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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獲卓越教學獎卓越教學獎的教學實踐的教學實踐





▲王家駒老師

多元策略培養學習科學興趣多元策略培養學習科學興趣
教學理念教學理念：：

與學生「同行」，透過豐富學生學習經歷，讓他們突破思維局限，領悟科學

的無限可能。

與學生同行與學生同行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王家駒老師

所屬學校
佛教黃允畋中學

教學對象
中四至中六
（化學科）

科學教育學習領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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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Key Learning AreLearning Areaa

41



�	
"
�

�
�




��



	

王家駒老師擔任化學科教師14

年，對教學工作充滿熱誠，並以培

育學生對科學的好奇心及探究精神

為己任。他希望透過校內、校外活

動培養學生的興趣，即使他們將來

不一定投身科學相關的行業，仍可

以在探索科學過程中，養成求真和

求知的精神。

王老師堅信，教師不單是知識的傳授者，也是學

生在學習路上的同行者，但「同行」二字說來容易，

要切實做到卻殊不簡單。為了與學生同行，明白他們

的感受及面對的困難，王老師花盡心思，因應學生不

同需要提供協助。王老師不論於常規課程還是非常規

課程編排上均重視「體驗式學習」，因材施教，推動

STEM及創意科學解難能力，並致力鼓勵學生參與不

同活動和比賽。

建立課堂常規 每堂開口「說」

學生被動，大多源於缺乏自信。為讓被動的學生

動腦思考，王老師於課堂開首設有五至十分鐘的時間

予學生「說話」，建立於課堂中應該「表達己見」及

積極參與的課堂常規，讓學生主導課堂，以培養學生

主動的學習態度。於化學實驗室中，學生分成7至8組。

在進入相關課題之前，王老師會預備數條問題讓學生

作答，問題分層次，有深有淺，讓能力不同的學生均

能回應，增加投入感。然後，王老師讓學生回顧上一

節課堂所學，指出及解說課業中朋輩常見的錯誤，分

享預習成果及預測實驗結果等，當提問及回應成常規，

潛移默化，便能製造良好的課堂氛圍，繼而漸漸加強

學生學習動機，讓課堂以提高「參與度」及「歸屬感」

取代單純知識的灌輸。最後，於每堂課結束前均清晰

地以列點方式歸立總結，以鞏固所學。

照顧學習差異 學生同發光發亮

為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王老師特別將功課難度

分為不同層次，當中三分之二的題目較淺易，餘下的

部分則為進階題目。能力稍遜的學生可由淺入手，能

力強的學生可挑戰程度較深的題目，令不同能力的學

生也能學得其所。同時，王老師會因應各學生能力分

組，進行合作學習，每組均有能力較強及較弱的學生，

以強帶弱，藉此鼓勵學生同儕互助。

另外，王老師又開設手機社交通訊群組，方便與

學生討論功課，但發現往往只有能力較強的學生主動

回答他的提問，能力較弱的學生則不敢發言。有見及

此，他特別開設小群組照顧他們的學習需要，鼓勵較

弱的學生踴躍提

問及講述自己遇

到的難題。

▲王家駒老師鼓勵學生在課堂上討論，表達意見。

▲高中學生帶領初中學生進行即興科學實驗

▶王家駒老師製作
的教材和功課設

有不同難度，照

顧不同能力學生

的需要。

Compendium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Compendium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薈萃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薈萃 20220211 // 20222022

42



▲學生於「美國創意思維世界賽」中維修及整合機件

▲學生於化學堂中進行「水果電池」實驗

以身作則 樹立榜樣

為了與學生同行，王老師於過去七年，每年均會

報考數理學會舉辦的模擬化學考試，與學生一起經歷

考試。「學生知道老師一起考試，也會很驚訝，有些

學生會喜出望外、有些則既驚且喜。考試結束後，他

們紛紛在社交群組中與我研究題目，亦好奇打探老師

的成績如何。」王老師坦言，雖然自己考試的分數較

學生高，但亦有答錯題目的時候。「這也是好事，說

明老師都有盲點，我和學生一起經歷，事後可以和他

們分析哪些地方需要注意，讓他們在公開考試時可以

發揮得更好。」

王老師說任教學校的學生多來自基層家庭，與自

己的成長背景相似，年幼時不太愛讀書、怕背誦，惟

獨對科學實驗感興趣，亦曾代表學校到美國參加科學

比賽。讀書過程中曾遇挫折，預科時需重考高級程度

會考，憑自身努力，最終升讀自己喜愛的香港科技大

學化學系。王老師的經歷正好讓學生知道，遇困難不

放棄，堅持信念，努力不懈，實現夢想指日可待。

這些自身經歷，王老師認為對教學有很大幫助，

令他更了解學生的需要和感受，激發他以不同方法燃

起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即使有些學生最終未必能夠考

入大學，但這不是人生的終點，最重要是通過中學的

學習階段，啟發學生學會如何學習，並找到人生目標。

喜見學生轉變與成長

談及學生感人故事，王老師侃侃而談。有學生因

為無法適應升讀高中後緊迫的課程，成績一落千丈，

曾萌生退修的念頭。在王老師的鼓勵和支援下，找到

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最終在公開考試順利取得合格

成績及入讀心儀大學。那位學生親手撰寫了一封千字

的感謝信，向王老師表達謝意，字裡行間洋溢着感激

之情，看得他非常感動。另外，亦有學生就前途抉擇

忐忑不安，後來聽從王老師的建議，報讀配藥專業的

相關大專課程，繼而找到理想工作，成為女朋友眼中

很有魅力的專業人士。

王老師說：「我除着眼於如何有效地傳授知識，

亦將重點放在經歷式學習。作為學生的知識引導者，

與他們並肩同行，我期望能推動他們由『要學』做到

『想學』，繼而『學好』科學，深化和應用所學，享

受學習過程是任重道遠，但亦是教師的使命所在。」

科學教育學習領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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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參與製作教材

一般出版社為化學科課程編寫的教科書，內容繁

多，能力稍遜的學生可能因找不到學習重點，偏離學

習進度，漸漸失去學習化學的興趣。為了支援學生學

習化學，我按照教育局的課程大綱，將書本內容重新

整理，以校本筆記為課堂主軸。筆記內容鼓勵學生依

照老師的指導，投入參與課堂，讓學生逐步以「動手

寫，動腦學」的方法，「內化」複雜的化學概念。筆

記設有「留白」位置，讓學生自行動手填寫，建構化

學知識。化學科重學生繪畫實驗裝置圖，我嘗試將複

雜理論形象化，增加學生繪圖的時間，邊學邊寫邊畫，

以提高課堂「參與度」及「投入感」。

自家製「空中教室」推動自學文化

電子教學及資訊科技已成為教學不可或缺的元素，

我期望校本的網上平台能與課堂互補，使學生不受時

間及地點的限制學習，進行預習及課後溫習。我打造

自家製「空中教室」，通過拍攝「預習影片」、「教

學影片」及「解題影片」三大類影片，支援學生學習。

在教授特定的課題，我會經通訊平台發送「預習影

片」，學生配合筆記完成題目。課堂上，我會評估學

生預習成效，歸納出學生常犯錯誤，並將錯處展示，

冀望能促進學生在課堂討論，互評預習成果。我適時

提供回饋，糾正學生化學概念的謬誤。課堂後，我會

上載相關課題的「教學影片」，讓學生溫故知新。鑑

於課時有限，在課堂沒有空間詳細解釋文憑試試題的

答題技巧，為此我拍攝「解題影片」，把化學科十多

年試題分析拆解，期望裝備學生更好地應付考試。

「預測、觀察、解釋（POE）」
理念貫穿課題

設計實驗探究活動對學生學習化學相當重要，學

生通過進行實驗，蒐集證據證明所訂立的假設。有感

我校學生學習差異較大，部分學生進行實驗時未能跟

上步驟，因此我選擇採用「預測、觀察、解釋（POE）」

的教學策略，將艱深的實驗分階段進行，以「小步子」

方式教授重要概念。最後我亦加入小總結及分析實驗

結果，以協助學生理解實驗目的，培養探究思維。例

如在「水果電池」實驗中，常設以檸檬為一種電解質

作實驗，目的是證明水果可以導電。為引發學生有更

深層次及更多角度的思考，實驗中，我增加了不同甜

酸度及含水量的水果作選擇，讓學生比較它們的特性

以鞏固及延展所學。於第一階段，學生先以檸檬作電

▶學生參與由香港
青年協會舉辦的

STEM 活 動 ——

「機關王」競賽

▲「機關王」競賽隊伍運用創意和科學知識設計自創關卡

▲該校參與「探索社區大氣環境」學習計劃，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
學生透過實驗，量度學校附近的空氣質素。

Compendium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Compendium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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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質，進行預測並作出觀察，最後學生總結及解釋檸

檬可以導電的特性。於第二及第三階段，學生分別以

兩種檸檬以外的水果進行實驗，並預測它們的導電性

與檸檬有何不同，再進行觀察及讀取數據，解釋不同

水果有不同導電性的原理。最後，他們從實驗中三個

階段的小總結帶出電解質與導電性的關聯。

科學知識與話劇表演的「化學作用」

由2009年開始，為了讓學生經歷「體驗式學習」，

引起他們對學習科學的動機，我將一項隊制科學比

賽——「創意思維活動」（Odyssey of the Mind

Programme, 簡稱OMP）引入學校，並持續推行十多

年。至今，已有一百多名本校學生參與活動。對活動

感興趣的學生會先獲邀成為「創意思維學會」會員，

並接受一連串的培訓，包括解難訓練、科學原理的應

用、機件構思及設計等。表現出色的同學經選拔後，

會以小組形式參與本港的「創意思維大賽」。比賽融

合科學裝置的設計及話劇表演，參加者須應大會的要

求，運用科學知識設計及製作科學模型。此外，學生

須構思一齣話劇，內容配合科學模型的運作，並一手

包辦道具、佈景及服飾設計等工作。在過程中，老師

只在必要的地方作出點撥，給予意見，與學生一同經

歷。學生不但在機件設計上需要反覆觀察研究，經歷

失敗再嘗試改良，他們還要以話劇形式向評判解說解

題方案及科學模型運作的原理，學會運用很多科學知

識及溝通技巧，對科學產生更濃厚的興趣。值得欣慰

的是，本校的學生不論在香港區比賽及美國舉行的世

界創意思維比賽決賽均表現優異，及後，學生更獲得

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見，分享比賽經歷和學習科

學的得着。

寄語

培養學生對自然的好奇心和強化他們的科學思維

是科學教育的目標，我會繼續致力培養學生的科學探

究精神和提升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成就學生創造無

限可能。我深信教師的使命是與學生攜手經歷學習的

旅程，了解他們的學習難點，因材施教，並引起他們

的動機及激發潛能。他們亦會感受到老師的付出和用

心，更積極投入學習。我希望能繼續以生命影響生命，

為他們在中學時期創設難忘的學習體驗和協助他們吸

收畢生受用的知識。

61

▲2019年，學生於美國密歇根州舉辦的「創意思維世界賽」中
獲得季軍。

▼於周會活動中，由高中創意思
維學會學生帶領初中學生進行

「即興題」活動 。

▲創意思維隊隊員帶領小學生進行STEM活動，試用「隱形墨水」寫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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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駒老師對科學教育充滿熱誠，具備豐富專業

知識，富反思能力，為學生營造和諧關愛的學習環境。

他致力實踐以學生學習為本的教學理念，發展校本化

學科課程，培養學生編寫課堂筆記的習慣，加強學生

自學及預習之用，促進自主學習。他按照校內學生能

力或需要，發展校本化學科課程，設計分層的溫習題，

讓不同能力的學生皆可作答，加強自信心，照顧有不

同學習動機、興趣和才能學生的需要。

王老師善用科技、資訊科技及電子學習平台，為

學生提供課堂內外多元化的學習機會，包括發展校內

網上教學，建構「DSE空中教室」及電子學習平台，
提供教學、實驗、考試題解及教學視頻。另外，他有

效運用通訊軟件，組織互動式學習小組，讓學生不受

課堂限制學習科學，主動照顧個別學習能力稍遜的學

生，即使在停課期間仍為個別學生提供指導，陪伴學

生克服學習困難，帶領學生在學習上進步。

王老師致力設計多元化學習情境，例如發展校本

「即興題初體驗」課程及「畋園築夢」課程，提供學

生互動式的學習機會，並推動學生參與「化學家在線」

獎勵計劃，促進他們自學能力。他善用校外資源，例

如透過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帶領學生參與跨學科知

識運用的「探索社區大氣環境」學習計劃，利用數據

器，監測學校附近的空氣質素，並分析及討論收集所

得的數據，培養學生認識科學、科技發展與環境的關

係。

課堂所見，王老師課前準備充足，培養學生課前

完成預習題，並在課堂上提出有效的回饋，幫助學生

釐清關鍵的概念。王老師能夠展現卓越的教學技巧，

教授「化學反應與能量」課題時，善於將學生在課堂

之前所學的理論和概念與實驗連結，有效運用實驗活

動加深學生已有的化學知識。他以學生為本，運用「預

習、討論、活動，回饋及延伸」學習循環作為教學設

計。例如預先安排學生完成預習工作紙，剪輯常犯錯

誤，繼而在課堂上讓學生思考及討論，幫助他們反思

化學反應與能量概念上的困惑，有助釐清相關化學概

念難點。王老師要求學生設計實驗，並運用實驗技巧

正確使用儀器量度及讀取數據，利用物理熱力學及數

學方法，計算化學反應的能量變化，促進學生理解「焓

變」科學概念及加強科學過程技能。在課堂延展學習

部份，王老師善用日常生活例子以自熱火鍋為切入點，

引發學生好奇以產生學習動機，運用實物投影器向學

生展示內部結構及相關的化學物，並示範化學物的放

熱反應，引伸出化學科知識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課

堂結束前能夠概括精要地總結學習目標。

王老師持續鼓勵學生從實踐中學習科學，透過帶

領學生參與STEM相關的訓練和比賽活動，為學生提
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讓他們親身面對科學難題，培

養學生科學思維及共通能力。他鍥而不捨引入「創意

思維活動 OMP」，項目具原創性，且持續多年。在
活動過程中，學生有機會到境外參賽，他們不但要應

用科學知識和技能解決科學難題，亦要以英語解釋實

驗成果，在語文基礎不高的學生確實不易。

王老師身體力行，熱心參與教育相關的社區服務

及專業團體的活動，積極推動專業培訓，多次獲邀為

主講嘉賓，分享舉辦STEM教學及創意思維活動的經
驗，並多次在媒體中分享策畫學生活動及比賽的經驗，

體現專業精神。他樂於與同儕分享教學理念，提升整

體教師專業能力量，推動整體發展，協助學校成立「科

技創意空間」、「創．科．藝中心」及「初創實驗

室」，編寫創意思維活動的訓練手冊，加強校內科學

與創意思維活動的發展。

學校傳真：2602 0776

聯絡人：

王家駒老師

電郵：

wkk000@hotmail.com

學校網址：

www.bwwtc.edu.hk

學校電話：2605 2876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締造多元經歷

與學生漫步科學與創意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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