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校本工作坊紀錄 

 

2018-2019年度各科校內專業分享記錄 

日期 活動名稱 
科目/組

別 
時數 講員 

23-8-2018 
《活出彩虹》課程培訓 

認識兒童心理特質--與孩子同樂、共成長 
生命教育 3 

翁真聯老師 

(聆心文化有限公司) 

24-8-2018 
《活出彩虹》課程培訓 

思考教學：從思考啟動生命 
生命教育 3 

鍾美慧老師 

(聆心文化有限公司) 

24-8-2018 
《活出彩虹》課程培訓 

認識「體驗學習」 
生命教育 3 

黃怡萍老師 

(聆心文化有限公司) 

27-8-2018 迎接新課程面面觀 數學 1.5 
梁易天先生 

培生出版社 

29-8-2018 
正向班級經營 

從「祢」開始 
訓育組 2 

梁慕玉主任、王家祥主任 

朱鎧瀅主任 

31-8-2018 成為孩子的重要他人 學生支援 2 
劉清彥先生 

道聲出版社 

31-8-2018 水墨工作坊 藝術教育 2 
王家祥主任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7-9-2018 
如何運用 Google classroom 推動英文科

課程 
課程 1.5 

陳細玲主任，麥婉宜主任浸

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5-10-2018 資訊科技教學培訓：microbit教學 資訊科技 2 
黃慧敏主任、曾永棠主任浸

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29-10-2018 與非一般家長作有效溝通教師工作坊 學生支援 3 鄭繼池先生 

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23-11-2018 
運用 Google classroom ,Quizizz及

Edpuzzle製作課件工作坊 
數學科 1.5 

黃慧敏主任、賴鳳儀主任浸

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8-3-2019 
拜訪黃埔宣道小學進行交流- 分享 STEM

及數學科 課程發展 2 
黃埔宣道小學蔡婉英校長

及黃埔宣道小學主任 

8-3-2019 
面對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早期辨識及即

時介入 
學生支援 2 

吳崇欣小姐 

臨床心理學家(協青社) 

11-4-2019 漫畫工作坊 視藝科 1.5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 

辦事處 

3-5-2019 Lego Wedo2.0機械人程式工作坊 常識科 2 香港機械人協會 

3-6-2019 在考察活動中運用 Eduventure軟件 常識科 2 

陳曉梅主任 

羅陳楚思中學 

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 



 

 

2018-2019年度各科對外分享記錄 

日期 科目 活動名稱 講員 

11-3-2019 中文科 
利用 Googleclassroom提升學生自學能力和

學習興趣 
陳彩鳳主任 

3-7-2019 中文科 有關教導讀寫困難學生的策略 陳彩鳳主任 

7-9-2018 英文科 
“PEEGS In-house Sharing”—RaC and 

Google Classroom 

陳細玲主任, 麥婉宜主任, 

施美君老師, 李麗瑩老師, 

彭燕玲老師, 羅詠欣主任 

11-3-2019 英文科 “Scrutiny of Marking” 吳秀文主任, 麥婉宜主任 

3-7-2019 英文科 
“Google Slide”“Learning with games” 

“E-Learning ideas” 

陳細玲主任,梁劍美主任，

Tom (外籍老師) 

29-8-2018 數學科 各級校本課程設計分享(一) 
賴鳳儀主任，林寶蘭主任，
黃慧敏主任，朱鎧瀅主任，
薛淑嬈老師，錢應豪老師 

7-3-2019 數學科 各級校本課程設計分享(二) 
林寶蘭主任，薛淑嬈老師，
陳慧君老師，曾永棠主任， 
關紀雪老師 

27-8-2018 常識科 推動 STEM校本課程經驗分享 陳婉詩主任 

14-3-2019 常識科 進修分享(評估策略—擬題舉隅) 陳婉詩主任 

9-7-2019 常識科 常識科資優教學策略 吳仲婷老師 

8-7-2019 視藝科 小學視覺藝術科評估 陳碧珊主任 

12-3-2019 音樂科 
跨學科課程教學設計(音樂及視藝)  

六年級課程 
「古琴與青花瓷 ---高山流水遇知音」 

陳遂婉主任 

14-3-2019 電腦科 編程概念---不插電活動書籍分享 黃慧敏主任 

16-7-2019 電腦科 進修分享---運算思維教育 陳慧君主任 



 

 

 

日期 活動名稱 講員 主辦機構 

11-1-2019 「成長小說鑑賞與教學」工作坊 李翠兒主任 教育局 

18-1-2019 「成長小說鑑賞與教學」工作坊 李翠兒主任 教育局 

15-3-2019 
「小學中國語文：語文課程的銜接──幼

小銜接研討會 

詹小慧主任 

陳彩鳳主任 
教育局 

30-5-2019 
“Making effective use of Google Suit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陳細玲主任 

Tom(外籍老師) 

教育局 

NET Section 

6-9-2018 “Parent Workshop about Reading ” 陳細玲主任 本校家長講座 

15-9-2018 
“CBLMC English School-based 

Curriculum” 
陳細玲主任 本校家長講座 

8-11-2018 

15-11-2018 

Bring Me a Book 

親子伴讀  (一)、(二) 

陳細玲主任 

黎雅詠老師 
本校家長講座 

14-4-2019 
教育局舉辦工作坊：「以行求知--專業領

航、並肩攜示、探究求真」分享會 

陳慧君老師 

陳偉華老師 
教育局 

3-6-2019 

體育課程領導系列：發展活躍及健康的校

園工作坊 

小學校本經驗分享：體育氣氛的延展 

朱鎧瀅主任 

梁志恆主任 
教育局 

3-6-2019 
「發展活躍及健康的小學校園」分享會 

校本經驗分享：提升學校體育文化之策略 

朱鎧瀅主任 

 
教育局 

26-6-2019 

「香港體育教師會議 2019專題講座」 

透過混合式學習模式和共融式於乒乓球教

學發展學生的審美能力和建立健康的生活

模式 

朱鎧瀅主任 

 
教育局 

10-1-2019 推展運算思維教育校本課程經驗分享 黃慧敏主任 教育局 

13-6-2019 運算思維教育校本成果分享 

黃慧敏主任 

陳慧君老師 

李麗瑩老師 

香港教育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