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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教師發展日專題講座
超過 120 個題目供學校選擇
為了促進教師同工的身心健康和專業發展，本會早前推出到校講座服務，獲得廣
泛好評。今年本會繼續向教聯基金爭取資源，最終成功獲得資助，繼續推動到校專題
講座，包括國情教育、身心健康、專業發展、文化藝術等題目，以及國家近代史及最
新發展等特色主題，支援學校的工作及照顧教師的需要。
未參加過本會到校教師發展日的學校，首次申請可獲 $ 2,000 元資助。
備註
1. 參與人數：
◼ 資助：幼稚園優先考慮參與人數在 15 人或以上的學校。中、小、特殊學校優先
考慮參與人數在 40 人或以上的學校。
◼ 自費：參與人數不限。
2. 如有需要，每位參加者可獲發專業進修時數證書。
3. 如沒特別標明的講座，每場費用為 $2,000 / 兩小時。免費講座以 ** 標記；$3,000 /
兩小時的講座以 ## 標記。
4. 除特別標明時間的講座外，每場講座時間均為 2 小時。如時間需微調，可於報名
表備註中說明。
歡迎大專、中學、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參加。如 貴校有
意申請上述專題講座，煩請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掃描右方二
維碼或登入網址 http://bit.ly/hkfewteacherseminar 填妥表格。本會
在收到申請表後，將盡快安排專人聯絡 貴校進行確認及落實安
排。查詢請 WhatsApp 5392 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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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講座題目如下：
主題

講者

國情教育
國安法與國安教育
從「兩會」制度看中國的執政特色
在學校進行國家安全教育
國安法的由來與國安教育
國情發展與國際關係的挑戰

港區人大代表、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
黃均瑜校長
前香港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先生
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博士 (比較教育)、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
胡少偉博士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港專學院和多間中
港區國安法下，學校管理層及教職
學校長會的法律顧問；中小學校董
員該如何自處
劉嘉華律師
巴黎大學經濟學博士（發展經濟學和政經
從港版的中國國情教育到個人的國 制度比較學）、前香港能仁書院大專部院
際視野和愛國情懷
長
楊耀邦教授
國慶及國情講座
資深教育工作者
中國的經濟與科技發展、外交及全 溫霈國校長
球戰略
中國航天新動向

香港航天學會
雷健泉會長

身心健康
創意人物肖像繪畫工作坊 ($4000/2
視覺藝術設計師
小時，包括模特兒及材料。20 人
袁玉英女士
以上，價錢另議)
動態影像設計師
玩學藝：藝術旅程 - 藝術評賞教與 林曉欣女士
學工作坊 ($4000/2 小時，包括電子
藝術教育工作者
講義。20 人以上，價錢另議)
林董佩雯女士
劍擊體驗工作坊 (30 人以上，價錢
另議)

專業劍擊教練、中國國家一級運動員
王曉斌教練

日 ZOOM 夜 ZOOM，你的眼睛有
幾健康？輕鬆學習香港最常見的成
人及兒童眼疾 **

預防及治療眼疾非牟利機構
奧比斯 (Or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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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毛病之中醫調治 **
教室痛症之中醫處理 **
醒腦舒壓之放鬆法 **
中醫說茶話養生 **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註冊中醫師 (註冊
編號：007960)
陳杏芬註冊中醫師

如何啟導孩子，做個負責任的人？
如何為孩子進行「感恩教育」？
如何培養孩子的「最高軟實力」：自
律性 ？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
《今日校園》「做個好爸媽」專欄作家
蕭一龍博士

「正面管教」話你知

搏擊運動與其他運動的雷同和分別
從搏擊運動啟發學生潛能

紅人堂體育及娛樂集團創辦人
翁燦燐先生
香港健體治療協會主席、伸展治療師

近距離防身運動工作坊 ##

教師壓力處理 ##
學童自我傷害行為——危機識別及
處理技巧 ##
明白女孩心 ##

(IPITA) 、 體 外 反 搏 及 復 健 運 動 顧 問
(EECPfitness)
盧少強教練
資深輔導顧問。曾任香港大學、中文大學
及理工大學客席講師
劉寶凌註冊社工

專業發展
「資優· 知憂」
資優教育: 只為小眾服務？
資優生的特徵及他們的學習模式，
他們與一般學生有區別嗎？
怎樣有效培育資優孩童？
怎樣推行校本資優課程？
如何與各級同工作「有效溝通」，使
工作更暢順、表現受肯定？
如何促進「師生關係」，使學生得以
主動和喜歡學習？

教育局前課程發展議會(資優教育)委員、
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主席、香港大學校
外進修學院客席講師、香港教育工作者聯
會理事
楊定邦先生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
《今日校園》「做個好爸媽」專欄作家
蕭一龍博士

姊妹學校計劃的認識與發展

教聯會姊妹學校負責同事

如何在中文科推展 STEM 教育

滬江小學、
2019 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教學組）
林淑操主任

連繫生活，多元策略— 提升高中
非華語學生的描寫能力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2019 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教學研究組)
張炳傑主任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三個以運
動關愛學生，改變一生的故事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
2019 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關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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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偉廉助理校長、曾勁波老師、邱少苗老
師、陳煥基老師、賴佩怡老師
對 SEN 小朋友施展魔法
魔術師的專注力魔法

香港冠軍魔術師
林雋樂先生

板書能力的自我提升
粤語/普通話朗誦技巧與評鑑
破解迷思，穩步起動—普教中的思
路、操作與校本考量
校園危機/學生突發事件工作坊 ##

一橋工作室顧問公司
康一橋總監
資深輔導顧問。曾任香港大學、中文大學
及理工大學客席講師
劉寶凌註冊社工

如何有效與家長溝通？##
學校中層管理人員培訓——學校領
導與領袖篇 ##
學校中層管理人員培訓——課堂管
理與家課篇 ##
學校中層管理人員培訓——行政與
財務篇 ##
學校中層管理人員培訓——訓育與
輔導篇 ##
學校中層管理人員培訓——德育、
國情教育與性教育篇 ##
學校中層管理人員培訓——活動與
學生領袖篇 ##

資深教育工作者
溫霈國校長
温校長曾於英文津貼中學、中文津貼中
學、直資中小學及深圳國際中學當校長
23 年，亦曾在官立小學出任校董 9 年。

學校中層管理人員培訓——建設與
總務篇 ##
學校中層管理人員培訓——家校合
作篇 ##
量身制定的校長、副校長、校監及
校董培訓 (價錢另議)
文化藝術
中國茶文化工作坊

中國職工教育和職業培訓協會茶藝師
范海清老師

中華文化的精粹與日常應用

香港孝道文化聯合會會長、

禮藝工作坊

濟川文化研究會主席
潘樹仁老師

精選講座題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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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教育
主題

講者

基本法的基本與根本

港區人大代表、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
黃均瑜校長

《基本法》和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從中國近代史看國家七十多年來的發展
「一國兩制」實踐與《基本法》教育
「一國兩制」之下的國家安全教育

前香港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先生
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博士 (比較教育)、香港
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
胡少偉博士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英國約克大學比較政治學碩士
鄧飛校長

不脫鉤下的較量：中美關係的冷與熱
香港重新再出發
- 法治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 「一國兩制」實踐遇到的挑戰
- 《國安法》是香港正本清源的關鍵
- 創作藝術不應淪為政治工具
- 《基本法》第 23 條須儘早立法
- 「國民教育」輔助的重要性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
傅健慈教授

身心健康
主題

講者

「正向心理學」講座（適合幼稚園申請）
**
幼師伸展運動不求人工作坊（適合幼稚園
申請）**

教育管理博士、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
麥少珊校長

強腰健頸易筋經工作坊
五行太極工作坊
中醫藥防治新冠肺炎十問

世界太極拳王王西安的入室弟子
林文輝師傅

中醫聲線護理與穴位保健

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醫事顧問（中醫）、
香港大學中醫學（針灸學）碩士
黃楚峯註冊中醫師

減壓抗疫工作坊

香港中知書院客座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中國文化導師
潘樹仁老師

香薰肩頸按摩工作坊

國際認可 IFPA 註冊香薰治療師
林家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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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導師證書(浸會大學)、
整脊治療師(高級)證書
蘇少雄老師

舒緩腰膝疼痛運動工作坊
痛症不求人工作坊
瑜伽解壓防痛工作坊

復健教練

網球按摩防痛症工作坊
筋腱、肌肉及關節健康工作坊

註冊物理治療師

五常痛工作坊 (肩、頸、腰、臀、膝) (40
人以上，價錢另議)

香港伸展運動學會

劍撃抗壓體驗工作坊

南華體育會
黃智暉教練、林旻蔚教練

籃球體驗工作坊 (30 人以上，價錢另議)

香港籃球總會甲一組南華青年籃球隊
謝志強教練

羽毛球體驗工作坊 (30 人以上，價錢另
議)

南華體育會
蔡秉隆教練

跆拳道體驗工作坊 (30 人以上，價錢另
議)

黑帶教練、前港隊成員
田永泰教練

乒乓球體驗工作坊 (30 人以上，價錢另
議)

香港乒乓總會球註冊教練、
前香港乒乓球精英運動員
吳嘉莉教練

健球體驗工作坊 (30 人以上，價錢另議)

香港健球總會二級教練、
前香港健球代表隊成員
曾子峰教練

長跑運動體驗工作坊 (40 人以上，價錢另
議)

長跑運動教練 (AASFP)
盧少強教練

免換水環保生態缸 DIY 工作坊#

環保生態缸機構創辦人
林長富先生

舞蹈伸展工作坊
從舞蹈教育看幼兒發展（適合幼稚園申
請）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爵士舞教練、
澳洲聯邦舞蹈教師協會 CSTD 會員
陳鐿銦老師

泰拳基本技巧工作坊

香港泰拳持牌教練
林啟成教練

輕排球運動工作坊 (上限 60 人)

香港輕 (氣) 排球總會

躲避盤體驗工作坊 (上限 60 人)

香港躲避盤總會

少林武學八段錦工作坊
少林武學養生篇──身體當自強

香港少林武術協進會主席
廖偉雄師傅

健康甜品 (需個別報價)

糖尿天使

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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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講者

以最低成本去製作最高點擊率的影片 **

教聯會網台 HKFEEL 編導
Brian Hui

有效建立師生關係，從「性格」入手
（適合中小學申請）**
這樣說，幼兒才會聽！（適合幼稚園申
請）**
如何在校園上應用調解技巧？(1.5 小時)
**
善用教育科技‧創新學與教 (1.5 小時)
（適合中小學申請）**

「知情行學會」會長
黃堅強博士
註冊調解員
林寶淇小姐、何鉅慶先生

構建閱讀學校‧善用電子平台 (1.5 小時)
（適合中小學申請）**
透過創新平台協助學童輕鬆展開豐富閱讀
旅程 (1.5 小時) （適合中小學申請）**

香港教育城

透過創新電子評估平台‧有效照顧學童學
習差異 (1.5 小時)（適合中小學申請）**
於學科上運用 VLE 提升學教評效能 (1.5
小時)（適合中小學申請）**
如何在學校推展兒童財商教育 **

財商教育協會

外評機制與學校發展

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博士(比較教育)、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
胡少偉博士

香港資優教育的發展及如何有效推行校本
資優教育課程（適合中學、小學及幼稚園
申請）

教育局前課程發展議會(資優教育)委員、
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主席、香港大學校
外進修學院客席講師、香港教育工作者聯
會理事
楊定邦先生

教師必備法律常識——教師權益及職業
（適合中小學申請）
教師必備法律常識——安全防範（適合中
小學申請）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副會長、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義務會務顧問
英汝興校長

可持續發展教育（適合中小學申請）
提升教師和家長溝通的技巧（適合幼稚園
申請）
學校危機處理 （適合中小學申請）
如何提升學校整體學業成績 ? （適合中學
申請）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碩士專業協會會
長、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
謝玉嬋校長
資深教育工作者
溫霈國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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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面試訓練（適合中學申請）
學校學生領袖培訓（適合中學申請）
航天科技的今昔發展
載人航天工程
太空新競賽
航天意外
重返月球

香港航天學會
雷健泉會長

下一站：火星
極地航天
針對自閉症兒童的教學策略

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
陳靖逸高級講師

香港與內地教育教學的比較研究

香港創新教育學會主席
詹華軍先生

課堂管理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何世昌校長

激勵學生向學的竅門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旅遊與款待科
葉勁柏主任

課室管理實戰篇

大埔官立中學
羅仲光老師

學習動機
團隊建立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惲福龍校長

現代中國

香港創新教育學會主席
詹華軍先生

善用創意科技教材，啟發融合學生潛能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愛蝶灣)
黃耀坤老師

合作學習

漢華中學 (小學部)
歐惠珊副校長

健康校園

國際體重管理學會
楊敏玲理事長

源全 5S 簡介

源全學會
譚淑玲會長

中國水資源與水環境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李焯芬院長

通識教學工作坊

香港中史教師會會長
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
李偉雄會長

學習障礙無難度

資深特殊教育工作者
李麗珍女士

如何讓你的學生表現更出色──淺談朗誦

資深朗誦節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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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技巧

黃襯歡老師

如何轉化負面情緒
利用戲劇教育法入課室作教學

資深註冊社工、
註冊人生教練（IICS-CLC)

遊戲教學法去提升表達力

周煐傑先生

創意教學方法

香港孝道文化聯合會會長、
濟川文化研究會主席
潘樹仁老師

上下左右都有老師
專業故事培訓（適合幼稚園申請）[1.5 小
時]

安徒生會

排解校園紛爭——調解談判技巧專題講座

資深調解員

從生活和遊戲中學習編程 ##

資深教師
鄧文瀚老師 (STEM Sir)

Steam 教育在香港的落地與發展 ##
從玩玩具學 Stem 到創建 ##
心理質素與教學效能 ##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簡加言校長

自主學習 ##
藝術治療在學校輔導工作的應用 ##
藝術治療應用於情緒問題之處理方法 ##
課室管理 ##

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藍建文博士
香港中學語文教育研究會
黃鳳意會長

班風與班主任工作 ##
幼稚園優質學習空間建構與幼兒創意表現
的提升（適合幼稚園申請）##
「閱讀藝術」專題講座 （適合幼稚園申
請）##
「KG STEM + 課程與教學」專題講座
（適合幼稚園申請）##

亞太藝術創意教育交流協會

「小學 STEM + 課程與教學」專題講座
（適合小學申請）##
透過課程及教學設計，促進學生創意表現
##

文化藝術
主題

講者

從 Pixar 動畫、港產片看創作——主題源
自生活：男女平等、經濟轉型 **

2017 年香港出版雙年奬作品：歷史文集
《潮讀 4000 年》1－3 集作者。新城電台
《潮讀 4 千年》、《閲讀城市》主持
黃獎先生

提升學生閱讀興趣——以現代人視覺審視
歷史故事和武俠小說 **
水墨山水畫工作坊
花鳥畫工作坊

京津畫派名家劉子久之孫
劉家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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