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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週的主題及特色學習週的主題及特色

學習週為期五天，學生以

混合能力形式組合進行活動，老

師按主題及學生程度計劃各級學習活

動內容，包括專家講座、戶外參觀、模

型製作、攤位活動、集體壁畫創作等，

讓學生進行學習。學生需於每天學習

活動後，完成當天學習日誌，總結

當天所學及對學習表現進行自

評、互評。

體驗式學習的理念體驗式學習的理念

二十一世紀，社會急劇變化，

培養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包括獨立

學習的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及協作能力，

以應付未來社會的挑戰，是十分重要。本校希

望透過體驗式學習的過程，讓學生「由做中學」，

親身體驗、觀察反省、總結領會及積極嘗試，發

展出學會學習的能力。過程中，學生經歷不斷

的修訂與重組的過程，學生會發現自己的的盲

點，繼而自我反省及改進，而學生之間也

能透過協作互動、彼此學習，從而照

顧學生的多樣性。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六

	主題	 玩具大發現	 我愛大自然	 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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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式學習週」開展禮「體驗式學習週」開展禮

一月三十一日，全體同學齊集禮

堂參加「體驗式學習週」開展禮。首先，

由崔家祥校長為「體驗式學習週」開展禮致辭，

帶出本年度為同學們注入創新學習的新元素──

「體驗、動手、探究」，並將以往一天的「綜合學習日」

變身成為一連五天的「體驗式學習週」，讓學生成為學習

的主導者。		

接著，由學生小司儀以輕鬆活潑的手法，並透過話劇，分

別演譯不同的角色為全體同學簡介各級在這週內不同的學

習任務及各大學習主題。

當天，我們更邀得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湯兆昇博士

向全校同學分享探究學習的理念及方法，為

同學們打好學習的基礎，為要完成學

習任務的同學注入了強心針。

崔家祥校長為同學致辭。

透過「玩具國王」

帶 出 一、 二 年 級

同 學 的 學 習 任

務——自製玩具，

並要求同學的玩

具符合四大原則：

環 保、 美 觀、 富

趣味和自製。

喂！同學戴太陽帽，

又帶驅蚊水，幹什麼呢？

一羣愛好遠足的學生高唱《我愛大自然》帶出

三、四年級「我愛大自然」的主題。

主禮嘉賓──湯兆昇博士與何副校長及一班小司儀拍照留念。

翁麗琴主任向全體學生簡

介體驗式學習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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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具 大大 發發 現現

一年級活動簡介一年級活動簡介

玩玩

本學年，一年級在體驗式學習週的主題是「玩具大發

現」。首天，同學們認識昔日的玩具，再和現今的玩具作

比較，更身體力行嘗試玩玩「抓子」。第二天，同學們一

同玩彩虹傘、參與不同的攤位活動，認識玩具以外，還有

很多有益身心的遊戲。此外，同學們又透過探索式的活

動，認識現今製作玩具的各種不同物料。當天，家長義工

的協助令活動順利進行，而且生色不少呢！第三天，同學

在老師的指導下嘗試製作玩具，更會與同學們分享成果。

第四天，同學製作「奇怪紙飛機」──沒有翼的紙飛機。

同學一邊玩，一邊學習科學原理，大家透過班際的比賽，

互相觀摩，各自反思，反覆改良自己製作的飛機。第五天，

五班同學聚首一堂，展示各人的成果，並比賽誰的飛機飛

得最遠，找出全級的冠軍。最後，在分班活動中，同學們

分享這五天的所學及活動感受。

這五天中，同學們透過老師介紹、影片認知、分組探

索、各式遊戲、腦圖、分類、動手創作等，學習了簡單的

科學原理，也培養了環保、惜物及與人分享的態度。

我們認識了不同的玩具。

我們懂得將玩具分成不同種類。

原來「抓子」是這樣玩

的，還有很多玩法。

大家一起玩「抓子」

老師教我們「公仔紙」的玩法。

拍「公仔紙」很好玩呀！
努力！為氣球充氣，

看看誰能先把膠杯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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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同學全情投入各個攤位遊戲！

彩虹傘玩法緊張刺激！

「球來了！」同學們玩得十分投入！

「電擊遊戲」，

手中的棒不要

碰到線圈啊！

「尋找電磁人」到底

藏在哪一個人偶內？

你可以在鏡中看到

多少個自己呢？
「看！投射技術很不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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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具 大大 發發 現現玩玩

這個小玩意──環保波子盤，多有趣啊！

我們的紙迷宮

多彩多姿的迷宮

「你要試試玩玩看嗎？」

我們的「奇怪紙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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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習日誌

我們匯報這五天學習的成果。

優勝者成為一年級的「飛機皇后」、「飛機國王」。

同學們整裝待發，預備投出飛機。「1, 2, 3…起飛！」

同學們密鑼緊鼓製作

一隻沒有翼，但可以

飛的紙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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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活動簡介二年級活動簡介

具具 大大 發發 現現玩玩

二年級體驗式學習活動的主題是「玩具大發

現」。首先，同學們透過電子媒體認識一些往昔

的玩具，發現往昔玩具的一大特色是利用環保物

料製成的。之後，同學們在老師的介紹及指導

下，全情投入，製作和試玩往昔玩具，包括「抓

子」、「東南西北」、「公仔紙」等。此外，學

生亦參觀了香港文化博物館──兒童探知館，進

一步加強對玩具的認識。接着，學生又學習運用

科學原理，分組製作「環保動力車」，利用氣球

釋出的氣體驅動車子向前行走，並在班內進行比

試。學生通過比試，互相觀察，再各自反覆修正，

設計出自製的「環保動力車」。最後，全級學生

進行班際環保動力車比賽及分享。比賽過程十分

緊張剌激，全級學生全情投入。最後，由 2B 班

奪得最佳設計獎，2E 班奪得最佳匯報獎。

「抓子」，你懂嗎？

自製棋盤，自定規則。 齊齊製作我們的棋盤。

「東南西北」，真好玩！

我們為紙娃娃添新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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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兒童探知館，認識不同的小玩意。

這是用甚麼物料製成的呢？

鬥獸棋，你可曾玩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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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具 大大 發發 現現玩玩

製作完成，

齊齊試車！

開始了，好緊張呀！量度一下車子前進了多遠？

同心合力，製作「環保動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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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際環保動

力車比賽，

好緊張呀！

分享製作環保動

力車的心得。

成功獲獎！真興奮呢！

落足眼力，對手會否成功呢？

我們的學習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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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大 自 然我 愛 大 自 然我

三年級活動簡介三年級活動簡介

三年級的主題是「我愛大自然」，同學們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認識了大自然中各種的景

象，同時認識了一些動物的生活習性及植物的

生長概況。童詩創作、猜謎遊戲、數據處理、

問卷調查、象形圖設計、樹葉托印、歌曲欣賞

等學習活動，均能為學生在建構知識的基礎

上，提供了與主題配合的學習情景，讓他們親

身體驗與大自然有關的學習歷程，培養學生愛

護大自然的正確態度！

我們透過學習材

料， 感 受 大 自 然

的美。

「你喜歡甚麼動物？」一起利用象形圖設計，把訪問同學所得的資料統計及整理。

聽聽我們的滙報，看看甚麼動物最受同學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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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踴躍答問，投入活動。

海洋保育講座的講者告訴我們保護海洋生物的重要。

我們的樹葉拓印創作畫，漂亮嗎？

樹葉拓印，讓我們

欣賞不同葉子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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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大 自 然我 愛 大 自 然我

「綠鄰好友大行動」，導師教我們玩動物遊戲咭，認識香港的各類物種。

同學們細心觀看

展板，了解香港

各種生物。

透過遊戲，加深對香港各種生物的認識。

活動完畢，齊來拍張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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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合力，創作童詩，展現大自然的豐富多姿。

看！這是我們的創作。大家互相觀摩吧！

我們的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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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活動簡介四年級活動簡介

愛 大 自 然我 愛 大 自 然我

在「體驗式學習週」的第一天，四年級同學

以歌唱《我愛大自然》掀開序幕。之後，同學們

齊齊動腦筋，圍繞「我愛大自然」的主題製作腦

圖，思考大自然中的各種要素。第二天，他們分

組製作環保濾水器，過程中，學生進行了反覆測

試及修訂，又分組滙報了活動的總結及感受，並

討論珍惜用水的重要。隨後的兩天，同學參與了

「守護本地海洋生態」的講座及進行校園動植物

導賞活動，加深對大自然中各種動植物的認識。

此外，大家更一起創作及繪畫壁畫，將校園內的

動植物，校園四周的環境，形象化地呈現出來，

共同美化校園。在這星期裏，同學動腦又動手，

透過各種體驗，培養愛護大自然的態度。

齊齊動腦筋，製作腦圖。「大自然」，你會想到甚麼？

老師講解製作環保濾水器的步驟。

合力構思、設計有效

能的環保濾水器。

一起動手製作環保濾水器。

進行過濾，記錄結果。有改進的地方嗎？

成功！這是我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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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致送紀念旗給講者。

校長致送紀念旗給壁畫導師。

齊參與「守護本地海洋生態」的講座。

無懼天氣的影響，我們利用 QR code 進行校園導賞，認識校園內的動植物。

開工前，來張大合照。

天花滴水嗎？整裝

待發，進行壁畫創

作，將校園四周的

景物呈現壁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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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合作努力的成果，美麗嗎？

愛 大 自 然我 愛 大 自 然我

你畫我畫，齊齊畫！

你準備畫甚麼？

校長也和我們一起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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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習日誌

向同學滙報這次「體驗式學習週」

的所學、所感。
快快組織對話，準備滙報。

這是我出的一分力。

快！來看看全級同學努力的成

果，你能找到自己的畫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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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生 活健 康 生 活健

五年級活動簡介五年級活動簡介

五年級的主題為「健康生活」，學生的終極任

務是要做出一個人形的「閉合電路」。首天的導入

活動是由湯兆昇博士為同學們講解「閉合電路」的

原理，他更分享了不少有關「電」的有趣活動，成

功提昇同學對學習的興趣及對完成任務的信心。第

二天，老師安排了學生觀看有關「健康生活」的影

片，又讓各班身體力行，進行運動──踏單車，繼

而又製作了「健康三文治」，並了解不同食物的營

養。第三天，小童群益會義工到學校向同學介紹「健

康生活」，除了由專家講解外，同學更可動手做健

康小食及小手工。當天，同學亦要自訂主題，完成

有關「學生健康生活習慣」的調查及製作統計圖。

第四天是學生「STEM」工作坊，亦是「健康生活」

的主題任務，學生要學習及分組製作一個人形的「閉

合電路」。過程中，學生要協作、討論、設計、反

覆測試等，務求成功完成任務。第五天，同學們把

作品向同學們展示，並匯報他們的學習成果及感受。

第一天：

閉合電路講座

第二天：

健康運動我做得到！

健康三文治我愛吃！

手搖發電？「燈泡著了！」湯博士你係得嘅！

手拖手，

齊通電，

電管亮着了！

實踐運動，

齊踏單車！

齊齊做健康三文治。

你看我們放了

幾多蔬菜！ 成功了！我的健康三文治。
健康又美味，

大家爭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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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STEM「閉合電路」

人體模型

第三天：

「健康營養和生活」攤位

飲食營養知多少？

動手做健康沙律！

大家好期待嚐試健康沙律呢！

導師講解「閉合電路」模型的製作。

你幫我，我幫你，

協作能力顯神通。

啊！個人形幾難整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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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達成任務：匯報成果日

翁主任簡介

匯報的流程。

到我們匯報了，好緊張呢！

你問我答， 另類匯報方式。

讓我給你示範。

「我認為多作嘗試，從失敗中學習，最終定會成功的。」

校長與我們一起慶功！

康康 活活健健 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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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來自不同班，但也可

齊心合力，完成模型製作，

一同匯報成果。

被測試了，成功嗎？

快！記下測試結果。

我們的學習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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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活動簡介六年級活動簡介

康 生 活健 康 生 活健

六年級同學於體驗式學習週進行了各式各樣的學

習活動，將健康生活的主題滲入不同形式的活動中，

包括觀看健康生活影片、進行踏單車運動、製作健康

小食、進行健康生活問卷調查及製作統計圖等，使學

生親身體驗，自行發掘學習的樂趣。首天，同學從湯

兆昇博士主講的講座中學習到不少電與生活的知識。

此外，同學們又親身到科學館操作各種與電力有關的

模型和學習設施，學習過程既愉快，又充實！於體驗

式學習週最後階段，同學將先前學習到的導入知識，

以小組形式，動手操作，手腦並用，設計出人形的閉

合電路，用以進行禁毒及健康生活常識問答活動，將

科學科技應用到健康生活之中。

甚麼是「串聯」和「並聯」？

湯博士主持的實驗真有趣！

我們合力發光、發亮！
誰能解開足球

不倒之謎？

離開科學館前，齊來大合照。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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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科學館操作

各種科學模型和

學習設施，真愉

快，又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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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生 活健 康 生 活健

「你每天有多少作息時間？」「你每天進行多少時間運動？」訪問同學，

整理資料，製作統計圖。

我們要多認識運動的重要啊！動動腦，動動手，

合力製作人形閉合電路。

有校長支持，我們一定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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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滙報這幾

天的學習成果。

測試一下，是否

成功通電呢？

校長也來測試我們的

「閉合電路」模型。

雖然大家來自不同班，但合作順利，還可互相學習呢！

我們的學習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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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體驗

學習

探究

思考

動手

驗證

測試

修正

地址：香港筲箕灣愛禮街 1號

電話：2561	1118							傳真：2562	8437

網址：http://www.abgps.edu.hk

電郵：abgps@edb.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