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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2018.12

轉眼間 教育大同明年就會踏入 5 週年 當年因為三個媽媽一股
勁 成立了教育大同 然後有更多朋友加入 一起搞論壇 反思
教育有選擇
我要真假期
希望能鼓勵家長們帶頭跳出考試
主導的思維 為孩子作出適切的教育選擇 今天 我們雖仍是一
個小巧的機構 但已有兩個由基金會贊助的項目 持續地在學校
及社區推展教師及家長發展的工作
開始的時候 我們從沒想過可以走到今天 中間也疏忽了
一些工作 這是我們第一次的季度通訊 開心些 Happy
Share 您收到這份通訊 正因為您曾經支持過教育大同
我們希望讓大家知道 因您們的支持與鼓勵 我們才能走
到今天 才能繼續走下去
趁聖誕佳節 讓我公布第一件美事 教育大同最
新的vision and mission statements終於在十多人的
努力下 經歷幾十小時的反覆腦震盪及討論中順
利 生了

Happy and fulfilling education for ALL
使命 Respect Diversity. Transform Learning.
願景

這幾個字 得來不易 當中包含了我
們尊重人的不同這個基本價值觀 希
望改變應試學習文化的訴求 渴望所
有人都能從教育中得到喜悅及滿足的
願景 在此我們謹祝大家聖誕快樂
開心 幸 與健康

Cam 張惠侶
教育大同總幹事

本年9-10月我們參加了Asia Charities
Services的 strategic planning工作坊
為EDiversity的長遠發展學習

ediversi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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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同主要工作
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
Jockey Club "Learning by Doing" Academy

搞了兩次論壇後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主動接觸我們 並由 2016 年起支持我
們進行這為期三年的 Learning by Doing (LBD) 教育項目 LBD 是個教師發展實
驗室 我們找來社區夥伴一起與老師同行 在主流小學的課程及課時內推
展動手學 LBD 讓老師有空間時間 在不為追趕課程及分數的學習氣氛下
從孩子不同需要出發 設計及嘗試不同的動手學體驗 讓學生可鍛鍊各種
與人交往溝通 自主學習和用創意解難等21世紀尤其需要的共通能力 成
就全人發展 亦提升老師教學的滿足感

進入第三年 計劃已由最初的堅樂第二
小學 擴展至循理會美林小學 亞斯理
理小學 聖公會元朗靈愛小學及石籬
聖若望天主教小學 我們現正籌劃第二
階段的LBD計劃
本年二月我們與老師去芬蘭取經

回來後在明週寫了一系列報導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

/20180419-71975

取經回港後 老師們亦開始在課堂中推動改變
動手學 做10分鐘佛系老師 放下咪 讓學生找自己的學習方法

https://bkb.mpweekly.com/cu0001/20180627-77380

除了協助幾間小學推行LBD 外 我們亦
不時為其他學校作分享及教師工作坊
11月30日屯門區小學教師發展日

lbd.ediversity.org

LBD.Academy.HK

我們跟200多老師一起體驗 LBD

善養小童成大同－共構‧童行
Parenting for a peaceful world Together we build a connected childhood

我們透過眾籌 用了兩年時間自行翻譯 並於2017年底出版了教養鉅著
Parenting for a Peaceful World 成為 善養小童成大同 一書 至今
已售出約三千冊 最近 我們更得到陳廷驊基金會的支持 作為核心夥
伴及贊助機構 將書化成一個為期三年的社區親職教養計劃 善養小童
成大同 共構 童行 2019年1月6日 本計劃顧問 註冊輔導心理學家
何善韻博士將會為計劃作啟動演講
親職十道 培育孩子一生的童年
種子 然後就會有一系列的社區家長工作坊 並會發展一個手機app
隨時為家長提供教養叮嚀
11月29-30日何善韻博士主
持了兩天的親職輔導員培
訓工作 有20多位專業人
士參加 為日後的家長工
作坊作好準備
pfpw.ediversity.org

有別於其他工作坊教授技術
是重視協助家長覺察及反思

而

學員感想
明白原來自己的性格是由童年的
那些 經驗一點一滴形成的 也令
自己反思更多照顧孩子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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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不一樣教育節
Jockey Club Ednovation Fest

主辦了兩屆論壇後 我們自 2016 年起與友好機構教育燃新 好單
位及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合辦不一樣教育節 今年以 集力 創新
教育 為題 於 11月底推出兩天體驗日 並全年推動教育創新
三個活動焦點包括 上課不一樣 里程不一樣 教學不一樣
ednovationfest.hk

ednovationfest

教育大同五歲啦！

五歲 代表了就要完成幼稚園 升小一 在教
育大同來說 我們也如孩子成長般 由爬行到
學步 一直邊做邊學 現在累積了一定經驗及
人脈 走起路來 感覺穩陣了一點點
我們剛開始策劃五歲慶祝活動 可以肯定的是
會邀請 Parenting for a Peaceful World 作者
Robin Grille 於十月底來港作十天的演講及工作
坊 並會有一天的大型活動 回顧五年來 我
們在教育有選擇上進展如何 亦會為教育大同
其他志願工作 如家長互助平台 我的開心學校
地圖 - My Happy School Map” 推廣共融及學習
有選擇等工作籌募經費 詳情請留意我們 facebook的專頁

活動預告
親職十道

對象
日期
地點
講者
費用
報名

教育大同有限公司
EDiversity Limited
香港註冊慈善團體
91/13518
捐款
東亞銀行266 - 68 - 002850
（來往戶口）
戶口名稱
教育大同有限公司

培育孩子一生的童年種子公開講座
家長及任何有興趣人士
2019年1月6日 星期日 下午3時至5時
CFSC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九龍觀塘翠屏道3號禮堂
何善韻博士 (計劃顧問 註冊輔導心理學家)
$250 ($50參加費 $200留位費)
https://goo.gl/forms/rYbawk8LX3sBK8lI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