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 (香港 )  

申請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大獎 2021 或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   

簡介及經驗分享  
 

 

各位校長及 IE 統籌主任：  
 
首先感謝你們持續發揚「啟發潛能教育  ( IE)」的理念，融入「學

與教」和「學生個人成長」，讓學生、教師和家長感受到 IE 的薰

陶，成為一所社區和諧學校。我們樂意協助 IE 學校檢視發展進

程和成就，在不同階段頒發不同的獎項，是對 IE  學校的持續發

展里程的一個肯定和嘉許 (請參考左列資料 )。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大獎 2021 及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

現已接受申請。本會謹定於十月八日  (星期四 )  邀請了：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大獎委員會主席   James Botts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委員會主席   Ken Wright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 (香港 )名譽顧問    黃啟鴻博士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朱偉明校長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羅悅心主任  

靈實恩光學校前校長                 羅啟康先生  

 

分享他們帶領學校申請 IE  Award 及不同階段  F idel ity  Award 的

經驗，並透過申請獎項，如何營造共識及和核心團隊一起運用 IE  

發展學校！地點及時間如下：  

 

日期： 2020 年 10 月 8 日  (星期四 )  

時間：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一時  

會面形式：網上視像  (Zoom Meeting,  有關 ID 容後電郵給大家 )  

 

歡迎已報名參加、正準備申請或考慮來年申請 2021 獎項的學校

校長或學校代表出席分享會，上列幾位資深 IE 學者必樂於解答

你們在申請過程將遇到的問題。請位於 2020 年 9 月 30 日 (星期

三 )  或以前 ,將填妥之回條 ,  一併傳真至  2338-2924。如有疑問 ,

歡迎致電本會行政秘書陳文蘭小姐查詢 (2336-0266)。期待分享你

們在世界會議上領獎的喜悅。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香港）謹啟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日  

 
The purpose of the Inviting Schools Award 國際

啟發潛能教育學校大獎 is to recognize schools, 
district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who 
exhibit the philosophy of Invitational Education. 
Awards will be presented at the bi-annual World 
Conference. 
 
Note: IAIE recognizes that some schools may not 
be able to host an evaluation team. Schools 
wishing to apply but that may be unable to host a 
site visit will be eligible for an alternate 
recognition. 
 
"The Inviting School of Promise Certificate" has 
been created for these schools. 
 
 
Chairperson: James Botts 
james.botts@jessamine.kyschools.us 
 
 
 
 
 
 

 
 
The prestigious Paula Helen Stanley Fidelity 
Award recognizes school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at over the years have kept the spirit and practice 
of Invitational Education alive and well in their 
schools. There are 5 levels of Fidelity Awards, 
presented every two years.  A school that receives 
the top Gold Fidelity Award has dedicated more 
than 10 years to inviting practices 
 
1. Inviting School 1st Silver Fidelity Award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一星銀獎) 

2. Inviting School 2nd Silver Fidelity Award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二星銀獎) 

3.Inviting School 3rd Silver Fidelity Award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三星銀獎) 

4.Inviting School 4th Silver Fidelity Award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四星銀獎) 

5.Inviting School Golden Fidelity Award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卓越成就金獎 

 
 
Chairperson: Ken Wright 
wrig5045@bellsouth.net 
 
 
 
 
 
 
 
 
 
 
 
 
 
 
 
 
 
 
 

mailto:wrig5045@bellsouth.net


 

申請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大獎 2021 或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   
簡介及經驗分享  

 
回  條 (傳真至 2338-2924) 
 
致：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香港） 
 
本校將有 (      ) 位同工出席十月八日上午的網上分享會。 
 
 
學校名稱：                                                                         
 
聯絡老師:                               聯絡電話：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擬大會解答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