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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心人回饋母校

香港教育大學自創校以來，經歷過不少風雨，也面對過不少挑戰。雖然如此，教大得到很多

「友」心校友的鼓勵、支持和參與，驅策教大向前邁進，繼續以培育優秀教育人才，推進教師

教育的策略性發展，以及推動教育學術研究為己任。在今期，我們訪問了三位傑出校友，他們

對母校均非常有心，有的捐款匡助母校發展，有的奉獻時間於校友事務上，團結更多校友，匯

聚力量，幫助母校發展。

何萬森校友早年畢業於葛量洪教育學院（葛師）， 1958 年開始於東院道官立小學任教全科，作

育英才，及後在因緣際會下，何校友與其他教育界人士開設了出版社，出版暢銷全港的小學練

習本及會考試題練習本，直接或間接成就了不少學生。何校友一直感謝葛師的栽培，使他成為

教師及帶給他安穩生活，改變了他的一生。他說：「人生在世，什麼財產也帶不走。人能夠出

力的時候，就要做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事。」因此，何校友不但身體力行捐款給教大，更加為教

大引薦了其他捐款者，支持母校發展及不同的教育項目。

麥謝巧玲校友是聖文嘉中英文幼稚園（華貴邨）的創校校長，透過不同平台和職位，她帶領幼

兒教育同儕提升了幼稚園教師的專業水平和社會地位，對業界可謂貢獻良多。儘管身兼多職，

但是謝校友不忘飲水思源，她與其他校友一同創立「葛量洪教育學院在職幼稚園教師訓練班畢

業同學會」（即「香港教育大學幼師校友會」前身）， 致力匯聚校友力量，倡導校友幼兒教育

專業知識，並提升業界的專業地位。

陳漢銘校友早年獲政府選拔並頒予獎學金，入讀羅富國教育學院（羅師）特別一年制課程，又

同時於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修讀數學課程，及後更負笈海外深造。學成歸來後，陳校友先後

於香港電話公司及地鐵（即現時港鐵）工作。憑著知識及前瞻想法，他以創新方法提升企業效

率，並吸引了其他地方的同類企業仿效。事業成功的陳校友不忘回饋母校，他與夫人陳蘇華福

女士早前慷慨解囊捐款予教大，希望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我們期望得到更多「友」心校友支持母校，攜手建立教大美好將來。就以何萬森校友的說話作

結語，「作為校友，我們應用感謝和回饋的心，報答母校培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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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您緊貼教大資訊，同時支持環保，以及符合「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指引，我們誠邀您登入網址（https://www.eduhk.hk/aado/reg/）遞交資料，

讓我們能保持緊密連繫！

支持環保・緊貼教大資訊
誠邀您登記 / 更新電郵地址及流動電話號碼

  香港教育大學校友及拓展事務處

  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號

   2948 6069  

  2948 8466

   www.eduhk.hk/aado

   www.facebook.com/EdUHKAlu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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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訊之網上英文版即將推出，請密切留意 www.eduhk.hk/aado 之報導。

We are almost ready to unveil the English version of our Magazine at www.eduhk.hk/aado. Please stay tu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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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化雨 成就後輩 辦出版社 造福學童

何萬森校友在唸書的時候，已顯出他不平凡的一面。當人們還在逐間學院唸書的時候，何校友

已經懂得「善用時間」，日間在葛量洪教育學院（葛師）唸一年制的小學教師訓練課程，晚

間和週末則同時在香港聯合書院經濟系修讀專上學院最後一年的課程，並順利地完成兩個截

然不同的學科，刻苦精神實非普通人能及。何校友表示，葛師和聯合書院對於其人生、家庭

和事業，均影響深遠，因此對這兩所栽培他的母校，他常存感恩的心。

作育英才 桃李滿門

何校友回憶道：「雖然上世紀五十年代在葛師任教

的老師及修課的學生均沒有學位，但是他們都很聰

明和優秀，對教育充滿熱誠。」何校友畢業後，站

在教育前線作育英才，在 1958 年開始於東院道

官立小學任教全科。二十餘年的教學生涯讓何校友

桃李滿門，他不少學生成長後在眾多領域都能出類

拔萃。就以教育界為例，香港教育大學前署理校長

鄭燕祥、中大前副校長程伯中及現任副校長霍泰輝

等知名教授，都是何校友任教東院道官立小學時的

學生。

在 1966 年，何校友與幾位葛師同窗開設了智慧出

版社，並覷準小六生應考升中試的商機，將教材及

教學心得製成補充練習，出版風行全港的《智慧數

學》補充練習本。出版社得其賢內助羅美瑩（亦為

葛師校友）任編撰，製作小學六級共十二本數學補

充練習本，惠及不少學童。何校友其後又與其他教

育界人士開設明德出版社，出版初中的中文、英文及

數學補充練習本，以及會考試題練習本。何校友說：

「當時很多人視這套會考試題練習本為『寶書』，

因為我們將歷屆試題答案、出題統計及模擬試題

都包含在內，這些內容在當時出版市場可謂近乎

獨有！」他們同時在《華僑日報》教育版開設中學

十四科會考專欄，詳細分析各科學習精要，成為當

時考生爭相參考的讀物。何校友等人不平凡的心思，

使他們出版的會考試題練習本不但一紙風行，造福

了不少學生，而更重要是幫助這些學生掌握知識及

應試技巧，獲取更好成績，從而得到較佳的升學或

就業機會。何校友等人可說是間接成就這些學生的

無名英雄。

註：葛師與其他四間師範學院於 1994 年合併後，成為 
「香港教育學院」，其後再正名為「香港教育大學」。

何校友表示，他感謝葛師栽培，使他成為教師及帶給他穩定生活及社會地位，改變了他的一生。他說：「做

人要飲水思源，我定當回饋母校香港教育大學（見註）。」何校友解釋，教師在當年算是薪高糧準的職業，

當時男女教師的薪酬分別超過 500 元及 400 元（當年社會男女同工不同酬）。如果男女教師結成佳偶，更

會獲得生活津貼，兩者薪酬加起來超過 1,000 元，當年被戲稱為「千元運動」，撮合了不少教育界的情侶。

以當年一條油條賣斗零（5 仙）的物價看，可以想像月薪 500 元已能過上中產的生活，加上教師的職位備

受社會敬重，能當上教師根本不需再為生活問題而擔憂。

飲水思源 回饋教大

何校友續說：「人生在世，什麼財產也帶不走。人

能夠出力的時候，就要做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事。」

因此，何校友多年來服務兩所母校葛師和中大聯合

書院的校友會，同時發起很多籌款活動，也為學校

引薦了不少捐款者。就以母校香港教育大學為例，

何校友不但身體力行捐款，更加為教大引薦了捐

款者如「東院道官小一位慈愛老師基金」及「青田

教育基金會」，支持教大發展及不同的教育項目。

在何校友的穿針引線下，這些有意義的捐款項目才

能成事。何校友鼓勵眾校友，「作為校友，我們應

用感謝和回饋的心，報答母校培育之恩！」

2006 年 5 月何萬森校友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

譽院士銜。圖為何萬森伉儷（右一及右二）與

時任中大校長劉遵義教授（左一）合照。

何萬森校友（左一）與葛量洪教育學院校友會

同仁參加香港教育大學創校 25 周年慶典，並與

教大校長張仁良教授（左五）合照。

何萬森校友早年畢業於葛量洪教育學院（葛師），1958 年開始於東院道官立小學任教全科，

作育英才，他的學生不少於日後亦有非凡的成就。及後在因緣際會下，何校友開設了出版社，

出版暢銷全港的小學練習本，惠及不少學童，復後以其葛師所學及經驗，其後出任香港中

文大學校友會教育基金會籌募委員會主席，協助上述基金會創辦了兩間中學、一間小學及

三間幼稚園，並出任校董。何校友於 2006 年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院士銜。

作為一位資深的教育家及出版界專業人

士，何校友奉獻教育事業逾六十載，無

論是直接受教於何校友的學子，還是透

過補充練習本增益的學童，都助他們掌

握知識，成就各自的人生，貢獻社會。

常存感恩的何校友更不時回饋母校，扶

掖後學。如果用「春風化雨，成就後輩」

總結何校友對教育的奉獻，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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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語有謂「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為師者，不但向學生傳授道理、更會講授知識及解答疑難。

為師者對學生的教導和引領，對學生日後的成長與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由此看來，教育不單

著重教學質素，老師的專業水平及內在修為也同樣重要。

帶領同儕 貢獻業界

回望過去，謝校友說當年在機緣下，入讀了葛量洪教育學院幼兒教育課程，及後有幸得到大教育

家陸趙鈞鴻博士的啟蒙，領略到幼兒教育的真諦。她擔任聖文嘉中英文幼稚園（華貴邨）創校校長

至今，展開一段超過四十年的幼兒教育之旅，並於今年稍後時間退任校長一職。話雖如此，她對幼

兒教育的一團火仍然存在，退而不休，並將會以幼稚園校監的身份，繼續為幼稚園及業界竭盡所能，

延續她對幼兒教育細水長流的貢獻。

退而不休 續緣教育

心繫教育 回饋母校

謝校友身兼多職，業務繁重，但是她仍不忘飲水思源。在八十年代，謝

校友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幼教畢業生組織了「葛量洪教育學院在職幼稚園

教師訓練班畢業同學會」，並註冊為非牟利慈善團體。後來，五所師範

學院合併為香港教育學院後，同學會遂改名為「香港教育學院幼師校友

會」，及後再隨學院正名改為「香港教育大學幼師校友會」，迄今已經

超過三十個寒暑。謝校友及後成為校友會主席，除了帶領同儕為業界發

聲外，更盡心盡力回饋母校，包括舉辦籌款活動支持母校、資助母校職

前培訓的學生交流，以及積極支持及出席母校發起的學術活動。而在香

港教育學院爭取正名大學的路途上，校友會的支持更是不遺餘力，除了

發信公開支持大學正名，亦在多個場合向不同的持份者肯定母校的教學

理念、追求卓越的努力及優秀的學術成就。凡此種種，都見到校友會「匯

聚校友力量，倡導校友幼兒教育專業知識，提升業界專業地位」的初心。

細水長流的貢獻

麥謝巧玲校友是聖文嘉中英文幼稚園（華貴邨）創

校校長，自中學預科畢業，即投身幼兒教育，將大

半生的光陰都貢獻在幼兒教育上。在這個界別內，

謝校友透過不同平台及職位，帶領同儕提升幼稚園

教師（下稱「幼師」）的專業水平和社會地位，對

業界可謂貢獻良多。儘管謝校友身兼多職，但是她

不忘飲水思源，她與其他校友一同創立「葛量洪教

育學院在職幼稚園教師訓練班畢業同學會」（即「香

港教育大學幼師校友會」前身），三十多年來，致

力匯聚校友力量，倡導校友幼兒教育專業知識，並

提升業界的專業地位。

麥謝巧玲校友（左一）

麥謝巧玲校友指出，幼兒教育工作任重道遠，對她而

言，幼兒教育是一個使命。謝校友說：「我們的工作

不限於幫助小朋友發展成長，更包括幫助幼師成長。

在兩者相輔相成下，幼兒教育才能發展得更好。」因

此，謝校友在過去多年，與其他同儕站在前線，一方

面為業界及幼師發聲，另一方面向政府爭取更多資源，

發展幼兒教育，務求除了提升幼兒教育的教學質素外，

幼師的專業水平及社會地位也能提升，從而達到相輔

相成的效果，幼兒教育的師生都能獲益。她們見證了

政府由早年關注幼師的「數量」，到現時關注幼師的

「質量」（由八十年代初中畢業生接受在職培訓便可

入職，至現時必須具備「合格幼稚園教師或同等資歷」

才可執教），這個幼師專業化的進程，是她們、業界

其他人士及政府共同努力的成果。

多年來，謝校友積極參與教育局的諮詢委員會，將業界在師資及培訓需求反

映給教育局，便利局方制定有利於業界的政策。她舉例說，教育局早年曾打

算要求在三、四年內全面提升幼師的入職教育水平，要求幼師取得教育證書

才能繼續執教。然而，當時不少幼師都要兼顧工作與家庭，未必能夠即時調

整家庭生活習慣參加進修。因此，謝校友將業界的聲音及狀況向教育局官員

反映，希望局方於提升在職幼師的教育水平的同時，也要考慮業界及幼師的

現實限制。最終在謝校友及一眾同儕努力下，局方答應延長幼師提升達致相

關教育水平的限期。

左起：麥謝巧玲校友及教大校長

張仁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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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漢銘校友天資聰穎，自小學業成績名列前茅，及後更

在香港中學會考中取得優秀成績，獲當時的政府選拔，

頒發巨額獎學金，入讀羅富國教育學院（羅師）特別一

年制課程和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數學課程。這個巨額

獎學金意義非凡，皆因只有全港最優秀的三十名學生才

有資格獲得。除了學費外，此獎學金還包括每月 200 元的

生活津貼。陳校友說：「當年表哥每個月才賺 200 元，已

足以養活一家四口，可見這個獎學金金額是多麼豐厚！」

這個獎學金不僅讓陳校友入讀羅師，更給予陳校友於「美

麗灣」（即現今薄扶林數碼港附近）金翡翠的一段甜蜜

歲月。他回憶道：「羅師位於美麗灣，當時每天晚

餐八人一桌，例必有四位一年制的女同學和我們四

位特別一年制的男同學同桌。每天飯後，我們例必

請四位小師妹吃雪糕，沿著斜坡漫步而行，舔著雪

糕，遠望漫天紅霞，海上金光瀲灩，數著片片歸帆，

真是心曠神怡。在那裏度過了畢生難忘最快樂的一

學年。」

天資聰穎 入讀羅富國教育學院

第一次認識陳漢銘校友是在香港教育大學「香江學校

蘇慕嫺校長室」命名典禮暨支票頒贈儀式上，當時他

陪同其夫人兼捐款人陳蘇華福女士擔任典禮的主禮

嘉賓。陳漢銘校友溫文爾雅，博學多才，言談間流

露睿智，令人印象深刻。

學有所成 貢獻社會及母校

總結陳校友成功之道，就是優秀的數理分析能力，洞察先機，再配合迅速行動，這三項元素

使陳校友在多個領域例如工作和個人投資上，都無往而不利。至於對香港教育大學的寄語，

陳校友認為應該在科技教育多下功夫，提升人們對科技的興趣。他說：「以前的工業革命改

變了全世界，下一波能夠改變世界的應該是科技革命。」人們越能掌握科技，越能在競爭激

烈的世界中發揮科技知識的優勢。

寄語：加強科技教育

陳校友完成羅師及中大的課程，並在中學任教兩年（此為獲取獎學金的條件

之一）後，便負笈海外深造。陳校友在海外進修的經歷，再一次見證他過人

的資質。當年，陳校友在研究院不但研修數學，而且於同一時間唸工業工程

碩士課程，還要兼顧每週六節課堂的教書工作。若非天資聰穎，一般人根本

難以應付如此艱深的課業及繁重的工作。

學成回港後，陳校友加入香港電話公司，以他工業工程的知識，協助公司改

善工作流程、節省成本及提升生產效率。及後，陳校友加入地鐵（即現時港

鐵）工作，任職管理服務的組織及方法（Organisation and Methods）部的主

管，為各部進行衡工量值評估，或為公司作可行性研究，報告都直接以保密

方式先向總經理提交。在地鐵工作期間，陳校友帶領團隊，幫助公司改善組

織架構，改善工作方法，從而提升生產效率。而最為人津津樂道是地鐵站內

的客戶服務站，陳校友以創新方法，提議將客戶服務站設在入閘前及入閘後

地區（Paid & Unpaid Areas）中間，並應用人體工程學的設計讓裡面的工作

人員只須轉動座椅即可伸手拿到各種表格及工具，讓一名員工頗方便地同時

處理入閘前及入閘後地區客戶的需求。這對比在兩區各設一個客戶服務站

櫃台和一名員工，陳校友說：「這個安排可節省一名員工，但無損服務質

素，大大地節省人力及提升營運效率。」這個前瞻性的客戶服務站設計廣

受歡迎，並帶領群雄，吸引了其他地方如內地及美國的鐵路公司仿效。

高瞻遠矚 領導群雄

左起：陳漢銘校友、教大校長張仁良教授及 

陳蘇華福女士

陳漢銘校友攝於羅師宿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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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友及拓展事務處主辦，並由教育學院畢業同學會

及香港教育大學幼師校友會協辦的「夏日烘焙班」

已於 2019 年 7 月 20 日圓滿舉行。一眾校友在信興

廚藝中心的導師指導下，製作梳乎厘班戟及造型手

撕麵包，現場洋溢一片歡樂氣氛。

此外，校友及拓展事務處非常感謝多位校友慷慨解

囊，即場捐款予母校，支持成立助學金，幫助有需

要的學弟學妹。

夏日烘焙班 

校友及拓展事務處為校友搜羅精彩的校友優惠，

包括酒店住宿及餐飲、旅遊、節日食品優惠等，

不容錯過。詳情請掃瞄右方的二維碼：

校友優惠 

校友及拓展事務處於 2019 年 9 月 18 日舉辦「西洋書法工作坊」，

邀得校友英文瀚先生擔任導師，介紹西洋書法技巧。當天一眾教大

校友及友好全神貫注地研習書寫優雅的西洋字體，度過一個充實的

下午。

西洋書法工作坊 

香港教育大學於 2019 年 10 月 11 至 13 日派發畢業袍 * 予應屆畢業生。校友及拓展事務處藉此機會，

一連三天在校園設置攤位，祝賀應屆畢業生，順此介紹各項校友服務和優惠。

設攤位歡迎應屆畢業生及「教大畢業熊計劃」 

李璟輿校友（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早前於

Monegrarte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Spain)

中獲得第二名及 Casio Special Award，又於 North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Sweden) 中獲得

第二名。本處在此祝賀李校友！

校友於音樂比賽中獲獎 

為恭賀教大學生畢業，校友及拓展事務處特別推

出「教大畢業熊計劃」。14 吋高的可愛小熊，

手握畢業證書，穿著繡上教大校徽的畢業袍，抱

著拍照，別具紀念意義！只需付出港幣 500 元

正，就可以將教大畢業熊帶回家！欲參加「教大

畢業熊計劃」的應屆教大畢業生，可聯絡校友及

拓展事務處廖小姐（電話：2948 8467；電郵：

alumni_affairs@eduhk.hk）。畢業熊數量有限，務

請盡早行動。

由 教 育 局 舉 辦 的「 行 政 長 官 卓 越 教 學 獎    

（2018/2019）」結果已於 2019 年 11 月公佈，表揚

在「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常識科」及「個人、

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範疇中教學成就卓越的教

師。在 30 位獲獎者中，19 位乃來自香港教育大學或

前師範院校的校友（9 位獲頒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及

10 位獲頒嘉許狀），實在值得慶賀！自 2003 年起，

歷屆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合共頒發了 908 個獎項 / 嘉

許狀，當中的 655 項由本校校友獲得（約佔 72%），

可謂成績斐然。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2018/2019 

捐 款 連 結

* 由教務處主辦

李璟輿校友（右四）

校 友 優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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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同學會主席鄺啟濤博士於 2019 年 7 月 8 日出席香

港教育大學「長者學苑」及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舉辦的「全港優秀長者課程導師

選舉頒獎典禮」，並在典禮上致辭及頒獎。舉辦是次「全港優秀長者課程導師

選舉」的目的是希望推動政府、教育界、社福界及公眾關注「第三齡教育」的

同時，能讓更多人認識一群默默為高齡教育作出貢獻的長者課程導師，以鼓勵

他們對教學的熱誠。頒獎典禮其他主禮嘉賓包括前任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及首

任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醫生，以及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

陳孝慈主席。各得獎者在典禮上分享教授長者的心得、經驗及所遇到的困難和

解決方法。

鄺啟濤院士出席「全港優秀長者課程導師選舉頒獎典禮」 

羅富國教育學院 80 周年聚餐晚會於 2019 年

11 月 30 日舉行。主辦單位羅富國教育學院

（羅師）校友會邀請了香港教育大學校長 

張仁良教授主禮，同時邀得羅師前副院長 

劉 煒 堅 博 士 為 特 別 嘉 賓。 出 席 聚 餐

晚 會 人 士 包 括 近 200 名 羅 師 校 友 及

前 羅 師 老 師 與 家 屬 親 友， 以 及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職 員。 羅 師 校 友 及 前 老 師

在 席 間 分 享 了 學 院 當 年 逸 事， 共 同 

緬懷珍貴的師生情。在此感謝劉煒堅博士，

以及羅師校友會會長古學俊校友及其家

人，在聚餐晚會表演音樂助慶，使活動更添 

意義。

羅富國教育學院 
80 周年聚餐晚會

校友及拓展事務處早前推出「教大校友」短片系

列，訪問了多位校友，暢談他們的理想、教學經

驗及心得，以及成功要訣等。受訪的校友包括

（以短片播放日期排序）：

(1) 陳潁釗校友 

 英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 

 李嘉誠基金會學校體驗獎學金得獎人之一

(2) 奚伊妮校友 

 中學教育榮譽學士 

 獨立音樂教育工作者

(3) 殷小賡校友 

 中學教育榮譽學士 

 卓越教學獎（體育學習領域）

(4) 陳天恩校友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 

 香港傑出準教師金獎

(5) 梁兆棠校友 

 葛量洪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

「教大校友」短片系列

胡健雄校友（羅師 1972）早前與世長辭。胡校友一生奉獻教育，於羅

師畢業後一直從事教學工作，春風化雨，並在學界致力推廣課外活動，

以及積極推動「啟發潛能教育（Invitational Education）」。胡校友心繫

母校，擔任羅富國教育學院校友會副會長多年，致力推動會務。胡校友

對教育界作出不少貢獻，我們對他的離世深表哀痛，謹此向其家人致以

深切慰問。

悼念胡健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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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大學再獲田家炳基金會（基金會）慷慨捐款，作

為擴展「訪問學人交流計劃」之用。教大於 2008 年成立 

 「田家炳教育基金」，上述捐款將有助加強推動兩岸及港澳地

區高等學府的學術交流及協作。

出席捐贈儀式的嘉賓包括基金會董事局主席田慶先先生、 

副主席戴希立先生、諮議局主席兼董事鄭燕祥教授、基金會

董事田榮先先生、總幹事戴大為先生以及一眾教大管理層。

教大校長張仁良教授衷心感謝基金會及田慶先先生多年來的

支持。

教大獲田家炳基金會慷慨捐款 「通過電子學習發展中學生的數學概念」研討會暨

「基石數學」中文版啟動儀式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港幣

一千八百萬元，支援一個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離校生而設的終身學習項目，為期三年。

這個於校內進行的項目，料將惠及超過 3,270 位參與者，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離校生、

家長、照顧者及學生。項目將涵蓋課程開發與實行、電子學習、知識轉移研討會、實證研

究、資源開發，以及對準教師、社區工作者和家長的培訓。

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獲一千八百萬元捐助

教大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助理教授張家麟博士在研討會上就

電子教學及數學教學法發表演講。出席的中學教師及即將成

為老師的教大學生亦得到有關「基石數學」電子學習平台和

資源的資訊。

於 2018/19 年度，多所本地中學參加並利用「基石數學」

平台及資源，幫助學生學習線性函數的數學概念。教大教學

科技中心已將資源翻譯成中文版本，令更多本地學生受惠。

田慶先先生表示：「我們

深信『中國的希望在教

育』，十分高興能再度與

教大攜手合作，希望藉著

深化『訪問學人交流計

劃』，為大學帶來更多新

思維及意念，從而促進更

多的研究協作，同時將教

大的創新教學模式引進大

中華地區，達致切磋砥礪

之效。」

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總監冼權鋒

教授表示：「此項目的參與者包括：學者、

學校及非政府組織，將攜手開發新方案，

以填補現時在持續教育及終身學習方面，

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青少年的服務支援

不足。」冼教授相信，善用種種課程材

料，將有助他們進一步發展才智，盡展

所長。

香港教育大學推行由 SRI International 與 UCL Knowledge Lab 共同開發，並由李嘉誠基

金會捐贈支持的「基石數學」平台，旨在將數學電子學習推廣至本地中學。「基石數學」

能為本地職前及在職教師提供優質的教學方法，從而豐富香港學生的學習經驗。

為了讓本地教師更了解數學科的電子學習，教大教學科技中心於 2019 年 10 月 29 日舉

行「通過電子學習發展中學生的數學概念」研討會暨「基石數學」中文版啟動儀式，吸

引了 58 名中學數學科主任、教師及教大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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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教大師生外，講座亦吸引不少來自學術界、商界與外交界的嘉賓。在講者帶領下，觀

眾得以細探拿破崙這名歷史傳奇人物，如何在法律、宗教、文化及教育等領域，為現代

歐洲文明留下足印。活動亦邀得曾在聖赫勒拿島擔任布政司和代理總督的華賢仕先

生 ( Andrew Wells ) 及教大副校長（研究與發展）呂大樂教授參與。而聖赫勒拿島正是 

拿破崙度過晚年之地。

教大校長張仁良教授表示：「教大十分榮幸能邀得精通歷史、藝術及文學的前法國總理

德維爾潘先生蒞臨本校，與我們分享他的研究成果。我相信這深具啟發性的講座定能讓

各位獲益良多，並對拿破崙這位舉足輕重的歷史偉人有更深入的瞭解。」

「Let's Talk 啟言」兒童言語發展親子訓練計劃

根據香港教育大學學生事務處「2018-19 全日制新生調查（Profile of New Full-time 

Students 2018-19）」顯示，近半受訪新生預期在大學修讀期間，將出現經濟困難。其實，

當中為數不少的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家庭月入少於港幣 20,000 元），比政府統計處公

佈的 2018 年第 4 季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港幣 28,000 元）還要低。這些學生或需

兼職賺錢，當中不少不僅是為自己，更是為了幫補家計！

有見及此，教大誠邀你慷慨解囊，捐款協助成立助學金，幫助這些貧困學生，讓他們可

專心學業。我們會將善款集腋成裘，累積至一定金額即成立助學金，用以紓緩貧困學生

的經濟負擔，使他們在埋頭苦讀與營營役役兼職之餘，知道仍有一群熱心校友和社會有

心人士在默默支持他們，鼓勵他們努力學習，實踐教育理想及人生目標。有意捐款者，

請登入教大基金網頁，在「捐贈用途」選擇「助學金」，或填妥捐款表格，連同支票（如

適用）擲回新界大埔露屏路十號香港教育大學校友及拓展事務處。如有查詢，請致電

2948 6049 或電郵至 aado@eduhk.hk。

捐款支持香港教育大學貧困學生

香港教育大學於 2019 年 10 月 23 日舉行「傑出學者講座」，邀

得法國前總理多明尼克．德維爾潘先生 ( Dominique de Villepin )

擔任主講嘉賓。德維爾潘先生亦為一名歷史學家，對拿破崙

的生平事跡甚有研究，相關著作亦曾獲獎。

是次講座以「紀念拿破崙：傳奇 250 載」為題，乃教大法國

文化和教育「傑出學者講座」系列的第二場演講，同時亦為

法國慶祝拿破崙 250 歲壽辰的活動之一。

傑出學者講座：

法國前總理分享拿破崙傳奇

由於言語、社交和溝通上的困難，患有言語或溝通障礙的孩童常常被人誤解，又經常被人以為

害羞、怕事。他們也經常被罰、被責罵，甚至被欺凌。只有及早發現他們的需要，盡早提供溝

通訓練和對家長的支援，他們才能重拾自信，開放心靈，健康地成長。

這些孩子，就是香港教育大學整全成長發展中心

「Let's Talk 啟言」計劃的服務對象。「Let's Talk

啟言」計劃是針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及其家庭的

服務，內容包括儀器測試、由擁有蒙特梭利註冊

教師資格的言語治療師提供個別言語訓練、Hanen

認可導師的家長工作坊，教授家長言語溝通及社交

技巧、提供諮詢服務等。我們相信，從幼兒或孩童

期開始，只要身邊的人願意了解及鼓勵，再配合適

當的訓練，語言障礙並不能阻止孩子融入同輩和學

校生活，享受快樂童年。

請立即支持我們，一同引導這群孩子，Let's talk, 

let's walk ！

捐 款 連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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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音樂教育發明獲德國發明展兩獎項

香港教育大學兩音樂教育科技項目，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3 日在德國紐倫堡舉行的 

第七十一屆「國際創意、發明及新產品展」中，獲得銅獎。

(2) 專為音樂教育而設的方格樂譜及軟件

 首席研究員：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梁智軒博士

 專為音樂教育而設，並已申請香港和中國專利

的方格樂譜（Grid Notation）與樂譜編輯軟件

「方格」（The Grid）相輔相成。此創新方格樂

譜，運用方格代表節奏；唱名／音名代表音高；

顏色代表力度之強弱；並配合度身訂做的發音

法符號作記譜。因此，用家毋須花費長時間學

習方格樂譜，已可進行音樂演奏。不論任何人

士，其音樂背景程度如何，均可一同作樂。同

時，此發明亦為以平板電腦組成的 e- 樂團音樂

創演活動，提供無限的可能性。

香港教育大學四項語文學習和自動化學習評估相關教育科技項目，於 2019 年 8 月 24 日，在 

加拿大 2019 iCAN 國際發明及創新比賽中，獲一金三銀及兩個特別獎的佳績。

教大副校長（研究與發展）呂大樂教授祝賀獲獎團隊：「將科技結合教育為學與教帶來新的可能。

教大在這方面的創新再獲認同著實令人鼓舞，期待教大同事繼續創新，推動教與學不斷進步。」

教大獲加拿大國際發明及創新比賽六獎項

得獎項目簡介：

(1) 基於技術特徵分析理論的檢核表構建個性化單詞學習系統

首席研究員：英語教育學系助理教授鄒迪博士

 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助理教授謝浩然博士

獎項：金獎及特別獎 ( British Innovation Award )

此系統會自動根據單詞學習理論和用戶模型，來向不同學習者推薦適合他們的個性化的學習任務。這種

基於用戶的需求、偏好，以及學習歷史來個性化不同用戶的學習經驗的方式，能有效促進高效和有趣的

單詞學習，特別適合自修人士。

(2) GMoodle：適用於分組學習的網上評估系統

首席研究員：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一級講師林惠民博士

獎項：銀獎及特別獎 ( Special Inventor Award )

GMoodle 是一套為合作學習而開發的智能評估系統。系統會記錄分組項目的完整進度，作出客觀、公

平的評核，能真實評估每位學生在分組項目的參與和表現。

(3) 中文：一拍即學

首席研究員：中國語言學系副教授謝家浩博士

獎項：銀獎

此設計以光學文字辨識功能，結合漢字語料庫，讓學習者可以通過拍攝、複製文字，即可知道要查閱

漢字的基本資料。對非華語的學習者而言，有很大幫助。

(4) 支援幼兒學習英語的語文遊戲套件

首席研究員：心理學系助理教授楊少詩博士

  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吳美莉博士

獎項：銀獎

此語文遊戲套件包含：遊戲手冊、學習材料和網上支援平台，為幼兒提供一個有趣的學習方式，提升學

習主動性 ; 同時為家長提供遊戲學習訓練，方便在家支援幼兒練習英語。

松信浩二博士（左）及梁智軒博士（右）

得獎項目簡介：

(1) 配備輔助風道的吹嘴

首席研究員：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松信浩二博士

這項專利發明是一個安裝在管狀樂器（例如：

笛子）上的吹嘴，並已申請 PCT 國際專利和

日本專利。由於這個吹嘴有特別的結構，可以

用來：（一）將氣流引向笛子頂部口的邊緣，

以便產生聲音；（二）讓樂手可用下唇，覆蓋

整個或部分笛子頂部口的位置，以改變聲音產

生的效果，如牧童笛亦可做到「彎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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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丹福大學根據 Scopus 資料庫（涵蓋論文總引用量、H-index、共同作

者修正的 Schreiber hm-index 等指標），於 2019 年 8 月發布全球近 700 萬名

科學家中前 10 萬位學者排名名單。環境科學乃 176 個研究子領域之一，被引

用次數最高的學者（1996 至 2018 年）共有 1,173 人，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

環境學系顧問（環境科學）黃銘洪教授位列 24，榮膺全球華人學者之首。

黃銘洪教授榮膺全球研究論文

被引次數最高華人環境科學家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文項目

合辦第二屆「IB 理念與漢語二語教學高級研討坊」，邀請

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共聚一堂，討論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

學中的重要課題。一連十一日的研討坊於 2019 年 7 月 27 日

圓滿結束。

研討坊的主講嘉賓包括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劍橋大

學袁博平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周清海教授，以及教大中

國語言學系的專家團隊。此外，亦邀得多位國際文憑大學

預科課程（IB）專家、總考官及資深教師分享 IB 漢語教學

的相關理論和教學實踐，吸引了 30 多位來自非洲、英國、

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高等院校和教育團體學員參與，當中包

括博士及在讀的博士生。

教大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說：「創辦高級研討

坊旨在為國際漢語教育及研究的專家學者和業內同行，提

供高水平的交流與分享平台。教大作為亞洲第二所擁有 IB

認證課程的大學，在國際漢語教育領域具有卓越的教研實

力，有責任為漢語教育及研究作出積極探索，並互相分享

經驗，追求進步。」

教大舉辦「IB 理念與漢語二語

教學高級研討坊」

為慶祝香港教育大學成立 25 周年，以及粵劇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

非物質文化遺產 10 周年，教大於 2019 年 12 月 5 至 6 日舉辦為期兩日的 

「粵劇與傳統音樂傳承國際論壇 2019」，並邀請世界各地的戲曲藝術名家及

音樂教育學者，就粵劇傳承議題作深入交流。

活動由教大粵劇傳承研究中心、教大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及西九文化區戲曲

中心合辦，並獲粵劇發展基金贊助。大會邀得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九戲曲中

心顧問小組主席楊偉誠博士及教大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學術質素保

證及提升）譚祥安博士主持開幕典禮，著名青年粵劇演員王志良先生及林穎

施女士亦於典禮上獻唱，為一連兩日的論壇掀起序幕。

教大粵劇傳承研究中心總監梁寶華教授表示，是次論壇匯聚了本地與國際的

粵劇專家及學者，建立一個寶貴的文化和學術交流平台，促進有關粵劇的跨

領域探討，有助於粵劇人才的培訓及其文化之傳承。

是次論壇邀請多位嘉賓，就粵劇與傳統音樂的專業訓練、學校教育、本土及

社區傳承，以及國際傳播等四大主題作出分享及探討。活動上，本地的中、

小學及兒童粵劇團亦有交流演出，以展現粵劇傳承精神。

教大舉辦粵劇與傳統音樂傳承國際論壇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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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香港教育大學學生憑藉優異成績及熱心服務社會，獲頒本年度香港賽馬會獎學金。

教大校長張仁良教授、時任署理學生事務處處長甄玉媚女士及五位獲獎的教大學生出

席於 2019 年 7 月 4 日舉行的獎學金頒授典禮暨畢業晚宴。

香港賽馬會獎學金為不同的大專生提供經濟援助及發展機會，除本科生外，更涵蓋研

究生、接受職業專才教育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體現馬會致力培育本地人才，栽

培獎學金學生成為社會棟樑。

為了加強得獎同學之間的連繫，馬會成立獎學金同學會，為獎學金學人提供多個服務

社會的機會，並透過馬會獎學金秘書處，促進同學的學習和個人發展，以及與本地領

袖互相交流，培育他們成為關顧社會的領袖。

五教大生獲頒香港賽馬會獎學金

一年一度的國際地理奧林匹克（iGeo）首次於香港舉行，一連七日的賽事由香港教育

大學社會科學系主辦，並在 2019 年 7 月 31 日舉行開幕典禮，藉此啟發年輕人對地理

及環境科學的興趣。

是次賽事共吸引 166 位頂尖地理學生及超過 80 位優秀教育工作者參加。來自 43 個國

家及地區的參賽者需要在考核中展現其閱讀地圖、理解圖表，以及探究的能力，表現

優秀者會獲頒獎牌。

是次國際地理奧林匹克的主題為「體驗動感城市．開創智慧未來」。為推廣中國傳統文

化，大會於開幕儀式中安排了舞獅表演，展示「通天文曉地理，知七洲識五洋」的對聯。

而大會在賽事期間亦會舉行一連串的活動，如展覽、文化交流活動、鴨洲及荔枝窩地

質公園實地考察。同時，所有參加者獲邀參加維港觀光活動，以體驗香港中西交匯的

都會特色以及自然地勢環境。

香港首辦國際地理奧林匹克

香港教育大學男子籃球隊於 2019 年 9 月 1 日舉行的 Jordan Brand Invitational 2019 

大專邀請賽中勇奪冠軍，以小組賽和季後賽全勝的戰績，首度稱霸賽事。

來自 11 所大專院校的球隊於 7 月開始進行約 60 場的比賽，教大在四強戰成功淘汰

衛冕冠軍的隊伍，晉級與職業訓練局爭冠，並於激烈的決賽中一直保持領先，最終以

88：76 擊敗對手。

球隊成員文俊浩亦獲得季後賽最有價值球員、最佳防守球員及最佳五人陣容獎，而 

蕭俊傑則獲選種子組最有價值球員及最佳五人陣容獎。

教大男子籃球隊於大專籃球錦標賽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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