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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智障學生而設的常識科「學習進程架構」（小一至中三）  

學生表現示例  

簡介  

 
在「學、教、評」的循環中，教師必須擬訂明確、清晰的學習目的，並運用

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則以達成學習目的為依歸，使整個循環能更聚焦。  
 

運用多元的評估策略目的是為教學提供資料，從而提供適時及適切的學與教

回饋。而透過學習進程架構的使用及一系列顯證項目的闡釋，更能幫助教師識別

個別學生的長處、需要、興趣及促使他們成功學習的條件。此外，學校更可藉學

生的學習表現，利用學習進程架構判斷學生的學習水平和進展。  
 

因此，學習進程架構的運用並非只用於判斷學生的學習，更可推動「學、教、

評」整個循環，從而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為了讓學習進程架構的使用者，更了解「學、教、評」的關係，以下已從真

實課堂驗證的學生表現示例會同時列出該課節的學習目的、關鍵學習活動及學生

學習表現闡釋，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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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階段  

 
示例 1 

課堂學習目標：  認識水循環（雨水）的原理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先透過重溫水變成蒸氣的原因（水溫度上升）和水變成冰

的原因（水溫度下降），從而鞏固概念：水改變形態是受到溫度

改變的影響。然後教師展示將水加熱變成蒸氣的裝置，讓學生

觀察蒸氣上升到膠板後冷卻變回水的過程；繼而以溫度計測量

兩個位置的溫度，從而比較兩個位置的溫度高低，並以圖示加

以輔助，引導學生指出蒸氣冷卻會變回水，協助學生建構水形

態可逆轉改變的概念。最後，教師以短片帶出日常生活中出現

下雨的原因（水循環）及再次讓學生觀察和比較裝置中的情況，

並以圖片展示出「水變成蒸氣的原因：溫度上升」和「蒸氣變

回水的原因︰溫度下降」，及在日常中所出現的天氣現象︰雨

天。  

為處於最初階段(I-levels)的學生而言，以上的學習活動只是一

個提升認知、溝通和互動能力的平台，對於科本知識和技能的

掌握並非學習的焦點。  

學生表現闡釋：  當教師展示盛載冰塊的碗時，學生集中注意碗中的冰塊，並主

動伸手觸摸；當教師改變碗的位置時，他會跟隨，繼續注視碗

內的冰；當教師將碗放到遠離學生可以觸摸的位置時，他一直

注視並嘗試伸手去取碗示意想再次觸摸內裏的冰。  

表現顯證：  影片  

展現的成果：  I5.1 他們透過目光接觸、肢體動作或行動尋求注意；他們要

求進行某些事情或活動  

I5.2 他們可在較少支援下參與共同活動，他們可短時間集中

注意；他們以漸進趨複雜的方式探索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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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 

課堂學習目標：  1.  認識水變成冰的原因︰溫度下降  

2.  認識可以將水降溫成冰的電器︰雪櫃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以兩種感受：觸覺和視覺去分辨水與冰的不同，從而認識

水的溫度改變（觸覺）形態亦會改變（視覺）。學生選出圖卡表

示冰的溫度較水「凍」，提取學生對「冷」、「熱」的知識。然後

透過實驗，先比較處於室溫的水和剛放入冰箱的水在溫度上的

不同；過一會後，取出存放在冰箱的「水」，著學生從視覺上比

較在室溫的水和在冰箱取出的水在形態上的不同，然後再利用

觸覺感受兩者溫度的不同。在過程中，學生選出圖卡指出冰箱

內的溫度「凍」，再表示水會在冰箱內「變凍」，即「溫度下降」。 

為處於最初階段(I-levels)的學生而言，以上的學習活動只是一

個提升認知、溝通和互動能力的平台，對於科本知識和技能的

掌握並非學習的焦點。  

學生表現闡釋：  當冰塊接觸學生手臂不同的位置時，他由原本拒絕注視和把臉

別向另一邊，轉變成追視冰塊，而且展現出微笑。  

表現顯證：  影片  

展現的成果：  I5.1 他們透過目光接觸、肢體動作或行動尋求注意；他們要

求進行某些事情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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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 

課堂學習目標：  1. 重溫水的三態（冰、水、蒸氣）及改變其形態的原因︰溫

度的改變  

2. 認識可以發熱／將水升溫成蒸氣的電器︰電磁爐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觸摸「冰」，然後以上一單元所學習的「熱」和「凍」的圖

片表示，重溫水會隨溫度改變而有不同形態（水熱，冰凍）；

同時提取學生的已有經驗，著他們指出「冰」從雪櫃而來，可

以令「水」變成「冰」。然而再提取學生的已有知識：家中電器

可以製冷，風扇和冷氣機可以令溫度下降。教師接著示範用電

磁爐作煮食，並著學生先依電器的特徵（電源插頭、電線及開

關按鈕）及如何令電磁爐運作而判斷這是否電器，然後指出水

變成蒸氣的原因在於溫度上升（熱），並讓學生在電磁爐降至微

溫後才觸摸，感受電磁爐會發熱。  

為處於最初階段(I-levels)的學生而言，以上的學習活動只是一

個提升認知、溝通和互動能力的平台，對於科本知識和技能的

掌握並非學習的焦點。  

學生表現闡釋：  在教師展示兩個不同的插頭並問：如要開啟電磁爐，應該把哪

一個電源插頭插到電源插座上？學生伸手示意回答教師的提

問，當教師將電源插頭收回後，學生的手也會隨即放下，由此

可見，學生清楚知道教師正提出問題，並讓他選擇手上的物品，

因此伸手揀選，回應教師的提問。  

表現顯證：  影片  

展現的成果：  I6.3 他們會以行動或肢體動作對選擇作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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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 

課堂學習目標：  1. 掌握和實踐與不同國籍人士和諧共處的方法：用不同的語

言和方法打招呼，並交換分享代表不同國家的食物  

2. 培養接納並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態度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對不同國家的傳統服飾及食物的已有知識。在課堂開始，

教師接續介紹穿著不同國家服飾的人士（由幾位教師扮演），然

後由他們示範所屬國家的打招呼的方式，讓學生分辨香港常用

的方式與其他國家人士用的不同。接著由教師協助學生模仿對

方，作為有禮貌的回應。高組學生先用平板電腦看預錄的片段，

並逐一模仿；初組學生則與穿著不同國家服飾的人士進行「打

招呼」活動。其後，教師設定情境「遇上不同國家人士」，讓高

組學生應用從平板電腦練習的打招呼方法，在遇上不同國家人

士時作出有禮貌的回應。其後，穿著不同國家服飾的教師再以

代表其國家的食物與學生交換，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樂意地

與對方交換。從「打招呼」和「交換食物」部分，學生知道有

些人與自己不同，但自己仍樂意與他們「打招呼」和「交換食

物」，並以行動表示樂意與不同國家人士和諧共處，甚至於願意

與他們相處和分享。  

為處於最初階段(I-levels)的學生而言，以上的學習活動只是一

個提升認知、溝通和互動能力的平台，對於科本知識和技能的

掌握並非學習的焦點。  

學生表現闡釋：  當穿著香港傳統服飾的老師走到學生前，向穿著韓國傳統服飾

的學生鞠躬及用韓語跟她打招呼，她微笑著注視，並嘗試向前

彎身；然後老師再伸出手要跟她打招呼和握手時，她注視老師

並嘗試伸出其中一隻手；最後老師邀請她一起鞠躬作一個韓國

人的打招呼方式，她亦嘗試跟隨。由於學生容易因緊張而令身

體繃緊，所以她的動作較緩慢。縱使她繃緊著身體，但仍緩緩

地向前傾彎曲身體回應老師，而且亦嘗試伸出手與老師握手，

可見她參與在活動當中並與老師有良好的互動。此外，她在本

課節主動參與活動的時間亦比平常較長，一直面帶笑容。  

表現顯證：  影片  

展現的成果：  I6.1 他們向認識的人打招呼，會主動展開互動及活動  

I6.3 他們會以行動或肢體動作對選擇作出反應  

I6.4 他們可較長時間主動探索物件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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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階段  

 
學習範疇一：健康與生活  (HL) 
 
示例 5 

課堂學習目標：  認識適當保持食物衛生的方法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教師先分享故事人物小欣進食了不衛生的食物的後果（生病），

然後透過不同情境讓學生判斷衛生（可食用）與不衛生（不可

食用）的食物，及相應的處理方法，讓學生建立不同類別的食

物有不同處理方法的概念。  

接著，學生學習保持剩餘食物新鮮的方法及原因，並歸納出食

物保鮮方法的先後次序，以建立保存食物的概念。最後以不同

示例結合所學概念（處理及保存食物），總結出保持食物衛生能

維持身體健康。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能從工作紙的圖片判斷故事人物小欣生病的原因，包括吃

了沒有洗過的提子和生的雞腿，並選擇相應的處理食物方法，

包括用清水洗淨提子才進食，以及先用水清洗雞腿，再徹底煮

熟才進食。可見學生已掌握食物衛生及相應的正確處理方法的

概念，並應用於情境中判斷吃了不衛生食物帶來的後果：生病；

吃了經正確處理的衛生食物帶來的好處：有健康的身體。  

其後，學生能分辨處理剩餘食物的正確方法：先用保鮮紙包好，

再放進雪櫃；並在工作紙的總結部分，選出不同類別食物應有

的處理及保存新鮮的方法，以及選出結果：有健康的身體。  

從此可見，學生已能聯繫食物的正確處理及保存新鮮方法與健

康的關係。  

表現顯證：  工作紙  

展現的成果：  HL2.1 他們聯繫處理及保存食物的方法與個人健康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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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6 

課堂學習目標：  認識影響個人健康飲食習慣的方法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在初小階段已掌握健康飲食習慣的兩項原則，包括「飲食

適量」和「定時進食」。  

教師先提取學生上述兩項健康飲食習慣的已有知識：「飲食適

量」和「定時進食」；然後透過「健康飲食金字塔」，讓學生建

立進食不同種類食物比例：「均衡飲食」的概念。繼而藉著學習

「至醒午餐 321」中食物的不同份量，鞏固學生「均衡飲食」

的概念及掌握實踐「均衡飲食」的方法。最後教師以不同的示

例，連結一般人日常生活的飲食習慣，讓學生應用已掌握的「飲

食適量」、「定時進食」和「均衡飲食」的原則，判斷各示例的

飲食習慣對身體帶來的好處和壞處（健康／不健康）。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已掌握的概念：  

學生已掌握「至醒午餐 321」所建議三份穀物類、兩份蔬果類

和一份肉魚蛋的份量，以及「均衡飲食」能令身體健康。  

學生應用相關概念於情境中：  

學生能應用上述概念去判斷不同示例的日常生活是否能做到

「均衡飲食」的習慣，並總結健康飲食習慣的三項原則：飲食

適量、定時進食、均衡飲食。  

表現顯證：  工作紙  

展現的成果：  HL2.3 他們聯繫飲食習慣與個人健康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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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7 

課堂學習目標：  1. 認識呼吸系統的常見疾病及其預防方法  

2. 認識實踐健康生活的方法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1. 教師利用簡報及新聞短片，先讓學生認識常見的傳染性呼

吸系統疾病及其傳染途徑，然後著學生以腦圖顯示預防流

感的方法。  

2. 再讓學生認識非傳染性的呼吸系統疾病，著學生按病的成

因，思考其預防方法，並完成腦圖。  

3. 最後問個別學生：「我們如何可從改變生活習慣著手，實踐

健康的生活方式，預防呼吸系統疾病？」期望學生能從上

述的腦圖，選出自己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可預防呼吸系統疾

病的方法。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與同學共同完成有關「傳染性及非傳染性呼吸系統疾病的

預防方法」的腦圖，並從圖中正確地選出和說出他認為能在日

常生活中，實踐健康生活方式，包括多行山和跑步，增強抵抗

力，從而減少感染呼吸系統的疾病。學生能應用已掌握的預防

呼吸系統疾病方法，解釋日常生活應有的習慣，以增強抵抗力，

便可減少呼吸系統疾病。  

表現顯證：  小組討論工作紙（腦圖）及影片  

展現的成果：  HL5.3 他們說明在日常生活中預防疾病擴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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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範疇二：人與環境  (PE) 
 
示例 8 

課堂學習目標：  按天氣的轉變預備合適的物品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已能掌握晴天和雨天的特徵，懂得選擇晴天和雨天所需使

用的相關物品（即配對太陽眼鏡、帽／雨衣、傘），繼而在本課

節進一步學習物品的功能，如太陽眼鏡和帽可遮擋陽光，雨衣、

傘可遮擋雨水。結合對晴天、雨天的特徵及需要使用的物品的

掌握，學生能在情境活動（為米奇老鼠執拾物品，準備明天到

迪士尼旅行），先按天氣報告預報的天氣執拾所需攜帶的物品，

然後再按模擬的天氣轉變，改變已執拾好的物品。學生需要按

天氣特徵的轉變，準備合適功能的物品。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已掌握太陽眼鏡、帽、雨衣、傘的功能。在情境活動中，

學生按天氣報告預告，知道明天是晴天，並按晴天的特徵選擇

具備合適功能的物品：太陽眼鏡和帽，放入背包，接著自行取

出物品正確地配戴在自己身上。其後再按模擬按天氣的轉變，

聽到下雨的聲響，便把太陽眼鏡和帽脫掉，在籃子裡選取合適

功能的物品：雨衣、傘，然後把雨衣、傘放入背包。由此可見，

學生已掌握不同的天氣特徵，並按其特徵配備合適功能的物

品，以應對天氣及轉變。  

表現顯證：  影片  

展現的成果：  PE3.2 他們在天氣轉變下演示適當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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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範疇三：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ST) 
 
示例 9 

課堂學習目標：  認識家中能發熱的器具及其用途：火鍋爐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1. 學生先重溫冷熱感覺與冷熱標誌的聯繫，用以貫穿本單元

對家中冷熱物品的學習，並將相關的概念加強連繫。學生透

過簡報重溫之前課堂學習過一些能發熱的器具及用途，提

取已有知識，指出這些器具開啟後的特徵—發熱和冒出水

蒸氣（下稱「出煙」），而且「出煙」時電器是熱的，以聯繫

器具開啟後會發熱。  

2. 教師展示器具發熱和「出煙」時製作的食物圖片（如雞蛋仔

和白飯），讓學生進一步聯繫有關器具開啟後會熱，並能煮

食的概念。  

3. 教師再引入「煮蜆」的情境，首先開啟多部分別製冷和發熱

的電器（雪糕機、雪櫃及火鍋爐），學生需要運用剛學到「熱

出煙」的關鍵特徵，指出哪一部電器會「出煙」，代表會

熱可以把凍蜆煮熱。  

4. 透過白板展示圖片，教師以圖片呈現學生已學的不同電器

和冷藏的食物，然後加上開啟電器、發熱、「出煙」的圖片，

以及食物變熱的圖片，以指出「食物放進這些電器及開啟

後，會變熱和『出煙」，之後有熱的食物」的概念。學生透

過觀察這圖片，回應老師的提問，以掌握上述概念。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在課堂重溫學過的不同電器時，教師指出這些電器會發熱

及「出煙」，會把冷冰冰的食物弄熱。他能選擇正確的圖片表示

當中哪些電器能把食物煮熱，代表他已掌握電器會熱可以煮食

的概念。  

當學習新電器—火鍋爐時，他能運用「熱出煙」的概念，觀

察到火鍋爐會「出煙」從而連繫到火鍋爐會發熱，於是選擇以

火鍋爐把凍蜆煮熱。  

總結時，學生根據本課節學到的火鍋爐和以往學的發熱電器，

指出這些電器會熱和「出煙」。由此可見，他能按關鍵特徵—

「熱出煙」，指出部分電器能發熱。  

表現顯證：  影片  

展現的成果：  ST1.2 他們認出會發熱／發光／發聲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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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0 

課堂學習目標：  透過實驗，指出電能產生光和聲的現象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已掌握物品會有不同的「轉變」，包括：燈泡會發光，蜂鳴

器會發聲。教師提供一個閉合電路，讓學生觀察到燈泡會發光，

蜂鳴器會發聲，然後讓學生在閉合電路中的指定位置（電線接

駁位置／電池盒），放上不同的物品，試驗哪一種物品能讓燈泡

發光和蜂鳴器發聲。學生分別測試四種不同的物品，包括橡皮

擦、萬字夾、電池等；學生親身在電路中的指定位置放上不同

物品，逐一觀察及記錄，燈泡和蜂鳴器的轉變。透過此科學探

究活動，學生能分辨出使燈泡發光、蜂鳴器發聲的物件是電池。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自行逐一將測試物品放在指定位置，接駁電線，並觀察燈

泡和蜂鳴器的轉變，然後用在記錄表上用代表燈泡發光、蜂

鳴器發聲。於匯報時，學生能根據記錄表的內容，分辨電池能

使燈泡發光和使蜂鳴器發聲。  

表現顯證：  照片  

展現的成果：  ST1.2 他們認出會發熱／發光／發聲的物件  

 
  



13 
 

示例 11 

課堂學習目標：  認識家居電器的共同特徵︰電源插頭、電線、開關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在模擬家居環境的生活技能室，觀察不同的電器，如雪櫃、

微波爐、風扇、電視機和音響組合等，在教師提示下注視這些

電器在外形上的共通之處，包括：電源插頭、電線和開關鍵三

項電器特徵；然後配上電源插頭、電線的圖畫作聯繫，及嘗試

在操作部分的家庭電器時，再引入認識開關鍵的標誌，讓學生

將實物轉化為符號標誌。最後，學生能指出電器的共同特徵，

並以此電源插頭、電線和開關鍵三項電器特徵為準則，判斷教

師在展示的物品是否電器。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能以電器的三項共同特徵︰電源插頭、電線、開關辨別風

扇屬於電器，並以圖卡（符號標誌）指出風扇有的電器特徵是

電源插頭。  

表現顯證：  影片  

展現的成果：  ST2.2 他們辨認電器／科技產品與電相關的特徵及／或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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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2 

課堂學習目標：  學生能認識簡單機械原理－滾子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先提取對圓形和方形輪子移動特徵的已有知識，分別屬於

滾動和滑動，然後從探究活動中加入「力」的元素  (學生於早

前的教節已掌握波子數量越多代表「力」越大)。在測試過程中，

學生分別測試用圓形輪子和方形輪子的車子各需要用多少粒

波子才可被拉動，從而得知要拉動裝上不同形狀輪子的車需要

的「力」也不同。學生利用工作紙，記錄觀察到的現象，並總

結出圓形輪子與地面接觸面小及不斷改變，以滾動形式移動，

所以較省力。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在課堂活動中表現對圓形輪子移動特徵的掌握，他能說出

圓形輪子的移動方法是滾動，及滾動時接觸面小且不斷改變。

學生藉探究活動進一步建構使用圓形輪子的概念，他能描述出

探究活動的結果：拉動使用圓形輪子的小車所需的波子較少，

代表用較少的力，即較省力。最後，透過工作紙將「圓形輪子

移動特徵」和「使用圓形輪子較省力」兩組概念結合，從而描

述探究活動展示的滾子原理。  

表現顯證：  1. 工作紙  

2. 口頭匯報內容：「將相同重量嘅小車運到去相同距離嘅地

方，圓形輪子同地板接觸面較細，移動時候接觸面就會不

斷改變，以滾動嘅方式移動，所以拉動小車嘅波子數量較

少，即係使用較少嘅力，所以使用圓形輪子可以較省力。」 

展現的成果：  ST4.4 他們描述探究活動中觀察到的科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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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3 

課堂學習目標：  學習探討運用基因改造食物去對抗糧食危機的利弊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重溫糧食危機的定義—缺乏食物及缺乏營養，以及人類會

透過生物科技—研究基因改造食物去對抗糧食危機。學生從教

師提供的資料中，掌握基因改造食物—大米的好處及存在風

險。及後藉著角色扮演及模擬情境，著學生以不同持份者的身

份—商人、科學家、部落首長，利用剛才所學的基因改造食物

的利弊，向扮演受糧食危機影響的部落首長的同學推介「傳統

稻米」及「超級基改大米」，從而說出選擇或不選擇基因改造食

物的理由。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利用工作紙的第一部分，指出透過生物科技—研發基因改

造食物能達到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及豐富食物營養的目標，從而

解決糧食危機問題。及後，學生於工作紙的第二部分進一步結

合基因改造食物的好處與其達到的兩項目標—提高農作物產

量及豐富食物的營養，描述科學家利用生物科技解決糧食危機

問題，包括増強農作物抵抗力，防止害蟲破壞，同時強化農作

物以適應不利環境，更加快農作物生長，從而提高農作物的產

量；此外，科學家亦利用生物科技在農作物加入維他命、蛋白

質等營養，以豐富食物營養。  

表現顯證：  工作紙  

展現的成果：  ST4.5 他們描述科技能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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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4 

課堂學習目標：  1. 學生能指出滾子的一些原理和特性：  

(a) 滾子即會滾動的東西；  

(b) 滾子在滾動時其接觸點會不斷改變；  

(c) 滾子可減少與接觸面產生的摩擦力；  

(d) 滾子可協助人們更省力地移動／運送重物。  

2. 學生運用滾子實驗的結果，說明使用滾子原理對日常生活

帶來的好處。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在課堂第一部分已掌握滾子的原理和特性，然後再進行實

驗，以證實使用滾子會較省力。在實驗中，學生把波子（代表

力）逐一放入以繩繫著小木車的盒子，直至小木車被拉動為止，

然後數點盒子中波子的數量，波子越多即用的力越多。實驗中

分別有兩輛小木車，一輪是方形輪子，而另一輪則是圓形輪子。

學生需記錄分別拉動兩輛小木車的波子數量，然後分辨運用滾

子滾動用較少波子，即較省力完成實驗後，學生掌握實驗的結

果，教師提問滾子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上的好處：「若要移動重

物，我會選擇利用（滑動／滾動）的工具來省力。為什麼？」

讓學生說明用滾子原理拉動物品較省力。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匯報：「我也選了滾動，因為這個圓圈（車輪）會動，會轉

的，所以如果擺放重物，會比較省力。（實驗結果是怎樣？）實

驗結果是那個滑動放很多波子，滾動就放較少波子，所以這個

會比較省力，就是圓圈的比較省力，即滾動較省力。」學生選

擇了輪子會滾動的車載重物，因為較省力，然後再說出了從實

驗所觀察到結果：拉動滾動的車比滑動的車使用較少波子，即

用較少的力。  

表現顯證：  影片  

展現的成果：  ST5.1 他們說明科學與科技產品在日常生活的用途及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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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5 

課堂學習目標：  1. 學生能指出滾子的一些原理和特性：  

(a) 滾子即會滾動的東西；  

(b) 滾子在滾動時其接觸點會不斷改變；  

(c) 滾子可減少與接觸面產生的摩擦力；  

(d) 滾子可協助人們更省力地移動／運送重物。  

2. 學生運用滾子實驗的結果，說明使用滾子原理對日常生活

帶來的好處。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在課堂第一部分已掌握滾子的原理和特性，然後再進行實

驗，以證實使用滾子會較省力。在實驗中，學生把波子（代表

力）逐一放入以繩繫著小木車的盒子，直至小木車被拉動為止，

然後數點盒子中波子的數量，波子越多即用的力越多。實驗中

分別有兩輛小木車，一輪是方形輪子，而另一輪則是圓形輪子。

學生需記錄分別拉動兩輛小木車的波子數量，然後分辨運用滾

子滾動用較少波子，即較省力完成實驗後，學生掌握實驗的結

果，教師提問滾子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上的好處：「若要移動重

物，我會選擇利用（滑動／滾動）的工具來省力。為什麼？」

讓學生說明用滾子原理拉動物品較省力。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選擇用滾輪的車來搬重物，並解釋：「因為它用較少波子，

用較少波子代表較省力。」學生根據實驗結果說明用較少波子

代表省力，即用滾輪較省力，所以會選擇用有滾輪的車來運載

重物；可見學生能將已學的「滾子原理」應用於情境中，並作

出解釋。  

表現顯證：  影片  

展現的成果：  ST5.1 他們說明科學與科技產品在日常生活的用途及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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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6 

課堂學習目標：  1. 學生能指出滾子的一些原理和特性：  

(a) 滾子即會滾動的東西；  

(b) 滾子在滾動時其接觸點會不斷改變；  

(c) 滾子可減少與接觸面產生的摩擦力；  

(d) 滾子可協助人們更省力地移動／運送重物。  

2. 學生運用滾子實驗的結果，說明使用滾子原理對日常生活

帶來的好處。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在課堂第一部分已掌握滾子的原理和特性，然後再進行實

驗，以證實使用滾子會較省力。在實驗中，學生把波子（代表

力）逐一放入以繩繫著小木車的盒子，直至小木車被拉動為止，

然後數點盒子中波子的數量，波子越多即用的力越多。實驗中

分別有兩輛小木車，一輪是方形輪子，而另一輪則是圓形輪子。

學生需記錄分別拉動兩輛小木車的波子數量，然後分辨運用滾

子滾動用較少波子，即較省力完成實驗後，學生掌握實驗的結

果，教師提問滾子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上的好處：「若要移動重

物，我會選擇利用（滑動／滾動）的工具來省力。為什麼？」

讓學生說明用滾子原理拉動物品較省力。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選擇用滾輪的車來搬運重物，並解釋：「用滾輪可以用較少

波子，接觸面不斷改變，令到摩擦力減少，所以比較省力。」

學生闡釋選擇能滾動的工具，因工具在滾動時，工具與接觸面

的接觸點不斷改變，所以減少摩擦力，而達致省力效果；展示

了學生能將已學的「滾子原理」轉移到另一情境中，並作出解

釋。  

表現顯證：  影片  

展現的成果：   ST5.2 他們說明簡單機械和省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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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7 

課堂學習目標：  1. 學生能指出滾子的一些原理和特性：  

(a) 滾子即會滾動的東西；  

(b) 滾子在滾動時其接觸點會不斷改變；  

(c) 滾子可減少與接觸面產生的摩擦力；  

(d) 滾子可協助人們更省力地移動／運送重物。  

2. 學生運用滾子實驗的結果，說明使用滾子原理對日常生活

帶來的好處。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在課堂第一部分已掌握滾子的原理和特性，然後再進行實

驗，以證實使用滾子會較省力。在實驗中，學生把波子（代表

力）逐一放入以繩繫著小木車的盒子，直至小木車被拉動為止，

然後數點盒子中波子的數量，波子越多即用的力越多。實驗中

分別有兩輛小木車，一輪是方形輪子，而另一輪則是圓形輪子。

學生需記錄分別拉動兩輛小木車的波子數量，然後分辨運用滾

子滾動用較少波子，即較省力完成實驗後，學生掌握實驗的結

果，教師提問滾子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上的好處：「若要移動重

物，我會選擇利用（滑動／滾動）的工具來省力。為什麼？」

讓學生說明用滾子原理拉動物品較省力。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匯報：「滑動很費力，搬重的物件就會不方便；但如果用滾

動，我想會比較省力，我想就可以運送重的物件。（為什麼會比

較省力？）因為它的接觸面會有移動，滑動就沒有移動的；滑

動就會有摩擦力，滾動就有較少摩擦力。（教師重提摩擦力大即

阻力大）阻力大，就要更多的力。滾動不斷移動，摩擦力就會

減少。」學生運用已學懂的「摩擦力」概念，說明使用滾動的

工具來搬運重物會比較省力，因為可以滾動會令車輪的接觸面

不斷改變，減少阻力。  

表現顯證：  影片  

展現的成果：  ST5.3 他們說明科學現象及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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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8 

課堂學習目標：  學習探討運用基因改造食物去對抗糧食危機的利弊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重溫糧食危機的定義—缺乏食物及缺乏營養，以及人類會

透過生物科技—研究基因改造食物去對抗糧食危機。學生然後

透過六色思維策略學習基因改造食物—大米的好處及存在風

險。及後藉著角色扮演及模擬情境，著學生以持份者身份—部

落首長，接受扮演科學家及商人的同學推介「傳統稻米」及「超

級基改大米」，按基因改造食物的利弊作出選擇或不選擇基因

改造食物的決定，並說明理由。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透過工作紙第一部分直接指出「世界正面對糧食危機問

題；科學家已有基因改造食物的生物科技解決此問題。」；然後

利用工作紙第二部分展示已掌握基因改造食物—大米的利與

弊。其後學生在第三部分以持份者身份—部落首長，以保護部

落為前題，考慮基因改造食物的利與弊作出選擇基因改造食物

的抉擇，並解釋基因改造能增強農作物的抵抗力，防止害蟲破

壞，從而提高產量，讓部落群眾有充足的糧食。  

表現顯證：  工作紙  

展現的成果：  ST7.1 他們探討／概述科學與科技在日常生活應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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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9 

課堂學習目標：  學習探討運用基因改造食物去對抗糧食危機的利弊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重溫糧食危機的定義—缺乏食物及缺乏營養，以及人類會

透過生物科技—研究基因改造食物去對抗糧食危機。學生然後

透過六色思維策略學習基因改造食物—大米的好處及存在風

險。及後藉著角色扮演及模擬情境，著學生以持份者身份—部

落首長，接受扮演科學家及商人的同學推介「傳統稻米」及「超

級基改大米」，按基因改造食物的利弊作出選擇或不選擇基因

改造食物的決定，並說明理由。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透過工作紙第一部分直接指出「世界正面對糧食危機問

題；科學家已有基因改造食物的生物科技解決此問題。」；然後

利用工作紙第二部分展示已掌握基因改造食物—大米的利與

弊。其後學生在第三部分以持份者身份—部落首長，以保護部

落為前題，並考慮基因改造食物的利與弊作出選擇基因改造食

物的抉擇，並解釋基因改造食物能豐富食物的營養，讓部落群

眾有健康的身體。  

表現顯證：  工作紙  

展現的成果：  ST7.1 他們探討／概述科學與科技在日常生活應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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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0 

課堂學習目標：  學習探討運用基因改造食物去對抗糧食危機的利弊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重溫糧食危機的定義—缺乏食物及缺乏營養，以及人類會

透過生物科技—研究基因改造食物去對抗糧食危機。學生然後

透過六色思維策略學習基因改造食物—大米的好處及存在風

險。及後藉著角色扮演及模擬情境，著學生以持份者身份—部

落首長，接受扮演科學家及商人的同學推介「傳統稻米」及「超

級基改大米」，按基因改造食物的利弊作出選擇或不選擇基因

改造食物的決定，並說明理由。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透過工作紙第一部分直接指出「世界正面對糧食危機問

題；科學家已有基因改造食物的生物科技解決此問題。」；然後

利用工作紙第二部分展示已掌握基因改造食物—大米的利與

弊。其後學生在第三部分以持份者身份—部落首長，以保護部

落為前題，並考慮基因改造食物的利與弊作出不選擇基因改造

食物的抉擇，並解釋基因改造食物會有人為添加成分，可能會

影響群眾健康。  

表現顯證：  工作紙  

展現的成果：  ST7.1 他們探討／概述科學與科技在日常生活應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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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範疇四：社會與公民  (CC) 
 
示例 21 

課堂學習目標：  1. 認識各種道路安全設施的關鍵特徵、位置及用途  

2. 掌握正確使用道路安全設施的方法  

3. 了解使用道路安全設施能保障個人安全  

4. 建立使用道路時的「保障個人安全」的意識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先按個人生活經驗，說出他們所認識的道路安全設施（行

人過路交通燈、斑馬線、行人天橋及行人隧道）名稱，並藉著

圖片觀察及認識各項道路安全設施的關鍵特徵。學生從生活經

驗建構對四項設施的認知後，再個別完成工作紙，以鞏固對四

項設施的認知。  

學生表現闡釋：  當學生看到教師展示的圖片時，已能說出「交通燈、斑馬線、

天橋及隧道」四項設施的常用簡稱；及後從活動中，亦掌握四

項設施的關鍵特徵，包括燈號顏色和其提示，天橋位置及作用

等等，從原有的經驗建構新的概念。最後，學生自行按四項設

施的關鍵特徵，在工作紙中圈出正確的道路安全設施。  

表現顯證：  工作紙  

展現的成果：  CC1.1 他們認出熟悉環境中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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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2 

課堂學習目標：  認識車站的特徵及其相關設施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已掌握不同交通工具的外形和其特徵，並按其特徵辦認出

港鐵和巴士，以及按其車站的特徵認出港鐵站和巴士站。在本

課節開始先提取此已有知識，然後，透過觀看乘搭港鐵的影片

片段，指認出相關的車站設施，如：入閘機、月台、扶手和到

站顯示屏﹔並透過觀察影片中車站的環境，把「車站設施」和

「車箱內設施」作分類。  

最後，學生能根據生活情境，把已掌握的知識（車站設施）向

外國人 BEN 作介紹，並運用工作紙製作港鐵站設施和車箱內

設施圖示送給 BEN，以展示對所學知識的掌握。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先掌握「車站設施」和「車箱內設施」的分類，並能應用

於港鐵生活情境題中，從巴士及港鐵設施的選擇圖卡，正確分

辨出屬於港鐵的設施，再把設施分類成「車站設施」及「車箱

內設施」，以顯示學生對生活環境中設施的認識。  

表現顯證：  工作紙  

展現的成果：  CC1.1 他們認出熟悉環境中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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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3 

課堂學習目標：  認識車站的特徵及其相關設施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已掌握不同交通工具的外形和其特徵，並按其特徵辦認出

港鐵和巴士，以及按其車站的特徵認出港鐵站和巴士站。在本

課節開始先提取此已有知識，然後，透過觀看乘搭港鐵的影片

片段，指認出相關的車站設施，如：入閘機、月台、扶手和到

站顯示屏﹔並透過觀察影片中車站的環境，把「車站設施」和

「車箱內設施」作分類。  

最後，學生能根據生活情境，把已掌握的知識（車站設施）向

外國人 BEN 作介紹，並運用工作紙製作港鐵站設施和車箱內

設施圖示送給 BEN，以展示對所學知識的掌握。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掌握港鐵站設施（入閘機、扶手、廁所及到站顯示屏）的

功能，並能按教師的提問，從情境故事中的流程，依功能及環

境分類合適的設施。  

表現顯證：  工作紙  

展現的成果：  CC1.1 他們認出熟悉環境中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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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4 

課堂學習目標：  學習乘搭巴士的正確行為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在課堂中，學生能透過圖片分辨乘搭巴士時的正確行為，包括

守規則及注意安全的正確行為，然後透過模擬乘搭巴士的活

動，學生應用在圖片中所學的知識，把正確的行為實踐出來。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在模擬情境中，依已學習的程序（本節已有知識），以及應

用守規則的正確行為乘搭巴士。他先守規地排隊等候，上車後

安靜地坐好，到站後守秩序地下車。由此可見，學生將學懂守

規行為的知識，在情境中親身實踐。  

表現顯證：  影片  

展現的成果：  CC1.3 他們指認熟悉的社群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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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5 

課堂學習目標：  1. 掌握和實踐與不同國籍人士和諧共處的方法：用不同的語

言和方法打招呼，並交換分享代表不同國家的食物  

2. 培養接納並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態度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學生對不同國家的傳統服飾及食物的已有知識。在課堂開始，

教師接續介紹穿著不同國家服飾的人士（由幾位教師扮演），然

後由他們示範所屬國家的打招呼的方式，讓學生分辨香港常用

的方式與其他國家人士用的不同。接著由教師協助學生模仿對

方，作為有禮貌的回應。高組學生先用平板電腦看預錄的片段，

並逐一模仿；初組學生則與穿著不同國家服飾的人士進行「打

招呼」活動。教師設定情境「遇上不同國際人士」，讓高組應用

從平板電腦練習的打招呼方法，在遇上不同國際人士時作出有

禮貌的回應。其後，穿著不同國家服飾的教師再以代表其國家

的食物與學生交換，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樂意地與對方交換。

從「打招呼」和「交換食物」部分，學生知道有些人與自己不

同，但自己仍樂意與他們「打招呼」和「交換食物」，並以行動

表示樂意與不同國家人士和諧共處，甚至於願意與他們相處和

分享。  

學生表現闡釋：  當穿著印度傳統服飾的老師走到學生前，用印度語及伸出手要

跟他打招呼和握手時，學生主動地伸出手回應。其後，學生因

穿著日本傳統服飾，能從馬拉糕及壽司中選擇了壽司作為代表

自己的食物；及後穿著韓國傳統服飾的同學走到他跟前，他亦

主動及樂意地與對方交換手上的食物。由此可見，他從服飾、

說話及食物分辨到與自己不同國際的人士。  

表現顯證：  影片  

展現的成果：  CC1.4 他們認出生活環境中不同背景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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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6 

課堂學習目標：  認識香港的旅遊與經濟的關係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教師以旅客 Mary 為例子，代表外國遊客到香港旅遊，接著重

溫遊客在香港旅遊的主要活動，包括觀光、品嚐美食及購物，

均需花費金錢，建立「旅客到香港旅遊需要用錢」的概念。繼

而透過圖片，建立「旅客用錢」即「香港賺錢」的概念。最後，

利用句子串連以上概念：「旅客到香港旅遊，香港賺錢。」。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能把代表金錢的圖卡，從旅客 Mary 的照片移到香港區旗

的圖片上，以代表「旅客到香港旅遊，香港能賺錢」。學生從之

前的活動—圖片選擇中，已顯示掌握及層遞式串連「旅客旅遊

要用錢」、「旅客到香港旅遊」及「旅客到香港旅遊要用錢」的

概念，及後更能聯繫「旅客用錢即香港賺錢」。因此，在影片中，

可見學生進一步將代表金錢的圖卡，從旅客的照片移到香港區

旗的圖片上，以代表「旅客到香港旅遊，香港能賺錢」。  

表現顯證：  影片  

展現的成果：  CC2.4 他們能聯繫人文活動與香港經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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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範疇五：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 (NC) 
 
示例 27 

課堂學習目標：  1. 認識具中華文化特色的節日和喜慶活動－中秋節  

2. 了解中華文化的傳統物品和食物及對其產生興趣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1. 教師播放有關中秋節的短片，同時展示中國國旗；播放完短

片後，教師會讓學生配對中國國旗及代表中秋節的圖片，以

檢視學生能否掌握中秋節即中國節日。  

2. 教師展示月餅的實物，讓學生觀察月餅的關鍵特徵：甜、圓

／方圓形、咖啡色；同時播放中秋節的短片，讓學生聯繫中

秋節和月餅。由於學生對端午節及糉已有認知，所以會讓學

生從糭和月餅中選出中秋節的食物。  

3. 在之前的課堂活動已建立中秋節是中國傳統節日的概念，

以及賞月是中秋節的活動，並學習按關鍵特徵辨認燈籠（發

光、手提）和月餅（甜、圓／方圓形、咖啡色）。  

教師展示一幅中秋節賞月的圖片，著學生配對代表中秋節的物

品和食物：燈籠和月餅。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在課堂活動中，已能運用中國國旗圖片表示中秋節是中國

傳統節日；同時亦能分別按燈籠和月餅的關鍵特徵，指認兩者

與中秋節有關。其後，在教師展示一幅代表中秋節的圖片時，

他能隨教師的提問，選取燈籠及月餅的圖片，以展示兩者與中

秋節有關。  

表現顯證：  影片  

展現的成果：  NC2.1 他們聯繫中國傳統節日與其相關物品和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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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8 

課堂學習目標：  識別中國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之間的關係－孔子對教育的貢

獻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教師先以圖片協助學生辨認孔子的關鍵特徵（手持竹簡），然後

再以圖片讓學生扮演孔子站在課室前方，即身份是老師，然後

運用學生對「教師工作」的已有知識，讓學生聯繫孔子手持書

本，從事教學工作，並且是學校老師的老師。  

學生根據課堂中所學：孔子是一位教師，他教導所有教師要用

心教導每位學生；在工作紙上的適當位置貼上孔子的肖像，以

表示他是「教師的教師」，以及在揀選圖片以表示教師向孔子學

習要教導每一位學生。聯繫上述兩點，在工作紙頁三總結孔子

在教育上的貢獻－「教師的教師」（萬世師表）。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能按關鍵特徵（竹簡）從不同的古人中辨認出孔子，並把

他的圖像貼在工作紙展示的課室前端（頁一），即教師一般站立

的位置，表示教師們就是學生要向孔子學習。然後從圖片的揀

選中，指出孔子教導老師要教導每一位學生（頁二）。最後，他

能以圖片組織一個簡單的段落，並說出「孔子是陳老師和李老

師的老師。陳老師和李老師向孔子學習教導每一位學生。」學

生展示能聯繫孔子（人物）是「萬世師表」－老師的老師（貢

獻）。  

表現顯證：  工作紙  

展現的成果：  N2.3 他們聯繫中國歷史人物與重要事件／歷史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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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9 

課堂學習目標：  認識中國傳統藝術的特色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教師先運用學生對西方歌劇的已有知識，透過觀看一段粵劇，

並運用表格，比較西方歌劇與中國粵劇的不同，協助學生建構

「粵劇的表達方式較抽象」；然後再以另一段粵劇鞏固學生認

識「粵劇的表達方式較抽象」，以及進一步延展至「粵劇重神似

多於形似」。  

最後教師剪輯《雙仙拜月亭》的其中一段，向學生簡單介紹故

事內容。播放片段前，教師著學生留意影片中人物的造手和身

段（推車、上馬、騎馬、搶傘、過橋），然後完成工作紙上半部

分。然後，著學生按工作紙上半部分所填寫的答案，說明中國

粵劇以抽象的手法表達意思，重神似多於形似。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能根據《雙仙拜月亭》的剪輯片段後，自行在工作紙上寫

出他所見及估計其中兩個角色演繹的動作所表達的意思，如騎

馬等，並根據所見或估計的意思分辨表達方法屬於「寫實、形

似」及「抽象、神似」，可見學生已掌握描述粵劇特色的概念：

「寫實、形似」及「抽象、神似」。在工作紙第二部分可見，學

生應用已掌握的「寫實、形似」及「抽象、神似」概念說明粵

劇以抽象手法表達意境或感受，重神似多於形似。  

表現顯證：  工作紙  

展現的成果：  N5.1 他們說明中國傳統風俗、藝術及文化的特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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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範疇六：了解世界與認識資訊年代  (GI) 
 
示例 30 

課堂學習目標：  認識科技產品對我們資訊接收方面的其中一個好處：讓我們取

得到最新資訊。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教師設定情境，要學生搜尋天氣資訊，然後介紹了可從兩種媒

體（學生已有知識）取得相關資訊，包括報章及應用程式。學

生從報章上取得今天及明日的天氣預報，並從平板電腦上的應

用程式的搜尋工具取得即時天氣資訊。教師著學生比較報紙及

平板電腦兩種資訊科技產品，分辨出能獲取即時天氣資訊的資

訊科技工具。  

學生表現闡釋：  學生為了要取得即時天氣資訊，選用平板電腦，並選取正確的

應用程式，在當中的搜尋器利用語音輸入關鍵字詞：天氣，再

按下「搜尋」鍵以獲取當時的溫度；可見他能根據正確的步驟

使用合適的資訊科技產品，從而達到獲得最新資訊的目的。  

表現顯證：  影片  

展現的成果：  GI3.1 他們演示使用科技產品的正確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