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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守則
1. 整個研討會過程請勿錄影、錄音、拍照、截圖及轉播。
2. 全程應保持「靜音」及「關閉視訊」模式。
3. 參加者可通過文字「問與答」的功能提問，有關講者將於
問答環節解答。

4. 持續專業發展時數會以各位的登入、在線和登出的時間作
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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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請於研討會完結後，登入
培訓行事曆完成網上評估。

多謝合作！



程序表



優質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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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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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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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入《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2021）



優質全方位學習活動︰價值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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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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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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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培訓預告



西九文化區系列：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及
戲曲中心全方位學習活動（重辦）（網上）

日期︰2023年2月3日
時間︰2:30p.m.–5:30p.m.
模式︰網上研討會



中國歷史文化系列 — 西九茶館粵
劇教育專場 (重辦) (實地參觀)

日期: 2023年2月8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2:30 – 4:30
每場名額：130
地點：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一樓茶館劇場





中小學全方位活動簡介
(適合 : 常識 /初中公民、經濟與社會/

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2022/23學年

《通six》及《校園經濟/校園商業》出版及活動總監唐惠苓女士



活動



「中華文化‧傳統工藝」體驗課

聯乘篆刻、陶藝、製香藝術工作者舉辦工作坊，分享中國傳統

文化、非文質文化遺產，與課程遙相呼應，提升同學的文化自

信。

截止現時，已有逾1,600名學生參與其中，體驗中華文化的樂

趣；所有課程都會貼合學校需要安排。



篆刻為中國主流藝術「四絕」之一，已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本課程 (1.5 至 2小時)將帶領同學暢遊漢族文化的金石印林世界，親手雕刻單

字白文印章外，還可選擇雕刻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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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1.5 至 2小時)介紹宋代香港香業發展、中國焚香傳統及意義，並教同學

傳統香製法，混入木本或草本植物原料，創造屬於自己獨特的香味，製成不同

形狀的手工香，作香薰或蚊香用途。(歡迎小學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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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本課程(1.5 至 2小時)介紹世界各地，包括一帶一路國家不同的香料，讓同學觸

摸和感受其香味，了解其起源、美食蹤影，以及背後的少數族裔文化，同時製

作屬於自己的香料香薰包及沖泡香料茶！(歡迎小學參與)



04 中國陶藝文化發展出不同種類的陶瓷工藝，如唐三彩、白瓷、青瓷、五彩等。

本課程(2小時x 2課 – 歡迎小學參與)教導基礎陶藝概念，透過不同的主題工藝探

索，學習陶泥製作技術如手捏法、泥條盤築法及泥板法。學生亦會學習施釉方

法，製作具中國文化特色的器物。



「中港文化 X 科技」體驗課

隨著教育以普及化、趣味化、多元化的方式，在中小學推動

STEAM（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和數學）教育。本公司的IT 

及藝術團隊亦打造嶄新的課程，包括正在進行的Vtuber課程，

以及即將推出的認識臉譜，結合科技體驗「變臉」的課程。



05 區區有文化 VTuber 解畫

速學「打造旅遊大使」課程

#視藝科 #旅遊科 #歷史科 #地理科 #生涯規劃 #多媒體應用 #資訊科技 #元宇宙



近年「VTuber」(Virtual Youtuber) 席捲各大媒體與產業，全球有逾16,000個相關頻道，單是

中國產業就逾千億人民幣。在台灣和日本， VTuber 更化身為觀光大使，結合影片成一時熱

話，不僅讓粉絲看得開心，也帶動城市宣傳。有見及此，隨著本地旅和生活復常，我們舉辦

這個以「香港遊點」結合「生活」和「跨學科」的有趣課程(2小時 - 歡迎小學參與)，讓同學

分享香港故事，以及地道好去處。



06 認識臉譜．結合科技

你我也可以變臉！

#視藝科 #歷史科 #多媒體應用 #資訊科技 #元宇宙

臉譜，被譽為角色「心靈的畫面」，既是中國的文化，用於舞臺演出時的化妝造型藝術，

亦是中國的國粹。本課程(2小時 – 歡迎小學參與)會為同學介紹臉譜的美藝、歷史及文

化圖騰，再教授如何利用科技繪製臉譜，創造別具個性和意義的多媒體形意符號。



雙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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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平台



隨著課程改革，《通six》亦快將舉辦

「誠徵好名」活動，準備迎接新學年。

內容將有更多圖文互動，期望亦能迎合高

小需要，立足香港，認識國家，面向世界。



以上內容，如有興趣，歡迎查詢：
WhatsApp：9443 7378
傳真：2120 5140
電郵：
liberatstudies.edu@gmail.com

in.industry.ltd@gmail.com

(GOOGLE FORM索取資料)

mailto:liberatstudies.edu@gmail.com
mailto:in.industry.ltd@gmail.com


小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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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