮先生、湯瑪斯．皮克提教授(Thomas Piketty)、
教大校長張仁良教授、大教育平台召集人梁錦松先生，以及教大副校長(研究與發展)呂大樂教授

珍古德博士(左)與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時任署理院長
胡志強教授(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