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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網頁



課程文件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至中六） 》

(2017)

《音樂科課程指引（小㇐至
中三） 》(2003)

《音樂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 》(2015)

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curriculum-docs/index.html

《國歌的學與教：音樂科課程補充文件
（小㇐至中三） 》(2020)

教育局的學與教材料 – 課程文件、參考



第㇐章 概論

第二章 課程架構

第三章 課程規劃

第四章 學與教

第五章 評估

第六章 學與教資源

附錄 參考、例子

課程文件的內容結構

留意資源與課程的連繫

資源運用能否回應課程，尤其
是「學與教」和「學與教資源」

創作

聆聽 演奏

培養創意
及想像力

培養評賞
音樂的能力

發展音樂
技能與過程

認識音樂
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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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mus-curri/index.html#glossary

音樂科學與教
常用英漢辭彙

中國音樂學與教
常用專有名詞

漢語拼音對照表

音樂科小錦囊 流行音樂辭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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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mus-curri/mus-teacher-handbook.pdf

音樂科小錦囊

整體規劃、課程宗旨及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及學習活動

教師角色，創作、演奏、聆聽

跨課程閱讀、STEM/STEAM、版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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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彙 - 音樂科學與教常用英漢辭彙

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mus-curri/glossary-music-eng-chi-201111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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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彙 - 中國音樂學與教常用專有名詞漢語拼音對照表

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mus-curri/glossary-chi-music-hanyupinyin.pdf

教育局的學與教材料 – 課程文件、參考



辭彙 - 粵劇常用辭彙

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mus-curri/glossary-cantonese-opera-c.pdf

教育局的學與教材料 – 課程文件、參考



辭彙 - 流行音樂辭彙

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mus-curri/glossary-popular-musi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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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演奏、評估

粵劇音樂 國歌

中國器樂流行音樂

音樂短片、綜合資源

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mus-curri/index.html

教育局的學與教材料 – 學與教材料、短片、簡報、例子



 曲本分析、錄音、曲譜、錄音和錄影
 教學活動設計、新編新作唱段
 唱腔、音樂、行當、唱做唸打、文化情境

《粵劇合士上》
(2004)

《粵劇合士上－梆黃篇》
(2017)

教育局的學與教材料 – 學與教材料、短片、簡報、例子 – 粵劇音樂



教育局的學與教材料 – 學與教材料、短片、簡報、例子 – 音樂短片、綜合資源

EDBGovHK

EDB EMM

EDB
Arts Education



教育局的學與教材料 – 學與教材料、短片、簡報、例子 – 音樂短片、綜合資源

EDB
Arts Education



教育局的學與教材料 – 學與教材料、短片、簡報、例子 – 國歌

EDB
Arts Education



EDB
Art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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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B
Art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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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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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團體、其他機構的資源

 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Britannica Library

 Naxos

 中央電視台 – 跟著書本去旅行

 The China Current

 Many others

藝術團體、其他機構的資源例子



學與教資源運用 – 關注事項

音樂室、樂器、場地和學與教資源的管理

課堂上的學習重點，避免資源主導了學與教實施

版權事宜

定期保養和更新工具和設備，包括樂器和聲響器材

財政和人力資源的管理

自行開發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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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及設備規格

https://www.edb.gov.hk/en/sch-admin/sch-premises-info/furniture-equipment/primary-secondary-schools.html

學與教資源運用 – 關注事項



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teaching/copyrigh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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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知識產權》（知識產權署，2018）

學與教資源運用 – 關注事項



學校㇐般財政來源

Expanded Operating Expenses 
Block Grant (E/OEBG)

（擴大的）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Composite Furniture and 
Equipment Grant (CF/EG)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CEG)

學校發展津貼

Student Activities Support 
Grant (SASG)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Life-wide Learning Grant
(LWLG)

全方位學習津貼

School-based After-school Learning 
and Support Programmes –

School-based Grant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
校本津貼

Diversity Learning Grant*
(DLG)

多元學習津貼

Other One-off Grants
其他㇐筆過津貼

* Secondary only 中學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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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wide Learning Grant (LWLG) 全方位學習津貼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urriculum-area/life-wide-learning/LWL-Grant/index.html

學與教資源運用 – 關注事項



Life-wide Learning Grant (LWLG)  全方位學習津貼
學與教資源運用 – 關注事項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urriculum-area/life-wide-learning/SAS-Grant/index.html

Student Activities Support Grant (SASG)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學與教資源運用 – 關注事項



Quality Education Fund
優質教育基金

Cantonese Opera
Development Fund

粵劇發展基金

Students Exchange 
Programme Subvention 

Scheme
學生交流活動

資助計劃

Sister School Scheme
姊妹學校計劃

Sponsorship from
School Sponsoring Body

辦學團體贊助

Sponsorship from
PTA / Alumni

家教會／校友贊助

Scholarship
學生獎學金

Other forms of Subsidies
其他形式資助

學校其他財政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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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音樂科科組同事（如有）的共力

 支持音樂發展的持份者、同工

 具音樂才能的校友和家⾧、學生

 兼職音樂導師

 音樂家、作曲家

人力資源的管理

 注意適當的採購和聘用程序

 如有需要，應向校⾧、具經驗的資深教師、
校務處，或其他同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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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及支援



培訓行事曆

https://tcs.edb.gov.hk/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專業學習社群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學與教分享和討論，教學設計工作坊，專家講座，成效檢視，共享資

源和互相支援
 互相觀課
 學校探訪
 分享會 - 專業發展課程

專業學習社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