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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文化系列中國歷史文化系列中國歷史文化系列中國歷史文化系列————

西西西西九茶館粵劇教育專場教師工作坊九茶館粵劇教育專場教師工作坊九茶館粵劇教育專場教師工作坊九茶館粵劇教育專場教師工作坊 ((((新新新新) () () () (網上網上網上網上))))

教育局課程支援分部全方位學習組2021年10月5日

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全方位學習強調要讓學生在真切情境真切情境真切情境真切情境
和實際環境中學習和實際環境中學習和實際環境中學習和實際環境中學習。這些切身體驗能
夠令學生更有效地掌握一些單靠課堂掌握一些單靠課堂掌握一些單靠課堂掌握一些單靠課堂
學習難以達到的學習目標學習難以達到的學習目標學習難以達到的學習目標學習難以達到的學習目標。它為學生
創造機會，讓他們從實際體驗中學習，
這有助學生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實
現全人發展全人發展全人發展全人發展的目標和發展終身學習的發展終身學習的發展終身學習的發展終身學習的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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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要學習經歷基要學習經歷基要學習經歷基要學習經歷主導原則主導原則主導原則主導原則 課程架構課程架構課程架構課程架構

建構全方位學習

4

九九九九個個個個首要價值觀首要價值觀首要價值觀首要價值觀

• 堅毅
• 尊重他人
• 責任感
• 國民身份認同
• 承擔精神
• 誠信
• 關愛

+守法守法守法守法

+同理心同理心同理心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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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
責任，也是所有香港居民的共同義務。
推行國家安全教育是學校的應有之責。

學校可以組織不同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例如：內地交流、參觀、制服團隊)，
讓學生從多角度認識《憲法》、《基本
法》和國家安全，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
民族感情、國民身份認同，以及共同維
護國家的安全意識和責任感。

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國家安全與與與與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中國歷史文化系列中國歷史文化系列中國歷史文化系列中國歷史文化系列————西西西西九茶館粵劇教育專場教師工作坊九茶館粵劇教育專場教師工作坊九茶館粵劇教育專場教師工作坊九茶館粵劇教育專場教師工作坊 ((((新新新新) () () () (網上網上網上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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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課程學校課程學校課程學校課程檢討專責檢討專責檢討專責檢討專責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報告報告報告報告2020202020202020

六個方向性建議六個方向性建議六個方向性建議六個方向性建議

8

優化高中四個核心優化高中四個核心優化高中四個核心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科目科目科目(2021)(2021)(2021)(2021)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教育課程指引教育課程指引教育課程指引教育課程指引》》》》

(2017) (2017) (2017) (2017) 補充補充補充補充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2021202120212021年年年年6666月公布月公布月公布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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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高中課程的三個組成部分之一，配合其餘兩個組成部分，即核心科目及選修科目，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這些學習經歷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藝術發展及體育發展。
高中學生課程組成部分及建議課時分配

10%或以上或以上或以上或以上

由由由由2021/22學年中四級開始生效學年中四級開始生效學年中四級開始生效學年中四級開始生效「「「「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課時安排課時安排課時安排課時安排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最新最新最新最新））））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

development/curriculum-area/life-wide-

learning/ole/time_arrangement.html

School Nominations Direct 
Admission Scheme (SNDAS)

學校推薦直接錄取學校推薦直接錄取學校推薦直接錄取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 根據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的建議，SNDAS的推行旨在認同一些具有才華而未能在HKDSE獲全面評核的本地中學生
• 提供機會予在在在在個別學科個別學科個別學科個別學科/範疇具有特殊才華及興趣範疇具有特殊才華及興趣範疇具有特殊才華及興趣範疇具有特殊才華及興趣的中學生獲大學考慮直接錄取直接錄取直接錄取直接錄取
• 由2022/23學年起推行，開放予應考應考應考應考2022年年年年HKDSE及於2022年年年年9月月月月升讀學士學位課程學士學位課程學士學位課程學士學位課程的中六學生中六學生中六學生中六學生申請
•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須於2021202120212021年年年年9999月至月至月至月至12121212月月月月期間提交提名，每間中學可推薦兩名兩名兩名兩名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 課程、入讀要求及報名程序等資訊將於稍後稍後稍後稍後在教育局在教育局在教育局在教育局的的的的網頁網頁網頁網頁上上上上發布發布發布發布

2021年年年年8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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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訓預告教師培訓預告教師培訓預告教師培訓預告

CDI020211639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歷史文化系列歷史文化系列歷史文化系列歷史文化系列—西九茶館西九茶館西九茶館西九茶館
粵劇教育專粵劇教育專粵劇教育專粵劇教育專場場場場 (新新新新) (實地參觀實地參觀實地參觀實地參觀)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21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22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2021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29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2:30 – 4:30

每場名額每場名額每場名額每場名額：：：：100

CDI020211623

體驗學習體驗學習體驗學習體驗學習系列系列系列系列：：：：香港民眾安全服香港民眾安全服香港民眾安全服香港民眾安全服
務隊務隊務隊務隊「「「「民盡其才民盡其才民盡其才民盡其才」」」」計劃計劃計劃計劃（（（（新新新新））））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21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2:30 – 5:00

集合地點集合地點集合地點集合地點：：：：香港九龍油麻地渡華香港九龍油麻地渡華香港九龍油麻地渡華香港九龍油麻地渡華
路八號民安隊總部路八號民安隊總部路八號民安隊總部路八號民安隊總部102室室室室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2:15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50

(須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須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須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須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 / 負負負負責責責責人人人人
2:30-2:40 全方位學習簡介全方位學習簡介全方位學習簡介全方位學習簡介 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李貝李貝李貝李貝茜女士茜女士茜女士茜女士
2:40-3:00 香港民眾安全服務隊簡介香港民眾安全服務隊簡介香港民眾安全服務隊簡介香港民眾安全服務隊簡介 行動及訓練部職員行動及訓練部職員行動及訓練部職員行動及訓練部職員、「、「、「、「民盡民盡民盡民盡其才其才其才其才」」」」計劃教練員及特遣部計劃教練員及特遣部計劃教練員及特遣部計劃教練員及特遣部隊與少年團人員隊與少年團人員隊與少年團人員隊與少年團人員3:00-3:20 封閉空間救援封閉空間救援封閉空間救援封閉空間救援（（（（封閉隧道封閉隧道封閉隧道封閉隧道））））
3:20-3:40 黑暗空間搜索黑暗空間搜索黑暗空間搜索黑暗空間搜索（（（（救援小屋救援小屋救援小屋救援小屋））））
3:40-3:50 小休小休小休小休
3:50-4:10 運動攀爬技巧運動攀爬技巧運動攀爬技巧運動攀爬技巧（（（（運動攀爬牆運動攀爬牆運動攀爬牆運動攀爬牆））））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及訓練部職員及訓練部職員及訓練部職員及訓練部職員、「、「、「、「民民民民盡其才盡其才盡其才盡其才」」」」計劃教練員及特遣計劃教練員及特遣計劃教練員及特遣計劃教練員及特遣部隊與少年團人員部隊與少年團人員部隊與少年團人員部隊與少年團人員4:10-4:30 繩降技巧繩降技巧繩降技巧繩降技巧（（（（人工斜坡人工斜坡人工斜坡人工斜坡））））
4:30-4:40 升旗示範升旗示範升旗示範升旗示範（（（（旗桿旗桿旗桿旗桿））））
4:40-4:50 先鋒工程示範先鋒工程示範先鋒工程示範先鋒工程示範（（（（操場操場操場操場））））
4:50-5:00 問答環節問答環節問答環節問答環節（（（（603室室室室））））及總結及總結及總結及總結

5:00 參觀結束參觀結束參觀結束參觀結束

教師培訓預告教師培訓預告教師培訓預告教師培訓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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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020220921 全方位學習巡禮全方位學習巡禮全方位學習巡禮全方位學習巡禮 (二二二二)：：：：人工智能學習活動人工智能學習活動人工智能學習活動人工智能學習活動（（（（中學中學中學中學））））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Time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Content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 Speaker

2:15 – 2:30
簽到簽到簽到簽到 Registration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地地地地點點點點：：：：大灣大灣大灣大灣區青少年區青少年區青少年區青少年AI發展中心發展中心發展中心發展中心)

2:30 – 3:00
商湯總部實地考察商湯總部實地考察商湯總部實地考察商湯總部實地考察

Site Visit to SenseTime’s Headquarters Office

大灣區青少年大灣區青少年大灣區青少年大灣區青少年AI發展中心代表發展中心代表發展中心代表發展中心代表
Representative from GBA Youth AI Development Centre

3:00 –3:30
AI理論理論理論理論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Theory Session on AI

大灣區青少年大灣區青少年大灣區青少年大灣區青少年AI發展中心代表發展中心代表發展中心代表發展中心代表
Representative from GBA Youth AI Development Centre

3:30 – 3:40 Break 小休小休小休小休
3:40 – 4:10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1）））） – 動物分類動物分類動物分類動物分類：：：：展示展示展示展示 AI 如何使用機器學習自動分類圖像如何使用機器學習自動分類圖像如何使用機器學習自動分類圖像如何使用機器學習自動分類圖像
Hands-on Activity (1) – Animal Classification Classify any given 

animal photos as either cats or rabbits using a pre-trained model 

大灣區青少年大灣區青少年大灣區青少年大灣區青少年AI發展中心代表發展中心代表發展中心代表發展中心代表
Representative from GBA Youth AI Development Centre

4:10 – 5:30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2）））） – AI機械手臂機械手臂機械手臂機械手臂：：：：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Scratch/Python 編程使機械手臂模仿和識別人類手部動作編程使機械手臂模仿和識別人類手部動作編程使機械手臂模仿和識別人類手部動作編程使機械手臂模仿和識別人類手部動作
Hands-on Activity (2) – AI Robotic Arm

Making a robotic arm mimic and identify human hand movements 

through Scratch/Python coding

大灣區青少年大灣區青少年大灣區青少年大灣區青少年AI發展中心代表發展中心代表發展中心代表發展中心代表
Representative from GBA Youth AI Development Centre

教師培訓教師培訓教師培訓教師培訓預告預告預告預告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 2021 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29日日日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2:30 - 5:30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50

集合地點集合地點集合地點集合地點 : 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東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東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東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東1號核心大樓一座號核心大樓一座號核心大樓一座號核心大樓一座101室室室室大灣區青少年大灣區青少年大灣區青少年大灣區青少年AI發展中心發展中心發展中心發展中心

教師培訓預告教師培訓預告教師培訓預告教師培訓預告

CDI020220849

中學全方位學中學全方位學中學全方位學中學全方位學習統籌主任習統籌主任習統籌主任習統籌主任及教及教及教及教師師師師
培訓培訓培訓培訓2021（（（（修訂修訂修訂修訂））））(網上研討會網上研討會網上研討會網上研討會)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21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5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2:30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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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津貼全方位學習津貼全方位學習津貼全方位學習津貼

教育局通告第教育局通告第教育局通告第教育局通告第
16/2019號號號號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學生活動支援津貼學生活動支援津貼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教育局通告第教育局通告第教育局通告第教育局通告第
17/2019號號號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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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休中小休中小休中小休中
全方位學習網頁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 2019 2019 2019 2019 冠狀病毒病冠狀病毒病冠狀病毒病冠狀病毒病 學校健康指引學校健康指引學校健康指引學校健康指引
((((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 2021/22 2021/22 2021/22 2021/22 學年可安排面授課堂的時間學年可安排面授課堂的時間學年可安排面授課堂的時間學年可安排面授課堂的時間) ) ) ) 

4.5 集會／活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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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津貼津貼津貼津貼––––請留意教育局最新消息請留意教育局最新消息請留意教育局最新消息請留意教育局最新消息////資訊資訊資訊資訊////指引指引指引指引

全港學校 2021/22 學年面
授課堂的相關安排 (2021

年9月16日發出)

問問問問 答答答答

如有查詢如有查詢如有查詢如有查詢，，，，請致請致請致請致

電電電電 2892 5819 與全與全與全與全

方位學習組聯絡方位學習組聯絡方位學習組聯絡方位學習組聯絡

網上評估網上評估網上評估網上評估

請請請請於於於於分享分享分享分享會會會會完結完結完結完結後登入後登入後登入後登入培訓培訓培訓培訓

行事曆行事曆行事曆行事曆，，，，完成網上評估完成網上評估完成網上評估完成網上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