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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翻轉教學」先導計劃於2019年9月展開，在初中推廣翻轉教學，期
望透過課前學習資源和豐富的課堂活動，令學生學得更主動、更深入。三
年間，疫情反覆，學校經歷了停課、網課、復課的循環，師生面對的挑戰不
少。可幸的是，本計劃32間夥伴學校接近200位教師，在這艱難的時刻依
然與計劃團隊探索「翻轉教學」的可行方法，成功鼓勵學生在課餘時間自
主學習，打破了「半日實體課」的限制。在本特輯，我們訪問了三位計劃教
師，分享他們的教學新嘗試及反思。

計劃教師「翻轉教學」經驗分享特輯



嘉諾撒聖心書院
數學科 丘卓盛老師： 授人以魚
不如授人以漁
現今資訊發達，在網上隨意搜索一下，便可接觸到五花八門的內容，教師作
為「知識傳授者」的角色逐漸被淡化。教會學生如何學、怎樣學，反而比直接
教授內容更為重要。在嘉諾撒聖心書院任教初中數學科的丘卓盛老師，在上
學期開始將課堂轉型，實行翻轉課堂，為的就是裝備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  

他強調自學能力的重要性，認為這是未來社會不可或缺的技能。翻轉教學緊
扣自主學習，要求學生對學習負責，靠自己發掘渠道獲取和查證資訊，相比乏
善可陳的標準答案，更著重融匯貫通的思維能力和創造能力。丘老師希望透
過翻轉教學，逐步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由讓學生習慣自學做起。 

教師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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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教師 他採用的課堂設計與大多數老師類同。學生先觀看影片完成
網上練習，在課上再延伸、討論。起初他也擔心學生會不適
應，尤其是數理能力較弱的學生，需要更多例子和詳盡的解
說。因此，他對完全放手讓學生自學短片的內容感到疑惑。但
聽了計劃顧問夏志雄老師的建議後，他決定即管一試，希望
讓學生逐步發展自主學習的能力。

幸好，學生回應正面，消除了他的疑慮。「我在學期末透過問
卷收集同學意見，發現她們都很喜歡這個安排，認為這讓她
們有更多時間做題；有些學生甚至形容她們比以前學得更暢
快。」 

以往學生有疑問也未必有勇氣向教師提問，但現在她們多了
機會在堂上與同學鑽研題目，四周都是可以請教的對象。能
力較好的學生，不但可以根據興趣挑戰更深的問題，還可以
擔起小老師的角色，協助其他同學。學生的轉變，令丘老師感
到十分欣慰：「原來學生們都很享受課堂，樂於繼續以翻轉模
式學習。」

在算式題上，也可以詢問數學概念的定義，例
如，他會要求學生列出圖形的特徵、判斷算式
步驟是否正確等。題目簡單，學生花五至十分
鐘便能完成，不會加重他們的課業負擔，而大
多數學生都會利用乘車回校的時間來預習。

經歷了一個學期的翻轉課堂，學生在不知不覺
間已養成自學的習慣。有次，他在批改作業時發
現，一名本來不擅解題的學生寫出了步驟清晰
的答案，有明顯的進步。追問下，原來那名學生
主動上網找資源自學，令人鼓舞，更堅定了他培
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想法。他指：「成功建立學生
自學習慣後，作為教師要做的，就是引導他們
怎樣查找、理解，以及處理資料，協助他們擴闊
學習網絡。」

準備課堂時有沒有遇到什麼難題？他指，計劃
和學校都製作了不少教學影片，不難找到合適
的教材，因此對他而言，最花心神的是選取合
適的內容「翻轉」。有次，他要求學生預習True 
Bearing （真方位角）和Compass  Bearing（羅
盤方位角），卻沒為意這兩個單元涉及多個關
鍵特徵（critical  features），再簡單的問題，學
生也要運用多個技巧才能作答。結果，她們即
使完成預習，仍未能掌握課題重點。這次失敗
的經驗令他明白到預習內容必須精準，只能涵
蓋一至兩個關鍵特徵。自此，他在設計習作時便
「大刀闊斧」地將課題拆細，選取最適合的內
容供學生自學。 

他續指，習作的題目也是愈淺易愈好，旨在令學
生快速記住重點。教師在設計題目時無需侷限 

嘉諾撒聖心書院

數學科科主任

丘卓盛老師

備課內容宜精簡  
減輕課業負擔 

「翻轉」後的課堂有更多時間讓學生動手實作及交流協作，圖為學生自製的3D投影器
同學們在課堂上分組「操數」，立即應用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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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英文科 陳紫珊老師 ：「翻轉」擴
闊學習空間  

教師專訪

計：計劃團隊   陳：陳紫珊老師

計：請簡單介紹一下您的翻轉教學是如何實
行。  

陳：因為是首次嘗試翻轉課堂，所以我的做法
較簡單。例如，我希望學生在課上討論本地食
品浪費的問題和可行的解決方法。我會在課前
搜羅適合的影片和網站，先讓學生自行探索課
題；也會自製影片，教導學生如何就課題撰寫
報章的讀者來函。在課上，學生討論及匯報結
果，之後便開始寫作練習。老師在課堂上協助
同學整理、分析和表達論點，及給予即時回
饋。

計： 您選用翻轉教學的動機是什麼？  

陳：我一直希望同學在課堂多運用英語，但要
達成此目標，學生必需具備基礎知識。面對課
程緊迫，以及疫情下課時減少，「翻轉」提供
了空間，讓學習不侷限在課堂上。多出的時間
可進行課堂討論及其他練習活動，有利訓練學
生語文技巧。

此外，翻轉教學可照顧學習差異。例如，我可
因應學生程度自製影片，就課本內容做一些簡
化或延伸。他們邊看影片、邊完成課本練習，

以及根據我所設計的框架做筆記。完成後，便
上載至教學管理平台，使我能了解學生感興趣
的項目，以及他們的總結、組識及分析能力，
並調整教學策略。

計：實行翻轉教學後，學生在學習上有什麼改
變？學生有什麼回應？  

陳：學生在課堂上表現較有自信，因為他們可
預先準備。同時，學習差異減少，因為每位學
生都有足夠的資源參與課堂活動。學生也因老
師提供更多課本外的資源參考而增廣見聞。 
整體來說，他們的課堂表現和能力均有所提
升。

計：您在教學上有什麼改變嗎？  

陳：課前的思考會更為深入和細緻，因為預習
的內容必需簡潔精要，課堂上要有師生互動，
又要緊扣課堂的學習，需要更精細的規劃。以
往的備課，則比較割裂，只着重教授詞彙、文
法、句式等。 

課上也有空間處理一些高階的學習。例如教授
寫作，學生多了時間下筆，試寫後，我可作簡
單評論，即時反饋；有更多空間處理學生文章
鋪排、段落連接，以及遣詞用字的問題。

不只學生取得進步，教師同樣有所成長。他表
示，他的翻轉教學經驗不多，起初都是步步為
營地去試，但慶幸參加了計劃，得到不少協助。
計劃的顧問夏Sir與施敏文博士經驗豐富，讓他
有系統地認識此教學法，了解到如何設計有效
率的翻轉課堂。兩位顧問提供的實例也讓他少
走了很多「冤枉路」。而且，透過計劃舉辦的分
享會，他認識到來自不同學校、同樣熱心的同
工，交流經驗，為他帶來啟發。他說：「要走出
comfort zone不容易，有同路人的經驗參考，令
我和學生都有更大信心。」 

他續說：「我和同事花多了時間一起鑽研課題
和備課。我們反覆思考課題涵蓋哪些關鍵特
徵；有哪些是可以自學、又有哪些是需要在課
上討論。備課的過程令我們對課題有更深入的
了解，同時也精進我們的教學策略。這些都是
非常寶貴的經驗。」 

他亦不時強調「翻轉」不單單是拍片和做練習，
其精髓在於以學生為中心，為他們創造豐富且
有意義的學習經歷。無特定一種學習方式適合
所有學生，考慮到各人學習能力各異，強弱不盡
相同，即使使用同一方法，所產生的教學效果也
可以相差甚遠，因此由教師主導的課堂未必照
顧到全部學生的需要。相反，「翻轉」提供空間
讓學生按需要和興趣調整學習目標，由學生去
選擇怎樣學，教師再加以輔助，成效定能事半
功倍。 

往後，丘老師希望將他的經驗宣揚開去，鼓勵
更多同工嘗試「翻轉」。「現時學校已將七至八
成的中學課程拍成影片，為學生提供更多自學
資源。翻轉課堂也會由原來的數班，推行至全
級實行。」

同儕互相指點  
反思教學目標和策略 

早前計劃負責人—香港浸會大
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總監鄺
福寧博士（左二）和丘老師（
右二）與其學生接受商台節目
「同途有心人」的訪問，分享
計劃點滴

重溫節目可到：

2022.7.17 啟發潛能，與青年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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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教師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英文科老師

陳紫珊老師

「計劃顧問施敏文博士觀課時
留意到學生敢於使用英語，令
學生感到非常鼓舞，增加他們
學習英語的信心。」

計：翻轉教學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陳：時間不足是最大的困難，當然信心也是一
個問題。因此，我平日會搜集各樣教學素材，
以備不時之需，也會參考不同教學平台的教學
資源。

我也憂慮學生課前沒有預備，或者不明白教學
內容。因此，我會由淺入深地設計在家學習的
內容。 

計：計劃的資源及服務對您翻轉課堂有什麼幫
助嗎？  

陳：十分有幫助。網站提供不少富經驗導師的
分享，可從中獲得資訊、經驗和靈感。培訓工
作坊針對特定範疇傳授教學心得。觀課服務讓
教師與專家作專業交流，可協助教師發揮翻轉
教室的概念，令教學內容更完備。此外，來自
不同學校的成功經驗亦增加了我的信心，有助
我們踏出第一步。 

計：可以總結一下您對翻轉教學的體會嗎？  

陳：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嘗試，可以建立學生
自學的能力和信心。學生有更多運用知識和互
相學習的機會。同時，教師也有空間設計更豐
富多元的課堂活動，提升教學效能。 

計：未來在翻轉課堂希望作出什麼新嘗試？ 

陳：資訊科技的進步可以令課堂有更多的可
能。例如現今不少香港及外地的旅遊景點有虛
擬導覽，如果學生能先學習詞彙，並自行探索
一個景點，再在堂上分組扮演導遊兩分鐘，帶
領全班同學參觀，應該會是一個有趣的嘗試。 
 

Fabulearn@schools
自學教材及
自學行為調查
本計劃整合了初中
英、數自學教材共
九套供學生在假期
重溫/預習。誠邀各
中、小學學生在計劃
的免費教學平台——
Fabulearn@schools 
試用教材。

P：Project team   G：Mr. Gareth Roberts 

P: Please briefly introduce your flipped lesson design. 

G:The lesson sequence is an extension of a textbook unit on 
fashionable  clothing.  Pre-lesson,  students  viewed  a  video 
I made  that  featured  images  of  school  uniforms  from  five 
different countries. 

Firstly, students were to complete a worksheet by describing 
the uniform by applying the vocabulary nouns and adjectives 
from  the  textbook,  plus  a  number  of  new  adjectives  I 
thought  would  aid  elaboration.  Then,  they  were  to  give  a 
rating out of ten (out of five for their opinion of how “eye-
catching, adventurous & creative” plus out of five for “wise 
and appealing.” They  then posted  the worksheet  to Google 
Classroom for me to check and give feedback.  

In the  lesson, they discussed their views with a partner and 
debated their favourite and least favourite and wrote a few 
sentences about their decision. The pairs then voted and we 
found the favourite and least favourite for the class. At home, 
students wrote a few sentences on their opinions about the 
class  decisions.  Later,  they will write  an  article  during  their 
writing  exam  and  apply  the  vocabulary  and  adjective  to 
describe their ideas for a class shirt. 

P： What motivates you to adopt this approach? 

G：A  few  reasons:  Advice  from  colleagues with  experience 
of  flipped  learning,  the  workshops  and  seminars  from  the 
project plus some reading I found on Google Scholar. 

In terms of selecting this particular unit, the timing was right 
and myself and other form two teachers have been developing 
activities on  the unit  for a  few years  through collaborative 
teaching.  It  seemed  like a good fit for the flipped approach 
as we  had  tested  a  few  ideas  before  and  they  had  proved 
popular and successful.  

In  terms  of  the  aims,  I  have  seen  in  their  work  a  need  to 
increase the ability to elaborate.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英文科 Mr. Gareth Roberts :

The flipped approach encourages collaborative teaching

教師專訪

平台上的影片
簡短，並可調
整播放速度，
輔以多項選擇
題，適合學生
自學基礎知識

影片由經驗
教師與計劃
團隊共同製
作，內容貼
合課程要求

平台簡介： 報名註冊：

The pre-class resources and classroom exercises 
developed by Mr. Rob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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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ent  responses-  both 
spoken and written- were excellent 
and  they  said  they  enjoyed  the 
activities and the flipped approach”

計劃負責人之一、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總監鄺福寧博
士致辭時指，計劃自 2019 年 9 月起已招募了 32 間本港中學成為夥
伴學校，為近200位初中英、數科老師提供各種支援和資源。鄺博士：
「計劃降低了翻轉課堂的門檻，讓有興趣卻苦無方向的學校踏出第
一步，過程中由計劃的教學顧問從旁指引，令教師更有信心、更有
系統地實踐翻轉教學。」

主禮嘉賓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資訊科技教育）楊婉婷女士表
示，由傳統教學法轉變到新式教學法，單靠老師一己之力並不容易，
而新常態下，混合模式的學與教成為了學校發展的重點之一，計劃
正好提供了一個契機，推動學校帶領教師一同探索創新教學法，相
信計劃所取得的寶貴經驗，將提供成功示範供學界參考。

香港賽馬會致力建設更美好社會，而培育人才及提升業界水平更是
馬會慈善策略範疇之一，馬會透過捐助展開賽馬會「翻轉教學」先
導計劃，推動實踐創新的教學方法。計劃的成功有賴團隊及各位教
師共同努力，不單改變了教學模式，更重要的是善用科技培養學生
自主學習的習慣。

重溫活動

主禮嘉賓教育局高級課程
發展主任（資訊科技教育）
楊婉婷女士指計劃提供契
機推動學校探索創新教學
法

受訪教師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外藉英語老師

Mr. Gareth Roberts

P: After adopting this approach, did you observe any changes 
on students’ learning? 

G:  It  was  extremely  pleasing  to  see  how  my  students’ 
language  output  benefitted  from  the  flipped  activities. 
One of the ways this was evident became clear when  I was 
marking their writing exam, which took place not long after 
the activities and featured a long-writing task which involved 
applying  the  target  adjectives.  The  adjectives  were  used 
correctly by every student multiple times and aided them in 
description  and  opinion  elaboration.  In  addition,  adjectives 
were frequently used that had come up during the  in-class 
activities when new words which had been found by students 
independently at home were shared during the lesson. So, in 
terms of extending language abilities and raising exam marks, 
the flipped activities bore admirable and effective results.

P： What are the biggest challenges in practicing flipped 
lessons? How did you overcome them?

G: The biggest challenge was the time it took to create the 
materials. I worked to overcome this by keeping the video and 
worksheets simple and clear.  I also tried to create activities 
and use materials that would be used in their exam, plus next 
year in all of the form two classes. By doing this, I can justify 
the time I took. 

Another  challenge  was  whether  students  would  do  enough 
of  the  preparation work.  To mitigate  potential  issues,  I  set 
up  a  Google  Classroom  page  and  instructed  them  to  post 
their completed worksheet using the Camscanner app. I gave 
enough time to check their completion and work quality and 
to  follow up with  those who  hadn’t  completed  the  task.  In 
the hope of raising confidence, during a lesson I gave positive 
feedback, showcased some quality work and praised all  the 
work they did.

P: Do you find th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project helpful?

G:  The  resources  and  workshops  were  helpful, 
but I am relieved to have had experience creating 
videos, Google Slides and worksheets. A beginner 
might find  it difficult to create a video and  link 
everything together. 

P: Please summarize your overall experience 
with the approach. 

G:  Very  positive.  The  student  responses-  both 
spoken  and  written-  were  excellent  and  they 
said they enjoyed the activities and the flipped 
approach.  I  also  found  the  feedback  and 
encouragement  from  the  project  consultant  - 
Dr Sze to be highly valuable and motivating and 
I  enjoyed  the  chance  to  share my  experiences 
with Dr Sze during the Zoom seminar.  

P: Any new flipped lesson arrangement that you 
would like to experiment with in the future? 

G:  Yes,  I  am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to apply 
the flipped approach to the other textbook units. 
I am especially looking forward to developing a 
flipped sequence for a unit based around mystery 
stories.  I  plan  to  extend  the  textbook work  by 
asking students to view several mysterious and 
(slightly) spooky short movies at home and then 
doing some fun writing tasks, like point-of-view 
character reactions, alternative endings, drama, 
class discussions, reviews, etc.   

賽馬會「翻轉教學」先導計劃 
引領學界「翻轉」 凝聚創新教學氛圍
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下，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浸會
大學於2019年展開了賽馬會「翻轉教學」先導計劃，計劃日前於網
上舉行「計劃成果分享暨教育新常態專題討論」，邀請了夥伴學校
教師分享他們翻轉的心路歷程，各大專學者亦就新常態學與教的轉
變與參加者進行討論，一起探索創新教學的機遇和挑戰。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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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qLkk0rO9N1o


夥伴學校之一、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副校長韓
文暄先生及英文科科主任張立先生分享了從管理
層角度，推行新教學法時需要考慮的事項。他們
建議團隊中最好有資深同事以及年輕的同事，新
舊碰撞之下更容易產生創新並可行的方法。內部
組織核心團隊之後，亦可尋找外力支援，如參與
計劃、採用不同機構提供的資源等，減輕同事壓
力及提高信心。韓副校指：「同事可從計劃舉辦
的研討會加深對翻轉教學的認識，並獲得規劃課
堂的靈感。上課前，他們可與計劃顧問討論及改
善課堂設計，並預先為可能出現的問題提出解決
方案。」

他們總結，推動新教學法不能只由老師實作，管
理層亦需配合。在學生學習層面，身為領導者，
可多以學生的學習為中心規劃教學方向、持續收
集回饋作出改善、製造良好的學習氛圍等。在同
事的層面，則應多體諒、多指導、建立分享文化、
以及給予足夠的彈性與空間讓同事放膽嘗試。

計劃老師之一、嘉諾撒聖心書院數學科科主任丘
卓盛老師指出，他採用翻轉教學是為了培養學生
成為終身學習者。他認為，自主學習的能力對學
生的成長十分重要，而翻轉課堂正正擴闊了自學、
共學的空間。雖然要花的前期功夫較多，但教材
在往後可以重用，丘老師認為這是先苦後甜，十
分值得。

丘老師亦調查了同學對課堂安排的意見，結果約
七成學生表示喜歡翻轉課堂。丘老師現時正密鑼
緊鼓的將翻轉教學由班本推廣至級本，將經驗及
資源分享給其他同工，又將老師分成小組共同備
課，讓翻轉教學更有系統地在學校推行。

學生體驗翻
轉課堂後，
認為有助增
強自信心

三位分享的老師亦與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
副系主任林志強博士及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
教學學系專業顧問劉國智博士，一同參與了
之後的專題討論環節，以「教育新常態下如
何在中小學實行混合式教學」為主題，和參
加者進行分組討論。

計劃負責人之一、香港中文大學學能提升研
究中心副教授藍澧銓教授在活動尾聲向各參
與同工致謝。他指，自計劃展開以來，各校
因疫情經歷了大大小小的停課、全網課、半
日課等教學日程的轉變，不過，老師們都不
忘初心，因應情況修改他們的翻轉教案，又
配合進行線上共備與觀課，令計劃能提供合
適的支援和資源給學界，繼續推廣翻轉教學
法，對此他表達萬分感謝。他續指，計劃將
擴大服務到中小學以及更多的科目，呼籲各
中、小學繼續支持，迎接新常態下的教學機
遇和挑戰。

此外，計劃於復活節時舉辦了「復活節自學
挑戰」，鼓勵全港初中生利用假期自學。活動
當日頒發了是次挑戰的學校獎項——「最踴
躍參與學校獎」，授予在挑戰期限內最多學生
登記挑戰的學校，由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獲得。挑戰共有約 1200 名來自 75 間學校的
學生參與，約 200 多名參加者完成挑戰，累
積近 18,000 影片觀看次數。

老師與計劃顧問
進行網上共備會
議；並透過計劃
訪問將心得匯集
成短片分享給其
他同工

計劃延續 —
賽馬會「混合式學習」計劃

為了更好地應對授課模式急劇轉變的挑戰，賽馬會「翻轉教學」先導
計劃將於下一學年（2022-23學年）起擴展服務至本港中、小學，並以
支援實踐「混合式學習」為重點，與學校一起尋找令教學更具彈性的
方法，同時讓學生保持正面而持續的學習動力。 

 新計劃將命名為 賽馬會「混合式學習」計劃。

消息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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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望將先導計劃累積的經驗，擴大
至更多學校和學科（涵蓋高小、初中，中
文、英文、數學、科學教育四個學習領
域），通過有系統的教師專業培訓、緊密
的教師共學社群、多元的學習資源、公
眾推廣等，令到混合式學習的發展更完
善及可持續。  

計劃將舉辦共三期的「混合式學習及創新支援服務」，共招募100間中、小學成為「夥伴學校」，並
提供以下的服務、培訓及資源：

有興趣的學校可到以下網址了解詳情： https://jcblendedlearning.hk
查詢電話：3943 3532 / 9868 5624 （WhatsApp） 

專業諮詢 證書課程 專業培訓 共學社群 教學資源 研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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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jcblendedlearning.hk


網站：    https://jcblendedlearning.hk

電話：    3943 3532 / 9868 5624 （WhatsApp） 

計 劃 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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