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龍旺角道 33 號凱途發展大廈 17 樓
17/F, Bright Way Tower, 33 Mongkok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 2770 3918
傳真：(852) 2770 5442
網址：www.hkfew.org.hk
電郵：hkfew@hkfew.org.hk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 合辦
到校教師發展日及講座 (2018-19 年度)
尊敬的校長：
為了促進教師同工的身心健康和專業發展，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教聯) 及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 (幼聯)
合作推出到校講座。講座包括專業支援主題及特色主題，支援學校的工作及照顧教師的需要。有關講座詳情如
下：

A. 免費幼稚園到校教師發展日 (首次和再次申請均免費)
主題
1.

兒童用藥安全及藥物基因檢測

2.

以最低成本去製作最高點擊率的影片

3.

大灣區樓市及一二手買賣全攻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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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從 Pixar 動畫、港產片看創作 -- 主題源自生活：男女平等、經濟轉型

6.

教師投資理財工作坊

7.

中外近代史、民主與人權

8.

中國的經濟與科技發展、外交及全球戰略

講者
劉德權先生
Brian Hui
樓 Sir
黃獎先生
吳啟銘先生
溫霈國校長

註：


參與人數：幼稚園優先考慮參與人數在 10 人或以上的學校 (如幼稚園人數不足，可聯校參加)。



講座 (1) 至 (3) 為 1.5 小時，其他講座為兩小時。如時間需微調，可於「備註」中說明。



講座介紹資料請見附件一。

B. 幼師英語主題教師發展日 (2,800 元/1.5 小時；每次不多於 25 人)
9. 如何增強孩子的英語學習能力
10. 學習英語樂趣多
11. 學好英語有妙法

C. 幼師健康主題教師發展日 (2,500 元/1.5 小時；人數不限)
12. 如何透過飲食改善專注力
13. 抗流感飲食
14. 至營佳節美食
15. 睡眠重要性
16. 兒童骨骼發展

D. 在職幼師培訓發展課程
幼聯在培訓幼師英語教學方面有超過 20 年的經驗，十分了解老師們工作上所面對的種種挑戰和困難，故此
幼聯悉心設計了一系列課程，協助幼師們提升英語教學的技巧。幼師培訓課程目的:
- 進一步提升在職幼師的英語能力 。
- 全面提高在職幼師英語教學技巧及教材的靈活運用。
- 導師總監為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創辦人程德智女士。
費用及詳情見附件二。
如

貴校有意申請上述專題講座，煩請填妥附頁申請表，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交回教聯(電郵地址：

school@hkfew.org.hk ; 傳真：2770 5442) 或 幼聯 (電郵地址：healthy@ceces.com.hk；傳真：2362 7011)。
收到申請表後，將盡快安排專人致電 貴校進行確認及落實安排。查詢請致電：
[教聯] 2963 5189 / 2963 5186 (WhatsApp: 5392 7419)
[幼聯] 3188 1856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 謹啟
2018 年 8 月 13 日
備註：
1. 歡迎各幼稚園參加。
2. 如有需要，每位參加者可獲發專業進修時數證書。
3. 專題講座日期：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4. 教聯及幼聯保留活動的最終決定權。

[教聯 X 幼聯] 免費到校教師發展日 (2018-19 年度)
學校名稱：
(如聯校申請，請填寫負責學校名稱。負責學校申請，當作使用該校名額)
學校地址：
學校類別：

口中學 口小學 口幼稚園 口特殊學校 口聯校

電話：

聯絡老師姓名：

職銜（如有）：

電郵地址：

手提：
(預計參與老師及教職員人數：_________ 人)

(A 至 C) 教師發展日
首選講座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次選講座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首選講座日期及時間：201 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 日 （星期

）

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

次選講座日期及時間：201 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 日 （星期

）

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

(D) 在職幼師培訓發展課程
1. 老師培訓課程(基本課程)
口 工作坊一: Introducing the Shared Book Approach
口 工作坊二: Effective Questioning Techniques & Grammar I
口 工作坊三: Shared Book Approach- Conducting Follow-up Activities I & Grammar II
口 工作坊四: Shared Book Approach- Conducting Follow-up Activities II & Pronunciation
口 工作坊五: Encouraging Child Talk
口 工作坊六: Teaching Beginners to Write
口 工作坊七: Effective Teaching Aids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觀課詳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全能英語老師培訓課程 Teach English Like and Expert
口 工作坊一: Shared Book Approach 分享閱讀法
口 工作坊二: Phonics (I) 拼音妙法 (I)
口 工作坊三: Phonics (II) 拼音妙法 (II)
口 工作坊四: Lesson Planning & Language Arts Activities 教案設計及語言藝術活動
口 工作坊五: Encouraging Child Talk & Write 激發兒童講說及寫作
口 工作坊六: MAD 音樂、藝術、話劇教學元素
口 工作坊七: Classroom Management 高效課室管理
口 工作坊八: Whole Brian Learning 全腦發展教學法
觀課詳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附件一：免費專題講座資料
(首次和再次申請均免費)
兒童用藥安全及藥物基因檢測
內容：
你有以下的經驗嗎?
1. 看醫生時, 他/她會詢問你有沒有藥物敏感？ 生病的你會怎樣回答？
2. 同樣的病吃同樣的藥，有人一吃就見效，但自己吃了一點也沒有緩解，甚至有過敏
甚至產生藥物副作用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顯示，在全球死亡患者中，有三分之一人是由於不合理用藥造
成。每年亦都有大量兒童因用藥不當以致過敏、對身體有傷害，甚至死亡。有見及此，幼聯正
進行藥物基因檢測計劃，為家長及老師進行兒童藥物基因檢測講座，讓家長及老師了解更多藥
物基因檢測資料。
幼聯介紹：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聯會（幼聯）於 1982 年成立的非牟利團體，以兒童及青少年的發
展需要為工作目標，並以發展非形式化教育及提供多元化學習為創會宗旨，本會口號是「給學
童多元化發展 Multi Talents for All Children」。創會 30 多年來，積極改善學童教育、健
康及福利，幼聯曾舉辦不同形式的教育活動，及為中學、小學及幼稚園提供不同種類的服務，
如學術班、興趣班、老師培訓、學校講座及其他服務等。參與幼聯舉辦的學術及興趣課程之學
校接近 400 間，直接及間接受惠人數達 8 萬以上。另外，本會的健康生活小組亦提供不同的到
校服務以推廣健康飲食及培養運動習慣。活動包括: 營養師至「營」講座、各類球類運動、智
叻親子飲食樂、親子體能競技遊戲日等。
導師介紹：
劉德權先生 -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聯會（幼聯）經理
- 兒童體適能教練
以最低成本去製作最高點擊率的影片
內容：
影片是否一定拍得美？是否拍得細緻才多人觀看呢？在以前的年代，是的。但到了現今
的年代，再美再細緻的影片我們都看過了。在網路上，五花八門的影片到處都是，而你要跟上
他們的節奏，要花費多少的金錢和時間呢？要買多少器材呢？又要如何構思內容呢？為何我們
每次很花心機成本去製作的影片，點擊率都很低，而別人隨手用手機拍的影片，卻可以過百萬
點擊率呢？這次的講座會為你一一拆解！
導師介紹：
Brian Hui 教聯會網台 “HKFEEL＂(www.facebook.com/hongkongfeel) 才編導。以下
為部分曾製作的影片：
(1) 動物心理學。怒《今日睇真D》：https://goo.gl/St42RQ (181 萬次觀看)
(2)老鼠烏托邦實驗 Mouse Utopia Experiment今日睇真D》：https://goo.gl/XvPyAf
258 萬次觀看)
大灣區樓市及一二手買賣全攻略
內容：
(1) 大灣區那些地區的樓房較有投資價值？
(2) 香港人可以購買大灣區那些樓房？

(3) 為什麼有香港人會在內地買了 “爛尾樓＂或有問題的樓也不發現？紅本、公寓、
小產權內地房有什麼分別？
(4) 在內地買賣一、二手房有什麼事項要留意？
(5) 如何避免購入凶宅？
(6) 如何查找內地房成交紀錄？
導師介紹：
樓 Sir

大灣區樓市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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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1. 潮讀 4000 年，提倡思考性閱讀
2. 以現代人視覺審視歷史故事
3. 《大營救 1942》趣味需要發掘:
- 英國軍隊認為日本空軍都是大近視，所以沒有空戰能力。
- 英國軍隊認為日本軍人身材矮小，所以晚上不方便作戰。
- 日本軍隊邀請英軍參加運動會，所以是友好的。
- 日本餐廳仍然在香港照常營業，是未有開戰準備的意思。
導師介紹：
黃獎先生
歷史文集《潮讀 4000 年》1－3 集作者（2017 年香港出版雙年奬作品）
《大營救》《首誌封神》1－2 集作者
校園雜誌《萌動雙月刊》創辦人
學生小說《萌動小說集》1－4 集主編
香港小說會 理事／秘書
新城電台《潮讀 4 千年》《閲讀城市》主持
都市日報《剝花生館》《歷史歷奇》專欄作家
信報 副刊《藝文評論》專欄作家
蘋果日報 網上平台《Fami 通》專欄作家
香港討論區《接龍小說》主持，接龍小說《臥虎藏龍的劏房族》主編
教師投資理財工作坊
內容：
1. 投資理財概念
2. 穩健管理資產
3. 如何處理退休金？
4. 如何自己製造長糧給自己？
5. 如何精明地選擇投資理財策略？
導師介紹：
吳啟銘先生
吳先生為證監會持牌人士，金融理財經驗豐富。業務遍布中港兩地，精
於分析中港兩地金融巿場。
中外近代史、民主與人權
內容：
要了解現在的中國情況，必須先了解中國及外國近代歷史及一些現代的數據。究竟中外近
代史應如何分析、解讀？近代史、民主與人權又有什麼關係？

導師介紹：
溫霈國校長 溫校長在香港大學獲得理學士學位及教育碩士學位，在教育界工作三十多
年。溫校長曾空降三所學校當校長 20 年：出任一所英文中學校長 11 年、一所中文中學校長 6
年及一所直資「一條龍」中小學校長五年。溫校長曾在一所官立小學出任校董 9 年，並曾在師
訓及師資委員會工作，有份參與教育局的新入職教師培訓及新校長認證架構的建立。溫校長也
曾在當副校長時，參與過一所新辦中學的建設與發展工作。
溫校長在三所學校任職 20 年校長期間，培養了十多位校長及副校長，更培養了許多學校中層
管理人員。除了培訓教育人員外，溫校長也親自培訓學生及學生領袖，如帶領學生參與境外服
務，為學生作大學、獎學金或傑出學生面試培訓，為學生領袖辦講座培訓等。
溫校長培訓師生，都不假外求，全都是自行做講義及簡報，內容以實戰為主，有大量動人或震
撼的事實、例子、數據、條文，並附以一些點睛式的理論，成果很好。故溫校長工作過的三所
學校的學業成績，在三、四年內已突飛猛進。此外，這三所學校在訓育、輔導、德育、活動、
服務、對外比賽等，都有跨越式的進步，學生都能有較為全面的發展，溫校長亦因此廣受家長
歡迎。
中國的經濟與科技發展、外交及全球戰略
內容：
近年中國的經濟發展一日千里。自改革開放後，在過去三十年中國 GDP 年均增長率近
10%，是經濟增長速度最快的國家之一。當中，生物技術、航太技術、信息技術、雷射技術、
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等科技發展迅速。為什麼中國的經濟與科技發展成效那麼顯著？這樣如
何影響中國的外交？中國的全球戰略又是如何部署？
導師介紹：
溫霈國校長 見上文

附件二：在職幼師培訓發展課程
1. 老師培訓課程(基本課程)
- 課程結構及內容: 7 個工作坊，每節 3 小時；4 次訪校活動 (包括:觀課及專業意見提供)
- 附加英文文法基礎課程及課堂語言運用，進一步提升幼師英語能力及教學質素








工作坊一: Introducing the Shared Book Approach
工作坊二: Effective Questioning Techniques & Grammar I
工作坊三: Shared Book Approach- Conducting Follow-up Activities I & Grammar II
工作坊四: Shared Book Approach- Conducting Follow-up Activities II &
Pronunciation
工作坊五: Encouraging Child Talk
工作坊六: Teaching Beginners to Write
工作坊七: Effective Teaching Aids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2. 全能英語老師培訓課程 Teach English Like and Expert
- 提高在職幼師對英語活動教學技巧及教材運用
- 進一步提升幼師英語教學質素、技巧及專業發展









工作坊一:
工作坊二:
工作坊三:
工作坊四:
工作坊五:
工作坊六:
工作坊七:
工作坊八:

Shared Book Approach 分享閱讀法
Phonics (I) 拼音妙法 (I)
Phonics (II) 拼音妙法 (II)
Lesson Planning & Language Arts Activities 教案設計及語言藝術活動
Encouraging Child Talk & Write 激發兒童講說及寫作
MAD 音樂、藝術、話劇教學元素
Classroom Management 高效課室管理
Whole Brian Learning 全腦發展教學法

凡出席率達 85%可獲證書乙張 ，培訓課程及時數，可按學校要求而定團體或學校報讀費用
(每團體或學校不多於 20 人)
A. 每個工作坊約 3 小時
若該報讀超過 3 個工作坊
若該報讀超過 5 個工作坊
B. 每次觀課丶面談及支援

每個工作坊費用：$7,500
每個工作可坊獲 9 折優惠
每個工作可坊獲 7 折優惠
每次 2 小時費用：$3,000 (可對 2 位老師進行觀課)

導師總監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聯會創辦人程德智女士
- 現任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聯會總幹事
- 兩所本地國際幼稚園創辦人（柏基國際幼稚園及幼聯主辦安泰幼兒學校）， 現為幼聯主辦
安泰幼兒學校校董
- 多間本地兒童教育中心擔任課程總監，多年來致力為學前幼兒､教師及家長設計電子教育學
習資源､編寫及出版幼兒故事書，並為幼稚園及小學英語課程設計教材
- 幼稚園英語老師設計培訓課程及擔任首席英語培訓導師
曾擔任：
- 香港公開大學設計課程及於香港各大學（香港大學､理工大學､浸會大學及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及機構教授英語與音樂､律動課程，同時發展音樂､藝術､舞蹈及英語結合的兒童ＭＡＤ
課程

- 本港教育統籌委員會及教育委員會會員
- 本港教育局課本及電子學習資源發展專責小組成員
- 與教育統籌局合辦「小學英語教學計劃」，開創本地英語教學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