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螺旋式學習模式
-傳遞、啟發、體驗、深化、挑戰、回饋

• 美國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布魯納（J. S. BRUNNER）提倡發現學習（LEARNING BY DISCOVERY），鼓勵學生個人自己去思考、比較、對照、運用各種策略，以發現

教材所含的重要概念。他提出螺旋式課程（SPIRAL CURRICULUM）：教材是由具體到抽象、由簡單至複雜、由動作表徵至符號表徵等循序漸進，使每一階段的學

習自成一個圓周，以後難度漸升高，範圍漸擴大，終而學習到完整的知識。即布魯納（J. S. BRUNNER）所指任何科目都可藉某種方式教給任何兒童的概念

• 他提出以人為學科中心取向的發現式教學（DISCOVERY LEARNING）：是指學生在學習情境中，經由自己的探索尋找，從而獲得知識的一種學習方式

(背景)

• 作品簡介： 螺旋式學習模式-運用影片建構知識 Spiral learning mode - using video to construct knowledge

• 透過螺旋式學習模式，傳遞知識、啟發興趣、活動體驗、深化知識、比賽和回饋文化，將學生知識一層一層的建構，並透過拍
攝影片展示出來。

• Through the spiral learning mode, passing on knowledge, inspiring interest, activity experience, deepening knowledge, 

competitions and feedback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ent knowledge layer by layer will be demonstrated through filming.



螺旋式
學習模式

1.傳遞知識

2. 啟發興趣
3. 體驗

4. 深化

5.比賽
/貫通

6.回饋

1.傳遞

2. 啟發

3. 活動體驗
4. 深化知識

5.比賽/貫通

6.回饋文化



1.傳遞知識
•1.1 參觀香港金融管理局

•1.2參觀香港交易所

•1.3個人理財話劇

•1.4財智創未來 -理財工作坊

•1.5每日商業個案剪報

螺旋式
學習模式

1.傳遞知識

2. 啟發興趣

3. 活動體驗
4. 深化知識

5.比賽/貫通

6.回饋文化

•透過不同的參觀活動，讓學生對不同的企
業、機構和理財知識有接觸，在課堂中再

傳遞有關企業和理財知識給予學生，讓學

生掌握基本知識。



1.1參觀香港金融管理局
/1.2參觀香港交易所

•93%學生能對商業活動加深認識

•86%認同有關活動有助他們規劃人生

•同學們加深對金錢的認識。



1.3 個人理財話劇 / 1.4財智創未來 -理財工作坊



1.5每日商業個案剪報增加知識興趣
• 每日都在網上教室貼出商業個案剪報，增加學生對商科的知識和興趣，亦讓學生可即時發表
對有關商業個案的意見，互相交流，從中更認識有關企業運作，以便拍攝商業個案短片。



2. 啟發興趣
•2.1南沙、前海的經濟發展和粵港
合作探索之旅

•2.2參觀維園年宵競投

•2.3觀賞師兄師姐的商科短片

螺旋式
學習模式

1.傳遞知識

2. 啟發興趣

3. 活動體驗
4. 深化知識

5.比賽/貫通

6.回饋文化

•透過交流團和參觀競投，啟發學生對商
科、企業和理財的學習興趣。



2.1南沙、前海的經濟發
展和粵港合作探索之旅

•1516學年(40人)，1617學年(80人)

•97%學生能對商業活動加深認識

•100%學生認同有關活動能令他們擴闊視野

•同學們有機會了解在國內發展的機遇，尤其青年夢工
場，我們很鼓勵學生追夢，讓學生對創業有新的體驗。



2.2參觀維園年宵競投

讓學生體驗競投氣氛
增加營商興趣



2.3觀賞師兄師姐的商科短片

•在筆記加插大量師兄師姐的商科短片，除了
傳遞相關商科知識外，最重要能啟發學生們

對商科的興趣。



3. 活動體驗-體驗式學習

•3.1手作巿集

•3.2顯理年宵

•3.3青少年創業營商體驗計劃-創意年宵營商體驗日

@灣仔[簡稱修頓年宵] (包括深化知識和比賽)

螺旋式
學習模式

1.傳遞知識

2. 啟發興趣

3. 活動體驗
4. 深化知識

5.比賽/貫通

6.回饋文化

•透過一連串的活動體驗，增加學生的營
商經歷、失敗經驗、成功經驗等，從而

再進一步深化知識和貫通。



3.1手作巿集

•參加商場的手作巿集，自家設計手飾出售。



3.2
校內年宵
顯理年宵



年宵11年

2015

2013

20162014

2011

2007 2009

2010

花墟 維園

沙咀道花墟熟食
2012

2017



舉辦年宵-分別競投花墟、維園、荃
灣沙咀道，甚至花墟熟食檔

於校內營辦，建立營商和理財文化，
再延續於校外營辦

精英化
(只由數位核心成員
主要決策和營辦)

普及化
[每年都有約100位同
學參與年宵，約13

組，每組都有CEO，
每組成員都較以往
投入，學習成效更

高。]



過往三年
校內年宵的資料

顯理年宵巿場 -收支表一覽表

2017年
(包括校外) 2016年 2015年

收入 $ $ $
經營收益 65,820.4 21,017.8 23,106.0

65,820.4 21,017.8 23,106.0

開支
租金 1,615.0 1,050.0 855.0
雜費/車費 9,145.2 1,149.5 1,374.4
購貨 39,284.9 11,415.7 12,306.2

(50,045.1) (13,615.2) (14,535.6)

盈餘 15,775.3 7,402.6 8,570.4 

盈餘 (扣除捐款後) 13,690.3 6,637.6 6,654.8 

組別 13 10 12
總人數 100 95 112

總盈餘 $15,775.3 $7,402.6 $8,570.4 

每人盈餘 $157.8 $77.9 $76.5 

投資總額 $45,180.0 $14,015.0 $17,522.0 

回報率 35% 53% 49%

總捐款 $2,085.0 $1,814.0 $4,139.5 

每年參與人數超過100人。
近年每年有13-14組學生參與。
所以每位同學可成為帶領者、協助者和參與者。

CEO

CFO OM Marketing

每組架構

由2015年開始有慈善義賣等
捐款，到2016年延伸至校外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2bR5GPbMDsxQXlJX1BCd3hFWHM

計劃書如下(2017)：

計劃書如下(2018)：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87zsunY4IIfX7xi9MePxrybptIfiCVs

參與攤檔數目 總人數 獲得最具創意及實踐獎
(全場共5攤檔獲獎)

修頓創意年宵2016 3組 71 3組

修頓創意年宵2017 13組 100 3組

修頓創意年宵2018 14組 113 3組

3.3 參與青少年創業營商體驗計劃
創意年宵營商體驗日@灣仔

• 由撰寫計劃書、入圍，以至於修頓球場經營年宵三日。豐富了同學們的人生經歷。
本校連續兩年有三組的計劃書均奪得大會的最具創意及實踐獎。其中一組更同時獲
得最受歡迎獎。

• 2017 年和2018年分別有13檔和14檔入圍有關營商體驗計劃，提供舞台給學生展示他
們的能力和知識。

3.3以計劃書形式參加校外
營商比賽，提升學生撰寫
計劃書的動機和能力，體
會及早計劃的重要性。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2bR5GPbMDsxQXlJX1BCd3hFWHM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87zsunY4IIfX7xi9MePxrybptIfiCVs


修頓年宵2016    2017    2018

每一位站在台上的學生
(部份是學校成績較弱的
一群)，他們在年宵的付
出和得著，我深信令他們

終身受用。



•在校內營運年宵。
根據實際情況調
節

•必須交回財務報
告和年宵感想

•著重過程反思

•計劃預算、競投
策略

•同學自由組隊，
但必須提交計劃
書給老師審批。

計劃 –包括
金錢運用和
營運計劃

模疑年宵競
投/準備採
購

營運年宵
報告/滙報/

反思

在年宵過程，
引入不同元素
提升學生素質。

3.1以計劃書形式參加校外營商比賽，提升
學生撰寫計劃書的動機和能力，體會及早

計劃的重要性。
教導學生如果儲錢搞年宵。引入計劃，提

升他們相關意識。

3.2以捐款多少，決定校內年宵競投的位置。
加強學生營商需回饋社會，以及競投應按

自己的預算而定。

3.3營運年宵，加入慈善義賣、慈善競投和將部份盈
餘捐出，加強學生回饋社會的素質和重要性。

3.4年宵反思。協助學生透
過年宵的經歷和得著，幫助
他們將來面對人生的困難。



營商必須回饋社會3.3營運年宵，加入慈善義賣、慈善競投和將部份盈餘捐出，
加強學生回饋社會的素質和重要性。

開放日商科義賣

向老師募捐物品義賣 全組慈善義賣 慈善拍賣

回饋社會，捐出盈餘，著重身教。



3.4年宵反思。協
助學生透過年宵的
經歷和得著，幫助
他們將來面對人生
的困難。

年宵有感
(所有該年年宵的
資料、營運情況，
和學生感想]

年宵記念錢
反思所學。希望每位學生及早計劃理財，及
早計劃人生。當遇到困難時，都能緊記學校
是他們的後盾，年宵成功經驗和特質成為他
們將來解決問題的幫助。



4. 深化知識 ***** (最重要一環)

•4.1撰寫計劃書

•4.2拍攝商業短片

•4.3課堂錄影重溫

螺旋式
學習模式

1.傳遞知識

2. 啟發興趣

3. 活動體驗
4. 深化知識

5.比賽/貫通

6.回饋文化

• 學生要學懂知識，必須自我進行探究。文字與意念並重，故此教
授學生撰寫不同類型的商業計劃書，將知識運用。

• 由於現今是影片的年代，拍攝短片亦是學生一個寶貴的學習機會，
所以每年學生必須拍攝兩條商業個案短片，將已學的知識結合生
活上。

• 在學術層面，學生對知識學習很善忘，所以拍攝每課的重點，並
有系統收錄，讓學生可隨時隨地重溫有關知識，深化學習。



4.1 撰寫計劃書工作坊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2bR5GPbMDsxN0NISWk3bENOOFE

教授知識、傳授經驗，
讓學生提升撰寫計劃
書的能力，包括計劃
營商、預算、集資等。
有關工作坊的給予筆

記如下：

2016-2017和2017-2018，所有修讀BAFS的學生必須分
組撰寫一份創業營商的計劃書，有關計劃書獲得外
間好評，而且亦是一個平台讓學生運用和深化已學
的商業和管理知識。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2bR5GPbMDsxN0NISWk3bENOOFE


4.2透過目商，自行拍攝影片，深化學習

• 學生每學期，須拍攝有
關營商或管理的影片。

並需要在影片中，提交

三條有關該課題的影片，

深化學生學習。讓學生

很多接觸日常生活的營

商環境和管理方法，讓

學生們更反思他們生活

中所遇到的，深化學習，

成效頗佳。



4.2透過目商，自行拍攝影片，深化學習

• 改變學習模式：

以往營商和管理，著重學生

書寫，本校著重學生的理解

和反思。

著重學生的觀察，然後透過

短片，建構已學知識，並透

過影片滙報。

深化學習

反思/建
構/滙報

結合已
學知識

觀察日
常生活



4.3課堂錄影，深化學習
• 於課堂解釋概念時錄影，讓學生可以重溫有關課節的重點。

• 亦將每堂的重點作5-10分鐘總結，然後轉化成錄影片段，深

化學習，讓學生可以重溫有關知識。



5.比賽/貫通

•5.1參加不同計劃書比賽

•5.2參加不同商業短片比賽

•5.3參加教育城教育短片比賽

螺旋式
學習模式

1.傳遞知識

2. 啟發興趣

3. 活動體驗
4. 深化知識

5.比賽/貫通

6.回饋文化

•現在，不同的團體對中學生舉辦不同的比
賽，參加不同的比賽正好讓學生有一個平

台去貫通所學的知識，並在已有知識上追

求卓越。無論計劃書或短片比賽，都是讓

學生可以將所想所學的應用出來。



5.1 計劃書比賽-理財策劃大比拼2016

•同學們撰寫理財計劃書，去達致一些理財目標
•除了讓他們可以應用如何計算未來值和現值外，更讓他
們可以體會到及早計劃的重要性。

•他們的計劃書重點是：
•同學對理財上了寶貴的一課

由不可能
變成可能

理財目
標

儲蓄習慣
投資
策略



5.1 計劃書比賽-創意校園綠化工程比賽
• 同學首先參加由香港工程師協會舉辦一連串的工作坊，包括參觀其他學校的綠化設備等，
然後再撰寫一份創意校園綠化的計劃書。

• 結果同學們能夠成功入圍，並取得全港亞軍，可以在學校實踐校園綠化工程。除了贏得
$5,000的獎金外，更可獲$3萬實報實銷的預算作為校園綠化工程。

• 這些同學將一半的獎金用作營運2017年的年宵，再將所有盈餘作慈善用途。

• 過程中，可見同學們的計劃日趨成熟。而且當運用大會$3萬實行綠化工程時，運用及早計

劃和格價兩個重要元素運用，令有關比賽得以成功。



5.1 計劃書比賽-
香港城巿大學商學院-青年創業挑戰賽2017

•參加不同的比賽，讓學生可以撰寫不同的商業計劃書，既能提升
學生的商科興趣，亦能擴闊學生視野，同時能針對特定的題目，
去尋找有關商業資料，分析和加以滙報，提升學生的能力。
•本校於是次比賽獲得最踴躍參與大獎。



5.2 商業短片比賽 -香港浸會大學-
全港中學生巿場推廣大賽

• 免。廢。包裝：https://youtu.be/_HR5Ab7P0sU

• 負責任消費。社企有道：https://youtu.be/LiC8yilRVMo

• 飲水救地球：https://youtu.be/-VlEzKmenys

• 零廢物生活：https://youtu.be/LNLan_P0LKY

• 這次比賽有關負責任消費，本校亦有兩組關於負責任消費
的影片入圍決賽，並參加有關由浸會大學所提供的訓練營，
讓學生可以滙報有關負責任消費為題的成果。

https://youtu.be/_HR5Ab7P0sU
https://youtu.be/LiC8yilRVMo
https://youtu.be/-VlEzKmenys
https://youtu.be/LNLan_P0LKY


5.2 商業短片比賽
-「競爭有道」宣傳創作比賽 –大獎

-宣揚競爭法好處

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VSD8zg5sBcM (3分鐘)

• 學生拍攝了不同的商業個案，參加不同的比賽，加以實踐和應用。其中，
競爭事務委員會舉辦的「競爭有道」宣傳創作比賽，本校同學憑趣味手法
解釋競爭法，獲得大獎，並於暑期到新加坡作競爭法的交流，可見有關拍
攝商業個案能提升同學們的共通能力、興趣和創意等。

共通能力

創意興趣

https://youtu.be/VSD8zg5sBcM


5.2 商業短片比賽
獲新加坡交流團機會-
到訪新加坡競委會
•帶領學生到訪新加坡競爭事務委員會(CCS)進
行有關競爭法的交流，擴闊學生國際視野，在
企業營運和營商環境不只是局限於香港，而是
放眼世界。在有關交流的過程中，學生更體驗
公平貿易的重要性，灌輸正確的價值觀。



5.3 教育城教育短片比賽
「EDV獎勵計劃2017」

• 共有12條影片入圍「EdV獎勵計劃2017」

• 其中兩條獲得最受歡迎獎
• 顯理中學獲得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 12條影片中，共50位學生參與拍攝，

期望每位學生都能將所學的，應用在

日常生活之一，更重要是可以教導

學生回饋社會的重要性。

• 著重學生互相分享文化，利人利己
建構更好的社會。

「EDV獎勵計劃2017」中學組最受歡迎短片獎

• 時空責任：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e71316e833108000000

• 獨領風騷：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c59316e834807000000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e71316e833108000000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c59316e834807000000


6.回饋文化

•6.1拍攝短片，鼓勵學弟妹儲錢搞年宵

•6.2在FACEBOOK創立目商，分享短片

•6.3透過教育城EDV，共享教育短片

螺旋式
學習模式

1.傳遞知識

2. 啟發興趣

3. 活動體驗
4. 深化知識

5.比賽/貫通

6.回饋文化

•回饋文化，是學習模式中最重要的，將
正確的價值觀透過不同方式展現出來，

亦希望能生在急功近利的社會中，建立

企業對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6.1 儲五百搞年宵 (由去年CEO自編自導自演，
拍攝短片，鼓勵學弟學妹儲錢搞年宵]
• HTTPS://YOUTU.BE/TQIHAZDNVDS 教導學生如果儲錢搞年宵。引入計劃，提升

他們相關意識。

https://youtu.be/TQIhaZdNvDs


6.2 在FACEBOOK創立目商
-用眼看商業世界

• 合謀定價：https://www.facebook.com/ilovebafs/videos/815044355339975

• 【輕鬆抽一抽】病癒餅：https://www.facebook.com/ilovebafs/videos/816051745239236/

• 科大Unique自助餐：https://www.facebook.com/ilovebafs/videos/818857458291998/

• 變賣帳trade-in以舊易新：https://www.facebook.com/ilovebafs/videos/818883948289349/

• 巿場營銷-樽裝珍珠奶茶：https://www.facebook.com/ilovebafs/videos/912073985637011/

• 在facebook開設專頁，專頁名稱為目商，意思是用眼看商業世界。專頁由本人和一些學生
共同管理，希望透過facebook這平台，可以發佈一些較優質的商業知識短片、商科剪報和
一些日常生活的商科知識應用。深化學生所有的知識，回饋社會。

https://www.facebook.com/ilovebafs/videos/815044355339975
https://www.facebook.com/ilovebafs/videos/816051745239236/
https://www.facebook.com/ilovebafs/videos/818857458291998/
https://www.facebook.com/ilovebafs/videos/818883948289349/
https://www.facebook.com/ilovebafs/videos/912073985637011/


6.3透過教育城EDV，共享教育短片
「EDV獎勵計劃2017」共12條-中學組入圍短片，在教育城網頁與學界分享

• 特許經營：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e229034439a29000000

• 道德何價：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dee9034438c29000000

• 薯片風暴：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dc6316e83e807010000

• 兩個老闆的故事：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da49034433d29000000

• 獨資合夥有限公司：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d85316e83dc07000000

• 特許經營。合營：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d55316e83c807000000

• 成功靠父幹：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d289034431129010000

• 真。中小企危機：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d089034431129000000

• 遊遊世界：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ce4316e832d05000000

• 儲伍佰搞年宵：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ca9316e834807010000

•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e229034439a29000000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dee9034438c29000000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dc6316e83e807010000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da49034433d29000000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d85316e83dc07000000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d55316e83c807000000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d289034431129010000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d089034431129000000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ce4316e832d05000000
http://www.hkedcity.net/edv/watch/59263ca9316e834807010000


總結：孕育不同素質，建立文化 -每屆傳承
學業成績
(BAFS科)

Level 2 + Level 3 + Level 4 + 增值

DSE 2013 100% 90.3% 58.1% 9

DSE 2014 100% 97.7% 69.8% 8

DSE 2015 100% 87.5% 62.5% 7

DSE 2016 100% 94.6% 73.0% 9

DSE 2017 100% 96.8% 48.4% 7

• 每年，本科學生參與大量活動後，有關學業成績亦能保持高水平，過去5年中，有3年的增

值為全港最高的5%學校，可見有關拍攝影片活動、撰寫計劃書的訓練，配合合適的教學

方法和教學材料，除了能提升學生對企業和商業的興趣外，學業成績仍能處於高水平。

• 拍攝影片和撰寫計劃書，需要學校和老師的配合，我深信孕育學生不同的素質，老師必提
供不同的舞台。縱然很多撰寫計劃書的內容和拍攝所花的時間不是公開試考核的內容，但

從中學生學會的能力、知識和態度，卻終身受用。本校願意與同工們分享影片和教學方法，

願一同孕育不同素質的學生，共建共享文化。

• 5分鐘商業影片精

華(推介收看)

https://youtu.be/8HS

MgLVH19Q

https://youtu.be/8HSMgLVH19Q


5分鐘商業影片精華(推介收看)


