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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9日



全方位學習教師培訓
CDI020211515  - 全方位學習津貼與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簡介會（修訂）（網上）
日期︰2021年7月14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5時30分

內容 講者

全方位學習簡介 總課程發展主任（全方位學習）
許承恩博士

全方位學習津貼與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高級課程發展主任（全方位學習）
李麗萍女士及李貝茜女士

優質全方位學習活動 總課程發展主任（全方位學習）
許承恩博士

內地全方位學習活動最新資訊 高級課程發展主任（全方位學習）
李麗萍女士

香港新聞博覽館全方位學習活動 新聞教育基金主席、
香港新聞博覽館副主席
陳淑薇女士



優質全方位學習活動



全方位學習巡禮：紀律部隊（新辦）

(CDI020211529)

日期：27-8-2021(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模式：網上研討會

對象：中小學教師

每場容額：300人

全方位學習巡禮：社會企業 Pop-up Show 

(一) （新）（網上）(CDI020211557)

日期：25-8-2021(星期三)

時間：下午2:30 

模式：網上研討會

對象：中小學教師

每場容額：300人



CDI020211529  -

全方位學習巡禮：紀律部隊
及輔助部隊（新）（網上）

日期: 27-8-2021（星期五）

時間: 2:30 p.m – 5:00 p.m.

現已接受
報名



資料一覽

社會企業 POP UP SHOW

• 3D打印義肢
• Idea Maker Hong Kong

• The Project Futurus
• 昭悅教室
• 黑暗劇場

• 瑜樂伽

NEW



資料一覽

紀律部隊及輔助部隊

• 香港警務處
• 消防處

• 入境事務處
• 香港海關
• 懲教署

• 政府飛行服務隊
• 民眾安全服務隊
• 醫療輔助隊

NEW



香港海洋公園 2021/22 學年全方位學習活動

工作坊 (中學) （新）(CDI020211560)

日期：30-8-2021 (星期一)

時間：下午1:30 – 5:00 

地點：海洋公園

對象：中學教師

每場容額：60人

香港海洋公園 2021/22 學年全方位學習活動

工作坊 (小學) （新） (CDI020211559)

日期：23-8-2021 (星期一)

時間：下午1:30 – 5:00 

地點：海洋公園

對象：小學教師

每場容額：60人



全方位學習巡禮「太空包」



以下資料為「新常態全方位學習巡禮」教師培訓系列的分享例
子，以供學校參考，提供點子予學校策劃相關、類近活動。

資料將會定期作出更新。

關於更詳細的學校經驗及參考資料，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urriculum-

area/life-wide-learning/index.html

另外，歡迎學校、團體聯絡課程發展處全方位學習組
( 35407436 / lwl@edb.gov.hk )，提供更多例子予學校參考。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urriculum-area/life-wide-learning/index.html
mailto:lwl@edb.gov.hk


11



優質全方位學習活動︰智能發展



「篇篇流
螢」網上
閱讀平台

中國歷史
文化推廣
計劃

溫習快線
平台

中國文化研究院 學與教支援

常識科教材套─當代中國發展概況
歷史資訊短片系列 ──《歷史有話說》
虛擬學習旅程資源套「中國國民生活面面觀」
「抗日戰爭與日佔香港」網上展覽館
「行穩致遠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資源套



Go Mech



海洋公園全方位學習之旅（學生團體票）

學生獎勵計劃 全校/跨校學習活動

親子學習探索 其他學習活動

全方位學習之旅套票

每位幼稚園/小學生: HK$80* 每位中學生:HK$100*

每張成人票: HK$225*

費用包括: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詳情及報名

入場
門票

網上探索
秘笈

（幼稚園及小學）

「保育最前線」
講座（中學）

中小幼活動

香港海洋公園

自主探索
學習套裝

（中小幼）



熱線：3550-3678（星期一至五 9:00-17:30）
電郵：youthprograms@hongkongdisneyland.com

網址：www.hongkongdisneyland.com/Disney-youth-programs

計劃詳情 影片介紹

迪士尼青少年團隊
活動計劃

香港迪士尼樂園
返回

mailto:youthprograms@hongkongdisneyland.com
http://www.hongkongdisneyland.com/Disney-youth-programs


優質全方位學習活動︰德育及公民教育



聯絡電話：3468 5980

國史教育中心︰



支援服務：

• 導盲犬講座 (設有網上講座)
Guide Dog Seminar

• 參觀香港導盲犬協會
Visit Hong Kong Guide Dogs Association

• (犬隻)輔助治療
Animal Assisted Interventions

• 與「狗」同行 -犬隻輔助治療計劃
講座及服務介紹 (設有網上講座)
A) 家長教育講座 B) 專業同工講座 C)服務宣傳

Hong Kong Guide Dogs 
Association
HKGDA Fan Club

info@guidedogs.org.hk

www.guidedogs.org.hk

3188 1736

hkguidedogs_puppy





優質全方位學習活動︰體藝發展



歷奇訓練
如有查詢，請致電2792 6044 / 5791 4080 

聯絡警察公共關係科(訓練)(八鄉青少年發展)

督察姚國強



西九文化區
表演藝術教育節目及資源
West Kowloon’s Performing Arts 
Learning Programme & Resources

茶館劇場教育專場 Tea House Student Matinee
https://www.westkowloon.hk/studentmatinees
教學資源手冊 (分初、中、高階，可於計劃網站下載) 
教師工作坊、網上節目

戲曲中心導賞團 Xiqu Centre Guided Tours
http://wk.org.hk/3dOJsbW

戲曲中心工作坊 Xiqu Centre Workshops
 Freespace Little Stage Managers (6月)
踢躂爵士樂 (7月)
自由空間擴增實境應用程式 (7月)
西九文化區網上影片平台
https://digital.westkowloon.hk

• 致力發展具影響力和可持續的
教育活動，連繫社區、院校及
文化機構，並促進國際藝術文
化交流

• 與各表演藝術小組(包括戲曲、
戲劇、舞蹈、音樂與戶外組)緊
密合作，為公眾設計各種活動
及工作坊；與學術及文化機構
合辦活動，寓教育於參與

https://www.westkowloon.hk/studentmatinees
http://wk.org.hk/3dOJsbW
https://digital.westkowloon.hk/


優質全方位學習活動︰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海關工作體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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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
課程結構

（適合作為中小學全級「全方位學習」

及高中「其他學習經歷」活動）

1.生活科技與社交媒體

2a. 多媒體創作與個人成長

2b. 多媒體創作與綠色生活

2c. FutureNow 知識網紅課程

3a. 綠色科技與金融科技

3b. 綠色科技與個人成長

4. 歷奇訓練

（4-6堂）

1.線上工作體驗計劃（適合高小及中學同學）

2. 朋輩調解員課程（適合高小及中學同學|

3. 理財智多星（適合中小學同學）

4. 生命農夫計劃（適合中小學同學）

5. 多媒體創作課程（適合高小及中學同學）

1.大灣區創科企業體驗團

2. 國家自然保護區體驗團



優質全方位學習活動︰社會服務



社會企業商務中心 (社會企業活動)



Eldpathy



民眾安全服務隊（民安隊）
社區教育工作
1. 「民盡其才」計劃（對象：中小學學生）

2. 專才計劃（對象：不同種族人士）

3. 緊急事故公眾安全教育計劃（對象：各社區人士）



• 校本經驗(於網站下載資料)︰校內多元活動 (南屯門官立中學) 
• 校本經驗(於網站下載資料)︰資源運用、AI學習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 校本經驗(於網站下載資料)︰翻轉全方位學習 (香港翻轉教學協會、香港真光中學)

• 校本經驗(於網站下載資料)︰國際交流、STEM學習 (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
• 校本經驗(於網站下載資料)︰多元化全方位學習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 校本經驗(於網站下載資料)︰跨學科網上全方位學習及服務學習(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 校本經驗(於網站下載資料)︰網上遊學(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 校本經驗(於網站下載資料)︰STEM教育︰「創意桃子」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

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中華基金中學)

資料一覽(以下例子僅供參考) (曾於教師培訓分享過的學校、專業單位)



問 答

如有查詢，請致
電2892 5819與全
方位學習組聯絡

網上評估

請於分享會完結後登入培訓
行事曆，完成網上評估。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