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方位學習津貼 與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簡介會 （修訂）（網上）

教育局
質素保證分部
全方位學習組
2022年9月29日



全方位學習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全方位學習津貼與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簡介會（修訂）（網上） (CSD020220081)  
日期︰2022年9月29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內容 講者

全方位學習

簡介

總課程支援主任（全方位學習）

許承恩博士

香港新聞博覽館

全方位學習活動
香港新聞博覽館代表

全方位學習津貼 與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高級課程支援主任（全方位學習）

李麗萍女士及韓敏明女士



與會者守則
1. 請勿分享或轉寄登入簡介會的密碼。

2. 整個簡介會過程請勿錄影、錄音、拍照、截圖及轉播。

3. 全程應保持「關閉視訊」及「靜音」，即圖示應顯示為

4. 參加者可通過文字「問答」的功能提問，有關講者將於問答環
節解答。

5. 如中途因網絡問題而離線，請立即重新登入，主持人將再次請
您加入會議。

6. 請於簡介會完結後翌日，登入
培訓行事曆完成網上評估。

多謝合作！



優質全方位學習活動



QA0020220101
人工智能與機械人的未來
（新）（網上）

日期: 19-10-2022（星期三）

時間: 2:30 p.m. – 4:30 p.m.



QAD0020220096
「創科博覽2022」教師講座及簡介會

時間 內容 講者

3:00 – 3:10 致歡迎辭 教育局代表

3:10 – 4:25
專題演講
香港科技創新與未來

盧煜明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副院長（研究）

4:25 – 4:45
「創科博覽2022」主題、
展品介紹 團結香港基金代表

4:45 – 5:00 問答環節 主講嘉賓、
團結香港基金代表

即將接受
報名

日期：2022年10月27日 時間：3:00 – 5:00pm 地點：九龍工業學校



AA場：中學

AB場：小學

學校全方位學習課程規劃及推行
(網上)(修訂)(中小學各一場)

課程編號︰ CSD020220076
日期: 2022年11月18日（星期五）

(AA場：中學)
2022年11月25日（星期五）
(AB場：小學)

時間: 下午2:30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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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初中生機械人大賽
Mini Robocon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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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初中生機械人大賽 Mini Robocon HK

由香港科技園公司(HKSTP)主辦、香港工程師學會(HKIE)協辦，
並得工程及科技學會香港分會(IET Hong Kong)支持的第四屆「全
港初中生機械人大賽」現正接受報名，歡迎全港對機械工程有
興趣及熱誠的中一至中三學生，以學校或自行組隊為隊伍參賽，
競逐各個獎項。

每隊由一名成年導師帶領三名學生。10月至明年3月期間可參與
大會特設的技術/經驗分享會、工作坊、集訓指導會等備戰。

決賽日：2023年3月26日(星期日)
地點：香港科學園

截止報名日期：2022年10月12日。各位老師快來替學生報名吧！

瀏覽詳情：

查詢：

minirobocon@hkst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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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初中生機械人大賽 Mini Robocon HK

透過參與是次活動，學生可認識如何製作機械人及編程教學，更有機會參加
技術及經驗分享會、技術工作坊等，配合學生全方位學習。

活動 內容
1. 技術及經驗分享會 (10月)
2. 技術工作坊 (22年11月-23年2月) 配件組裝、編程教學
3. 集訓指導日 (23年3月初) 全港大專生機械人大賽2022參賽者輔

導、於比賽場地測試
4. 最後測試及檢查日(23年3月25日)
5. 決賽日 (23年3月26日)

Source: 全港初中生機械人大賽網頁 https://www.platform-event-hkstp.org/minirobocon 



優質全方位學習活動



《中學教育課程指引》

由2021/22學年中四級開始生效

價值觀教育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
（2022年 試行版）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
（2022年 試行版）

1

價值觀教育



優質全方位學習活動︰價值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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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首要價值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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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心

+勤勞



新加入《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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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發展



「篇篇流螢」
網上閱讀

平台

中國歷史
文化推廣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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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國家的發展
歷史資訊短片系列 ──《歷史有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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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學習旅程資源套「國際金融中心」、
「走向世界的中國」、「明朝的國力象徵」



優質全方位學習活動︰體藝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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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westkowloon.hk/tc/guidedtours
戲曲中心工作坊 Xiqu Centre Workshops
親子工作坊 (9 - 10月)
小劇場戲曲節 (10 - 12月)
戲曲跨代賞 (5 -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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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westkowloon.hk/studentmatinees
https://www.westkowloon.hk/tc/guidedtours
https://digital.westkowloon.hk/


優質全方位學習活動︰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2022年 試行版）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優質全方位學習活動︰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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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答

如有查詢，請致
電2892 5819與全
方位學習組聯絡

網上評估

請於簡介會完結後登入培訓
行事曆，完成網上評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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