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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 



 

2000年開校，由6個班開始，現有30個班，每級5班 每班約25-30多人， 
學生約820人  常額教師 50人   面積:4514平方米             



想當年， 

2000…… 



“ 我們致力使培僑小學成為

一個能夠不斷反思、探索、

更新及追求卓越的學習社群。

這個社群以學生為主體，包

括教職員及家長等學習者。

我們亦致力使它成為一個學

習者之間互相學習及互相關

懷的地方。 ” 

培僑小學的經驗---建立願景 



學習社群是指一群有共同價值觀與目標的成
員緊密合作，積極參與、協作及反思，從而
產生新知識，並創建新的學習方法。 
 
在學校的情境，學習社群除了學生與教師之
外，往往更涉及學生家長及其他社群。 

教育局(2014)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詞彙釋義) 

 

學習社群 



塑造甚麼？ 
 

關鍵在塑造學校文化！ 

塑造學習型組織 

           



文化是社群內習以為常﹐覺得理所當然﹐ 
多數人都認同的一些信念﹑價值﹑ 
儀式和做法｡ 
 
人在其中既久﹐往往不易自覺其中特點而接
受﹐少有反省其優缺而因循和不易改變｡ 

何謂學校文化 

           

 

 

 

《學校文化的覺醒》   陳德恆(香港退休中學校長) 

  見明報   教育心語 2015-10-16 詳見《德叔周遊散記》 http://chantakhang.blogspot.hk/ 

 

 



自私自利，斤斤計較，遲到早退、抱怨推搪；
排新拒變，墨守成規，不斷重複，不思進取； 
無風起浪，暗箭傷人，公開指罵，唯我獨尊；
利益輸送，攻守同盟，秋後算帳，公報私仇；
勞民傷財，上下較勁、分化撕裂… 
 
總之，閒談盡是人非，樂此不疲！ 

負能量--侵蝕身心的毒害文化(toxic culture)           



 
共建願景、參與決策、坦誠溝通、尊重差異、 
和諧共處、互有期望、言行一致、真誠可信、 
鼓勵嘗試、支持創新、讚揚卓越、祝賀成功、 
解決問題、共同承擔、善用儀式，強化價值 
分享故事，傳承文化。 
 
總之感受關懷，幽默歡暢!！ 

 

正能量---鼓舞人心 

(positive culture)           



價值 

制度 

物器 

文化的三個層次 
 

  建設學習型學校 



誰是幕後推手?    有獎金嗎? 

 



甚麼是好的？ 
甚麼是對的？ 
甚麼是重要的？ 
甚麼是應該的？ 

文化的核心是價值信念 

           

無論有意識，還是無意識，校
長是校內最重要的價值定義者， 
因此校長應自覺自己的價值觀 



資源分配，體現文化 

集體時間(如會議)， 
如何安排，是文化； 
 
甚麼更重要，更好，更應該? 



大小會議都是展示學習的舞台， 

以及互相學習的平台。 

培僑小學的經驗---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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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校長的電郵---我離開，因為… 

 Dear Sir, 

 I apologies! I walked out of the meeting at 18:07 hours. I don’t mind staying late as long as 

the meeting benefits. But, sincerely, the workshop did not benefit me at all. I am not 

condemning anyone but the meeting that was scheduled just turned. 

Transformed into a workshop! We were not aware of it. It was not 

stated in the agenda. 

……  

 As I said, I rather stay at my work station and finish my work instead of attending a meeting 

that lasted for hours. … 

 My apology if you find this email rude. 

     Thank you. 

 

會議變了工作坊 
且議程無提 



某校經驗 

 某校的全體會議，習慣上只講事務及教師的行為操守； 

 校長在全體會，態度友善，但立場明確地宣佈，日後在全體
會議中加入分享環節，將會是常態；同時，調動了議程，把
分享放在各科組匯報前 

 新校長上任後，在會議最後一項，加入專業分享； 

 有老師向領導層發電郵質疑：專業分享應在專業發展日進行，
以免阻礙同事放工時間； 

善用領導者的資源(如話語權、調動權)
定義價值，引導文化 



課題組向校長們調研九大問題是： 
  
“最重要的事”“最高興的事” “最關心的事” 
“最困惑的事”“最困難的事” “最反感的事” 
“最希望得到理解的事” 
“最希望得到解決的事” 
“最希望得到提高的事” 

全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500多名中小學校長 

長篇調研：中國中小學校長在想什麼？ 
 
2017-09-27 華東師範大學 



 

89.86 % : 最重要的事是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84.54 % : 最關心教師的發展 
74.40 % : 最高興的是教師的專業化水準不斷提高  
          教師團隊有活力 
 
66.18 % : 最困惑教職工的積極性如何調動和維持 

http://mp.weixin.qq.com/s/9fRaEjsxPpfz62ifcVpqHQ  校長，您在想甚麼？ 

在校長調研和訪談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教師」 

http://mp.weixin.qq.com/s/9fRaEjsxPpfz62ifcVpqHQ


暑期閱讀及分享 

以教師的專業發展推動學校的課程發展及學校發展 

培僑小學的經驗 
教師專業發展---誰發展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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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通透的共同價值 
營造專業的學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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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僑小學的經驗---考績標準 



以「準則」互相「期望」塑造文化 

1.3 不甘平凡、不斷學習、追求卓越。  

3.6 能啟發、鼓勵及讚賞夥伴的工作。 

4.2 善於聆聽，能明暸別人的情緒需要。  

4.4 能容忍別人的錯誤。 

8.1 能不斷提出新意念，敢於異想天開。 

這些是教師評校長的部份準則 



以「準則」互相「期望」塑造文化 

教師自評、互評及升任準則 

7.1 能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士一起工作 
 
7.2 在團隊工作中能按需要以不同的角色 
    積極主動地協助別人成功 
 
7.3 在討論中敢於並善於表達自己的不同觀   
    點，亦能聆聽及包容別人的不同觀點 
       



團隊協作 

助人成功 
(Team work)           



回顧這一年，我很欣賞       ， 
因為他/她成功                。 
 
 
 
 
回顧這一年，我很感謝       ， 
因為他/她的幫助，使我成功地              。 

儀式---感謝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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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記名 
不直接 
正能量 
真感受 



人在做，誰在看？  
Who will be watching? 



傾聽、鼓勵，助人走出困境! 



如何選？ 

 



結果-誰最優秀   過程-宣揚、轉化優秀的行為                       
                     從聽得到，到看得到 



善用外界機會 

善用結果--- 
慶祝 
 
善用過程--- 
轉化 



結果-誰最優秀    
過程-宣揚、轉化優秀的行為，                                      
     從聽得到，到看得到 

 

重點何在？ 



在上課，小組學習 



有老師，在觀課 



誰授課 







個人經驗：觀課文化 

猜一猜：這群校長被觀課的次數 



  九年CD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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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孤一丁 

獨釣寒江雪 

過來人的經歷 •EDB 重點視學(入職十年後) 
•YC 校長(第一次，入職十八年後) 
•共備後的身份轉移，家長觀課 
•退休前一年，同事病了 

 



 

共同備課、研究課、 
自選觀課、 
家長觀課(先個別，後全體) 、 
公開課、公開賽 
 

觀課文化---保護自信，保障成功          



           從新手到卓越優秀 
2006開始先後在7個項目共21人次獲獎，包括： 
中、英、數、體育、綜藝及課程領導、德育 

不是個別人的卓越          



     團隊支援-個人突破-整體提升 

卓越是怎樣得來的？ 

卓越教師的回答！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藝術(2006-2007)、數學(2010/2011)、課程領導(2013-2014) 

「卓越」的由來-吳佳筠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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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時刻提醒自己： 

我的人生是要不斷突破的人生……當我碰到難
以解決的問題時，我相信自己必能想出更好的
方法。如果沒有保持這種心態，我便會很快的
變得失去活力、失去動力、失去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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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於接受挑戰和改變： 

要不斷改變和接受新挑戰，無疑是一件十分疲
累的事情，但在我來說這卻是追求「卓越」的
重要動力，如果不在自己的能力邊緣上掙扎，
又怎能跨越自己已有的能力呢？ 

所以當有新挑戰到來時，我總是說服自己接受
它，視它為推動自己進步的動力。  

「卓越」的由來-吳佳筠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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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觀課文化堅定了我追求卓越的意志： 
學校裏每一位老師都充滿活力，教學各有專
長，而且多才多藝，我置身其中，比較下更
覺自己渺小、落後。 

「卓越」的由來-黃清洪主任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數學(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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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學校安排了各種專業發展的機制， 

共同備課、同儕觀課、研究課、專家指導課、
公開課等活動恆常持續在學校發生，於是，
我積極參與，從中不但增強了我的教學信心，
更推動我不斷學習、持續改進。  

「卓越」的由來-黃清洪主任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數學(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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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於分享： 

我是一位很喜歡與人分享的人，每當學習到新的
知識，便很想馬上跟人分享，尤其是體育範疇，
無論是教學法、技巧或訓練模式都樂於分享。 

「卓越」的由來-劉家俊主任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體育(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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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毅然離開工作了八年的舊校，經過
重重考驗，終於成了培僑小學的一份子。在這
裡，感覺我的『教學』生涯，彷彿才正式開
始...... 

「卓越」的由來-楊奕芳主任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英國語文(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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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培僑的第一次考績觀課，是上1D的英文
課，做得糟透了。以往沒有被觀課習慣的我，
感覺混身不自在，由心顫出來的恐懼，令我有
些後悔來到這個木人巷。 
 
下課後，心情已跌到谷底，如果當時校長要開
除我，我是會毫無怨言的離開的，因為，那真
是一節很爛的課，連自己都無法接受。 

「卓越」的由來-楊奕芳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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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校長只是微笑的對我說：『要不要我
改天再觀多一次？』我竟然衝口而出：『不
用了！不用了！』… 

 
最後，我狠狠地給自己下了一個目標― 
忘記過去，重新啟動！ 

「卓越」的由來-楊奕芳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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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你午夜夢迴都想着如何能夠突破和創
新，或許這就是追求卓越的顯證。  

「卓越」的由來- 劉雅莉主任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藝術教育(20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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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elieve a teacher of excellence knows the needs, talents 

and goals of every student and enables students to achieve 

their goals through lessons that cater for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motivate and inspire them to learn. 

Building blocks are given to students who are challenged to 

put the pieces together. Through successes and failures, 

students are equipped to excel in the world that they will live 

in.  

 

A teacher of excellence believes in their students.  

Every child will succeed.  

「卓越」的由來- 黃浩文主任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英國語文(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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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於接受挑戰，不斷自我超越； 

   敢於讓自己處於能力邊緣掙扎的狀態中 

歸納「卓越」的由來  
 把學生的需要放在第一位，相信每一個學生

都可以成功，尊重學生的差異，無論如何，
永不放棄。這是追求卓越的動力根源 

 不滿足於現存的成就，精益求精，鍥而不捨，
夢寐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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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一個好集體，藉組織的學習及分享文化，
既從中汲取養分，也無私地貢獻自己的識見，
您追我趕，互相刺激，共同進步 

不斷學習，持續進修，卓越的表現來自卓越的
學習；向比自己優秀的人學習，也在工作的機
制中學習 

歸納「卓越」的由來  



 

 

 

2010年5月(教育局)外評報告(全文上載學校網頁) 

學校貫徹落實 

「人人學習、互相關懷」 

的辦學理念。 

校內專業交流氣氛濃厚， 

學習型組織文化已成。 



教師課時內運動 
提升快樂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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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02 10:25 p.m.  給全體教師的電郵 

冰箱內，一個孤伶伶的橙 
 
在七樓教員休息室的大冰箱內，有一個孤伶伶的橙。她被主人剝掉全
部的外衣，赤裸裸地只包裹著一個透視的塑料袋，瑟縮在掩門的上層，
已經超過72小時，期待着主人的回心轉意！ 
 
她雖體態豐滿，然而，每天曾在掩門開合間窺探過的，不下二三十人，
卻沒有一人伸出援手，連食指也不敢一動，煞是悽涼！ 
 
時日無多了，再過72小時，她就會長出黃綠色怕人的霉菌，那時恐怕
就只得送往就近的歌連臣角，永別人間！ 
 
可憐呀，冰箱內孤伶伶的橙！主人呀，快快回來！ 
 
也曾心動的 
連 



 

 

 

2010年5月(教育局)外評報告(全文上載學校網頁) 

學校的發展目標及願景清晰

，深受教師認同。各科、組

密切聯繫，互相支援；學校

上下一心，團隊士氣佳。 



某年某月某日某校 
下午放學前， 
突然一場黑雨… 

黑雨的故事 









黑雨的故事 

從各人回應中，您看到甚麼? 



黑雨故事:意在言外 



正面思維， 
在於選擇所見到的內容! 

見到缺欠， 
還是見到擁有， 
是選擇的結果! 

能否轉危為機，
在於領導者是否
見到機會 
並善於把握 

您見到甚麼? 



 

 

學校是人人學習的地方 

差異是互相學習的資源： 

 
成功父母學堂 



教統局課程發展主任（資優教育）陳森泉先生  

    「淺談何謂數學學習 」 、 「如何提升孩子的數學潛能」   



英語老師 Miss Marian Tighe   「英語拼音初階 」 



親子講座：戒打機要有計 — 親子雙贏攻略  



父母子女一同學習 



九型人格 

家長和老師一同學習！ 



溝通與管教工作坊 

校長是導師 

家長來學習 



臨床心理學家施鳴鷺女士（本校家長） 

 「學習記憶」、「創意思維」、  

 「EQ面面觀：我怎能令子女自信地學習？」   

家長當導師    校長來學習 



家長導師  劉驪騰女士  「普通話入門 」  

把差異 變成互相學習的資源 

家長是學員  也可以是導師 

老師是導師  也可以是學員 



急救訓練文憑 







價值 

制度 

物器 

文化的三個層次 
 

  建設學習型學校 

改變 
習以為常的儀式和做法， 
以改變價值和信念，重塑文化。 



文化塑造的核心---意義的塑造 

 讓習以為常的事務都變得有意義、有原因 

  (好的、對的、重要的、應該的) 

 

 讓各持分者感到自己在校內有價值、有貢獻 

 

 讓各人感到互相依存、各有貢獻 



. 

雁行原理 

The flying-geese model 

GPS (全球定位系統) ? 

共同願景   共同目標 



 

英國教育大臣Mr. Gover 到訪及觀課 (2010年11月) 



 

二年級小子  英語聊大臣 



 

看看大臣的身段 



 

2011年5月英國一間小學的入口處 



 



做夢者 

學習者 

實踐者 

 「領頭羊」與「牧羊人」 

  學校領導者應有的身份 

 

服務者 



 



 



 

2012年3月 



抬頭望星(做夢) 

不斷求索(學習) 

腳踏實地(實踐) 

為鹽為光(服務) 

  

我相信教育要有情有夢 



 

晨鳥精神 



 



 

 
 

 

晨鳥隊！ 

晨鳥精神   最愛幫人 



特殊 

「晨鳥隊」 

「多動」變得有意義 

既減弱「負面因素」 

也增加「正面因素」 

 

更強化「互相關懷」 



2011-2012年度關注項目   生活及情意教育 



凡事感恩    

 凡事都是好事? 

 如果不是，為甚麼都可以感思? 

 理由何在？ 



這是甚麼？ 



•最近令我感到不愉快的事情是： • 事情是好還是壞，取決於我們用什麼態度
去面對﹗ 



事情很難說是「絕對好」與「絕對壞」， 
往往取決於以何種角度去理解與感受！ 

樂觀與否，是可以自己選擇的！ 



人有選擇從不同角度看事物的能力和權利！ 

凡事感恩，是人選擇的結果！ 



我們對感恩的逐步認識 

•一種美德：高尚情操、好行為 



我們對感恩的逐步認識 

•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 



我們對感恩的逐步認識 

•一種健康的心理狀態 

馬丁‧沙利文： 

感恩與寬恕可以釋放正能量，
令人進入滿足健康的心理狀態 

多巴胺 

胺多芬 



我們對感恩的逐步認識 

 一種美德：高尚情操、好行為 

 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 

 一種健康的心理狀態 



感謝親愛的爸媽  給我擋風遮雨的家  

為我做香噴噴飯菜  陪伴我長大  

感謝親愛的老師  教導我無窮盡知識  

指引人生迷惘方向  陪伴我長大  

感謝親愛的朋友  分享生活苦辣酸甜  

一起探索這浩瀚世界  陪伴我長大  

  # 感謝路邊的小花小草  妝點風景詩篇  

  感謝經過的大風大雨  增加我勇氣  

  感謝流動的水  偉大的高山  感謝上天和大地  

  我們擁有平安的每一天#  (# 重唱) 

2011周年計劃---感恩  主題曲              曲詞：洪予彤 



 



 



全面發展，體驗生命： 
學習珍惜、關懷、分享 

 

 

 一年級 

生命教育 





I am a father / mother! 

 



 



 







如何提問？4個F 

• Feeling  (問感受) 

    這兩個星期，您有甚麼感覺?  

    (開心、興奮、擔憂、害怕，很複雜) 

 

• Facts  (問事實) 

   您是怎樣做父母的? (……) 

 

• Finding (問發現) 

   您發現了甚麼? (我發現做媽媽很辛苦/不容易/很好玩…) 

 

• Future (問未來) 

   那以後您會怎樣對您的父母? 

Debriefing     經驗反思 



一次小意外 

事發時孫女一歲零五個月大 



Debriefing 
事後引導對話步驟 

母：是不是很痛呀? 
女：嗚…嗚…是的！  
母：是撞到嗎? 
女：是的  
母：抱一抱，好不好? 
女：好！ 

(先關心感受和需要  Feeling) 

 



母：剛才撞到了，撞到哪裡? 

女：這裡(指一指身體) 

母：妳原來是坐在櫈上的，是嗎? 

女：是的！  

母：之後，是不是搖呢?  

女：是的！ 

母：然後就跌倒了，是嗎? 

女：是的！ 

母：是不是很痛? 

女：是呀！ 

Debriefing 
事後引導對話步驟 

(再敘事 Fact) 



母：原來搖會讓妳坐不穩， 

    會跌倒的…! 

女：唔… 

母：跌到會痛，妳不喜歡痛，是嗎? 

女：是的！ 
 

Debriefing 
事後引導對話步驟 

(解釋意外原因 Finding) 



母：那下一次坐好，不搖，好不好? 
女：好！ 
母：那下一次還搖不搖? 
女：不搖了！ 
 

(再安慰及關懷 Feeling) 

母：現在再抱一抱，好嗎? 
女：好！ 
 

Debriefing 
事後引導對話步驟 

(引導未來行為 Future) 

 







蛋蛋生日會-珍惜、關懷、分享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一些飢餓兒童的真實情況 



埃塞俄比亞大饑荒 

一些飢餓兒童的真實情況 



一邊看，  一邊享受   清淡一餐！ 



 















愛人者 
人愛之 









 



 



 









毛輕情意重 





讓學生學會表達感恩 







 





 



 



 



感謝環衛工人 



感謝麥當勞職員 



 



感謝高鐵服務員 



感謝大廈管理員 



感謝郵差叔叔 



 感謝環衛工人  



感謝地鐵職員 



感謝巴士司機 



感謝警察叔叔 



感謝消防員 



感謝快餐店職員 



感謝「街市」店員 



生活是教育的泉源； 
學生能否內化 
品德教育的價值信念， 
取決於他在 
實際生活中的習得和體驗。 

生活與教育 



 知-情-意-行(誰的？） 

 製造角色差異，產生需要 

 體驗 

 以4F的提問幫助學生反思自
己的經驗 

 以身作則 

   

 

德育策略 



 

學生熱愛校園生活， 
對學校有歸屬感。 
他們能接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同學，朋輩相處融洽。 
校園充分體現關愛文化。                                

                                   

2010年5月(教育局)外評報告 
 



開校以來， 

沒有學生 

被記大小過、缺點 



多謝您的耐心聆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