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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公學寧波公學寧波公學寧波公學 

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2013 - 14）））） 

 

學校發展學校發展學校發展學校發展     

2013.08.28 全體老師 鄧敬池校長 新學年關注事項的推行策略 

2013.09.13 部份老師 鄧敬池校長 從教育承擔到晉升 

 

自我評估與校外評核自我評估與校外評核自我評估與校外評核自我評估與校外評核 
 

2013.11.01 全體老師 麥偉麟老師 2012及 2013中學文憑考試增值數據的啟示 

2014.03.14 全體老師 鄧敬池校長 校長荃灣官立中學外評分享 

2014.03.19 全體老師 鄧敬池校長 學與教的現況評估 

2014.06.10 部份老師 胡仲賢助理校長 中層管理工作坊 - 對焦評估，回饋策劃 

2014.08.27 全體老師 鄧敬池校長 課業自評與互評 

       

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 
 

2013.08.28 全體老師 李鏡品老師 優質課業分享 

2013.09.13 全體老師 同儕分享 「透過優化提問設計，刺激學生思考」及「創設情境，鼓勵集體思考」同儕經驗分享 

2014.01.03 全體老師 陳文娟老師 善用資訊科技平台推動同儕協作 

2014.01.03 全體老師 同儕分享 如何善用預習資料促進課堂協作學習 

2014.03.19 全體老師 趙志成博士 提問：目標、動機、技巧及探究 

2014.03.19 全體老師 林倩寶副校長、 吳玉嫻老師、 陳麗娟老師、 黃美珠老師、 黃志豪老師、 李惠萍老師、 陳旭老師、 何依蘭老師 

預習資料應用在課堂討論中 

2014.05.23 全體老師 陳文娟老師 利用雲端儲存工具提升學與教效能 

2014.05.23 全體老師 鄧敬池校長 優化提問設計，鼓勵集體思考 - 校長觀課回饋 

2014.06.10 全體老師 何明生校長 合作學習工作坊 

2014.06.10 全體老師 朱鑑銓老師 Flipped classroom翻轉教室 

 

公公公公開開開開課課課課 
 

2014.03.13 部份老師 陳潔盈老師 中文科公開課觀課及課後分享 

2014.03.31 部份老師 張麗君老師 數學科公開課觀課及課後分享 

2014.04.08 部份老師 盧藹頴老師 數學科公開課觀課及課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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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交流對外交流對外交流對外交流 
 

2013.10.23 黃志豪老師、 劉倩昭老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英文科校本評核分享 

2013.10.25 中文科老師 五邑鄒振猷學校 拜訪五邑鄒振猷學校中文科觀課交流 

2013.11.07 黃美珠老師 教育工作者聯會 優秀教師教學分享會- Enabling Our Students to 

USE (Understand, Study, Experience) English 

2013.11.08 黃美珠老師、 黃志豪老師 

教育局 英文教學分享會：Planning the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2013.11.15 黃美珠老師、 黃志豪老師 

教育局 英文教學分享會：Planning the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2013.11.15 林倩寶副校長、 李鏡品老師、 梁愛玲老師 

教育局 中文科中小銜接教學分享會 

2013.11.21 李鏡品老師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中學中國語文科科主任導引」教師培訓課程 

2013.11.22 黃美珠老師、 黃志豪老師、 劉倩昭老師 

寧波公學 Invitation to English Lesson Observation – 

Small Steps, Long Journey – From “I can’t do it” to 

“I … can do it” 

2013.11.28 李鏡品老師、 梁愛玲老師、 陳潔盈老師、 梁璟文老師 

教育工作者聯會 優秀教師教學分享會 - 構建高參與、高效能的 語文課堂 

2013.11.29 李鏡品老師、 梁愛玲老師、 陳旭老師 

寧波公學 找準中小語文教學的銜接點──寧波公學語文 公開課系列「新學制下的初中中國語文課」 

2013.12.04 李鏡品老師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新高中中學中國語文學與教系列(1) —「選修 單元一︰名著及改編影視作品」課堂教學分享 

2013.12.12 黃美珠老師 教育工作者聯會 優秀教師教學分享會- Enabling Our Students to 

USE (Understand, Study, Experience) English 

2013.12.17 黃美珠老師、 劉倩昭老師 

沙田基督書院 沙田基督書院英語教學分享 

2014.01.04 李鏡品老師 教育工作者聯會 優秀教師選舉十週年簡介會 - 教學組分享「如何設計一堂好課堂」 

2014.02.10 部份老師 觀塘官立小學 觀塘官立小學教師發展日 林倩寶副校長：初中學生在學習上出現的問題 黃美珠老師：認識初中英文科課程 李鏡品老師、陳潔盈老師：認識初中中文科課程 麥偉麟老師、盧藹頴老師：認識初中數學科課程 

2014.02.28 部份老師 教育局語文教學 支援組 

如何從課堂教學提升學生文言理解能力 中文科公開課：梁愛玲老師、梁璟文老師 中文科課程規畫與領導分享：林倩寶副校長、 李鏡品老師 

2014.03.04 本校家長 寧波公學 家長來校觀課，早上參與操場集會，並於第一節課到教室與學生一同上課 

2014.03.31 部份老師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來校觀課交流 英文科：朱寶琪老師、李綺琳老師  中文科：梁愛玲老師、梁璟文老師 數學科：張麗君老師、丘婷婷老師 通識科：陳潔盈老師、陳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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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 盧藹頴老師 香港大學 數學科英語教學分享會 

2014.06.06 部份老師 高雷中學 拜訪高雷中學 

2014.07.04 部份老師 教育局 教育局科學科校本支援計劃會議 

    

2014.08.20 部份老師 復旦大學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 MBA 項目孫龍副主任及趙昱老師來訪 

2014.08.22 李鏡品老師、 梁愛玲老師、 陳潔盈老師、 梁璟文老師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中文教學分享 

 

學生成長學生成長學生成長學生成長 
 

2014.04.25 全體老師 曾昭誠老師 最新訓輔導資訊分享 

2014.06.10 全體老師 盧藹頴老師 融合教育下的學生培育 

2014.06.10 全體老師 陳麗娟老師 寧波公學的校本生涯規劃 

2014.06.10 全體老師 陳文娟老師、 吳啟超老師 

統整學生個人成長紀錄 

2014.08.27 全體老師 盧藹頴老師、 黃美珠老師、 李鏡品老師、 符俊敏老師、 陳麗娟老師 

配合生涯規劃的班家經營策略分享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2014.03.01 部份老師 由香港心臟專科學院主辦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之『賽馬會「安心校園」計劃』 「7小時成人心肺復甦法、兒童心肺復甦法、 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訓練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