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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活動示例（小學） 
 

 學習領域或科目／ 

跨學習領域或科目／ 

基要學習經歷 

學習範疇／ 

主題 

活動 學習目標 

1. 1 中國語文教育 閱讀 閱讀遊蹤 安排學生進行實地考察，訪問店舖員工及街坊，並閱讀與該社區

有關的書籍，增加學生對社區的認識，同時培養閱讀興趣及整理

資料的能力。 

2. 2 中國語文教育 綜合能力 邀請劇團到校演出或

參與校外戲劇活動 

透過戲劇欣賞，聯繫學生的生活經驗，分析戲劇作品的內容和形

式，體悟作家的情懷；透過參與演出，提升讀、寫、聽、說的能

力。 

3.  中國語文教育 綜合能力 參觀展覽 配合課程內容，安排學生參觀相關的博物館或演出場地，例如閱

讀與粵劇有關的作品後，參觀文化博物館或戲曲中心，加深學生

對戲曲和中華文化的認識。 

4.  中國語文教育 思維 安排校內或聯校辯論

比賽 

透過辯論活動，讓學生運用讀、寫、聽、說的能力，提升思維能

力。 

5. 5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Care and 

compassion for 

animals 

A talk in English by a 

veterinary surgeon from 

the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SPCA) and a 

visit to the SPCA 

 To expose students to the authentic use of English. 

 To enable students to learn more about a pet owner’s 

responsibilities and pets’ needs. 

6. 6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Global 

awareness and 

cultural 

The Human Library – a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volunteer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to use English in authentic 

situation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to meet with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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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領域或科目／ 

跨學習領域或科目／ 

基要學習經歷 

學習範疇／ 

主題 

活動 學習目標 

sensitivity to interact with students 

and talk about 

inspirational events and 

people from their 

countries 

books” and interact with them to learn more about events and 

people from their countries. 

7. 7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Global 

awareness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International Day of 

Culture 

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Culture includes catwalk and talent shows, 

exhibitions and activities (a 3-day event concluding & celebrating a 

4-month discovery learning programme):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to use English in authentic 

situation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to research cultures / 

countri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o learn to respect, 

accept and embrace other cultures and people in the course of 

organising the International Day. 

8. 8 數學教育 培養共通能力

（數學與資訊

科技） 

數學遊蹤 讓學生在課室外透過不同形式的數學遊戲和活動學習數學，提

升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透過引入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科技的活動，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運用數學解決現實情境問題。 

9. 9 數學教育 數學在科學和

科技上的應用 

參觀廣東科學中心 加強學生認識數學在科學和科技上的應用及透過參與廣東科學

中心的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 

10. 1

0 
常識 歷史與文化 博物館學習 配合科本學習元素（例如：香港的發展、中華文化的特色），安

排學生到博物館進行學習活動，如參觀專題展覽。透過觀賞博物

館內展品及善用學習小冊子，讓學生在館內對學習內容進行探

究。 



 

 

 

全方位學習活動示例（小學）（2019年 10月）  3 

 

 學習領域或科目／ 

跨學習領域或科目／ 

基要學習經歷 

學習範疇／ 

主題 

活動 學習目標 

11.  常識 接觸大自然 生態遊 配合科本學習元素（例如：生物多樣性、環境保育），讓學生透

過戶外參觀和生態遊，親身接觸大自然，欣賞不同種類的生物，

以及喚起學生對環境及可持續發展的關注。 

12.  體育 體育 舉辦劍擊班 讓更多學生有機會接觸劍擊活動，發展他們對運動的興趣，並透

過參與體育活動，培養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13.  體育 體育 國內運動訓練及體育

文化交流團（三天） 

安排學生到國內進行運動訓練，提升他們的運動技能；與當地學

生進行體育交流活動，認識國家的體育文化和擴闊他們的視野。 

14.  藝術教育／視覺藝術 升級再造藝術 「升級再造藝術」工作

坊 

安排有關減廢回收的講座和參觀資源回收中心，讓學生認識物

料回收的過程。在藝術家的引導下，發掘生活中的「廢物」，如

紙、膠、布材等，探索其特性，繼而創作藝術，賦予該等物料新

的意義，以培養「升級再造」的觸覺和珍惜資源的態度。 

15.  藝術教育／視覺藝術 傳統工藝 傳統工藝體驗 安排學生到紮作師傅的工作室，認識傳統竹篾紮作工藝，例如花

燈、獅頭，並學習基本的紮作技巧，以加強學生理解紮作工藝，

從而培養尊重和珍惜傳統工藝的態度，豐富文化內涵。 

16.  藝術教育／視覺藝術 紮染／環保／

STEM 教育 

環保紮染 DIY 安排學生到街市收集生廚餘，如菜葉、果皮，利用這些材料作為

天然染料，並探索獲取食物顏色的方法，繼而在布料上運用工具

產生不同染色效果，讓學生認識紮染工藝，並培養尊重和珍惜食

物的環保意識。 

17.  藝術教育／視覺藝術 陶藝 當代陶藝工作坊 

 

安排學生參觀展覽和與陶藝家交流，學習欣賞當代陶藝作品。在

陶藝家的帶領下，體驗陶泥的可塑性，並通過陶藝創作抒發感情



 

 

 

全方位學習活動示例（小學）（2019年 10月）  4 

 

 學習領域或科目／ 

跨學習領域或科目／ 

基要學習經歷 

學習範疇／ 

主題 

活動 學習目標 

和發揮想像力。 

18.  藝術教育／音樂 人聲敲擊樂 人 聲 敲 擊 樂 (Vocal 

percussion) 工作坊 

讓學生學習運用人聲的發聲技巧模仿敲擊樂效果，以無伴奏方

式演繹不同類型的音樂，擴闊音樂經驗。 

19.  藝術教育／音樂 多媒體 音樂與多媒體創作活

動 

安排工作坊，讓學生學習創作器樂音樂作品，配以多媒體元素，

如影像、舞台及燈光效果、形體動作，培養學生的藝術創作和表

達能力。 

20.  藝術教育／音樂 STEM 教育 樂器製作體驗 安排工作坊，讓學生了解樂器與 STEM 教育的關係，應用相關

學科知識，並運用不同物料製作樂器，如小結他和牧童笛，加深

學生對樂器構造的認識，促進他們解難的能力，培養探索精神。 

21.  藝術教育／音樂 口琴 口琴隊活動 學生在導師指導下學習演奏口琴，除安排合奏活動以培養學生

的責任感和團隊合作精神外，亦舉行示範音樂會及大師班，培養

學生欣賞口琴音樂的能力和發展學生的演奏技巧。 

22. 1

5 
STEM教育 STEM 教育 STEM活動日 各級配合課程（例如：常識科、數學科）進行不同的 STEM教育

學習活動，讓學生綜合和應用與 STEM 教育相關的知識與技能

以解難和創作。 

23. 1

6 
體育及 STEM教育 體育／STEM

教育 

利用風帆活動作為在

體育科實踐 STEM 教

育的策略 （兩天） 

推廣水上運動，讓學生掌握駕駛風帆的基本技巧及相關的安全

知識，並培養他們正面的價值觀及態度。透過與風帆相關的

STEM 教育活動（如製作風帆車、風速計），以提升學生的知識

及興趣，促進他們的創造力、創新精神及解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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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領域或科目／ 

跨學習領域或科目／ 

基要學習經歷 

學習範疇／ 

主題 

活動 學習目標 

24.  STEM教育（資優教

育） 

STEM 教育 「常識百搭」傑出作品

展 

 

安排校內的資優／高能力學生，參觀於每年 5月在「常識百搭」

科創比賽中獲獎隊伍的作品展覽，讓學生觀摩學習，並藉以提昇

學生的科學素養及對科學的興趣和熱忱。 

參觀展覽前教師可先與學生討論評審作品的準則。參觀期間，學

生可分小組一起按所討論的評審作品準則，選出數個自己小組

認為最優秀的作品回校作匯報。學生匯報時，教師可進一步以這

些實例與學生討論優秀科學探究及科創發明應具備的條件及要

素。 

25. 1

7 
德育及公民教育 價值觀教育 建立關愛校園 透過舉辦校本活動，如生命劇場、成長小組、歷奇訓練及不同的

興趣班，讓學生探討生命的價值，認識自己的性格優點，發展個

人特性，提升正面思維，加強朋輩之間的互助及連繫，建立互相

支持及關愛的校園文化。 

26. 1

8 
社會服務 服務學習 與長者同遊濕地公園 開設長者學苑的學校可動員學生陪同長者遊覽濕地公園，一同

進行學習活動，成為彼此的學習夥伴。 

27. 1

9 
社會服務 服務學習 探訪及服務社會上有

需要的人士 

組織校內參與義工領袖訓練的學生到香港不同的社福機構，如

老人院、少數族裔兒童中心等進行服務學習，讓學生應用所學，

培養同理心及作為領袖應有的態度。 

28.  社會服務（資優教育） 情意教育抽離

式課程：領袖

素質 

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

人士 

透過閱讀世界傑出領袖生平，提升資優學生領袖素質；又藉著籌

備服務學習活動，應用所學的知識及培育作領袖的應有態度。 

29.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體育 參觀本地大學／香港 安排學生到本地大學／香港體育學院參觀運動和科研設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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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領域或科目／ 

跨學習領域或科目／ 

基要學習經歷 

學習範疇／ 

主題 

活動 學習目標 

體育學院運動和科研

設施 

升他們對運動科學的認知；透過實地考察，加深他們對本地體育

設施和課程的認識，讓學生為未來的升學或事業發展作好準備。 

30.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資

優教育） 

情意教育 與師兄姊同行，傳承學

校傳統 

邀請幾位在不同行業做出成績的校友（並不需要是社會名人或

賢達），分别配對合適的校內特别資優學生，分享自己的求學歷

程及社會生活經驗，又讓資優學生到工作現場進行觀察，使資優

學生有足以學習的楷模，從而培育其責任感及堅毅奮發等正面

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