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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校董、校長、教師、家長」專業發展講座／工作坊 

（中學、小學、幼稚園適用） 

2022/23 

 

主辦：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創新領導計劃」(EdILP) 

協辦： 香港政策研究所、教育 2.1 大教育平台 

目的：  廿一世紀的科技發展與人才技能急速轉變，在社會發展新形勢下，學校在推

行多個範疇如「教育政策與行政管理」、「學、教、評」、「教師專業發

展」、「學生成長」、「資源管理」、「學校自評發展」、「社區聯繫及對

外溝通」或配合新政策措施時，均面對不少挑戰。學校需要兼顧如何調整行

政管理模式，同時亦要關注怎樣提升教學效能、培育學生品格等。為配合學

校各類教育持分者的專業發展需要，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創新領導計劃」提

供多個講座或工作坊主題，由具豐富前線經驗的專家學者到  貴校為校董、

校長、教師、家長等提供校本專業發展服務， 亦歡迎各校自設特定課題。 

課題：  學校可參考表 1（擬定課題）及表 2（擬備課題）選取合適課題，學校亦可
因應校本需要自訂課題。 

費用： 以每校計算，聯校講座則另議。（講座埸地由學校自行安排） 

 

 

 
校本支援團隊：   戴希立校長、林日豐校長、曾永康博士、葉祖賢校長、陳德恒校長、 

韓孝述校長、陳榮光校長、麥耀光博士、黄金耀博士、許為天博士、 

梁錦超校長、詹漢銘校長、黎燕芬校長、羅世光校長、郭銳涵校長、 

林錦芳女士，及其他資深教育工作者。 
 

回條及查詢：    請以傳真（2948 8033）或電郵（edilp@eduhk.hk）提交回條，將有專
人聯絡並提供詳細安排。為免郵誤，在傳真或電郵後，煩請致電「教育創
新領導計劃」 秘書處，與項目主任鄭嘉敏小姐(Cecilia) 2948 6220 

或行政助理周志賢先生(Alvin) 2948 7496 聯絡及確實。 

統籌： 林日豐校長、曾永康博士 

資料網頁：         http://home.eduhk.hk/~edilp/Course&Talk.html 

講座 
費用 

(有效至 30.6.2023) 
註 

1.5 小時 HK$ 7500 如屬校董講座，有關費用可由「校本管

理額外津貼」支付，詳情可参閱教 

育局通告第 20/2019 號(或最新消息如有) 
2.0 小時 HK$ 9000 

3.0 小時 HK$ 12000 

 

mailto:edilp@eduhk.hk）提交回條，將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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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擬定課題 
 

範疇 I：教育政策與行政管理 範疇 IV：學生成長 

課題 1 國家教育發展與香港 

(戴希立校長) 

課題 13 中／小／幼 學生活動的風險評估與管理 

(曾永康博士) 

課題 2 校董如何發揮溝通角色，建構學 

校文化與團隊 (葉祖賢校長) 

課題 14 21 世紀學生全人發展的核心素養 

(戴希立校長) 

課題 3 OECD 2030 學習框架與培育學 

生幸福感及未來需要 (曾永康博士) 

課題 15 國情教育的理念與實踐 

(許為天博士) 

課題 4 校園法律問題 - 實務和案例分析 

(陳榮光校長) 

課題 16 職業專才教育與學生多元出路 

(曾永康博士) 

範疇  II：學、教、評 範疇  V：資源管理、社區聯繫及對外溝通 

課題 5 價值觀教育的推行模式和成效評
估  (韓孝述校長) 

課題 17 教師與家長溝通的技巧 
(葉祖賢校長) 

課題 6 促進自主學習的教學設計 

 (韓孝述校長) 

課題 18 處理與傳媒和公眾的關係，管理衝突和 

投訴 (陳德恒校長) 

課題 7 有效的提問和回饋策略 

（韓孝述校長） 

課題 19 資源管理法規問題－實務和個案分享 

(林日豐校長) 

課題 8 照顧學習差異的教學策略 

(韓孝述校長) 

課題 20 資源管理：概念與實踐 

(麥耀光博士) 

範疇 III：教師專業發展 範疇 VI：學校自評發展 

課題 9 香港校長及教師的專業基準和發
展 (戴希立校長) 

課題 21 以 PIEP 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韓孝述校長) 

課題 10 教師須知：法律、保險與責任 

(陳德恒校長) 

課題 22 以 PIEP 促進憲法、基本法及國安教育 

(戴希立校長) 

課題 11 高效能課堂的設計與實踐 

(葉祖賢校長) 

課題 23 以 PIEP 促進學生全人教育及生涯發展 

(曾永康博士) 

課題 12 科主任的角色和職責 

(韓孝述校長) 

課題 24 如何透過「PI(M)EP自評循環」及「目標

導向管理」促進學校工作成效 (林日豐校長) 

範疇 VII：新政策／創新課程 

課題 25 如何活用PIEP去創新幼兒教育機

構的思路和計劃：個案與分析  

(戴希立校長、黎燕芬校長) 

課題 27 校本航空實驗室課程（包括如何在學校設
立航空實驗室） 
(陳榮光校長、馮志端老師) 

課題 26 校本生物科技課程 

(陳榮光校長、孫嘉俊博士) 

課題 28 幼小銜接 — 幼稚園學段與小學學段的銜

接 (詹漢銘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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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擬備課題 
 

A1 中層科組主任：角色與功能 ( 陳德恒校長 ) 

A2 學校文化：智慧資產與知識管理 ( 陳德恒校長 ) 

A3 人事矛盾實戰案例討論 ( 陳德恒校長 ) 

A4 民主與監督．領導．賦權和承責 ( 陳德恒校長 ) 

A5 大龍鳯教學法：正用和誤用 ( 陳德恒校長 ) 

A6 教師專業發展政策及措施 ( 陳德恒校長 ) 

A7 學校危機管理．投訴和調解 ( 陳德恒校長 ) 

A8 法團校董會（IMC）和法律議題 ( 陳德恒校長 ) 

A9 與家長溝通．面談技巧 ( 陳德恒校長 ) 

A10 親子溝通和輔導子女學習 ( 陳德恒校長 ) 

A11 2036：孩子畢業時的世界 ( 陳德恒校長 ) 

A12 訓輔前線師生矛盾案例實戰練習 ( 陳德恒校長 ) 

A13 新入職教師的專業輔導 — 暑期英語密集課程的經驗 (林錦芳女士) 

A14 校本射箭課程（包括在學校開設射箭場，射箭普及和如何考取射箭指導員證書） 

（陳榮光校長、黃曉玲老師） 

A15 校本體能訓練及器械管理課程（陳榮光校長、陳迪奇老師） 

A16 全校參與策略預防及化解學校投訴（麥耀光博士） 

A17 正向校園之校管參與（麥耀光博士） 

A18 健康校園促進與推展（麥耀光博士） 

A19 教學專業：概念與實踐（麥耀光博士） 

A20 高效能課堂的設計與實踐 (葉祖賢校長) 

A21 一堂好課：觀課．評課和議課 ( 陳德恒校長 ) 

A22 重探學習科學：經典和新知 ( 陳德恒校長 ) 

A23 處理學習差異 ( 陳德恒校長 ) 

A24 促進學習的評量 ( 陳德恒校長 ) 

A25 提問和回饋：人是怎樣學習的？( 陳德恒校長 ) 

A26 課程重探：非正規與隱蔽課程 ( 陳德恒校長 ) 

A27 自主學習翻轉課堂和網課經驗 ( 陳德恒校長 ) 

A28 體驗學習和全方位學習 ( 陳德恒校長 ) 

A29 生涯規劃和學生學習概覽的真義 ( 陳德恒校長 ) 

A30 參觀考察的課程設計實例 ( 陳德恒校長 ) 

A31 由課室管理到班級經營 (陳德恒校長 ) 

A32 照顧差生的訓輔策略 ( 陳德恒校長 ) 

A33 校長教師協作關係（麥耀光校長） 

A34 生涯規劃教育推行策略（麥耀光博士） 

A35 實證為本教學與教育新趨勢（麥耀光博士） 

A36 全方位學習：概念與實踐（麥耀光博士） 

A37 學生支援：訓育與輔導（麥耀光博士） 

A38 「一切為學生」的辦學抱負及使命 ( 許為天博士 ) 

A39 香港教育發展趨勢與校董的角色 ( 葉祖賢校長 ) 

A40 家校合作：概念與實踐（麥耀光博士） 

A41 小學非華語學生(NCS)的教育和成長需要 ( 詹漢銘校長 ) 

A42 小學照顧學習差異 —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SEN)及／或非華語學生(NCS) ( 詹漢銘校長 ) 

A43 校園法理點點滴滴（麥耀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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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 建構學校名聲（麥耀光博士） 

A45 傳媒與學校關係（麥耀光博士） 

A46 學校和社區的夥伴關係（麥耀光博士） 

A47 學校文化與校風（麥耀光博士） 

A48 校園危機（麥耀光博士） 

A49 教育與社會（麥耀光博士） 

A50 課室管理：Band 5 到 Band 3（麥耀光博士） 

A51 建構繽紛校園（麥耀光博士） 

A52 校園法律問題 --實務和案例分析 

（可自選重點：危機管理及投訴處理；侵權法及疏忽責任、佔用人法律責任、轉承責任；教

育條例、資助則例、僱傭合約爭議；綜合保險、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殘疾歧視條例、性別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種族歧視條例等)  ( 陳榮光校長 ) 

A53 中國教育發展、規劃與相關政策 ( 戴希立校長 ) 

A54 當 Alpha 世代遇上 VUCA 世界 — 重塑教師動力和學生學習動機 ( 梁錦超校長 ) 

A55 教師專業操守、權利的理解 ( 陳德恆校長 ) 

A56 憲法、基本法和國安法等學校法治教育 ( 戴希立校長) 

A57 博物館教育及導賞技巧 ( 陳德恒校長 ) 

A58 如何準備校外評核（ESR） (羅世光校長) 

A59 如何透過策略性管理以建立學習型機構 (羅世光校長) 

A60 中層老師的角色與效能 (羅世光校長) 

A61 現今世代對老師的挑戰 (羅世光校長) 

A62 如何上好一堂課 (羅世光校長) 

A63 生命教育 What? Why? How? (羅世光校長) 

A64 生命教育從家開始 (羅世光校長) 

A65 學校財務管理與監控 (羅世光校長) 

A66 校監校董與校長同行 (羅世光校長) 

A67 有效教學：基於證據的教學設計 （韓孝述校長） 

A68 公共關係與傳媒交往 (林日豐校長) 

A69 中層領導的角色與功能和香港及國家教育新趨勢 (林日豐校長) 

A70 教育大數據：從PISA研究看香港學生的學習和情意表現 (韓孝述校長) 

A71 將自評融入學校實踐及跟進外評和焦點視學報告 (林日豐校長) 

A72 調解技巧如何應用在學生訓輔導工作？ (郭銳涵校長) 

A73 調解技巧如何應用在家長教育工作？ (郭銳涵校長) 

A74 家長教育講座：中國式家庭教育 (郭銳涵校長) 

A75 中國式管理如何打造強而有效的中層管理團隊？(郭銳涵校長) 

A76 新常態下的班級經營 (梁錦超校長) 

A77 在STEM教育注入人工智能與人文精神 — 邁向STEA+M教育 (梁錦超校長) 

A78 在VUCA世界，生涯難以規劃，但生涯準備卻是必要 (梁錦超校長) 

A79 有效解說是體驗學習和價值觀教育的關鍵 (梁錦超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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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創新領導計劃」 

校本「校董、校長、教師、家長」專業發展講座／工作坊 

回條 

致：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創新領導計劃（傳真2948 8033 / 電郵edilp@eduhk.hk） 

由：   （學校／機構名稱）（中學／小學／幼稚園） 

學校／機構聯絡人 姓名：   先生 女士 職位：     

電話：      電郵    

地址：    

本校擬邀請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創新領導計劃」提供專業支援講座／工作坊，內容如下 
 

講座日期 20 年 月 日 (星期 ) 

 

講座時間及收費* 

（時間： 至 ） 

 1.5 小時，費用港幣   7500 元 

 2.0 小時，費用港幣   9000 元 

 3.0 小時，費用港幣 12000 元 

講座地點（地址） 
 

講座對象 
 

參與人數 
 

 
講座 / 工作坊

課題 

擬定／擬備課題（請參閱表 1 及表 2） 

課題：    

自訂課題： 

課題：    

焦點內容：   

*若貴機構接受由本計劃提供服務，需簽署由香港教育大學擬訂之合約確認，並於指定日期前清付合約註明之費用。

簽約後若取消服務，貴校／機構須於 14 天內（由通知取消日起計）繳付合約註明之服務總費用的 10%作為行政

費。 
 

學校／機構印鑑： 校長／負責人姓名： 

校長／負責人簽署： 

日期：20 年 月 日 

私隱政策聲明：「教育創新領導計劃」會遵從香港教育大學的私隱政策聲明，私隱政策聲明可在以下網址 

http://www.eduhk.hk/main/privacy-policy/ 或在大學主網頁私隱政策聲明內取得。 

mailto:edilp@eduhk.hk
http://www.eduhk.hk/main/privacy-poli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