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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編號:2015∕0441（修言丁本）

優質教育基金

（適用於不超過150,000元的撥款申請）

乙部﹣﹣-計劃書

計劃名稱

－帶一路的探究性學習:從東南亞華僑史研究海上絲綢之

路的功能及歷史發展。

TheInqIiringLearning0fOneBeltOneR0ad:theStudy
0ftheC0ntributi0nsandHist0ricalDevel0pment0fthe
MaritimeSilkR0adfr0mtheHist0ry0ftheOverseas
CMneseinS0utheaStAsian

基本資料

學校／機構／個人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計劃編號

Z015/0441

（由「網上計劃管理系統」編配﹚

受惠對象

（a）界別:□幼稚園□小學∕中學□特殊教育（襯潤

﹙b）學生:-25-（人數）＊及－-S2-（級別／年齡）＊

﹙c）老師-3 ﹙人數）＊

﹙d）家長-0 （人數）＊

﹙e）參與學校﹙不包括申請學校）;╴0﹣﹙數目及類型）＊

（f﹚其他﹙請列明）:

率奴適豚’譫列听

計劃書

α）計劃需要

﹙a）請簡要說明計劃的目標’並詳述建議計劃如何影響學校發展。

本校的抱著提供優質教學的教育使命,旨在鼓勵學生思考,擴闊學習領域。

本計劃希望藉著體驗學習’發揮多元潛能’體驗學習喜悅’發揮自己的潛

能和建立自信。本計劃擬以初中中國歷史科為主要學習領域,從明清中國
歷史發展中’探究華僑於東南亞╴帶的發展,了解華僑在近代中國走向世

界的角色（從三個向度探究:經濟、社會、文化）。是次計劃擬把中二級下
學期明朝的課程課堂轉移至馬來西亞當地進行’了解一帶－路前身的海上

絲綢之路如何形成’及華僑在渲海上絲路的角色及功能。該計劃不單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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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校初中中史課程,更能從責地考察中研習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反思
今日一帶-路政策的歷史軌跡,並且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有機結合課
程及體驗學習。

（b﹚﹙i）請表明學校的需要及優先發展項目。

（紉躂撞當空腳

v提升學與教,以促進學生在科目／學習範圍／共通能力發展上的知識

v促進學生的社交和情感發展
□促進學校管理／領導,以及老師的專業發展／健康
□其他﹙請列明﹚

（ii）請提供相關的背景資料以論證（b）（i）中所提及的需要。
（綢選撞當空櫛

γ學校發展計劃:一本校《三年學校發展計畫》（2016﹣2019）關注事項是
提升培育學生的學習習慣及學習動機。本校旨在有機結合校本課程及
體驗考察學習活動’讓學生提升學習興趣,而且透過專題研習及責地
考察,突破課室牆壁的限制,自主學習式地探究知識。在本校發展計
劃中,提出多項建議’其中包括利用多元學習及評估活動進行學與
教。本計劃正是責踐該建議,提升本校學與教質素。

此外’亦透過研究馬來西亞華僑及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推動國民教
育。借專題研習,了解－帶╴路中’中國與東南亞的互動,包括經濟、
社會和文化,從而反思今日-帶－路的海上經濟貿易路線發展的角
色,通古今之變。

□調查結果:

∕文獻研究綜述:本計劃以體驗學習及探究性學習為最主要脈絡’借親身
於馬來西亞地考察,探究明清時期的華僑發展。計畫』旨在讓課程知識
回歸現實社會環境’提升學習的寫責性’滿足教育的寫責性需要’I亦
能促進學生探究式學習的過程’培養學生探究能力’從而提升學生學
習素養及學習潛能,達致目標為本。2

γ學生表現評估本計割將透過三方面評估學生學習表現。第-是問卷調
查。第二是於下學期相關測考部分比較計劃參與學生和非參與學生的
成積差別。第三是專題研習的評核。

∕相關經驗:本校具有足夠的專題研習學習經驗。於過往曾推行中三級全
級專題研習學習,教師掌握充足的探究式教學經驗。此外’本校於過
往亦多次舉辦國內及海外交流學習,包括馬來西亞、韓國及內地不同
城市’有豐富的交流考察經驗。此外’本計劃的統蕾員施卓凌老師具
有足夠的優質教育基金計劃經驗。施卓凌於本年曾統籌一項』0萬撥款
的計劃,熟識優質教育基金的行政及推行情況。

v其他〔請列明）;本校將嘗試結合電子學習於本計劃的專題研習’利用
網絡平台及相關程式（例如EduventureX）進行賓地考察。

∣DonaldRetc.（Author）,周儒、建政譯:《戶外教學》（臺北:五南害出版,200l年）’頁14﹣l5。

2學者Ⅱayer提發現式教學法分為三種’分別是純發現式、弓∣導式發和說明式。弓∣導式發現（0uidedDlscovery）是
教師在學生自習解決問題時’教應提供指導及監察。轉弓∣自沈中偉;《科技與學習:理論與責務》（臺北:心理
出版社,2005年）,頁11l﹦l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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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請詳述如何以創新的意念或責踐方法來提升、調適﹑配合及／或補足學校現

行的做法,以促進學校發展,滿足其獨特需要。

本校中國歷史科課程近年進行不少提升’包括課程調適、電子學習及以閱

讀促進學習等’具有-定成效。然而本校初中中國歷史科以往的交流考察

學習多只限於參加教育局舉辦的活動’考察內容多已屬既定,未能有機結

合本校校本課程,割裂學生學科知識與交流考察學習之間的關係。因此本

校現行參與交流團活動未能與本校學科學程相結合’教師在參與交流考察

活動時亦欠空間發展,只能配台既定交流活動的行程,不能有效利用戶外
教學的資源提升校本課程的質素。

是次計劃以本校中二中國歷史的課程為框架,把原有的課程移師至馬來西

亞的戶外考察進行。學習活動亦改變成學生為中心的探究式學習,有機結
合本校課程要求及考察學習活動’提升本校中國歷史科的學與教質素。

計劃可行性

（a﹚請描述計劃的設計’包括

﹙i﹚方式／設計／活動

計劃採用體驗學習及探究性學習弓∣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其學習素養及潛

能。本計劃以華僑於海上絲綢之路角色為中心’學生可就華僑於海上絲綢之

路的其中-個層面（經濟貿易、社會傳統及華文化在地化﹚三方面進行專題探
究。

渲部分將會與本校中二中史科課程結合’本校中﹦下學期中史科將教授海上

絲綢之路的歷史,當中主要是了解明清時代海上絲綢之路如何促進中國與東

南亞國家的外交及經濟往來’並了解華人移民所帶來的文化互動。是次考察

將要求學生於當地歷史遣址、歷史文化博物館及華人社區進行考察,分析明

朝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例如明清時期中國與東南亞的外交、經濟貿易發
展﹑華人移民及所帶來的文化交流。在考察前,本校會先要求參加學生撰寫
專題研究的計劃害’訂定專題研習的內容及基礎資料搜集。

在5日4夜的交流考察期間’主要是以馬來西亞的華僑為對象。馬來西亞有不

少明朝時期的華人遣址’當中的福建語系民族娘惹皆崔正正是能追溯自明朝

時期的華僑。本計劃打算考察當地華人民族的社區如「麻六甲三寶山」3’
考察及訪問當地華僑,除了探究華僑歷史及其於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表現
外’學生更可進行□述歷史’訪問其華人家族淵源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關係。
此外’本校亦會參觀鄭和文物紀念廊、三保廟、三保山等,學生須進╴步搜

集相關華僑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資料。學生進行上述探究時須利用平板電
腦紀錄及共享資料,教師會先利用Edventure程式設計GPS定位遊院學習’當
中包括如拍照、訪問錄音及遊記等項目。學生搜集資料後’須於每天考察活
動完結後進行匯報。

此外,本圄亦會有延伸’參觀當地的中資企業或與中國有往來的企業。從而

為中心

’馬來西亞有大量華人’則將近全國人□的四分之－,依2010年大馬人□普查及房屋報告的統計結果,共計
6,3g2,636人。詳見李燕茹志苗延威:〈「答苔」與「娘惹」的認同政治:以馬來西亞「苔笞復興運動」為牛
的討論〉﹚發表於台灣大學社會學系主辦「201l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台北,12月l0-11日）。引自
https://20l1tsa.flles.w0rdpress.coI/20ll/ll/e69d8ee78795e88cb9e38081e88b97e5bbb6e5a8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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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今日-路－帶如何推展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並了解－路╴帶對中資企業

拓展海外市場的發展狀況,結合古今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了解國情。回港
後,學生需要撰寫報告及向學校師生作匯報。報告以分組形式進行,由老師

帶領學生製訂研究計劃,搜集資料及撰寫報告。老師和同學共同圍繞海上絲
綢之路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三個向導上’訂定相關研習題目及內容。完成後’

將發表優秀作品於本校圖害館’供全校學生閱讀’分享學習成果。

=

﹙ii﹚主要推行詳情

計劃時期:﹙10／2016）至（5／2017）

受惠對象／

參與者
月份／年份 內容／活動／節目

l0/20l6 編制相關教學內容及交流圄的行政安
排

參與者;

負責教師
•••

l0-11/20l6 參與者:

負責教師﹑25

名參加學生

受惠對象:參

加學生

透過面試甄選25名參加學生’甄選原則

包括學生學習積極性和普通話語文能

力。甄選後’學生需分組進行專題研習

計劃書的編寫’以及進行相關華僑史學

教學。

到馬來西亞進行5日4夜的考察

行程的部分學習內容:

第－日:

行程:參觀巴巴娘惹遣產博物館和陳洪

騰廟

預期學習成果:了解海上絲綢之路下的

移民狀況及華人文化與東南亞文化的

互動

參與者;

負責教師、25

名參加學生

受惠對象:參

加學生

l2/2016

第二日:

行程:鄭和文化館﹑三保廟和三保山

預期學習成果:了解明清時期海上絲綢

之路的形成過程及相關歷史資料。

第三日:

行程:到馬六甲區進行考察及訪問（探

訪華人中學,例如馬六甲公敦國民型華

人中學／普羅士邦國民型華文中學）

預期學習成果:透過□述歷史探究當地

華人子弟的家庭史’以探討海上絲綢之
路下的移民狀況及文化互動。

第四日:其他馬六甲華人活動地點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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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例如馬六甲廣場及英雄廣場等。

預期學習成果:透過訪問和觀察探究當

地華人在馬來西亞的生活文化,從而分

析海上絲綢之路下的文化及社會互動。

=

第五日:參觀當地華資企業

預期學習成果:探討古代海上絲綢之路

的推展,並了解-路－帶對中資企業拓

展海外市場的發展狀況| •••

參與者:負責

教師、25名參

加學生

受惠對象;參

加學生

撰寫專題研習報告l-2/2017

Ⅱ

參與者:負責

教師、參加學

生

受惠對象:全

校教師及全

校學生

校內匯報及成果分享3-5/2017
=

I

I

（b）請說明教師及校長在計劃中的參與程度及其角色。

（i）參與的教師人數及投人程度﹙時間、類別等﹚;
3名。包括基金的行政安排工作、教學材料的編寫﹑指導學生進行分

組研習的功課。

（ii）老師在計劃中的角色（鋤撻適莒空櫛

∕領袖 □協作者

γ開發者 γ服務受眾

□其他﹙請列明）

〔c﹚請詳列計劃的預算和主要開支項目的理據。

申請撥款:港幣-＄1Z7,000元

開支詳情
理據預算項目澆

款額（＄）項目

華僑史專題研習必

須於當地進行,才能

使學生能以專題研

習式方法學習歷史

本校學生有不少羼

於清貧學生’需要撥

款進行學習。

基… ﹦
曰

……
＄4800x25名學

生,共＄120‧000
ii）服務

綜援、全額書簿

津貼﹑半額害簿

津貼或其他經濟

困難的學生的交

d

流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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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規定’對於獲撥

款l00萬元或以下

的計劃,基金最多會
支付5,000元的審計

費用

審計費用 ＄5﹃000ii）-般開支

雜項支出 ＄2剛000
•

廣聘招
曄

、
＝
‘
尸
﹄

影

具
、

文
告

$127q000
申請撥款總額（＄）:

計劃的預期成果

﹙i）請說明評估計劃成效的方法’

（鋤蠻摑當空腳

(III)

v觀察負責教師會於生撰寫專題探究計劃﹑交流圉表現及報告分享三個
範疇觀察學生學習成果

v重點小組訪問挑選其中優秀學生於活動期間及之後接受教師問,了解
其習活動的成效。

↙活動前和活動後的問卷調查:活動前問卷集中焦點有二:-是同學對校
本中國歷史學習模式的看法;二是交流團預備過程的學習成效。活動

後問卷點有三:-同學對考察及探究式學習中國歷史的意見;二是考

察學習的成效;三是計劃的行政安排。

∕學生表現在評估中的轉變;﹙l）透過下學期測考中,明朝交通史相關考試
部分的表現數據為參考’與同級沒有參與本計劃的學生的成作比較,

分析本計劃對學生學習素養和潛能的影響。﹙2﹚學生亦需進行專題探
究’學生將分組就有關-帶-路歷史發展的三個向導訂定專題研習,

並須於考察期間進行相關的歷史資料考察。包括對馬六甲華人地區進

行的訪問,以及在不同博物館及歷史遣址的資料搜集。然後’撰寫研
究報告。

（Ⅱ）請列明計劃的產品或成果。
（黝蟹適莒空移﹚

γ學與教資源;華僑史戶外考察專題研習教材。內容包括專題研習的材料,
課堂教案及學習材料、戶外考察設計

αⅥ遞交報告時間表

本校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財政管理計劃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報告到期日∣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l報告到期日
|

財政總結報告
01/10/2016-3l/05/2017

計劃總結報告

0l/10/2016-31/05/2017

3l/08/201731/08/20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