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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一系列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八冊及
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以配合《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
能‧發揮所長》（2002），並落實課程發展議會報告書《學會學習——課程發
展路向》（2001）及教育統籌委員會教育改革報告書《終身學習‧全人發展》
（2000）所提出的各項建議。
課程發展議會是一個諮詢組織，就幼稚園至中六階段的學校課程發展事
宜，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意見。議會成員包括校長、教師、家長、僱
主、大專院校學者、相關界別及團體的專業人士、香港考試局代表及教育署
人員。
學習領域及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的編訂，建基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發表
的《學會學習》各學習領域及小學常識科諮詢文件。在編訂這些課程指引時，
課程發展議會轄下有關學習領域的委員會，充分考慮學校、教師與學生的關
注點、需要和利益，以及諮詢期間社會人士所表達的期望。
編訂各學習領域及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目的在展示課程架構，說明各
學習領域及小學常識科的課程宗旨、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就課程規畫、學
與教策略、評估及資源等提出建議，並且提供有效的學習、教學及評估示例。
我們鼓勵學校充分考慮本身的情況、需要和優勢，適當採用課程指引的建議，
以達到學校課程的學習宗旨（課程發展議會報告書，2001）及教育目標（教
育統籌委員會報告書，2000）。
使用課程指引，宜經常參照《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發揮所
長》（2002）和相關的學科課程指引，以確保對學校、學習領域、學科層面
的課程規畫有整全的理解。
課程發展是共同協作、不斷改進的過程，學習領域、小學常識科及相關
的學科課程指引，將與時俱進，不斷更新及改善，以切合學生和社會未來的
需要。
歡迎學校對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發展提出意見和建議，來函請寄：
香港九龍天光道 24 號 4 樓 401 室
教育署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科學）收
（電郵：science@e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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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科學教育
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培養他們的科學素養
讓學生獲得所需的科學知識和理解、科學過程技能、價值觀和態度，
以達致全人發展，並為科學與科技的世界作出貢獻
所有學生應得到機會
在小一至中三階段學習科學
完成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和科學科（中一至中三）課程中的核心學
習元素
主導指引
為使學生學會如何把科學學得更好，我們建議：
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著重發展科學思維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科學
幫助學生作出明智的判斷
照顧對科學有濃厚興趣及有才能的學生
科學教育中央課程靈活而開放的課程架構
靈活而開放的中央課程架構，規畫了學校應如何幫助學生學習科學：
透過以下六個學習範疇培養學生的科學知識和技能
科學探究
生命與生活
物料世界
能量與變化
地球與太空
科學、科技與社會
透過學習活動重點培養學生的溝通、創造力、批判性思考和解決問
題等共通能力
在學與教中，以滲透方式培養學生的好奇心、對新意念持開放態度
及尊重證據等價值觀和態度
學與教
科學教學應以科學探究為中心，摒棄「食譜式」的學習模式，讓學
生從中了解有關的科學概念和原理，進而認識科學、科技與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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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關係
學習經歷的組織應以學生為中心，從學生的已有知識和生活經驗出
發，讓他們在熟悉的情境中探索和學習，建立自己的知識架構和對
周遭環境的了解
學生應學習制訂其學習計畫並掌握自己的學習
評估
評估能提供資料，讓學生制訂其學習計畫並掌握自己的學習
根據六個學習範疇的學習目標和目的而制訂的學習質素準則，是一
系列學習成果的描述。能為教師提供參考，讓他們透過具質素的回
饋促進學與教。這些質素準則亦可作為反映學生表現的參考
校本課程發展與中央課程
學校應根據學生的興趣和能力，以及學校和教師的既有優勢和獨特
情況，在採用中央課程時加以不同程度的調適。包括改變學習內容
的組織（例如：彈性選取延展內容）
、學習情境、學與教的策略、評
估的準則和模式等
校本課程發展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教師從中得到專業的提升，
最終使學生得益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由現在至 2005-2006 年的短期發展期望
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老師

請參閱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有關章節

請參閱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有關章節

小一至小六

中一至中三
設計及進行科學探究

參照科學科課程的核心和延展部分

對探討當代科學和有關的議題感興

設計校本課程

趣

安排多樣化的科學探究和解決問題

在科學及科技學習活動中展示基本

的學習活動

的科學知識、創造力、基本的溝通能

在科學課堂上，營造開放氣氛以助討

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

論，並透過滲透方式，培養過程技能
和思考技能
覺察到科學的新發展，並鼓勵學生探
索這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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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論

本課程指引旨在為香港的學校科學教育的發展定下大方向，幫助學生體
現全方位學習並達致終身學習。它為校長、課程主任和理科教師，在發
展校本課程的過程中，提供指引。學術界、教育界以及社會各界人士，
亦可從本指引得到有關學校科學課程的有用資料。
本指引與《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2002)及其他學
習領域的課程指引，均根據 2000 年 11 月發布的有關諮詢文件編寫而成。
它們為課程發展議會於 2001 年 6 月公布的
《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
課程文件（以下簡稱為《學會學習》）作補充之用，故必須與之參照閱讀。
在 1999 年，教育統籌委員會展開「教育制度檢討」
，同時課程發展議會
亦進行了「學校課程整體檢視」
，而《學會學習》就是這次學校課程整體
檢視的成果。
要掌握更多有關學校科學教育在小一至中三推行的資料，應同時參閱《小
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02)、
《科學科課程綱要（中一至
中三）
》(1998)、
《科學實驗室安全手冊》(2002)，以及教育署的有關通告。
1.1

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是學校課程的重要部分。它建基於主要知識領域中基礎而關聯
的概念，而這些概念是所有學生均應學習和掌握的。學習領域為學生提
供不同的學習情境，透過適切的學與教活動和策略，讓他們發展及應用
共通能力（例如創造力、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協作能力）及與
學科有關的技能、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建構新的知識和加
深對事物的了解。因應不同的學習目的，各學習領域學習的取向可以是
學術性、社會性、實用性或綜合性；而在課程設計方面，則可以用科目、
單元、單位、課業或其他模式，組織學習內容。知識、能力、價值觀和
態度三者的關係見下圖。
知識

價值觀和
態度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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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在學校課程中的定位

科學是通過有系統的觀察和實驗，去研究我們周圍的現象和事件。科學
教育能培養學生對世界的好奇心，加強他們的科學思維。學生透過有系
統的探究過程，獲得所需的科學知識和技能。這有助他們評估科學與科
技發展對社會的影響，並成為科學與科技的終生學習者。
科學教育透過培養學生對科學的了解，和對科學過程技能的掌握，使他
們能參與一些涉及科學、科技和社會的公眾討論，從而提高他們的科學
素養。對現今學生而言，科學思維習慣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科學思維習
慣可幫助學生明智地處理問題，這常常涉及取證、定量分析、邏輯推理、
創意和處理不明確的事物。我們的學生要懂得學習和推理、運用創新思
維、作出決定和解決問題，以承擔責任，並享有充實的人生。對科學及
科學過程的理解，有助學生獲得上述的能力。作為學校課程中的其中一
個學習領域，科學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同時保持他
們對奧妙世界的好奇心。
優良的科學教育對香港至為重要，它能讓香港緊貼科技發展，提高香港
經濟增長及可持續發展。
香港的科學教育是透過小學及中學階段的一系列科目進行的。在小學階
段，科學教育是常識科課程的一部分，常識科課程還包括個人、社會及
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的學習元素。在初中階段，由不同的科學課題組成
的中一至中三科學科，是所有學生的必修課程。在高中階段，中四至中
五的學生可選修生物、人類生物、化學和物理各科，而在中六的高級補
充程度及高級程度科目中，亦包括了生物、化學及物理。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科目
小學
常識科(小一至小六)
初中
科學科(中一至中三)
高中
生物科(中四至中五)
人類生物學科(中四至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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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中四至中五)
物理科(中四至中五)
生物科(高級及高級補充程度)
化學科(高級及高級補充程度)
物理科(高級及高級補充程度)

在 1999 年的學校課程整體檢視中，我們對作為學校課程學習領域之一的
科學教育，作了深入檢討。把科學教育的目的重新定位，以配合 21 世紀
的新教育目標讓我們的學生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
創新。同時，也確定了科學教育中的基本學習元素，使學生得以全面發
展。
我們提出了建議，讓學生透過改進了的課程架構及教學與評估策略，學
會如何把科學學得更好。科學教育除能提高學生的科學能力外，還能透
過各種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悉心安排八個學
習領域的學習活動，有助學生將不同的學習經驗互相聯繫，讓他們在有
限的課時內提高學習效率。
1.3

發展方向

科學課程架構是建基於香港學校科學教育的現有優勢和成功經驗，並提
出建議讓學生能有更多機會，有意義及有效地學習科學，俾能面對社會
的挑戰和需要。香港的中學科學教育的優勢包括：
由專科教師任教理科課程；
能為學生提供足夠的動手學習活動；
擁有充足的教學資源如實驗室設備和儀器，及輔助教學工具；
獲得實驗室技術員的支援；以及
從科學界和學術界所得的支援日漸增加。
配合上述優勢，香港的科學教育應透過悉心設計、循序漸進的學習活動，
加強學生的科學思維。這些學習活動所涉及的技能很多，包括提問、作
出假設、觀察、量度、設計和評估實驗過程、分析數據和驗證等。學習
科學能鼓勵學生獨立地學習，勇於面對新處境，培養他們的批判思維和
創新思維，以及作出決定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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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科學活動，學生應發展出對科學的興趣，從而積極、主動地學習科
學。學生亦應對科學、科技與社會（STS）的相互關係有所了解，並能
根據證據對事物作出明智的判斷。
能力較高或對科學有濃厚興趣的學生，應獲機會接受更具挑戰的課程，
以提升他們的科學能力。
1.4

發展策略

香港的科學教育應與高成就國家的標準看齊。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
引是根據香港的整體教育目標編訂的，為學校在發展校本科學課程時，
提供參考。
課程架構和各理科科目的新發展，將會藉試點研究確保有關建議的可行
性。同時，我們也會透過調查和研究，有系統地搜集資料，以改善科學
教育的學與教，例如：如何有效地進行專題研習及全方位學習等。
學校若有意試行科學課程架構中的新建議，我們會提供支援，並評估及
推廣其經驗。為促進學生學會學習，我們鼓勵學校及教師在科學的學與
教中，加強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並按學生的需要將課程調適。
我們期望到 2005/2006 學年，所有學校已參照本指引的學習目標和目
的，試行發展校本課程，以滿足學生的需要。以下建議，有助學校向這
方向發展：
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是很重要的。學生容易對新事物感到好奇，
並對有難度的問題特別感興趣。他們天生擁有把問題解決的欲望。
環繞這些問題或新奇的現象來組織課程，有助激發學生自學的興趣。
我們鼓勵常識科教師和理科教師不要倚賴課本，而要為學生提供動
手的探究學習活動，以啟發他們對科學的興趣。學生透過參與各類
型的活動，能在學習科學的過程中得到樂趣。這使學生在學習過程
中感到自主，成為主動的學習者。以下是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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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腦並用的科學活動
程度： 小學

課程：

常識科

重點： 豐富科學學習經歷
透過讓學生參與製作簡單而安全的模型，或引用「小小科學家獎勵計畫」內
建議的活動，教師可豐富課堂教學和延展學生的學習。這些活動可配合現行
的常識科課程，激發學生對科學的持續興趣，並豐富課堂內的科學學習活動。
教師可以把模型製作活動，作為介紹一個新課題的教學資源、個別課題的鞏
固練習或科學探究活動的引子。「小小科學家獎勵計畫」內建議的活動具有
不同的性質和難度，從個別學生的資料蒐集到引導式的科學探究不等，教師
可根據學生的特點和學校環境，適當地選擇和採用這些活動。
透過參與這些活動，學生在科學及科技學習領域上，能獲得寶貴的親身學習
經驗。這些經驗能培養學生的好奇心、創意和探究精神，同時發展他們的溝
通、協作和研習能力。

為提高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及提供更多課室以外的學習機會，我們將
與一些學術機構和專業團體(如大學理學院和科學館)合作，舉辦各類
型的科學學習活動，促進學生對科學的了解，以及提供真實的科學
學習經歷。

請參閱示例（ 1 ）「小學主題式科學日」
著重發展科學思維
為使學生掌握學會學習的能力，教師應著重提高學生的科學思維、
加強培養學生的科學過程技能。
科學思維有助學生在作出決定，解決問題和批判思考上做得更好。
教師應引導學生嘗試像科學家般解釋所見現象，及利用實驗證據以
支持或否定某些說法。學生對一些自然現象進行觀察並作出歸納，
自行建構一些理論，並在有需要時，把這些簡單的理論加以修訂，
變為較完善的理論。以下是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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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發探究思維
程度：初中

課程：科學科

重點：發展學生的探究思維
教學時，可要求學生就一些有趣的現象提出假設，例如：「為甚麼金魚睡眠
時可保持不浮不沉？」。學生要設計及進行實驗，驗證自己的假設，並從實
驗結果作出結論。
透過這活動，學生能體會科學家探究自然現象的過程，並了解科學原理是如
何從實驗衍生出來的。
這種手腦並用的科學探究活動有助學生認識科學本質，並啟發他們對周圍事
物尋根究柢的精神。
學生的好奇心、創造力、溝通、協作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都在過程中得到培
育及提升。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科學
學生應主動把不同學習領域的學習經驗連繫起來，令學習活動更具
意義。
學生應主動參與設計和進行實驗，以探究科學概念和發展科學探究
技能，從而建構自己的科學知識。學生亦應多接觸科學的新領域，
從而對科學與科技的發展產生興趣。
幫助學生根據科學證據作出明智的判斷
科學教育應促進社會對科學的了解，以及幫助學生根據科學證據作
出明智的判斷。透過一些涉及驗證、定量分析和邏輯推理的科學學
習活動，讓學生掌握基礎科學知識及養成科學思維習慣，使能參與
一些涉及科學、科技和社會的公眾討論。
學校教育應提高學生的科學與科技素養，以便他們應付日常生活中
的科學與科技問題。中一至中三的科學科課程己為學生在這方面奠
下了基礎。然而，學生在完成中三以後，仍然需要對科學和科技有
更深入的了解，俾能面對不斷變遷的環境，並在這科技社會中作出
明智的判斷。為此，將於 2003 年 9 月引進一個為中四至中五年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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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科學生而設的科學與科技課程，該課程包含可供選修的單元如
健康科學、環境科學、電訊，以及其他相關的科學議題。
基於科學證據作出明智的判斷
程度：初中

課程：科學科

重點：作出明智的判斷
教師可為學生安排活動，探討一些個人及社會所關心的科學議題，以發展學
生的批判性思考和理性抉擇能力。教師要求學生蒐集證據，在可能的情況下
設計實驗去驗證某些說法，推斷這些說法和資料的可靠性及有效性，並基於
證據提出自己的論點或作出明智判斷。
廣告、選擇月刊和剪報都可為討論提供大量有用的材料。
適合這類活動的題材很多，例如「市面上的太陽眼鏡和防曬用品的效能」、
「纖體方法的事實與謬誤」、「手提電話的電磁波」等等。這些題目都能讓
學生體會科學、科技和社會的相互關係。
這些活動可以科學探究或論壇的形式進行。在科學探究中，教師要求學生設
計並進行探究活動，收集證據以支持或否定某種說法。教師亦可擔當論壇的
主持，介紹議題和提供背景資料。作為學習推動者，教師須協助學生蒐集資
料、提出引導性問題，並鼓勵學生表達個人意見，以及廓清價值觀。
透過蒐集資料、分析問題、辯論或匯報，學生的科學過程技能和共通能力也
得以發展。

照顧對科學有濃厚興趣及有才能的學生
能力較高或者對科學有濃厚興趣的學生，需要更具挑戰的課程。這
些課程應為學生的科學能力提供發展空間，好讓他們的潛能得到充
分發揮。
學校須為這些學生提供各類型的學習活動，如科學競賽和專題研
究，以提高他們在科學與科技方面的各種能力。這些活動既可透過
校本計畫進行，也可與大專院校、專業團體及商業機構共同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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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短期發展的期望

我們期望由現在至 2005-2006 年
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老師

請參閱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有關章節

請參閱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有關章節

小一至小六

中一至中三
設計及進行科學探究

參照科學科課程的核心和延展部分

對探討當代科學和有關的議題感興

設計校本課程

趣

安排多樣化的科學探究和解決問題

在科學及科技學習活動中展示基本

的學習活動

的科學知識、創造力、基本的溝通能

在科學課堂上，營造開放氣氛以助討

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

論，並透過滲透方式，培養過程技能
和思考技能
覺察到科學的新發展，並鼓勵學生探
索這些發展

中四及以上
能運用他們的科學知識和批判性思

多安排科學探究及科學、科技與社會

考能力作出明智的判斷

的學習活動

在討論問題時，懂得評估證據及運用

在討論與科學有關的議題中，抱開放

評論和科學論據

態度接受其他的想法和解決方案

關注科學與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跟上科學的新發展，並支援學生探索
這些新發展
為有能力和對科學有濃厚興趣的學
生探求更多學習機會

1.4.2

中期發展 (2006-2007 至 2010-2011 年 )

科學課程架構的學習目標及目的經試行及調校後，可供學校在制訂學習
計畫時作參考。藉著社會廣泛的支援，以及從各種途徑取得的經驗，學
校應繼續發展自己的校本課程，使學生能達到科學教育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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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和教師應繼續落實短期發展的目標，並且：
利用學習質素準則描述學生的學習成果和鼓勵學生自我調控學習，以
強化教學與評估的循環；
加強教師間的經驗交流和團隊精神；
發展學習單元，以靈活、協調而綜合的形式組織學生的學習經歷；以
及
致力發展均衡的校本科學課程，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
1.4.3

長遠發展 (2011 年以後 )

科學教育的長遠目標，是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及讓他們掌握基本的科
學知識和技能，成為科學與科技的終身學習者。科學教育亦須幫助學生
學會怎樣適應科學與科技發展的步伐，好能面對不斷變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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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架構

課程架構是幫助學校自行規畫和發展課程的組織框架，設定學生在不同
教育階段須學習的知識內容、掌握的能力、培養的價值觀和態度，給予
學校和教師充分的彈性和自主，配合學生的需要，設計不同的課程模式。
課程架構由學習領域、共通能力，以及價值觀和態度這三個互有關連的
部分組成。
2.1

科學教育的課程宗旨

學校科學教育應提供學習經歷，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學生透過科學教
育，獲得應有的科學知識及概念、過程技能，並孕育正面的價值觀和態
度，以達致個人成長，俾能在這個不斷轉變的社會及科技世界中，積極
參與及作出貢獻。
科學教育的宗旨是：
引發學生對科學的好奇心、培養他們對科學的興趣；
提升學生探討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讓學生掌握基本的科學知識及概念，俾能在科學與科技世界中生
活，並作出貢獻；
讓學生認識科學的貢獻和局限，以及科學、科技與社會之間的相互
關係，以培養負責任的公民態度，包括尊重環境和善用資源；
讓學生認識科學語言和掌握有關的溝通技能，好能在與科學有關的
議題上，交流意見；
讓學生領會及了解科學知識不斷演進的特質；
讓學生透過學習科學，促進個人成長；以及
為有意在科學與科技領域中進一步學習或擇業的學生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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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課程架構

科學教育架構圖示
科學教育
讓 學 生 獲 得 應 有 的 科 學 知 識 及 理 解、科 學 過 程 技
能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以 達 致 個 人 成 長 ，並 為 科 學
與 科 技 的 世 界 作 出 貢 獻

學習範疇
以 科 學 探 究 為 中心，從中了解科學概念及原理，進而
認 識 科 學 、 科 技 與 社 會 的 相 互 關 係

共通
能力

科 學 探 究
生 命 與 生 活
物 料 世 界
能 量 與 變 化
地 球 與 太 空
科 學 、 科 技 與 社 會

具 彈 性 而 多 元 化 的 課 程發展模式
+
有 效 的 學 習 、 教 學 和 評 估

科學教育的宗旨及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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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
與態度

2.2.1

學習範疇，學習目標及重點

學習範疇
為方便計畫及組織科學課程，我們將科學教育的各主要學習元素畫分成
以下六個學習範疇：
科學探究 – 培養學生的科學過程技能、和對科學本質的了解；
生命與生活 – 培養學生了解與生命世界有關的科學概念和原理；
物料世界 – 培養學生了解與物料世界有關的科學概念和原理；
能量與變化 – 培養學生了解有關能量與變化的科學概念和原理；
地球與太空 – 培養學生了解與地球、太空及宇宙有關的科學概念和
原理；
科學、科技與社會 – 培養學生了解科學、科技與社會的相互關係。
這六個範疇之間的關係，可用以下示意圖表示：
科學教育學習範疇

學習目標及重點
透過不同階段的學校教育，學生將獲得應有的科學知識、技能和態度。
在學校教育的各個階段，科學教育的學習目標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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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小學階段，學生應能：
顯示對科學的好奇心和興趣，提出有關大自然及他們周遭環境的問
題；
運用重點探索及探究方法，掌握對科學的了解和技能；
將他們對科學的了解，與生活和環境連繫起來；
將他們對科學的了解與個人健康連繫起來，養成對日常生活中的安
全問題有敏銳觸覺，並能採取行動預防危險；
運用科學知識及他們對科學的了解，說明及解釋一系列熟悉的現
象；以及
對如何以關懷和審慎的態度對待生物及環境，有初步的認識。
完成初中階段，學生應能：
掌握基本的科學知識及概念，俾能在科學與科技世界中生活並作出
貢獻；
掌握確定問題、設計實驗以找出解決方案、進行實驗及解釋所得結
果的能力；
將對科學的了解應用於科技、社會問題及日常生活中；
認識科學的貢獻和局限，以及科學知識不斷演進的特質；
將他們對科學的了解與個人健康連繫起來，養成對日常生活中的安
全問題有敏銳觸覺，並能採取適當行動預防危險；以及
認識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明智地採取保護環境的行動。
學校在策畫課程時，可考慮以下學習目標，以銜接初中及高中科學課程：
完成高中階段，學生應能：
掌握所需的科學知識及概念，在科學與科技世界作出貢獻；
具有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問題的能力；
根據科學證據作出明智的判斷及決定；
理解科學和科技的性質和發展，並參與討論有關的議題；
為個人健康著想，作明智判斷，並能採取負責任的行動預防危險；
以及
確認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願意承擔及採取負責任的行動保護環
境。
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習範疇，其學習目的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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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習階段的學習目的（小一至小三）
科學探究
顯示對科學的好奇心及興趣。
顯示用科學探究其周圍環境及解決簡單問題的興趣。
計畫及進行在熟悉環境中的簡單探究。
記錄及討論觀察結果並作出簡單解釋。
生命與生活
透過觀察大自然及與大自然接觸，認識各種生物的特點。
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了解生物的特性。
增進對生命過程的一般了解。
與同學合作照顧生物。
物料世界
識別日常所用的物料及其用途。
列出物料的不同用途。
使用感官識別物料的特性及變化。
積極進行對環境有益的活動。
能量與變化
敘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能源的方式。
識別日常生活中的能源。
認識熱和運動的一些性質。
意識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能源的安全問題。
地球與太空
識別及描述天空的物體及其變化規律。
識別天氣變化的簡單特徵。
認識到地球是寶貴的資源。
科學、科技與社會
意識到科學與科技進步在生活層面上的影響。
顯示對環境的關心並慎用天然資源。
認識現代化及資訊時代對我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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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習階段的學習目的（小四至小六）
科學探究
顯示對科學的好奇心及求知欲。
顯示用科學探索其周圍環境及解決簡單問題的興趣。
計畫及進行在熟悉環境中的簡單探究。
記錄及討論觀察結果並作出簡單解釋。
生命與生活
了解各種生物的存在。
識別個人的需要及其他常見生物的需要。
識別可觀察到的個人特點，並了解人體各部分的功能，以便自我照顧。
識別動、植物隨著時間而變化的特徵。
認識生物與環境的相互關係。
物料世界
說出使用物料的方法及使用這些物料所產生的相關結果。
區別不易逆轉的和容易逆轉的變化。
說明如何使用天然物料，以及其對人類及環境產生的後果。
善用天然資源及保護環境。
能量與變化
認識與光、聲、電及運動有關的一些規律和現象。
報告家庭、學校及其他工作場使用能源的模式。
指出使用不同形式的能源時，應該採取的安全措施。
在日常生活中，明智地使用及節約能源。
設計及製造有效轉換能量的模型。
地球與太空
列出周圍環境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
解釋晝夜的成因，及晝夜的變化與我們日常生活方式的關係。
識別及描述天氣和季節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生物的影響。
說明在地球上可觀察到，由太陽、地球及月亮運動引起的變化和規律。
體會到人類對於無涯的穹蒼嘆為觀止，一直以來不斷努力地探索宇宙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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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技與社會
了解科學與科技的進步在生活層面上的影響。
顯示對環境的關心，並明智地使用天然資源。
領會到學習科學一方面能令我們了解世界，另一方面是為了提高我們的生活素
質。
討論及認識現代化及資訊時代對我們的影響。

第三學習階段的學習目的（中一至中三）
科學探究
提出假說並設計用以驗證假說的方法。
計畫及進行科學探究。
評估試驗是否公平，並根據試驗結果作結論。
生命與生活
欣賞生命的多樣性及了解分類系統的基本原理。
認識到細胞乃生命的基本單位。
認識一些生命過程。
欣賞及認識新生命是怎樣誕生的，並關注青春期生理及心理上的變化。
體會保持身體健康的重要性。
物料世界
了解物理及化學性質。
了解如何使用物料及使用這些物料所產生的相關結果。
探究一些化學變化及所涉及的物質。
能量與變化
比較可供特定用途的各種能源。
識別能量轉換過程以及影響這過程的因素。
識別一連串相互作用中能量的轉換及其形式。
說出觀察到的能量受體的變化與所轉換能量的數量之間的關係。
地球與太空
了解地殼是有用的礦物資源。
說明重力及摩擦力對地球上物體的運動的影響。
了解太空旅程的基本概念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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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技與社會
了解物料的發展及其對我們的生活和環境的影響。
認識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
盡責保護環境。
認識科學及科技的局限性

第四學習階段的學習目的（高中）
（供銜接初中及高中科學課程時作參考）
科學探究
為特定目的選擇及運用適當的探究方法。
計畫及進行科學實驗以解決問題。
蒐集資料、得出結論，從而作出決定。
生命與生活
增進對基本生命過程的了解。
認識遺傳學的基本原理及應用。
評估全球環境問題對生活素質的影響。
實踐健康的生活模式。
物料世界
了解家用化學品的使用與其性質之間的關係。
研究化學反應的類別及其應用。
探究原料加工過程。
評估物料的用途。
能量與變化
描述有效轉換能量的系統。
說明能量輸入輸出裝置的運作原理。
應用能量守恆及效益概念說明連串的相互作用。
分析、比較各種情況來說明能量守恆。
地球與太空
認識科技如何增加我們對宇宙的了解。
認識環境中的自然變化，例如季節變化、地質變化及自然災害。
描述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例如修路和樓房的建設及天然資源的開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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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技與社會
評估科學的應用對人類活動的影響。
分析科學與科技發展如何影響社會。
找出科學應用的利與弊，以作出客觀的決定。
認識到需要從不同角度評估環境問題。
對保護本土環境及全球環境作出承擔。

2.2.2

共通能力

共通能力有助學生學會如何掌握知識，建構知識，及應用所學知識來解
決新問題，俾能在科學及科技世界中不斷探索和探究。學校應在不同的
學習階段和學習領域中，不斷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學生應能將這些能
力靈活應用於不同的學習情境，而非僅限於科學範疇。這有利於學生持
續學習，達致個人發展和實踐終生學習。
《學會學習》提倡了以下九種共通能力：
協作能力
溝通能力
創造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運算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研習能力
並鼓勵學校在 2001-02 至 2005-06 年度，優先發展學生的溝通能力、創
造力及批判性思考能力。就科學教育而言，解決問題能力則是另一重要
項目。
科學課程可提供充足的機會與豐富的學習經驗，讓學生發展共通能力及
科學過程技能。科學探究活動、實驗、專題研習、野外考察、分組討論、
辯論等活動可讓學生積極參與學習過程，有助激發學習動機和發展共通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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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及實驗活動，提供機會讓學生通過親身參與，獲得研習科學的
個人體驗，掌握與科學實踐有關的技能。教師應鼓勵學生提出問題，作
出假設、策畫行動方案、預測結果，進行實驗，然後分析結果、作出結
論及建議改良的方法。這些經驗讓學生建立及展示他們的溝通能力、創
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協作能力、運算能力及解決問題能力。
科學專題研習提供一個上佳的機會，讓學生從中感受到學習科學的樂
趣，科學的挑戰性和動態的一面。在專題研習中，學生將學習科學概念、
技能和態度與日常生活聯繫起來。學生須為專題研習設定目標，蒐集資
料和數據，分析和綜合資料，安排工作的優先次序和進行檢討，還要向
人展示自己的觀點和研習結果。這些活動均涉及多種共通能力，例如自
我管理能力、研習能力、創造力、溝通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以及在小
組專題研習中的協作能力。
分組討論、角色扮演和辯論讓學生有機會與人交流、表達意見及交換觀
點。在研究和分析資料、組織和展示意念，以及從爭議作出判斷的過程
中，學生須顯示他們對科學語言的掌握和科學概念的理解。他們須藉主
動參與及動員他人，在群體工作中作出貢獻。從閱讀、討論和在具爭論
的科學議題上進行角色扮演，學生可以領略到科學知識與社會及文化的
關係。在匯報的過程中，學生學習自我批判，接受別人的意見，和對別
人作出評價。總的來說，批判性思考能力、協作能力、創造力、解決問
題能力和溝通能力，都能通過這些科學學習經驗，孕育出來。
附錄 1 闡述了科學教育中的四種重點共通能力（即溝通能力、創造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及解決問題能力），在不同學習階段的期望成果，以及
在科學教育的實踐例子。
2.2.3

價值觀和態度

價值觀和態度的培養是學校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學會學習》建議在
學校課程培養的價值觀和態度表列在附錄 2，並在 2001-02 至 2005-06 年
度優先培養責任感、承擔精神、尊重他人、堅毅及國民身分認同等價值
觀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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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養學生的科學思考及工作方法，可透過科學學習活動建立以下的價
值觀和態度：
好奇心
堅毅
批判性反思
思想開放
適當地衡量他人建議
對生命及非生命世界的尊重和關愛
對不確知的事物，願意採取容忍的態度
尊重證據
具創意和發明力
科學的發展基於好奇，兒童的成長也是如此。科學教育培養好奇心，並
且引導兒童怎樣有建設性地發展他們的好奇心。

的不單是培養科學家，還應幫助所有學生了解認真考慮意念，以及相互
衝突的意念論爭的重要性。
在科學發展中，懷疑與開明態度同樣重要。一個新理論得到接受前，必
須由證據支持，必須經過論證，並且被證明與其他已得到驗證的現有原
理，邏輯上一致。對新理論的接受是一個驗證及反證的過程。科學教育
有助培養學生在開明態度與懷疑之間找到適當的平衡。
上述的各種價值觀和態度可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相關課題中培養出
來，例如環境保育、污染、古代中國的科技發展等。而一些學與教的策
略，如科學探究、野外考察和專題研習等都是培養這些價值觀和態度的
好機會。價值觀和態度的培養應從具意義的情境入手，不應憑空立論，
閉門造車，可連同科學過程技能和共通能力，一併通過各類具挑戰性和
有意義的活動加以發展。有關在科學教育中達致建立上述價值觀和態度
的學習目的，請參閱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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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課程及學科組織

建議的小學及中學科學課程如下：
高中

專科課程

科學與科技
健康科學

生物/

環境科學

人類生物學

化學

物理

電訊
....

初中

科學科

小學

常識科

常識科課程在短期內，將以新的組織方法重新設計，其大綱見附錄 3。
科學科（中一至中三）課程已於 2000 年 9 月實施，當中除加強了科學探
究的元素外，亦把課程內容分為核心與延展部分，學校在發展校本課程
時，可以之作參考。有關科學科（中一至中三）課程與本課程指引的連
繫，請參閱附錄 4。
中四至中五的生物、化學和物理課程指引亦已完成，並將於 2003 年 9 月
實施。這些課程指引都反映了新的科學課程架構的轉變，同時亦是中一
至中三的科學課程的延續。這些課程指引有著共同的特色，如：同樣強
調科學探究，內容分為核心與延展部分，以及加強了科學、科技與社會
的連繫性。
建議中的中四至中五科學與科技課程，現正進行不同階段的諮詢。有關
文件可在以下網址找到：http://cd.e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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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與中四至中五的銜接

學校在策畫課程以銜接初中與高中理科課程時，應參考本章前面所列各
個學習階段的學習目標和目的，以及下列中四至中五各個課程指引：生
物、化學、物理及科學與科技。為加強初中與高中科學課程的銜接，學
校須採取措施，確保學生在開始修讀中四至中五的理科課程前，已完成
科學科（中一至中三）課程的核心部分內容。
請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第 9B 分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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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規畫

3.1

均衡的課程

科學教育在學生的全人發展上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所有學生都應獲得接
受科學教育的機會，透過合適的科學學習活動，發展他們的基本科學概念、科
學思維和過程技能。因此，學校應發展一套校本課程政策，以確保能為均衡的
課程（包括科學課程）提供所需的資源，例如：課時分配、人力及財務資源等。

3.2

中央課程及校本課程發展

科學教育課程指引，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其中一個主要學習領域指引，旨在
為小一至中三的科學學習定下學與教的發展方向，並以一個靈活而開放的架構
勾畫了中央課程內的學習目標和目的，以及重要的學習內容。我們期望學校能
做到本指引列出的基本要求，以確保學生得享同等的學習機會。然而，眾所周
知沒有一個單一的課程可適合所有學生，所以學校應參考本課程指引，制訂校
本課程。
學校應根據教師及學生的獨特情況，在採用中央課程時加以不同程度的調適，
包括改變學習內容的組織（例如：彈性選取延展內容）、學習情境、學與教的
策略、評估的準則和模式等，以幫助學生達到本指引所列的學習目標。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第 62 頁）亦清楚指出：

校本課程發展並非：
• 純粹學習內容的刪減
• 編製校本課程教材套

• 僅屬個別教師的工作

課程發展是不斷改進的過程，學校在發展校本科學課程時應注意以下各點：
• 依據本課程指引所建議的發展方向和學習目標
•

協助學生達到學習目標

•

確保學生完成科目課程指引內的核心元素（如：科學科（中一至中三）課程的核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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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基於學校現有的優勢和學生的需要

•

利用選修及延展課題為學習提供空間

•

讓學生有機會對自己喜愛的課題從事研究，令他們的潛能得以充分發揮

•

以不同方式組織內容

•

發展學習、教學和評估的策略

•

改編學習資源

•

依據《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發揮所長》第 2 冊的建議，決定分配給科學學
習的課時，並靈活運用時間

•

鼓勵教師專業發展，並與其他夥伴建立協作關係

•

在現有的經驗上作反思及改進

學校須在邁向 2005 至 2006 年間，持續進行校本科學課程的發展。下圖概括了
學校在設計校本科學課程時，由現況分析到進行課程決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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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分析和進行課程決策的過程

學校的抱負和使命
學生的學習需要、興趣和能力
教師的專長

參考資料：

課程重點：

基 礎教育 課程

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指引

著重發展科學思維

科 學教育 學習
領域課程指引

資源及支援：
學與教資源
社區資源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科學
幫助學 生根據科學證據 作出

學校設施

明智的判斷
研究及發展計畫

小 學常識 科課

照顧對 科學有濃厚興趣 及有

程指引

才能的學生

科 學科 (中 一至
中三)課 程 綱 要

校本課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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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學校可採用不同模式來組織科學教育中六個學習範疇的基本元素，以配合不同
的學習目的。這些模式可以是科目、單元、短期課程和專題研習等，又或是以
上的組合。每一種課程組織的模式皆有其優點及缺點。在選用任何一種模式時，
最主要的考慮因素應為學生的學習需要和學校的現有優勢。無論學校選用何種
模式，學生的學習利益必須為首要的考慮因素。學校必須在九年的基礎教育中，
以香港學生生活情境的課題，為學生提供這六個範疇的學習經驗。
3.2.1

小學階段

常識科課程綜合了科學教育，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以及科技教育的學習。
為順利銜接幼稚園課程，小一及小二學生的學習經驗應從日常生活中取材，並
以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為主，繼續作主題式教學。由小三開始，學校可因應
學生的需要和興趣，選擇設計以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為主，或以科學及科技
教育為主的學習單元。為了幫助學生掌握基本的科學概念，和養成以開放態度
研習科學的習慣，學校應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科學探究活動。我們建議學生應
在第一學習階段及第二學習階段，分別獲得不少於 15 及 20 小時，以科學和科
技為主，手腦並用的學習經驗。
課程發展處聯同一些學校，協力發展了以下幾個項目，以不同模式為小學生提
供親身參與科學學習活動的經驗：
小小科學家獎勵計畫計畫的目的是激發學生持續學習科學的興趣。參加
的學生須完成一系列科學活動，並把過程和結果都記錄在日誌中。計畫的活
動類型甚廣，有個人資料搜集、科學探究和模型製作等，有些適合在課堂上
進行，有些則可以由學生在家中完成。
科學日科學日為學生提供突破課堂框架的科學學習經驗。活動以主題形
式圍繞常識科課程內的課題加以延展，讓學生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下按各自的
進度進行探究和學習，並運用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常識百搭科學專題設計比賽這一年一度的比賽，目的在於激發學生透過
探究活動對科學產生興趣，並主動學習。學生需要構思並進行他們的專題研
習，或設計並製作新產品。這比賽已成功地提升了不少學生的潛能。有些學
校更在選拔參賽隊伍前，參照比賽模式在校內舉行預賽，為學生製造更多親
身參與探究活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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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模型製作活動這些適合小三及小四學生的模型製作活動，簡單、便
宜而安全，適合在課堂上使用。活動的內容環繞著光、電、磁及力學等課題
發展，可作為介紹課題的教學資源，亦可用作課後的鞏固學習。這些活動提
供機會讓學生親身去探究、發掘書本以外的知識。
有關這些學習活動的詳細資料可在以下網址找到：http://cd.ed.gov.hk/sci
3.2.2

初中階段

中一至中三的科學科課程內容包括核心及延展部分。核心部分是科學科課程的
基本元素，是為所有學生而設計的；而延展部分則要求比較高，是為有意進一
步研習與科學有關的科目的學生而設計的。對於一些學生來說，集中學習核心
部分會比較有利，因學生可在更充裕的時間下，更輕鬆地逐步掌握基本的科學
意念和原理；而對別的學生來說，延展部分帶來富挑戰性的學習經驗，可令他
們得到極大的滿足感，和對科學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一個好的校本科學課程
應具有一定的靈活性，以照顧不同學生的興趣和能力。

3.3

與其他學習領域的連繫

教師必須幫助學生，把科學與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經驗連繫起來。這有助學生
在有限的學習時間內提高學習效率。下表列舉了一些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經驗
促進學生學習科學的例子︰
主要學習領域
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

連繫例子
閱讀科幻小說、有關科學發現及科學家的故事，培養對科學
的興趣

數學

在探究活動中處理數據，以及解釋定量資料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進行跨學科研習，例如健康教育、性教育及環境教育

科技教育

將科學原理應用於設計及解決問題
（一般認為，科學與科技的學習經驗是互相緊扣的。附錄 5 中的
示意圖說明二者之間的關係。）

藝術

欣賞自然現象的美

體育

進行跨學科研習，例如運動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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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時間分配

根據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常識科在小學的總學習時間中，應享有 12-15%的課
時分配。學校可以把其中 80%的課時用於常識科主要學習元素的教學，而彈性
處理其餘 20%的課時。
在中一至中三，科學科應享有 10-15%的課時分配。而以科技教育為重點的學校，
則可採用 8-10% 的課時分配。這些學校須制訂措施，把學生在科學教育與科技
教育中獲得的學習經歷相連繫，形式可包括在科技課堂上引入科學探究和解決
問題的活動，並在進行科技學習活動時，透過討論和探索活動，引入或鞏固學
生的科學概念。
在中三，有些學校會為科學科安排較多課時，其中一種常見的做法是把 15%的
課時分配給科學科，並由三位理科教師教授不同範疇，各佔 5%課時。在這情況
下，學校應注意科學課程橫向和縱向的協調，確保涵蓋科學科（中一至中三）
課程的核心部分，而任何餘下的課時則用於配合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的課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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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與教

學與教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包含了學習者、教師及學習處境之間複雜而
動態的關係。本章將概括討論學生如何學習、促進學會學習的策略，及
學生和教師在有效的科學學習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亦會探討家
長可如何與學校配合，為子女提供更豐富的科學學習經驗。
請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第 4 分冊
4.1

主導原則

近代有關學習和科學教育的理論都指出，知識是由學習者主動建構，而
非被動地接收的。故此，學習經歷的組織應以學生為中心，從學生的已
有知識和生活經驗出發，讓他們在熟悉的情境中探索和學習，建立自己
的知識架構和對周遭環境的了解。教師應考慮學生的不同需要和學習特
徵，提供合適的學習環境，以促進學習。
為培養終生學習，學生須掌握自己的學習並對自己的學習負責。引導學
生訂立個人學習目標、反思並評鑑自己的學習過程、發展適合自己的學
習策略等，都有助促進主導學習，為終生學習奠下基礎。
4.1.1

學生的角色

透過積極參與不同種類的學習活動，學生與群體一起體會學習經歷，共
同建構知識。以下是一些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學習的建議：
學生應自覺地學習，並對自己的學習負責。學習科學涉及探索，要
探究的問題應來自學生本身，出於他們的求知欲或找出解決方案的
需要。學生更要自己提出問題，使探究成為自己的任務。這有助提
高他們對學習的投入感和自主感。
學生應參與決策和解決問題，這樣該問題就變成他自己想要探究的
事情了。
學生應學會靈活運用在不同的科學學習情境中，所獲得的能力及知
識。在探究及掌握新知識的過程中，靈活運用過去所得到的知識和
能力，有助學生持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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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能自我組織及動員他人。主動的科學學習者既能獨立工作，
也能投入群體協作。他們運用自己的各種研習能力，選擇最合適的
資源和資料，並考慮獲取這些資源和資料的途徑。
學生應學習以不同的方式，顯示他們對科學的理解和能力。以最適
宜的方式匯報他們的實驗或專題研習，組織並展示數據（例如是否
需要運用圖形或圖表，應使用怎樣的圖形或圖表）
，以及解釋他們的
意念及對科學的理解。
學生應學習掌握自己的學習過程。他們應學習如何評估自己的進
度，反思所學，再決定下一步的學習策略。
學生應對學習產生興趣。積極的學生充滿自信，熱衷地參與學習活
動。我們希望成功帶來自信，而自信又會帶來積極的態度和動機。
4.1.2

教師的角色

專業的理科教師擅於營造促進學生與自己一起主動學習的環境。他們透
過評估學生的學習及自己的教學，不斷自我改進。他們了解不同學生的
學習特徵，能藉與學生建立密切而持久的關係，加以輔助。教師的角色
可以是知識傳授者、資訊提供者、學習促進者、顧問、輔導者、評估者
等，並往往身兼多個角色。這些不同的角色的共同抱負都是培養學生成
為終身的學習者。理科教師應充分了解課程的宗旨和目標，並透過安排
有意義的學習活動把目標實踐：
為學生提供與生活經驗相關的學習情境，使他們體會科學、科技與
社會間的相互關係
為每個課堂訂立明確清晰的學習目標，鼓勵學生參與製訂這些目標
並積極實踐
利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風格
透過開放式的提問或激發思維的學習活動，探查並洞悉學生的已有
知識或概念，作為策畫教學的基礎
讓學生參與協作式的學習活動，以促進群體間的知識建構
建立開放的學習氣氛，讓學生能發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見而毋須害怕
被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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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科學本質、科學知識的不斷演進，以及利用科學模型解釋自然現
象的功用與限制，引導學生進行討論
根據學生提出的問題和意見，調校課堂內容的焦點和發展方向
鼓勵學生反思自己的學習，和撰寫個人學習日誌，以培養他們掌控
自己的學習的能力
運用多元化的評估模式促進學生的學習
在設計課堂時，教師應考慮學生的學習特徵，以不同的教學法為學生提
供多元化的學習經驗。下圖列舉了一些從完全「以教師為中心」至完全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供教師參考。

以教師為中心
的教學方法

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學方法

講 課

角色扮演
全班
討論
小組
討論

示 範

專題研習

資料搜集

自 修

探究活動
播放
錄像
講故事

參 觀

實 習

不同的教學方法
教師應根據有關課題所涉及的內容和技能，並因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
選用適當的教學策略。其他的考慮因素包括：
期望達到的學習目標
學生的能力及學習風格
學生的興趣
學生的已有知識
資源的充裕程度
時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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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畫任何類型的科學學習活動，首要考慮安全問題。在設計實驗活動時，
教師應提供適切而足夠的指導，以確保安全。我們建議教師應先在實驗
室技術員的協助下，嘗試新的或不熟悉的實驗，了解實驗的潛在危險，
以確保課堂實驗不會出現危險情況。在校內安全管理的問題上，學校可
參考《學校實驗室安全手冊》（2002）。
4.1.3

有質素的家課

有效益的家課能幫助學生加強課堂所學、激發思考，並鼓勵主動學習。
讓學生在學校的學習經歷得以在家中延續，加強學校與家庭協力培育學
生的夥伴關係。
家課應讓學生運用在課堂上得到的重要意念，同時引導他們確定學習重
點和檢討自己的進度。在設計家課時，教師應有明確的目的，例如：鞏
固學習、應用知識、運用創意思維等。教師應將目的和要求清楚告訴學
生，並在批改家課時，給予學生適當的回饋。機械式的操練如抄寫筆記
和生字，只會令學生感到沉悶和使學習變得被動，應避免採用。
教師分配家課時，應提供適當的指導，宜利用啟發性的教學資料，如剪
報、文章摘錄、流程圖、照片、示意圖、統計表格或圖表等，作為學生
具體的思考依據及基礎，並引起他們做家課的動機。
一些有意義的理科家課包括資料搜集、撰寫學習日誌、設計新器具、裝
嵌模型、撰寫實驗報告、收集剪報等。
以下是一所學校的教師使用的家課清單：
家課清單
科任教師姓名：____________

科目/班級： ________

分配家課日期：________

提交家課限期：______

預計完成家課所需時間：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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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家課的目的：（可選擇多項）
F

鞏固學習

F

延展課堂學習

F

應用知識

F

運用邏輯思維

F

資料蒐集

F

運用創意思維

F

整理資料

F

閱讀

F

預習

F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

請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第 8 分冊
4.2

促進學會學習的四個關鍵項目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學會學習》建議學校透過各學習領域，推行下述
四個關鍵項目，以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為學會學習奠下基礎：德育及
公民教育、從閱讀中學習、專題研習、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4.2.1

德育及公民教育

教師應藉教室內外的科學學習活動，提供機會，讓學生建立及反思自己
的價值觀和態度。教師可利用與學生日常生活有關的事件，並透過與家
長衷誠合作，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以下的學與教活動說明如
何在科學教育中培養學生的價值觀：
通過探訪安老院或醫院，讓學生了解長者及殘障人士的需要。然後，
讓學生運用科學知識，設計一些輔助工具協助有需要人士（例如可
以單手操作的廁紙器）。這不單能培養學生愛護和關懷別人的情操，
亦有助提升他們的創造力和敏銳力。
教師在處理科學科（中一至中三）課程中，
「細胞與人類的繁殖」這
課題時，可邀請「母親的抉擇」或「出生權維護會」代表到校作短
講，讓學生明白兩性關係中的責任，並對這些關係中的親密行為作
出明智判斷。同時，這些短講亦有助學生反思生命的價值和欣賞其
神聖的一面，認識為人父母的責任，以及建立對生命的積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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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第 3A 分冊
4.2.2

從閱讀中學習

閱讀是鍛鍊學生獨立地獲取資訊的好方法。良好的閱讀習慣更有助促進
主動學習。在小學階段，學生可從閱讀有關科學家和科學歷史的故事，
認識科學家如何分析證據及從實驗結果作出推論。這樣不單可讓學生欣
賞科學家的成就，更能培養他們的好奇心、合理懷疑和堅毅的品性。在
中學階段，學校應為學生提供接觸不同科學學習材料的機會，這些材料
包括書籍、報章、雜誌、百科全書、網址等。
教師可在課室或實驗室設立「科學角」
，展示不同來源的有趣科學文
章。這樣可使學生更關心日常生活中與科學有關的議題。教師亦可
要求學生撮寫這些文章，並加入其個人反思。
教師和學生可於教育署網頁：http://cd.ed.gov.hk/中找到一些有用
的參考資料和期刊名單，以及一些用以豐富科學科（中一至中三）
課程的文章。
在今天的社會中，科學與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閱讀是幫助我們與時並
進的途徑。
請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第 3B 分冊
4.2.3

專題研習

專題研習是有效的學與教策略，能推動學生主導學習和反思自己的學
習。具探究性質的專題研習可培養學生的科學思維；以解決日常問題為
目的的專題研習，有助學生把課堂上所學的科學知識連繫到生活上。
科學專題研習的形式可以包括科學探究、撰寫科學研究建議、設計及製
作等。以下是一些專題研習的例子：
應用力與能量的概念，設計以橡膠圈作動力，並行走得最遠的模型
車
研習有關網球拍所用物料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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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專題研習有助豐富學生的科學知識和發展他們的過程技能。同時，
更有助學生將科學和科技的學習經驗互相連繫。
請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第 3C 分冊
4.2.4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在科學科的學與教中應用資訊科技的機會很多，並且仍有頗大的發展空
間。以下是一些例子：
教育署製作的「親親大自然」、
「能量」、
「安全用電」等互動光碟，
讓學生可就自己的進度，主動探索有關的課題
透過互聯網進行的跨地區協作學習計畫，如「環球科學交流計劃」
（http://www.scienceacross.org）等，為學生提供平台，透過與世
界各地的學生協作，交換資料和意見，共同建構知識
動畫可將一些抽象的科學概念和變化過程（例如光合作用的過程）
形象化，幫助學生理解。模擬實驗方便學生透過改變參數，直接觀
察一些模擬物理現象和掌握科學概念（例如：當溫度轉變時，液體
中粒子的運動情況）
透過影像展示器材，全班同學可同時觀察一些示範實驗的細節。（例
如：在顯微鏡下觀察晶體的生長、布朗運動等）
數據收集儀提供一個準確而有效率的方法，讓學生在進行科學實驗
時收集即時的數據，省卻學生機械式及費時的資料收集和圖表繪製
的工作。學生因而有更多時間專注在一些思考性問題上，去進行分
析、討論和評鑑（例如：以位置感測器量度新物料在拉力下的伸延
度，以測試其彈性）
有些網上評估工具（如多項選擇題庫）
，可為學生提供即時回饋，以
助他們明瞭科學概念和辨識一些錯誤觀念
雖然運用資訊科技，可提供空間讓學生發展科學思維、創造力和解決問
題能力，但教師須小心判斷在個別情況中應用資訊科技的適切性，以確
保學生有足夠的機會參與動手操作的實驗，使他們的科學過程技能得以
充分發展。
請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第 3D 分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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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全方位學習

除了在課室和實驗室中學習科學，學生也可透過參觀以下機構，獲取寶
貴的學習經驗。
海洋公園和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為學生提供導覽服務，提高他們對
生態環境的關注和對自然保育的意識。
太空館和科學館的綜合展覽廳，提供有趣的動手活動，把學生的課
堂知識與日常生活連繫起來。透過參與簡單的科學探究，學生可親
身進行觀察和收集數據。
健康資訊天地廣結了不少醫護人員、病人組織和社區團體，共同推
廣健康生活。其展覽中心、圖書閣和定期的健康講座，都能為學生
提供大量認識和實踐健康生活的資源。
在參觀過程中，學生親身搜集各類型的資料和證據，印證並豐富課堂學
習經驗。此外，學校亦可透過其他社會支援，為學生安排更多元化的學
習活動。例如科學普及講座、議題為本的辯論及論壇、發明活動、科學
競賽、科學展覽、野外考察、研究及實驗等。附錄 7 提供更多有關支援
科學教育的社會資源。
請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第 6 分冊
4.4

照顧學習差異

同一班學生，各自有着不同的學習動機、學習風格、學習需要、興趣和
能力等。同一個學生在不同的活動中（例如：撰寫科學報告或解決科學
難題），可運用不同類型的智能。一些學生較善於直接從圖象及圖表理
解資料，而另一些學生則需要透過動手活動進行學習。教師在策畫教學
時，應根據學生的各種學習特徵，設計能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的教學計畫。
科學科（中一至中三）、生物科（中四至中五）、化學科（中四至中五）
和物理科（中四至中五）的課程內容，都設有核心和延展部分，方便教
師按學生的需要發展具校本特色的科學課程。教師亦可在完成課程的核
心部之餘，選取適當的延展部分，為能力較高或對科學有濃厚興趣的學
生，提供更富挑戰性的學習經驗，讓他們的潛能得到充分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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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家長在科學教育中的角色

家長和學校是教育的密切夥伴，在科學教育中亦然。家長既是子女學習
科學的促進者，亦是學習者。在培養下一代的科學思維習慣、價值觀和
態度上，家庭與學校所扮演的角色同樣重要。家長應為子女營造一個輕
鬆自在的環境，發展他們的好奇心和發問精神，培養不怕失敗和勇於嘗
試的品性。此外，家長亦可在家中或戶外，為子女提供手腦並用的科學
學習經驗。簡而言之，家長可幫助子女體會科學精神和引領他們喜愛科
學。
透過以下方法，家長可以豐富子女在校園裏的科學學習經歷：
與子女一起參與科學趣味活動、科學日或開放日
協助帶領參觀活動
陪同子女到花墟、雀鳥公園、科學館、太空館、郊野公園、自然教
育中心、或參加本地的生態旅遊
鼓勵子女對自然界現象發問、尋求答案、蒐集物件，細心觀察及進
行量度，討論當中的發現
與子女一起閱讀有關科學的書籍或科學小說；一同觀看與科學有關
的電視節目，或與他們分享飼養寵物或種植盆栽的經驗和樂趣
協助子女把一些玩具或棄用的器具拆開，研究其中科學原理的應用
與子女在家進行有系統的觀察及解決問題活動，促進子女的學習，
亦與他們一起學習
假若家長本身的職業是與科學、工程或醫療有關，更可作為學生個人科
學專題研習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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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估

5.1

主導原則

評估是蒐集學習成果實證的方法，為學習與教學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
評估能為教師和學生在學與教的過程上提供寶貴資料。為了改進學與
教，評估需要和學與教的過程相配合。
學習

評估

教學

除了人所共知的測驗、學期考試和公開考試等總結性評估，還須引入進
展性評估，作為診斷工具，來協助學生改進學習。教師亦須考慮採用包
括總結性和進展性的校本評估。

評估

進展性

總結性

（以評估促進學習）

（ 以 評 估 量 度 學 習 成 效）

5.2

評估模式

5.2.1

進展性評估

進展性評估須持續地進行，並透過各種方式實施，例如口頭提問、觀察
學生表現、作業、專題研習、實驗考核和筆試等。進展性評估應在整個
課程中，和學與教結合，旨在促進學與教的素質和成效。根據評估提供
的回饋，教師便可判斷下一步應如何促進學生的學習，或採用更恰當的
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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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習的評估亦可為學生提供回饋，使他們知道怎樣計畫及掌握自己
的學習。教師應提供機會，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參與自我評估和同
儕評估。在參考適切的評估準則和在教師的協助下，學生可自行制訂學
習計畫並評估自己的進展，從而認識自己的強項和弱點。以上種種都有
助鼓勵學生主動學習，使他們成為終生的科學學習者。

進展性估計

為教師提供回饋

為學生提供回饋

了解學生的
學習進展

反思並調校
自己的學習

檢討並改善
教學計畫
和策略

發展自主及
負責任的學習

學習質素準則是由課程的學習目標和目的衍生的，教師可參考這些準
則，為學生提供有質素的回饋，幫助他們制訂學習計畫。在科學教育學
習範疇的學習質素準則，將會透過研究計畫發展出來，並在一些學校試
行和驗證。這些準則是依據學生在不同學習目標的表現而製訂，描述學
習成果。該套準則將於 2005 年提供給學校作參考，以支援校本評估。我
們亦會為理科教師提供專業培訓，讓他們掌握如何應用這些學習質素準
則於校內評估，並懂得如何運用從評估活動中得到的回饋改善學與教。
請參閱示例(2)「教學與評估循環中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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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總結性評估

總結性評估有助反映學生的學習成效，一般在學期末或完成一個學習單
元後進行，讓學生知道自己學到什麼。校內測驗和考試，及公開考試，
均是總結性評估的常見例子，用以量度學生的水平和能力，從而給學生
評定分數和等級。由於總結性評估不能即時給予回饋以改善學與教，所
以不應用作唯一的評估方法。
本章末提供了一個改編自 Shirley Clarke (2001)的「學校實施評估的理念
架構」，闡述了學、教與評估的關係。
5.3

評估策略及報告

評估須定期且以不同方法進行，例如：口頭提問、觀察學生表現、專題
研習、實驗評估和筆試等。只有持續性的評估，才可為教師提供回饋，
以計畫每天的教學。此外，教師應採用不同的評估方法，來量度學生在
科學教育的不同目標上所達的水平。比方說，筆試可反映學生對某些事
實的記憶和對科學概念的理解。不過，若要評估學生的態度，則宜依據
準則清單，透過觀察來進行。以下是一些建議的評估方法，教師應靈活
運用來制訂他們的評估計畫。教師須有周全的計畫，以評估學生的學習
成果，亦應讓學生知悉評估的方式。
筆試
許多學校廣泛採用筆試作為主要的評估方式。然而，長期依賴這種
評估方式無形中會把學習的範圍甚至教學範圍縮窄。教師應避免過
份側重考核知識和理解，亦應避免資料背誦形式的測驗。教師設計
的評估項目，應著重概念的理解、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高層次的
思考能力等。在測驗和考試中，採用開放式的問題，有助於評估學
生的創造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教師應分析學生在測驗和考試的表
現，利用所得的資料來改進日後的教學，並幫助學生認清自己的強
項與弱點。
書寫式作業
書寫式作業可作為一種評估工具，反映學生的進度、努力、學習成
果、強項和弱點。作業的積分或等級，可作為學生學業進程記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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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教師應善用書寫式作業作為一種進展性評估工具。教師透
過給予具體的改善建議，為學生提供有價值的回饋。學生的作業表
現對教師來說，亦是有用的資料，有助他們為學生擬訂下一步的學
習目標，和調整自己的教學。
口頭提問
口頭提問能讓教師了解學生在某些情況下的看法。學生的回應往往
顯示出他們的強項、弱點、謬誤、對概念的理解程度、興趣、態度
和能力。教師的提問應盡量多元化，除了要求資料性的答案外，還
應協助學生廓清問題、發展邏輯推理，甚至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
為誘發靈活運用知識，教師可以學生陌生的情境來擬題。此外，所
設的開放式和封閉式的問題，應均衡分配。教師應讓學生有足夠時
間思考問題，細心聆聽他們的回答。在適當時，以有質素的回饋刺
激學生反思自己的學習。
觀察
學生進行小組研習或個別工作時，教師可從旁觀察，以了解學生學
習的情況。當學生進行學習活動時，教師可觀察學生採用解決問題
的方法和對待工作的態度（例如堅毅、獨立性、合作性、願意面對
困難等）。在實驗課時，教師可觀察學生選用哪些儀器設備、採用
何種活動、與誰合作，以及與他人的互動關係。教師應保存簡單的
觀察記錄，藉以更深入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
實驗評估
為能更全面評估學生的態度和實驗技能，教師可於學生進行課堂實
驗、科學探究和實驗考核時，作出觀察及評估。實驗的評估，應在
課堂環境中進行，透過觀察和即時的回饋，把學習和評估結合起來。
科學探究提供機會讓學生展示他們的機智、創見、創造力和堅毅。
教師可採用合適的準則，評估學生對科學知識的理解、科學方法的
應用、處理數據的能力、安全意識及對工作的興趣和熱誠。透過學
生的實驗報告或探究報告，亦能有效地評估學生在科學活動中的表
現，讓教師對學生的學習有更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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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透過實驗考核，集中評估實驗的過程或結果，例如學生能否
正確地依照指示完成工作、有效和安全地使用儀器、準確而有系統
地觀察或量度、簡單而有邏輯地表達結果，以及從實驗結果得出結
論。教師應事先讓學生知道評估的方式：觀察及提問、批改實驗報
告，或是同時採用兩者。

請參閱示例 (3)「科學實驗的評估」
專題研習
專題研習提供機會讓學生應用所學的知識和實驗技能，還可以運用
其他的技能和思考過程，例如確認問題所在、提出假說、設計及實
行各種策略和進行評鑑。對於專題研習，教師可使用不同評估策略，
取得學生在知識和技能方面的學習憑證。此外，教師亦可評估學生
的創造力、溝通和協作能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至於學生在態
度和價值觀方面的表現，教師可採用適當的準則進行評估。
學習歷程檔案
學習歷程檔案將學生的學習歷程和成果記錄下來，以展示他們在某
課題的理解、科學過程技能、價值觀及態度。它讓教師和家長得知
學生的進展和成果。學生藉重溫其學習歷程檔案，亦能培養反思和
檢討自己學習的習慣。
以上建議的各種評估策略，並非詳盡無遺。混合採用多種不同的評估策
略，可讓教師更全面地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果。教師應為自己的學生，探
求合適的評估機會。
請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第 5 分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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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實施評估的理念架構
進展性評估
(回饋學與教)

•

學與教過程
讓學生理解學習的目標

• 有效的提問（提供時間，讓
學生思考及回答問題；不同
類型的問題－開放式問題和
有固定答案的問題、由內容
主導轉為學生主導）
• 觀察（例如：身體語言、面
部表情）
• 同儕學習（例如：學生在班
上留意及反思同學的答問）
• 有效的回饋（例如：提供明
確的建議，讓學生能有所改
善或鞏固所學）
• 學生主動學習
• 提高學生的自我形象

促進學習

總結性評估
(量度成績)

校內評估
• 多元化
• 以測驗、考試成績評定等級
- 不同模式的評估（例如：
或級別 (例如: 期考、年終
筆試、專題研習、學習檔
試)
案等）配合學習目標和過
• 記錄
程
- 追蹤學生的學習進度
- 多方參與（例如：學生自
評、同儕互評、教師作評 • 報告
- 使用評語，減少依賴等
估、家長作評估）
級和分數
- 以多元化策略評估學習的
質素（例如：除了賞罰之
外，提供適合學生能力並
富挑戰性的評估）

校外評估
（例如：公開考試）

• 利用測驗結果作為診斷及
改善學與教
• 提供機會讓學生學習和改
善，而不是要他們互相比較
分數
(取 材 自 Shirley Clarke)

回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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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與教的資源

為促進學生的有效學習，教師應採用多元化的教學資源。那些能為學生
提供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協助學生運用抽象思維建立科學概念的教學
資源，有助學生培養獨立學習的能力。在互聯網上的資源，能讓學生掌
握最新的科學與科技發展。我們鼓勵教師在課堂上多用不同類型的資
源，而學生亦可在教師指導下利用這些資源作獨立學習。
6.1

科目課程指引

為支援科學教育的學與教，除本課程指引外，課程發展議會亦頒布了下
列科目課程指引，供教師參考：
《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2002)
《科學科（中一至中三）課程綱要》(1998)
《生物課程指引（中四至中五）》(2002)
《化學課程指引（中四至中五）》(2002)
《物理課程指引（中四至中五）》(2002)
6.2

優質課本/學與教資源

優質的課本或教學資源對課堂學習非常重要。課本在學生掌握基本概念
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一本優質的理科課本應：
能帶出學習的目的和提供學習的方向；
提示教師一般學生在有關課題的已有知識；
為學生展示各種不同的現象，並幫助學生將這些現象與科學概念連
繫起來；
引導學生闡釋科學概念和作出邏輯推理；
提供運用科學概念的機會；
提供評估作業及有關的評估準則，以便學生檢討自己的進度；以及
鼓勵學生進行課室以外的探索。
學校應為學生選擇可激發學習動機和促進學習效能的理科課本。選擇課
本時，校方應考慮以下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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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的組織編排和涵蓋範圍能否配合有關課程，幫助學生建構
知識，培養技能、價值觀和態度；
教學內容的適切性；
語文運用是否恰當；
學習活動的設計是否得宜；
例子和圖表的運用是否幫助學生學習，而非造成擾亂；以及
有否為實驗活動提供適切的安全指引。
請參閱示例(4)「選擇優質理科課本」
教師應按學生的需要、能力和興趣，配合自己的專業判斷，靈活地運用
理科課本輔助教學。教師可因應自己的教學目的，隨意選取及/或改動課
本部分內容，並重新編排教學次序，毋須勉強依課本的編排完成每章每
節。教師在運用課本輔助教學時，可考慮：
根據科學教育各學習階段的學習目標和目的，清楚釐訂每一學習單
元的重點；
檢視校本科學課程內容，確保均勻地涵蓋各學習目標和目的；
刪去課本中某些部分──能力較高的學生可略過較淺易的內容；而
能力稍遜的學生亦毋須學習課本中艱深的部分；以及
改編課本建議的活動，以增加其挑戰性，激發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和
創造力。
除選用教育署「推薦書目表」內的教科書外，學校亦可：
因應學生的需要自行編製教學材料
從不同途徑（例如：校本課程計畫、互聯網、傳媒、有關的教材套
和教育軟件）中選取適切的素材
請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第 7 分冊
6.3

支援科學教育的資源

為在小學常識科中推廣科學探究，我們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計畫。並在
計畫完成後總結經驗，製作了一些可供參考的學與教資源。其中的例子
是由香港教育學院出版的「常識百搭專題設計比賽」叢書。當中不僅收
錄了在「科學探究」
、「科學小玩意」及「發明創作」各組別中勝出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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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還有學生進行探究活動和專題研習的過程的匯報，一些學生的反思，
以及解說如何在小學進行科學學習活動的文章。
此外，我們亦出版了一些與其他科學活動（例如科學日和小小科學家獎
勵計畫）有關的資源。教師可讓學生直接參與這些活動，或根據這些資
源設計自己的教材。出版商在編纂配合新常識科課程指引的課本時，應
參考上述資源，在課本中加入適量的科學活動，以支援教師為學生提供
更豐富的科學學習經驗。
附錄 6 列舉了一些已派發至各學校以支援科學教學的書刊和電子教材。
6.4

研究與發展計畫（「種籽」計畫）

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中，進行協作式研究和發展計畫（「種籽」計畫）的
目的是：
提供有用的經驗，供學校、教師及社會人士參考；
培訓一批能夠起重要作用的課程改革促進者，及課程領導人員（例
如教師、校長等），以推行課程改革；以及
作為校本課程發展的原動力。
所有「種籽」計畫的目的，都是為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以達到科學教
育學習領域的學習目標。以下建議的主題，可作為單獨計畫，或作為整
合性計畫的一部分。這些主題都能配合課程改革的重點和科學教育的發
展趨勢：
培養科學思維和過程技能
照顧學習差異
促進學習的評估
四個關鍵項目：德育及公民教育、從閱讀中學習、專題研習、利用
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校本課程發展
課程組織及學與教策略
每個計畫均：
以解決目前學校環境及香港社會現況中的實際問題為起點（例如：
增強學生學習科學的能力、多元化的評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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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原則及理論基礎，並可付諸實行；
以實證為本，可作評鑑，適用於其他情境，並能指出改善的方向；
以協作的形式進行，參與者包括：學校、課程發展工作者、大專院
校、本地或海外專家等；
促進學校和教師的專業自主；
各有特定的重點和規模（例如一個課節、一個學習活動、一個學習
單元，甚至一個為期三年的追蹤性研究）
，並將研究和發展相連繫；
可建基於以往一些經學校和教師的努力、令學生獲益的成功經驗，
例如：
學校已開展的新措施
由顧問開展的學習差異研究
由課程發展處和大專院校所負責的行動研究計畫；
將基礎研究成果轉化為實用資料，照顧學校的即時需要；
在每年年終時，總結經驗，檢討計畫對學生學習、教師的專業自主、
轉變管理和持續專業發展的影響，並作出改善；以及
會透過有效的途徑，如：講座/分享會、報告、學與教的資源等，
將發展出的寶貴實踐經驗推廣。
在科學教育中，以下的研究發展計畫已經啟動：
科學教育的研究發展計畫
主題

程度

目的

在常識科促進科學探

小學

透過不同類型的課程組織，在常識科中引入手

究(2000-02)

腦並用的探究活動。目的在培養學生的好奇心
和對科學的興趣。

在科學課堂中發展學

中學

本研究旨在發展並探索在科學課堂中滲入科

生的科學思維和過程

學思維和過程技能的策略。本計畫將集中發展

技能(2000-02)

及試行教材；這些教材都是由一些具創意的教
師，作為課改促進者所發展的。同時，他們會
透過同儕觀課和經驗分享等活動將教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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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程度

目的

透過科學教育培養明

中學

本 研究旨在 發展並試 行一些 教學策略 及方

智判斷(2001-03)

法，集中發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和解決問題能
力，以助學生運用科學知識，在有關科學及生
活的問題上，作出有根據及明智的判斷。研究
結果將為加強高中生物、化學及物理等課程中
的科學、科技與社會元素，提供參考資料。

以評估促進科學學習

中學

(2001-04)

本研究旨在發展並試行一組學習質素準則及
評估方法，以提升學生的科學學習成效。研究
結果將為製訂評估科學學習的質素準則，提供
參考。

透過校本課程豐富學

中學

本 研究旨在 發展和嘗 試不同 類型的課 程組

生的科學學習經歷

織，以促進學生的科學學習。學校亦可因應學

(2002-03)

生的需要，參考理科課程的核心和延展部分，
發展校本課程。

「種籽」計畫的預期成果：
包含可作示例的教學意念、教材和教學實踐的研究報告；
用以豐富學生學習經驗的資源和教材；
有份參與計畫的中小學教師的專業發展；以及
加強學校、大專院校和教育署間的聯繫。
6.5

支援科學教育的社會資源

不同的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和教育團體等都能提供機會，促進全方位
學習。這些教育夥伴可以為學生提供真實的科學學習經歷，最新資料和
專業服務。
附錄 7 表列了一些支援科學教育的社會資源，供教師參考。我們鼓勵教
師好好利用這些資源，使科學的學與教更有趣、更真實和更有意義。
請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第 11 分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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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學校資源管理

所有學校已於 2000 年開始推行校本管理，在運用政府撥款上，學校獲賦
予更大的自主權和靈活性，使學校對本身的營辦開支有更大的自主空
間，以達致各學校自訂的目標。學校可利用來自「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及「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的撥款，以支付發展科學教育的開支。下表
提供有關津貼的目的和用途，及學校可怎樣使用這些津貼的例子。學校
每年亦應就涉及一定開支的科學活動，如野外考察及參觀博物館等，制
訂全年計畫，向學校管理委員會申請撥款。
可用以支援科學教育的財務資源
津貼/資源

目的及用途

備註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 購買家具及設備（新購及

• 「資助學校綜合家具及設

置換項目）；
• 保養/維修家具及設備
• 非標準家具及設備的保
險費

備津貼及家具及設備過渡
津貼」通告
• 理科科目的家具及設備表
可在教育署網頁下載
• 每年八月發放津貼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理

• 營辦開支，例如購買科學

• 「資助學校『營辦開支整

科科目的津貼屬於一

實驗所需的消耗性用品

筆津貼』
」通告及「官立學

般範疇)

校 『 科目 及 課程 整筆 津
貼』」通告
• 每年八月/四月發放津貼

非經常津貼：校舍修葺
/改建工程

• 校舍修葺及改建工程費
用，例如實驗室修葺

• 「資助中學申請非經常津
貼：校舍修葺/改建工程」
通告
• 通常在五月/六月提交申
請

安排緊急維修

• 緊急修葺工程，例如煙櫥
維修

• 「處理緊急修葺工程的簡
化安排」通告

有關通告和家具及設備表的詳細內容可於下列網址下載：
通告 – http://www.ed.gov.hk/ednewhp/flash_circulars.htm
家具及設備表 – http://www.ed.gov.hk/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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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學校亦可從其他來源尋求撥款，例如優質教育基金，香港賽馬會
及辦學團體。
6.7

對教師的支援

為成功落實科學教育的建議，以下各類的教師培訓都相當重要：
透過課程領導培訓課程，讓理科科主任熟悉科學教育學習領域中的
建議，和校本課程發展的策略。
透過講座和工作坊，讓教師分享校本課程設計，學習活動設計和安
排探索活動的經驗
透過附有實習環節的網上支援課程，讓教師緊貼科學與科技的新發
展。
在進行科學實驗和科學專題研習時，實驗室技術員的協助至為重要，所
以他們亦應了解科學課程的新發展。學校、辦學團體、教育署、專上院
校及專業機構，都可為教師及實驗室技術員提供上述的培訓課程。
此外，教育署亦會：
透過科學組、校本課程發展組和區域教育服務處支援學校；以及
在網上建立資源庫，以協助教師掌握課程改革的建議。
請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第 10 分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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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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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
小學主題式科學日
程度：小學
課程：常識科
重點：以靈活而開放的課程架構在小學加強科學學習
在創造課程空間的理念下，學校可以把常識科學習時間的 80%用於核心
學習元素的教學，而按學生的興趣和需要，彈性處理餘下的 20%的時間。
以下便是其中一個例子：
學校在校園內推行一至二天以主題為本的科學探究活動，為學生提
供延展的科學學習經驗。
這些展延活動由香港科技大學的科學家設計，內容取材自常識科課
程中的一些科學主題。
科學日讓學生在與平日不一樣的環境下，隨個人進度學習，自然地
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及創意。在進行探究活動時，容許他們從錯誤中
學習，透過朋輩協作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藉此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和自主學習的能力。
在活動中，教師及家長扮演導師或組長的角色。香港科技大學提供
訓練課程，使他們熟習學習活動的運作和相關科學概念，中學生也
可充當助手。上述活動成功地團結了不同團體及專家的努力，同時
讓不同的團體有分享意見和經驗的機會。
有些學校已經把這個活動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加以調適，並與鄰近
中學協辦校本科學日。長遠而言，我們希望大專的科學家能參與發
展階段的策畫工作；而不同的小學和中學可根據科學家所設計的活
動，協力舉辦更多同類的主題式科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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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
教學與評估循環中的回饋
程度：初中
重點：促進學習的評估

課程：科學科

在學習有關電路的課題時，學生進行「預測、觀察和解釋」的活動。教
師要求學生預測，當電路閉合時，下圖串聯電路中各部分電流的大小。
然後教師將三個電燈泡、一個開關、一個電池和四個安培計分發給每組
學生。著學生安裝串聯電路，並在各部分以安培計量度電流。最後，學
生要對他們觀察到的結果作出解釋。

IA

L1
IB
L2

ID

L3

L1 , L2 , L3 : 燈 泡
IA, IB, IC, ID : 不 同 部 分 的 電 流

IC

學生會以小組形式，在實驗室進行以上的「預測、觀察和解釋」活
動。
在實驗開始前，學生先討論並預測電路中各部分電流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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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誘發學生反思和積極討論，教師須持中立和開放的態度，並小心地聆
聽學生的意見和作出適當的反應：
學生

教師

預測
IA > IB > IC > ID
為甚麼？

燈 泡 會 用 去 一 些電流。

挑戰

如 果是這 樣， 不
同 燈泡的 光暗 度
會如何？

我記得上一次做這
個 實 驗 時，所 有 燈 泡
都是一樣光的。

探查學生的意念

電流被同等分配
到各燈泡。

IA = IB = IC = ID
IA > IB = IC = ID

61

若果所有燈泡都
是 同 等 光 亮，這 表
示在電路中不同
部分的電流是怎
樣的？

進行實驗

IA

L1

A

A IB

L2
A

ID

A

L3

L1 , L2 , L3 : 燈 泡
IA, IB, IC , ID : 不 同 部 分 的 電 流

IC

學生根據實驗結果，提出一套理論嘗試解釋在關閉開關後，電路中
的情況。
教師邀請各組代表根據他們所提出的理論向全班解釋所觀察到的現
象。教師鼓勵學生挑戰其他組別的理論，和為自己組別的理論辯護。
在參考了大家的意見後，學生可修改自己的理論，並將最後定案寫
在黑板上。最後，學生透過表決形式選出最恰當的理論。這樣的討
論和對話，應以誘發學生反思為重點。教師須鼓勵學生主動參與討
論，表達意見。
教師會從學生的解釋和討論的表現作出評估，並會公開對各組評
分。教師將引導學生一同分析為何有些組別得分較高，幫助學生反
思自己提出的理論，並重新評鑑自己的解釋。
每組的得分將計算在個別學生的成績內。這些得分亦反映出該組在
合作學習上的成果。
在預測、解釋和評分的過程中，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交流，對提升學
習效能或學生的表現有重大影響，同時亦有助培養學生主動掌握自
己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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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
科學實驗的評估
程度：初中
重點：為改善學生的科學學習的評估

課程：科學科

科學實驗提供機會讓學生親身接觸科學，建構知識。熟練的實驗技
巧有助我們安全而有效地對周遭的現象進行探索和研究。
配合學習目標的科學實驗評估，是科學學與教中的一種回饋機制。
例如：要學生以本生燈把一燒杯的水加熱至 80 ºC，或設計一警報系
統並繪畫其電路圖。通過評估實驗的過程和結果，教師可知道學生
能否正確而安全地操作器具和儀器，以及他們對有關的科學原理的
理解程度。
科學實驗評估有助培養和加強學生的實驗操作技巧、鞏固他們的科
學知識。教師亦可從中了解學生在進行實驗活動時所遇到的困難。
一般來說，教師難以在個別的實驗評估中，對所有學生的技能和態
度進行評估。教師宜每次集中評估一至兩種技巧，或在不同活動中
評估某一種技巧。至於對態度的評估，教師應透過持續觀察進行。
實驗評估的安排可以有多種。在儀器和材料充裕的情況下，可讓所
有學生在同一時間進行相同的實驗。否則，可在同一時間內，安排
學生輪流轉換，來進行多組不同類型的實驗。
悉心設計的科學實驗評估活動，能培養學生的解決問題能力和思考
技能。同時，學生的毅力、自信心、創造力和參與性亦會得到提升。
以下是一分反映學生的科學過程技能和態度的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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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驗技能進度表
姓名：

XXX

過程技能 / 價值觀

班別：
優異
(4 分 )

XX
良好
(3 分 )

成績：

2.5

頗佳
滿 意 仍 需 改善
(2 分 ) (1 分 )

進行觀察
作出預測
控制變數
進行量度
闡釋數據
溝通技巧
責任心
合作性
評語：
值得讚賞：
能 描 述 事 件 或 事物的特性，和運用科學概念選擇相關的事項加
以描述。
尚待改善之處：
在數據中尋找規律和闡釋規律。

進度表所列的評估項目應因應教師在不同學期的關注項目而改變。教師
亦應在學期初向學生公開各評估項目的評估準則，並定期（如：每兩個
月或每學期）將進度表分發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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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
選擇優質理科課本
程度：初中
重點：優質的理科課本

課程：科學科

在選擇理科課本時，學校可參考科學科(中一至中三)課程的宗旨和目
標、教育署通告「學校選用課本和學習材料須知」和「科學實驗室
安全手冊」，擬訂評估表，供教師使用。
以下是一間學校所擬訂的「課本/學習材料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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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中 學
科學科（中一至中三）課本評審委員會
課 本 /學 習 材 料 評 估 表
請給下列各項評分，分數為 1 至 10，以 10 分為最高。若所給評分低於 4
分或高於 7 分，請作解釋。
出版社
項目
1.

內容範圍涵蓋課程所訂的學習目的和目標

2.

內容的組織和編排對學習有利

3.

促進科學概念和過程技能的逐步發展

4.

通過發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溝通、協作及
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學會學習

5.

語文運用深淺恰當、準確無誤

6.

插圖切題正確，並附有適當說明

7.

提供有意義和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8.

在適當處註明有關的安全措施

9.

客觀性

10. 舖排適宜、字體大小恰當、重量合理

其他意見:

教師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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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5）
透過設計實驗培養批判性思考和解決問題能力
程度：初中
課程：科學科
重點：批判性思考和解決問題能力
傳統的理科課本在介紹能量的轉移時，
通常會要求學生比較水在不同物料的容
器中，水溫隨時間的改變。在一般情況
下，課本會詳細列明實驗的儀器設置和
實驗的過程。學生只依照所列步驟進行
實驗，然後填寫一張工作紙，回答一些
膚淺而用不著深思的問題。

1.

容器甲／乙中的水的最初溫度
是多少?
容器甲
容器乙

2.

C
C

o
o

十分鐘後，容器甲／乙中的水
的溫度是多少?
容器甲
容器乙

C
C

o
o

為避免學生只被動地跟著課本，機械式
地進行實驗，而錯失發展思維能力的機
會，教師可以設計一些與學生生活息息相關的活動，培養他們的批判性
思考和解決問題能力，以促進學生主動學習。
最 後 ， 教 師 可 引導學生把自己所建構的知識，與課本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作一比較，以肯定學生的主動學習成果
─巧妙地扭轉學生對課本的依賴。

•

•
•

•

在科學科（中一至中三）的課程中，能量的增減是透過「太空之旅」
這個課題來介紹的。在討論太空人在太空的生活時，學生認識到太
空人在太空維持體溫的重要。在介紹太空衣的設計前，教師要求學
生分組設計和製造保暖杯，以便學生在往後的學習中，掌握太空衣
防止能量流失的原理。
學生須考慮製造保暖杯的材料，以及他們的設計如何能有效地保
溫。學生需要提交建議書，詳細地介紹及解釋自己的設計。
教師在學生的建議書上給予書面回應，挑戰他們的設計，並幫助學
生反思其設計的漏洞。只要設計符合安全，教師鼓勵學生嘗試依據
建議書，製造出他們的保暖杯。
各組學生須向全班介紹並解釋自己的設計。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
按已有的科學知識去評鑑每個設計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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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保暖杯製作完成後，教師帶領全班對他們的保暖杯功能進行
公平測試。學生討論並決定應量度甚麼，那個變數須保持不變，以
及如何提高測試結果的可信性。最後，每個保暖杯都按全班同意的
方法和準則被測試。
課堂討論摘錄：
「我們應怎樣測試這些保溫杯？」
「每次測試中，應使用相同分量的水。」
「 ……還 有 ！ 每 次 測 試 須 從 同 一 溫 度 開 始 ！ 」
「我們應量度甚麼？酒精溫度計的準確性
是否足夠進行今次的測試？」
「或者我們可使用數據收集儀，
來量度保暖杯內的水溫如何隨時間改變。」

•

整個活動減低了學生對傳統實驗作業的依賴。學生經過仔細分析問
題，親自找出「最佳的解決方法」
，再科學化地評鑑自己的設計。過
程中，學生被引導去集中思考問題；通過解難活動，他們的批判性
思維，溝通能力、協作能力，以及研習能力亦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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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6）
透過科學專題研習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
程度：初中
重點：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
•

•

•
•

•

•

課程：科學科

教師可安排學生乘坐船隻到香港各處水域 (例如維多利亞港、吐露
港、海灘等)，讓他們觀看維港兩岸的市區發展，並抽取海水樣本
進行水質測試。
出發前，教師引導學生擬訂自己的研究問題，確定工作目標，列
出要進行的測試種類及目的；並仔細考慮抽取和保存海水樣本的
方法。
學生先在採樣現場細察海面上的各類污染物和垃圾，並按其種
類、大約重量、體積和來源分類。
學生進行研究時，教師鼓勵他們結合不同領域的知識 (如科學、地
理、數學、資訊科技和語文)，從不同的觀點來處理問題。這種小
組式的專題研習有助發展學生的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並培養堅
毅和合作精神。
學生在學習日誌中記錄自己的想法和意念，以及資料和證據的來
源。教師在活動中擔當學習促進者的角色，給予學生持續的回饋，
尤其關注他們共通能力的發展，以促進學會學習。
以下是這個專題研習的發展細節：

主題：香港的水質污染
目標：
本專題研習的目的是提供學習經驗，讓學生：
1. 在污染物對水質的影響的問題上有更深入的了解
2. 關注與香港水質污染有關的議題
3. 建議策略和方法控制水質
發展的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包括：
1. 明智決定
2. 解決問題
3. 運用資訊
4. 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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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批判性思考
溝通
承擔
堅毅
負責

步驟一：籌備期
• 對主題進行集思。鼓勵學生在提出個人意見時，亦對別人的見解
作出有建設性的批評
• 讓學生提出他們感興趣的研究主題，並提出可探究的問題。例如：
香港是否存着水質污染的問題？有甚麼證據？
水質污染物的可能來源是甚麼?它們對水質構成甚麼影響?
哪些方法可以控制水質污染?
政府和個人在控制水質污染上擔當甚麼角色?
水質污染是地區性的問題，還是全球性的問題?
各類食肆應否繳付排污費?
根據擬訂的問題，協助學生決定進行專題研習的形式，包括調查、資
料搜集，或探究活動
步驟二：計畫期
•
解釋專題研習的要求
•
協助學生為提出的問題訂定行動大綱
•
讓學生在行動大綱中，擬訂分工分責、工作流程及工作計畫
步驟三：執行期
•
提供充裕的時間讓學生
搜尋及處理資料
闡釋資料及分析數據
撰寫報告及預備匯報
•

讓學生撰寫學習日誌以
記錄並監察進展
進行反思
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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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完成期
書面報告
學生須在分組報告中清楚列明：專題研習的目的、提出的假說、實驗
方法、收集和分析數據的方法、結論及評論
口頭匯報
1. 口頭匯報可反映學生的努力、合作性及溝通能力
2. 學生可以多種形式進行口頭匯報，例如使用 PowerPoint、角色扮
演、對話、訪問或演講
3. 教師鼓勵學生以互相尊重的態度，對同學的意念、發現和結論提出
質疑。此舉可促進知識交流，避免一言獨斷，有助營造對話及自學
的文化
學習日誌的用途
撰寫學習日誌是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方法。學生透過反思自己的學習
歷程，重新思量並修訂自己的學習目標和策略，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以下的問題有助學生進行反思：
1. 我怎樣為我的專題研習發掘資料?
2. 我怎樣及為何會選取這個專題研習題目?
3. 我的專題研習有甚麼特色?
4. 我怎樣克服所遇到的困難?
5. 我採用了甚麼值得一記的方法進行專題研習?
6. 從這專題研習中，我在科學知識、社會議題、技能、價值觀和態
度各方面上學到甚麼?
7. 完成這專題研習後，有沒有增加了我對環境的關心？在保護環境
上，我可怎樣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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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7）
在科學科課程中加強跨學科元素
程度：初中
重點：跨學科課題

課程：科學科

在科學學習中，教師應鼓勵學生從多角度分析事物，並將不同的學習經歷
結合。下圖展示教師可如何在科學科(中一至中三)課程內不同單元中加強
跨學科元素。
單元內容

環境教育

1.

科學入門

2.

觀察生物

3.

細胞與人體的繁殖

4.

能量

5.

奇妙的溶液──水

6.

物質的粒子觀

7.

生物與空氣

8.

電力的使用

9.

太空之旅

性教育

公民教育

10. 常 見 的 酸 與 鹼
健康教育

11. 環 境 的 察 覺

藥物教育

12. 健 康 的 身 體
13. 金 屬
14. 物 料 新 紀 元
15. 光 、 顏 色 和 光 譜 以 外

跨學科課題
公民教育

參考資源
綠色力量(http://www.greenpower.org.hk/)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http://www.chinalightandpower.com.hk)
香港電燈公司(http://www.hec.com.hk/)
水務署(http://www.info.gov.hk/wsd/)

藥物教育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環境教育

環境保護署(http://www.info.gov.hk/epd/)

健康教育

醫院管理局健康資訊天地

性教育

《透過初中科學科課程推行性教育教材套》
；
《學校性教育指引》

72

示例（ 8）
探究式學習的評估
程度：高小
重點：科學探究的評估

課程:常識科

探究式學習的特色
以下是探究式學習的特色，可作評估項目的參考：
學生就自己感興趣的現象提出問題，並設計方法找出答案
學生搜集數據，決定如何表達數據，並測試所得結果的可靠性
學生學習評鑑自己及同儕的工作
學生能就別人對他們的探究結論不足之處所作的挑戰，作出回應
學生向別人匯報自己的探究，並樂意接受批評
課堂中的一幕
在研究聲音的現象和規律時，一群小六學生嘗試探究「聲音是怎樣產生
的？」和「我們是怎樣聽到聲音的？」
。教師把一些可調校和一些不可調
校的樂器給予各組學生，並請他們找出如何以那些樂器造出響聲、弱聲、
高音和低音的方法。學生亦要建議，怎樣才聽不到樂器所發出的聲音。
各組學生須一起探究、討論結果，並準備向全班匯報他們所做的實驗，
及他們對實驗的意見。
教師在課堂中
四處巡視，聆聽學生的討論
以問題鼓勵學生思考
鼓勵學生提出問題，引導進一步探究
觀察學生能否有系統地進行探究，能否仔細地留意和記錄所觀察到
的現象
鼓勵組員間的對話和交流
觀察學生間的溝通，以及學生如何在匯報中解釋自己的探究
聆聽學生所用的詞彙
請每位學生選擇一種樂器，並以文字及圖畫，嘗試說明該樂器如何
產生聲音，以及我們如何聽到這些聲音
收集並研究學生的課業，檢視學生對聲音的認知、運用證據的能力
和作出解釋的表現
決定學生下一步的學習方向──究竟學生已準備好開展其他有關聲
音的探究，還是需要鞏固對「聲音如何產生」和「聲音如何傳入我
們耳朵」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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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範圍
探究式學習的評估範圍應包括：過程技能、對科學的態度和對科學概念
的理解。
過程技能包括：
觀察──小心觀察，記錄，比較及對比，例如：學生小心觀察樂器
的振動部分
提問──從觀察中提出問題，引發探究，例如：
「為何當我用手按著
振動中的弦線時便聽不到樂器發出的聲音？」
假設──嘗試解釋所觀察到的現象，例如：
「我認為聲音是由弦線的
振動而產生的。」
預測──根據現有觀察來預測未發生的事，例如：
「我認為當弦線劇
烈地振動便會發出響聲。」
對科學的態度包括：
保持對科學的好奇心和興趣，例如：學生有興趣以樂器製造不同的
響聲或弱聲
透過誠實地記錄實驗數據，培育正直的個性，例如：除記錄弦線的
明顯振動外，當學生觀察到樂器本身的微振時，亦將它記錄下來。
願意與不同的人合作，並充分發揮個人的力量，例如：一組能力各
異的學生互相合作，並分享個人心得
在發現足夠證據時，願意改變個人的意見，例如：在處理與結他有
關的結論時，一個學生在聆聽其他組別的報告和討論後，同意除結
他的開口處可以發出聲音外，其他振動的部分，包括結他本身也可
以發出聲音。
對科學概念的理解包括：
聲音的產生
音調
聲音的傳送
如何評估
教師可透過觀察、提問和仔細分析學生的課業，評估學生的學習。
觀察：
觀察學生的活動可以知道他們的過程技能的發展水平。例如：觀察學生
能否有系統地進行探究、仔細地留意和記錄所觀察到現象，以及聽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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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用的詞彙和互相溝通的方法。
提問：
沒有固定答案和以學生為中心的問題，最能反映學生思維。例如：
「當聲
音產生時，你留意到結他有甚麼變化嗎？」較「當聲音產生時，你看到
弦線的振動嗎？」更能讓教師了解學生的觀察力和組織力。
仔細研究學生的課業：
無論學生以圖畫、立體製作或書面材料等任何一種形式表達，都隱含他
們思考的蛛絲馬跡，對評估學生有關科學概念的理解特別有用。在課堂
中，教師要求每位學生選擇一種樂器，並嘗試說明該樂器如何產生聲音
及我們如何聽到這些聲音。
例如：下圖是一位學生的課業

開口處

振動中的弦線
聲音從開口處發出

這圖畫顯示，學生明白到當結他的弦線振動時會產生聲音。但學生考慮
到聲音只可在空氣中傳送，所以認為聲音只從結他的開口處發出。
藉著小心分析學生的課業，教師可洞悉不同學生對聲音的理解、藉此決
定接下來須採取的學與教策略。
給予學生的回饋
若教師希望評估產生正面的效果，教師所給予學生的回饋應集中於有關
的學習表現，並能明確地指出改善方向。例如，教師可以說：
「你能仔細
觀察到聲音從結他的開口處發出。你是否肯定聲音只在那兒發出呢？你
可以嘗試蓋著結他的開口處，看看結果是否一樣？」這比只簡單地說「錯」
或「對」好，因為這樣可以讓學生知道如何改進，對學生的學習有更大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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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共通能力與科學教育
為進一步闡述四種重點共通能力，即溝通能力、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
力及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以下的表格描述了在不同學習階段，學生在
學校課程學習的期望成果，以及在科學教育的教學示例。
溝通能力

溝通能力是指人與人在互動持續的過程中交往，以求達至既定目標或結果的能力。
為了成為有效的溝通者，學習者應該學習有效地聆聽、說話、閱讀及書寫；他們亦
應學會怎樣選用最恰當的方法，按照目標和情境的要求，傳遞訊息；他們應採用準
確及合適的資料，為讀者或聽眾有系統而適當地組織內容；評估自己能否與人有效
地溝通，找出需要改善的地方，並且付諸行動。

預期從學校課程學習的成果

在科學教育中的教學示例

第一階段（初小）

學習者

學習者將學會

•

•

理解及適當回應口頭指示

•

運用清楚及適當的溝通方法，包括文

如：種子發芽）
•

字及非文字，來表達意思及感受
•

明白 及能遵從 指示進行實 驗（例
使用恰當的量度單位（例如：千克、
厘米）

•

閱讀及書寫簡單的文章

在討論、報告觀察結果（例如：顏
色的轉變）時、或報告實驗的發現
時，使用適切的語言

•

運用簡單的文句報告實驗結果或觀
察所得

第二階段（高小）

學習者

學習者將學會

•

透過細心觀察，運用口頭或書寫方

•

理解及回應不同類型的文章及話語

式，報告實驗結果（例如：以一些

•

運用口語、文字、圖像及其他非文字

明顯 的特徵去 描述一些物 件或事

的表達方法，來介紹資料及表達意

情）
•

見，並解釋意念
•

與別人協作及商討，以構思意念及完

告
•

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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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文字或繪圖撰寫簡單的實驗報
與組員合作完成一些科學專題研習

附錄 1

預期從學校課程學習的成果

在科學教育中的教學示例

第三階段（初中）

學習者

學習者將學會

•

•
•

理解、分析、評鑑及回應不同類型的

互聯網）或形式(例如：文字、曲線

文章及話語

圖、列表和圖表)選取適用的資料，

運 用合適的 語文及 / 或其他溝 通形

以明白一些科學概念

式，來介紹資料、表達不同意見和感

•

受
•

從不同的資料來源（例如：圖書館、

運用恰當的科學詞彙，以口頭或書
寫方式，表達意見或論據

檢討與人溝通是否有效，改善自己的

•

與組員討論實驗結果

溝通技巧
•

與別人協作及商討，以解決問題及完
成任務

第四階段（高中）

學習者

學習者將學會

•

•

用批判的態度聆聽及閱讀，針對不同

•

運用適當的溝通方法，提供資料、游

•

撰寫一些以當今的科學議題為題材
的簡單文章

•

說、議論、娛樂及達致預期目標
•

與他人溝通，並詳述論據
•

的讀者及聽眾，流暢地表達

廣泛運用科學或科技詞彙和術語，

明白及欣賞他人不同的觀點，排解

用批判的態度評估與別人的溝通是

與科學-科技-社會有關的種種問題

否有效

及矛盾

平息紛爭及解決問題，從而完成任務

•

選用適當的方法(例如：以曲線圖表
達趨 勢；以圖 表來整理文 字及數
據 )，表達自己的觀點 /論據或結
論，與及評估使用這些方法是否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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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

創造力是一個重要但令人困惑的概念。有關創造力的定義相當分歧。有研究者把創
造力界定是一種產生出原創、新穎、獨特意念或產品的能力，或是解決問題的能力；
也有研究者將之界定為一種歷程，或創造者所具有的人格特質。事實上，創造力是
一個複雜而具多元性的建構。個體的創造行為，不但源自其認知能力和技巧，也涉
及其性格、動機、策略和超認知技能等因素，並且與個體本身的發展進程不一定有
關連。
培養創造力需要心思和時間，而且沒有特定途徑可供依循。不過，有些原則值得大
家參考。在發展學習者的創造力方面，一般的原則是要求學習者超越已有的訊息，
給予學習者思考的時間，加強他們的創造能力，肯定他們在創造方面所作的努力，
培養具創意的態度，看重創意的特質，教導學習者創意思考策略和創造性問題解決
模式，並提供有利創造力發展的環境。這些原則均適用於所有學習領域。

（此項共通能力的學習成果不宜用學習階段劃分。）

預期從學校課程學習的成果

在科學教育中的教學示例

加強創造能力

學習者
•

學習者將
•

發泡膠杯的故事），以啟發想像力

培養出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精進

和獨創力

力 1 、對問題的敏覺力
•

學會界定問題、把問題視像化、運用想

•

測（例如：提問-為何葉子會有不

分析、綜合、評鑑、轉換 2，及提昇洞

同形狀）

察力

•

培養創造性態度和特質

進行科學探究時，作出假設，並設
計方法驗證假說（例如：提出洗潔

學習者將

•

進行科學實驗時或專題研習時，提
出相關的問題，提出意見，作出推

像力、作類比思考及邏輯思考，並懂得

•

創意寫作（例如：撰寫科學小說和

精對生物影響的假說）

學會想像、獨立判斷、延緩批判、堅韌

•

就個別的科學問題提出不同的解

和投入、對模稜兩可的容忍、對新穎和

決方法，並且評估這些方法是否恰

不尋常的意念或方法持開放的態度

當

培養出好奇心、適應能力、自信心和冒

•

險的精神

樂意作新嘗試或使用新的方法解
決科學上的難題

運用和應用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和創造性

•

在對一些有關科學、科技和社會的
議題作出定論或解決方案前，樂意

思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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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不同的意見及見解（例如：考

學習者將學會
•

腦力激盪法、6W 思考策略、6 頂帽子思
考法、屬性列舉法 3、意念檢核術、分

慮其他能源）
•

參與趣味科學比賽/開放日/科學
活動

合法 4 、腦圖運用等

•

設計及採用代替品（例如：用間尺
和繩子來代替天平）

•

以科學為題設計海報/模型，或作
曲/填詞

•

採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角色
扮演、戲劇、Powerpoint 演示）

•

在進行科學專題研究時，使用及應
用「創意性問題解決模式」

•

透過集思廣益，建議一個科學探究
及實驗的最佳方案，或找出最佳方
法去解決一個有關科學、科技和社
會的問題

備註：
1. 精進力：在原有構思上加添新觀念，增加有趣細節，或精益求精的能力。
2. 轉換：將舊有事物變作新用途，看出新的意義、新含義和應用性；或將物件或意念轉變成
另外一種的能力。
3. 屬性列舉法：一種著名的創造思考策略，是針對某一事物列舉出其重要特性或屬性，然後
逐一提出改變或改進。
4. 分合法：分合的本義是將顯然不相關的要素聯合起來。分合法利用類此與隱喻的作用，協
助思考者分析問題以產生各種不同的觀點。

批判性思考能力

批判性思考是指檢出資料或主張中所包含的意義，對資料的準確性進行質疑和探
究，判斷甚麼可信，甚麼不可信，從而建立自己的觀點或評論他人觀點的正誤。

預期從學校課程學習的成果

在科學教育中的教學示例

第一階段（初小）

學習者
•

學習者將學會
•

從資料中選取有用部分，並加以分類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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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感覺，指出物體的明顯特性
(例如：顏色、大小、熱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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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從學校課程學習的成果

在科學教育中的教學示例
•

織
•

識別和表達主要概念、問題或主要議題

•

理解簡單而直接的因果關係

•

分辨明顯的事實與意見

•

指出明顯的成見、假定、前後矛盾之處

•

訂定問題、作出推測/估計和假設

•

推斷出簡單但符合邏輯，而且不會與所

根據可見的特徵，把物體分類(例
如：生物與非生物)

•

對觀察到的科學現象提出問題

得的證據或資料數據互相矛盾的結論
第二階段(高小)

學習者

學習者將學會
•

理解資料並作出歸納/推斷

•

參考其他資料以判斷某項資料是否可

•

把性質相似或相異的物體或現象
作比較及對比(例如：比較動物與

•

•

明白切題與離題的概念

•

分辨事實與意見、資料與證據

•

就明顯的偏見、宣傳成分、缺漏和較為

組織及分析數據以產生有意義的
資料(例如：從檢視不同動物繁殖

不明顯的謬論提出疑問
訂定適當的問題，作出有理據的推測和
假設
•

指出物體或自然現象的屬性

植物)

信

•

•

根據充足的資料、數據和證據，推斷出

的圖片歸納出動物的繁殖方法)
•

從 觀察及 實驗結 果作出 結論 (例
如：光合作用生成什麼產物？)

•

要求合乎邏輯的推論及科學化的
解釋(例如：我們能看見月亮，因
為月亮將陽光反射入我們的眼睛)

符合邏輯的結論，並推測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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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從學校課程學習的成果

在科學教育中的教學示例

第三階段（初中）

學習者

學習者將學會

•

•

論據(例如：發電廠內能量的轉換)

比較不同的資料，記下相異及相同之
•

處，並判斷這些資料是否可信
•

分辨事實、意見與有理據的判斷

•

辨別價值觀和思想意識對資料中觀點

•

確定某一科學探究中有關的可變
數和因變數

•

以邏輯推理和實驗檢視一些理論
和概念

的影響
•

指出與某科學問題有關的一連串

確認並質疑成見、矛盾、情緒因素和宣

•

基於實驗證據以辨識自己某些先

傳成分

設或錯誤的概念(例如：從實驗中

推斷並驗證結論和假設，識別其他有理

辨識到一片濾鏡事實上是把白光

據的結論，並且推測可能產生的結果

隔濾而不是加進某些色光)
•

組織和整理自己的知識和概念，並
應用於一些新的情境(例如：運用
熔點的概念來解釋用鹽來使冰加
速融化)

•

從觀察所得的變化及規律來預測
趨勢(例如：物態的轉變、變化的
速率等)

•

分辨科學事實，謬誤，猜想和傳說

•

在作出判斷之前以自己的知識和
價值觀來檢示論據(例如：對是否
應該使用核能作明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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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從學校課程學習的成果

在科學教育中的教學示例

第四階段（高中）

學習者

學習者將學會

•

•
•

基於科學事實和論據摒棄錯誤的

分辨真實與陳述的事件、錯誤與準確的

科學模型，並提出合理的模型以解

概念、以及相關與不相關的證據

釋一些現象

確認並質疑不明顯的非矛盾及矛盾之

•

理論的可變性

處、未加說明的基本假定，以及所滲透
•

的價值觀和思想意識

識別科學模型的局限，和認識科學
檢視實驗中的假設是否合理，和估

•

分辨複雜的事實、意見與有理據的判斷

計當此等假設不成立時所導致的

•

辨別個人觀點對資料/事實的選擇和運

誤差
•

用的影響
•

檢視一些論據是否合理(例如：在

推斷出有根據的結論，推測和評估可能

運用科學原理來解釋某些現象時

產生的後果，作出有理據的判斷，並以

所用到的論據)

口頭報告、演講和書面形式表達。

•

對有限的事實作出補充及推演，以
預測趨勢並提出合理的根據

解決問題能力

解決問題指運用思考技能去解決難題。學習者會在綜合所有與問題有關的資料後，
採取最合適的行動去解決問題。

預期從學校課程學習的成果

在科學教育中的教學示例

第一階段（初小）

學習者

學習者將學會

•

進行簡單的科學探究時，提問相關

•

了解問題，並確定資料來源和求助對象

•

按照引導找出解決問題的不同方法

•

利用所得的支援和意見，選用一個解決

實（例如：找出甚麼物質能被磁鐵

方案

吸引）

•

的問題（例如：我需要找出甚麼？）
•

遵從指示進行實驗，以查證一些事

按照指定的步驟，檢察和描述學習成果

第二階段(高小)

學習者

學習者將學會

•

•

指出問題所在，並描述其主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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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去解決問題（例如：燃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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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從學校課程學習的成果

在科學教育中的教學示例

•

提議以不同的途徑解決問題

•

訂定計畫，及試用所選取的方案，因應

•

那些條件？）
•

對簡單的科學現象，提出假設（例

需要尋求支援並做出調整

如：生銹是需要氧氣才能進行），

制定適當的方法以衡量學習成果和檢

以及提出驗證的方法
•

驗所選用的解決方案

選取進行科學探究的方法和儀器

第三階段（初中）

學習者

學習者將學會

•

•

探究問題，並識別必須解決的項目

•

建議不同的方案，比較每種做法的預期

•
•

策畫計畫及步驟，以進行簡單的科
學探究

•

嘗試使用不同的解決問題方法，並

成效，並就選用的方案提出理據

找出各方法的優劣（例如：在量度

採用既定的策略，監控進展，並在必要

一溶液的酸鹼值時，比較使用 pH

時修訂有關方案

試紙和 pH 量度計的優劣）

根據既定的準則，評估學習成果的素

•

分析科學實驗的數據，作出結論及
進一步推測

質，並檢討有關解決方案的成效

第四階段（高中）

學習者

學習者將學會

•

•
•

就 一 些 科 學問 題 提 出解 決 的 方

認識問題的複雜性，並就解決問題所需

案，並評估這些計畫是否恰當（例

的資料進行適當的調查研究

如：提出改善香港空氣質素的建

制定可行策略以取得最佳效果，包括達

議）
•

成長期和短期的目標

評核實驗結果的素質，找出影響這
些素質的因素（例如：估計誤差）

•

監控和審慎省察解決問題的進度

•

評估整體策略，並預計有關解決方案可
能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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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中的價值觀和態度
以下是學校課程中的價值觀和態度之概要：
個人
核心價值觀
•
•
•
•
•
•
•
•
•
•
•

生命神聖
真理
美的訴求
真誠
人性尊嚴
理性
創造力
勇氣
自由
情感
個人獨特性

社會
輔助價值觀

•
•
•
•
•
•
•
•
•
•
•
•
•
•

核心價值觀
•
•
•
•
•
•
•
•
•
•
•
•

自尊
自省
自律
修身
道德規範
自決
思想開闊
獨立
進取
正直
樸實
敏感
謙遜
堅毅

平等
善良
仁慈
愛心
自由
共同福祉
守望相助
正義
信任
互相依賴
持續性(環境)
人類整體福祉

輔助價值觀
•
•
•
•
•
•
•
•
•
•
•
•
•

多元化
正當的法律程
序
民主
自由
共同意志
愛國心
寬容
平等機會
文化及文明承
傳
人權與責任
理性
歸屬感
團結一致

態度
•
•
•
•
•
•
•
•
•
•
•
•
•

樂觀
樂於參與
批判性
具創意
欣賞
移情
關懷
積極
有信心
合作
負責任
善於應變
開放

•

•
•
•

尊重
- 自己
- 生命
- 素質及卓越
- 證據
- 公平
- 法治
- 不同的生活方式、信仰及見解
- 環境
樂於學習
勤奮
對核心及輔助價值有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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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如能培養上述價值觀和態度，同時加強自我管理及與人相處的能
力，將有助他/她們在面對新出現的社會問題時，作出明智的抉擇，並可
應付來自各方的壓力和負面影響。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已因應情況，引入
了一系列培養價值觀和態度的學習目的，以便學校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中，為學生安排相關的學習經歷。
在科學教育中培養價值觀和態度
學習者
• 對科學懷有好奇心和持續的興趣
• 認識在實驗室中確保自己和他人安全的重要性，並在日常生活中養成注意安全
的習慣
• 透過如實地記錄實驗結果的習慣培養良好的品德
• 對科學的進步及其對社會、經濟和科技的影響表示關注
• 願意討論與科學有關的問題，並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尊重他人的決定
• 欣賞大自然的奧妙並尊重及愛護所有生命
• 體會保育環境的逼切性，並藉負責任的行為參與環境保護
• 熱衷追求科學知識並樂在其中
• 對證據，假設和實驗抱審慎批判的態度
• 體會科學知識的演進性，了解到實驗和探究工作對科學進步的重要性
• 思想開放，尊重及容忍不同的意見、觀點和持不同信念及價值觀的人
• 反思科學與科技發展對社會的影響
• 積極參與本土及國際有關促進個人及社群健康，環境保護和天然生態保育的活
動
• 對有關性別角色、父母角色、婚姻等問題持正面的態度和價值觀
• 關注本土及國際科學議題，並關心具爭議性的議題（如：資源運用、基因工程
等）所引起的道德倫理問題。
• 依據科學知識，證據和客觀性，在有關健康的問題上，作出明智和負責任的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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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課程的新方向
教育統籌委員會的教育改革建議指出，學校教育的目的是「引發每個學
生建構基本知識，培養學生基本的能力和態度，以準備建設崇尚學習的
文明社會」
。為了使學生能面對二十一世紀將來的挑戰，常識科課程的目
的，是增進學生對自身、社會及世界的了解，保持個人健康發展，培養
積極的個人和社會價值觀及態度，發展學生對自然現象和自然界的興趣
及好奇心，加強學生對環境保護的關注，以及提高學生探究及解決問題
的能力，特別是對那些有關科學和科技對社會的影響的問題。
常識科課程設計的信念是：學生的學習經驗是有連繫的，而不是分割的。
這課程包含了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學教育與科技教育的學習領域
中的核心知識元素。這些知識元素要與學生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經歷結合
在一起，幫助學生形成全面的看法，使他/她們能明白自己作為社會的一
員，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以及對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常識科課程的六
個學習範疇如下：
•
•
•
•
•
•

健康與生活
人類與環境
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社會與公民
國民身分認同與中華文化
了解世界與認識資訊年代

有關這些範疇的核心學習元素，請參閱《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
學生將透過積極參與學習活動，例如專題研習、服務學習、科學探究和
與科學及科技有關的學習活動，獲得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博物館、社區
組織、公共及私人團體等社會機構，都是促進全方位學習的有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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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中一至中三）課程的特色
背景
現行的科學科（中一至中三）課程於二零零零年九月開始實施。
課程特色

科學科（中一至中三）課程強調通過悉心安排的學習活動，幫助學生在
掌握科學知識和技能、以至培養客觀的科學態度等各方面得以均衡發
展。故此，建議採用探究式教學法，讓學生參與設定問題，設計實驗以
尋找答案，進行實驗和分析結果。這些探究活動除能讓學生掌握科學知
識和過程技能外，同時亦有助實踐其他教育目標，例如培養學生的公民
意識、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個人和社會價值觀，珍惜和尊重生命等。
課程所建議的活動，大部分都能提供機會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和培養他
們的價值觀和態度。示例(2)、(5)、(6)、(7)說明學生可如何透過參與探究
活動發展共通能力。而示例(6)、(7)則提供了一些情境，闡述如何藉科學
活動培養學生一些重要的價值觀和態度，包括誠信、勤奮、公平、好奇
心、創意、想像力、關懷和對生命的關心與尊重。
為方便學校靈活組織校本課程以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課程的內容分為
核心和延展部分。課程的核心部分為學生必須學習的基礎課題，而延展
部分則為不同學生提供額外的學習課題。各校各班級的學生在這部分的
學習進度可以有所不同。除了核心部分外，教師應按學生的不同需要、
興趣和能力，選取延展部分的合適題材作教學之用。所以，毋須勉強一
般學生完成延展部分的所有內容。
未來發展
為方便教師計畫及組織學習內容，本課程的概念架構圖（見《科學科（中
一至中三）課程綱要》第 7 頁）已根據科學教育的六個學習範疇（見 2.2.1
章）加以修訂。下頁的示意圖展示了課程中十五個單元內不同概念的相
互關係。
同時，為配合科學與科技的新發展，科學教育委員會已成立了專責委員
會，建議一些適合用作延展課題的科學與科技新發展，並發展有關教學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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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中一至中三）課程的概念架構

能 量 守 恆

地球與太空

地球上
的資源

環 境 保 育

力

科學、科技
與社會

太 空 生 活

能量與變化

運 動

不 同 形 式
的 能 量

能 量 轉 換

物質的
特 性

光 合
作 用

呼 吸
作 用
營 養

原子與
分 子

物料世界

物理變化及
化 學 變 化

地球上的生
物及其環境
繁 殖

細 胞

生 物 的 多 元 化

大 自 然 的 平 衡

科 學 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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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與生活

生 物 世 界
中 的 變 化

附錄 5

科學教育與科技教育的相互關係

科技教育

科學教育

探究技巧及科學方法

好奇心及求知欲

對科學思想、概念及理論的理
解

創造力及解決問題
透過實踐學習

實習過程及實驗技巧
觀察、數據分析及證據處理
根據證據作出決定
..........

計劃、設計及制定解決方案
了解學習過程的知識架構
科技能力

科學與科技的應用
科學與科技對個人、
團體及社會的影響
科學與科技的發展

制定解決方案的系統化程序
真正的實習經驗
..........

科學是科技知識架構的一部分。科學為
培養學生科技能力奠定基礎。

科技是科學的應用。科技使學生覺得科
學更有趣及與他們有更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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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科學教育的課程資源
(截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六 月 )

1.

2.

3.

4.

5.
6.

7.

名稱

年份

程度

形式

教育署科學組
Science Section, ED
(URL: http://cd.ed.gov.hk/sci)
香港資訊教育城：資源中心
HKeducationCity.net: Resources
資源庫>初中>科學教育
政府資源>科學教育
教學影片庫>科學(教育電視系列)
(URL: http://www.hkedcity.net/)

經常
更新

S1-S7

網上版

經常
更新

P1-S7

網上版

教育電視
ETV guide
資源庫>教育電視教師參考資料>科學科
(URL: http://www.cdc.org.hk/etv)
eTV 直播室
eTV Online
(URL: http://www.etvonline.tv)
科學實驗室安全手冊
Safety in Science Laboratories
Safety Corner
(URL:
http://cd.ed.gov.hk/sci/laboratory/
safety_corner.htm)
Standard Equipment and Furniture List
for
Chemistry/Physics/Biology/Integrated
Science
(URL:
http//www.ed.gov.hk/building/)

經常
更新

P1-S7

網上版，電視

經常
更新

P1-S7

網上版，
直播 ETV 節目

2002

S1-S7

光碟，書

2001

S1-S7

網上版

2000

S1-S5

網上版

1996

S1-S7

海報

1995

S1-S7

書

2001

P1-S7

書

8.

實驗室安全海報
Laboratory Safety Posters
9. Science Laboratories – Fixtures &
Furniture
10. 血液傳染病在校內預防指引
Guidelines on the Prevention of
Blood-borne Diseases i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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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年份

程度

形式

11. 「透過初中科學科課程推行性教育」教材
套
‘Implementing Sex Education through
the Junior Secondary Science
Curriculum’
12. 中學科學科(中一至中三)常用英漢辭彙
An English-Chinese Glossary of Terms
Commonly Used in the Teaching of
Science (S.1-3)
13. 「豬肺呼吸」及「太空之旅」
實驗儀器製作

2002

S1-S3

教材套連光碟

2001

S1-S3

書

2001

S1-S3

光碟

14. 「科學探究」與「學會學習」
＜物質的粒子觀＞

2001

S1-S3

光碟

15. 「科學探究」與「學會學習」
＜太空之旅、生物與空氣＞

2001

S1-S3

光碟

16. 小學科學探究活動
<常識百搭＞

2001

P4-P6

光碟

17. 小小科學家獎勵計劃

2001

P5-P6

小冊子

18. 中一科學科<教學資源＞
Secondary 1 Science IT-based Resource
Package
(URL: http://resources.ed.gov.hk/s1science)
19. 用電安全
Electrical Safety

2000

S1-S3

光碟，網上版

2000

S1-S7

光碟

20. 能量
21. 親親大自然
Be Friends with Nature
22. 綜合科學科實驗安全措施
Safety Precautions in Integrated Science
Experiments
23. 科學探究的步驟
Stages in an Investigation
24. 物理園
Physics World
(URL: http://www.hk-phy.org/)

2000
1999

S1-S3
S1-S3

光碟，書
教材套連光碟

1999

S1-S3

書

1998

S1-S3

小冊子

經常
更新

S1-S7

網上版

25. Experiments for Advanced Level Physics
26. 調幅與調頻摸擬實驗

2001
2000

S6-S7
S4-S5

光碟
光碟

27. 中六物理科實驗技能評估
Sixth Form Physics Practical Assessment
28. 趣味物理實驗（第一輯及第二輯）

2000

S6-S7

光碟

1999

S4-S5

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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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年份

程度

形式

29. 中學物理科常用英漢辭彙
An English-Chinese Glossary of Terms
Commonly Used in the Teaching of
Physics in Secondary Schools
30. 現代化學分析技術 – 網上版
Modern Chemical Techniques – web
version
(URL:
http://resources.ed.gov.hk/chemtech)
31. 現代化學分析技術
Modern Chemical Techniques
32. 化學資源集 2000
Chemistry Collection 2000

1991

S1-S7

書

2000

S6-S7

網上版

2000

S6-S7

光碟，書

2000

S4-S7

光碟

33.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in Chemistry
34. 空氣污染和環境保護
Air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35. 紅外光譜學教學資料冊
Resource Materials on Infrared
Spectroscopy

1999
1999

S6-S7
S6-S7

光碟
光碟

1999

S6-S7

資料夾

36. 化學品安全
Chemical Safety
37. 中學化學科常用英漢辭彙
An English-Chinese Glossary of Terms
Commonly Used in the Teaching of
Chemistry in Secondary Schools
38. 高級程度化學科投影片資料冊
OHT Resources for A-level Chemistry
39. 化學繪圖集
Chemistry Clipart
40. 香港生物網
HK Bioweb
(URL: http://resources.ed.gov.hk/biology/)
41. 生物科教學資源 2: 顯微照片
Resources for Teaching of Biology 2:
Photomicrographs
42. 生物科教學資源
Resources for Teaching of Biology

1999

S1-S7

光碟

1999

S1-S7

書

1998

S6-S7

資料夾

1997

S1-S7

資料夾

2002

S1-S7

網上版

2001

S4-S7

光碟

2000

S4-S7

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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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43. 資訊科技為本中學資源教材套：
生物科技
IT-Based Resource Package for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Biotechnology
44. 生物學/人類生物學剪報光碟
Biology/Human Biology Newspaper
Clipping CD-ROM
45. 中學人類生物科常用英漢辭彙
An English-Chinese Glossary of Terms
Commonly Used in the Teaching of
Human Biology in Secondary Schools
46. 中學生物科常用英漢辭彙
An English-Chinese Glossary of Terms
Commonly Used in the Teaching of
Biology in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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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程度

形式

1999

S4-S7

光碟

1999

S1-S7

光碟

1998

S4-S5

書

1991

S1-S7

書

附錄 7

支援科學教育的社會資源
主辦機構
漁農自然護理署

活動
瀕危物種資源中心

電話
2150 6974

該資源中心擺放了來自大約一百個瀕危物
種的五百件標本。
為學校提供導覽服務，必須預約。
香港植物標本室

2150 6900

香港植物標本室是香港最齊全的植物標本
室，館內有近 38,000 個植物標本以供參觀。
網址：
http://www.afcd.gov.hk/con_new/ho
mepage.htm
3152 2666

香港濕地公園
濕地旅遊是一個導賞活動，亦是香港濕地
公園自然護理教育活動之一。濕地旅遊的
目標是引起公眾對香港濕地的生態系統的
關注。
濕地旅遊內容主要圍繞三個濕地主題：濕
地保護、濕地植物對環境的適應和濕地雀
鳥對環境的適應。香港濕地公園可按個別
學校或團體的需要或因應學生的年齡安排
特別導賞活動。
網址：
http://www.afcd.gov.hk/wetlandpark/

2422 9431

自然護理營
自然護理營是一項夏季戶外活動，為青少
年提供更多機會參與郊野公園及樹木的保
養工作。
網址：
http://parks.afc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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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活動

電話

人類生存文化外展協

「小海豹號」是一間海洋生態流動學校， 2473 0738

會「小海豹號」海洋

為香港中小學學生提供特別的海洋生態旅

生態考察團

遊。
網址：
http://ww.asomf.org.hk/daycamp.htm

教育署

教育署每年均舉辦各類型與科學有關的活

28910088

動和比賽。學校可透過教育署發出的通告
取得有關資料。
網址：
http://www.ed.gov.hk
食物環境衛生署

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2377 9275

該中心設有一個以「食物安全、環境衛生
與你」為主題的長期展覽。
網址：
http://www.info.gov.hk/fehd
地球之友

學校講座與工作坊

2528 5588

提供有關環保問題的講座及工作坊。
生態導遊
生態導遊會為學生展示香港美麗的一面。
網址：
http://www.foe.org.hk/
香港天文台

介紹香港天文台的工作。
天氣和環境輻射監測儀器的展覽。
網址：
http://www.weathe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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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香港科學館

活動

電話

學生可 於香港科學館親身 發掘科學的奧 2732 3232
秘，從而探索身邊事物與科學的關係。
科學館樓高四層，佔地 12,000 平方米，展
覽廳總面積達 6,500 平方米。
館內約有五百件展品，其中六成更可讓參
觀者親自操作。
為學校提供導覽服務。
網址：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
Science/

香港太空館

展覽廳分為兩個主要部分：地下的太空科 2721 0226
學展覽廳和一樓的天文展覽廳。廳內大部
分展品皆可讓觀眾親身操作。
教育資源：自學天文課程、太空探險競賽
遊戲棋。
網址：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
Space/

醫院管理局

2230 7733

健康資訊天地
健康資訊天地的展覽利用有趣、互動而又
簡單易明的展品，向公眾訪客介紹健康信
息，包括 6 種對香港巿民健康構成最大威
脅的疾病組別。除了指出疾病成因、預防
及治療方法外，展覽內容並同時糾正市民
對這些疾病的一些常見錯誤觀點。互動電
腦站更可測試訪客的健康知識，以及探討
我們的日常生活方式與健康的關係。
網址：
http://www.h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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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活動

電話

這農場 導賞計劃旨在激發 學生欣賞大自 2488 0166
然，從而誘導他們支持環境保育工作。
透過在自然環境中，研習本地環保個案，
學生得以明瞭人類與自然的息息相關。
網址：
http://www.kfbg.org.hk/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的成立目標為鼓勵公 2792 2234
眾體驗大自然的美麗和推廣保護自然的信
息。
設施包括郊野館、農館、漁館、昆蟲館、
貝殼館、蜻蜓池、美果園、中草藥園、趣
味植物、標本林、農作物及礦石角。
網址：
http://www.lnec.net/index.htm

海洋公園

中學教育遊蹤

2873 8679

外展教育活動
教師教育遊蹤
網址：
http://www.oceanpark.com.hk/
海洋公園鯨豚保護
基金

「攜手愛護鯨豚」獎勵計劃
透過參與各類活動，以海洋哺乳類動物和
環境的現況教育學生。
推動及鼓勵學生支持和向社會推廣海洋生
態保護。
網址：
http://www.opcf.org.hk/park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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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大埔滘互動自然中心

活動

電話

「中心」為香港市民介紹一個全新的自然 2657 6657
休憩及教育觀念，為不同年齡和興趣的市
民，準備了全年的別緻活動，讓大自然舒
展洗滌我們的身心。
「中心」最特別之處就是為不同參加者設
計了一系列休閒和自然教育活動，迎合家
庭、團體、學校和長者的不同興趣和需要。
網址：
http://www.taipokau.org

世界自然(香港)基金

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
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佔地 1.75 公
頃，部分為傳統英式庭園及草坪，種有超
過 140 種植物。元洲仔的花園是理想的戶
外教室，適合舉行以植物為主題的環境教
育活動，讓學生藉著富趣味的活動親身探
索植物世界的奧秘。
米埔沼澤野生生物教育中心
米埔野生生物教育中心為中小學生度身設
計多種環境教育項目。每年共有逾 400 間
學校參 加由該會教育主任 帶領的參觀活
動。米埔沼澤野生生物教育中心設有多種
設施，如觀鳥屋、教育徑、浮橋、教育中
心及野外研習中心、介紹基圍運作的基圍
博物館及水禽飼養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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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的示例和建議

示例

科學 科學、 溝通 創造 批判
力 性思
探究 科技與
考
社會的
連繫

解決 價值 課程
問題 觀與 組織
態度

以
評
估
促
進
學
習

從 閱讀 專 題 全 方
中 學習 研 習 位 學
習

1

小學主題式科學日

9

9

9

9

9

9

2

教 學 與評估循環中的回饋

9

9

9

9

9

9

3

科學實驗的評估

9

9

9

9

9

9

9

9

4

選擇優質理科課本

9

9

9

5

透 過 設計實驗培養批判性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照
顧
學
習
差
異

資訊
科技
推動
互動
學習

9
9

9

9

9

9
9

9

9

思考和解決問題能力
6

透 過 科學專題研習發展學

9

9

9

9

生 的 共通能力、價值觀和
態度
7

在 科 學科課程中加強跨學

9

9

9

科元素
8

探究式學習的評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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