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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校課程發展已經進入持續更新的新階段。為了回應本地、區域以至全球各
方面巨大且急劇的轉變，「學會學習」課程必須與時並進，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優勢。
我們鼓勵學校持續及深化 2001 年「學會學習」課程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同時定出未
來課程發展的新焦點，以達至整體學校課程的發展目標和學習宗旨，讓所有學生獲
益。

為配合中、小學的學校課程持續更新，課程發展議會1對八個學習領域的課程指
引（小一至中六）已作出更新，並建議學校採用。

在更新各學習領域課程指引時，課程發展議會轄下相關學習領域的委員會，經已
充分考慮學校、校長、教師、學生和公眾人士的關注、需要和建議。我們亦於 2015
年舉辦了一系列學校簡介會和進行全港學校問卷調查，以蒐集學校對各學習領域課
程指引主要更新內容的意見。
更新後的八個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將會取代 2002 年的版本。
各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展示了更新的課程架構，說明各學習領域的課程宗旨、學習目標
及學習重點，詳述課程持續更新下各學習領域的發展方向，並且就課程規劃、學與教
策略、評估及相關的學與教資源等提出建議。此外，各學習領域課程指引亦會更新有
關有效學習、教學及評估的示例，供學校參考。部分學習領域亦會提供補充課程文件
和科目課程指引，為個別學習階段的課程實施提供進一步的建議。我們鼓勵學校充分
考慮本身的情況、教師的準備和學生的學習需要，適當採用課程指引的建議。

為使學校加深瞭解各學習階段的銜接和不同學習領域間的連繫，以及如何達至
有效的學習、教學及評估，學校應參照課程發展議會建議的相關課程文件，以及其與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的高中課程及評估指引，以確保課程規劃能在全校、學習
領域及學科層面均有連貫性。

課程發展是共同協作和持續進行的過程，各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將會按照學校實
踐的經驗，以及學生和社會轉變的需要，作定期檢視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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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議會是一個諮詢組織，主要就幼稚園至中學階段的課程發展事宜，向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提供意見。議會成員包括校長、在職教師、家長、僱主、大專院校學者、相關界別或團體的
專業人士、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代表、職業訓練局代表和教育局人員。
i

歡迎學校對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發展提出意見和建議，來函請寄：
香港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東座 2 樓 E232 室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科學教育）收
傳真：2194 0670
電郵：science@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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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是整體學校課程的一部分，為學生提供廣泛的學習經歷：


讓學生建立穩固的科學基礎，培養他們的科學素養，了解科學、科技、工程和數
學之間的重要關係，並掌握綜合和應用跨學習領域的相關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讓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促進他們的個人發展，以及為二十一世
紀的科學和科技世界作出貢獻

學生應享有的學習機會


所有小一至中三年級的學生，應有接受科學教育的機會。在小學階段，常識科課
程的各個學習範疇均包含科學學習元素，以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基礎科學知
識和科學過程技能，以促進他們升中的銜接。在初中階段，科學（中一至中三）
課程讓學生進一步發展科學知識和技能，為他們建立一個穩固的基礎，以應付高
中階段的學習需要。



在高中階段，學生可以修讀生物、化學、物理和科學（模式一：綜合科學；模式
二：組合科學）等選修科目及╱或參加與科學相關的學習活動以延展他們的學
習。

更新課程重點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的更新重點是根據學校課程持續更新的指導原則，小學
和中學教育的學習目標，以及世界各地科學教育發展趨勢而進行。更新的課程重
點如下：
培養學生對科學和相關範疇的興趣
強調發展學生科學思維和解決問題能力
加強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包括「動手」的技能）
培養學生根據科學證據作出明智的判斷
培育學生成為學習科學的自主學習者
照顧和欣賞不同需要和志向的學生

iii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架構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採用一個開放而具彈性的課程架構。架構的主要部分包括：
科學知識和科學過程技能，以學習目標和學習目的展示；
共通能力；
價值觀和態度。



科學教育課程的主要學習元素，可分為以下六個學習範疇：
科學探究
生命與生活
物料世界
能量與變化
地球與太空
科學、科技、社會與環境(STSE)



科學教育課程架構蘊含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STEM)教育，以強調日益重要
的綜合和應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內及跨學習領域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此外，課
程內亦加入其他與課程持續更新相關的主要更新重點(MRE)，當中包括資訊科技
教育(ITE)和跨課程語文學習(LaC)，以突顯這些重點對科學教育的相關性和重要
性。

課程規劃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為小一至中六的科學教育
課程訂立方向。它提供一個具備開放靈活架構的科學教育學習領域中央課程，涵
蓋學習範疇、學習目標和目的，以及主要的學習內容。



學校應參考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內的建議，以確保學生獲得學習科學的
機會。本指引不應被視為所有學校與學生指定的劃一綱要。學校應參考中央課程
的架構，並充分考慮學校本身的情況，以制定本身的學校科學課程。



學校亦應參考第一和第二學習階段的常識科課程、第三學習階段的科學課程，以
及第四學習階段的科學選修科目的課程文件，以規劃和發展自己的學校科學課
程，並參考各學習階段的學習、教學和評估策略建議。



我們建議學校進行整體課程發展，以確保學校科學課程規劃的縱向連貫和橫向
連繫。

iv

科學的學與教


科學的學與教應以培育學生成為自主和終身學習者為目標。教師需要幫助學生
建立深層學習(deep learning)的能力，以發展他們獲取、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
的能力，以解決真實的問題或現實生活中的問題。



教師應為學生提供各種學習經驗，讓學生與他人合作，建構自己對事物的理解，
計劃及管理自己的學習，並作出選擇和決定，讓學生能夠內化新獲得的知識與技
能，並更主動承擔學習。



基於學生的不同需要和在不同學習情境下的特定目標，教師應充分理解不同的
教學取向，以設計和提供有意義的學習經歷。實驗活動、科學探究、討論、角色
扮演、辯論、情境為本學習、問題為本學習和專題研習等，都是一些非常適合用
於科學教學的學與教策略。



很多科學、科技和工程的發展都屬於跨學科性質的。因此，科學的學與教應加入
其他 STEM 相關學科的學習元素，以提高學生的興趣和創新思維，發展他們綜
合和應用跨學科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評估


評估是課程、教學法和評估循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評估包括收集有關學生學
習的證據、詮釋資料和評價學生的表現，以提供回饋給學生、教師、學校、家長
和其他持份者。評估的目的有很多，但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和改善學生的學
習。



對應科學的學與教，科學教師可採用不同的評估模式，例如筆試、書寫式作業、
口頭提問、觀察、電子評估、實驗評估、專題研習和學習歷程檔案等，全面評估
學生的成就，並為學生的持續學習和發展提供適時和有質素的回饋。

資源與支援


為提升科學教育學與教的效能，學校應採用各式各樣的資源。除教科書外，應使
用其他相關資源材料，以幫助學生發展科學知識與技能，為學生提供課堂以外的
延展學習經歷，照顧不同的學習需要及促進自主學習。



為推動科學教育和 STEM 教育，我們鼓勵學校善用教育局、其他政府部門、大
專院校、專業團體及非政府組織提供的資源╱舉辦的學習活動。學生應參與全方
位學習活動，當中包括展覽、比賽、參觀、野外考察、調查和工作坊等。課程領
導和教師也應參與專業發展活動，例如研討會、講座、工作坊、實踐社群及與本
地、內地和海外的學者進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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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習領域持續發展的主要更新重點(MRE)


以下是為未來五至十年，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發展和推行建議：
強調科學素養
推動 STEM 教育
推動跨課程語文學習、增強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以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
態度
強調整體課程規劃和跨學習領域合作
推動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學習和資訊素養，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通過適當的策略來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和資優
學生

如欲了解更多課程相關資訊，請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14)及
《中學教育課程指引（中一至中六）》(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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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論

第一章

概論

為應對社會不斷變化的需要，科學、科技和工程的急速發展，從不同調查和諮詢活動
收集所得的持份者意見，以及學校課程持續更新的方向，我們就《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2002)提供的建議作出檢視。建基於香港學生在科學方面
的優勢，我們更新了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重點和宗旨，以及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在
不同關鍵階段的學習目標和目的，以突顯學校課程持續更新的主要更新重點，特別在
STEM 教育2方面。鑑於 STEM 教育的元素已包含在學校課程的科學教育、科技教育
和數學教育學習領域之中，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強這些學習領域的連貫和協作。因此，
推動 STEM 教育是進一步提高學習質素和效能的發展重點，從而幫助學生在二十一
世紀成為更有效的終身學習者。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本指引）是由課程發展議會
（CDC）科學教育委員會編訂。它是《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
(2002)的更新版，並涵蓋至三年高中的科學教育課程，為學校發展連貫的學校科學課
程提供參考。
本指引的發展方向是按照小學和中學教育的七個學習宗旨（詳見附錄一的小學教育
的七個學習宗旨及更新的中學教育七個學習宗旨）和《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
化、持續（小一至小六）》(2014)及《中學教育課程指（中一至中六）
》(2017) 的建議
而編寫的。
本指引就未來五至十年的科學教育提出整體方向。內容強化了《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
程指引（小一至中三）》(2002)的課程重點，加強學與教的建議，並加入了因應社會
和世界不同範疇的重要發展而提出的主要更新重點(MRE)。為縮小推行課程時的差異，
本指引亦提供適用於不同學習階段的示例，以闡釋有關的概念和意念。有關第三學習
階段（中一至中三）科學課程推行的建議，本指引會以附件的方式提供。
有關規劃和發展學校科學課程及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習、教學和評估策略的建議，學校
可參考以下的課程文件：




《 小 學 常 識 科 課 程 指 引 （ 小 一 至 小 六 ）》 (2017)
《 科 學 教 育 學 習 領 域 課 程 指 引 補 充 文 件 — 科 學（ 中 一 至 中 三 ）》(2017)
《 生 物、化 學、物 理、組 合 科 學 和 綜 合 科 學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中 四 至
中 六 ）》 (2007)（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更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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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是代表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各英文譯寫
的首字母縮略詞。在香港現行課程中，STEM 教育是透過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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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甚麼是學習領域(KLA)？
學習領域是課程的重要部分。它是建基於主要知識領域中基礎而關聯的概念，
而這些概念是所有學生應掌握的。學習領域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情境，透過
適切的學與教活動和策略，讓學生發展和應用共通能力（例如溝通能力、明辨
性思考能力、協作能力和創造力）及與學科有關的技能、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
態度，並建構新的知識和了解各種事物的原理。因應不同的學習目的，各學習
領域的學習取向可以是學術性、社會性、實用性或綜合以上幾種性質；在課程
設計方面，可以科目、模塊、單元、課業或其他模式組織學習內容。
如圖 1.1 表示，學習領域的課程架構由三個互相連繫的部分組成，當中包括學
習領域的知識、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
學習領域的知識

價值觀和態度

共通能力

圖 1.1 課程架構中三個互相連繫的組成部分
1.2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在學校課程的定位
科學是透過有系統的觀察和實驗，研究我們周圍的現象和事件。科學教育培養
學生對世界的好奇心和強化他們的科學思維。學生透過有系統的探究活動，發
展所需的科學知識和技能，以幫助他們評鑑科學與科技發展帶來的影響。這將
有助學生成為科學與科技的終生學習者和負責任的公民，並為科學與科技世界
作出貢獻。

1.2.1 提升科學素養
隨著全球化和二十一世紀科技的急速發展，即使並非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士，也
會關注到一些科學相關的議題。在香港這類的國際化城市，很多人都認為科學
知識和對科學的理解有助他們的工作，科學探究能力對解決日常生活問題亦甚
有價值。在媒體報導和公眾討論中，我們也經常遇到與公共衛生、能源和環境
等相關的議題。我們也會遇到一些聲稱具有科學根據，或以科學術語包裝的產
品和服務。所以，作為現代公民，每個人都需要具備科學知識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以懂得評估相關的風險和效益，並對個人、社會和全球性的科學相關議題，
作出明智的判斷。因此，所有學生均應具備科學素養，以便在這個科學和科技
世界生活和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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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素養是指作為具備反思能力的市民，以科學理念參與科學相關議題的能力。
科學教育通過為學生裝備科學知識，幫助他們了解科學本質及掌握科學過程技
能，以提升他們的科學素養，從而讓他們能夠理性地參與一些涉及科學、科技
和社會的公眾討論。一個具備科學素養的人能夠運用科學知識和科學過程技能，
以解決與日常生活和自然世界相關的議題和問題。對現今學生而言，科學思維
習慣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科學思維習慣可幫助學生理智地處理問題和不明確的
事情。這過程常涉及檢視證據、數量的考慮、邏輯性的論據和創意。為實踐一
個充實和有責任感的人生，並促進個人的職業發展，學生需要懂得學習、推論、
創造性思考、邏輯性地與人溝通、作出決定和解決問題。對科學及相關過程的
了解，將有助學生掌握上述的技能。
1.2.2 加強綜合和應用 STEM 教育相關學習領域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現時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的發展多屬於跨學科性質的。因此，科學教育的
學習應與科技教育和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緊密連繫。為保持香港面對未來挑戰的
國際競爭力，我們需要發展一種追求創新和樂於協作的文化，為本地社會培養
具備科學及科技素養的公民。我們相信在學校推動 STEM 教育，是達成以上
目標的可行方法。
通過更新課程和增潤相關的學習活動，我們希望在 STEM 相關範疇讓學生建
立穩固的知識基礎，以及增強學生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從
而培養他們的創造力、創新思維、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都是廿一世紀
生活不可或缺的技能和素質。
我們亦希望幫助學生明白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的密切關
係。科學和科技的進展可以改善現今世界人類的生活質素，以及促進香港的經
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在發展跨學科知識和技能的同時，學生可建立對全人發
展至為重要的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這些學習機會可幫助學生探索與
STEM 相關的職業和培養他們的創新與開拓精神。創新與開拓精神涉及創造力、
創新思維、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負責任、主動和承擔預計風險等素質。
1.2.3 一個連貫的學校科學課程
香港的科學教育通過相關科目分別在小學和中學階段推行。在小學階段，常識
科課程提供學習機會讓學生綜合三個學習領域—科學教育、個人、社會及人文
教育和科技教育的知識、技能與態度。科學相關的學習元素已包括在常識科課
程內不同的學習範疇之中。在初中階段，由各個科學相關範疇的課題組成的科
學科（中一至中三），是所有學生的必修課程。
在小學和初中階段的科學教育，已為進一步發展學生的科學素養奠定穩固的基
礎。對於中三程度以上的學生，我們為學生提供一個多元化的科學教育課程，
包括不同的選修科目，以照顧學生的不同興趣和志向。通過修讀這些選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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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應付不斷變化的環境，在科學和科技的社會中作出明智的判斷，並為他
們將來在科學、科技和工程相關範疇進修或就業作好準備。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科目
小學階段


常 識 科 (小 一 至 小 六 )

初中


科 學 (中 一 至 中 三 )

高中





生 物 (中 四 至 中 六 )
化 學 (中 四 至 中 六 )
物 理 (中 四 至 中 六 )
科學
模 式 I： 綜 合 科 學 (中 四 至 中 六 )
模 式 II： 組 合 科 學 (中 四 至 中 六 )

在 1999 年的學校課程整體檢視中，我們對作為學校課程多個學習領域之一的
科學教育作深入檢討。在 2001 年開始的「學會學習」課程改革的基礎之上，
我們進一步更新了科學教育的宗旨，以配合學校課程持續更新的主要更新重
點 ， 加強學生學習科學的效能，發展他們的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
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以便學生獲得全面的發展。
建基於課程實施的經驗和相關持份者在課程檢討工作所給予的回饋，我們更新
了科學課程的架構，包括學與教和評估策略，這將更符合學校教育的最新發展
和世界性的科學教育趨勢。
透過融入了適當的科技教育和數學教育元素的一系列學習活動，科學教育學習
領域課程不僅有助發展學生的科學能力，還可以促進學生的共通能力和價值觀
及態度的發展。學生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學習經驗，除了可與科技教育和數
學教育學習領域連繫外，亦可與其他學習領域連繫。同時，學校也需要整體規
劃學習經歷，以便在不同學習階段的建議課時內有效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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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發展方向
過去十年，教育局和學校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的實施過程中，建立了緊密
的夥伴關係。在本地的學校，科學探究廣泛地被用作發展學生的科學思維和實
驗技巧。學校亦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各種課堂內外的學習活動，以豐富學生
的科學學習經驗。這些年來，四種被定為優先發展的共通能力，包括溝通能力、
創造力、明辨性思考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英文簡稱 3Cs+1P）
，獲得了令人鼓
舞的進展。
更新的科學課程架構是建基於香港科學教育的優勢和良好實踐經驗。在如何安
排有意義的、愉快的和有效的科學學習經歷方面提供建議，讓學生能夠應對現
今世界的需要和挑戰。根據國際研究和本地調查，香港的科學教育持續保持優
勢。對學習科學，同學們普遍展示學習動機和興趣。科學課程能給予不同階段
的學生足夠的挑戰，教師亦普遍表示支持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的目標。

1.3.1 建基於優勢
科學教育是小學和中學學校課程的核心組成部分。香港學生在國際研究和本地
調查的良好表現，正好反映本地在科學教育的優勢。
在小學階段，我們透過小學常識科課程推行科學教育。選取一些與學生日常生
活經驗密切相關的學習情境，以幫助他們了解科學和科技對社會的影響。安排
手腦並用的學習活動，以培養學生對科學和科技的好奇心和興趣。此外，教師
們對使用探究式教學法以增強學與教方面的關注，亦持續增加。
在中學階段，科學教育的優勢包括學校擁有受過專科訓練的強大教師團隊，充
足的教學資源，當中包括設備完善的實驗室、教具和圖書館資源，以及由實驗
室技術員提供的有力支援。除了為學生安排充足的實驗和探究活動外，教師對
整體課程規劃和教師之間協作方面的認知，正持續上升。同時，科學家、學者
和專業團體對科學教育的支持亦不斷增加。
建基於香港科學教育的優勢，科學教師仍需繼續努力，以保持這股動量，進一
步提高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和發揮他們的科學潛能。香港學生需要加強他們的知
識基礎，以及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此外，他們亦需要增強
自已的創造力、創新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面對現今科學和科技世界的挑
戰。因此，經過考慮學校課程持續更新的主導原則（詳見《中學教育課程指引》
第一冊第 1.6 章）和更新的七個中學教育學習宗旨（詳見附件 1）
，以及科學教
育的世界發展趨勢，我們更新了以下有關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的課程重點：



培養學生對科學和相關範疇的興趣
強調發展學生科學思維和解決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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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加強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包括「動手」的技能）
培養學生根據科學證據作出明智的判斷
培養學生成為學習科學的自主學習者
照顧和欣賞不同需要和志向的學生

課程重點和主要發展重點
在學校課程持續更新的過程中，我們鼓勵學校持續和深化在課程發展已取得的
成果，並幫助不同能力和背景的學生，讓他們充分發揮潛力。我們希望所有學
校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中，繼續採取整體性課程規劃和發展，並參照本指引所
列的學習目標和目的，以切合學生的需要。

1.4.1 課程重點
以下是有助本港學校制定科學教育發展方向的更新課程重點：
培養學生對科學及相關範疇的興趣
一般而言，學生與生俱來便有探索、探究和解決與他們生活體驗相關問題的渴
望。因此，促進和維持學生對科學的學習興趣是至為重要的。通過與日常生活
相關的學習活動，有助鼓勵學生探究與科學相關的事情。
我們鼓勵小學常識科和中學各科學科目的教師，利用手腦並用的探究式學習活
動，以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教師有需要讓學生透過參與各式各樣的學習活
動，享受學習科學的過程和從學習中得益。我們應培養學生成為重視學習和懂
得自主學習的科學學習者。此外，鼓勵學生參與討論與日常生活相關的議題，
有助提升他們對科學和社會相關性議題的認識，並且提升他們學習科學及相關
範疇的動機。
為推動科學教育和豐富學生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歷，學校可與大專院校（例如
大學的理學院╱工程學院）、專業團體和科學相關機構（例如香港科學館）建
立夥伴關系，共同發展各類型的真實學習活動。
強調發展學生科學思維和解決問題能力
在規劃課程時，重點應放在加強學生的科學思維。學生可以透過了解科學概念
和意念、科學本質及掌握科學過程技能，以發展他們的科學思維。具備了創新
思維、穩固的科學知識和技能，學生便可以更有效地解決現今世界的問題，並
且成為更好的決策者和解決問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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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以透過科學探究掌握科學過程技能。教師可引導學生進行觀察、策劃和
設計探究、進行實驗，以及根據實驗結果修改探究，進一步發掘結果或推演理
論。
加強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包括「動手」技能）的能力
除了讓學生發展穩固的知識基礎外，教師需運用不同性質的學習活動，例如専
題研習和問題為本學習，以提供與日常生活相關及有意義的情境，讓學生透過
個人、本地、國家和全球等不同角度，綜合和應用科學教育、科技教育及數學
教育學習領域的知識與技能（包括「動手」的技能）。
在參與跨學科的學習過程中，學生將面對不同的挑戰，例如從不同的資料來源
尋找更多相關的資料、與組員討論或辯論有關個案、分析資料和數據、從研究
結果中辨識共通的特點、開發用作進一步探究的工具、製作一些實用的產品和
參與其他的後續活動，例如講解研究結果╱發明品。在解決真實問題的過程中，
學生需要在與現實世界相近的情境中，綜合不同範疇的知識，以及應用共通能
力，例如溝通能力、數學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力、明辨性思考能力、創造力
和協作能力。
培養學生根據科學證據作出明智的判斷
在現今世界，學生在生活上常會遇到很多與科學和科技相關的議題，因此我們
有必要加強學生的科學素養。學校科學教育的角色是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認識和
了解，以及幫助他們根據科學證據作出明智的判斷。學習科學時常涉及檢視證
據、數量的考慮和邏輯性的論據。透過科學學習活動，學生可以掌握知識和技
能，以及建立他們的科學思維習慣，繼而可以積極參與討論一些與科學、科技
和工程有關的社會和環境議題。
培養學生成為學習科學的自主學習者
學習有賴學生的積極參與，他們對學習任務的參與程度取決於對學習的主動
性。所以，應給予學生充足的學習機會，以培養他們成為科學的自主學習者。
同時，也應引導學生連繫各學習領域的學習經驗，令學習更具意義。
教師可讓學生參與設計和進行實驗，以探索科學現象和發展科學過程技能，從
而建構科學知識。教師也可以安排課堂和教室以外的學習活動，讓學生接觸尖
端的科學，以促進他們對科學、科技和工程發展的興趣。此外，教師亦可鼓勵
學生使用不同的資訊科技資源或平台自行學習或與同儕學習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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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不同需要和志向的學生
學校須為學生提供各種學習計劃，以照顧他們的需要和性向。對能力較高或對
科學有濃厚興趣的學生，他們需要更多具挑戰性的學習計劃，以便充分發揮潛
能。這些計劃可以包括延伸的學習活動，讓學生知道科學、科技和工程的最新
發展。透過安排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例如科學比賽和專題研習等，學生可以發
展科學方面的興趣和天賦。這些活動可以校本計劃型式進行，或與大專院校、
專業團體或與 STEM 相關的機構合辦。
另一方面，學校在引入適當的支援措施時，應考慮學生學習科學的能力和興趣。
例如，學校可考慮以同儕學習模式來提供學習機會予科學學習方面欠積極性的
學生，讓他們掌握基本的科學知識和技能，以應對日常生活和未來職業發展的
需要。為滿足現今世界經濟、科學和科技發展的需要，我們需要培育一批具備
不同能力和不同知識及技能的人才。
1.4.2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持續發展的主要更新重點
本指引提出以下的主要更新重點，以回應本地和海外的環境轉變及教育趨勢，
並為未來五至十年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的發展及實施提供建議：








強調科學素養的重要性，讓學生了解科學的本質和掌握科學過程技能，以
建立穩固的知識及技能基礎；
通過 STEM 教育增強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著重整體規劃和實施學校科學課程，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培養正面的價
值觀和積極的態度，以及促進跨課程語文學習；
強調整體課程規劃和「策劃—推行—評估」自評機制在學校有效推行科學
教育及 STEM 教育的重要性；
配合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推動資訊科技教育和電子學習，以提升學
生學習科學的興趣，加強互動和協作，以及促進學生自主學習，並結合相
關的學與教活動，以強化學生的資訊素養；以及
強調在推動科學教育時，需繼續照顧學生的多樣性，並關注不同學習需要
和學習模式的學生，包括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及具有科學天賦的學生。

有關上述更新的細節將在本指引的其他章節加以解釋。

（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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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課程架構

科學教育的課程架構是一個用作組織不同學科學與教及評估的整體框架。此架構由
一套互相緊扣的部分組成，包括：




學科知識和技能，以學習目標和學習目的方式展示；
共通能力；
價值觀和態度。

課程架構定立學生於不同的學習階段，須要理解、重視和掌握的內容。這課程架構給
予學校和教師充分的彈性和自主，策劃及發展校本科學課程，以照顧有不同需要及志
向的學生。
2.1

科學教育宗旨
科學教育是整體學校課程的一部分，提供第一至第四學習階段的學習經歷，培
養學生的科學素養。透過科學教育，學生可以發展所需的科學知識和科學過程
技能、共通能力，以及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以達致全人發展，並
能在這個不斷轉變的社會及科技世界中，積極參與及作出貢獻。
科學教育的宗旨是讓學生：










培養對科學的好奇心和興趣；
發展科學探究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掌握基本科學知識、科學過程技能及共通能力；
發展綜合和應用科學和相關範疇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了解科學本質；
運用科學語言來溝通與科學相關的意念；
認識科學對社會、倫理、經濟、環境和科技所帶來的影響，並培養負責任
的公民態度，致力促進個人和社區健康；
成為科學的終身學習者，以促進個人發展；以及
為將來在科學、科技和工程領域進修或就業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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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課程架構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採用了一個開放而具彈性的課程架構。為方便計劃及組織科
學課程，我們將科學教育的各主要學習元素分為六個學習範疇，分別為：







科學探究
生命與生活
物料世界
能量與變化
地球與太空
科學、科技、社會與環境

我們將 STEM 教育及學校課程持續更新的主要更新重點(MRE)納入課程架構
之中。透過適當的課程規劃、學與教活動和評估，連繫和綜合六個學習範疇，
並有效推動 STEM 教育，同時滲入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跨課程語文
學習(LaC)及資訊科技教育，我們希望可以幫助學生建立穩固的科學基礎，培
養科學素養，讓他們明白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的關係，以及掌握綜合和應
用科學和跨學習領域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同時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
積極的態度，以促進個人成長，並為科學與科技世界作出貢獻。
圖 2.1 為更新的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架構的圖示，當中包括策劃和推行校內
的科學課程時，所需注意的六個學習範疇及課程持續更新的主要更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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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
科學教育提供學習經歷，培養學生科學素養和建立穩固的科學基礎，並讓學生認識科學、科技、
工程和數學的關係，掌握綜合和應用科學學習領域和跨學習領域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以及建
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以達至個人發展，並為科學與科技世界作出貢獻。

綜合與應用
(STEM 教育)

科學、科技、社會與環境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共
通
能
力
能量與變化

地球與太空

物料世界

生命與生活

科學過程技能與
科學本質
跨課程語文學習

資訊科技教育

圖 2.1 科 學 教 育 學 習 領 域 課 程 架 構 圖 示

14

2.2.1 學 習 範 疇 、 目 標 與 目 的
學習範疇
科學教育六個學習範疇涵蓋科學課程的主要學習內容元素，各學習範疇的重要
性相等。圖 2.1 以金字塔圖形展示六個學習範疇的關係，特點如下：


生命與生活、物料世界、能量與變化及地球與太空學習範疇構成金字塔的
底座，代表不同範疇的學習內容，讓學生明白相關的科學概念和意念。這
四個範疇的內容並非割裂，而是互相關聯的。



科學、科技、社會與環境(STSE)學習範疇位處金字塔的頂部，與其他四個
範疇的內容互相連繫，表示 STSE 需要透過各個範疇的內容來學習。STEM
教育的學習元素強調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本質上已包含在
STSE 學習範疇內。科技和工程的應用 ，被廣泛用於說明科學發現對社會
和經濟發展的意義。此外，數學被視為學習科學不可或缺的工具。



透過滲入其他五個學習範疇，科 學 探 究 學 習 範 疇 讓學生發展科學過程
技能及加強對科學本質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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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過程技能
科學過程技能是進行科學探究時需要運用的技能，這些技能為科學方法奠定基
礎。學生在學習科學時，有效掌握科學過程技能至為重要。發展學生各種的科學
過程技能，有助他們運用邏輯和理智來解決問題。這不但有助學生理解科學本質，
還可幫助他們發展對科學的正面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以下是主要的科學過程技能：


觀察



分類



設計探究方法



進行實驗



推論



傳意

下表列舉了之各項科學過程技能的一些簡單注釋：
表 1 科學過程技能
科學過程技能
觀察

分類

說明


說出特徵



明智和準確地量度



記錄數據



比較相似與差異



分組與排序



製作檢索表



說明關係（包括指出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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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過程技能
設計探究實驗

進行實驗

推論

傳意

注釋


提出問題



預測結果



提出假設



辨識變量



提出實驗可行的步驟時，會考慮公平測試的
需要

實驗操作，包括：


選擇儀器



運用儀器



採取預防措施



分析和解釋數據



評鑑數據



估算誤差



提出解說



作出結論



使用多種方法表達資料和意念



提出合乎邏輯的科學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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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本質
科學本質是科學課程的重要學習元素。它涉及我們對自然世界的知識的信念和態
度、獲取科學知識的方法和過程，以及相關社會文化與歷史的影響。透過學習科
學本質，學生可以提升學習興趣，加深理解科學知識，以及幫助他們在日常生活
面對與科學相關的議題時，作出明智的判斷。
以下是一些獲得廣泛接受有關科學本質的見解：


科學對自然現象所作出的解釋，是基於宇宙萬物皆按一貫模式運作的信念。



科學知識能夠經得起考驗，但並非一成不變。



科學知識是受證據及實證標準所支持。



科學知識有賴創意、創新和懷疑的精神而產生。



科學家會根據研究現象的本質及相關範疇的歷史而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科學方法包括對透過推論及／或歸納邏輯所產生的新意念進行實驗測試。



科學家會注意到於記錄、報告及理解數據時有可能出現的偏差。



科學家會組成社群，從而進行開放的討論、仔細評估和檢視新意念，並分享
集體智慧。



科學有本身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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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STEM 教 育
就 本 地 的 學 校 課 程，我 們 是 透 過 科 學、科 技 和 數 學 教 育 學 習 領 域 推 動
STEM教 育。在 學 校 推 行 STEM教 育，旨 在 強 化 科 學、科 技 及 數 學 教 育，
以 培 育 具 備 不 同 知 識 和 能 力 水 平 的 相 關 多 元 人 才，從 而 提 升 香 港 的 國
際 競 爭 力 。 推 動 STEM教 育 與 學 生 學 習 相 關 的 目 標 包 括 ：


在 科 學、科 技 及 數 學 範 疇 讓 學 生 建 立 穩 固 的 知 識 基 礎 和 提 升 他 們
的 學 習 興 趣，以 助 他 們 日 後 在 有 關 範 疇 升 學 和 就 業，並 應 對 現 今
世界的轉變和所帶來的挑戰；以及



增 強 學 生 綜 合 和 應 用 知 識 與 技 能 的 能 力，培 養 他 們 的 創 造 力、協
作 和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以 及 促 進 發 展 二 十 一 世 紀 所 需 的 創 新 思 維
和開拓與創新精神。

透 過 綜 合 和 應 用 與 科 學、科 技 及 數 學 教 育 學 習 領 域 的 知 識 與 技 能，學
生 會 明 白 科 學、科 技 和 數 學 的 發 展 與 社 會 環 境 是 息 息 相 關，而 科 學 與
科技的進步可幫助改善現今世界人類的生活質素。
透過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來解決真實的問題和製作發明品所獲得
的 經 驗，有 助 學 生 發 展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積 極 的 態 度，對 學 生 的 全 人 發
展 至 為 重 要 。 這 些 學 習 經 歷 不 但 加 強 學 生 對 STEM範 疇 的 興 趣 ， 亦 能
裝 備 他 們 相 關 的 知 識、技 能 和 態 度，為 日 後 學 生 升 讀 相 關 範 疇 的 學 科
和就業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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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透過不同階段的學校教育，學生將獲得科學教育所需的知識、技能、價值觀和
態度。在小學、初中和高中的各個階段，科學教育的學習目標如下所述。
小學階段（學習階段一和二，小一至小六）的學習目標是：


顯示對科學的好奇心和興趣；



運用科學的知識和理解，解釋日常生活中一些常見的現象；



發展科學過程技能，以探索和探究簡單的科學問題，並提供解決方法；



將科學與科技學習經歷，與日常生活連繫起來；



養成在日常生活遇到跟科學與科技相關的安全問題時，能展現敏銳觸覺；
以及



對於尊重和愛護生物及環境，具有初步的認識。

初中階段（學習階段三，中一至中三）的學習目標是：


培養對科學的好奇心和興趣，並懂得欣賞自然和科技世界的奧妙；



掌握基本科學知識和概念，以在科學及科技的世界中生活並作出貢獻；



發展科學過程技能，以設定問題、策劃及設計探究實驗去找出解決方法、
進行實驗、分析和解釋所得結果，並作出報告；



應用科學知識、科學過程技能及相關共通能力，以解決一些日常生活的問
題；



運用基本的科學語言來表達意念；



認識科學、科技、社會和環境之間的關係，並培養出負責任公民的態度；



認識科學的貢獻和局限，以及科學知識不斷演進的特質；



運用科學知識的理解，保持個人健康，並養成面對日常生活中有關安全問
題時，具備敏銳的觸覺，理解背後原因，從而採取適當行動以避免意外和
減少風險；以及



顧及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作出明智的行為，讓環境可以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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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階段（學習階段四，中四至中六）的學習目標是：


持續培養對科學和對奧妙的自然和科技世界的興趣和好奇心；



理解所需的科學知識和科技發展，以便在科學與科技世界生活，並作出貢
獻；



建構和應用科學知識，並掌握科學過程技能；



綜合和應用科學及其他 STEM 相關範疇的知識與技能，發展開拓與創新
精神，以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運用科學方法進行科學探究，並以創新的辦法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利用科學語言交流意念，以及表達對科學／STEM 相關議題的意見；



根據科學證據作明智的判斷和決定，並能在安全事項上作出負責任的行動
預防危險；



理解及評估科學對社會、道德、經濟、環境和科技的影響，並培養負責任
公民的態度；



理解科學的本質及其含義和科學與科技的限制；以及



理解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並承諾採取負責任的行動，讓環境可以持續
發展。

學習目的
各學習階段不同學習範疇的學習目的，表列如下：

第一學習階段的學習目的（小一至小三）
科學探究
 顯示對探索環境的好奇心及興趣
 觀察日常生活的現象
 進行簡單的量度和分組
 記錄觀察結果及作出簡單陳述
 進行簡單科學探究
生命與生活
 顯示對生物和環境的愛心及關懷
 認識生物的可觀察特徵和需要
 認識生物的不同成長階段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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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一些身體部分及其功能
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意識到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欣賞有不同種類生物的存在

物料世界
 識別一些常見的物料，以及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
 以感觀識別常見物料的特性和變化
 利用常見物料設計及製作物品
 關注環境，並承諾日常生活行為需符合環保原則
能量與變化
 認識能量的來源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
 認識熱傳導及一些相關現象
 了解節約能源的需要
 描述家中及學校的能量使用情況
地球與太空
 認識及描述天空的基本變化規律及當中的物體
 識別天氣變化的一些特徵
 辨識晝夜的特徵，以及與人類生活模式的關係
科學、科技、社會與環境
 意識到科學與科技跟我們日常生活的活動有著緊密的連繫
 關注使用科學與科技時的安全問題
 培養對生物和環境的關懷態度
 認識對待生物及環境的正確方法

第二學習階段的學習目的（小四至小六）
科學探究
 顯示對探索科學和科技的好奇心及持續的興趣
 進行觀察、量度、記錄數據及報告結果
 討論觀察結果，並作出簡單解釋
 根據共同特性或特徵將物件分類
 設計及進行簡單的科學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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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與生活
 尊重及關懷所有生物，並顯示對瀕危物種的關注
 認識身體的主要器官和系統的功能
 意識到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變化
 對一些生物的生命週期有基本認識
 認識保持身體健康的方法
 認識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
 欣賞世界上的生物種類繁多
物料世界
 探索一些常見物料的物理性質及其在不同用途的適用性
 認識一些物料的用途及其對人類和環境的影響
 利用不同物料設計和製作模型
 分辨可逆轉和不易逆轉的變化
 明智地運用天然資源，並建立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
能量與變化
 認識與光、聲音、電力和物件運動有關的規律和現象
 認識能量轉換中所牽涉的不同能量形式
 在日常生活中善用及節約能源
 認識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同形式的能量時的安全措施
地球與太空
 認識到地球是滿足我們需要的寶貴資源
 識別和描述氣候與季節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我們生活
的影響
 說 明 一 些 在 地 球 上 可 觀 察 到，由 太 陽、地 球 及 月 亮 運 動 引 起
的自然現象
 欣賞宇宙的奧秘，以及太空探索對日常生活的貢獻
科學、科技、社會與環境
 認識科學與科技的進步在日常生活上的應用和影響
 欣賞一些對世界的科學及科技發展作出貢獻的重要人物
 關注環境及氣候的變化，並認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
 認識到學習科學及科技可增加我們對世界的了解，以及提
高我們的生活質素
 辨別有關個人健康與安全的議題，並在日常生活中採取合
適的行動以保障個人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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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習階段的學習目的（中一至中三）
科學探究
 辨識可用作科學探究的問題
 識別公平測試中的變量
 策劃、設計和進行科學探究
 正確地運用儀器，並採取所需的安全措施
 進行仔細的觀察及記錄數據
 運用多種表達方式報告從科學探究中獲得的結果
 分析數據，作出結論，並評估探究過程
生命與生活
 對研究生物的產生興趣，並尊重所有生物和環境
 欣賞生命的多樣性及了解分類系統的基本原則
 認識細胞是生命的基本單位
 對一些生命過程建立基本的理解
 認識與繁殖有關的過程，並了解新生命是如何誕生
 認 識 DNA 作 為 遺 傳 物 質 及 生 命 天 書
 了解保持身體健康的重要性及方法
 認識人類活動對環境及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物料世界
 認識不同物料的物理和化學特性
 認識不同物料根據其結構和特性可作的用途。
 了解保護天然資源的需要。
 認識一些化學反應變化及所涉及的物料。
能量與變化
 比較社會中可供特定用途的能源選擇
 辦識不同的能量轉換過程，以及影響這過程的因素
 辦識一連串相互作用中能量的轉換及其形式
 說出能量受體的可觀察變化與所轉換的能量值之間的關係
 認識因生產和消耗能源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認識節約能源的需要，並在日常生活中負上應有的責任
地球與太空
 認識地球上有用的礦物及其他天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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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於描述運動時，距離、速率和時間的意義和相互關係
 描述在地球上力對物體運動的影響
科學、科技、社會與環境
 了解科學與科技的發展及其對我們生活的貢獻
 認識人類活動對地球的環境、氣候和天然資源的影響
 為可持續發展，肩負責任保護環境
 認識科學與科技的貢獻和限制

第四學習階段的學習目標的（中四至中六）

科學探究
 策劃、設計和進行以多個可變量控制的科學探究
 於策劃和設計探究的過程中進行風險評估
 使用適當的設備與儀器進行仔細的觀察和準確的量度
 分析和理解數據，並為探究作出結論
 評估探究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並提出改進的建議
 撰寫一個完整的科學探究報告
生命與生活
 發展並保持對生物學的興趣，並尊重所有生物及環境
 了解進化和生物的多樣性
 認識生物的組織層次
 了解重要的生命過程
 了解遺傳學和生物科技的基本原理
 知道現今生物科技的發展及對社會帶來的潛在影響
 承擔對促進個人及社區健康的責任
 了解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以及人類活動對
環境及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物料世界





了解物料的用途與其結構和特性的關係。
了解不同類型物質的相互作用，以及物質與能量的關係
探究原料加工的過程和新物料的生產
從社會、經濟、環境和科技的角度評估物料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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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與變化
 描述有效轉換能量的系統
 解釋不同裝置的能量輸入和輸出的運作原理
 運用能量守恒及能源效益的概念於科學和簡單工程應用
上
 了解使用不同能源對環境和經濟的影響
 提出有助利用可再生能源及改善能源裝置效益的建議
地球與太空
 解釋一些有關天文學和航天科學的現象
 解釋環境中的自然變化，例如季節及天氣轉變、氣候變
化、地質變化及自然災害
 描述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例如天然資源的開探及環
境污染等，並提出保育措施
科學、科技、社會與環境
 掌 握 評 估 科 學 和 科 技 對 世 界 可 持 續 發 展 在 社 會、道 德、經
濟、環境和技術方面的影響的技巧
 根據科學證據作出明智的判斷和決定
 了解科學本質和社會發展的關係
 適當運用科學知識，並成為負責任的本地及全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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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共 通 能 力
共通能力是幫助學生學會學習的基本能力。針對二十一世紀的學校課程，以下
是九種學生需要掌握的共通能力：


協作能力



溝通能力



創造力



明辨性思考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數學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



自我學習能力 3



自我管理能力

3

建基於課程改革的實踐經驗、社會的不斷轉變及最新的研究結果，為了讓學生
更深入認識和綜合應用這些共通能力，上述九項共通能力按性質劃分成三組，
分別為基礎能力、思考能力、個人及社交能力：
表 2 九種共通能力的分組
基礎能力

思考能力

個人及社交能力

溝通能力

明辨性思考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數學能力

創造力

自我學習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

協作能力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提供有意義的內容，並透過合適的學與教活動和特定課題，
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及科學過程技能。學校應整體規劃科學相關的學與教活
動 ， 讓學生有效地應用及發展以上的共通能力╱能力組合。

3

在 《 學 會 學 習 ： 課 程 發 展 路 向 － 終 身 學 習 、 全 人 發 展 》（ 2 0 0 1 ），「 數 學 能 力 」 稱 為 「 運 算 能 力 」，
「 自 我 學 習 能 力 」 稱 為 「 研 習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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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及實驗活動，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動手」和「動腦」活動，發展研
習科學的相關技巧。教師應鼓勵學生提出問題、作出假設、策劃行動方案、預
測結果、進行實驗、分析結果、然後作出結論及建議改善的方法。這些經驗可
以讓學生發展思考能力以建立創新意念和解決問題，發展溝通能力以表達意
念 ， 以及應用相關概念的數學能力來處理與科學有關的問題。學生亦可以不
同的資訊科技平台及設備來進行探究活動，發展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不論是以學習領域╱學科為本或跨課程為本的科學專題研習，均可為學生提供
一個上佳的機會，讓他們從中感受到學習科學是生動有趣和富挑戰性的。專題
研習有助學生把科學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與日常生活經驗結合起來。在
學習過程中，學生需要為專題研習設定目標，從不同來源蒐集資料，分析和綜
合資料，亦要表達及展示自己的意念和研習結果。此外，他們亦需要綜合和應
用不同與 STEM 相關範疇的知識和技能。透過專題研習，學生可以發展協作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他們亦可從解決問題之中，培養明辨性思考能力和創造力。
其他共通能力，例如自我管理和自我學習能力等，也可以在這真實的情境中得
以發展。
學習科學時，小組討論、角色扮演和辯論等活動，為學生提供與別人交流、表
達個人意見及從不同角度交換觀點的機會。在研究和分析資料、組織和展示意
念，以及辯論和作出判斷等過程中，學生需展示他們對科學語言的掌握和對科
學概念的理解。他們亦需組織自己及動員他人，積極參與分組工作。通過閱讀、
討論和在具爭議的科學議題上進行角色扮演，學生可從社會及文化的情境中，
體會到科學知識的本質。在匯報的過程中，學生學習自我反思，接受別人的觀
點和客觀地給予別人意見。明辨性思考能力、協作能力、溝通能力等，都可在
這些學習過程孕育出來。
2.2.3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價值觀教育是學校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透過不同學習領域、德育及公
民教育、跨課程學習活動及全方位學習推行。課程發展議會於 2008 年提出的
德育及公民教育的課程架構，並列出七個首要培育的價值觀和態度項目，反映
在香港這個國際城市融合的中西文化和價值觀，對學生的全人發展和社會需要
是至為重要。七個首要項目分別為「堅毅」
、
「尊重別人」
、
「責任感」
、
「國民身
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和「關愛」。
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中，可透過相關的課題及適當的學與教活動推行價值觀教
育，以幫助學生應用及反思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或透過不同的情境，
促使學生從不同角度作出理性及客觀的理解和分析，並以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
的態度為指導性原則，作出判斷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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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中培育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最適宜連同科學過程技能和共通能力，透過有意
義的情境一併培育和發展。例如，透過科學的學與教及 STEM 相關的學習活
動，可以培育下列的價值觀和態度：


好奇心



明辨性反思



開放思想



尊重證據



對不確知的事物，願意採取容忍的態度



適當地衡量他人建議



對生物及其環境的尊重和關愛



承諾對環境進行可持續發展

兒童自小的天性就是對日常生活的各種現象充滿好奇，亦熱切地探索身邊的事
物。中學及小學的教師應維持學生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心，好讓他們渴望學習科
學，發展科學過程技能及察覺到科學與日常生活的連繫。教師應鼓勵學生策劃、
提出問題、探究和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藉著進行科學探究，滿足他們的好奇
心。
創新意念對科學及科技發展非常重要。具備創新意念而堅毅的人，十分享受發
現過程中的樂趣，也會從知識增長中獲得滿足感。科學教育旨在提倡科學素養，
並鼓勵透過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發揮創意。因此教師應協助學生明白把日
常生活中的現象與科學概念和應用加以連繫的重要性。學生也應透過處理別人
的相反意見時，學習自行反思。
在科學發展中，懷疑與開明態度同樣重要。一個新理論在發展的過程中，新證
據必須經過論證，或者需提出跟現有原理不一致的理據。新理論在受到廣泛接
受之前，需經過連串驗證及反證的過程。科學教育有助培養學生在開明態度與
懷疑之間取得平衡。
科學、科技及工程學的進步，跟我們的社會發展及環境息息相關。透過科學教
育，學生可以體會可持續發展對環境的重要性，並學習承擔保育環境的責任和
珍惜生物多樣性。同時，也可培養學生對所有生物抱持關愛的態度。
以上的價值觀和態度，可以透過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內相關的主題來培育，例如
有關環境保育、科學發明和探索的故事、古代和現今中國的科學和科技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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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在二十一世紀，善用資訊科技是加強及提升學與教效能的關鍵。教育局自
1998/99 學年起共推行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幫助學校逐步提升運用資訊
科技及電子學習資源，以促進及優化小學和中學的學與教。由於科學的獨特本
質，科學教育和資訊科技教育的關係特別密切。多年來，不少科學教師熱衷使
用資訊科技，並率先採用資訊科技的教學方法。他們掌握運用網上資源的知識
和技能，例如使用短片和模擬軟件，以促進學生對抽象概念的了解。他們亦會
使用資訊科技設備，例如使用數據收集儀進行實驗，以收集和記錄數據。一些
教師更會採用「反轉課堂」的策略，以便善用課堂時間，照顧學生的需要和興
趣，以及發展以學生為本的教學法，培育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4)是一個包含教師透過科技學習環境，實施有效教
學時需具備的知識的理論架構。這架構包括三個相關的知識元素：內容、教學
法和科技。教 師 需 要 明 白 這 三 種 知 識 元 素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才 能 有 效
融合科技於特定科學課題的教學法中。
2015 年開始推行的「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其中一項措施是為所有公營
學校加強無線網絡基建，將無線網絡覆蓋所有課室。建基於過往使用資訊科技
促進學習、教學和評估的成功經驗，學校現已準備好更廣泛地使用電子學習。
隨著市場上的電子教科書數目不斷上升，以及大量的電子學習資源（例如流動
應用程式），使用流動電腦裝置學習已變得可行和方便，不少學生可以隨時隨
地學習。因此，我們把資訊科技教育融入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架構中，以
強調釋放學生學習能力的重要性。在科學教育的情境中，有需要於課堂和課堂
以外進一步推行電子學習，以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和解決問題能力、以及創造
力和創意思維。在提倡資訊科技教育的同時，我們亦須培育學生成為具操守的
資訊科技使用者。為達致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教師須要掌握電子學習的技巧，
發展學生的資訊素養，以及有效運用資訊科技以推動促進科學學習的評估。
2.2.5 跨 課 程 語 文 學 習
讀寫能力是指能有效閱讀和寫作，以達成預期目標或成果，同時增進個人知識
和發展潛能。在學校層面，學生主要透過中國語文教育和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
域培養讀寫能力。除此之外，教師亦須在不同的學習領域中培養學生的讀寫能
力。透過不同學習領域，教師可以為學生提供情境，讓他們運用讀寫能力去建
構知識，促使他們成為終身學習者。
隨著資訊科技和社交媒體的急速發展，讀寫能力亦被加入新的含義。學生需要
4

www.tpac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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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新的讀寫技能以處理和創作多模式的文本，透過不同的形式（例如圖象、
動畫和聲音）傳達訊息。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提供真實的情境，讓學生應用讀寫能力。跨課程語文學習是
綜合語文學習和學科內容學習的一種學習取向，學生可通過中文或英文學習科
學，以全面和綜合的方式探索知識和發展語文技能。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教師
可集中幫助學生掌握如何準確運用語文（例如詞彙和語法）
，以及讓他們認識
文意連貫和措辭恰當的重要性。至於科學教師則在學與教過程中，著意使用相
應的語文方式表達學科內容，以促進學生中國語文或英國語文知識和能力的轉
移，同時提供機會讓學生運用相關的語文知識和能力完成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
作業或學習任務，展示他們對科學內容的理解。
科學教師可透過以下方式與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教師協作，推行跨課程語文學
習：


辨識學習切入點，訂立可行目標，擬訂教學計劃和進度，以促進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知識和讀寫能力的轉移；



發展可連繫學生學習經歷的學與教和評估的材料和活動；



就科學和中國語文╱英國語文科目共同擬訂一個主題，讓學生閱讀及討論
相關材料，並安排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或任務以拓寬他們的學習經歷；



讓學生多接觸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典型文類，例如程序記述；以及



教授學生有關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用語特色及修辭功能（例如：比較和對
比、解釋），以助他們完成科學的課業。

下表是一些可加強學生科學閱讀和寫作能力的示例：
策略／課業
閱讀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使用圖象組織法
分拆和重組科學意念和語文重點
閱讀科學新聞、雜誌、小說、偉大科學家故事等

寫作
(從 寫 作 中 學 習 )








撰寫實驗室安全規則
撰寫實驗步驟
描述觀察結果
詳盡解釋實驗結果
撰寫科學探究報告
撰寫科學故事、學習日誌等

表 3 促進學生讀寫能力的策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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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課程及學科組織
小學階段及中學階段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如下：

高中

生物

化學

物理

初中

科學科

小學

常識科
（包含科學學習元素）

科學科
模式 I：綜合科學
模式 II： 組合科學

2.3.1 小 學 階 段
在小學階段，經更新的小學常識科課程主要加入更多日常生活中與科學和科技
相關的學習內容（例如低碳生活、全球暖化）。同時，於科學探究（如公平測
試）當中加強基本科學過程技能，包括觀察、量度、分類與傳意，以強化小學
與初中的銜接。此外，課程亦增加應用科學和科技以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學與
教活動（如生活中的能源使用、簡單機械的用途等）。
2.3.2 初 中 階 段
更新的科學（中一至中三）課程繼續著重科學探究，內容分為核心與延展部分，
以照顧不同學生的能力和需要。這課程旨在讓學生在初中階段建立穩固的科學
基礎，著重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以及科學知識和相關的技能，包括「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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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能。主要更新重點包括：更新了課程內容，讓學生能緊貼著急速的科學及
科技發展；加入統一概念，以幫助學生理解不同科學學科之間的連繫和整體的
連貫性；加強學生的科學過程技能；以及增潤學與教活動。課程介紹的統一概
念包括系統和組織、證據和模型、變化和恆常、形態與功能。另一方面，更新
的課程亦有助學生更順利地銜接高中的科學學習。在制定第三學習階段的學校
科學課程時，學校可參考《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補充文件――科學（中
一至中三）》(2017)內的建議。
2.3.3 高 中 階 段
在高中階段，我們提供了一個具彈性而多樣化的科學課程，以配合具不同興趣
及能力性向的學生的需要。自 2009 年起推行的高中課程，提供四個科學選修
科目供學生選擇，分別是生物、化學、物理和科學科（模式 I：綜合科學；模
式 II：組合科學）
。這些科目是建基於初中的科學課程，學術要求同樣嚴謹。
這些選修科目旨在進一步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並為學生日後進修和就業做好
準備。這些選修科目課程具備科學教育課程架構相同的特質，同樣著重科學探
究和科學、科技、社會與環境的連繫。除了必修部分之外，每一個課程亦提供
選修部分以滿足學生的不同興趣及志向的需要。


對科學有相當濃厚興趣、並打算日後在科學或與 STEM 相關範疇進修或
工作的學生，可以修讀生物、化學和物理。



學生亦可修讀生物、化學或物理等專修科目中的一項，再以組合形式同時
修讀其餘兩個科目的部分內容，以獲取更全面的科學知識。三個可選讀的
組合如下：



-

生物 + 組合科學（物理、化學）

-

化學 + 組合科學（生物、物理）

-

物理 + 組合科學（化學、生物）

具多元興趣、而又希望只修讀科學教育學習領域中一個科目的學生，可以
修讀綜合科學課程。此課程採用一個跨學科的學與教方法，為學生提供一
個全面而又平衡各個科學範疇的學習經驗。

高中階段是學生進入高等教育或投身工作前的一個重要的學習階段。高中科學
教育課程提供的不同選修科目，目的是為學生建立穩固基礎，讓他們在離校後
可繼續在專上學院中修讀不同的學術、專業或職業教育課程，或投身與科學／
STEM 有關的不同職業和專業。因此，學校應提供足夠資料，以便學生了解不
同科學選修科目的性質，以及相關的發展機會，並鼓勵他們選擇當中最能符合
自己的興趣、能力性向及生涯意向的選修科目。校方也應提供適當的指引及支
援，例如有關高中選修科和生涯規劃的講座，以幫助學生作出明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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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本的生物、化學、物理、綜合科學和組合科學的課程及評估指引可於以
下教育局網址下載：
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edu/index.html
2.4

小學與初中階段的順利銜接
小學常識科課程讓學生掌握科學教育、科技教育與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三個
學習領域的基本知識和共通能力，以及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課程
中的科學學習元素，有助引起學生對探索日常生活中的科學現象的好奇心和興
趣。學生建立的基本科學基礎，將促進他們在中學階段學習科學。
科學（中一至中三）課程延續小學常識科的科學學習元素。課程目的是為了進
一步發展學生對科學的好奇心和興趣，以及他們的科學知識和科學過程技能。
為促進小學與中學階段的順利銜接，小學教師應教授所有小學常識科課程的相
關核心元素。教師亦應安排學習機會，讓學生發展科學過程技能、創造力、創
新思維和解決問題能力。
在設計小學常識科課程時，教師需確保不同學習階段之間的縱向連貫，讓學生
掌握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從而順利由一個學習階段進展至下一階段。

2.5

初中與高中階段的順利銜接
在中學規劃學校科學課程時，學校應以整體方向，全面考慮初中與高中階段之
間的銜接。學校應留意處理科學課程的縱向連貫和橫向連繫，以照顧具不同興
趣、能力及志向的學生的需要。請參閱本章 2.2.1 部分的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習
目標和目的，以及高中生物、化學、物理、綜合科學和組合科學的課程及評估
指引。
為確保初中至高中的順利銜接，教師應先完成科學（中一至中三）課程的核心
部分。除核心部分外，教師可以從延伸部分選取合適教材，以滿足學生的需要、
興趣和能力。如合適的話，教師可在學校科學課程加入一些增潤課題，以延伸
學生在不同科學範疇的學習經驗。除了教授知識外，亦應安排足夠的學習機會
以發展學生的技能，尤其是科學過程技能，以及培養學生對科學的正面價值觀
和積極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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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課程規劃

第三章
3.1

課程規劃

均衡的課程
科學教育在學生的全人發展上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所有學生都有接受科
學教育的權利，學校須提供合適的學習機會，發展學生的科學知識和技能，以
及綜合和應用不同範疇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有見及此，學校應整體規劃學校
課程，以確保能為廣闊而均衡的學校課程（包括科學教育）提供所需的資源，
例如：課時、人力及財政資源等。

3.2

中央課程及學校課程發展
本指引為小一至中六的科學教育課程訂立發展方向，並以一個開放靈活的架構，
勾畫出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中央課程，當中包括學習範疇、學習目標和目的，
以及主要的學習內容。學校應參考本指引內的建議，以確保學生獲得學習科學
的機會。本指引不應被視為所有學校與學生指定的劃一綱要。學校應參考中央
課程的架構，並充分考慮學校本身的情況，以制定本身的學校科學課程。
在發展學校科學課程時，學校應注意科學教育的宗旨，以及學生需要達致的學
習目標和目的。學校也應參考科學教育學習領域不同學習階段的相關科目課程
文件內的學與教和評估建議。可行的措施包括按照學生的學習需要，改變學習
內容和學習情境的選擇和教授次序，以及為學生提供選項和採用合適的學與教
和評估的策略。

3.2.1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整體課程發展
在規劃學校科學課程時，學校應考慮整體課程發展以確保課程的縱向連貫和橫
向連繫。一個在連貫和順利銜接各學習階段的科學課程，可以為學生建立穩固
的科學基礎，讓他們從一個學習階段順利進展至另一個學習階段。學校在訂定
科學課程的目標和計劃時，應考慮學生的興趣和能力，以及教師的專長。同時，
學校應按實際情況靈活運用課時和資源。為學生設計與科學或 STEM 相關的
學與教活動時，亦應注意相關的課程重點，並使用學校熟悉的「策劃—推行—
評估」自評機制。
所有科學教師都應參與學校科學課程的發展。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主任或科
主任在協調上述發展過程中，可以發揮領導的作用，而其他科學教師在策劃、
推行和評估各級科學課程方面亦應參與。在規劃和組織跨學習領域的活動時，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教師應與相關學習領域的教師協作。實驗室技術員也可為
科學的學與教及與 STEM 相關的學習活動提供支援。教師和實驗室技術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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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參與，可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內和跨學習領域間建立良好的協作文化。
STEM 相關科目教師之間的緊密協作能進一步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產生協同
效應，並帶給學生最大的裨益。
圖 3.1 展示如何考慮各種主要因素，從而作出課程決策，發展出一個有助學生
學習的學校科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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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整體課程發展

科學教育的
課程重點
課程文件：






教育趨勢
學校的願景和使命
學校的校情
學生的興趣和能力，以及教師的
專長

基礎教育
課程指引

資源和支援
學與教資源

中學教育
課程指引
科學教育學習
領域課程指引
小學常識科
課程指引

社區資源
整體課程發展
策劃―推行―評估
教師間的協作

科學教育學習領
域課程指引補充
文件―科學（中
一至中三）
高中科學課不同
選修科目的課程
及評估指引

學校設施
和支援
研究與
發展計劃
學校領導和教師
的專業發展

縱向連繫和橫向連貫的
學校科學課程

不同學習階段的順利銜接

學生穩固的科學基礎
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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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小學階段
小學常識課程在不同範疇中包含了科學的學習元素。建議的小學常識課程內容
由核心部分和延展部分組成。核心部分包含了常識課程的基本元素，以幫助學
生掌握基礎的知識、技能和態度。核心部分佔整個課程的課時約 80％，而延
展部分則佔餘下的 20％。延展部分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幫助學生更深入
學習核心部分的一些主題。（詳情請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2014)）。
3.2.3 初中階段
中一至中三的科學課程包括核心和延展部分。核心部分涵蓋所有學生應學習的
基礎科學知識和技能，並培養他們的科學素養。學生可集中學習核心部分，以
較充裕的時間去理解基本的科學概念和技能。而延展部分則涵蓋更廣闊或更深
入的科學知識。部分課題對學生的要求比較高，較適合有意進一步修讀高中科
學課程的學生學習。教師應注意不同學校和不同班別的學生，於延展部分個別
課題內所達至的水平是可以存在差異的。教師可因應學生的需要和能力，彈性
選取來自延展部分的課題，從而提供更多的挑戰予能力較高或對科學有濃厚興
趣的學生，以充分發揮他們的潛能。
3.2.4 高中階段
高中科學課程是建基於初中階段發展的知識基礎之上。各學科的課程設計已務
求於廣度和深度之間、科學理論和應用之間、以及核心和延展學習之間取得平
衡。除了必修部分外，選修部分可以延伸學生獲得的知識和技能，並配合學生
的不同的需要和興趣。於某些科目，必修部分也分為核心和延展部分，以照顧
學生的多樣性。選修部分主要用於延伸學生從必修部分獲得的知識和技能。每
個高中科學科目課程皆著重發展科學探究，因此建議教師預留充足課時讓學生
進行科學探究的學習活動。
為照顧學生的需要和志向，學校應該根據校情，為高中學生提供不同的科學選
修科目。同時也應考慮提供不同的科目組合讓學生選擇。
為進行有效的整體課程規劃，學校應採取措施讓學生建立穩固的科學基礎，以
便他們從一個學習階段順利地銜接至另一個學習階段。學校可跟據科學教育學
習領域的課程重點，發展學校的科學課程，例如加強學生的科學過程技能、推
動 STEM 教育、採用電子學習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科學等。學校在規劃學與
教的活動時，亦應考慮評估策略、資源和支援、跨學習領域的協作和教師的專
業發展等，這些都是推行學校科學課程的關鍵因素。學校為學生或教師組織活
動時，應按個別學校的情況及其發展重點的優先次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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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1.

教師如何提高小學生對學習科學的興趣，以及有效地建立他們的科學知
識和發展他們的科學過程技能？

考慮重點


為培養學生的好奇心和引起他們學習科學的興趣，教師應該把學生的學
習經驗與日常生活連繋。提高學生對自然和人類世界的關注，並激發他
們觀察周圍環境的興趣，繼而提出問題和理解一些簡單的自然現象。



讓學生參與一些包含不同的科學過程，如觀察、探索、辨識和分類等的
活動，對發展學生的科學和科技的知識與技能是很重要的。適當時，教
師也可以提供一些學習機會，讓學生認識到數學在科學和科技上的角色
和重要性。



真實的情境可以讓學生更有效地學習。教師應鼓勵學生參與課堂以外的
全方位學習活動，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2.

教師適合向初中學生教授高中科學課程的內容嗎？

3.

科學（中一至中三）課程對高中階段的學習有何重要？

考慮重點


學習科學（中一至中三）的核心部分是每一個初中學生應有的權利。在
初中階段，核心部分可幫助學生建立穩固的科學基礎。學校必須在科學
教育學習領域的建議課時內，讓學生完成科學課程的核心部分。學校可
以因應學生的需要、興趣和能力，提供額外有關科學或 STEM 範疇的學
習元素，以豐富學生的學習。



學校在規劃初中課程時，加入延展學習材料，必須考慮學生的年齡和他
們的認知發展。學校的初中科學課程的廣度和深度應配合學生的一般能
力。教師如欲向初中學生教授高中科學課程內容時，應小心處理，以避
免削弱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和動機。



科學（中一至中三）課程的學習有助學生建立一個穩固的科學基礎，包
括學科的知識和技能、共通能力，以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穩
固的科學基礎將有助他們順利地銜接至高中的科學選修科目。此外，學
生亦需要在初中階段發展跨學科的知識和技能。不論學生將來選修甚麼
科目，穩固的科學知識基礎能幫助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以及發
展他們對科學的興趣，為將來的進修和職業發展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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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跨學習領域的協作及與通識教育科的連繫

3.3.1 透過科學、科技和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的協作，加強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
的能力
科學、科技和數學教育學習領域在推動 STEM 教育方面擔當重要角色。學校
可透過以下安排，增強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以及培養他們的正
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為學生營造一個有利環境，提供充足機會，讓他們在學習過程中綜合和
應用不同學科的知識與技能；
於整體課程規劃時，適當地考慮為學生提供綜合和應用不同學科知識與
技能的學習情境；
運用各種以學習領域為本及跨學科的學習活動（例如專題研習、問題為
本學習和數學建模等），提供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有意義情境，讓學生解
決問題。當中可以包括科學探究、設計與製作的活動等，有助學生發展
綜合和應用不同學科知識與技能；
鼓勵和支持學生參與由本地或海外組織舉辦與 STEM 相關的比賽和其他
富趣味性的學習活動，包括本地博物館和專業團體定期舉辦的活動；以
及
在學校層面推動教師協作，共同規劃和舉辦跨學科的學習活動。

3.3.2 與通識教育科之連繋
學生於初中階段所建立的穩固科學基礎，不僅提高他們的科學素養，幫助他們
於這個科學和科技世界中成為負責任的公民，還可以幫助他們於高中階段學習
不同的科學選修科目，以及通識教育科（LS）的核心課題。
初中階段的科學學習是學校課程的一個重要部分。學生擁有穩固的科學基礎，
才能夠綜合科學概念和其他學習領域╱學科的知識，以及把不同學科的學習經
驗互相連繋。這有助培養學生作多角度思考，促進他們於高中階段修讀通識教
育科。學生所發展的科學思維模式，將有助學生從社會、環境和倫理的角度，
理智地評論與科學、科技和工程相關的議題。學生還可以學會以創新意念解決
問題，並根據證據作出明智的判斷。因此，科學（中一至中三）課程在幫助學
生建立跨學科知識方面，至為重要，有助他們過渡至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的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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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與其他學習領域的連繫
在規劃學校科學課程時，教師應幫助學生連繫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和 STEM 相
關學習領域或其他學習領域╱學科的學習經驗。學校亦可安排跨課程的活動，
以加強科學學習的成效。下表列舉了一些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與其他學習領域協
作，以促進學生學習的例子：
表 4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與其他學習領域的連繫
學習領域

例子

中國語文教育和英 
國語文教育



個人、社會及人文 
教育


3.4

推動跨課程的閱讀計劃，例如安排學生閱讀科幻
小說、有關科學發現和科學家的故事，以培養學
生對科學及 STEM 相關範疇的興趣
讓學生參與以科學和科技為主題的戲劇和辯論等
活動
設計有關科學和科技發展的寫作活動，例如寫作
文章、評論和廣告
讓學生參與進行跨學科的研習活動，例如健康教
育、性教育和環境教育、以及德育及公民教育相
關的活動
從社會、環境、經濟和道德的角度，與學生討論
有關科學、科技和工程的議題，以及開拓與創新
精神對日後在 STEM 相關領域進修和就業的重要
性

藝術教育



提供機會讓學生欣賞大自然及自然現象的美，以
及人造工程產品的美

體育



鼓勵學生參與跨學科的活動，例如與運動科學相
關的活動，以及如何利用科學知識和科技以改善
運動表現的相關活動

推廣價值觀教育
價值觀教育是學校課程的主要部分，對學生的全人發展非常重要，價值觀教育
通常是透過德育及公民教育、跨學科和全方位學習活動推行。學校應按照學校
的使命和校情，為學生規劃並加強價值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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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和其他學習領域一樣，均可幫助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
極的態度。價值觀教育可以透過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內各範疇中的不同主題和學
與教活動，加深學生對首要的價值觀和態度的理解，以及培育學生其他的價值
觀和態度。當學生需要對科學相關議題作出明智的判斷時，教師應引導學生於
不同的情況下應用和反思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各種學習活動，例如議
題為本學習，可以提供情境，讓學生通過解決一些真實問題，以建立正面的價
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學校應定期就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內有關的價值觀教育的學習元素，與其他學習
領域、全方位學習、其他學習經歷（只限高中學生）、德育及公民教育和校風
等學習元素一起作出檢視。並將這些學習元素與學校課程整套價值觀和態度的
學習重點（詳情參閱中學教育課程指引第二冊附錄 2）進行配對。在發展學校
科學課程時，學校應考慮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習目的，以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
極的態度。教師進行整體課程規劃時，應把價值觀教育的學習元素融入課堂內
外的學習活動中，以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3.5

加強電子學習和資訊素養
資訊素養(IL)是指具備有效使用資訊的能力和在使用態度上合乎道德操守。資
訊素養旨在發展學生的能力以(i)辨識對資訊的需求；(ii)找出、評鑑、選取、整
理和表達資訊；(iii)創建新的意念；(iv)應對資訊世界的變化；和(v)合乎道德地
使用資訊及避免作出如網絡欺凌和侵犯知識產權等不道德行為。專題硏習和電
子學習等活動，能提供機會讓學生發展與應用資訊素養。
學習科學常常涉及資訊素養，因此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在發展學生的資訊素養方
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在進行科學探究和與 STEM 相關的專題研習時，需
要收集資料、組織、分析、詮釋和報告，這都涉及與資訊素養相關的重要技能。
在小學常識科和中學的科學科目加入資訊素養，可提升學生應用科學知識和技
能的能力，增強學習科學的效益，並幫助他們成為現今社會明智和有責任感的
公民。學生也應該發展自己成為合乎道德的 IT 使用者。
隨著 2015 年展開的「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所有公營學校都配備流動電
腦裝置，並裝設無線網絡覆蓋所有課室。同時，學校亦擁有不少電子資源，以
促進不同學習領域╱科目在不同學習階段的學與教和評估。不少科學教師亦熱
衷採用資訊科技，例如提供機會讓學生使用電子設備，如運用數據收集儀器於
實驗中收集和記錄數據，以及於校園和實地考察時使用流動電腦裝置進行學習
活動。「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推行，加強了學校無線網絡的基建，教
師與學生可以方便地連接互聯網，以獲取不同的電子資源，包括電子課本和電
子評估工具。教師可以輕易地把現實生活的議題融入學校科學課程內，以促進
深層學習活動的設計及提供有意義和真實的科學學習經驗。學校應進一步加強
科學教師運用電子學習策略，以釋放和發揮學生的學習潛能。科學教師應更廣
44

泛地探索和使用電子學習的教學法，並有效地使用電子評估方法以促進學生學
習。
在整體規劃和實施科學課程時，學校應運用電子學習策略，以推動學生自主學
習、發展學生的資訊素養、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和推動促進學習的評估。同時，
亦需要審慎考慮電子學習的相關問題，例如 IT 設備的狀況、相關的電子學習
資源、教師採用的教學法、教師的專業發展和現行的評估活動等。學校應適當
安排科學課程的電子學習活動，以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習慣、協作學習的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創造力和計算思維等。在著重電子學習相關的知識和技能的同
時，亦應加強培育學生使用 IT 的價值觀和態度，尤其需合乎道德地使用 IT。
因此，在規劃和推行電子學習活動時，應適當地融入資訊素養的元素。
3.6

學習時間的規劃
學校在規劃小學常識科課程，以及初中和高中階段不同的科學科目的課時分配
時，應參考《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14)和《中學教育課程指引
(中一至中六)》(2017)。
建議課時的總結如下：


在小學階段，小一至小六（第一至第二學習階段）的每個學習階段，學校
可分配總課時的 12% - 15%給小學常識科



在初中階段，學校可於第三個學習階段的三年內，分配總課時的 10% - 15%
給科學（中一至中三）



在高中階段，學校可於第四個學習階段的三年內分配總課時的 10% - 15%
給每個科學選修科目

於每個學習階段內，只要總課時的分配在建議範圍之內，學校可調整不同級別
的課時分配百分比。
學校應留意，在小學階段和初中階段已預留的彈性時間分別為總課時的 19%
和 8%。學校可靈活使用彈性時間，進行跨課程學習活動，例如有關價值觀教
育的學習活動，以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在高中階段，「其他學習經歷」佔總
總課時的 10 - 15%。學校應適當考慮整體規劃和協調不同的學習領域和科目，
彈性運用校內和校外時間安排「其他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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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學與教

第四章

學與教

學與教是互動的過程，當中涉及學習者、教師、學習情境和學習環境之間複雜而多變
的關係。教師倘若對科學課程的宗旨、學習目標和目的，以及對學生如何學習有充分
的理解，便可為其學生提供有趣和有效的學習經歷。本章討論不同的教學方法，並強
調採用適當的學與教策略的重要性，安排有意義的家課，以支援和加強科學的學與
教，以及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本章亦就更新的四個關鍵項目、與 STEM 相關的活動
和全方位學習活動等提出建議，以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和推動學校課程持續更新的
主要更新重點。
學校可以參考《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2014）中的第四章，以及《高中
課程指引》（2016）中的第三章，以取得更多關於學與教的意念。
4.1

主導原則
科學的學與教，應該建基於過去十年教育改革為改進教學法和評估方法的基礎
之上。為配合培養學生成為自主和終身學習者的願景，科學教師有必要幫助學
生建立深層學習的能力，以發展獲取、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來解決真實或現
實生活中的問題的能力。
在學習路途上，學生可能會以強記的方式學習特定的內容，先行掌握一些基礎
的知識。然後，學生會主動地和有目的地在真實情境中發展各種能力，例如學
習、創造、連繫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因此，科學教師必須採用各種教學
法，以幫助學生達至深層學習和自我承擔學習責任。教師亦應提供各種學習經
驗，讓學生與他人合作，建構自己的理解，規劃和管理自已的學習，以及作出
選擇和決定。當學生投入這些類型的學習活動時，他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新獲
得的知識與技能，並且加強個人對學習的承擔。
很多科學、科技和工程的發展都是跨學科的。因此，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透
過推動 STEM 教育以助學生在科學、科技和數學上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是至
為重要。在科學的學與教當中，教師可以加入一些科技、工程和數學的學習元
素，讓學生發展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4.1.1 科學科教師的角色
為幫助二十一世紀的學習者營造一個生動和具吸引力的學習環境，科學科教師
需要擔當多重角色，以激勵、促進和啟發學生在不同的學習情境中學習，照顧
他們不同的學習需要，從而達到所定的學習目標。下表列出教師或需擔當的不
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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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科學教師的角色
教師的角色

行動（例子）

知識傳授者

講課、提供和展示資料

促進者

與學生一起討論，在學習過程中提供指導

資源提供者

就資料來源提出建議，建立學習網絡

輔導者

就學習方法和途徑提供建議

評估者

指出學生的強項與弱點以規劃下階段的學習

領袖

引領學生主動學習

共同學習者

與學生一起學習

除清楚了解科學教育課程的宗旨、學習目標和目的外，教師應根據學生需要學
習的課題或技能，以及興趣和能力，採用不同的學與教策略。教師也應該考慮
學生的能力、學習風格、興趣和已有知識，以及可用的資源和課時，訂定預期
的學習成果。

在實踐過程中，科學教師可能需要同時扮演多個角色。例如，在專題研習或科
學探究的過程中，科學教師可能需要作為資源提供者，提供參考資料和界定專
題研習或探究範圍。他們也可能需要擔任促進者和輔導員的角色，尤其是當學
生遇到困難的時候。由於很多專題研習或探究學習的成果都是開放的，教師可
能需要成為學生的共同學習者，尊重學生的不同意見，並清楚學生正在研究的
特定科學範圍的最新發展。

自主學習既是學習的目標，也是一個學習過程，讓學習者作好準備並有能力去
計劃、管理和改善自己的學習。教師應給予學生機會去訂立自己的學習目標，
以及計劃、監察和管理自己的學習，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更深入地了
解科學知識和技能。教師應鼓勵學生為自己選擇合適的學習活動；為自己訂立
目標；參與計劃學習過程；進行反思和檢討自己的學習經歷；以及在有需要時
向他人尋求協助。

科學科教師有責任為所有科學學習活動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為學生安排實驗
活動時，教師應提供足夠的指導，以確保學生遵守安全措施。就學生實驗、教
師示範和戶外活動等具有潛在危害的活動，教師均須要進行風險評估。在課堂
進行創新的實驗前，教師應在實驗室技術員的協助下先行進行測試，以辨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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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潛在的風險。有關小學和中學安全管理的詳細資料，教師可以參考《小學常
識科安全小錦囊》（2011）5及《科學實驗室安全手冊》（2013）6。

4.1.2 學生的角色
身處於急速轉變的世界和資訊發達的環境中，學生需要建立自主學習和終身學
習的能力，讓他們具備不斷增長的學習能力，以理解新的資訊，建構知識，與
他人合作，以及了解自己的潛能。
自主學習者可以透過發展學習夥伴關係，與同儕和教師進行協作和探索等具有
深度和有意義的學習活動，優化和拓寬他們的學習。學習是一個互動的活動，
而知識建構是一個社會過程。學習夥伴關係能夠促進學生的學習，當中學生可
以擔當較活躍的角色，啟發其他夥伴一起學習，大家分工合作和分享意念，給
予回饋，以及一起探索不同的學習方式，以達成共同的學習目標。
在學習夥伴關係中，學生可以根據他們的能力和學習方式，在學習夥伴關係中
擔當不同的角色。擁有良好人際關係及協作技巧的學生可以擔當較主要的角色，
帶領小組討論；明辨性思考能力較為強的學生，可以肩負核實一些資料的準確
性和制定論點。作為經驗豐富的學習者，教師可以在有需要時提供支援及指導，
讓學習夥伴關係得以茁壯鞏固。透過夥伴關係中更多的互動，每個學習者可以
學會欣賞、評論、及重視別人的觀點，對自己的學習更為投入和主動，並一起
共同建構知識。
學習科學也涉及探究研習。需要探究的問題，可以來自教師或學生。教師應容
許學生自行修訂問題，並為解決問題的過程作出決定，讓這探究活動成為學生
自己的任務。學生能從中學習如何檢討自己的進度、思考他們所學到的東西、
以及決定下一步想要研習的知識。透過探究研習，學生可以學會如何管理自己
的學習進度，並在學習上建立責任感。
4.2

學與教的取向
基於學生的不同需要和在不同學習情境下的特定目標，教師應充分理解不同的
教學取向，以設計和提供有意義的學習經歷。一般來說，教學取向可根據以下
三個學與教的觀點分類：把學習視為「直接傳授的成果」
、
「探究」和「共同建
構」。從這些學與教的觀點衍生出來的教學取向並非互不相容。不同的教學取
向，可以適用於學與教過程裡的不同部分。例如，在生物課中，就一個跟香港
預防疾病有關的探究研習活動，教師可先採用直接傳授的方式，介紹議題的背
景和相關的主要詞彙。在這探究研習的過程中，教師可鼓勵學生參與協作的課

5

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gsprimary/gs_safety_2010_final.pdf
6
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laboratory/safety/SafetyHandbook2013_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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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以找出預防疾病的方法，並檢視這些方法的可行性。選擇教學取向的主要
原則，是「目標的適切性」
。以上提及的取向可跟其他取向互相補足， 沒有單
一的教學取向是適用於所有學習目標和能夠照顧所有學生的不同需要。
直接傳授
這個取向著重明確地教授科學科目的知識和技能，由教師向學生講解新的概念
和展示新的技能。運用模型和邊想邊說都是學與教過程中的重要元素。教師會
提出問題及檢視學生的理解程度，並把重要的概念加以連繫，同時向學生展示
當中的思考過程，學生可以學習將相同的思考策略應用在其他性質相似的題目
和問題上。
一般來說，在科學的學與教中，直接傳授包括以下的主要階段：
表 6 直接傳授的階段
階段

目的

1. 介紹學習目標和預期的學習成果


在課堂開始時，教師跟學生  讓學生清晰明白學習目標，以及了
分享學習目標和預期的學習
解預期的學習成果
成果

2. 教師講授和示範，並輔以提問以
檢視學生的理解程度


在教授過程中，教師循序漸  利用多種科學學習活動和資源材
進地講授科學概念或科學過
料，向學生解說及進行示範。例如，
程技能，由講授開始（例如：
教師可強調短片中某些部分以說明
輔以合適的短片或其他資源
主要的概念。
材料的講學），進而由教師  向學生展示思考過程，讓他們觀察
示範，以及檢視學生的理解
和練習有關的策略。
程度。有需要時，重複教授
個別概念或技巧。

3. 指導練習




進行學習活動時，教師指導  觀察學生學習，並提供即時回饋。
學生，以說明如何應用科學
若部分學生未能掌握課業所要求的
知識和技能來完成指定課
知識和技能，教師可即時給予提示、
業。
提供協助、澄清謬誤或作進一步解
說。
例如： 在學生進行實驗或解
決科學問題時，教師可提供
適當的指導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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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目的

4. 透過單獨練習應用所學的知識


在課堂完結時，教師重申和  提供不同但相關的情境，讓學生應
釐清主要概念，並給予學生
用知識和技能以鞏固學習。
習作，以應用和鞏固所學的
知識。

探究學習
探究式學習強調發展學生的思維技能，透過向學生提出富挑戰性的問題，讓學
生進行探究、討論、反思和作出連繫。在科學課堂中，學生可以通過科學探究
發展他們對日常生活中所見的現象或問題的理解。探究過程需要識別問題、設
定問題、提出和測試假說、計劃探究程序、收集和分析數據、以及作出結論。
科學學習活動中的探究過程包括以下的步驟：
1. 發問－就日常生活的現象、議題或問題提出問題；
2. 假說－提出假說；
3. 實驗或調查－設計和進行實驗或調查、收集、整理並分析相關資料和實
驗結果；
4. 結論－根據探究結果作出結論；以及
5. 反思－檢視和反思探究過程，並提出其他方法作進一步研究。
在探究過程的任何步驟中，學生若未完全準備好應付往後的任務時，可返回先
前一步繼續研究。

共同建構
當學生與教師、朋輩，以及更大的社群以學習夥伴關係進行協作，他們便能透
過共同建構產生知識、意義和理解。這種學習觀念仿照一般在科學社群或其他
專業範疇中研究和成人學習的情況。在探索一個特定議題時，學習社群的成員
會各自帶來自己已有的知識、學習經歷，以及不同的觀點。
有助共同建構的學習活動或課業，通常是開放和真實的。在這個共同學習的過
程中，教師與學生分別扮演著促進者和被賦權的學習者的角色。為促進協作和
討論，教師會創造一個充滿支持和具啟發性的學習環境，讓學生積極參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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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的討論。教師不需要決定學生學習特定的知識或材料，而是透過引導學
生整個思考過程，協助學生篩選和分辨相關的資訊和資源。
4.3

有效的學與教策略
為了要提升學習科學的效能，並讓學生覺得科學有趣、切身和重要，教師可以
採用例如實驗、探究活動、討論、角色扮演、辯論、情境為本學習、問題為本
學習和專題研習等學與教策略。在選擇學與教策略時，教師應該留意課程、教
學法及和評估之間達到一致的重要性，並注意以下的要點：


如何建基於學生的既有知識和過往經驗；



個別課堂或一系列的課堂是否能在廣度和深度方面充分涵蓋課程中列出
需要學習的內容；以及



應採用哪些特定的學習、教學和評估策略，以促進、監察、提供有關學習
的佐證及改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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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是一些適用於科學的學與教策略和活動示例，可供教師參考：
(a) 實驗活動
科學科目是實驗學科。親身參與實驗活動尋找答案，對學生建立個人科學
經驗是相當重要的。學生應明白進行實驗、觀察和量度時，處事小心和力
求準確的重要性。實驗活動應盡可能和學習科學原理結合，好讓學生可以
把所學的科學意念和概念與實驗結果連繫。開始時，教師應該為學生提供
充足的指導和支援，例如提供實驗步驟指引和數據表。當學生累積了足夠
的實驗知識和技能，教師便可相應減少給予的指導和支援。
示例

常識科（小一至小六）
可以就「光與影子」的課題安排實驗活動，讓學生探索光源的位置和影子的形狀
及大小的關係。學生可以小組形式進行實驗，改變光源位置下，觀察物件的影子。
學生亦可記錄光源在不同的高度和角度時，物件影子的大小和形狀。進行探究時，
學生需要運用觀察、量度、記錄等科學過程技能。此外，也可進行一些延伸活動，
例如讓學生在課堂以外觀察樹木、房屋和汽車等不同物件在陽光底下所產生的影
子，或讓學生記錄在早上、正午和黃昏時，太陽在天空的不同位置，以及隊友所
產生的影子的形狀和大小。透過這些活動，便可加深學生對光源的位置和所產生
影子的關係的理解。

生物科（中四至中六）
可以就「消化和吸收」的課題安排一項實驗活動，利用透析管模擬消化道的消化
和吸收過程，讓學生有機會運用實驗操作及進行食物測試等實驗技巧，並提升他
們對消化道內的消化和吸收過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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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科學探究
科學探究涉及觀察現象、提出問題和假說、設計並進行探究，以及解釋結
果。探究活動並不單為了驗證事物，更可以讓學生理解科學過程，包括如
何釐清問題、設計實驗、記錄和解釋數據，以及如何將獲得的知識傳遞開
去。
安排探究活動時，教師應該運用專業判斷，為學生安排合適的探究工作。
對於低年級學生，或者是能力稍遜的學生，可以為他們安排一些問題較為
清晰的簡單探究活動；對於高年級或是能力較高的學生，則可讓他們處理
一些較複雜和難以界定的問題。最好讓學生進行不同類型的探究活動。透
過這些探究活動，學生便可由進行「食譜式」的實驗進展至由自己提出問
題和尋找答案的開放式探究。除了科學過程技能外，小組探究活動更可以
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例如溝通能力、數學能力、資訊科技能力、協作能
力、創造力、明辨性思考和解決問題能力。
示例

物理科（中四至中六）
在教授「熱轉移過程」時，可以舉辦一個名為「太陽灶比賽」的探究活動。學生需
應用有關傳導、對流和輻射的知識，加上在以往課題中所掌握的技能，設計及進行
一個有關太陽灶能量轉移的小型探究活動。學生可以探討不同物料與設計對灶內溫
度提升速率的影響。開始時，學生需要分組討論，並草擬初步計劃。之後他們可以
分組製作自己的太陽灶，並量度在陽光照射下灶內的溫度。此外，可要求學生討論
及挑選適當的儀器來量度溫度。更可要求學生進行深入的探究，計算太陽灶的額定
功率，以及找出它與文獻中所載的太陽常數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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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問題為本學習
問題為本學習是一個以問題為核心的教學方法，多用於專業課程內，參與
者需要解答在工作中會遇到的真實問題，而越來多越多的學科都採用這種
方法。當中涉及的開放式問題大都建基於真實的處境，沒有既定答案且難
以界定，也沒有快速和簡易的解決方法。過程中，學生可以獲得新知識和
技能，並結合先前所學到的知識來解決問題。學生需要了解和界定問題、
找出解決問題所需的知識、想出其他可行的方法；找出和測試解決的方案，
並加以驗證。教師應按照學生的能力，擬訂不同複雜程度的問題，並以提
示或啟發思考的問題加以引導。因此，教師需要擔當促進者、資源提供者
和觀察者的角色。透過積極參與學習過程，學生可以提升學習動機，並對
自己的學習負責任。
除了促使學生深入了解課題外，問題為本學習還鼓勵他們作出明辨性和創
造性思考，並在與科學相關的情境下一起解決問題。過程中，學生亦可增
強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

示例

化學科（中四至中六）
假設學生是在一間咖啡公司工作的化學家。公司計劃推出全球首創的自熱咖啡罐。
學生需要設計一個罐，可在 3 分鐘內把盛載於罐內的咖啡加熱至 60oC，並能保溫 30
分鐘。這個罐需要方便攜帶和容易使用，而其盛載著的咖啡可直接飲用。教師可提
出下列問題幫助學生進行分析：

這個罐可盛載多少容量的咖啡？

需要多少熱能來把咖啡加熱至指定溫度？

有哪些化學品起反應可以提供穩定的熱能？

每種化學品需要用多少分量？

產品是否可讓客戶安全使用？
學生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例如在實驗室或虛擬環境中測試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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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情境為本學習
建基於學生已有知識的學習是至為有效。採用現實生活中的事物作教材，
不但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還可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情境為本學習
強調科學與學生日常生活的關係，讓他們了解科學、科技、社會和環境的
連繫。當學生有效掌握一些基本概念後，便可在其他情境中應用這些概念、
知識和技能。
示例

物理科（中四至中六）
現代汽車備有碰撞時容易皺摺的撞擊緩衝區。當發生交通意外時，能發揮保護乘
客的作用。這個活動要求學生為一輛玩具車設計和製造一個撞擊緩衝區，並利用
數據收集儀測試有關的設計。教師應鼓勵學生自行選擇製造物料及設計測試方
法。「情境物理」網站(http://www.hk-phy.org/contextual/)可為學生提供有用資料，
幫助他們有效地進行這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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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小組討論／角色扮演／辯論
小組討論、角式扮演及辯論可以讓學生之間產生互動，發表意見並交流見
解。這些活動都是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學習過程，以及發展他們的共通能力，
例如協作、溝通、明辨性思考和解問題能力的有效方法。在這些學習活動
中，學生需要搜尋及分析資料、以清晰和有邏輯的方法組織和展示出來，
討論及作出判斷。
一些具爭議性的議題，是十分適合透過小組討論和辯論來學習。進行上述
活動時，教師需要提供有關個案的一些背景資料，並給予學生單獨思考的
時間。然後進行小組討論，讓學生交流觀點。過程中，教師扮演促進者的
角色，鼓勵學生與組員互動，引導他們循正確的方向進行探討，並適時就
他們的表現給予回饋。對於一些有關環境和道德倫理的議題，教師可提供
有意義的情境，讓學生透過角色扮演探索不同的觀點，並擴闊他們對相關
課題的視野。
示例

科學科（中一至中三）


辯論應否使用核能。

生物科（中四至中六）



辯論都巿化、工業化及保育之間的困局。
辯論與基因改造食物、動植物克隆技術、人類基因組計劃、基因治療和幹
細胞治療相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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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搜尋與展示資料
在現今資訊年代，學生可以從不同途徑，例如書本、報章、雜誌、科學刊
物、數碼媒體和互聯網接收許多資訊。因此，資訊素養對學生是十分重要
的，掌握資訊素養，學生可以整理、分析和展示資料，從中獲取知識，以
及作出明智的判斷。在進行小組討論、問題為本學習和專題研習等活動時，
教師應鼓勵學生進行資料搜集。最好讓學生得到多些處理資訊的經歷，學
習如何處理一些不同處境的資料，尤其是那些來源不明、不完整且含糊的
資料。有時候，學生往往會因面對大量的資料而感到無所適從。因此，教
師應該指導他們，讓他們學會如何按照自己的需要來篩選有關資料，並合
乎道德得地加以運用。

示例

常識科（小四至小六）
脊椎動物可以按照身體特徵分成五大類：魚類、兩棲類、爬行類、鳥類和哺乳類。
學生可以分成小組，從不同的途徑，尋找這五個類別的資料，並將這些特徵加以
整理（例如以列表形式展示）
。在延伸活動中，可要求學生尋找個別動物，例如海
豚和企鵝的分類，並展示其分類的理由。透過這項活動，學生可以明白生物界分
類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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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製作概念圖
概念圖是一種組織和呈現知識的視覺工具，可幫助學生描述各種概念之間
的關係。它可以用來產生意念、傳達複雜的意念、透過結合新舊知識來輔
助學習、評估學生的理解程度或找出他們錯誤的概念。在學習的過程中，
應鼓勵學生製作概念圖來鞏固他們對某一課題的理解，然後根據教師的意
見、同儕的評論和自我評估來改善概念圖。在製作過程中，為了讓學生熟
習這種展示資料的方式，教師可先要求學生把各種概念連繫起來或在部分
完成的概念圖上標示出概念之間的關係。除了用手繪畫概念圖外，也可以
利用電腦程式來製作，在繪製和修改更顯方便。

示例

科學科（中一至中三）

「酸」的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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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設計與製作
在科學科的學與教之中，經常都會採用設計與製作這類的活動。除了令科
學課堂更生動有趣外，設計與製作活動可以幫助學生把科學知識和技能與
他們的日常生活連繫。活動之中，教師給予學生一個在現實生活中會面對
的問題，並要他們製作一件製品，可以是模型、工具或其他跟科學有關的
產品，以它來解決問題。在設計過程中，學生可以引入科學探究，找出可
以改善設計或產品的因素。透過手腦並用的活動，不單提升學生對科學的
知識和理解，更可以發展他們的創造力和解決問題能力。

示例

常識科（小四至小六）


設計與製作一輛以橡皮圈作動力的玩具車。
特點：
- 應用力和能量的概念
- 運用科學過程技能（例如觀察及設計探究實驗）
- 發展共同解決問題能力和創造力
- 發展綜合和應用科學、科技和數學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科學科（中一至中三）



設計與製作一支水火箭或一輛可以行駛最長距離的汽球車
為學校嘉年華會設計和製作一個應用光的反射原理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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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推行 STEM 教育學習活動的建議模式
STEM 相關的學習活動應把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連繫起來，
以提升學生的興趣和創新思維，並發展他們綜合和應用學習領域內及跨學習領
域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在策劃和設計這些學習活動時，科學科教師應與科技
教育和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的教師緊密合作，以促進學生綜合和應用相關的知識
與技能。根據學校的情況、學生的興趣和能力、以及教師的專長，以下是建議
推行 STEM 相關學習活動的兩個不同模式。
表 7 組 織 STEM相 關 學 習 活 動 的 模 式

建基於一個學習領域課題的學習活動，讓學生綜合其他學習領
域相關的學習元素。

模式一

在這個模式中，學習活動是建基於一個學習領域，例如科學教
育學習領域的一個科目之特定課題，讓學生從科技和數學教育
學習領域之中，抽取相關的學習元素，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的知
識與技能。例如，在「力和運動」的科學課題上，讓學生學習
有關火箭發射的相關科學原理，並掌握有關的知識。再透過不
同的活動加入數學和科技學習領域相關的學習元素（例如計算、
代數、設計與製作、為模型製作選取材料等）
，以增潤學習活動
及學生的學習經歷。

透過專題研習讓學生綜合不同學習領域的相關學習元素

模式二

在這個模式之中，教師安排學生進行與 STEM 相關的專題研習
或其他與 STEM 相關之學習活動，讓學生從科學、科技和數學
學習領域之中綜合相關的學習元素。學生需要去處理一個真實
的問題。過程中，學生需要面對不同議題，並利用可行的方法
和創新的設計去解決日常生活問題。同時，學生需自行加入不
同學習領域中的相關學習元素和經驗。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學
生需要綜合不同科目學會的知識與技能，並靈活地應用於真實
情境之中。

有關這兩個模式的圖象說明，可參考附件二 。
問題為本學習、情境為本學習和專題研習均被視為是安排 STEM 教育學習活
動的合適學與教策略。利用真實情境和日常生活的問題，可以向學生強調科學
的實用性和重要性，並促使學生覺察科學、科技、工程、社會和環境的相互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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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促進學會學習的四個關鍵項目
為幫助學生建立自主學習的能力，自二零零一年課程改革起，建議學校實施下
述的四個關鍵項目：德育及公民教育、從閱讀中學習、專題研習、運用資訊科
技進行互動學習。在課程持續更新中，四個關鍵項目更新為德育及公民教育：
價值觀教育、從閱讀中學習：跨課程語文學習、專題研習：綜合和應用跨學科
的知識與技能、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自主學習。這些項目均適合在科
學教育學習領域推行，可讓學與教更生動，同時亦有助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以及成為自主學習的學習者。
從閱讀中學習：
跨課程語文學習

德育
及
公民教育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

專題研習

自主學習

圖 4.1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4.5.1 德育及公民教育：價值觀教育
教師應藉科學課堂內外的學習機會，培養學生七個首要的價值觀和態度。教師
可利用與學生日常生活有關的事件，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以
下的學與教活動說明如何把價值觀教育的學習元素融入科學教育課程之中：


通過探訪長者院舍或醫院，讓學生了解長者或殘障人士的需要。然後，讓
學生運用科學知識，設計和製作一些工具協他們（例如可以單手操作的廁
紙架）。透過這個科學情境，教師可培養學生愛護和關懷別人的情操。



教師在教授科學（中一至中三）課程中「人類的繁殖」課題時，可邀請「香
港家庭計劃指導會」代表到學校作短講，讓學生明白兩性關係中的責任，
並對這些關係中的適當行為作出明智判斷。同時，這些短講亦有助學生思
考生命的價值和欣賞其神聖的一面，認識為人父母的責任，以及建立對生
命的積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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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其他具爭議性的議題，例如「可持續發展」
、
「氣候變化」等，均可用作
培養學生發展及的應用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的學習情境。

4.5.2 從閱讀中學習：跨課程語文學習
「從閱讀中學習」是提升學生整體學習能力，引領他們達至全人發展和終生學
習的重要關鍵項目。透過閱讀，學生可以利用已獲得的知識、學習經驗和對世
界的認知，加深對文章的理解，並將其建構成有意義的內容。為了配合全校模
式進行的「從閱讀中學習」
，學校應為學生提供接觸多種科學閱讀材料的機會，
包括不同類型的書籍、報章、雜誌、百科全書、電子刊物等。科學科教師可提
供一份閱讀材料清單，並為學生安排閱讀習作。學生可從閱讀一些有關科學家
的故事、科學歷史，以及有關科學不同範疇的新聞和文章，讓學生明白科學家
是如何尋找證據和從實驗結果作出推論。這樣不但可以讓學生欣賞科學家及專
家的成就，還可以培養他們的好奇心、探求真理和堅毅的態度。


教師可以在課室或實驗室設立「科學角／STEM 角」，展示不同來源的有
趣科學／與 STEM 相關的文章。這樣可使學生更關心時下與科學相關的
議題。教師亦可要求學生在閱讀這些文章後，撰寫簡短摘要，並表達對有
關議題的反思。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以及校內資訊科技基礎設施的改善，教師可以利用
校內的電子學習平台來為學生安排閱讀習作；學生也可利用這個平台，與
同儕分享自己對這些文章的意見或評價。

4.5.3 專題研習：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的知識與技能
專題研習是有效的學與教策略，能夠提升學會學習的能力，促進自主學習和終
身學習。多年來，不少科學教師為不同年級的學生安排科學專題研習，累積了
豐富的經驗。
專題研習以探究為本。通常由一個探究問題或難題開始，在一段時間之內，學
生需要以小組或個人形式去計劃、閱讀、搜集資料、作出結論和提出建議。專
題研習有助培養學生九種共通能力。
專題研習的過程和結果同樣重要。專題研習提供了其他學習經歷，讓學生的科
學知識有所增長，以及有更多空間進行自主學習。因此，教師在設計專題研習
活動時，應留意「學生所學的」和「學生如何去學」。科學專題研習可以科學
探究、撰寫研究建議書、調查、設計與製作物品等形式安排。視乎活動的性質，
專題研習可以用作不同的教育目的。含有探究元素的專題研習可以促進學生的
科學探究技能。而針對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專題研習，將有助學生把課堂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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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意念連繫到日常生活上。有關科學教育、數學教育和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的專題研習，則可幫助學生綜合和應用 STEM 相關範疇上的知識與技能。
4.5.4 運用資訊科技(IT)進行互動學習：自主學習
學習是一個獲取和建構知識的過程，通常涉及教師、學生和學習資源之間的互
動。自主學習一般是指主動學習和承擔學習責任的能力。自主學習者能夠辨識
他們的學習需要，制定目標，以及選擇資源和學習策略。
有了資訊科技的幫助，學生可以隨時隨地以不同方式學習和評估，促進自主學
習。運用資訊科技進行自主學習，通常會展現以下特點：學習者主導、學習者
自我管理、個人自主和傾向於自學，即獨自追求正規學習以外的學習。
資訊科技把學生連繫到廣闊的資訊網絡，是發展自主學習的有效工具。配合第
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學校可以善用電子學習，以開放而富彈性的學習模式
和採用電子媒體（例如數碼資源和通訊工具），以達致學習目的、發展學生自
主學習的能力和習慣、以及培養資訊素養。運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科學教師可
以設計深層學習任務，幫助學生應用他們已有的各學科知識，發現和掌握科學
知識，並把科學學習與真實世界連繫起來。因此，教師應該發展一套電子學習
的技能，以加強、改進和補充現有的學與教策略；或發展新的電子學習教學法，
以配合學校的情況。
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教師可參考以下示例採用「電子學習」：


利用互聯網作數據和資料的來源；



利用網上的互動教材，支援學生按自己的進度學習特定的課題；



利用動畫展示自然現象和過程，幫助學生理解和掌握抽象的概念（例如溫
度轉變時液體內的粒子運動情況）；



利用互動的模擬實驗，讓學生操控不同的模擬物件，以自主學習的方式學
習不同概念；



於實驗或演示中使用攝錄器材，讓學生更詳細地觀察╱探究相關的過程
（例如：布朗運動）；



利用數據收集儀進行實驗。（數據收集儀器是一種電子儀器，可以節省用
於收集數據的時間。它可以拮取快速轉變的數據，亦可以作長時間自動記
錄一些緩慢轉變的數據。例如在研究一個球體在重力作用下的落下運動時，
可利用配備位置感應器的數據收集儀記錄數據，並以圖表形式展示出來。）



利用「翻轉教室」的教學方式，教師通過上載短片到學校的內聯網或互聯
網，讓學生可以於上課前先行觀看短片。教師便可以利用省下的課堂時間，
安排一些能令學生更投入學習的活動，例如小組討論和解決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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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流動裝置（例如智能電話和平板電腦）及應用程式，在課堂內外作互
動學習，例如利用「以點為本」的應用程式將科學學習延伸至課堂以外。



利用「學習管理系統」進行討論，分享學習經驗、獲取資源與支援、協作
學習、記錄學習進度和自我反思。



利用網上評估工具，例如多項選擇題庫和即時回饋設備，為學生提供適時
回饋，如有需要教師亦可作出適當的跟進行動╱支援。

雖然運用電子學習及其他互動活動，可提供空間讓學生發展科學思維、創造力
和解決問題能力，並促進自主學習的發展，但教師對運用資訊科技的適切性，
需作出專業判斷，以確保學生有足夠的機會參與動手的實驗，讓他們可以充分
發展科學過程技能。教師亦應致力培養學生成為合乎道德和負責任的資訊科技
使用者。
4.6

全方位學習
全方位學習是指學生在實際的情境和真實的環境中進行學習，以實現一些單靠
課堂學習難以達到的學習目標。讓學生實現全人發展的目標，以及幫助他們發
展終身學習的能力，應對這不斷變化的社會的需要。
為了拓寬學生的學習經歷，教師可以透過安排學生參觀以下機構，把全方位學
習融入科學的學與教活動之中：


香港濕地公園和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提供導賞服務，讓學生欣賞大自
然，提高他們對環境保育的意識。



太空館和科學館——提供全面的展覽品和有趣的動手活動，學生透過參與
簡單的科學探究，獲得進行觀察和收集數據的親身經驗。



醫院管理局為進行健康推廣及社區伙夥伴工作而建立的健康資訊天地，匯
聚不同健康及醫護界的團體和組織，為學生提供大量與健康有關的資源。



自然保育區、郊野公園、海岸公園及其他本地生境。

除此之外，其他團體和組織亦可提供支援，為學生安排不同種類的學習經歷，
例如科普講座、科學發明比賽、科學專題研習、科學展覽、野外考察、研究和
實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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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每所學校均有不同學習風格、學習需要、興趣和能力的學生存在。為達至有效
的學與教，教師應時刻留意學生的學習多樣性，以及採取適切的措施讓學生學
得更好。教師應掌握不同的學與教策略，例如靈活分組、輔導教學和延展活動，
以及根據學生的能力、需要和興趣來調整課程內容、教學方法和課業。除了為
能力稍遜或缺乏動機的學生提供充足的支援之外，教師亦應培育對科學／
STEM 相關範疇具有特別才能的學生，讓他們的潛能得以充分發揮。
以下是一些適用於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可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的策略：
a) 調整課程學習內容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架構是開放而靈活的，教師可以因應學生不同的需要
自行設計課程。小學常識科課程和科學（中一至中三）課程設有核心與延展部
分，以便教師設計適切的學習經歷。在特定的學習階段中，核心部分包括所有
學生應掌握的基礎科學知識和技能；而延展部分是學生可以進一步學習的科學
知識和技能，當中包括一些較具挑戰性的活動，適合對學習科學有濃厚興趣或
能力較高的學生，有助發展他們的潛能。為配合學生的需要和能力，教師可靈
活選取延展部分的課題。在高中的物理、化學、生物和科學課程，學生可以根
據自己的興趣和教師的專業判斷，選取選修部分的課題。
b) 採用不同的學與教策略
教師應為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靈活選取合適的學習、教學和評估策略，以提
高他們的學習效能。有些學生較善於直接從圖象及圖表理解資料，有些學生較
能掌握聆聽老師的講課，而另一些學生則需要透過動手活動進行學習。因此，
教師應採取不同的表達模式，對應這些學習風格上的分別。教師可以利用文字、
視像或音訊教材等多元化的資源進行教學；以及安排個人或小組課業，讓學生
以自己喜歡的形式學習。
c) 為不同能力的學生調適學習活動
教師應根據學生不同的能力，調整學習活動的規模、形式和要求。對於能力較
高的學生，教師可設計富挑戰性的活動，以保持他們的學習動機。對於能力稍
遜的學生，可以安排一些小型及要求稍低的活動，以幫助他們逐漸建立自信和
能力。例如，教師可以把一個複雜的科學探究活動分成一系列的簡單活動。另
一方面，對於能力較高的學生，教師可以增加科學探究活動的要求，包括加入
更多的變項，要求收集更多的數據或採用更複雜的儀器和探究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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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靈活分組
進行分組活動時，學生可以透過協作，互相幫助來完成課業。教師可以把具備
不同能力的學生組合起來，讓他們分享知識和技能。此外，亦可把能力相若的
學生組合一起，讓他們一起完成乎合他們能力的任務，以培養他們的成功感，
以及對學習建立信心。
e) 培育對科學有特別才華的學生
教師應為對科學／STEM 相關範疇有特別才華的學生，安排增潤活動及額外富
挑戰性的習作。例如向他們提出一些更高要求的問題，或讓他們自行設定問題，
利用不同來源的資料進行探索問題，以及嘗試找出可行的解決方法。對已掌握
自主學習的學生，應容許他們循著自己的興趣去追尋進步，例如讓他們為自己
的探究擬訂目標。此外，應鼓勵科學／STEM 相關範疇有特別才華的學生，參
加科學比賽（例如：「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本地／海外學習計劃和研究計劃，以進一步發展他們的
潛能。
4.8

有意義的家課
策劃學生的家課時，應重質而非重量。學校應參考教育局關於《家課與測驗指
引》的通告，制定學校的家課政策，讓學生有足夠的空間和時間參與有意義的
社交和課外活動，促進全人發展。
有意義的家課應該幫助學生構建知識，應用所學的知識與技能，更深入了解所
學的概念，並連繫這些概念。科學家課的設計應：


配合學生的學習進度，達成科學課程中的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



鞏固學生的學習；



幫助學生了理解他們的學習進度和找出可改善之處；



延伸課堂學習，並讓學生預備新的學習；以及



評估學生所學的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

4.8.1 設計有意義家課的原則
基於安全考慮，一些科學學習活動（例如需要特別設備的科學探究和實驗）應
在上課時間進行。其他的學習活動則可以安排學生在家完成，以鞏固課堂所學
的知識，並作為課前預習或網上延伸學習。科學家課的常見類型包括選擇題、
短答題、結構題目、實驗報告、閱讀科學書籍和文章、需要在網上協作的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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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個人或小組專題研習、撰寫短文和學習日誌，以及製作科學模型。為學
生安排科學家課時，教師應參考以下原則：


因應使用的學與教模式安排不同類型的家課。



設計家課時，應配合學生的不同需要、興趣和能力。



應考慮每個習作所需要的時間和精力，安排適量的家課。不應令學生負擔
過重，也不應以家課作為懲罰。



應避免機械性的重複習作，例如抄寫筆記或生字詞彙，這會減低學生的學
習動機。



應給予學生短期和長期的家課。短期的習作通常用作協助學生複習和練習
在課堂上所學的內容，或是為新的學習作準備。較長期的習作，例如專題
研習，學生需要策劃自己的工作進度、按照自己感興趣的課題深入探索，
以及綜合資料、意念和觀點。



在決定家課的種類時，教師也應考慮學生的家庭／種族背景。更應留意一
些需要學生購買特別的器材╱物料，或需繳付參觀╱考察費用的家課，例
如涉及使用資訊科技和有關專題研習的家課。教師應確保學生在完成家課
時，沒有因其家庭／種族背景而處於弱勢。

4.8.2 家課指引及回饋
如下所述，為了幫助學生從家課中獲得最大的益處，教師應向學生提供適當的
指導和適時回饋，可行方法如下：


在指派家課時，教師應向學生提供清晰的指示和指引，讓學生明白教師的
要求。



教師可向在家課上遇到困難的學生提供較多提示。



向學生提供具體而正面的回饋，讓他們檢視和改善自己的學習。例如教師
可使用一個合適的網上平台，在專題研習的不同階段，給予學生適時及明
確的回饋。



安排合適機會，讓學生就同儕的家課給予回饋。透過同儕互評，學生亦可
進行自我反思和評估自己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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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頁）

第五章
評估

第五章
5.1

評估

主導原則

5.1.1 從課程與教學法到評估
評估是課程、教學法和評估循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評估包括收集有關學
生學習的證據、詮釋資料和評價學生的表現，以提供回饋給學生、教師、學
校、家長和其他持份者。評估的目的有很多，但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和
改善學生的學習。
5.1.2 評估的角色
評估對不同持份者的作用可以概括如下：








讓學生
了解自己的學習目標，以及達到這些目標的進展情況；
了解自己在學習上的強項和弱點，以及如何採取措施改進，並自我
管理學習，從而邁向下一個學習階段；以及
辨識自己的學習需要和改善自己學習策略的方法，並最終成為自主
學習者。
讓教師和學校
了解學生在學習上的強項和弱點；
提供優質的回饋以引導學生改善他們的學習；
檢討課程設計及學與教的實踐，並作出適切的調整以提高學與教的
效能；以及
了解學生的學習需要和能力，更適切地照顧學生的多樣性，並引導
他們成為自主學習者。
讓家長
了解子女在學習上的強項和弱點；
與學校合作，引導子女未來的學習路向；以及
對子女定下合理的期望。
讓其他持份者（包括大專院校、政府和僱主等）
明白學生在特定範疇內的水平；
為特定的學習途徑，甄選合適的學生；以及
檢視學生已達到的教育水平，並對教育質素作出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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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
在科學教育中，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都是同樣重要的。從學生為本的角度來
看，評估活動已經不再是簡單地讓學生展示學習成果或成就，而是結合於學
與教之中。

5.2.1 進展性評估
進展性評估有兩個主要目的，即促進學習的評估和作為學習的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 把評估融入學與教之中。它可透過不同方法（例如課堂觀
察、課堂活動、習作、專題研習、實驗考核和紙筆測驗）持續評估學生的學
習。促進學習的評估旨在辨識學生的強項和弱點，提供優質的回饋，讓學生
了解他們的學習進展、已經掌握的學習內容和需要改善的地方。促進學習的
評估亦為教師提供學生學習狀況的憑證，有助教師適時檢視其課程規劃和教
學方法。它著重以持續和動態的方式發展學生的知識和理解。學生亦可透過
從反思及監察所得的回饋修改和調整學習目標和策略。

作為學習的評估 透過建立學生在學習與評估中的角色和責任，促使他們反
思和檢視自己的學習進度。
促進學習的評估鼓勵將自我評估和同儕評估當為課堂常規的一部分；而作為
學習的評估則促進同儕評估和自我反思。
自我評估讓學生運用一套既定的準則，在學習過程中反思自己所學的內容和
學習的方法。它為學生提供回饋，讓他們反思和調整學習策略。
同儕評估包含同學之間按照教師預先訂立的評估準則，互相評估學習的表現
和課業的質素。同儕評估可以透過一對一或小組形式進行。來自同儕的回饋
對雙方包括給予和接受回饋的同學均有所得益。如果回饋是具建設性的，它
將有助學生之間對共同學習目標的溝通，並幫助雙方加深對這些學習目標的
理解。
自我評估和同儕評估對學生學習的發展具有獨特貢獻，它能促使學生監察自
己的學習進度，並透過更多的學習反思，發展其後設認知技能。同時，學生
在學習過程中能對學習產生更強的主導感、責任心和信心。自我評估和同儕
評估如果使用得當，可以幫助學生發展成為自主學習者。
在進展性評估中，給予優質回饋是十分重要的。為了促進學習，教師在評核
之外，需針對學生的課業提供具意義和有用的回饋。反過來說，持續評估學
生的課業而沒有給予學生具建設性的回饋，並不是一種有效的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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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優質回饋，學生可以知道他們的學習成果與預期學習成果之差距，以及
如何改善他們的表現。優質回饋應該是明確和容易明白的具體改善建議，能
幫助學生縮窄他們的學習表現與預期的學習目標之間的差距，以及調整其個
人的學習策略。
5.2.2 總結性評估
總結性評估可以視為對學習的評估。它提供有關學生於完成每個單元或學期
╱學年後的學習成效的資料。總結性評估的常見例子有校內測驗和考試及公
開考試，這些評估均量度學生達到的水準或水平，並以分數和等級匯報。總
結性評估能提供表現數據，用作比較不同組別的學生或不同的制度。由於總
結性評估有其本身的局限性（例如不能適時給予回饋以改善學與教），所以
教師和學校不應把它作為唯一的評估方法。
5.2.3 總結性評估作進展性用途
評估的用途是因應如何使用學生學習的憑證來區分，例如，它可用於提供回
饋以促進學習，或是對學生的成績作出總結性的評價。事實上，總結性評估
所收集的憑證也可作進展性用途。 教 師可運用學生的測驗成績來診斷學與
教，判斷學生的學習需要和修訂課堂教學。例如，學生每完成一個單元後均
進行評核測驗，這些評估不僅可以展示學生學習了多少，它亦可結合教師建
設性的回饋而成為學習過程中的評估憑證檔案。通過這種方式，持續性評估
可以達至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的雙重目的。
5.3

評估模式及報告

5 .3.1 設計科學校內評估的基本原則
評估的最終目的是改善學生的學習。因此，校內評估應符合課程宗旨、目標
和預期學習成果，並能提供豐富的評估資料，以便為學生的持續學習和發展
給予回饋。
在設計科學評估作業時，教師應考慮學生以往所學的知識及現時的學習進程。
教師亦應照顧學生的多樣性，特別是對於具有天賦的學生，因他們通常需要
使用其他的評估模式，以充分展示他們的思考和學習。因此，教師需使用不
同的評估模式和策略，從而真實反映學生在學習科學的表現或進度。例如，
一般的紙筆考試未能完全反映學生在實驗和科學探究相關的科學過程技能
的表現。教師應採取適切的評估模式以配合所評估的不同學習目的。有關學
校實施評估的架構可參考圖 5.1。此圖表說明總結性評估和進展性評估的相
互關係，以及學與教、校內評估和公開評估之間的連繫。學校在發展科學課
程評估計劃時，可參考此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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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實施評估的架構
進展性評估

總結性評估

求取進步

（量度成績）

（回饋學與教）

學與教過程




與學生分享學習的目標

校內評估



有效的提問（例如：提供時間讓學

- 不同模式的評估（例如：筆試、

生思考及回答問題、不同類型的問

專題研習、學習檔案等）配合學

題－開放式問題和有固定答案的問

習目標和過程

觀察（例如：學生如何在小組工作

儕互評、教師作評估、家長作評

中互動和解決問題）




及反思同學的意見和習作）

（例如：提供適合學生能力並富

有效的回饋（例如：提供鼓勵和有

挑戰性的評估）



學生主動學習



筆試以評估學生的知識和技
能，以及應用的能力，例如：

記錄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



校本評核(SBA)由學校教師負

匯報

責，能較全面地評核學生的學

- 優質回饋，減少依賴等級和分

習成果。
- 能回饋學生學習成果的評
核活動
- 能回饋學生學習進程的評
核活動

利用評估策略作為診斷及改善學
與教

固所學）






數

估）



別（例如：期考、年終試）

- 以多元化策略評估學習的質素

同儕學習（例如：閱讀、聆聽、討論

建設性的建議，讓學生能改善╱鞏

以測驗、考試成績評定等級或級

- 追蹤學生的學習進度

- 多方參與（例如：學生自評、同

題、由內容主導轉為學生主導）





多元化

校外評估



提高學生的自我形象

提供機會讓學生學習和改善，並反
思自己的學習，而不是要他們互相
比較分數

回饋流程

圖 5.1 學校實施評估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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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和修訂自 Shirley Clarke）

5.3.2

評估模式
科學教師在制定評估計劃時，可靈活運用以下一些常見的評估模式。因應不同
的情境，這些評估模式可用作總結性評估或進展性評估，或兩者皆可。
a) 筆試
許多學校廣泛採用筆試作為主要的評估方式。然而，長期依賴這種評估方式無
形中會把學習和教學範圍縮窄。教師應避免給學生僅只評核他們從記憶檢索資
料的記憶力測驗，相反應設計能評核學生的概念理解、解決問題能力，以及高
層次的思考能力的評估項目。在測驗和考試中，採用開放式的問題，有助評估
學生的創造力和明辨性思考能力。教師應分析學生在測驗和考試的表現，利用
所得的資料作日後的教學規劃，並幫助學生認清自己的強項與弱點。
b) 書寫式作業
書寫式作業可提供學生的進度、努力、學習成果、強項和弱點等資料。教師應
善用學生的書寫式作業作為一種進展性評估工具。作業的分數或等級，可作為
學生學業進程紀錄的一部分。這些資料紀錄，有助教師為學生擬訂下一步的學
習目標，和調整自己的教學策略。教師應提供有價值的回饋，尤其是為學生的
書寫式作業給予具體的改善建議，以幫助學生明白自己的強項與弱點。
c) 口頭提問
口頭提問能讓教師了解學生在某些情況下的看法。學生的回應往往顯示出他們
的強項、弱點、對概念的理解程度、謬誤、興趣、態度和能力。教師的提問應
盡量多元化，除了要求資料性的答案外，還應協助學生廓清問題、發展邏輯推
理和尋找真相，從而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教師亦可以學生陌生的情境來擬
題。此外，所設的開放式和封閉式問題，應均衡分配。教師應讓學生有足夠時
間思考問題，細心聆聽他們的回答。在適當時，教師應以有質素的回饋和跟進
問題，幫助學生反思自己的學習及給予學生挑戰。
d) 觀察
當學生以小組或個人形式研習時，教師可從旁觀察，以了解學生各方面的學習
情況。在學習活動中，教師應觀察學生在解決問題時所採用的方法和有否顯現
如堅毅、獨立性、合作性和願意面對困難等態度。在實驗課中，教師可觀察學
生選用哪些儀器設備、採用哪些安全措施、選擇何種活動、與誰合作，以及與
他人的互動關係。教師應保存簡單的觀察紀錄，藉以更深入評估學生的學習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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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電子評估
電子評估能提供即時回饋給學生，它可用作總結性和進展性評估。透過電子評
估，學生能更主動監督自己的學習。此外，教師可以在評估活動仍在進行時，
取得個別學生表現的資料，找出他們的強項和弱點，以便為學生提供適時的支
援和介入，提升學生的學習。
為推行促進學習的評估和作為學習的評估，教師可將電子評估與相關的教學策
略和活動結合。例如，教師可以在完成一個課節後要求學生完成一組網上的評
估項目，以檢視他們對該課節的理解。通過分析學生的表現，教師可以檢視學
生對相關課題的理解和誤解，並可以在網上或接下來的課堂，與學生作進一步
討論和闡述。此外，電子評估亦有利於學生自主學習。通過使用能提供即時回
饋的網上評估，學生可以監測和檢視自己的學習進度和成績，並適時調整自己
的學習策略或尋求協助。
f) 實驗評估
為更全面評估學生的態度和實驗技能，教師可於學生進行課堂實驗、科學探究
和實驗考核時，進行持續性的實驗評估。日常實驗的評估應在課堂環境中進行，
透過觀察和即時的回饋，把學習和評估結合起來。
科學探究提供機會讓學生展示他們的機智、智慧、創見、創造力、明辨性思考
能力和堅毅。教師可採用合適的準則，評估學生對科學知識的理解、科學方法
的應用、解決問題和溝通的能力、處理、分析和展示數據的能力、安全意識，
以及對科學探究的興趣和熱誠。此外，透過學生撰寫的實驗報告或探究報告，
亦能有效地評估學生在科學活動中的表現，讓教師對學生的學習有更全面的了
解。
教師可透過實驗考核，集中評估學習的過程和成果，例如評估學生能否正確地
依照指示完成工作、有效和安全地使用儀器、準確而有系統地觀察或量度、簡
單而有邏輯地表達結果，以及從實驗結果得出結論。教師應事先讓學生知道評
估的方式，例如透過觀察他們如何進行實驗考核和向他們提問、批改他們在實
驗考核後所呈交的實驗報告，或是同時採用兩者。
g) 專題研習
專題研習不單提供機會讓學生應用在科學和其他學科包括數學和科技所學的
知識和技能，還可讓學生運用其他的技能和思考過程，例如辨識問題、提出假
說、設計和執行各種策略及進行評鑑。教師應提供機會，例如專題研習匯報，
讓學生分享他們在專題研習過程中所參與的工作。教師可使用不同評估策略，
以取得學生在知識和技能方面的學習憑證，並評估學生的創造力、明辨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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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溝通能力、協作能力，以及解決問題能力。至於學生在進行專題研習的
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價值觀和態度，教師可採用適切的準則進行評估。
h) 學習歷程檔案
學習歷程檔案將學生的作品和成果收集起來，以展示他們在指定學習範疇的知
識和理解、科學過程技能、價值觀和態度。同時，它亦就這三方面提供持續的
紀錄。學習歷程檔案可以讓教師和家長得知學生的進展和成果，並可讓學生藉
著重溫其學習歷程檔案，培養自我反思和檢討學習的習慣。
以上建議的各種評估模式，並非詳盡無遺。教師應探索其他合適的評估模式，
以配合其學校和學生的需要。此外，採用不同的評估模式組合，有助科學教師
更全面地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果。

5.3.3 與 STEM 教育相關學習活動的評估
STEM 教育的其中一個目標是加強學生綜合和應用不同 STEM 相關範疇的知
識與技能的能力。因此，評估與 STEM 教育相關的學習活動時，應適當地涵蓋
科學、科技和數學教育學習領域內的知識、技能和態度，以反映學生作為獨立
和協作學習者的表現和能力。
學校應採用進展性評估提供「為學習的評估」和「促進學習的評估」，以收集
學生在知識和技能方面的學習憑證。因應與 STEM 教育相關學習活動的性質
和進展，評估作業應包含知識與技能的綜合和應用、解決問題及創造力相關的
項目。在學與教過程中，可以採用不同的評估策略，例如口頭提問和課堂討論、
觀察、自評和同儕評估，以及匯報 STEM 專題研習中的相關設計和計劃。這些
評估策略可以讓教師收集學生的憑證，從而適時為學生提供有建設性的回饋，
並引導他們監察和反思自己的學習。當一連串的 STEM 學習活動接近完結時，
教師可採用總結性評估策略，例如評估學生的完成作品或書面報告，為學生的
學習成果提供全面的資料。
5.3.4 校外評估
學生完成六年中學教育後，將會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以評定他們的表現等
級。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內的高中科目的公開評估包括公開考試部分和校本評核
部分。
公開考試旨在評核學生在學科不同範圍內的知識和技能，以及在不同情境中應
用的能力。公開考試會採用不同類型的試題來評核學生各種知識和技能的表
現 ， 包括多項選擇題、短題目、結構題目和論述題。學校可參閱每年考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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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以了解考試的形式和試題的深淺程度。有關評核設計及大綱的詳情，可參
閱考評局網頁：
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assessment_framework/
校本評核是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內所有高中科目公開評估的另一部分。校本評核
是指在學校進行，並由任教老師評分的評核。校本評核的理念是要提高整體評
核的效度，並將評核延伸至涵蓋評核學生的實驗技能和共通能力。有關所有科
學科目校本評核的詳情，可參閱考評局網頁：
www.hkeaa.edu.hk/tc/sba/sub_info_s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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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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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學與教的資源

第六章

學與教資源

為提升科學教育學與教的效能，教師應採用各式各樣的資源。除了課本，哪些能為學
生提供校外學習經歷，以及支援學生發展科學知識與技能的資源，對延伸學習、照顧
不同的學習需要，以及推動自主學習均相當有甪。
為優化資源運用以提升學校科學教育的效能，學校必須定期在科目、學習領域及學校
層面的會議內檢視學與教資源適當的規劃和管理，並作出相應的跟進。
6.1

課程文件
除了本指引外，教育局還編制了下列課程文件，為各不同學習階段的科學學與
教提供全面的支援。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
》(2014)
《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17)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補充文件——科學（中一至中三）》(2017)
《生物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更新）
《化學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更新）
《物理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更新）
《綜合科學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更
新）
《組合科學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更
新）

以上各課程文件的最新版本可參閱以下網頁：
小學階段
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general-studies-forprimary/index.html
中學階段
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edu/index.html
6.2

優質的學與教資源
為達至有效的科學學與教，提供優質資源與課程設計、教學法和評估方法同樣
重要。除了課本，網上的學與教資源，以及由科學實驗室、學校和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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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資源均能對學生的學習有所俾益。優質的學與教資源可以提高學生的
學習興趣、擴闊他們科學和科技的視野、促進明辨性思考和創造力，並能適時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從而增強科學學與教的效能。

6.3

課本
優質的科學課本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增強學與教的效能。教 育 局 已 制
定 一 套 優 質 課 本 基 本 原 則
(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textbook-info/GuidingPrinciples/index.html)，為 學
校 和 教 師 提 供 選 擇 適 合 學 生 使 用 的 課 本 的 標 準 。同時，學校亦可參考
載於教育局網頁的「適用書目表」和「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
(www.edb.gov.hk/rtl) ，內裡載有已由教育局審查的印刷和電子教科書的列表。

6.3.1 選擇課本
選擇或發展優質課本對促進學與教至為重要。優質的課本，無論是印刷或電子
課本，其設計應旨在支援本地學校課程，並包 含 修 讀 該 學 科 的 學 習 策 略。
因此，課本所包含的課文的質與量皆值得關注。優質課本其 它 可 取 的 特 徵
包 括 互 動 性，以 及 設 計 得 宜 的 例 子 和 學 習 活 動，以 啟 迪 和 激 發 學 生
對學科的興趣，並令學生積極參與學習過程。
具體來說，優質的科學課本應：











為科學學習提供清晰目標和方向；
提示教師學生已經掌握的科學知識；
提供準確和最新的科學理念和應用的資料；
有系統地表達科學現象和理論；
通過適切的示例闡述科學現象，幫助學生理解這些現象並掌握相關的科學
理論和應用；
引導學生根據觀察、實驗結果和其他的科學證據，以科學角度發問、解釋
和推論；
提供機會讓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並適當地將科學相關的學科連繋
起來；
包括「對學習的評估」
、
「促進學習的評估」
、
「作為學習的評估」的課業，
並為學生和教師提供適切的回饋；
鼓勵並提示學生進一步追求他們感興趣的科學課題；以及
包括適當的措施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科學教師為學生選擇課本時，應運用其專業判斷並適當考慮教育所需、學生的
能力和家長的承擔能力。他們也可以評估是否有真正需要選用某套教科書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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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補充材料，例如作業、練習、練習試卷和╱或其他電子資源。下列是教
師在選擇科學科目課本╱電子課本時的主要考慮因素：







課本的形式和涵蓋範圍是否能達至科學教育課程中所強調的促進知識、技
能、價值觀和態度的發展；
教學內容的適切性和準確性；
所使用語文的質素和深淺程度；
學與教活動是否恰當；
編排、例子和插圖是否恰當和有助支援學習；以及
實驗工作的設計包括給予學生的指示和安全防範措施；

除上述各項外，選擇科學電子課本也需考慮：



運用於學與教的電子功能；以及
易用程度和操作設計。

6.3.2 使用課本
課本是為了促進學與教而編寫。教師需要對學生有充分認識，並按照學生的需
要、能力和興趣，靈活運用科學課本。教師應向學生提供足夠的指導，以幫助
他們掌握課本的主要內容，並讓他們懂得於課前或課後利用課本作自主學習。
在學與教過程中，為了配合學校科學課程和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進度，教師可
以適時調整課本的內容或重新編排教學次序。總括而言，教師使用科學課本時
需要注意以下事項：







6.4

謹記各學習階段的學習目標和目的，並識別每個學習階段的重點；
內容應與學校科學課程相配合，並確保均衡地涵蓋各學習目標和目的；
注意照顧學生的多樣性，例如為能力較高的學生採用延伸題目╱活動和為
能力稍遜的學生省略較艱深的部分；
適當調整內容或活動，以促進學生的明辨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和創
造力；
嘗試哪些有助達到學習目標的學習╱教學活動；以及
通過推動「對學習的評估」
、
「促進學習的評估」和╱或「作為學習的評估」
的學習活動收集學習的回饋。

其他學與教資源
雖然課本可支援學生學習，但它們並不是唯一一種支援科學教育的學與教資源。
我們建議學校善用各種現有資源，例如實驗室和其他特別室的設備、資訊科技
設施、影音器材、圖書館內的書本、學與教資源套等，以支援推行科學教育學
習領域課程和推動 STEM 教育。有些學校已在校內設有生態花園、太陽能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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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板、天氣監察系統和觀星設備等有用資源，以增潤學生在科學及科技方面的
學習經歷。學校圖書館亦可作為一個資源庫，以不同形式如參考書、期刊和多
媒體資源╱設備等提供適時的資訊，以支援課堂內外與科學和 STEM 相關學
科的學與教。
6.4.1 教育局支援科學課程的資源
多年來，教育局製作了不少印刷、數碼和網上資源，以支援學校科學的學與教。
主要的資源項目詳列於附錄 3，歡迎學生和教師適時利用這些資源。
教 育 局 於 香 港 教 育 城 成 立 了 「 教 育 局 一 站 式 入 門 網 站 」
（www.hkedcity.net/edbosp）
，當中提供大量支援與科學和 STEM 相關學科的學
與教網上資源，方便學生和教師尋找和使用。
其他可供教師使用的資源包括由優質教育基金資助開發的校本項目。資源的相
關資料可見於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網頁（qcrc.qef.org.hk/）。
6.4.2 社區資源
科學教育課程和 STEM 教育的推行並不局 限於校園內。教師可利用其他政府
部門、非政府組織、大專院校和專業團體等所提供的資源，以促進科學和科技
的全方位學習，以及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而一些對科學教育和 STEM 教育
有用的社區資源，包括許多公共設施或場所（例如香港科學館、健康資訊天地、
科學和科技中心，自然保護區），既開放予公眾使用，亦為學生提供寶貴的機
會進行研究和探索、創作和創新、以及互動和協作。此外，學生亦可以參與每
年由許多不同組織以各種主題舉辦的科學展覽和比賽。通過參觀、實地考察、
問卷調查和工作坊等，學生不僅可以培養對科學的興趣，同時亦可建立運用不
同學科的知識和技能以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最新的科學教育社區資源列於附
錄 4。
6.4.3 使用其他學與教資源
課本以外的學與教資源包括參考書籍、模型、電腦模擬程式、電子教材和社區
資源。雖然當中的一些資源可以在課堂教學中使用，但很多都是為 促 進 學 生
自主學習而製作或選用的。
網上資源相當豐富，包括錄像片段、互動程式、社交平台等，皆可促進學生進
行電子學習，亦提供學習機會讓學生了解世界最新的科學和科技發展。學生能
以適合自己的步伐學習新知識與技能，並在有需要時向成人或同儕徵詢意見。
適當地使用可攜式電子裝置，包括數據收集儀、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可增潤
科學的學習經歷。一些學校更開始探索如何利用 3D 打印技術，以製作有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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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的模型，或製作特別器材和配件來進行科學探究或與 STEM 相關的專題
研習。
在選擇不同內容、格式、設計或版本的資源時（不論是網上或印刷的資源），
可以採用「適得其用」的原則。換言之，為支援科學教育而製作或選用的學與
教資源，需要符合以下準則，才能幫助或延伸學生的學習：






6.5

與科學學習的目標一致；
提升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
滿足學生的學習需要和能力；
鼓勵知識與技能的探索、綜合與應用；
提供自我評估或同儕評估的即時反饋；以及
促進自主學習。

學校的資源管理
提供和有效使用優質學與教資源對成功推行科學教育課程是相當重要的。學校
需要考慮整體課程規劃和資源的優先次序，以及如何適當分配資源，以促進學
校科學課程的推行。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主任、小學課程統籌主任、小學常
識科科主任、以及中學各科學課程的科主任應與相關的教師協作規劃，確保在
資源的分配過程中，有足夠的透明度，以完成工作規劃中有關科學教育的各項
倡議。除了規劃之外，他們亦應密切監測有關推動科學教育的資源運用。
在中學，實 驗 室 技 術 員 可 協 助 教 師 規 劃、試 行 和 進 行 科 學 實 驗、提 供
合 適 的 示 範 和 評 估 學 生 在 科 學 相 關 實 驗 活 動 中 的 表 現，以 助 發 展 和
推 行 科 學 課 程。為了順利在實驗室內進行實驗、示範和科學探究，實驗室技
術員在常規工作中，需妥善管理儀器和設施，並確保實驗室的安全。他們需要
適時地採購所需的儀器和消耗品、適當地存放和提取儀器和消耗品以便教師和
學生在有需要時使用、定期檢查和記錄儀器和消耗品、測試和適當地保養儀器
以確保在使用時處於良好狀態，以及妥善保存庫存清單和相關文件，例如定期
的安全檢查╱測試紀錄、實驗室意外紀錄等。
為了促進學與教，學校需定期檢視資源調配的有效性。基於持分者的共識，學
校通常需要適時調整和靈活地重新分配資源，以達到既定的目標。

6.6

與社區持份者的夥伴關係
一直以來，教育局邀請了不同的持份者參與推動學生在科學和 STEM 相關範
疇的學習，而這種與持份者的夥伴關係還需要進一步增強。教育局將進一步加
強與學界和本地課程諮詢委員會的溝通，以促進學生在科學和科學相關範疇的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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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與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範疇的學者和專業人士的聯繫，教育局將會探
討與專上學院和專家們合作舉辦學生學習活動和教師培訓課程的可行性。
教育局亦會繼續加強與專業團體、政府部門（例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漁農自
然護理署），以及非政府組織（例如香港科學園）的夥伴關係，並在促進社區
協同效應上扮演關鍵的角色，以進一步推動科學和 STEM 教育。
6.7

學校領導與教師的專業發展
現時學校都普遍重視教師能力建構的需要，並會因應他們的需要定期安排專業
發展課程。教育局會持續舉辦不同的專業發展課程，以支援學校及教師，從而
增強學校領導及教師的專業能力。此外，教育局亦會為實驗室技術員安排相關
的專業發展課程。
為提升課程領導和教師的專業能力，從而在學校層面更有效及全面地推動科學
教育和 STEM 教育，教育局將繼續加強下列各項：







為課程領導舉辦大型研討會──此活動能匯聚持份者，向本地學校推動
STEM 教育
為學校中層領導和教師舉辦研討會和工作坊──介紹 STEM 相關範疇的
最新發展和適切的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的科學學習和綜合與應用學習領
域內及跨學習領域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在科學教師間建立實踐社群──透過不同的平台（例如：教育發展基金的
「專業發展學校計劃」）促進校內和跨校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交流，以推動
科學教育和 STEM 教育
與本地、內地和海外學者安排會議──擴闊教師對科學與科技範疇最新發
展的視野

教育局每學年均會編制載有供小學和中學的校長及教師參與的專業發展課程
的小冊子，並上載於本局網址(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listpage.html)，以協助學校在每個學年開始之前，為他們的專業發展課程作出規
劃。至於供校長、教師和實驗室技術員參與的科學和 STEM 課題相關的專業
發展課程的詳細資料，則會於每學年適當時間分批上載至教育局培訓行事曆
(tcs.edb.gov.hk)上。
6.8

課程發展計劃
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開展課程發展計劃的目的是：


透過網絡活動培育一批關鍵的課程改革人才，以加強教師的專業能力面對
轉變；

86




創造有用的經驗和發展學與教示例，供學校和教師參考；以及
作為促進校本課程發展的推動力。

表 8 列出一系列近年推行的課程發展計劃。雖然過往透過這些課程發展計劃
獲取了很好的經驗，但本局仍然鼓勵學校進一步探索、試行和採用所建議的策
略，以協助學生達至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內的學習目標。教育局將會繼續推
行與小學常識科課程及中學科學課程相關的課程發展計劃，以提升學生的學習。
表 8 科學教育課程發展計劃
教育局的科學教育課程發展計劃
主題
小學常識科
學與教資源套

程度

目標／內容

小學

本計劃旨在支援學校推行小學常識科課
程中的科學和科技教育。本資源套透過
不同的學習活動，讓學生於真實的情境
下探索和學習，從而建構科學和科技的
基礎知識和技能，引發他們對自然及科
技世界的好奇心。

(2014-2017)

本 資 源 套 亦 包 括 STEM 教 育 相 關 的 學 習
活 動，以 加 強 學 生 綜 合 和 應 用 不 同 STEM
相關範疇的知識和技能的能力。
成品
光碟（雙語版）
中文網上版本：
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general-studies-forprimary/learning-andteaching_resource_cd_st/index.html
英文網上版本：
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general-studies-forprimary/learning-andteaching_resource_cd_st/index.html

初中以英語為教
學語言－提倡科

中學

本計劃旨在加強教師的專業能力，讓教
師掌握利用英語為科學科教學語言的教
學知識及策略，並透過科學科及英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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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的科學教育課程發展計劃
主題

程度

學科的講話與寫
作

目標／內容
教師的相互協作來提倡以科學的語言講
話和寫作。本計劃整合並分享推廣跨課
程語言學習以提升學生學習科學科的良
好實踐例子。

(2013-16)

成品
資源套（只有英文版）
透過調查國際數
學及科學趨勢研
究 (TIMSS)的 結
果辨識學生的學
習困難，以及微
調課室的學與教
活動，推廣初中
科學的促進學習
的評估

中學

本計劃旨在增潤教師對優質評估的理
解，以 促 進 有 效 科 學 科 的 學 與 教，並 為 教
師找出學生在理解科學意念時常見的錯
誤概念和學習困難。透過分析學生在國
際 數 學 及 科 學 趨 勢 研 究 (TIMSS)的 表 現，
以及相關的課堂試行活動。本計劃整合
能辨識和解決學生學習困難的相關策略
和教學法。
成品

(2012-15)

資源套（只有英文版）
初中與高中科學
課程的銜接

中學

(2005 -2007)

此種籽計劃旨在探索規劃科學（中一至
三）課程的策略，以協助學生將來修讀
高中科學。計劃的重點是整合能提升初
中學生的的知識與技能及有助準備學生
修讀高中科學的學與教實踐。
成品
光碟（只有英文版）

物理科專科語體
答題及應用
(2013-14)

中學

本計劃旨在提升學生在學習高中物理科
的閱讀及寫作能力。前線物理教師和專
上教育學者參加了此計劃並作出貢獻。
計劃之中進行了富經驗的物理教師之間
的 專 業 對 話、具 創 意 的 課 室 試 行 活 動、學
生表現之評估等。計劃將相關經驗收集
和整合，並將之製作成常用物理科專科
語體網上資源，以供教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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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的科學教育課程發展計劃
主題

程度

目標／內容
成品
中文網上版本：
edb.hkedcity.net/phygenres/zh/index.htm
英文網上版本：
edb.hkedcity.net/phygenres/en/index.htm

應用課堂反饋系
統促進化學科的
概念理解

中學

(2013-14)

本計劃旨在運用優質評估題目和資訊科
技，以 提 升 學 生 對 化 學 的 理 解。計 劃 運 用
課堂反饋系統及優質評估題目來展示教
師可如何改善化學課堂中學生的參與程
度、師 生 互 動、以 及 學 與 教。本 計 劃 設 計
了化學科不同課題的評估題目（題目附
有解釋）
，並 已 於 學 校 配 合 課 堂 反 饋 系 統
試用。
成品
評估題目

支援推行化學科
電子學習與電子
評估
(2015-16)

中學

本計劃旨在透過到校校本支援及實踐社
區的會議，為化學科教師就使用電子學
習與電子評估提供支援。計劃製作了合
適的資源，以助學校推行電子學習和電
子評估；計劃亦整合了相關的經驗，與
教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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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示例
1

透過專題研習發展協作式解決問題能力（小學）

92

2

透過科學探究發展科學過程技能（小學）

93

3

透過專題研習推動 STEM 教育（小學）

95

4

中學 STEM 教育的整體課程規劃

97

5

加強學生的科學過程能力

100

6

透過專題研習發展綜合和運用不同學習領域的知識與技能的能
力

102

7

使用學習日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104

8

將電子學習策略融入實驗探究

106

9

利用流動應用程式作為物理科探究研習

108

10

設計及製作附有人工心瓣的大動脈模型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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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例 1

透過專題研習發展協作式解決問題能力（小學）
年級：小一至小三

課程：小學常識科

重點：專題研習、協作式解決問題能力
目標：透過專題研習發展初小學生的協作式解決問題能力
研習題目：我們怎樣可以減少學校的廢物？

學習元素：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減少廢物的方法（例如：減少使用、
物盡其用、循環再造、替代使用）
學與教過程

活動內容

相關的共通能力、
價值觀和態度

課前準備

每組學生分別閱讀及蒐集有關「環保 4R」 自學能力
的資訊，並找出學校常見的廢物。

課堂活動



學生互相分享預習成果，討論學校廢 溝通能力、協作能
物的來源和要減少製造廢物的原因。 力、解決問題能力



組長帶領組員討論及提出於學校減 在討論時尊重別人
的意見
廢的建議，如學生自備可循環使用的
餐具、把膠樽循環再造可用的物品
等。



各組學生互相分享意見，並在教師指
導下，共同訂出「學校減廢」計劃。

延展活動

實踐計劃，如以用過的膠樽製作花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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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
責任感

示例 2

透過科學探究發展科學過程技能（小學）
年級：小四至小六

課程：小學常識科

重點：科學探究、科學過程技能
目標：透過科學探究發展高小學生的科學過程技能
主題：電路的探究
學習元素：認識一些與電相關的規律和現象
科學探究的過程

活動內容

相關的科學
過程技能

提出問題

在閉合電路中，如果電池的數目和種類不變，沿
單一直線串連起來的（串聯）燈泡的數量與其亮
度有甚麼關係？

預測結果

根據以上的情況（電池的數目不變），學生預測 預測、傳意
燈泡的數目不同，其亮度會有何改變，例如：學
生可能會預測燈泡的數量越多，其亮度會越強。
教師應提供機會讓學生思考及自行探索答案，而
不是直接給予學生正確答案。

進行探究

學生分組接駁三種不同組合的閉合電路，分別包 觀察和記錄
含一個、兩個和三個燈泡，燈泡是沿單一直線串
連起來（圖a）。
為幫助學生辨識在公平測試中的變數，教師以提 辨識變數
問引導學生思考，例如：
分析╱推論
 在這個實驗中，三個閉合電路的組合有甚麼
不同？
 我們要量度甚麼？
 哪些因素是保持不變的？
為引導學生探索現象，教師要求學生觀察並比較
三個不同電路的燈泡亮度。
每組學生討論並分析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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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解釋探究的結果並作出結 分析／推論
論。
、傳意
解釋結果

（探究的結論：在下圖的閉合電路中，當電池的
種類和數目不變時，燈泡的數量增加，其亮度便
會減弱。）

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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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例 3

透過專題研習推動 STEM 教育（小學）
年級：小四至小六

課程：小學常識科、數學科

重點：專題研習、STEM 教育
目標：
1. 綜合運用常識科和數學科中與 STEM 相關的知識和技能以解決真實問題。
2. 發展協作式解決問題能力、科學過程技能、數學能力、以及創造力。
描述：
本活動包含常識科和數學科的學習元素，提供機會讓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和技能以
解決真實問題。透過專題研習，學生能展示他們的創造力和發揮創新的潛能。
任務：為學校設計和製作一個節約用水的裝置
與STEM教育相關的學習元素：
常識科

手腦並用的科學探究活動

一些常用材料的特徵和應用

設計循環的概念和應用

善用資源
數學科

計算一組數據之平均值

透過日常生活例子認識小數除法

製作複合棒形圖


估算棒形圖數據的平均值

學習活動：
(1) 預備階段—開始構思



學生發現學校於午膳後，經常用大量食水清洗餐具。學生嘗試找出節約用水的
方法。
因此，學生被委以一項任務—為學校設計和製作一個節約用水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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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階段—進行探究






每組同學於觀察、討論和蒐集資料後，提出不同節約用水的方法（例如：把
「花灑」套在水龍頭上以減少用水）。
設計和製作節約用水的裝置（例如：利用可循環再用的膠樽製作「花灑」，見
圖 b）。
設計一個公平測試，以測試節約用水裝置的效能（例如：選擇測試方法和辨識
公平測試中的不同變數）。
記錄及分析結果。
改善裝置的設計及進行測試以觀察其節約用水的效能（例如：於「花灑」內加
入不同的材料如布碎和海棉，以改變水壓）。

(3) 總結階段—建構知識



整合資料（例如：學生總結及確定哪類型的「花灑」設計最能節約用水）。
反思及檢討（例如：識別在測試過程中可能造成誤差的因素）。

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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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例 4

中學 STEM 教育的整體課程規劃
程度：中一至中六

課程：跨學習領域

重點：策劃—推行—評估、跨學習領域的協作
目標：透過有效地規劃不同階段的學習活動，以提高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和發揮他們
於 STEM 相關範疇的潛能
描述：
背景
這是一所取錄一般能力學生的中學，學校的管理人員希望提升學生對學習科學和其
他 STEM 相關學科的興趣和信心，以及更充分地發展能力較高的學生的潛能。校方
決定在規劃層面上付諸實行，並協調不同的學習領域，在校內規劃和組織學習活動以
推動 STEM 教育。
學校規劃
學校一向採取共同參與的管理模式，在教師會議中，全體教師會就下一個學校發展周
期的整體發展方向取得共識，繼而把「推動 STEM 教育」定作一個行動，以回應下
一個學校發展周期的其中一個關注事項 ─「提升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效能」
。
科學、科技和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的教師是推動 STEM 教育的關鍵人物。為了在學校
層面策劃和協調與 STEM 相關的活動，學校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為三年學校發展
周期中許多 STEM 相關活動作詳細規劃，並擬訂推行優次。學校亦就財政和人力等
資源，以及其他支援進行詳細考慮，使這些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在學校發展計劃中，初步建議的 STEM 相關項目╱活動，多是根據學校過往的經驗
而規劃的。其中包括：





每年舉辦 STEM 日╱周，讓相關學習領域互相協作和舉辦展覽、問答比賽、工
作坊、講座等，以提升學生對 STEM 相關範疇的興趣；
把現有的興趣小組，例如科學學會、電腦學會和數學學會合拼為一個 STEM 學
會；
STEM 相關學習領域的教師須互相協作，並指導學生組織一些強調跨學科知識
與技能的活動；
定期為學生安排與 STEM 相關的專題研習，讓每位學生於初中學習階段完成至
少一個與 STEM 相關的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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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參與校內和校外與 STEM 相關的比賽。校內比賽的優勝者
將被提名參加國家和國際性的相關比賽；以及
設置一個小型的 STEM 角落以展示學生的發明、相關的獎項、學校近日 STEM
活動的新聞和照片、有趣的科學玩具，以及世界上有關科學和科技的最新發展
的新聞剪輯等。這個 STEM 角落在學校時間開放予所有學生。

為了促進學生獲取知識與技能，學校就科學、科技和數學學習領域中的學科的一些
課題進行了重新排列，並輔以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元素。同時，為了照顧學生的多
樣性，在學校和學習領域層面亦推出特定的方案，以培育能力較高的學生，並為能
力稍遜╱學習動機較低的學生提供學習支援。
學校相信教師的能力和意願對推行 STEM 教育是至為重要的。因此，校方根據教師
的培訓需要，制定了一個專業發展計劃以提升教師專業能力，從而推動 STEM 教育。
培訓計劃包括了一些由教育局或其他機構提供的學習領域為本和跨學習領域的培訓
課程。另外，學校亦進行了校內培訓，以促進教師之間的經驗分享和知識轉移。校長、
副校長、學習領域統籌主任、科主任及科任教師亦會適時參與相關課程。
資源是在學校推行 STEM 教育的重要一環。除了調配現有的資源，校方亦希望利用
社區資源，以推行與 STEM 相關的學習活動。教師在計劃學習活動時，亦會參考一
些由香港科學館、香港太空館、香港科技園等機構所提供的資源和活動。學校亦會就
一些項目和活動接觸大專院校、專業團體和社區持份者，以獲取支援幫助教師專業發
展和拓寬學生學習經驗。學校也會藉著一些機會向家長分享校方如何著力推動 STEM
教育，以獲得家長的支持。
推行、監察和評價
學校管理層可透過滙報制度以便適時了解不同工作的進度。各學習領域統籌主任及
科主任監察所負責的工作╱活動，而校長或副校長則負責檢視校內 STEM 教育的整
體發展，以及監察或統籌跨學習領域協作的工作。
圖 c 展示有關中學 STEM 教育整體課程規劃中的主要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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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 STEM 教育的整體課程規劃

教育發展趨勢


全體
教師會議

學校背景因素

學校發展計劃

 學校主要關注事項：提升不同能力學生的
學習興趣和效能
 目標：通過推動 STEM 教育加強學生綜合
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於學校層面推動 STEM 教育的策略，例如
STEM 日╱周、探訪、比賽、設立 STEM 角
落等
 檢討方法

學校周年計劃
把 STEM 教育列
入全體教師會議
╱工作小組會議
的議程

 每學年，在學校層面上實施的策略（按年更
新）
 分配人力資源，考慮進行跨學習領域協作
 資源與支援，財政預算計劃
 檢討方法
因應規劃適時進行
檢討和給予回饋

於學習領域會議
╱學科會議中討
論於學習領域和
學科層面推行
STEM 教育的詳
細方案

副校長、學習領
域統籌主任及科
主任提供適時的
支援和監察

學習領域╱學科的活動計劃
 學習領域╱學科層面上的策略, 例如增潤
跨學科的元素，重新編排課題使各學科有
更好的涵接
 人力資源調配
 課程規劃中的跨學習領域協作
 資源與支援，包括財政預算
 檢討方法

於學校、學習領域和班級層面上
推行一致的策略

圖c
99

示例 5

加強學生的科學過程技能
程度：中一至中三

課程：科學學習領域

重點：科學素養、科學探究
目標：加強初中學生的科學過程技能

描述：
學生在初中階段建立了穩固的科學過程技能基礎，不僅讓學生能夠利用邏輯的方式
解決問題和提高科學素養，還可促進不同高中科學選修科目的學習，以及確保初中和
高中之間科學學習能順利銜接。
(A) 通過科學探究培養學生的科學過程技能
策略╱步驟：

學校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培養學生的科學過程技能，例如學生的科學探究專題
研習。舉個例子，一個研究影響降落傘下降時間因素的專題研習可以用作培養
學生的科學過程技能。學生須提交一份小組專題研習計劃書，內容包括專題研
習的目的、研究的因素、實驗方法、所需的儀器和以表列形式展示的所有的獨
立變項和應變項。

因應教師的意見和建議，學生進一步修改他們的計劃書。經老師批准後，學生
可以在學校裡進行探究、記錄實驗結果和分析數據、作出結論、討論可能出現
的誤差、以及進行自我反思。

專題研習可以由三至四個學生為一組的形式進行。每個小組需要提交一份報
告，並將在課堂上以 10 分鐘時間展示他們的探究和結果。教師可以鼓勵其他
學生就同學探究的設計和表現作出提問，當中包括步驟、結果和結論等。

最後，學生須要按照自己的探究結果製作降落傘，並使用該降落傘參與作為延
伸學習活動的班際降落傘比賽。
(B) 通過實驗評估加強學生的科學過程技能
透過進行實驗可以提供機會，讓學生發展科學過程技能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適當掌握
實驗技能提高學生對探索身邊現象時的安全和效能。實驗評估可以提供有關學生的
科學過程技能（例如處理儀器，分析數據並得出結論）的資訊，以及他們對科學原理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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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步驟：
1. 在實驗課堂上，教師可以在學生進行實驗時評估他們的表現，例如評估其態
度、安全意識、正確地處理儀器和測量的準確度。
2. 在安排實驗測驗或考試時，實驗評估可以是出於以下不同的目的：

評估與進行實驗和觀察有關的技能，例如點燃本生燈、混合溶液、測量度
溫度、觀察和準確記錄結果。

評估與進行實驗和推論有關的技能，例如根據電路圖連接電路，並找出電
流和電壓之間的關係。

評估與設計探究和傳意有關的技能，例如給予學生一個問題，並要求他們
設計探究以解決該問題。學生須要進行實驗並撰寫報告。
實驗評估可以安排在科學課堂或在考試期間進行，如有需要，可以在科學教師、實
驗室技術員或高年級修讀科學選修科的學生協助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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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例 6

透過專題研習發展綜合和運用不同學習領域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程度：中一至中三

課程：跨學習領域

重點：專題研習、綜合和運用知識與技能
目標：
提高學生對健康飲食的意識
發展學生綜合和運用科學、科技及數學學習領域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發展學生的創造力、協作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以及加強他們的資訊素養
學習領域
科學教育

科技教育

數學教育

學習元素


常見的食物成分



食物的功能



食物金字塔



均衡膳食



健康生活模式



膳食目標及飲食習慣



食品烹調及加工的原理和技巧



使用電腦網絡



運算和詮釋數據



圖象及圖表

背景:


在一所中學，初中學生大多是從學校經報價程序中選出的供應商訂購午餐盒。學
生和學校都關注供應商提供的午餐盒的質素。一方面，學生關注食物的味道、質
素和份量。另一方面，學校更關注食物的營養價值，這對正值青少年期的學生的
健康非常重要。



任教初中（中一至中三）的教師可以進行協作，要求學生進行一個小組專題研習，
設計一份健康午餐盒的膳食餐單，以幫助學生了解他們在學校應該吃哪些既健
康又優質的食物。



教師可採用跨學科形式設計專題研習，當中應包含科學、科技和數學學習領域的
學習元素。學生進行專題研習時，需要綜合和運用相關學習領域的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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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準備階段
教師向學生介紹專題研習的背景和主題，然後播放一段有關青少年健康飲食的
視頻，以喚起學生對此主題的興趣，並幫助他們了解進行此專題研習的目的。
三個相關學習領域的教師在課堂內介紹╱重溫相關的學習元素。
學生以四人一組，制定研習的問題。他們還可進行分組討論，計劃如何分配工作
以進行專題研習。
實施階段
學生蒐集必需的資料以加強他們對該主題相關知識的理解：
-

一些組別運用資訊科技能力，從互聯網上搜索有關食物和饍食的資料，包括
各種食物的功能，不同的營養價值和建議的每日攝取量等。

-

一些組別運用運算能力來計算和分析不同類型食物的營養價值。

-

其中一組甚至可進行問卷調查，收集有關同學對食物的喜好的資料，並製作
食物樣本供同學試食。

然後每組一起討論並設計他們的饍食餐單。學生還必需根據收集到的資料，來解
釋在饍食餐單中選用某些食物的原因。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學習如何註明資料
的出處。
總結階段


經過適當的分析，每組學生建議健康的饍食餐單。經老師安排下，學生向學校的
午餐盒供應商介紹他們所建議的健康饍食餐單，並解釋健康的學校午餐盒中的
食物選擇。學生還可提問，分享他們的意見和評論其他組別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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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例 7

使用學習日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程度：中一至中三

課程：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重點：自主學習能力、有效的科學學習和教學
目標：透過使用學習日誌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描述：
學習日誌是讓學生記錄自己的學習進度。它可記錄包括學習者在學科領域中所閱
讀，學習或探究、學習者心目中的問題和想法，以及學習者對學習過程的自我反
思。
撰寫學習日誌能激發學生，並在課堂和家中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在適當策略並行
下，學習日誌也可以用來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和促進同儕學習，從而促進學生之間學
習文化的發展。學生如果對他們所學的和未來的學習方向有更清晰的理解，將可以
更積極和有效地學習。撰寫學習日誌使學生能夠適時反思自己的學習過程，亦能幫
助學生養成評估和自我反思的習慣。
策略╱步驟：
1. 在科學課，教師可以引導學生：

於課堂上在自己的學習日誌中書寫筆記或重點；

繪畫概念圖或使用表格來總結他們在科學課所學的內容；

寫下在學習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寫下他們可能會跟進或作進一步探究的任務或問題；以及

交流學習日誌和尋求同儕意見。
2. 在家中進行的延伸學習活動：

作為一個促進自主學習的方式，學生可以在他們的學習日誌中提出在家中自行
完成的任務。這些任務包括閱讀科學文章、製作簡單的模型或解決實際問題
等，但任務必須是安全、易於處理、有趣和與科學（中一至中三）課程的學習
內容相關的。

以下是一些學生可以在他們的學習日誌中提出的任務示例：
任務

示例

寫下一些對現象的觀察

一顆雞蛋在醋中數天的變化

對教師提出的一些簡單科學探
究，進行記錄結果和作出結論

哪些水果或蔬菜可以產生電力來點亮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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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示例

由學生自己設計和進行簡單的
科學探究

甚麼因素可以加快紙巾中水份的蒸發？

搜尋相關主題的訊息

有關不同氣體應用的資料

為延展閱讀的內容撰寫撮要，
並寫下一些筆記以反映學習

閱讀與科學╱STEM 相關的文章、書籍
和新聞

寫下他們學習的反思

學生在任務中學到了甚麼？有沒有提高
學習成效的方法？

為了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學生可以靈活地以最適合自己需要的方式來展示他們的想
法，例如，簡單筆記、簡短段落、表格、流程表、圖片、照片、草圖等。
3. 跟進行動：

教師應檢視個別學生的學習日誌，並提供及時的反饋和意見，引導學生和幫助
他們改進。

通過參考學生的學習日誌，教師和同儕應在適當情況下提供讚美或欣賞之詞，
鼓勵學生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與他們在課堂上學習相關的問題。這種安排能更有
效地推動學生和同儕參與學習、提供更深入思考的機會、發展對學習的歸屬
感、培養自我反思和解決問題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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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例 8

將電子學習策略融入實驗探究
年級：

中四至中六

課程：化學

重點：

電子學習、實驗探究

目的：

(1) 幫助學生主動參與實驗活動
(2) 促進學生之間的協作

描述/步驟：
在一所具備良好 Wi-Fi 連接互聯網的學校7，一位化
學科教師在實驗室利用短講及為實驗活動編寫的指
南，向學生解釋如何進行關於「氧化還原反應」的
四個不同實驗。按本科的常規做法，學生組成不同
的學習小組以完成任務，每組四至五人。實驗室技
術員在課前已在四張實驗桌上擺放了實驗任務所需
的儀器和物料。每組學生須完成實驗任務，以及攝
錄整個實驗過程並附上旁白。

每組學生首先閱讀實驗資料和討論如何分
配職務工作，然後以協作形式進行實驗任
務。一位學生運用由學校所提供的平板電
腦擔當攝錄操作員，而另一位學生則擔當
旁述員。其餘學生攜手合作，準備化學品
和實驗活動所需的儀器。經過簡短的小組
討論，所有學生開始各自執行各自的任務。
學生將整個過程在加上旁白下攝錄成短
片。教師巡視各小組，並在有需要時給予
學生支援。

該學校是首 100 間參與「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教育局，2014）的公營學校其中之一。
(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index.htm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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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實驗任務後，學生們開始將短片上傳到一個由本地大專院校提供予此學校
使用的學習管理系統 (LMS)8。
當所有小組完成實驗任務後，教師帶領學生，作實驗活動後討論，以鞏固學生在
課堂中的學習。教師首先從學習管理系統擷取學生製作的短片，然後啟動一個互
動的問答環節。在對話中，教師為學生提供有質素和適時的回饋。完成討論後，
教師鼓勵學生在小組內協作，再次利用學習管理系統中的短片作參考，檢討他們
的實驗觀察結果和答案。最後，所有學生需要獨立地完成他們的報告。課堂完結
時，教師鼓勵學生有需要時可隨時隨地重温存放在學習管理系統中的所有短片內
容。
注意事項︰
這課節需要資訊科技的資源和支援，例如良好的互聯網連接、多部平板電腦和一
個學習管理系統，以及實驗室技術員提供的支援。以下項目被視為有利於學生學
習的重要成功準則和特色。

8



教師制定了一個良好的課堂規劃，其中包括主要步驟和時間分配的詳盡解說。



學生主動地動手做實驗、進行觀察、攝錄實驗過程和作旁述，並參與活動後
具質素的討論。



教師根據由學生製作並上載至學習管理系統的短片，給予學生有質素和適時
的回饋。



學生可以通過互聯網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重温存放在學習管理系統中的
所有短片。

流動設備管理系統(MDM)夥伴學校計劃（香港大學，2015）(elearning.eee.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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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例 9

利用流動應用程式作為物理科探究研習
年級： 中四至中六

課程： 物理

重點： 資訊科技、探究研習
目的： 推動學生通過使用容易取得的資訊科技設備和免費軟件對物理現象作探
究研習
簡介：
流動裝置包括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等，已成為幫助學與教的流行資訊科技工具。除了
傳聲器外，這些流動裝置通常配有多個傳感器（或換能計）
：加速感應計、磁場強度
傳感器、光強度傳感器、GPS 接收器等。流動裝置上內嵌的傳感器加上相關軟件（通
常稱為「應用程式」），可用作物理實驗的數據記錄儀。
任務 1 — 研究自由落體的運動
背景：
在此任務中，學生通過使用智能手機內的加速感應計，進行「自由落體」的探究。學
生需要認識設備中附有 x、y 和 z 傳感器的三個平面作定位（圖 d）
。過程中智能手機
應正確地被定向。這個任務應以小組的形式來進行，讓學生討論有關如何避免摔壞智
能手機和精確地獲取數據的方法。這項任務可以給學生提出很多有趣的問題，例如
「自由下墜前應如何握著智能手機？」和「哪個軸量度重力加速度？」
。學生們需要
尋找適當的數據採樣頻率、相關的應變項和獨立變項，並從下降距離和下降時間的關
係線圖中推算出重力加速度 g。

圖 d
步驟：
這個實驗可以用不同的方法進行。其中一種可行的探究自由下墜物理的方法是利用
一根幼繩子懸掛著智能手機，切斷繩子啟動下墜。為了避免損壞該智能手機，學生應
置放軟墊（例如座墊）在地板上，用以承接著落下的智能手機。智能手機在實驗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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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雙重功能。它既作為落體本身，也可以作為一個電子計時器（精確地說是一個數據
記錄儀）
，從而可以非常準確地記錄下墜的時間和相應的高度。在這個實驗中學生需
要從線圖中辨認出哪部分是自由下墜。
任務 2 — 研究升降機的運動
背景：
傳統物理學的「升降機」問題是要求學生研究升降機在向上或向下加速時，施加予個
人或物體上的力。通過簡單地使用流動裝置和適當的應用程式，可以鞏固學生對加速
度變化，以及合力與時間關係的理解。在這個任務中，學生可以探究當他們從一個樓
層移動至另一個樓層，以及當升降機停下時加速度與力的變化。
步驟：
其中一個常見的學生錯誤概念就是當升降機上升時（即使在恆定速度情況下）
，仍需
要向上淨力以保持向上的運動。在進行實驗後，學生可以利用所得的真實數據線圖
（圖 e）釐清可能出現在他們中有關升降機運動的錯誤概念。學生需要將乘坐升降機
時的不同時段（即加速╱減速或等速）與相關部分的線圖作出連繫。

圖 e
本任務在鼓勵學生互相合作和討論，並觀察及解釋數據和線圖，學生也需要在任務完
結後各自提交報告。為了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可以要求能力較優異的學生，根據加速
度與時間關係的線圖，探究速度與時間，以及升降機的總移動距離是如何變化。如有
需要的話，可以從流動裝置中提取原始數據，利用試算表或其他數學軟件作更詳細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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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嵌入加速感應計的流動裝置在物理學上，可用作探究機械運動的一種多用途工
具。透過改變實驗設置，它們可以被用作研究拋物運動、碰撞、圓周運動、擺動、
甚至在流體中的運動。



免費的流動應用程式都是透過嵌入式加速感應計量度物體加速度。為了在校內
加強跨學科學習科學、科技和數學，物理科教師可以與科技╱數學科教師協作，
引導能力較高的學生自行開發流動應用程序式調用加速感應計，並自行設計用
戶界面、控制、數據採樣頻率、輸出等，使成為最適合應用於某些指定探究的獨
特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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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例 10

設計及製作附有人工心瓣的大動脈模型
程度：中四至中六

課程：生物

重點：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教育
目標：通過設計與製作模型，以加強學生對心瓣功能的理解
在這項活動中，學生將模擬生物工程師的工作，分組進行設計與製作的活動來解決
真實情境的問題。
進行活動前，學生應對人體的循環系統，包括心臟和心瓣的結構及其功能、血液的
組成和血液通過心臟的方式有基本認識。
教師可以運用「5E 教學模式9」來指導學生進行活動。
第一階段 ─ 參與
教師介紹一個真實的情境，當中醫生和生物工程師相互協作，以幫助大動脈瓣不健
全的病人。這些病人的大動脈瓣會因不能緊密閉合而令血液回流心臟；亦會因未能
完全張開，而令血液無法完全流出心臟。為了延長這些病人的壽命和讓他們更健康
地生活，便需以人工心瓣替代有毛病的大動脈瓣。在這項活動中，學生需要設計及
製作一個附有人工心瓣的大動脈模型。
(i)

(ii)

圖 f (i) 大動脈瓣在心臟的位置
(ii) 正常和不健全的大動脈瓣分別在張開時和閉合時的情況

5E 教學模式是一個由 Biological Sciences Curriculum Study (BSCS)所提出的教學模式。此教學模式
有五個教學階段，包括參與(Engagement)、探索(Exploration)、解釋(Explanation)、闡述(Elaboration)
和評鑑(Evaluati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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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探索
教師介紹一些可使用的材料（如圖 g 所示）。每組學生進行討論，提出一些模型的
設計，並使用這些材料製作模型。

圖 g

一些可用的材料（膠紙、彈子、包紙金屬絲、回形針、造型粘土、手術手套和透明
膠管）

學生需要製作的模型是要模擬心瓣的功能，即僅容許血液以單一方向在心臟內快速
流動，並阻止血液回流，所以學生需以流水來測試他們的模型，查看模型是否以類
似的方式運作。教師可以提出一些有關設計的要求，例如模型應可：
讓水快速地（例如每 30 秒約有 500 毫升的水）從單一方向流過；以及
阻止水從另一個方向流過╱僅讓水非常緩慢地從另一個方向流過。
第三階段──解釋
學生在課堂上展示他們的模型，並以注釋圖來解釋模型的運作原理。
第四階段──闡述
學生需要提出改善他們的模型設計的方案。他們可修改原有的模型或製作全新的模
型，並再次以流水測試模型的運作。然後撰寫一份報告，說明他們如何設置和測試
模型的功能，並適當地記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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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h 及圖 i 分別是兩款的模型示例，而圖 j 則是用作測試模型功能的裝置示例。
(a)

(b)

(c)

圖 h 利用透明膠管、回形針、彈子和手術手套建構而成的模型實例
(a) 把兩個回形針拗曲而成一個十字形的籠來套著彈子，並置於透明膠管內。
(b) 將尖端經剪切而具有小孔的「手套手指」裝配到另一根透明膠管的一端上。
(c) 將兩根透明膠管連接在一起。
(a)

(b)

(c)

圖 i 利用透明膠管、回形針、彈子和造型粘土建構而成的另一個模型實例
(a) 把兩個回形針拉直並製成一個十字形的籠來套著彈子，並置於透明膠管內。
(b) 模塑一塊造型粘土並粘貼在另一根透明膠管的其中一端管口，以修窄此管口。
(c) 將兩根透明膠管連接在一起。

圖 j 用作量度附有人工心瓣的大動脈模型的
水流流速的裝置

第五階段──評鑑
學生需要評鑑附有人工心瓣的大動脈模型。他們可以自訂評分標準，並通過自我評
估或同儕評估來評鑑模型。

113

附錄

附錄
1

小學及中學教育的七個學習宗旨

116

2

推行 STEM 教育學習活動的模式

118

3

教育局支援課程發展及科學科學與教之教學資源清單

119

4

支援科學教育的社會資源

124

115

附錄 1

小學及中學教育的七個學習宗旨

中學教育更新的七個學習宗旨
學生能夠：


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持守正面
價值觀和態度，珍視中華文化和尊重社會上的多元性



獲取和建構廣闊而穩固的知識基礎，能夠理解當今影響學生個人、社會、
國家及全球日常生活的問題



掌握兩文三語，有利更好學習和生活



綜合發展和應用共通能力，成為獨立和自主的學習者 ，以利未來進修和
工作



靈活、有效和合乎道德地運用資訊和資訊科技



了解本身的興趣、性向和能力，因應志向，為未來進修和就業，發展和反
思個人目標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積極參與體藝活動，並懂得欣賞運動和藝術

《中學教育課程指引》（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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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教育的七個學習宗旨
學生能夠：
1.

明白自己在家庭、社會和國家所擔當的角色和應履行的責任，並關注本身
的福祉；

2.

認識自己的國民身份，致力貢獻國家和社會；

3.

養成獨立閱讀的習慣；

4.

積極主動及有信心地以中英兩種語文（包括普通話）與人溝通和討論；

5.

發展創意思維及掌握獨立學習的能力（例如批判性思考、資訊科技和自我
管理）；

6.

全面掌握八個學習領域的基礎知識；

7.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並培養對體藝活動的興趣和鑑賞能力。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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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推行 STEM 教育學習活動的模式
模式一
建基於一個學習領域課題的學習活動，讓學生綜合其他學習領域相關的學習元素。

綜合和應用

一個學習領域（例如：科
學教育）的課題

題目
學習
元素
其它學習領域（例如：科技
教育、數學教育）的相關學
習元素

學習
元素

學習元素

模式二
透過專題研習讓學生綜合不同學習領域的相關學習元素。

綜合和應用
專題研習
SE KLA

科學教育學習
領域
學習元素

科技教育學習
TE KLA
領域
學習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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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教育學習
ME KLA
領域
學習元素

附錄 3

教育局支援課程發展及科學科學與教之教學資源清單
（截至 2017 年 4 月）
標題
1.

2.

3.
4.
5.
6.

7.

8.
9.

Online English-Chinese Glossaries of
Terms Commonly Used in the
Teaching of Science Subjects in
Secondary Schools
線上中學科學科目常用英漢辭彙
English-Chinese Glossaries of Terms
Commonly Used in the Teaching of
Biology, Chemistry, Physics and
Science (S1-3) in Secondary Schools
中學生物科、化學科、物理科和
科學科（中一至中三）常用英漢
辭彙
Atomic World
原子世界
Chemistry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化學實驗技巧
Contextual Physics
情境物理
EDB One-stop Portal for Learning &
Teaching
Resources
(Science
Education)
教育局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
（科學科教育）
EDB One-stop Portal for Learning &
Teaching
Resources
(General
Studies)
教育局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
（小學常識科）
Educational Television (ETV)
教育電視
Energy Efficiency
能源效益

網址
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glossarysci.
html

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edu/ref-andresources/glossary.html

www.hk-phy.org/atomic_world/
minisite.proj.hkedcity.net/chemtech/cht/index
.html
www.hk-phy.org/contextual/
minisite.proj.hkedcity.net/edbospsci/eng/home.html
minisite.proj.hkedcity.net/edbospsci/cht/home.html
minisite.proj.hkedcity.net/edbospgs/eng/home.html
minisite.proj.hkedcity.net/edbospgs/cht/home.html
etv.edb.gov.hk/
www.hk-phy.org/energy/index_e.html
www.hk-phy.org/energy/index_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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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10. ETV – Investigative Study in Physics
in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Science
Curriculum (Student version)
教育電視 – 新高中物理科探究研
習 （學生篇）
11. Exercises on Structure
Determination of Organic
Compounds (Mass Spectrometry)
有機化合物的結構測定

12. Furniture and Equipment List for
New Schools（此頁內容不提供中

網址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780251301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139923892

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chemistry/s6
7chem/references/MS_Eng2005_Questions.p
df
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chemistry/s6
7chem/references/MS_Chi2005_Questions.p
df
www.edb.gov.hk/en/sch-admin/sch-premisesinfo/furniture-equipment/primarysecondary-schools.html

文版本）
新建校舍家具及設備一覽表
13. General Studies for Primary Schools 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general-studies-for小學常識科
primary/index.html
14. Guidelines on the Prevention of
Blood-borne Diseases in Schools
血液傳染病在校內預防指引
15. HKedCity: Resources Depository
香港教育城：教學資源庫
16. Implementing Sex Education through
the Junior Secondary Science
Curriculum
透過初中科學科課程推行性教育
17. Investigative Study in Chemistry Exemplars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化學的探究研習—學習活動示例
18. Learning and Teaching Exemplar for
Medical Physics
醫學物理學學與教範例
19. Contextual Physics in Ocean Park
情境物理之海洋公園
20. Physics World
物理園

www.info.gov.hk/aids/pdf/g103.pdf
www.info.gov.hk/aids/pdf/g102.pdf
resources.hkedcity.net/
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is/SexEducat
ion/SexEducation_e.pdf
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is/SexEducat
ion/SexEducation_c.pdf
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chemistry/ns
s/is/nss_is_eng.pdf
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chemistry/ns
s/is/nss_is_chi.pdf
www.hkedcity.net/article/project/medicalphy
sics/
www.hk-phy.org/oceanpark/
www.hk-ph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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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21.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Chemistry
Learning with Active Reading and
Writing Tasks - Exemplars of
Learning & Teaching Activities
(Password required)
促進化學科學習的閱讀及寫作計
劃 - 學習活動示例（需要密碼登

網址
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chemistry/zi
pfile/active_rw.zip

入）
22. Reaction Mechanism Animation
反應機理動畫

23. Reactions of Metals
金屬之反應
24. Enhancing Science Learning
Through Electronic Library
促進學生學習科學的網上文章
25. Recommended Textbook List, EDB
適用書目表—教育局
26. Resources Depository - ETV
教學資源庫—教育電視
27. Safety in Science Laboratories
科學實驗室安全手冊

28. Science Education – Laboratory
Safety and Management
實驗室安全及管理

29. Science Education, EDB
教育局科學教育
30. Science Laboratories – Fixtures &
Furniture
科學實驗室裝置及家具
31.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s Sharing Platform
(Biology)
教師專業發展及資源共享平台
（生物科）

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chemistry/m
ech_e/Tutorial_29092007.swf
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chemistry/m
ech_c/Tutorial_05c.swf
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chemistry/re
source/reactions/main.html
resources.edb.gov.hk/physics/index_c.html
resources.edb.gov.hk/physics/index_e.html
cd.edb.gov.hk/rtl/search.asp
www.hkedcity.net/etv/en/
resources.hkedcity.net/etv/
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laboratory/s
afety/SafetyHandbook2013_English.pdf
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laboratory/s
afety/SafetyHandbook2013_Chinese.pdf
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edu/ref-andresources/lab-safety-and-management.html
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edu/ref-andresources/lab-safety-and-management.html
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edu/index.html
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laboratory/l
ayout/fixfur95.pdf
edblog.hkedcity.net/nss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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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32.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s Sharing Platform
(Chemistry)
教師專業發展及資源共享平台
（化學科）
33.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s Sharing Platform
(Physics)
教師專業發展及資源共享平台
（物理科）
34.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s Sharing Platform
(Science)
教師專業發展及資源共享平台
（科學科）
35. Integrated Science (S4-6)
綜合科學（中四至中六）
36. The Integrated Science (S4-6)
Teacher Sharing Platform
綜合科學科（中四至中六）教師
交流平台
37. Using Datalogger in the Teaching of
Physics
運用數據收集器於物理科學教學
38. Visualising Chemistry
智趣化學
39. Writing and Application of Physics
Specific Genres
物理科專科語體答題及應用
40. Writing with Chemistry Specific
Genres
化學科專科語體寫作
41. 小學常識科教學資源庫
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42. 「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展
覽
43. 教育電視—教學資源庫（科學教
育）
44. 教育電視—教學資源庫（小學常
識科）

網址
edblog.hkedcity.net/nsschem

edblog.hkedcity.net/cdiphysics

edblog.hkedcity.net/scienceteaching/

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is4to6/index
_e.html
edblog.hkedcity.net/is4to6

data-log.hkedcity.net/index.shtml
data-log.hkedcity.net/physicsc/index.shtml
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chemistry/re
source/vc/index.html
edb.hkedcity.net/phygenres/en/index.htm
edb.hkedcity.net/phygenres/zh/index.htm
ifile.hkedcity.net/1/001/926/genre/

www.hkedcity.net/edb/teachingresources/cat
egory.php?site_key=gs&categoryId=11
www.hkedcity.net/ises/cht/archive.html
www.hkedcity.net/etv/listing/5707715ef57da
1023c000000
www.hkedcity.net/etv/listing/57077123f57da
1f03b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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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網址

45. 教育電視—高中化學探究研習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207401800

46. The “Bright” Futur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科研之光
47. The Future of Rice
米的未來
48. Soybean Homecoming
大豆回家
49. A New Dimension of
Communication
通訊新領域
50. Safety in Exploring Science
科學探索的安全守則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1957752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2084914033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564245470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9010548

resources.edb.gov.hk/~ses/
resources.edb.gov.hk/~ses/index_b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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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支援科學教育的社會資源
提供支援科學教育的社會資源之機構名單：
名稱

網址

1.

漁農自然護理署獅子會自然
教育中心

www.afcd.gov.hk/tc_chi/country/cou_lea/cou_lea_
ven/lions.html

2.

STEM 教育中心

www.atec.edu.hk/stemcentre

3.

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

www.caritasfsc.edu.hk/chi/index.htm

4.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www.clp.com.hk/zh

5.

嗇色園中辦可觀自然教育中
心暨天文館

www.hokoon.edu.hk/main.html

6.

郊野公園

7.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
地質公園

www.afcd.gov.hk/tc_chi/country/cou_vis/cou_vis_c
ou/cou_vis_cou.html
www.geopark.gov.hk/index.htm

8.

香港天文台

www.hko.gov.hk/contentc.htm

9.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www.hkpc.org/zh-HK/

10. 香港科學館
11. 香港科技園

hk.science.museum/zh_TW/web/scm/index.html

12. 香港太空館

www.lcsd.gov.hk/CE/Museum/Space/zh_TW/web/s
pm/whatsnew.html
www.wetlandpark.gov.hk/tc/

13. 香港濕地公園
14. 水務署
15. 航空探知館
16.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17. 香港青年協會

www.hkstp.org/zh-hk/index.aspx

www.wsd.gov.hk/tc/education/educational_visits_to
_water_treatment_works/index.html
www.hongkongairport.com/chi/shopping/entertain
ment/t2/aviat/avia.html
www.hkasme.org/
www.hkfyg.org.hk/

18.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19. 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

www.hktea.org/

20.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21. 香港海洋公園學院

www.kfbg.org/chi/

22. 嗇嗇園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
計劃
23.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mobilelab.hoyu.edu.hk/

24. 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米
埔自然保護區

www.wwf.org.hk/

www.gaia.cuhk.edu.hk/MoCC/
opahk.oceanpark.com.hk/en/

www.hkage.org.hk/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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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25. 青年企業家發展局 – 商校家 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bspp/scp.html
長計劃
scp.ydc.org.hk/e/default_hom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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