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優秀教師選舉(第十三屆)
參選組別：教育管理組 (個人)
個案報告：發揮課程領導的角色

引領通識教育科改進

邁向學習型組織之路

引言
學校改進可被理解為學校領導透過系統化和持續的努力，改變學校內的學習環境及其他相關因素，促
使學校能更有效地達成教育目標(Van Velzen, Miles, Ekholm, Hameyer, & Robin, 1985)。作為學校的中層
人員，有責任參與推動學校改進，在科目層面上，科主任可透過發揮「課程領導」的角色，推動學科
改進以提高教學效能，協助達成學校的教育目標。參考 Sergiovanni 對於「課程領導」的理解，
「課程
領導」需要為學校成員提供必要的基本支持與資源、充實教師的課程專業知識和能力、發展優質學校
教育方案、促進教師間的交流與觀摩，從而塑造合作和改進的文化，促成課程社群，達成卓越的教育
目標(黃顯華、朱嘉穎等, 2005)。本報告嘗試將筆者作為通識教育科科主任，如何以「課程領導」的
角色，領導和管理學科改進，從而促成「學習型組織」的經驗及學科取得的成果，加以記錄及分享。
學習型組織的發展背景
2009/10 學年起開展的新高中學制，通識教育科老師和學生均面對不同的困難，前者因轉型和兼教性
質而欠缺相關的課程、教學及評估方法知識，在課堂教學或或帶領獨立專題探究時感到困難、科組成
員來自不同學科，在協調和凝聚共識上並不容易等等；後者則因初中的基礎知識不足、書寫速度未達
應試要求、欠缺閱讀社會時事的習慣等影響其學習成效。第一屆高中文憑考試結束後，筆者獲委任為
通識教育科科主任一職，遂針對學科面對的問題逐步引入改革，將科組建立成一「學習型組織」
。
「學
習型組織」是由 Senge 在 1990 年代提出，是成員經由不斷學習、建立找出工作中問題所在和解決問
題的能力，並持續將組織進行改進，增加組織成長、學習和達標的能力(李芝靜, 2008)。筆者透過九
項元素領導和管理科組，包括：(一)營造共識、(二) 課程改革、(三) 建立制度、(四)建立關係、(五)
專業對話、(六)角色楷模、(七)知識建構、(八)專業交流和(九)追求卓越，促使科組邁向「學習型組織」，
在解決有關問題的同時，亦可有助科組的持續專業發展和成長。
發展學習型組織的的九項要素
(一) 營造共識
營造共識主要指涉學科願景和學科理念/目標兩方面。若要推動學科改進，團隊上下一心是重要關鍵，
故此學科的願景、學科理念/目標必須是以學生的長遠福祉為核心，才能讓學科團隊成員上下一心，
努力參與學科的改進工作(趙志成、何碧愉、張佳偉、李文浩, 2013)。
1. 學科願景
在學科願景方面，科主任即使憑藉日常教學接觸、查簿和觀課所見有所認知，仍需透過科務會議或
恒常的備課會議，引導科組成員反映和表達任教學科遇到的困難，讓每一位科組成員均能掌握任教
學科所面對的發展困局和問題。筆者根據科組成員的意見和過去的會議記錄，並引入第一屆中學文
憑試畢業生就六年的本科學習意見回饋(見附件一, 頁 1-2)，作出現況分析，列出學科面對的問題，
例如：基礎知識不足、學科成績倒退、課堂學習沉悶、學習習慣鬆散等，引導科組成員思考科組選
擇「改變」與「不變」可能出現的後果，帶出選擇「改變」在短期內增加科任教師的工作量雖然是
無可避免，但卻遠比選擇「不變」能夠帶來契機和正面影響。面對仍有個別教師存有疑惑，筆者提
出清晰的發展藍圖，並展示成功經驗，作出游說，強調學科選擇「改變」是先苦後甜，從而凝聚科
組的共識。

2.

學科理念/目標

在學科理念/目標方面，科組成員曾在知識能力、課堂教學和測考內容方面存在分歧，當中以任教初
中和高中的科組成員的分歧較大，前者因學生在測考的及格率偏低，學生沒有溫習習慣，不喜歡記
誦知識，因而認為應在初中課程所教的知識量和測考試題方面降低要求；而高中的科任老師則持相
反意見，認為由於初中未有建立足夠的基礎知識和能力，致使學生在高中的通識教育科學習出現重
重困難，未達公開考試的評估要求。作為課程領導，科主任應釐定學科的理念、目標及執行計劃，
但學科理念/目標必須得到科組成員的一致共識，方能有效實踐。故此，筆者的處理如下：
處理方法
1

藉著科務會議讓任教初中和高中的科任老
得出初中推行生活與社會科為銜接高中通識教
師有溝通和對話的機會，先分別讓兩者有表 育科的知識、能力和態度的方向無誤，但是可以
達意見和的機會，筆者再就個人同時任教初
中和高中的經驗分享意見，讓成員之間能了
解彼此的困難，認同對方的努力和貢獻，尋
求協作的平台。

2

結果

透過修訂校本教材和備課會議，討論更佳的教學
策略，以促成有關的目標。高中科任老師能更理
解初中科任老師的困難和付出的努力，彼此互相
鼓勵、尊重和協作。

就著課堂教學的爭議，援引校外專家意見， 得出學科必須因應學生而改變學與教策略，尤其
例如外評報告、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處中學
校本課程發展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的觀課
及與學生訪談結果的意見(見附件二, 頁
3-5)，讓科組各成員均能對學科的課堂的學

必須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如引入小組討論、
片段播放、角色扮演等，方可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和興趣，參與課堂學習任務及減少課堂的違規行
為。

與教策略有一客觀的判斷。
3

就知識能力方面，讓任教高中科任老師表達
學生在高中通識科的學習困難，源於其在個
人、社會及人文學科範疇的基礎知識和能力
不足，再列出高中通識科必備的知識和能
力，及分享其他學校的初中課程發展經驗，
以檢視初中課程擬定的知識能力是否適切。

4

就測考內容方面，透過收集學習顯証作出專 得出學生的測考表現欠佳在於學習氣氛薄弱，投
業判斷，即檢視學生的測考答卷表現，並透 放極少時間於學習上，且在測考前均欠缺充足的
過拆解試卷評估的知識和能力與學科筆
記、課堂活動和功課的關係，找出學生測考
成績和及格率偏低的原因(見附件三, 頁
4-11)。

得出以生活與社會科課程比舊有綜合人文科更
能裝備學生建立相關的基礎知識和能力，故此課
堂知識容量是適切的，但是，筆者會透過教材設
計和備課會議檢視如何更有效地透過調適學與
教策略或教材設計，層層遞進地建立學生有關的
知識和能力。

溫習，故即使測卷問題與功課提問一樣，學生仍
未有作答或騰空答案。故此，宜建立定時溫習、
指導溫習，而非淺化或降低課程知識和測考要
求。

透過科組內成員的討論、審視學生的學習顯証、參考校外專家以及其他學校的初中與高中課程銜接
的發展經驗等基礎上，筆者作為課程領導，就可開展擬定本科的學科理念/目標的科務工作。

課程理念
生活與社會科

通識教育科











建立個人、社會及人文學科學習領域的基礎
知識協助學生建立銜接高中通識教育科相
關的知識、能力、學習習慣和態度
採用由近至遠的課程設計模式
中一至中三級的能力培養規劃



建立學生三大範疇六大單元的相關知識
議題設計為本，參考書為副
利用議題教學帶出課程的概念和知識內容
能力培養滲透於日常的課堂教學及課業設
計內
建立、鞏固及加強學生在通識教育科相關的
知識、能力、學習習慣和態度

(見附件四, 頁 12-14)
(二) 課程改革
課程改革需要先對學校的整體生態和課程發展現況有全面和客觀的檢視、具備大量課程和教學論的
知識基礎，並需根據學生的學習能力、學習模式、學習成效，考慮學科知識的性質和基礎、教師的
教學能量、學科資源、社區資源等，找出適切的框架和方法，改善學生的學習(黃顯華、朱嘉穎等,
2005)。
校本的課程規劃及教材是影響科任老師和學生的學與教的關鍵工作之一，作為科主任/課程領導是責
無旁貸的。筆者早在 2009/10 學年參與高中通識教育科的校本課程工作，為高中通識教育科建立校
本教材及相關的學與教資源，及後為回應和解決高中學生遇到的學習問題，遂在 2011/12 學年主動
向校方提出啟動初中的校本課程改革，由該年的中一級以新設的生活與社會科逐年取代舊有的綜合
人文學科。在 2013/14 學年起，再就已有的初中和高中校本課程進行優化，善用半職借調的空間在
兩個學年內完成中一至中六級的縱向及橫向的校本課程規劃及教材，針對學習難點、老師的意見及
舊有校本課程的不足，協助學生能在本科有更系統和整全的學習，亦有助各級老師能就著同一教材
進行備課討論，討論適切的學與教策略，以提升教學效能。
在 2013/14 學年，筆者重新規劃中一至中三級的生活與社會科校本課程，各級有不同的知識、態度
和能力培養的重點分佈，目的是為初中學生建立高中通識教育科必要的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範疇
的基礎知識。此外，筆者亦按規劃的校本課程編寫校本教材，包括：預習及溫習筆記、課堂活動筆
記、功課及小測。預習及溫習筆記建立學生的預習習慣，學習如何編寫個人的知識筆記，而課堂活
動筆記則是讓學生善用預習所得的知識，應用到課堂的學習活動，進行討論、匯報及老師回饋，呼
應學校推行的「自主學習計劃」，而功課和小測則是為了鞏固已學知識，並培養學生的答題技巧，
建立定時溫習的良好學習習慣。
在完成中一至中三級的生活與社會科課程後，筆者在 2013/14 學年同時編寫通識教育科試題類型及
作答指引小冊子，重新規劃中四至中六級的通識教育科課程規劃，當中並加設基本教學議題和增潤
教學議題，回應學校以能力分班、照顧不同班別學生的學習需要，同時著教學助理協助按課程規劃
的議題搜集資料。2014/15 學年，筆者先善用暑假編寫了中四至中六級的預習及溫習筆記、校本獨立
專探究手冊，並成立課程小組，提供就議題搜集所得的資料，由筆者與課程小組按課程規劃中列出
的每項議題分工，並依據課程就每議題規劃的議題知識內容及能力培養，編寫校本的通識教育科課
堂教學議題冊及答題冊、功課及小測。在課程規劃的基礎上，安排統一的教材，既學生確保學生學
習涵蓋每一單元的重點，亦有助共同備課會議上同級成員討論學與教策略。在帶領課程小組編寫教

材方面，筆者會先與有關成員討論議題的設計，並先審視初稿，提出意見，再交由負責的成員在備
課會議上向同級科任老師介紹設計理念和在課堂上的具體操作。筆者帶領的課程小組成員以任教通
識教育科為主，且多是新晉老師，透過參與製作校本教材的過程中，既可為新任老師提供直接的支
援，亦可讓新任老師更迅速理解學科的教學重點。
(節錄部分示例於附件五，頁 15-24)
(三) 建立制度
在學科常規、學與教的處理上，科任老師的處理不一，便會窒礙制度發揮的功能。故此，筆者先歸
納科內面對的問題，再分發問卷，集思廣益 (見附件六，頁 25-28) 。透過收集的科組成員意見及會
議上的坦誠討論，凝聚共識，建立劃一制度。科組內每名老師能遵循制度，行動一致，在科務工作
上可增加效率，在學與教上則可有助堵塞學生違規等學習問題。筆者在上述基礎上，自 2012/13 學
年起編寫生活與社會科及通識教育科教師手冊，並適時檢討修訂，建立有助促進學科教學效能的制
度。例如：
1.


功課設計、頻次、呈交及追收
由筆者設計初中生活與社會科功課，並帶領高中課程小組設計通識教育科功課，統一各級功課要




求及頻次，如中一至中三級全年共 10 份功課、4-6 份溫習概念圖、及 1 份專題學習報告、中四至
中五級全年 12 份功課及須進行校本評核、中六則共 7 份功課。
針對能力稍遜學生，科任老師宜先與學生拆題/陪開筆一段，以協助其懂得完成功課。
遵照學校的收功課制度，在早上收功課時段欠交功課，需記錄欠交，老師宜安排學生即日留堂補
做功課，而若學生呈交未完成課業，因欠誠實，則需由科任老師補記欠交功課記錄；如學生屢勸
不改，科任老師可先發警告信，再發缺點紙，並配以自新計劃，以作警戒及協助學生建立良好的
課業態度。

2. 課堂違規處理
科任老師可按訓育組指引，如欠帶課本筆記無法參與課堂活動、破壞課堂秩序等，科任老師可以違規
紙記錄，累積五次違規記錄便轉化缺點一個，並配以自新計劃，以作警戒及協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
態度。
3.





促進學習的評估制度
老師批改功課時，參考學科的批改符號，以減輕老師的批改壓力，又可加快回饋速度。老師可綜
合學生常見問題，在課堂上作統一回饋，並油印優秀作品，供學生參考，提升學習表現。
設立改正制度，早期的改正制度尤其針對初中課業態度惡劣的學生，功課表現反映學生並沒有認
真完成功課，只敷衍了事。由於只要參考筆記及課堂所學，功課便可及格，故凡不及格的同學便
需將失分問題按正確答案改正三次，制度實施約兩年已具阻嚇性，科組老師均表現學生課業表現
大有進步，故學科亦對改正制度作出調整。現時，初中方面，功課分數及格的學生只需參考正確
答案將有失分的部分以完整句子改正一次、分數不及格則將有扣分的題目，全題答案完整改正一
次，完成改正後，功課可獲調升至及格的最低分數；高中方面，功課分題分數過半的學生只需參
考範文改正其中一段、分題分數不到一半的則需全該分題的範文完整改正一篇，完成改正後，功
課可獲調升至及格的最低分數。
科任老師就任教該級班別的已批改功課中選取高、中作品一份，上載至內聯網的學科檔案內(N
Drive)，以便同級科任老師可加以參考交流，亦可借用優秀作品，促進學生的學習。



優化通識教育科的評卷會議制度，由於通識科已實施多年，科任老師多已掌握評改要求和方法，
故簡化評卷會議制度，由負責擬卷的老師參考填妥的抽卷表格，按科任老師建議的學生名單，抽
取及影印高中低水平答卷各一份(以考生 A、B、C 命名) 給同級的所有科任老師，科任老師參與
評改答卷，並填寫分數予評卷表格上，交給級統籌，級統籌填妥各科任老師的分數在評分比較表
格，在科任老師的分數差異較高時(如 2 分或以上)，才就個別考題召開會議，從而可減省老師的





會議時間，釋放老師的空間。(見附件七, 頁 29-31)
各級的擬卷(初中)及擬題(高中)老師負責就批改的試題，參考筆者完成的評卷簡報示例，製作評
卷簡報供全級科任老師共享使用，講解答題要求、學生常犯問題及改善建議，並含優秀的作答示
例，協助學生針對性地了解自己的不足及理解改善方法。(見附件八, 頁 32-33)
筆者及各級級統籌帶領測考檢討，填寫測考檢討報告，並在會議上報告及討論教學的跟進方法，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見附件十二, 頁 47-48)

4.

測考的擬卷要求

筆者就初中和高中的擬卷制定指引(見附件九, 頁 34-37)，有助統一每次測考的長度和深淺水平，避免
高中通識題目有知識和能力重覆評估的情況，而舊有試卷亦會存放於內聯網的學科檔案內(N Drive)，
有助新、舊的科任老師有充足的試題庫作參考。
(四) 建立關係
科組內各成員願意合作和努力，是學科改進成功的關鍵要素。通識教育科團隊的特徵是教師數目較
多及背景烱異，對課程領導和課程發展無疑構成挑戰(馮潤儀, 2006)。由於通識教育科組的成員較多
且來自不同學科，師訓亦源自不同的學科，與其他學科相比，較難找到共通的學科語言和教學策略，
在實施課程或處理科務工作上亦未必順暢。故此，筆者便需製造和善用不同的機會，聚合組織，以
建立團隊的關係，打破過去山頭主義或個人主義的固有文化，這亦有助在工作上遇到困難時，組員
能夠坦誠溝通，共同協調和解決。(見附件十, 頁 38-41)
(五) 專業對話
課程/科目領導的角色是帶領成員在備課會議或科務會議上進行專業對話。為改變過去流於只互吐苦
水、充斥負能量卻無所得的會議情況，筆者嘗試透過引入一些小工具間以便備課會議或科務會議可
集中於利用學生的學習顯証，討論學與教的設計理念和策略、促進學習的評估和著重提出解決問題
的方法，以期更有效善用會議時間和成效。以下是部分的小工具：
1. 設定備課會議議程：
每次備課會議前，建立級統籌在 whatsapp 群組簡單列出議程，讓參與會議的老師可準備會議，每次
會議亦就將會教授的議題，討論學與教策略。
2. 分析高中水平課業：
配合「促進學習的評估」制度內，善用科任老師上載的學生高中水平課業表現，討論學生的學習難
點，在會議上討論回饋和教學的跟進策略，並就班本的課業表現在課堂上回饋學生。(見附件十一, 頁
42-46)

3. 考試表現分析報告：
參考公開考試給閱卷員填寫的表格，轉化及設計校內的「考試表現分析報告」表格，讓科任老師填
妥後，帶到會議上討論，分析測考的試題內容和學生的答卷表現，點出較佳和有待改善的題目，學
生作答表現較佳和較弱的題目，並就表現宋如理想的地方提出改善或跟進的建議。(見附件十二, 頁
47-48)
(六) 角色楷模
筆者透過分享成功的教學模式、優秀的學與教設計及學生表現成果等作為角色楷模，鼓勵科組成員可
引用、學習和交流，逐步改變未具成效的教學模式。
1.

開放課堂交流：

筆者曾多次開放課堂邀請科組內老師觀課，示範如何將預習要求配合課堂教學、如何將教學內容拆
小讓學生易於理解吸收、如何在課堂引入分組討論、合作學習策略等讓學生能積極參與課堂，透過
展示課堂的具體操作和學生的學與教情況，有助加強成員對嘗試新教學模式的信心，亦可協助其較
易轉化至自己的課堂教學上。
2. 鼓勵同儕觀課：
透過記錄每年考績觀課時所見的優秀課堂的教學策略，並在共同備課會議或科務會議上分享，讚賞
出色表現的教學策略，從而鼓勵組員之間互相開放課堂，進行觀課交流，建立健康的同儕觀課文化。
透過間接的方式，既可增強老師的教學信心，也有助塑造和積累學科有效的學與教策略。
3. 提供模範參考：
透過示範優秀的教學議題的教材設計，讓成員可作參考，改善過往教學議題教材質量參差的情況。
筆者先完成課程規劃後，先自行完成其中一項教學議題的設計，再提供清晰的指引及參考材料，讓
其他成員有例可循按分工完成有關的教材，筆者亦會協助審視初稿，必要時提供支援，在分工合作
下最終建立了中四至中六級通識教育科共 98 個課堂教學議題和功課議題。
4. 分享學生進步：
透過分享學生優秀的學習成果，改變科組成員對學生低期望的文化。筆者透過任教不同能力的班別，
並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傾談中，主動與組員分享能力稍遜班別學生的優秀作品(並上存至內聯網的學科
檔案 N Drive)，及作品背後涉及的學與教策略，循序漸進地改變成員對學生「無法做到」的既定想
法，讓科組成員可逐步調適對學生適切的期望和要求。
(見附件十三, 頁 49-50)
(七) 知識建構
生活與社會科及通識教育科內的教師來自不同的學科培訓，部分屬從其他學科轉型或兼教性質，筆
者嘗試透過刻意的分工協作，讓組員可在科組內發揮個人的專長，提高其對科組的歸屬感和投入感。
科組內成員眾多，
「公平性」並非要每名成員都負責相同的工作和份量，反而是因應各人的專長，分
擔科組的不同工作，透過互補不足，讓科組可以更有效地建構知識。例如筆者曾於 2013/14 學年分
發表格，讓組別成員按個人興趣和能力填寫工作優次的選擇，再嘗試作出分配。

團隊共力遠比單打獨鬥更見成效，筆者先以身作則，主動分享教材，以及透過校本課程改革，重新
規劃和編寫教材後，讓各組員分工協作，並將教材上載至學校內聯網學科檔案(N Drive)裡。每級的
備課會議，均由同級老師分工介紹負責議題的學與教策略，讓所有科組成員均可取用於課堂教學上，
藉此希望改變或削弱個人主義、山頭主義等不利提升學科整體教學效能的保守文化，而老師亦可透
過分工協作下減省工作量，將焦點放到跟進學生的學習難點和困難上。現時，學校內聯網的學科檔
案盤(N Drive)已成為科組老師的龐大資源庫，存放豐富的教學資源可供科組內成員共同使用及參考。
(可見下圖)

(八) 專業交流
教師的專業發展有助拓展刺激思維，參考來自本校/他校的成功經驗，選取轉化至科組的學與教工作，
讓學生得益。通識教育科曾於 2009/10 學年至 2011/12 學年、2015/16 學年參加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
處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的支援服務，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到校為學科的課程規劃、學與教策略提供專
業意見，在取得科組成員的共識下，筆者更與高級學校發展主任一同觀課，並與授課老師討論課堂
的效能及改善策略，透過引入校外的專業支援，有助提升學科的學與教發展。
筆者亦曾於 2013/14 及 2014/15 學年半職借調至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處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除了
致力於生活與社會科課程、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課程領導等的教師專業發展分享活動外，亦與局方人
員到訪不同的學校提供支援，與前線老師交流學與教經驗。此外，筆者亦與社會不同組織合作，以
推動通識教育科的專業發展，例如為報章專欄撰稿、為非牟利組織擬定模擬考試題目等。這些累積
的經驗亦帶回到科組的發展，致力推動學科成為「學習型組織」。(見附件十四, 頁 51-52)
(九) 持續改進
正如上文所見，在生活與社會科和通識教育科的成員互相合作下，學科改進的工作成果亦反映於近
年通識教育科的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及學校的增值指標報告，學生在中學文憑考試通識教育科的成績
表現理想，而通識教育科亦在學校增值指標報告中持續取得正增值的表現，自 2014 年起已持續三年
錄得「7」的正增值指標，學科在學與教的努力亦獲得學生、家長及學校的正面評價。生活與社會/
通識教育科致力發展成「學習型組織」，即能夠具備自我審視出工作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能力，
並持續改進，推動專業成長，以達到組織目標。通識教育科近年仍積極回應學科和學生的發展需要，
推動下列工作項目：

1. 深化學與教策略：
2015/16 學年，配合學科參加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處中學校本課程組的支援，通識教育科組內每名成
員就課堂的教學議題分工，製作融入學與教策略的教學簡報，以提高學生在課堂的學習動機和教學
效能。負責製作簡報的成員會在備課會議上簡介教學簡報的設計理念、學與教策略的重點，同級老
師、科主任及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亦可即時提供意見，優化有關的簡報以便使用。
2. 課堂引入合作學習，納入學科的持續性評估項目：
2016/17 學年起，每一課堂教學議題均有一項合作學習項目，要求學生運用合作學習策略以小組方式
完成，並每人就所負責的部分撰寫合作學習報告，報告表現以 0-3 分作評分，將學生的課堂參與累
積計入持續性評估項目。
3. 推行電子電習建立學生預習習慣：
2015/16 學年，筆者就每一教學議題搜尋約不多於 10 分鐘有關的網上時事片段清單，並在第三次科
務會議上與科組成員一起分工，暑假期間，通識教育科組成員就選擇的片段設計五題選擇題目，並
上載於 Edpuzzle 與科組成員共享，讓學生在 2016/17 學年起登入 edpuzzle 平台觀看不多於 10 分鐘
的片段及解答題目，平台會自動批改，，把學生的預習分數亦納入學科的持續性評估項目之一。
4. 「通才培訓計劃」：
「通才」意指做到「通情」、「達理」而又具備知識和智慧的社會良才。「通才培訓計劃」是通識
教育科 2015/16 學年成立的服務單位，希望落實課程理念，計劃每年舉辦約 7-8 次活動，旨在提拔
在學科有卓越表現、濃厚興趣或潛質的學生，計劃活動可分為不同範疇/專題，讓學生能因應自己的
興趣、專長或目標參與和通識教育科課程相關的延伸課程活動，透過真實的場景和人脈，增進、應
用和反思學科知識。筆者亦同時爭取校外資源，本校通識教育科由 2015/16 學年獲參加由伍集成文
化教育基金資助的「鄉土文化體驗課程」，配合學生學習跨學科知識及進行其相關的獨立專題探究。
(計劃及活動詳情見附件十五, 頁 53-61)
反思及總結
總結而言，作為課程領導引領通識教育科邁向學習型組織，必須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成效為目標，引領
學科團隊老師能就學科的學與教工作持續反思，建構協作共享以推動學科改進的團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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