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馬會「不一樣教育節」
作為一間推動本地教育改變的的慈善機構平台，教育燃新於 2016 年推出其中一個重點項目
「不一樣教育節」，匯聚跨界及環球教育創新者，全年舉辦不同講座、工作坊、教學研習室、
體驗日等，與各教育持份者深入對話、反思，鼓勵跨界協作，構想與實踐不一樣的教育，為下
一代創造理想教育藍圖。
2019 年，「不一樣教育節」將以「學習的未來」為主題。我們相信，未來的學習，將體現三
大要素，包括以人為本，回歸教育的初心，回應學習者的需要，關顧教育工作者的幸福感。
並建立關係，讓學習者、教育工作者、家庭與社區，在平等、尊重、互信的基礎上，發揮大
家專長，善用經驗與資源，真正與學習者同行，為他們帶來更豐富的學習歷程。亦為學習者創
造實踐中學習的機會，在真切情境與實際環境中，不斷透過實踐，自主學習，讓學習與生活
連結，應用所學的價值、態度、知識、共通能力及技能，解決生活中的挑戰，讓學習者能在多
變複雜的社會中，開創屬於他們未來的道路。
「不一樣教育節」今年將走入社區，舉辦兩場地區體驗日，凝聚港島、九龍、新界各區的學校、
教育機構、民間團體及跨界力量，一起在現有體制中，突破框框，踏出第一步，實踐不一樣的
教育。 九龍及港島地區體驗日將於 11 月 23 日(星期六) 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舉行，而新界區體
驗日將於 11 月 30 日(星期六)於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舉行。
屆時，來自芬蘭、荷蘭、台灣及香港創新教育工作者，以及創新學校的校長、老師與學生將會
為大家分享經驗，如何能在現存教育體制框架下，善用社會文化背景及優勢，兼顧政策及課程
要求，在校內找到創新空間，帶領及啟發學校團隊、家長及社區協作，營造有利於學生學習的
環境，設計多元豐富的學習歷程，培育學生迎接未來的能力，構建與實踐理想教育的願景。
無論你是校長老師、家長學生、社福界人士、商業機構、基金會代表，或與年輕一代同行的任
何人，歡迎你參加地區體驗日，和來自芬蘭、荷蘭、台灣及本地的教育創新專家及實踐團隊一
起發現未來教育的無限可能！
「不一樣教育節」將於 10 月 25 日開始接受網上報名，詳情請瀏覽 www.ednovationfest.hk 。

不一樣教育節體驗日
(九龍及港島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講者

不一樣教育節體驗日
(新界區)

2019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六)
10:00am – 1:00pm 海外與本地教育創新交流
2:00pm – 5:30pm 創新學習體驗
九龍聯合道 135 號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2019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六)
10:00am – 1:00pm 海外與本地教育創新交流
2:00pm – 5:30pm 創新學習體驗
新界天水圍 31 區第一期(天頌苑) 循道衞理小學

- 芬蘭赫爾辛基國際學校資訊科技總監
陳巧茵女士

- 台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主持人鄭同僚教授

- 荷蘭創新學校 Laterna Magica 校長
Annette van Valkengoed

- 樟湖生態中小學國中部國文科陳綺華老師

- 樟湖生態中小學陳清圳校長
-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社會領域專任輔導員陳世
虎老師

- 荷蘭創新學校 Laterna Magica 老師
Jung Mi Kim
-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李靈心主任及學生

地區體驗日流程
10:00am
10:30am

開幕禮：香港教育的未來

海外教育創新分享
芬蘭教育為本地教育發展帶來的啟示

海外教育創新分享
台灣如何透過跨界力量推動教育創新

海外創新學校分享
打破框框，在體制下創造不一樣的學校

海外創新學校分享
化危為機:在改變中實踐理想的教育模式

本地教育創新分享
每個學生都可以是 Genius！

海外教育創新分享
老師也是創變者：前線老師帶領教育改變的心路歷程

12:00pm

教育創新對談: 以學習為本，重新想像教育

1:00pm

午休

2:00pm

超過 30 間學校、教育機構、民間團體及跨界代表主持的創新學習體驗、創新學習展示及重塑教育放映

3:30pm

小休

4:00pm

超過 30 間學校、教育機構、民間團體及跨界代表主持的創新學習體驗、創新學習展示及重塑教育放映

5:30pm

總結

海外及本地教育創新者簡介
陳巧茵女士
芬蘭赫爾辛基國際學校資訊科技總監
陳巧茵老師現任職芬蘭赫爾辛基國際學校資訊科技總監及芬蘭非營利教育組織 HundrED 研究
員，曾任美國哈佛教育學院 Project Zero Future of Learning 講師，以學生為本，致力把科技融入
跨學科課程。陳老師有十三年在香港、澳洲、芬蘭的課室教學經驗，並有七年積極參與亞洲、
北歐及美國等國家的學校課程規劃與整合的經驗，協助老師設計教案及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
Annette van Valkengoed
荷蘭創新學校 Laterna Magica 校長
曾擔任前線教師，結合藝術、教育領導、特殊教育、教育科學的經驗，開創 “自然學習” 的
學習理念，於 2007 年創辦 Laterna Magica，讓孩子、教育工作者及家長能不斷一起實驗及實踐
學習、生活與工作，讓社會變得更美好。
Jung Mi Kim
荷蘭創新學校 Laterna Magica 老師
擁有 15 年前線教學經驗，在校內擔任老師及生命導師，深信每個學生都有其天賦，希望能啟
發學生追隨心中理想的路，並與學校每位持份者一起，營造持續學習與創新的社群。
李靈心主任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科學科主任
深受學生真正學習時眼中發出的光芒所啟發，李主任決定餘生都為創造這些時刻而努力。曾在
前線任教不同學科，李主任的創新點子經常源自從不同角度了解學生的需要。作為學校的科技
融合指導，她亦專注與同事攜手善用科技回應學生的學習需要，解決疑難。
鄭同僚教授
臺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主持人
鄭同僚有超過二十年參與臺灣重要教育改革的經驗，曾經擔任高中優質化、九年一貫課程等重
要國家教育改革推動委員，也帶領不同團隊創辦超過十所實驗學校。目前擔任臺灣政治大學教
育系副教授，並主持臺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和臺灣蒙特梭利教育基地，帶領團隊積極協助臺灣
中小學學校教育轉型，使能真正符合兒童和青少年發展需要。
陳清圳校長
樟湖生態中小學
雲林縣立樟湖生態中小學陳清圳（前華南實驗國小）校長，看見了體制內學校的許多困境，立
志在體制內推動改革。藉由山林教育、服務旅行、單車走讀等挑戰課程，形塑學生人格並培養
獨立思考能力，同時於課堂上致力於有效教學。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志願留在偏鄉，與學生
們一同成長。

陳綺華老師
樟湖生態中小學
雲林縣樟湖生態中小學教師，任教國中部國文科。幾年前開始翻轉教室風景。透過分組合作學
習、利用行動載具、強化閱讀理解能力，教學過程中刺激孩子思考與表達，並實施差異化教學，
努力讓每一個學生都是教室裡的主人。
陳世虎老師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社會領域專任輔導員
一個從失敗中學習，不斷嘗試，不斷衝撞，從錯誤中省思，進而尋找答案，是個能適應現在社
會的「終身學習者」。臺灣師院體系自然教育與史地人類學出身，經歷五個縣市、四個輔導團
與七所國小，當過導師、科任、主任與輔導員，已有 18 年的課程教學經驗。
海外創新學校介紹
Laterna Magica

希臘文裡的學校一字意思為「空閒時間」，啟發了 Laterna Magica 的辦學理念，就是去營造一
個自由空間、一個練習場、一個像現實生活一樣，時間不會被分段切割及填滿成一小段的學習
地方。
Laterna Magica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為 850 名 0 至 12 歲的學生，提供 850 個個人學習與發展
計劃。學校沒有固定的教學時數、傳統的分齡分組、考試和固定學科，希望可以在沒有障礙下，
讓孩子輕鬆地學習，發展和發掘興趣，學習尚未開拓的能力。
樟湖生態中小學

樟湖生態中小學是在 2013 年改制而成，是一所位在台灣雲林縣海拔 850 公尺的山中小學。校
長致力於以自主力（品格力）加上知識力的革新，豐富學校文化力。學校以生態為名，帶領學
生走出教室，做到真正的體驗式學習，因此吸引很多學生前來就讀，學校不因為偏遠而影響收
生。
2016年學校從一般公立學校改制成公辦公營實驗學校，因為師資結構穩定、以及教學輔導支持
系統元善，2019年改制成公辦民營實驗學校。

賽馬會「不一樣教育節」
由教育燃新主辦，教育大同、好單位及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協辦，並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全年的活動包括由本地和海外教育創新講座、工作坊和教學研習室，推動各界通力協作，構思及實踐教
育創新，共同改進教育。
www.ednovationfest.hk | www.facebook.com/ednovationfest/

主辦機構
教育燃新為本地慈善平台，匯聚教育工作者與跨界別領先者通力合作，促
發教育創新。教育燃新於 2015 年由一群教育家、創業工作者和教育及社會
企業家擕手創辦。教育燃新的目標明確：群策群力，為新一代創出更以學
生為本的學習環境，面對 21 世紀和更多未來的轉變。教育燃新提倡務實的
教育創新方案。藉著學校與跨界別領先者的合作，教育燃新期望不同學習
方法和步調的學生，都能夠擁有更有利學習的環境，同時培育教育創新者
為教育帶來正面改變。

協辦機構
教育大同是由家長發起，推動教育有選擇的民間慈善組織。自 2014 年「教
育有選擇」、2015 年「我要真假期」論壇，以至今天在本地主流小學開展的
動手學項目 ── 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 ── 教育大同一直透過介紹
不同學習模式與理念，鼓勵家長、老師與社會各界反思教育，勇於選擇忠於
孩子需要，讓孩子能愉快學習的教育模式。
好單位為香港首個社會創新基地，由香港七個社會創新平台共同發起，包
括：對話體驗、香港社會創業論壇、創不同協作、社企民間高峰會、香港社
會創投基金、仁人學社及言論自由行。Good Lab 為創革者建立社群，透過學
習、分享和社會實驗，推動創新意念的實踐。Good Lab 社會創新學院致力向
民商官學各界推動社會創新教育和發展，培育跨界領袖，一起為社會問題共
創解決方案。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由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策劃和營運，為香港第一所提供全面
創意教育的直接資助中學。書院以藝術、媒體及設計研習為經，以人文學科
為緯，為熱愛藝術創作的年輕人，開創一個研習藝術、設計與媒體的學習空
間，提供雙軌學習的選擇和出路，為香港的文 化創意產業和藝術發展培育
新一代的專業工作者和研究人才。

捐助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