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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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18）））） 

 

學校發展學校發展學校發展學校發展 
 

2017.12.07 全體老師 學校改善小組 寧波公學生涯規劃 2.0–同心探索學校未來發展路向 

2018.03.21 全體老師  

1. 黃美珠老師 

2. 盧藹頴老師 

「預防及妥善處理學校投訴工作坊」重點分享   

1. 處理學校投訴的情與理 

2. 調節家長情緒的溝通技巧 

2018.03.21 全體老師 鄧敬池校長 從社會資源與社區人口分佈看寧波公學未來發展需要 

2018.03.21 全體老師 學校改善小組 共同商訂未來三年學校發展計劃 

2018.04.20 全體老師 鄧敬池校長 從 2016/18統一派位數據評估觀塘區中學新形勢 

2018.06.06 全體老師 鄧敬池校長 迎接寧波新紀元 

2018.06.06 全體老師  

1. 李鏡品老師 

2. 吳啟超老師 

STEM教學資源 

1. EduVision (學願)–智慧校園新里程 2018 

2. 優質教育基金「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 

2018.06.06 全體老師 鄧敬池校長 推動 STEM教育：從科技素養出發 

2018.06.06 全體老師 許善娟校長 願．共實現–探討學校三年發展計劃的實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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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21 全體老師 曾昭誠老師、 

黃啟華老師、 

張美思老師 

科學領域重點視學的回饋 

 

 

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 
 

2017.08.25 全體老師 鄧敬池校長、 

陳文娟老師 

STEM科技教學新模式 

善用 YouTube 360 及 Google Quiz，創作互動體驗， 

照顧學習差異 

2017.09.15 全體老師  

1. 黃美珠老師、 

李鏡品老師 

2. 鄧敬池校長、 

周少宏老師 

同儕分享–STEM教學實踐 

1. 跨科協作–創建學生聽說自主學習平台 

 

2. 知識建構課堂實踐的體會 

2017.11.10 全體老師 張美思老師、 

曾昭誠老師 

STEM +資訊科技 = 鍛鍊邏輯思考，啟發創意思維 

2017.12.07 全體老師 學校改善小組 提升學生整體表現 2.0–延續優勢、再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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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研究課堂研究課堂研究課堂研究/公開課公開課公開課公開課 
 

2017.10.31 英文科老師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英文科觀課交流 

2018.03.21 全體老師  

1. 龔恒志老師 

 

 

 

2. 李綺琳老師 

 

 

 

3. 陳旭老師、 

張玉彤老師 

 

4. 呂志凌老師 

 

 

 

5. 黃俊傑老師 

 

 

 

6. 陳文娟老師 

 

 

7. 周少宏老師 

創意功課同儕分享 

1. 中國語文科：從評估工具 Torrance Test of Creative 

Thinking看創意能力的培育 

中二級《語文活動中的創意與邏輯思維》 

 

2. 英國語文科：在日常規範課題加入思考與創意元素 

中二級《 From Theme-based Input to Creative 

Output》 

  

3. 通識教育科：活用科組資源設計不一樣的功課  

中五級《創意通識閱讀報告》 

 

4. 生涯規劃科：創意生涯探索 

中一及中二級《小組專題研習–廣播劇與攤位遊戲

設計》 

 

5. 生活藝術科：一年學習成果展覽  

中四及中五級《攤位遊戲、工作坊、創藝表演、宣

傳短片》 

 

6. 資訊與通訊科技科：長假促自學，自主學編程 

中五級《APPS應用程式編寫》 

 

7. 資訊與通訊科技科：翻轉教室的實踐分享 

中四級《聖誕節假期功課 ‒ 製作最新電腦資訊教

學短片》 

2018.04.19 江潔儀副校長、 

黃美珠老師、 

黃鍟博老師、 

熊穎欣老師、 

黃芷菁老師 

教育局 Networking Activity on Building an Effective English 

Classroom: School Visit to Ning Po College 

2018.04.30 呂志凌老師 教育局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開放示範課堂」計劃 –  

中學一年級生涯規劃課 

2018.05.03 部份老師 高婉雯老師 地理科公開課觀課及課後分享會 

2018.05.15 中文科及數學

科老師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訪校及中文科及數學科觀課交流 

2018.05.29 林倩寶副校長、 

黃美珠老師、 

符俊敏老師、 

熊穎欣老師 

迦密梁省德學校 迦密梁省德學校英文科觀課交流 

2018.06.06 全體老師 麥偉麟老師 創意功課的實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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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交流對外交流對外交流對外交流 
 

2017.11.24 部份老師 觀塘官立小學 觀塘官立小學學生到校體驗中學生活 

2017.11.24 部份老師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到訪 

2018.01.09 部份老師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校長、助理校長來訪 

2018.01.10 鄧敬池校長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升中選校講座 

2018.01.30 部份老師 上海市澄衷高級中學 上海市澄衷高級中學姊妹學校互訪交流 

2018.02.06 全體老師 寧波公學 本校家長來校觀課，早上參與操場集會，並於 

第一節課到教室與學生一同上課 

2018.03.29- 

2018.04.03 

部份老師 上海市澄衷高級中學 上海寧波學術文化交流之旅 

2018.04.12 鄧敬池校長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升中選校講座 

2018.04.13 鄧敬池校長 迦密梁省德學校 迦密梁省德學校升中選校講座 

2018.04.19 數學科老師 寧波第二中學 寧波第二中學三十周年校慶學術交流課 (數學科) 

2018.04.20 英文科老師、 

通識科老師 

寧波第二中學 寧波第二中學三十周年校慶學術交流課 (英文科、

通識科) 

2018.04.24 中文科老師 寧波第二中學 寧波第二中學三十周年校慶學術交流課 (中文科) 

2018.05.24 部份老師 李求恩紀念中學 李求恩紀念中學副校長及老師來訪 

2018.07.18 部份老師 佛教聯會學校 佛教聯會學校校長及老師來訪 

 

 

學生成長學生成長學生成長學生成長 
 

2017.08.25 全體老師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學校發展主任 劉俐君女士 

「賽馬會青年生涯規劃」網絡學校專題講座 

2017.11.10 全體老師 鄧敬池校長 以數據展望未來–中六學生應試準備及2018升讀

大學的成功規劃 

2017.12.07 全體老師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社工 陳啟明先生 

築「喜」快樂空間–好心情@學校計劃老師工作坊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2017.12.07 全體老師 鄧敬池校長 從校長的專業成長看老師的生涯規劃 

2018.01.05 全體老師 陳文娟老師 流動學習新模式–由學校新網頁開始 

2018.03.02 全體老師 鄧敬池校長 校長參與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評審的體會與反思 

2018.03.21 全體老師 吳啟超老師 中學文憑考試最新監考資訊 

2018.06.06 全體老師 周少宏老師、 

林倩寶副校長 

善用 Google Doc提升教學效能 

2018.06.06 全體老師 曾昭誠老師、陳麗娟老師 建立校本 STEM教育資源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