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經驗轉化為學習」
把經驗轉化為學習」系列

在「其他學習經歷」
其他學習經歷」及「學生學習概覽」
學生學習概覽」
促進學生反思的藝術
教育局全方位學習及圖書館組
2014
201414-15年度
15年度

是日議題
是日議題
1. 學生反思的困難
2. 反思與課程規劃
3. 促進反思的技巧
4. 反思與學生學習概覽
反思與學生學習概覽

Self-reflection is the process of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personal values, beliefs, styles of communication,
and experiences. This process develop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one’s culture, personal and cultural
biases, experiences, and beliefs as these may influence
future action and learning.

「行政長官卓越教師獎」
行政長官卓越教師獎」
評審範疇
範疇－
評審
範疇－德育及公民教育
專業能力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2.培育學生 Student development)
3.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
Professionalism and commitment to the community)
4.學校發展 School development
1.

(

(

(

(

)

http://qef.org.hk/ate/2010_11ate/tchinese
/assessment2.htm

困

難

未能充分掌握促進反思的教學技巧
B. 尚未建立互相信任、接納和尊重個人感受的校園環境
C. 未能掌握「教師為學習的促進者」的角色
D. 尚未建立給予學生有效回饋的文化
E. 未有制定提升學生反思能力的政策或計劃
F. 其他：（請註明有關內容）
A.

「學生反思
是邁向成功的關鍵」
」
學生反思是邁向成功的關鍵
反思《高中課程指引第五
是邁向成功的關鍵
高中課程指引第五A
課程指引第五A冊》
「我們不是從經驗中學習，
我們不是從經驗中學習，
我們從反思經驗
我們從反思經驗中學習
反思經驗中學習。」
中學習。」
Haas Center for Public Service
史丹福大學 (2008(2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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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一）
1.

學習經歷－「
學習經歷－「成人禮
－「成人禮」
成人禮」

2.
3.
4.
5.
6.

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反思活動










課程的一部份，
課程的一部份，校本活動
配合學習目標
配合學習目標
切合學生的學習進展
充足的反思空間
多元化活動（
多元化活動（靜思/討論/分享/文字/畫畫/
相片/故事…)
不同層次（
不同層次（回顧/前瞻/個人/一對一/組群/
全班/全級/全校/友校/公眾)
善用不同的反思工具
用不同的反思工具

整個成長營，合共設計了多少項反思活動？
試舉三項令你印象最深刻的反思活動。
以上三項反思活動，對學生的學習有什麼意義/重要性？
你在學校曾進行類似的反思活動嗎？試舉例子說明。
從成長營反思活動的課程設計中，你學到了什麼呢？
對你現時在學校推行反思活動，帶來了什麼新的提示/
改變？

反思的六個層次

層次
I
II
III
IV
V
VI

描述

只有經驗
把經驗以記錄形式明確地表達
找出經驗的意義//重點
找出經驗的意義
將有關得著與已知的作出連繫
把所學應用於新的環境
適應新的環境

資料來源：高彥鳴教
彥鳴教授

反思的六個層次

層次 I
向後看 層次 II
Looking backward 層次 III
層次 IV
層次 V 向前看
層次 VI Looking forward

把經歷轉化為學習

資料來源：高彥鳴教
彥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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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甲的學習經歷
甲的學習經歷

分組討論（二）

我是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大使，
我是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大使，負責更新升學或職業的資訊，
負責更新升學或職業的資訊，並為中二
及中三同學安排約見老師進行個人輔導。
及中三同學安排約見老師進行個人輔導。我在中四暑假時籌劃了「
我在中四暑假時籌劃了「生涯規
劃日」
劃日」給中三和中四級同學參加。
給中三和中四級同學參加。活動內容主要是向同學簡介將來升學及
就業的出路，
就業的出路，並協助同學認清方向、
並協助同學認清方向、定立目標及規劃將來。
定立目標及規劃將來。
在籌備「生涯規劃日」
生涯規劃日」時，我和我的小組成員在四月開始舉行第一次
籌備會議，
籌備會議，討論活動流程、
討論活動流程、目的及主題。
目的及主題。因為這項活動是我們小組成員首
次策劃，
次策劃，無論在搜集資料、
無論在搜集資料、進行訪問和當日活動人手安排都曾遇到不同的
困難。
困難。例如，
例如，在尋找合適的職場人士
在尋找合適的職場人士作訪問時，
作訪問時，各人都對受訪對象都有不
同意見，
同意見，並爭持不下，
並爭持不下，久未作出定案。
久未作出定案。眼見活動日期將至，
眼見活動日期將至，我們最後以
「多數服從少數」
多數服從少數」的原則作定案。
的原則作定案。另外，
另外，在預備第一次訪問時，
在預備第一次訪問時，幸得顧問
老師的提點，
老師的提點，才知道我們所準備的問題不夠全面，
才知道我們所準備的問題不夠全面，並立即加以修改。
並立即加以修改。活動
當日，
當日，我們雖然已安排足夠人手，
我們雖然已安排足夠人手，但因為攤位受歡迎的程度出乎我們意料
之外，
之外，所以在秩序方面出了點亂子，
所以在秩序方面出了點亂子，幸而當時小組成員作出應變措施，
幸而當時小組成員作出應變措施，分
時段進行遊戲環節，
時段進行遊戲環節，才令活動得以順利完滿。
才令活動得以順利完滿。
活動結束後，
活動結束後，我們當天也隨即作了一個簡單的檢討，
我們當天也隨即作了一個簡單的檢討，大家都一致認同
活動的目標能夠達到，
活動的目標能夠達到，但在安排和準備方面可以規劃得更加周詳。
但在安排和準備方面可以規劃得更加周詳。

反思
六個層次

反思問題

層次１
層次２
層次３
層次４
層次５
層次６

反思
六個層次

作為學生
作為學生甲的活動顧問老師，
甲的活動顧問老師，正準備幫助他對剛
剛參與的學習經歷作出反思。
剛參與的學習經歷作出反思。試參考「
試參考「反思的六
個層次」，
個層次」，設計不同的反思問題及反思重點
」，設計不同的反思問題及反思重點，
設計不同的反思問題及反思重點，以
促進學生反
促進學生反思及深層次的學習
學生反思及深層次的學習．
思及深層次的學習．
提示：
提示：
1. 善用「
善用「反思的六個層次」
反思的六個層次」
2. 反思重點可包括以下各方面：
反思重點可包括以下各方面：知識、
知識、技能、
技能、
態度、
態度、全人發展、
全人發展、 個人興趣、
個人興趣、未來出路等等

反思重點

（可包括以下各方面：知識、技
能、態度、全人發展、 個人興
趣、未來出路等）

反思技巧

可以多做（Dos）

不鼓勵做（Don‘ts）













反思問題（例子舉隅）

層次１ 你們訪問了那些職場人士？你預備了什麼訪問問題？
層次２ 小組成員意見不同時，最後是如何解決？為何用此方案解
決？
你們是如何預備問題？為何預備的問題不夠全面？
層次３ 從那次會議的過程中，小組成員由意見不同到最後作定案，
你學到了什麼？
與組員一手策劃活動的過程中學到些什麼技能？
在預備問題的過程中，你學到些什麼技能？
在籌劃活動的過程中，你有否多方面發掘自己的興趣？
層次４ 你覺得以「少數服從多數」作議決的原則是理想的做法嗎？
從你認知過去歷史或日常生活中發生類似的情況時，還有
其他解決方法嗎？你認為那個方法是最好？
與過往參與活動的得著有什麼分別？在領袖素質方面有些
什麼新的體悟？
在日常課堂學習中，你有預備問題的經歷嗎？
當發掘到自己的興趣後，有否聯繫在自己學科學習使學習
能力得以提升？
層次５ 當將來有組員意見不同時，你會如何處理？
你如何將所學到的知識及技能運用到日常生活中？
你如何在將來工作世界中運用領袖素質？
你如何裝備自己邁向工作世界？
層次６ 你有否定期檢視自己為邁向工作世界所訂立的目標？
在檢視的過程中，有沒有為自己訂立的目標作適切的調整？

引導學生多角度思考
與個人的意義、學到的知識、
技能和態度，與學科學習緊扣
鼓勵學生勇於嘗試回答問題
運用不同反思工具
照顧學生多樣性，如設計不同
層次的反思問題及運用不同的
模式
建立信任/互相尊重的學習環境

問題流於表面，只是活動過程和經歷
有標準答案
避免用「對」、「錯」、「很聰明」
、「很笨」的字眼去回應學生的答案
只給予學生工作紙
只為積極進取的同學而設
批評挑剔學生答案，予以訕笑









反思重點 （例子舉隅）
（可包括以下各方面：知識、技能、態度、全人發展、
個人興趣、未來出路等）

參與活動的一次印象深刻的活動經歷
活動經歷的明確描述：何時？如何？為
何？
活動經歷對個人的意義。
能清晰地描述學到的知識、技能及態度。
與日常生活和所學的學科知識掛鈎，把
學習經歷拼湊起來及內化，聯繫到其他
學習情境及更闊範疇並作出應用。

應用所學於新的環境，能夠連繫及拼湊
所學，並於新的情境有系統地轉移學習，
並懂得如何裝備自己，訂立目標。
定期檢視目標並作出適切的調整令目標
有效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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