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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職「其他學習經歷」教師及統籌主任培訓（第⼀部分）
12-10-2018教育局課程發展教育局課程發展教育局課程發展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處處處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組組組組

程序表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00 - 9:15

登記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15 - 10:45

「「「「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統籌主任及統籌主任及統籌主任及統籌主任及教師教師教師教師的角色的角色的角色的角色及職責及職責及職責及職責 張詠珊女士張詠珊女士張詠珊女士張詠珊女士教育局課程發展教育局課程發展教育局課程發展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主任主任主任（（（（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45 – 11:30

學校實踐經驗分享學校實踐經驗分享學校實踐經驗分享學校實踐經驗分享（（（（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聖保羅聖保羅聖保羅聖保羅書院書院書院書院 王偉豪王偉豪王偉豪王偉豪先生先生先生先生聖保羅書院聖保羅書院聖保羅書院聖保羅書院副校長副校長副校長副校長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30 -11:45

小息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45 - 12:30 實踐學校活動指引實踐學校活動指引實踐學校活動指引實踐學校活動指引 陳德恆先生陳德恆先生陳德恆先生陳德恆先生退休中學校長退休中學校長退休中學校長退休中學校長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2:30 - 12:45

問與答問與答問與答問與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2:45 - 2:00

午午午午膳膳膳膳時間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0 - 2:15
登記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15 - 3:30 「「「「學生學習概覽學生學習概覽學生學習概覽學生學習概覽」」」」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邱霖業先生邱霖業先生邱霖業先生邱霖業先生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30 - 3:45

小息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45 - 4:30

學校實踐經驗分享學校實踐經驗分享學校實踐經驗分享學校實踐經驗分享（（（（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廖寶珊廖寶珊廖寶珊廖寶珊紀念書院紀念書院紀念書院紀念書院 李雪琴李雪琴李雪琴李雪琴女士女士女士女士廖寶珊廖寶珊廖寶珊廖寶珊紀念紀念紀念紀念書院書院書院書院副校長副校長副校長副校長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30 - 4:45

問與答問與答問與答問與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45 - 5:00 總總總總 結結結結 張詠珊女士及邱霖業先生張詠珊女士及邱霖業先生張詠珊女士及邱霖業先生張詠珊女士及邱霖業先生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新入職「其他學習經歷」教師及統籌主任培訓課程目的：
• 提升新入職新入職新入職新入職「「「「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對對對對「「「「其他學其他學其他學其他學習經歷習經歷習經歷習經歷」」」」課程發展的了解課程發展的了解課程發展的了解課程發展的了解；；；；
• 加強教師規劃及推行校本加強教師規劃及推行校本加強教師規劃及推行校本加強教師規劃及推行校本「「「「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的的的的專業技能及知識專業技能及知識專業技能及知識專業技能及知識；；；；及及及及
• 促進促進促進促進新入職新入職新入職新入職「「「「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教師教師教師教師之間的相互之間的相互之間的相互之間的相互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1.全方位學習及其他學習經歷
Life-wide Learning and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1.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2.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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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五種五種五種

基要學習經歷基要學習經歷基要學習經歷基要學習經歷

全方位學習
“……把學習空間把學習空間把學習空間把學習空間，，，，從課室拓展到其他環境的策略從課室拓展到其他環境的策略從課室拓展到其他環境的策略從課室拓展到其他環境的策略。。。。透過教師靈活地利透過教師靈活地利透過教師靈活地利透過教師靈活地利用多樣化的環境和社區資源用多樣化的環境和社區資源用多樣化的環境和社區資源用多樣化的環境和社區資源，，，，配合時配合時配合時配合時、、、、地地地地、、、、人各方面所組成的學習情人各方面所組成的學習情人各方面所組成的學習情人各方面所組成的學習情境境境境，，，，讓學生獲得一般讓學生獲得一般讓學生獲得一般讓學生獲得一般在課堂上難以體會的經驗在課堂上難以體會的經驗在課堂上難以體會的經驗在課堂上難以體會的經驗。。。。””””

8

全方位學習

• 真實真實真實真實情境中學習情境中學習情境中學習情境中學習
• 掌握一些掌握一些掌握一些掌握一些單靠課堂學習難以達到單靠課堂學習難以達到單靠課堂學習難以達到單靠課堂學習難以達到的學習目標的學習目標的學習目標的學習目標
• 豐富學生的經歷豐富學生的經歷豐富學生的經歷豐富學生的經歷，，，，有有有有「「「「延伸延伸延伸延伸」」」」、、、、「「「「擴闊擴闊擴闊擴闊」」」」及及及及「「「「促進促進促進促進」」」」的功能的功能的功能的功能《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 (2014 )

https://cd.edb.gov.hk/becg/tchinese/chapter6.html#s6.3

《中學教育課程指引》(2017)分冊7：全方位學習及體驗式學習(Booklet 7: Life-wide Learning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於各於各於各於各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跨科跨科跨科跨科學習及其學習及其學習及其學習及其他他他他課室以外的情境課室以外的情境課室以外的情境課室以外的情境中舉行中舉行中舉行中舉行
… 於高中由學校提供的於高中由學校提供的於高中由學校提供的於高中由學校提供的「「「「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學習經歷學習經歷學習經歷學習經歷」」」」中有效推行中有效推行中有效推行中有效推行
7.4「「「「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
development/renewal/Guides/SECG%20booklet%207_ch_20180831.pdf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拓寬拓寬拓寬拓寬視野視野視野視野 培養培養培養培養終身興趣終身興趣終身興趣終身興趣培養培養培養培養正面價值正面價值正面價值正面價值觀和態度觀和態度觀和態度觀和態度促進促進促進促進全人發展全人發展全人發展全人發展

成為成為成為成為終身學習者終身學習者終身學習者終身學習者「「「「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五個範疇學習目標五個範疇學習目標五個範疇學習目標五個範疇學習目標
藝術發展藝術發展藝術發展藝術發展 與德育及公民教育有關與德育及公民教育有關與德育及公民教育有關與德育及公民教育有關的重要議題的重要議題的重要議題的重要議題:培養學生在培養學生在培養學生在培養學生在作出價值判斷時作出價值判斷時作出價值判斷時作出價值判斷時，，，，能持能持能持能持守守守守 道德及社會標準道德及社會標準道德及社會標準道德及社會標準，，，，以以以以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並發展他們對個人及社並發展他們對個人及社並發展他們對個人及社並發展他們對個人及社會議題的會議題的會議題的會議題的多角度思考多角度思考多角度思考多角度思考。。。。與藝術發展有關的重與藝術發展有關的重與藝術發展有關的重與藝術發展有關的重要議題要議題要議題要議題:為所有高中學生提供豐富而具意義的藝術學習經…安排有系統的學習時間是推行藝術發展的重要模式,可舉辦聯課 活動，讓學生參與藝術發展計劃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與工作有關的經驗有關的重要議題有關的重要議題有關的重要議題有關的重要議題: 進一步將生涯規劃教育或就業輔導與「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計劃結合。透過善用學生學習概覽作為優質反思的工具… 協助高中學生發展開拓與創新的能力及精神…舉辦多元化與工作有關的經驗活動與社會服務有關的重與社會服務有關的重與社會服務有關的重與社會服務有關的重要議題要議題要議題要議題:可從更廣闊的社會情境了解不同群體的 需要，同時釐清及反思在個人及社會議題中所蘊涵的價值觀。…提升他們的領導才能，以及對不 同社會議題作出周全而合理的判斷和決策

與體育發展有關的重與體育發展有關的重與體育發展有關的重與體育發展有關的重要議題要議題要議題要議題:有別於體育選修科目… 安排定期體育課是推行體育發展的重要模式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課時內、外的各種體育發展活動。 體育發展體育發展體育發展體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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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發展藝術發展藝術發展藝術發展
Aesthetic Development

(AD)總課時10% 至 15%課時課時課時課時以內以內以內以內 課時課時課時課時以外以外以外以外
「「「「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3-year Total Lesson Time

Before the Review: 2,700 Hours (457 Days x 6 Hours)

After the Review: 2,400 Hours (+/- 200 Hours)

3-year OLE Time 

Suggested: 10 – 15% of  the Total Lesson Time

From 2,400 Hours x 10% = 240 Hours

To 2,400 Hours x 15% = 360 Hours

OLE Time for every year

From 240 Hours / 3 = 80 Hours

To 360 Hours / 3 = 120 Hours

• 15%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 13-15%
• 10%

http://cd1.edb.hkedcity.net/cd/lwl/ole/09_time_01.asp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安排例子安排例子安排例子安排例子 藝術發展藝術發展藝術發展藝術發展
Aesthetic Development

(AD)總課時10% 至 15%課時課時課時課時以內以內以內以內 課時課時課時課時以外以外以外以外
Example: Regular Review on OLE Time Arrangement

• A school regularly reviewed its existing strengths and policies to provide a good
interface between junior and senior curricula, and developed a favourable school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for fostering students’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capabilities.

•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students’ academic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the five
areas of OLE were allocated within and outside timetabled lessons flexibly.
OLE activities such as “One Life, One Sport, One Art, One Service” Scheme for
every student, two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periods every week, Life
Education Lessons, talks and workshops on Career-related Experiences and
career planning session during class teacher periods were arranged. The average
OLE time allocation was around 120 hours per year, which aligned with the new
recommendation of 10% to15% of the total curriculum time.

• To review the effectiveness of OLE time arrangement, the school held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meetings regularly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time was allocated
appropriately for the provision of sufficient and quality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o enrich
student learning experiences.

Guiding Principles of  LWL/OLE

Start with an existing practice and 

organise new programm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Engage students actively in planning and 

organsing LWL/OLE,  internalise and make 
meaning of what they experiences

Use a range of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experiences and 
integrated approach to 

designing programme

Implement a diverse 

range of activities to 
cater for students’ 

different needs, 
including SEN and 

NCS students

Act as facilitators or learners alongside the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self-directed learning capability

Take LWL/OL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whole-
school curriculum 

planning, including 
appropriat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establish 
partnership and 

continuous 
assessment

Align and reflect on 

the experiences with 
learning targets, 

Provide quality and 
timely feedback

Aesthetic 
Development

10-15% of Total Lesson Time

• Flexible Planning

• School-based Arrangements

• Professional Judgement

•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Expected Outcomes

• Quality Reflection

• Whole-schoo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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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Key Issues 

• Whole-school Curriculum Planning 

• Depth and effectiveness of  activities

• Reflection in experiential learning

• Harnessing Community Resources

2. 「其他學習經歷」統籌主任及教師的角色及職責

「其他學習經歷」統籌主任的主要職責
1. 統籌及統籌及統籌及統籌及協調協調協調協調
2. 制定制定制定制定發展發展發展發展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3. 定期定期定期定期檢視及評估計劃檢視及評估計劃檢視及評估計劃檢視及評估計劃進展進展進展進展
4. 開拓開拓開拓開拓及引入社區及引入社區及引入社區及引入社區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5. 推動推動推動推動教師團隊專業及學校發展教師團隊專業及學校發展教師團隊專業及學校發展教師團隊專業及學校發展

統籌及協調
3. 開展及推行計劃開展及推行計劃開展及推行計劃開展及推行計劃多元化學習經驗 重質不重量

2. 共同訂定發展目標及計劃共同訂定發展目標及計劃共同訂定發展目標及計劃共同訂定發展目標及計劃(全年全年全年全年/三年三年三年三年…)，，，，促進全人發展促進全人發展促進全人發展促進全人發展整體目標 ／ 優先次序 五個範疇 ／ 重點發展
1. 聯繫及成立聯繫及成立聯繫及成立聯繫及成立「「「「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有關科目（體育/藝術） 有關組別（德育／工作／服務）

制定「其他學習經歷」發展計劃
3. 定期檢視計劃定期檢視計劃定期檢視計劃定期檢視計劃檢討推行成效 蒐集持份者意見

2. 共同訂定具體及清晰的學習目標共同訂定具體及清晰的學習目標共同訂定具體及清晰的學習目標共同訂定具體及清晰的學習目標，，，，促進全人發展促進全人發展促進全人發展促進全人發展各級（中一至中六） 初中高中規劃
1. 共同商議及訂定共同商議及訂定共同商議及訂定共同商議及訂定「「「「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其他學習經歷」」」」發展目標及計劃發展目標及計劃發展目標及計劃發展目標及計劃整體目標 ／ 學生成長 三年計劃 ／ 每年重點 定期檢視及評估計劃進展

3. 持續優化課程持續優化課程持續優化課程持續優化課程學生成長 ／ 反思回饋 階段性評估 ／ 善用數據
2. 共同討論改善方法共同討論改善方法共同討論改善方法共同討論改善方法持份者意見 ／ 善用資源 預期結果 ／ 學習目標
1. 定期匯報推行進度定期匯報推行進度定期匯報推行進度定期匯報推行進度「其他學習經歷」委員會/工作小組 教師團隊 ／ 家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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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及引入社區資源
3. 建立持續良好的夥伴關係建立持續良好的夥伴關係建立持續良好的夥伴關係建立持續良好的夥伴關係提供更優質學習經歷 建立社區網絡

2. 引入社區資源引入社區資源引入社區資源引入社區資源學生真實需要 預期學習結果
1. 持續開拓新資源持續開拓新資源持續開拓新資源持續開拓新資源活動參與 ／ 協作計劃 設備資源 ／ 經濟支持 推動教師團隊專業及學校發展

3. 促進專業分享促進專業分享促進專業分享促進專業分享教師發展日 ／ 考察交流 對外分享 ／ 參與學習圈
2. 提供最新專業培訓資訊予教師團隊提供最新專業培訓資訊予教師團隊提供最新專業培訓資訊予教師團隊提供最新專業培訓資訊予教師團隊參與專業培訓課程 建立學習型團隊

1. 了解最新課程發展了解最新課程發展了解最新課程發展了解最新課程發展課程文件 ／ 培訓課程 學習網絡 ／ 政策新聞

3.有關資源
Resource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http://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index.html

Life-wide Learning (LWL)

http://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
edu/life-wide-learning/index.html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OLE)

http://cd1.edb.hkedcity.net/cd/lwl/ole/01_intro_01.asp

New Academic Structure (NAS)

http://334.edb.hkedcity.net/new/tc/index.php

Curriculum Development     
http://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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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wide Learning (LWL) 
http://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life-wide-learning/index.html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OLE) 
http://cd1.edb.hkedcity.net/cd/lwl/ole/01_intro_01.asp

“Student as Learning Experience Designers” (“Student-LED”)「讓學生成為學習經歷設計者」
http://cd1.edb.hkedcity.net/cd/lwl/ole/07_LED_01.asp

New Academic Structure (NAS) 
http://334.edb.hkedcity.net/new/t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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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tion Programme (Part II)

23 Oct 2017 (Tuesday)

9:00 am, RmW301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OLE Learning Cir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