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PD途上的足印（學校分享）

從PD301開始—— 難忘時光

我還記得第一天我們上課的情景、我的位置；那個環境(Setting)給人

很從容，很有歸屬感的感覺。這樣和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工在一起學

習，很愜意的。學員中有兩位是我的訓導和輔導同工，和他們一起學

習、討論如何把新概念帶進學校，很有意思。

何玉芬校長

開展愛禮信的PD301 

PD301之後，我們也在校舉行了18小時的校本培訓。3小時是全校教

師的，另15小時小組培訓，共23位同事，本來是給中一的，後來我

貪心，希望多些同事了解一下PD，最後成員有中一、中二、中四班

主任、訓導、輔導老師。我們上次聽到參與同工的分享很有創意，他

們有很多點子。每個人都有腦袋，自然就能發動很多點子。

陳美玲副校長

黄敏瑤老師

從PD301開始—— 把觸動帶回校園

PD301學習群組的歸屬感非常強，整體氣氛很鼓勵性。我當時的角色

是學生，我覺得很多事情可以由學生自主，由我去決定，我感覺很舒

服，給我很大的啓示。我決定把這種方式和氛圍帶回學校，希望同事

們都給學生多些「話事權」，提升他們的歸屬感和投入度。

活動方面，印象很深刻的很多，其中Charlie的活動最難忘。那個環

節用具體的情境讓學員感受到欺凌的過程。因為形象化了，便感受到

被欺凌者所受的傷害有多麼深。在校內培訓我們也做了這個活動，副

校長Ms. Chan還把Charlie貼在她的辦公室裡呢！

收穫滿滿

我和我的班主任拍檔都上了校本的PD進深課程，有了更多共通的信

念，合作便變得更順暢。開課的時候我們也選用了學到的情緒圖譜，

很合用。

在進深課程中我經歷到許多不同的教學模式，學習不只是靠聆聽，

透過角色扮演，我們有更深的體會和反思，也讓我對自己有更多的

認識。我最深刻的金言是「糾正前先連結」(Connection before 

Correction)。過去我很慣於糾正學生的錯處，也沒在意是否有效。

現在會停下來想想，我們還没有建立關係，這樣不斷的講，不就變成

了囉嗦嗎？於是停下來思考用什麼方法先作連結，否則那些話都是白

費的。

我的女兒在青春期，很多方面我都看不順眼，很想去糾正她。但每次

想起這句金言，我就會先思考用什麼方法跟她先連結起來，然後才做

其他事。我驟然發覺自己被PD啟發建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習慣，就

是讓自己停一停。

馮玉宜老師

「讓他們有Options看來是很微小的
事，我卻看見他們參與了、開心了，
也成熟了。」

學校三：

迦密愛禮信中學

第三章：PD途上的足印（學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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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
PD盛開—— 課堂裡

我深刻記得導師Ella在帶領活動的時候都問我們：「這樣好不好」、

「是否喜歡？」要做報告的時候問：「是否準備好(Ready)？還多需

要5分鐘嗎？没問題，那下一位先匯報吧。」給予同學安全感和緩衝

(Buffer)，同學似乎會表現得更好。

我把這個體會應用在課堂上，給某些內向的同學多些準備的空間。有

些我以為不敢匯報的同學，給予空間後都說「預備好了」，雖然有些

害怕，但都講得很清楚呢。 

在新生指導日，我請新生幫忙搬椅子，我使用了Ask的說話方式，代

替了Tell，效果很好呀！另外，在早上的班主任節，要同學們安靜地

聽。我不再說：「閉嘴！安靜！」我會嘗試用其他方式說：「我們現

在要做很重要的事情，大家可以怎樣得到一個安靜的環境，一起討論

呢？」我累了，我會說：「很辛苦啊，大家可以安靜一點嗎？」有時

麥克風壞了，我會說：「我的咪壞了，有人可以幫助我嗎？」

讓他們有Options（選擇）看來是很微小的事，我卻看見他們參與

了、開心了，也成熟了。

馮玉宜老師

郭智恒老師

校
園PD盛開—— 校隊中

除PD外，我也參加計劃的Positive Coaching的培訓，它和PD有很多

相同的地方，所以我把兩者融入我帶校隊的經驗裡去。其中一個深刻

的經歷是一次練波的情況，校隊成員為了爭取時間提升個人球技，大

家都不願意替其他隊員拾球，大家都不開心，全隊士氣散漫。

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即時跟他們開了球隊會議。我真情流露的表達，

哭了。我告訴他們：「為了表現個人的技術，團隊的精神便沒有了。

這是迷失。」聽著聽著，這群男孩子也哭了。我請他們各自寫下現在

球隊最需要進步的地方，寫完之後貼在黑板上，成為大家的約章。完

成後，我感到大家更Close（親密）了。

校園PD盛開—— 節日活動裡

PD的元素是慢慢滲透的。作為老師，常常要求學生的表現要快、要

好。我現在認識多了PD，也會放手讓他們嘗試一下。例如旅行、聖

誕聯歡活動，讓他們自己想活動、然後分組⋯⋯他們有混亂的地方，

但我也的確看到他們的能力，以及值得欣賞的地方。

戴嘉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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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PD盛開—— 訓輔工作 

在訓導方面，PD給我的啟示是「糾正前先連結」(Connection 

before Correction)。前些時間，我要追收中一級特別假期的功課。

我沒有教中一，不認識他們，要思量怎樣建立關係，另一方面，家長

知道是訓導老師的來電，總是有戒心的。於是我致電的時候先談同學

生活的情況。然後才問：「現在有這個問題，你可以怎樣做呢？」通

常學生都是誠實的回答。如果他們說是忘記，我便問他怎樣可以幫助

自己，提醒自己。如果學生說寫手册記下功課的話，我便鼓勵他們每

做完一樣功課便加上剔號，避免忘記。初時我會較頻密給他們電話，

漸漸地每星期才通話一次，他們慢慢養成自律的習慣。

PD的金言是專注在解決方案(Focus on Solutions)。改善欠交功課，

關鍵在於學生身上。怪責無補於事，最重要是他們自己負責任、解

決。有時候這些學生真的做到了，便拿著手册來找我，說：「阿

Sir，我有剔，有抄齊功課」。作為訓導老師，我期望透過PD把訓導

和輔導融合起來。

戴嘉傑老師

校
園

PD
盛開—— 班級經營

在班級經營上PD也給了我許多點子和啓示，我們幾位班主任一起討

論、思考從PD的角度可以怎樣讓他們自主，覺得PD的金言「犯錯是

學習的最好機會」很有意思，又覺得各班都有各自的問題，於是向學

生介紹這個意念，並且收集他們看到的問題，然後分組討論，尋找解

決的方法。以往都是教師主導，現在是師生互動了。我們也學到了「專

注於解決方案 」(Focus on Solutions) ，這是一份信任，相信學生有

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往安排班務，只一下子把任務全部列出來，很沉悶的，從不考慮他

們自己想出來的任務，現在很不一樣。中一級各班的班會職位，是他

們自己想的「垃圾清理員」、「冷氣機清理員」、「音樂擔當」，還

有「零食管理員」等等，多麼有創意，也切合自己班的需要。

蔡玉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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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玲副校長

校
園PD盛開—— 班級經營

我也想說一下我班有什麼職務，譬如有人叫「報時員」，有人叫「環

保掌門人」、「安慰大使」，當時討論的氣氛很棒，隨後學生們也

很主動、很樂意完成自己的工作。有些沒有經歷PD的老師看著都覺

得很好，我覺得我們慢慢感染其他同工了。

PD給我最深的反省是如何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角。很多時候我們

作老師的害怕學生做得不夠好，沒給予他們機會去嘗試。他們弄歪

了，我們就走過去弄好。還記得Ms. Wong曾經分享說：「不要偷走他

們學習的機會」。這個平衡很不容易，但這個方向一定要思考的。

愛禮信PD的下一站
 增加校内同工分享PD

實踐經驗的機會、感

動更多同工

新入職同工培訓

優化教師互助
(Teachers Help Teachers)

發展班會議(Class 
Meeting)，讓學生一
同提出、解決問題

第三章：PD途上的足印（學校分享） 第三章：PD途上的足印（學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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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PD

30
1開

始—— 分享那份觸動

PD301這個課程讓我得到很重要的扶助，並重拾教育初心和信心。在

課程開初的環節，Ella讓大家討論怎樣把班級經營做得更好。全體學

員踴躍表達意見，從板書、計時、課室温度管理，以至親善大使歡迎

新同學等等，由學員自己提出，自薦出任，我們陸陸續續出來寫下自

己的名字、工作性質。這個情景給我很深的啟示：課室不該由老師完

全掌控，我們需引發學生的參與，共同建構及管理班級，提升他們的

歸屬感。

課程中另一個令我觸動和深刻反省的是Charlie的故事。在課程中，

我們親手把畫上Charlie的紙張弄摺，傳了一圈已面目模糊，即使事

後盡力去撫平，也看不出原來的面孔了。我代入這孩子在校一天的生

活去想。每堂課每位老師的批評指責、小息時被同學奚落，甚至晚上

回家還會經歷父母的責備，加起來是多麼的令人心痛。

PD301讓我們從體驗中學習，是個很棒的課程，我一定要把PD帶回

校和我的同工分享。

鄺素茹老師

偉倫PD的土壤

有些同工很有「PD思維」，如Candy老師會在課室放一張地蓆給小

朋友玩，Simon老師會為學生帶來玩具，設魚菜共生，重新設置教

室，孩子很喜歡，小息也想留在教室。這種氛圍，我看就是PD的土

壤。若加上PD的培訓，便容易歸納和統整我們已有的優勢。

PD第一梯隊的誕生
何展匡老師

鄺素茹老師
鄺素茹老師

我們班級經營的空間比較大，PD的課室應是靈活開放，獲得學校管

理層的信任和授權，我們才能騰出手來嘗試，這是非常重要的。而我

在課室擺放玩具、養魚、養龜，學校都容許，我好開心。

回到學校之後，我跟校長和中層老師分享，並開始與計劃的學校發

展主任商討、設計校本的PD培訓。我們最後邀請了20位同工，成為

偉倫PD第一梯隊，成員包括管理層及前線同工，有副校長、訓輔同

工、班主任，其中有初任教職的同工，也有很資深的同工，在校進行

了15小時的校本培訓。

「我們對這個小朋友要怎樣呢？要温
和而堅定，慢慢教！」

學校四：

聖公會偉倫小學 

第三章：PD途上的足印（學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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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素茹老師

校本培訓的深刻體驗

頭幾次的培訓十分密集，一、兩星期就會見面，每次回來大家就會圍

圈分享應用的情況， 大家都得到很多回饋和鼓勵。

校本培訓的深刻體驗

我最喜歡每節那個圍圈的過程，我們圍圈坐下，大家感恩分享這個星期想多

謝的人／事，數算下，才發覺在這個星期很多好的、值得欣賞、感恩的事，

這有助我們的Well-being，原來關鍵是我們怎樣看事情。

我從PD培訓中找回關顧孩子初心，肯定了不少過往處理學生的手法，也同

時有不少新的領受。我最深刻的學習是温和而堅定的心態，要做到絕對不容

易，因為是講尊重和要給予選擇。我反省平日如何處理學生個案，提醒自己

不要急於處理問題，不要先有假設，要多聽，多感受連結，多了解孩子行為

背後的原因。

譚桂卿老師

鍾君玉姑娘

我最大的得著是得到「温和且堅定」的提醒。有時忙了，便忘記了應

該怎樣管教是對學生最好。我在培訓期間的那段日子，我認為是我最

有温柔、最有耐性的時刻，多邀請、多聽孩子說話，我是做到的。我

希望我的學生開心地回校，也開心地回家。所以我們是需要多些聚在

一起，互相提醒。

何展匡老師

這個培訓非常有價值，也給予我們一個寶貴的平台去思考、分享和共

創點子。以往學生出了問題，例如長期欠交功課，我們都只慣性地追

收和通知家長。PD培訓讓我們多思考學生出問題的原因和需要，而

在培訓的過程中大家想出了許多不同的辦法作參考。感到輕鬆了，應

用起來也感覺和學生更親近了。

這個培訓與以往的很不同，不是說各學派的理論，而是透過體驗的活

動給予我們很多「貼地」、可以在教室中實踐的方法，例如導師使用

兩組的說話內容，一組和善的、鼓勵性的﹔一組是嚴苛的、指令式

的。我們從角色扮演，體驗學生的感受，讓我們反省不同說話方式對

學生的影響。

我曾經和Louisa到芬蘭考察，了解該地教師角色的多元化，現在又加

上PD的啟悟，也開始揣摩自己角色，不同的Mr. Simon。例如下課後

和學生玩捉迷藏，抛手巾，玩玩具，是個玩伴的角色。有時候學生家

庭出了問題，我似是家人的角色。我認為每一個老師在不同情況下可

以不同「身份」，在教導學生，支持學生，與他們一起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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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素茹老師

把PD傳開——孩子教養上重要的夥伴

我們第一梯隊的20位同工組成PD核心團隊，在各崗位實踐PD。我們

也為全校老師組織了讀書會，每位老師均獲發一本書，也包括了正向

管教的書藉，各組按時匯報、分享閱讀所得，增進正向教育上的交

流。

在本年度家教會選舉，我們辦了一個正向管教的工作坊給家長，讓他

們認識PD是什麼，那次受訓過的20位同工都在現場協助體驗活動的

進行，讓家長有很大的參與度。那次活動的迴響很大，家長都說自己

沒有在意，衝口而出的那句說話影響小朋友這樣深遠。他們對自己的

管教方式提升了覺察，想更深入認識PD是什麼。 

鍾君玉姑娘

把PD傳開——孩子教養上重要的夥伴

我也有把正向管教的訊息透過內聯網分享給

家長。例如這個是派成績表的時候發的，這

個就是說，有些小朋友很計較分數，因為背

後有一個計較分數的父母，這些小朋友在學

習和考試時十分緊張，也不開心。

何展匡老師

讓人微笑的故事

我是教數學的，有一次一位小朋友在數學功

課裡畫了一些圖畫，即是塗鴉，孩子也大概

預算我會責駡他，但我選擇用了幽默的方

式，圈住了那幅圖畫，寫了「你畫得很漂

亮，感謝你的畫，不如下次畫在另一張紙上

送給我。」接著小朋友收到後感到很開心，

可能覺得老師欣賞自己的畫，數星期後他真

的拿了一張紙畫了我的卡通樣來送給我。我

成功轉移了他的不當行為，PD說的的行為

背後有他的需要和訊息，可能他是「尋求關

注」，只是選錯方式表達。

何展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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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微笑的故事 

我由老師轉職輔導工作，差不多20年了，當我上了PD，我感覺找回

了我當初進入學生輔導工作的初心。我重新體會無論什麼類型的學

生，不管家庭怎樣，成績怎樣，都有需要幫助的時候。家校合作很

重要，所以我們亦要幫助建立健康家庭形象。

早前一位家長告訴我她仍會打駡小朋友，每次自己內心也很不安，

很悔疚。我邀請她一起找出正向管教小朋友的方法，戒掉打孩子的

習慣。看見家長做到了，孩子也開心了，我也很鼓舞。

鍾君玉姑娘

譚桂卿老師

讓人微笑的故事

偉倫近年辦了不少正向的活動。有了PD，方向更明確，以我來說，

是加強了課室經營、課室佈置，輔導組提供的「欣賞你」、「欣賞

我」活動物資也方便了我；我在課室的壁報板上貼上了「我們的快樂

時光」，很多是他們生日的照片，因為他們的生日是重要的。我又讓

小朋友挑選一幅自己畫的畫貼上去，對一些對自己要求高的同學，我

會等待、給予空間容許他們做到滿意的時候才交。

我認為每一位同學都是重要的，今日我就跟一名插班生說：「你知不

知道課室門外的Poster沒有你份?」新同學說：「當然知道啦，沒有

我」，然後我說「是啊！那我們明天便拍一張照片！」那就齊了26

人，我想讓每個同學在這班都能有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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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看到同工令人感動的改變。我看見他早上站在學校門口跟同學問

好，温和地提醒同學要整理好校服。同學也會主動叫：「主任早晨」

，然後露出微笑。遇到要轉介給輔導組的同學，他沒有說孩子犯了

錯，只說他出現了些行為問題。談到某個行為問題的學生，他會這樣

和我說：「關於那個學生的情况，我們真的要多用一些PD。」

譚桂卿老師

我也看見同工因認識PD而有所改變。有的大大減少了負面的言語，

正向了很多。

鍾君玉姑娘

也有些同工上PD後，體諒多了學生的需要，對學生多了耐性，在課

堂上多給了時間和選擇，例如看見孩子沒有把東西收拾好，便說：

「我們在十秒之內收拾好，可以開始了嗎？準備好了嗎？」看著同工

的轉變，我很驚喜。

偉倫PD的下一站

讓更多同工參加PD

培訓，獲得認同與

鼓勵

班級經營模式統整

推廣PD學習圈（各校

之間），互相學習、分

享、觀摩

延續PD家長教育

讓人微笑的變化

我們的訓導主任給同學的印象比較嚴肅。我覺得他參加了培訓之後有

些令人感動的改變。某次一位比較活躍的同學憤怒之下踢了老師，我

以為訓導主任會大聲斥責。誰知他了解事情之後，像慈父一樣和孩子

談了許久。完了之後，他走過來跟我說：「Simon,我們對這個小朋

友要怎樣呢？要温和而堅定，慢慢教！」我深受感動。

何展匡老師

鄺素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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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語與展望



綜合PD301成員群組的回應，及其中四所學校核心小組訪談紀錄(見第三章)，我們可

以看見這些不斷重覆出現並且互相貫串的「說話內容」，或者稱之為主題(Theme)，

包括：

                                      投入         Active Engagement 

                                      結連         Connection

                                      方向感      Sense of Direction

                                      自我了解   Self-understanding 

                                      成長心態   Growth Mindset 

                                      幸福感      Well-being 

                                      品格改進   Refined Character 

                                      空間         Space

從「質量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角度，這是很有意思的個案，也有足夠的素

材，有待日後作深入探究。我們在這個小册子的結束部分，不妨作這樣的初步結論：

「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聚集了一群堅持教育理想的同工；這個計劃為他們投入

資源，為他們增置了心靈上和環境上的空間。

「正向管教」為同工提供教程，讓同工在專業上有所進益。而「正向管教」的哲學基

礎，特別在人生觀方面，為同工提供了教育的方向。PD301作為體驗式學習課程，亦

為同工提供平台，讓他們加深自我了解，並且可以情意兼備地投入，彼此結連。

從成效的角度看，成長心態(Growth Mindset)愈強的同工，覺得「正向管教」對他們

的幫助愈大。「正向管教」和「幸福感」(Well-being)作為教育理念，同樣關注老師

和學生的身心健康，兩者互為補足。

作為課程導師，我們想為PD在香港的發展說幾句話：

1. PD能否在一所學校發展，視乎該校領導階層的推動力。有意發展PD的學校必須

扶立合適同工出任統籌崗位，並訓練領袖加入核心團隊，薪火相傳。

2. 期望已受訓的學校多做校內培訓，特別多落功夫在新同工身上。同工的理念相

同，學校的工作就順暢。家長教育同樣重要，能夠在這方面下工夫，成效會更加

顯著。

3. 正向管教的原教材依西方文化而製作，期望本地同工把材料「本地化」

(Contextualised)，包括圖表、文字以及語句。本地化不單是翻譯的問題，更重要

      是考慮文化上的差異。

4. 期望有意發展PD的學校及同工連結在一起，彼此支援打氣。最好能夠定期溝通協

作，大家共享資源。現時值得做又可行的協作是彙整一系列PD金言，幫助新同工

用PD心態和PD語言處理校內常遇到的情景。

5. PD具有兼容性，能夠和現時學校已推行的其他計劃綜合起來，互相補足。長遠地

看，期望有經驗的學校能把這些兼容不同課程和計劃的過程記錄下來，讓其他同

工參考。

作為課程的導師，我們感受到PD301帶給我們莫大的驚喜。它讓我們體會本地教育工

作者令人感動的一面。我們確信，教育理想的火種會不斷地傳下去。Pass I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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