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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啟發港師 教學質素升呢
更了解國家數學教育及科技發展 有助深化兩地教育制度交流
今天是國家一
年一度的教師節
（香港「敬師

(3

日」），而中聯
辦首次舉辦的
「公眾開放日．
教師專場」活
動，昨日特別選

於節日前夕舉行，展示中央及中聯辦對教
育的關心、對教育工作者的尊重，及對全
港教師的節日祝福。多名參加活動的教師
和校長表示，是次活動帶頭推動我國傳統
尊師重道美好價值，值得支持及讚賞，而
開放日安排的專業講座，更能讓老師深入
認識國家的數學教育及科技發展歷程，有
助深化兩地教育制度交流，提升教學質
素，令廣大學子得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參觀者在文體活動室留
影，快樂都寫在臉上
快樂都寫在臉上。
。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姜嘉軒、柴婧、詹漢基

祖國教育發展速 兩地交流成果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為進一步加深本港教師對
國家教育狀況的了解，中聯辦
昨日透過教育展覽，展示近年
中國教育發展的多項數據，同
時羅列本港與內地教育各項交
流措施實施至今的成果。

■開放日現場所見，不少人均在閱讀香港文匯報、大公報，了解最新時事。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程浩彬、麥鈞傑 攝

余大偉讚講者見解精闢

何漢權盼
「教師專場」
年年有
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表示，教育乃民族復興與發展
之根本，中聯辦於「敬師日」前舉辦開放日，專誠接待
教師團體代表及教師作全面遊覽，以帶頭行動驗證尊師
重教的我國傳統美好價值，值得支持及讚賞。
他表示，是次活動能充分發揮跟教師的聯繫作用，增加
香港老師們對中聯辦工作的了解，產生良好互動，期望未
來中聯辦可考慮將「教師專場」定為年度開放活動，持續
加深本港與內地教育合作與互相了解。他又提到，昨日大
會安排上海專家與到場香港教師分享創新數學教育方法及
上海教改經驗，正好能配合本港目前STEM教育推廣與發
展，有助前線教師借鏡，應用至課堂之中。

新界校長會主席余大偉說，中聯
辦在香港「敬師日」前夕舉辦開放
日教育界專場，既自然又別具意
義，而大會安排的精彩演講，講者
對教育和科技的認識和精闢見解，
均令參加的香港教師留下深刻印
象。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發展水平躍居世界中上

教育展覽以「砥礪奮進的六
年 數說中國教育發展」為題，
指出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將教育
視為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對
比 2012 年的數據，可以看出各
級各類教育的發展與進步，而
中國教育事業的總體發展水平
已躍居世界中上行列。
展覽羅列了由學前教育以
至高等教育等各類教育數
據，其中學前教育實現了跨
越性發展，包括提前完成教
育 規 劃 綱 要 提 出 的 70% 基 本
普及目標、小學新生中接受
過學前教育比例達 98.4%等；
義務教育的普及成果獲進一
步鞏固，九年義務教育普及
水平已超過世界高收入國家
平均水平；高等教育亦向着
普及化階段快速邁進，毛入
學率由 2012 年的 30%大幅增
加至 2017 年 45.7%。
同 時 ， 國 家 在 2012 年 至
2017 年間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

連年增長，佔 GDP 比例連續 6
年保持在 4%以上，單計 2017
年 教 育 總 投 入 達 到 4.2 萬 億
元，而國家 6 年內累計投入
17.7 萬億元，是國家 1952 年至
2011年累計投入之和。
展覽亦展示了香港與內地交
流的豐碩成果。總體而言，每
年參與組織交流活動的香港團
體、機構及院校超過 500 家，
項目每年超過 1,000 個，目的
地覆蓋全國 31 個省區巿，內
容涵蓋教育、科技、文化、經
濟、社會、政治、生態等領
域，活動形式包括參觀考察、
大學生實習、結對交流、義工
服務及高校交流。
其中就 2004 年已開展的「姐
妹學校計劃」，目前內地與香
港締結姐妹學校數已超過 1,000
對，其中香港中小學校共有
640 所參與締結，佔香港中小
學校六成多。

萬人計劃參與師生大增
此外，就香港與內地高校師
生交流計劃（萬人計劃），近
兩年參與項目的師生大有增
加，香港大學等 6 所高校的部
分專業亦已將萬人計劃項目納
入大學課程設置和學生學分記
錄，使項目發展更符合設計初
衷。

黃志揚：更了解祖國教育發展
黃金蓮倡辦
「學生專場」
開放日
聖保祿學校校監兼校長黃金蓮認同，是次中聯辦開放
日特意以教師作主題，亦特意安排副主任譚鐵牛以科學
為主題與教師分享，充分顯示出對培育下一代的重視，
也清楚指出認識科技發展的重要性，香港學校應該配
合。
她提到，昨日譚鐵牛的講解相當顯淺易明，相信學生
都能聽懂，很希望中聯辦未來可考慮舉辦學生專場的開
放日，讓更多年輕人有所裨益。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黃增祥：上海專家經驗值得參考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校長黃志揚強
調，教師想要帶領學生學習，自己必先學
習及接受新知識，是次開放日談及到國家
發展與香港地位，對教育界培育學生的正
面人生態度，以及香港與國家情懷都有幫
助，而開放日中設的教育展，更可以讓老
師們加深對國家近年教育發展及兩地教育
互動的了解。他認為，近年香港很多紛爭
圖：香港文匯報 都是出於誤解，希望中聯辦可進一步發揮
記者 好橋樑作用，加強本港與內地學生交流，
柴婧 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王一鳴：了解兩地教育制度分別

鳳溪第一中學校長黃增祥表示，對開放日講座中上海專家
的創新數學教育教研尤感深刻，認為值得香港參考。
他表示，雖然香港一般學校仍未有條件做到講座中個案的
水平，但該校亦已經有類似的教師共同備課環節，希望可提
升教學質素。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瑪利亞書院校長王一鳴指，是次講座活動能
夠讓他更了解兩地教育制度的區別，香港可以
參照不同地方的教學方法，縱使生源不足，亦
能改善香港自身的教育質素，讓學生得益。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林老師：滬課節較少值得參考
老師：借鑑內地取長補短
慕光英文書院數學及電腦科老師認為，從是次活動
的講座中認識到上海教改的工作，明白到上海市教育
部門具遠見，能夠統合整個上海市的學校，配合在教
育方面長遠、全面的規劃，香港教師可從中借鑑內地
教育的體制及成功經驗，取長補短。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數學科林老師則
表示，在開放日安排的教育專業講座
了解到，上海中小學教師每星期一般
只有15個課節，較香港教師20多節課
小，所以當地教師能有更多時間投放
在教學研究方面，認為做法值得香港
參考，助未來推動提升教研質素。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教師讚開放日令他們獲益良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獲益良多，
兩地情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參觀者可獲贈紀念品一份。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肺腑之言

培養科創
感到榮幸
聖士提反堂幼稚園校長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校長
杜莊莎妮
尹珮諺

十分欣賞是次安排，除參觀
很榮幸能參與是次參觀，更高興
外，對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及香
得見國家對教育的重視和關心，多
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深
謝，多謝！
大開眼界 切的理解。作為一所大學的附
香港直資學校議會主席 小，定當努力培養學生對科創的
招祥麒 興趣及能力。
有幸被邀請參觀中聯辦，獲得熱
情招待，大開眼界，謹此致謝。

衷心感謝
保良局教育事務部顧問張慧賢

明天更好
感謝各位領導和同事，在教師
教育界人士譚萬鈞 節前夕為我們安排參觀。您們很
講座「分析精闢，獲益豐富。」

盡心，非常細緻，同事都很親

教育界人士林傑偉 切。譚院士的講座，令我們獲益
大開眼界，中國人驕傲，香港明 良多，富啟迪性。衷心感謝您們
的安排。
天更好，祖國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