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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習經歷」的迷思

•「其他學習經歷」是……

多而不停地參與課外活動?

為了升學加分? 

與主修、選修科無關連?



「其他學習經歷」的目標和預期成果
• 擴闊學生的視野，以及讓他們培養終身興趣；
• 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 為學生提供寬廣而均衡的課程，以基要的學習經歷配合核心及選修科目
（包括應用學習課程），讓學生在德、智、體、羣、美五個方面得到均
衡的發展。

• 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使他們成為終身學習者，具備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預期的成果包括：
- 成為積極、有見識和負責任的公民；
- 尊重多元價值觀和培養對藝術的興趣；
- 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以及
- 建立事業抱負和正面的工作道德觀。 參考資料︰教育局 (2021)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urriculum-
area/life-wide-
learning/ole/learning_objectives_and_expected_outcomes.html



高中2X「其他學習經歷」課在本校實行情況

• 2021/22學年，4A、4B兩班率先於
每周設3節「其他學習經歷」課。

• 課程由不同科、組、部門提供，為
學生締造一個「與一般學科不同」
的學習空間，享受體驗學習的樂趣。

• 部份課程與學科相關，「其他學習
經歷」也提升科目的課堂學習及培
養思考和共通能力。因此「其他學
習經歷」與學科相輔相成。



高中2X「其他學習經歷」課本年度活動舉隅
日期 活動 相關學習經歷

9/2021 旅程設計 德育及公民教育
10/2021 視藝科展覽參觀 藝術發展

參觀海關總部 德育及公民教育、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靜觀 藝術發展
禪繞畫 藝術發展

11/2021 跨文化教育分享 德育及公民教育
減肥兩面睇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服務學習 社會服務

12/2021 古蹟導賞團 藝術發展
身不由已 德育及公民教育

1/2022 漢服體驗 藝術發展



日期 活動 相關學習經歷

1/2022 中環城區考察 德育及公民教育
2/2022 戲劇欣賞 藝術發展

工作場所參觀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3/2022 參觀文物徑、終審法院 德育及公民教育

可持續發展工作坊 德育及公民教育
思囚之路 德育及公民教育

4/2022 音樂欣賞 藝術發展
惜食VR工作坊 社會服務

5/2022 參觀廉政公署 德育及公民教育、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雪合戰 體育發展
T-Part-參觀 德育及公民教育
校友分享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高中2X「其他學習經歷」課本年度活動舉隅



日期 活動 相關學習經歷

9/2021 旅程設計 德育及公民教育

高中2X「其他學習經歷」課本年度活動剪影



高中2X「其他學習經歷」課本年度活動剪影
日期 活動 相關學習經歷

10/2021 靜觀 藝術發展



高中2X「其他學習經歷」課本年度活動剪影
日期 活動 相關學習經歷

10/2021 禪繞畫 藝術發展



參與「其他學習經歷」課同學分享
4B 朱軒慧、呂影淘 攝錄︰4B 許宇軒



參與「其他學習經歷」課同學反思摘錄
OLE課內容 同學反思

視藝科展覽參觀 • We can meet famous foreign painters in ancient times, but 
you can also meet modern painters. 

參觀海關總部 • Let me understand the daily work and scope of customs

• I learn that not to pick stranger luggage because their 
luggage may have poison inside. On this topic I also learn 
fine and captivity of poison, it is a serious crime.

靜觀 • The most valuable of today’s event is body scan because it 
can know more about myself, and when I do this I feel so 
good not only know more about myself also can release 
pressure, so I think this is a good rest when I tried.





在OLE課程中，令我印象最深
刻的活動是畫禪繞畫，畫的過
程中，能讓我心神放鬆，壓力
瞬間消失，同時也能讓我認識
更加多不同方面的藝術。

在OLE課程中，我學習了禪
繞畫，從中能滿足人們對於
創作的慾望並簡單達到成就
感與紓壓效果。



家長可扮演甚麼角色?

了解本校舉辦的「其他學習經歷」課

教導子女切忌抱著功利心態而參與「其他學習經歷」

鼓勵子女積極參與有關活動和反思所學，以達至全人發展

鼓勵子女與他們分享學習經歷中的反思

參考資料︰教育局 (2014)
https://334.edb.hkedcity.net/new/doc/chi/FAQs_on_OLE_&_SL
P_for_Parent.pdf



長遠而言，「其他學習經歷」對學生面對日後
人生不同範疇 (如工作、興趣培養、公民責任等) 
的發展，必定會有非常正面的幫助。



謝謝
大家

@ Y L P S S  

特別鳴謝︰
4B 朱軒慧、呂影淘、許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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